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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遇糾紛如何找到好律師遇糾紛如何找到好律師、、哪些案子必告無疑哪些案子必告無疑？？

如何與壞律師分手如何與壞律師分手？？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
視15.3《美南時事通》節目主持人蓋軍
、記者肖永群日前邀請德州民事訴訟
律師Tracy Lin壹起來談談遇糾紛如何找

到好律師、哪些案子必告無疑？如何
與壞律師分手？

蓋軍：在美國生活，有人說在美
國壹定要有兩個朋友，壹個是醫生，

壹個是律師，有了這兩個朋友，妳心
裏就有底了，幹什麽事兒都能預先有
個人商量壹下，咨詢壹下，少走彎路
。尤其是移民美國的移民，有很多事

情不懂，美國的法律又多如牛毛，所
以凡事請教律師非常重要。

Tracy Lin：華人來到美國，要找到
壹個適合妳的律師非常重要，因為每
個人的需求都不同，美國訴訟文化流
行，華人千萬不要忍氣吞聲成弱者。
遇到法律問題的時候，先去朋友圈裏
打聽，哪個律師比較靠譜，相對於廣
告來說，口碑比花錢打廣告更靠譜。
口碑，口碑，口碑！

蓋軍：我有個朋友，出了車禍，
他束手無策，像這種情況應該怎麽辦
？

Tracy Lin：其實，在律師界，車禍
這種案子是最基本的小案子，基本上
律師助理就可以辦。妳委托律師事務
所辦，但實際上也是律師助理在辦。
但是，選律師助理也不是那麽簡單的
，妳打電話過去，接電話的律師助理
接妳的電話，與妳對話，其實大家心
裏就可以有個大概其的看法，知道是
不是要選擇這家律師事務所。

蓋軍：很多人不敢去打訴訟，有
壹個很大的原因是認為律師費很貴，
您可不可以透露壹下律師費的行情。

Tracy Lin：不同的律師收費也不同
，不同類型的案子收費也不同，不過
，壹般都是按小時來收費的。對於民
眾來說，最好是找不勝訴不收費的律

師，當然這個也要看案子的具體情形
，沒有人敢說這個案子最後會怎麽樣
怎麽樣，因為這個是要看法庭怎麽判
，但是律師是可以尋找最有利於客戶
的方法去打官司。

肖永群：華人的個性是比較會息
事寧人，不想惹事。那麽，您作為律
師，建議華裔民眾遇到什麽樣的案子
壹定不能忍，要去法庭打官司。

Tracy Lin：其實，兩萬塊以下的訴
訟金額都可以自己上小額法庭去辦，
那裏有表格自己填，費用很少，而且
有時候還有義工律師免費幫忙。德州
的小額法庭是很偏向於民眾這壹邊的
，偏向於弱勢群體，不會偏向於大公
司。華人民眾學會自己處理這些小案
子，對自己來說既能省錢又能鍛煉自
己的自信，是很好的體驗。

《美南時事通》節目是美南國際
電視的主打時事政論節目，每天7PM
首播。每周壹至周五6:30PM是美南新
聞聯播直播，7PM就是《美南時事通
》，主持人蓋軍是美南新聞總編輯，
他與美南新聞記者肖永群壹起每天采
訪美國華人華僑界的風雲人物，暢談
政治，針砭時弊。請每晚7點守住15.3
頻道，收看《美南時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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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疫情持續需求下降 能源行業巨頭大幅裁

(本報訊)截止今天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數字為 240,
814人, 3383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 879,994人，17700 人死亡.

間歇性禁食或可成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間歇性禁食是近年來流行的一種飲食模式，指將每
日的進食時間段限制在6到8小時以內，或者每隔一天只攝取500
卡路里的食物。有研究表明，間歇性禁食有助於減重、改善新陳
代謝並降低惡性腫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風險等。美國麻省總醫院
體重中心副主任Angela Fitch博士表示，在有指導的前提下，間
歇性禁食或可成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間歇性禁食之所以有利於身體健康，是因為空腹12小時後
，血液中的胰島素水平下降，醣類能量儲存減少，人體就會開始
逐漸將脂肪轉化成能量，這是一種人類在古老的食物稀缺時代的
一種適應方式。研究人員認為，這種代謝轉換方式有助於改善血

糖調節，尤其是對存在胰島素抵抗症狀的患者而言，而
胰島素抵抗是2型糖尿病的先兆。

Fitch博士表示，現代人的飲食方式不同於祖先，且睡
眠更少、久坐不動、攝入食物更多更頻繁。在食物稀缺
時代，人類有時幾乎找不到賴以生存的食物，很可能只
會在接近中午時分飽餐一頓，然後早早入睡，但是對現
代人而言，食物隨手可得，而且大多都是加工食品。除
了改變代謝轉換方式，間歇性禁食還可以讓人們的飲食
習慣與晝夜節律保持一致，有助於降低與晝夜節律紊亂
相關的肥胖、失眠、糖尿病和抑鬱症等疾病風險。

