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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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越來越重疫情越來越重，，老年人如何申請紅藍卡老年人如何申請紅藍卡？？

（本報記者黃梅子）目前，壹邊
是總統選舉如火如荼，壹邊是新冠肺
炎疫情越來越嚴重，很多老年朋友熱
心政治，積極出門去投票。但是老年
人是高危人群，要註意保護好自己的
身體健康，尤其是有基礎病的老年朋
友，要弄清楚自己的保險的涵蓋範圍
和細節，早為自己打算。美南國際電
視15.3《美南時事通》節目主持人肖永
群日前邀請華美精英亞裔長者中心創
辦人汪大衛來談老年人如何申請紅藍
卡。

肖永群：很多老年朋友非常關註
總統選舉，而且最近天氣變化無常，
老年朋友容易著涼感冒，再加上新冠
疫情越來越嚴重，老年朋友們請壹定
要保護好自己。今天我們請來華美精
英亞裔長者中心創辦人汪大衛來談談
老年人如何申請紅藍卡。

汪大衛：相信在美的朋友們都聽
說過白卡和紅藍卡，他們都是政府對
特殊人群的壹種醫療補助。那麽這兩
種卡有什麽區別呢？政府給的醫療福
利各自有哪些？申請這兩種卡需要哪
些資格？流程是什麽？以及在美生活
的朋友，如果申請了這兩種卡，或者
只申請了其中壹種是否會影響到日後
的生活（比如簽證，入籍以及其他影
響）？申請之後，後面又想取消的話
，該怎麽弄呢？
肖永群：我們先來看這個圖表，這樣
壹目了然。

美國紅藍卡 Medicare vs. 美國白
卡 Medicaid

美國聯邦紅藍卡 Medicare
Medicare 紅藍卡醫療保險計劃詳

細介紹
Medicare是美國聯邦政府項目，為大
多數退休年齡的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險
計劃，Medicare也俗稱“老人醫療保
險”或者“退休醫療保險”。由於
Medicare保險卡上有明顯的紅藍色標
誌，所以中文也叫紅藍卡。紅藍卡其
實和壹般外頭的醫療保險內容差不多
，也需要負擔自付額 (Deductible) 和共
同負擔額(Coinsurance)。

汪大衛：紅藍卡壹般有 Original
Medicare 和 Medicare Advantage 兩種
方案。

其中Original Medicare包含：Part
A 、Part B、Medigap和Part D），而較
常被使用與討論的則是政府負責承保
的 Part A 和 Part B，另外用戶還可以自
選附加商業醫療保險計劃選項Part D和
Medigap，用來填補政府標準醫保計劃
裏不報銷的部分。Original Medicare醫
療保險計劃使用Medicare網絡資源，
覆蓋全美，可以在美國各地任何接受
Medicare的醫院診所使用，看專科無
須轉診（Referral），加選Medigap的
話保險不可以因為健康條件等原因拒
保。
Part A 住院保險

報銷詳情：負責報銷生病住院、
養老院護理、臨終關懷護理以及家庭
護理的費用。Part A 2020 年 Benefit
Period Deductible（每次住院免賠額）
為$1,408；付清免賠額後住院前 1-60

天無自付費用；61-90
天每天自付$352；91天
之後有60天Lifetime Re-
serve Day，每天需自付
$704；住院超過這個時
間，保險不再支付，需
要全部自費。

保險費用（參考）
：如果本人或配偶在美
國擁有 40 個工作季點
（Working Credits，壹個
季節壹點），差不多是
工作滿十年且期間都有
繳 Medicare Taxes 的前
提下，這部分的月費就
免付，否則可能必須負
擔最高可達$400+的月
費。
Part B 醫療保險

報銷詳情：負責報銷門診看病、
醫療用品和預防性護理等的費用；
Part B 2020年免賠額為$198/年，之後
保險報銷80%費用（病人自付20%）
，無年度自付上限。另外用戶還可以
自選附加商業醫療保險計劃選項Part D
和Medigap，用來填補政府標準醫保
計劃裏不報銷的部分。