Fitch博士也為踐行間歇性禁食提供了3個建議。首先，間歇
性禁食應該和健康的飲食方式結合，盡量選擇天然食物，少食用
如餅乾、薯條、漢堡等加工食物。其次，禁食期間過後不可暴飲
暴食，請攝入正常的餐食分量。禁食期間可以喝不含熱量的水或
飲料，例如不含糖、奶油或甜味劑的咖啡和茶。第三，循序漸進
，從每日連續禁食10小時開始嘗試。每隔幾周延長1小時禁食時
間，直至達到16個小時或適合個人的時長。大多數人可以選擇
在晚餐後禁食，直到次日稍晚時再吃早餐。早餐多吃晚餐少吃的
飲食方式也有益於新陳代謝健康。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間歇性禁食並不適合所有人，包括糖
尿病、腎臟疾病、心力衰竭和飲食失調症患者，以及孕婦或哺乳
期婦女等。 Fitch博士建議想要嘗試間歇性禁食的人們尋求醫生
的正確指導，並在飲食上遵循“二八原則”，即在80％的時間健
康飲食，在20％的時間內在享用美味但並不那麼健康的食物。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建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
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
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
、高血壓、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

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
到運用尖端療法治療複雜且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是全美排名
第一的研究型醫院，也是美國唯一一家所有16項專科全部上榜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
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
頂級醫院之列。

(本報訊)疫情以來，由於需求大幅下降，能源行
業受到重創，近日，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正 在 裁 員 1,900 名 美 國 員 工 ， 而 雪 佛 龍
（Chevron）計劃裁員剛剛收購的一家能源公司Noble
Energy的四分之一員工。

埃克森美孚週四表示，此次裁員採取自願的和非
自願兩種方式，工作職位主要來自其位於休斯敦的管
理部門。截至2019年底，德克薩斯州石油巨頭Irving
在全球擁有約75,000名員工。

在疫情爆發之前，石油行業已經在苦苦掙扎，全

球經濟疲軟降低了對能源的需求，而生產商則以廉價
能源充斥市場，導致價格遠低於生產商收支平衡所需
的價格。週四，一桶美國基準原油的價格約為35美元
，但大多數生產商至少需要每桶50美元才能達到收支
平衡。埃克森美孚在3月曾宣布將削減開支30％。

埃克森美孚並不是唯一一家因需求和價格暴跌而
陷入困境的石油巨頭。雪佛龍公司週四證實，自疫情
以來，能源行業一直在萎縮。根據勞工統計局的數據
，自今年年初以來，煉油和煤炭生產行業共損失了10,
500個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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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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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佛羅里達州的拉丁美洲裔美國人
認為，今天的民主黨與他們在2008年和2012年支持的政黨完全
不同。這暗示在大選前的關鍵時刻，前副總統喬·拜登遭受到拉
美裔人的打壓。

儘管在民意調查中，拜登在全國范圍內領先特朗普總統，但
與2016年相比，拜登嚴重落後於希拉里·克林頓在拉美裔社區中
的支持。

佛羅里達州是一個重要的戰場州，拉美裔人佔選民的20％，
這在佛羅里達尤其值得關注。這種拉美裔的影響力也會蔓延到佔
人口總數37.6% 的德克薩斯州，儘管德州是經典的紅色州。記者
也諮詢了大休斯頓地區的拉美裔選民，大多數表示支持特朗普。

2016年，希拉里在佛羅里達州贏得了拉丁美洲人62％的選
票，但仍然失去了陽光狀態。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拜登在佛羅
里達州拉美裔的支持率落後於希拉里，甚至落後高達10個百分
點。

這等於從另一面讓許多民主黨人感到困惑：為什麼拉美裔人
因拜登而轉向支持特朗普總統？如果他們想知道答案，則應該首
先提出一個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要問問自己：2008年奧巴馬
的民主黨在哪裡？

今天的民主黨與許多拉丁美洲人在2008年和2012年所支持
的民主黨是完全不同。 2020年的民主黨對美國的願景可能沒有
反映出將他們的移民祖先吸引到這個偉大國家的信念或價值觀。

近年來，民主黨眾議員亞歷山德里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退
出了該黨，離任其領導職務，以致於沒有為那些不擁護極端自由
主義或社會主義立場的拉丁裔人留出空間。

以前不是這種方式
塞繆爾·羅德里格斯（Samuel Rodriguez）牧師回憶2007年在

芝加哥與時任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一起坐著時的情景，當時奧
巴馬真誠地想了解美國迅速發展的拉丁美洲人，尤其是福音派社
區的利益和關切。

拉丁美洲人幫助奧巴馬贏得了2008年和2012年的勝利，因
為奧巴馬的民主黨認識到拉美裔社區的信仰並非單一的。

拉美裔人從來沒有被一個問題所定義，即使是被認定為民主
黨的拉美裔人，其信仰也往往較為溫和。

例如，當前的民主黨機構支持消減警察撥款，拉美裔人也願
意接受了改革執法的想法，但不能稀釋或損害為他們的家庭提供
安全的必要服務。簡而言之，拉美裔人既要法律正義，也要警察
維護社會秩序。

此外，儘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和他的競選夥伴參議
員卡馬里·哈里斯都反對特許學校和學校選擇，但拉美裔人渴望
教育平等，並認為所有兒童都應得到最優質的教育。

在某些問題上，拉美裔人實際上比白人更保守。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稱，拉美裔社區是美國選民

中最富生命力的社區。
許多拉丁美洲人，尤其是有信仰的人們，例如他們成倍增長

的福音派社區，都具有強烈的社會保守價值觀和信仰。
一項研究發現，就每個人的生命尊嚴而言，拉美裔福音派人

士比白人福音派人士更傾向於保守，而拉美裔社區發現後期墮胎
尤其令人討厭。

您能想像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州長似乎提倡殺死嬰兒時拉丁美

洲人的想法嗎？可以說，這個問題是儘管他的推文、評論和移民
言論，但這是2016年為什麼仍有28％的拉美裔選民支持特朗普
的主要原因之一。

現在，拜登在 2019 年回溯了他對《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的支持，他犯了同樣的錯誤。

在最近的大法官確認聽證會上，民主黨人對最高法院大法官
艾米·康尼·巴雷特關於人類生命神聖性的個人宗教信仰進行了敵
對的抨擊，這對許多拉丁美洲人來說是令人反感的。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說法，拉美裔人是美國宗教信仰最高的
社區之一，並且是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堅決支持者，但民主黨
始終堅持不懈地消減他們的努力，並未意識到針對的是無數拉美
裔家庭，他們認為他們的信仰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羅德里格斯牧師指出，如果拜登真的想在11月3日贏得我們
的選票，那麼他需要開始傾聽拉美裔人的真實信念。但是，在他
看來，可能已經為時已晚。

羅德里格斯牧師提到，拜登本可以選擇一個拉美裔作為他的
競選搭檔，但他沒有。他本可以選擇一個至少能反映出絕大多數
拉丁美洲人的價值觀的非拉丁美洲人，但他也沒有。相反，拜登
選了國會中最自由派的參議員。是的，根據GovTrack的說法，
哈里斯比參議員伯尼·桑德斯還要左。這樣，他選擇疏遠拉美裔
選民。

羅德里格斯牧師說：“這是他的選擇，不是我們的選擇。”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拜登在佛羅里達州遭受打壓，拉美裔人轉向支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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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何佩珊

由於國青隊在去年未能晉級亞青賽正賽，該年
齡層的年輕隊員在未來兩三年內基本上已沒

有太多出戰國際比賽機會，再加上這些球員大部分
也難以在自身球會中被派落場，因此中國足協決定
組隊參加今季的中乙聯賽，好讓年輕球員在職業賽
中提升個人能力，以及球隊的整體水平。

國青隊教練成耀東表示，讓U19國青隊出戰
中乙比賽是希望球隊可透過實戰取得進步和學習不
同的風格：“我覺得球隊會有循序漸進的表現，大
家一開始的把握度和發揮度可能不是很高，但隨着
聯賽進行可能會慢慢變好。年輕球員的不穩定性是
球隊面對的最大困難，就看大家能把自身能力發揮
到多少了。而嚴格來說，球隊的風格還不能完全確
定，但我們向球員介紹各種風格和適用場景，我們
還是希望隊員能根據球場上的變化去探索。”成耀
東表示，希望球員在出戰中乙後能得到鍛煉，並爭
取好的成績和名次，因官方雖可能沒有很高的要
求，但球隊內部仍是要設定一個目標。

在提出參與中乙聯賽的計劃後，國青隊自5月
起已先後進行4期集訓，球隊在過去5個月中更一
共參加了27場熱身賽，其中既有對陣同齡隊伍的
比賽，也有與中乙球隊的切磋，最終獲得11勝7和

9負成績。
然而，究竟讓哪些球員出戰中乙比賽，亦是

成耀東遇上的難題。例如在5月至6月舉行的首期
集訓中，陶強龍、何龍海、劉祝潤等6名主力隊員
便因在半夜違反規定私自外出，引發了軒然大波，
該6名球員最終亦被禁賽處罰。另外上海申花的小
將朱越因要隨一線隊前往蘇州征戰中超未能入隊，
李佳珩、馬輔漁、何立攀、乃比江則先後因傷離
隊。在經過了近半年的篩選後，如今的國青陣中僅
有朱啟文、宋潤潼、梁少文、艾菲爾丁等11人參
加過全部4期集訓。“我們希望所有小將都能上
場，畢竟此番力排眾議率領國青出戰中乙，教練組
最根本的目的還是要給這群年輕人一個提升自我、
以賽代練的平台。”成耀東說。

首戰出師不利遭“絕殺”
在過去周日，國青隊終於出戰了首場中乙比

賽，可惜球隊於一度領先下最終於補時階段被“絕
殺”，以1：2不敵湖南湘濤，但可以肯定的是，
國青球員透過和中乙球隊的比賽，必可累積到比賽
經驗和從中學習如何應對逆境，相信今次計劃對小
將們而言絕對是利大於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
浩然）U19國足是次空降中
乙，難免令人擔心會否影響一
眾中乙球隊的利益，因此中國
足協特別制定一些特別賽制，
希望把影響降至最低。

根據資料，國青只會參
與第一階段的小組積分賽，
不會參與之後涉及升降班的
第二階段比賽，由於第一階
段最後一輪比賽亦可能涉及
球隊究竟是進入“衝甲”或
“護級”的分組，因此國青
在最後一輪比賽將會輪空。