保險費用（參考）：無論 Part A
是否免付，或是否有任何工作季點，
每位紅藍卡受益人都要繳這部分的月
費，大約$105塊/月。值得壹提的是，
Part B 不壹定要公民或綠卡才能申請購
買， 65歲以上合法入境並至少已經在
美國居住五年的非公民 (lawfully ad-
mitted noncitizen, who has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就
可以申請購買，也不強迫購買 Part A。

Part D 處方保險計劃
報銷詳情：Part A和Part B不包含

處方藥報銷，用戶可以選擇額外付費
購買Part D處方藥保險計劃，用來報銷
藥費；Part D報銷根據具體保險計劃而
定，2020年規定所有Part D計劃的自
付額不得超過$435，另外具體藥物需
要付Copay或Coinsurance。

這部分由政府外包給外頭的私人
保險公司，選擇的時候註意壹下是否
有給付自己的常用藥。除了月費，不
管 是 學 名 藥 (Generic) 還 是 原 廠 藥
(Brand Name) 都需要另外負擔壹筆幾
塊錢的Copayment。

Medigap 補充保險計劃
Medigap 也 叫 Medicare Supple-

ment Insurance，需要在加入Part A和
Part B的基礎上、額外付費購買保險計
劃，它可以報銷壹些Part A和Part B不
報銷的醫療費用部分，比如 Copay-

ments、 Coinsurance 和 Deductibles 等
，增加 Part A 原本的 Lifetime Reserve
Day等；但Medigap通常不報銷長期護
理、眼科、牙科、助聽器或私人護理
等問題。

肖永群：很多朋友對於紅藍卡、
白卡和歐記健保，傻傻搞不清楚。

汪大衛：大家可以來我們華美精
英 亞 裔 長 者 中 心 咨 詢 ， 電 話
214-641-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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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遵守命令 聯邦法官抨擊美國郵政總局

KATY市校園內再發疫情 Nottingham Country小學關閉

(本報訊)一名聯邦法官週三嚴詞抨擊美國郵政總局（U.S.
Postal Service），指責該單位未遵守他的命令，全面盤查搖擺州
的郵政設施，找出被棄置不顧的郵寄選票。

華盛頓特區法官蘇利文（Emmet G. Sullivan）也命令郵政總

局官員，指示德州郵件處理設施週三下午執行2次郵寄選票搜索
，並且在同日下午5時前將選票送達地方選務辦公室。

蘇利文法官前一天已經指示郵政總局的執法單位，全面盤查
數十處郵政設施的郵寄選票，包括賓州中央區、費城、亞特蘭大
、亞利桑那州及密西根州。

郵政總局週三在法庭文件提到，該局週二確實遵照命令，在
所有命令地點執行選票搜索，但下午3時的截止時間 「不可行」
。這場掃蕩行動最後找出13張延遲郵寄的選票：3張在賓州約翰
鎮（Johnstown）郵局；10張在賓州蘭開斯特（Lancaster）郵局。
這13張選票已經轉交郵政管理部門快遞處理。

「我對於昨天晚上11小時的發展非常不滿意」，蘇利文週
三在審訊庭說。 「有人可能得為此付出代價。」

週三審訊庭召開的同時，選務人員繼續計算賓州、密西根州
及喬治亞州的郵寄選票，這些州的總統選戰結果仍然不明朗。

蘇利文週三下達的最新命令以德州為主，因為郵政總局資料
顯示，該州郵政設施無法準時處理選票。德州只會計算郵戳為選
舉日，並且在週三下午5時前送達的郵寄選票。任何新寄到的選
票不可能影響德州的選舉結果，川普目前領先超過70萬票。

事實上，週三法官下令後，德州郵局進行2次搜索，結果只

發現815張郵寄選票。幾乎所有選票在下午5時截止時間前，已
經直接送達選務辦公室，只有少數選票因為交通延遲。

控告郵政總局的原告律師向法官提出要求，考慮下達其他命
令，強制搜索賓州中央、費城、北卡州格林伯洛（Greensboro）
及卡羅萊納州中部地區，包括夏洛特（Charlotte）及周邊地區。
新命令將指示這些地區的郵局，將郵戳為選舉日的選票立即送達
選務辦公室。賓州選票的截止日是週五；北卡州是11月12日。