此外，國青在今屆比賽
不會有排名，但仍會計算積
分，而其他中乙球隊對戰國
青時的積分，以及入球數、
得失球數都會作為排名的依
據，這樣一來可以削弱空降
帶來的影響，亦確保了其他
球隊會認真對待出戰國青隊
的比賽。

特
別
賽
制
降
低
各
方
影
響

在德比戰中勇挫廣廈隊，拿到創造隊史
最佳開局的5連勝後，浙江隊主教練劉維偉
表示，這能夠增添球隊的信心，但他同時強
調作為年輕隊伍要戒驕戒
躁。

在27日進行的中國男
子籃球職業聯賽（CBA）第
5輪中，浙江隊後來居上，
以113：104擊敗廣廈隊，
開局5連勝創造隊史紀錄。

“上半場大家背的包袱
比較重，年輕隊伍有一定壓
力，調節能力也不是太
好。”劉維偉說，下半場大

家打得很果斷，很有侵略性。贏了幾場球，
大家肯定會有變化，年輕隊伍還是要踏實，
多總結，為接下來的比賽作準備。

在他看來，年輕隊伍能從連
勝過程中收穫信心，通過比賽樹
立隊伍的自信和發展方向，但這
不能是盲目的。“我們要戒驕戒
躁。年輕人有起伏和成長的過
程，我們這支球隊現在還不是太
穩定，今天這場比賽就已經暴露
出來了。信心和平時訓練要結合
在一起，有好的訓練基礎、好的
比賽作風以及拚勁，球隊才能走
得更遠。”劉維偉說。■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
日前，終極格鬥冠軍賽（UFC）亞太區高
級副總裁張卓麟在SportPro Asia主辦的線
上峰會上闡述了UFC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及
願景。他直言，希望未來5年看到更多亞洲
選手，尤其是中國選手出現在UFC選手名
單中。“我們現在一共有600名選手，如
果有10%至15%的選手是來自這裏，並出
現一些排名不錯的選手，這對我們來說就
是成功。”

會上，張卓麟還談及白大拿亞洲挑戰
者系列賽。原定於今年在上海精英訓練中
心進行的賽事由於新冠疫情而推遲。“這
將是一場更具區域性的競爭，不僅來自中
國，還有來自日本、韓國和整個東南亞的
人才。而且我們對亞洲的計劃不是僅僅將
系列賽放在發布渠道上，而是更廣泛的傳

播，為粉絲們提供見證這些運動員職業征
程的機會，並產生類似於‘終極鬥士’的
影響力。”

此外，張卓麟表示，UFC方面為自己
在疫情期間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
們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特別
是作為首個回歸的體育項目。自疫情以
來，我們成功舉辦了25場賽事，UFC254
是第25場。我們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位於拉
斯維加斯的APEX場館。早在24個月前，
場館投入建設之初，我們就開始計算完工
時間。恰巧，就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及
時完工了。沒有這個場館就不可能舉辦現
場賽事，所以能在疫情之前竣工真是再好
不過了。除此之外，我們在UFC格鬥島舉
辦賽事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並在全球範圍
內受到歡迎。”

U19國青隊
為未來鋪路為未來鋪路

中國足球的發展一直是球迷關注的

問題，其中青訓的發展一直受到熱烈討

論，因這是一個國家足球發展的重要元

素。為了好好備戰2024年巴黎奧運會外

圍賽，中國足協早前決定派出U19國青

隊出戰第一階段的中乙聯賽，好讓年輕

球員透過實戰尋求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浙江開局5連勝創隊史紀錄

UFC冀增百餘位亞洲選手

出 戰 中 乙 聯 賽 爭 取 經 驗

■■在在UU1919 亞青賽預亞青賽預
選賽出局選賽出局，，令令 UU1919
國青隊缺少出戰國際國青隊缺少出戰國際
賽機會賽機會。。 新華社新華社

■■成耀東希望成耀東希望UU1919國青隊可國青隊可
取得進步取得進步。。 新華社新華社

■陶強龍（7號）因私自外出遭處罰。 資料圖片

■■浙江隊球員王奕博浙江隊球員王奕博
（（前前））在比賽中帶球在比賽中帶球
進攻進攻。。 新華社新華社

西甲豪門巴塞隆拿的球會主席巴度美，在西班牙時
間27日宣布辭去球會主席一職。

巴度美在當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自己以及其他
董事會成員辭職的決定。他解釋說，加泰羅尼亞自治區
政府已同意巴塞舉行針對董事會的不信任投票，但在西

班牙遭受新冠疫情嚴重衝擊的當下，這樣的公共活動將
使會員們的健康面臨風險，董事會不希望人們需要“在
保護自己的健康與行使投票權之間作出選擇”，因此決
定“不舉行投票，而是立即辭去職務”。

巴度美在新聞發布會上還提到，自己近來遭受的一
些指控是子虛烏有。他透露，他和他的家人以及董事會
成員們在過去幾個月收到了大量的侮辱和威脅。

球會成績不理想是巴度美“下台”的原因之一。上
賽季，巴塞在各條戰線上顆粒無收；本賽季初，球隊的
表現也不盡如人意，5輪聯賽僅取得2勝1和2負積7分的
成績。與此同時，美斯離隊風波和阿根廷人在留隊後對
球會高層作出的嚴厲批評，更是讓巴度美大失人心。本
月初，近兩萬名巴塞會員簽名要求巴塞會方召開針對董
事會的不信任投票。

巴度美是在2014年1月接替羅素成為巴塞代理主
席，並在2015年7月正式出任球會主席。 ■新華社

大失人心 巴度美辭任巴塞主席

美飛人高文停賽兩年無緣東奧

■■巴塞成績不理想是巴度美落台的原因之一巴塞成績不理想是巴度美落台的原因之一。。 美聯社美聯社

28日，獨立於世界田聯的田徑誠信委員會確認，美國
新科男子百米世界冠軍基斯甸高文（Christian Coleman）
因違反反興奮劑規定被禁賽兩年，禁賽日期從2020年5月
14日持續至2022年5月13日。這也意味着這位百米名將無
緣參加明年的東京奧運會。

今年6月，田徑誠信委員會宣布，高文由於在2019年
錯過三次興奮劑檢查，被初步禁賽。

根據世界田聯的反興奮劑規定，運動員必須提前90天
向藥檢人員提供具體行蹤以備興奮劑檢查，12個月內三次
錯過興奮劑檢查或未能提供行蹤即視作興奮劑違規。

2019年田徑世錦賽，高文以9秒76成績奪得男子100
米冠軍，原本被視為東奧百米飛人大戰奪冠熱門之一。

■新華社
■■基斯甸高文曾被視為明年奧運會百米跑的爭標熱門基斯甸高文曾被視為明年奧運會百米跑的爭標熱門
之一之一。。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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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與免疫睡眠與免疫
陳康元醫師陳康元醫師 //王琳博士王琳博士

光鹽健康園地
美南國際電視 STV 15.3 週二 (11月

3日)晚 8:00 播出
Southern TV – STV15.3 Houston

網上直播
iTalkBB 本地華人頻道直播

睡眠是一個表面平靜，實則複雜而活躍的過程，對
全身健康至關重要。在夜間睡眠時，免疫系統的運作會
對身體適當的進行維護。一個接一個的研究都指出了睡
眠與維持健康免疫功能的聯繫。

我們在做夢狀態時看起來很平靜安詳，但我們的免
疫系統，與大腦和其它身體過程一起，卻在竭盡全力保
持我們的健康。睡個好覺可以改善免疫T細胞。T細胞是
一種專門的白細胞，可以
對抗細胞內病原體（細胞
內的病毒，包括流感，
HIV，癌症，和 冠狀病毒
）。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
士將會論述夜間睡眠時免
疫細胞如何在四處移動，
製造記憶，免疫細胞如何
得到有效性的保存，如何
安然進入支持免疫的夢鄉
。

請掃二維碼請掃二維碼 (QR Code)(QR Code)
手機立時觀看手機立時觀看

紐約巿今年示威活動，一波接一波
，未曾間斷過。上周有民眾上街，聲援
白人警員射殺的非裔女子泰勒（Breonna
Taylor）；另外又有猶太人上街示威，抗
議社區因疫情反彈而被再度封城。總之
一句話，就是各式各樣的示威運動，.多
如 「過江之鯽」 。

筆者執筆之一刻，距離美國總統大
選只剩 下14天，紐約巿警察局已作出了
評估大選相關的示威活動，最早於下周
日（10月25日）出現，最差可能持續到
明年。《紐約郵報》訪問多名紐約巿居
民，他們均相信不管是特朗普勝出、還
是白登落敗，均必定引發大型的示威騷
亂。 「做人千萬不要契弟走得摩」 ，他
們已計劃在大選前後，一於離開紐約，
外出 「避難」 ，暫時告別可愛的 「大萍
果」 （紐約巿的暱稱）

報導指出：根據紐約巿警察局內部
備忘錄，評估認為大選相關示威活動，
最早於下周日出現，並形容11月3日的投
票日是 「現代競爭最激烈的總統大選」
，最差情況下，示威可能持續到明年，
已要求各部門做好準備。警方亦擔心大

選後需要數周點票，街頭示威活動勢必
延長。

25歲的中國學生Paulo Wei在哥倫比
亞大學修讀電腦，住在上西城區（Upper
West Side），今年夏天 「黑人命可貴」
（Black Lives Matter）示威席捲全美期間
，他附近的西城公路（West Side Hugh-
way）經常被示威者霸佔，他一度被困公
寓不能出門。為免事件重演，他決定在
大選前搬回上州Port Jervis的農場，與家
人同住，待市面回復平靜再回到紐約巿
。

任職公關的Andrea現年31歲，是共
和黨人，不願公開姓氏。她住在曼哈頓
熨斗區（Flatiron District），今夏 「黑人
命可貴」 示威期間，她搬回紐澤西州的
老家兩周，與父母同住；今屆大選，她
提早約了兩名朋友遠遊，準備於10月25
日至11月8日前往墨西哥圖盧姆（Tulum
）， 「川普一旦當選，將是一場災難，
這個城巿將會陷於火海，人們將會發瘋
。」

因為疫情而提早離開的紐約巿居民
，則暫時無意返回居所。今年7月，42

歲的藝術家翠安（Ooana Trien）由曼哈
頓地獄廚房（Hell’s Kitchen）搬到長島
法爾島（Fire Island），與父母同住，已
經用郵寄選票投票給 特朗普。她的一名
住 在 市 區 華 盛 頓 高 地 （Washington
Heights）的朋友，已決定在11月3日早上
投票後，前往法爾島跟她會合， 「我的
母親說，不論特朗普輸了或贏了，都一
定有示威者把特朗普大樓（Trump Tower
）燒掉。」

除了紐約巿，報導指加州也有人計
劃在大選時 「避難」 。37歲的平面設計
師Kacie是拜登支持者，同樣不願公開姓
氏，住在西好萊塢（West Hollywood）的
她表示，為了避開示威，已和幾個朋友
在大熊湖（Big Bear Lake）租了渡假屋，
留在當地度過大選周， 「我覺得所有人
已經失去理智。」 Kacie表示，已和朋友
「約法三章」 ，投票當晚停用手機，與

世隔絕。
休市老友，你有親友住在紐約市嗎

？他們會不會像我在文中所說一樣，考
慮逃難呢？有的話，介紹他們南下德州
休市，這裡最安全！

(本報休斯頓報導) 近期，不少來美國探親、或
做短期停留的民眾發現，當他們要回中國時，航
空公司要求須提供7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
，證明其健康狀況，如果不符合相關要求，旅客
就不能登機。

提供72小時內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才可以上飛機
據悉，中國有關部門在今年七月下旬發布公

告，要求所有搭乘民航班機前往中國大陸的旅客
，必須要有5天內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的證
明，才能夠登機。在九月初，中國大使館又更新
公布，必須提供3日內、也就是72小時內的新冠
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才可以上飛機。

全球疫情此起彼落，加上面臨秋冬或即將來
臨的第二波新冠疫情，中國要求旅客提供的核酸
檢測，希望能有效減少感染的情況發生。

休斯頓的臨床實驗室可幫助完成新冠病毒核
酸(PCR)檢測

就位在大休斯頓地區，一家美國 CAP/CLIA
認證的臨床實驗室，可以幫助您完成新冠病毒核
酸(PCR)檢測，包括 FDA審核授權的檢測包，1-2
天內提供電子版或者打印的檢測報告，可協助生
成健康碼，並且接收醫療保險，可以上門採樣，
價格非常有競爭力，還有團體優惠！
據 了解，這家臨床實驗室在休斯頓的德州醫療

中心附近成立，其使命是使用所開發的專業知識
和專有工具，提供快速準確的解釋服務、以及
NGS數據的挖掘，團隊陣容堅強，包括科學和技
術團隊、由ABMGG認證的遺傳學家、臨床醫生、
博士基因組科學家、生物信息學家、和IT專家組
成。

核酸檢測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科學家們日

以繼夜的工作，完成對新冠病毒全基因
組序列的解析，並且通過與其它物種的
基因組序列的對比，發現新冠病毒中具
有的特殊核酸序列。在臨床實驗室檢測
過程中，如果在受檢驗者樣本中檢測到
新冠病毒的特殊核酸序列，就表示這位
受檢者可能被新冠病毒所感染。

每個生物的核酸都是不同的，經由
核酸檢測就是要確定人身上是否已經染
有病毒，目的就是找出病毒的攜帶者。
病毒攜帶者若有症狀就是病人，若是沒

有症狀，稱為無症狀感染者。
需要核酸檢測的民眾請網上預約: http://ailife-

us.com/#/covid19；詢問電話: (832) 438-4455（中
文）; (346) 342-1802 (English)；郵箱:covid19@ail-
ifeus.com。

美國老人保險美國老人保險 要深入了解如何才能受益要深入了解如何才能受益
萬德福保險李淑惠受客戶讚揚萬德福保險李淑惠受客戶讚揚 佳評不斷佳評不斷

回中國的旅客請注意回中國的旅客請注意 需提供核酸檢測報告需提供核酸檢測報告
美國美國CAP/CLIACAP/CLIA 認證的臨床實驗室助您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認證的臨床實驗室助您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本報休斯頓報導) 每年從十月中到
十二月七日，是老人保險申請的期間，
長者們務必在這段時間內找對適合自己
的醫療保險。美國政府給長者們許多福
利，但是，你要深入了解如何才能受益
，這時候，一位好的老人保險經紀人就
發揮巨大的功能。休斯頓有位老人保險
經紀人，被許多長者稱譽有加，口耳相
傳，也有人說她是休斯頓最棒的老人保
險經理，她叫做李淑惠，是萬德福保險
的負責人。

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來
說，李淑惠是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朋
友、常常還是解決問題的救星，難怪有

老人說，經紀人的專業服務甚至要比保
險產品更讓人窩心。

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出發，專
業回答問題，讓老人們更了解健康保險
，她用她的真誠與專業服務，打造極強
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戶都樂意把朋友
介紹給她，口耳相傳。其實，好口碑並
非從天而降，而是靠她一步一腳印，誠
心的關懷客戶，仔細了解保險資訊，掌
握專業知識，關心客戶健康，實在的幫
人解決問題，一點一滴都是用心的成果
。

客戶讚揚有加
受過李淑惠服務的客戶，都覺得她

很和氣、專業、友善，和她有過多一點
互動之後，會發現她相當能設身處地為
人著想，只要能對客戶好，總是不辭辛
苦的居中聯繫，充滿了關懷。

李淑惠的特點是待人特別熱心、非
常負責任，常常幫忙人解決問題，有些
甚至是其他範圍，並非保險的問題，只
要客戶問了她，李淑惠也幫忙處理。

有些老人因為語言不通，對保險知
識了解不多，李淑惠的專業知識豐富，
對老人的幫助就很大。一位李淑惠的客
戶俞濟成先生表示，他自己請李淑惠當
健康保險顧問，同時，介紹幾位朋友給
李淑惠認識後，自己在旁邊聽，也跟李
淑惠學了很多保險知識，知道應該根據
不同的健康狀況，來選怎樣的保險，以
符合需求。不同保險公司有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標準 ，了解之後，才能選最符
合自己需要的。一路走來，自己等於是
過來人，知道老人保險的來龍去脈。

俞先生對李淑惠稱讚不已，覺得李
淑惠非常的難得。李淑惠有固定的辦公
室，但她常常會主動去不同的老人中心
拜訪，如果有人提出問題，她總是非常
耐心的回答，盡量讓老人家聽明白。

如果有人生病，而他目前的保險公
司保障不夠充分，李淑惠會幫忙找不同
的可能性，若是找到另一家保險公司能
夠更好的給予保障，李淑惠也會幫忙換
一家保險公司，讓客戶能省錢又安心。

先考慮客戶的利益
李淑惠的服務作風體現在誠懇、及

信任程度上，她總是先考慮客戶的利益
，以他們的健康狀況來衡量，與客戶溝
通後，會根據客戶綜合的情況，給幾個
建議方案，然後與客戶一起找最適合的
。

選擇李淑惠當經紀人，客戶可有8~
9家的產品可以選擇，因為她總是不厭
其煩地去了解產品、和通過考試，取得
驗証。

受疫情影響，長者們要設立電子郵
件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保險註冊的
方式也走進電腦化。為了大家的安全，
保險公司以儘快的速度改成電腦註冊，
長輩們要做的就是給自已開個電子郵箱
，有自己的email address，這樣即可順利
的幫長輩們註冊了！

李淑惠的服務項目包括:長者健康保
險Medicare、健康保險、退休基金、人
壽保險、長照保險、年金。代理數家知

名公司。電話是281-758-9152，或Sh-
lee1980us@outlook.com。 微 信 和 LINE
的 ID 是 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Line
，請直接打電話)。
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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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聯會線上講座歡迎參加大專校聯會線上講座歡迎參加
這個星期六是 JCCAA Zoom Conference 的

最後一天，主講人及主持人包括了四位JCCAA
的二代，分別是獎學金投管委員會主席張南庭
的兒女 Brian 和 Bunny，前會長林素真的女兒
Vicky 及我的女兒 Yvonne. 他們從兒時就和
JCCAA 連在一起，先是跟在後面學樣，稍長則
參與策劃執行，今天他們都在各自的專業中事
業有成, 也都感念在成長過程中從JCCAA的叔叔
阿姨及project 中學到的經驗，並在他們的學業
事業上助益良多. 我們需要您的支持來參與這次
會議,支持我們的第二代,並鼓勵他們進一步參與
未來的 JCCAA 專案。

由於COVID-19, 許多member 須要幫助在家

工作的兒女照顧年幼的孩子，並協助他們的網
上學習. 因此我們特別邀請了休士頓學區的
Trustee Anne Sung 講述因應役情的教育改變，
Dr. Yvonne Lam 以一個忙碌的醫生、醫學院教授
及三個年幼孩子母親的觀點探討如何在疫情中
平衡家庭，減清壓力以及如何讓生話更有秩序
更加豐富. 休士頓大學教育系的Dr. Irene Chen
則將探討家長們必須在未來一年擔負更多孩子
的教育責任，以及承擔的的心理、家庭壓力，
並更多學齡兒童面臨的問題. This session will be
an exceptional session for the Grandparents.

C日期:20 年 10 月 10 日/31 日
軌道 1

09:45am-11:00am 挑戰自己你的職業 布賴
恩張

上午 11:05-12:00 Ikigai-尋找你的目的 在
尋找

工作 維克蔡, 塔查的創始人
軌道 1 縮放 連結:https://us02web.zoom.us/

j/87272047850?pwd=NDltTTF-
Ka2h5Y2o0UG9ZRUhVMkF2Zz09

會議識別碼: 872 7204 7850 密碼: 419026

軌道 2
上午 9:45 - 11:00am COVID-19 中育兒提示
教育變革與育兒技巧 ,HISWD受託人

工作生活平衡與兒童 博士林伊馮娜, 醫學博
士,MPH

學校與終身 學習 陳愛林博士,教育博士
上午 11:05-12:00pm 初學者投資策略張南

庭 , 投資者與企業家
軌道 2 縮放 連結:https://us02web.zoom.us/

j/82855290532?pwd=QWROYk45ZWE2TX-
hIM3NiY3J5eGorUT09

會議識別碼: 828 5529 0532 密碼: 1017
有關會議手冊,請單擊以下連結:
http://www.jccaa.net/2020/jccaa_2020_ca-

reer_conference_brochure.pdf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
vices）報導

再過幾天就是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史丹
福大學法學院教授佩西利（Nathaniel Persily）
向數十位少數族裔媒體工作者分享看法，告訴
他們，下周投票結果開始浮現時，應該注意的
事項。

佩西利是史丹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健
康選舉計劃」 （Healthy Elections Project）負責
人，經常接受主流媒體訪問的他說： 「現在的
政治環境非常兩極化，人們很敏感，時常製造
事端，容易反應過度。」

佩西利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舉辦一場視訊會議，向數十位
少數族裔媒體工作者指出今年選舉和往年有何
不同。他表示，最大的不同在於，受到新冠肺
炎（COVID-19）疫情影響，大部分民眾今年將
放棄在11月3日選舉日當天親自前往投票站投票
，改用缺席投票（absentee voting），也就是所
謂的郵寄投票（by-mail voting）。他認為，這
個投票方式已成為一個趨勢，未來幾年內會更
加穩固。

佩西利預計，今年應該會有7000萬到8000
萬人投票。他指出，透過郵寄投票可以獲得更
準確的資訊是選票如何分發給選民，而不是選
民如何投票。

佩西利表示，現在離投票不到一星期，選
擇郵寄投票的選民，最好將填好的選票直接送

到選務處辦公室，或投遞到官方設置的投票箱
，現在透過郵局寄送選票可能已經太遲，不保
證能準時寄達。

佩西利認為，無論如何，今年郵寄投票的
數量預計至少會是過去選舉的兩倍。

今年和往年不同的，還有傾民主黨派的選
民大量使用郵寄投票，和全美設置了投票站的
州創下提早投票人數的紀錄。

佩西利估計，今年至少有 60%、最多有
75%的選民在11月3日選舉日前提早投票，因此
，選舉日當天前往投票站投票的民眾，大概只
會有3000萬到5000萬人。

儘管如此，佩西利說： 「和過去一樣，選
舉日當天一定還會有狀況發生。」 他指出一些
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投票站排長龍、機器故
障、因疫情造成投票站工作人員短缺或訓練不
足，選民衝突、恐嚇戰術等，但哪些狀況會造
成訴訟，現在還無法得知。

佩西利說： 「對記者而言，應該注意的不
是單獨事件，而是系統性問題。」

他表示，在投票站關閉後，新聞媒體不應
該將報導重點放在負責地區的得票數上，因為
每一州都他們自己的計票方式。例如，有些州
會同時計算每個地區的郵寄選票，有些州會先
針對一個地區計算郵寄選票。此外，有些州一
收到郵寄選票就會立刻計算，有些州則要等到
選舉日當天或前一天才會開始計算。所以，想
要獲得能夠正確反映出選情的票數，過程將非

常混亂。
他向與會記者說： 「每個州和地方都不一

樣，一開始得到的結果未必是最終的結果。千
萬不要隨便宣布當選人！」

「提供數據背景。當你在報導票數時，請
把這些票數與預期的選民人數做比對。」 他建
議，在報導初步結果前，最好先了解一個地區
的預期選票有多少，另外，了解選票來自何處
和如何投出也很重要，例如郵寄選票是否是從
選民的原居地發出。

他說，最重要的是，必須將今年選舉結果
和2016年選舉結果做比較，尤其是總統選舉，
觀察兩黨在州和縣的得票率是否有上升趨勢。

佩西利指出，亞利桑納州和佛羅里達州已
經開始計算郵寄選票，佛羅里德州準備在選舉
日投票站關閉後，公布郵寄選票的票數，但是
包括威斯康辛州、賓州、密西根州在內的一些
州，不會在選舉日當晚計算郵寄選票，可能需
要好幾天的時間才有辦法統計完畢。

他警告，不要在計票還未完成前，過早接
受像傾向共和黨的 「紅色海市蜃樓」 （Red Mi-
rage）或傾向民主黨的 「藍色海市蜃樓 」
（Blue Mirage）這類的投票站開票結果。

佩西利也告訴記者哪些是值得信任的選舉
消息來源，同時要提防過早宣布勝選的主張，
以及在計票過程中國內外的詐欺指控，例如選
票遭到損毀或官員瀆職。若想獲得關於選舉訴
訟和各州不同程序的可靠資訊，他建議使用

healthypolls.stanford.edu 和 healthyelections.org
。

由於2016年大選總統候選人得票數非常接
近，佩西利說： 「我個人認為，這次可能會比
民眾想像的更接近。」

被問到哪些州需要特別留意，他表示，白
登勝出的佛羅里達州或川普勝出的緬因州或新
罕布夏州，可能具有預測性。

他還表示，無可避免地，專家一定會做出
預測，但是專所周知，選舉之夜所做的最終民
調通常是不準確的。

佩西利說： 「我們只能耐心等待，只有經
過每一州首席選舉官員認證的結果，才是最終
結果。」 時間可能需要數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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