郵政總局本週稍早在法庭文件提到，10月24日起有將近30
萬選票已經掃描進入美國郵政系統，但尚未顯示已經送達，包括
賓州的1.1萬張選票；佛州的1.6張選票及密西根州的逾6000張
選票。

郵政局也指出，最近幾天郵寄選票的準時送達率也出現明顯
降低，在9天期間下滑了5個百分點，從上週三的94.7%降到週一
的89.59%。

法官蘇利文週二下達緊急命令，指示郵政局旗下執法單位在
東岸時間週二下午3時前，針對賓州中部、費城、底特律、亞特
蘭大、休士頓、南佛羅里達州、亞利桑那州及其他幾處的郵政設
施進行全面檢查。

美國疫情嚴峻 住院病例數不斷攀升
(本報訊)社的統計，3日美國醫院報告接收的新冠肺炎患者

人數突破了5萬，這是近三個月來的最高水平，確診人數的激增
可能會將美國的醫療體系推向崩潰的邊緣。

據路透社統計，截至3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報告的住院患者
人數最多，為5936人，其次是伊利諾伊州的3594人和加利福尼

亞州的3270人。數據顯示，在全美範圍內，住院患者人數自10
月1日以來增加了64％，突破了5萬，是自8月7日以來的最高水
平。

為應對住院人數的增加，威斯康星州和得克薩斯州的醫院一
直在為患者準備更多的牀位。得克薩斯州埃爾帕索市已將會議中

心改建為臨時醫院。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美國每日新增病例數持續增

加。目前，至少36個州的單日新增病例數仍呈增長趨勢。其中
愛達荷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多個州在3
日的單日新增病例數都創下了紀錄

(本報訊)德克薩斯州KATY市校園內發生COV-
ID-19疫情后，凱蒂獨立學區星期四關閉了

根據該地區的在線信息中心的報告，十七名學生
和五名工作人員的被確診為COVID-19陽性。
校方的學生從星期四到星期一轉為在線學習。

該學區致信學生家長，稱官員將通知與這22位被
確診者直接接觸過的人。

官方在信中說：“建議所有認為自己可能接觸過
COVID-19的人都要進行健康監測，遵照德克薩斯州
衛生服務部（DSHS）的指導，並在出現任何症狀時
聯繫其私人醫生。”

上週，Katy獨立學區關閉了Seven Lakes高中，當

時至少有43名學生的COVID-19測試呈陽性。
該學區表示，當超過10％的學生測試呈陽性或疫

情不容易控制傳播時，學校將被關閉。
從星期五開始，Katy獨立學區將為學生提供免費

的COVID-19測試。平日上午8點至下午4點開放以
及從上午8點到中午的周六，在該地區的農業科學中
心，位於5801 Katy Hockley Cut-Off Road。無需預約
。

星期五是預定的全學區性假期。
Nottingham Country 小學的課程定於下週二恢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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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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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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打工人”这个词火了，

各种关于“打工人”的段子在网络

上流传。不管是高管、码农，还是

前台、普通职员，大家都变成了

“打工人”。

在这里，“打工人”是对所有

从事体力劳动或技术劳动的人的统

称。然而要说到打工人的生存实况

，那么古代的打工人日常是什么样

的呢？

中国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列

子》一书中说：“农赴时，商趋利

，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然

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

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从事农业的人，看到节气到了

，就得马上播种。从事商业的人，

看到有利可图，马上就会去做买卖

。从事工业的人，对科学技术是钻

研是没有止尽的，就像把器物制作

的更巧更好。

从事管理工作的士人，则要审时

度势，把握机遇，看能不能当上官，

当上官了，则要把所有环节都烂熟于

心，统筹兼顾，把国家分派给自己的

地区管理好，把各项事业都管理好。

士

众所周知，士是古代知识分子

群体的称谓，是读书人堂堂正正的

名号。古时有学士、大学士等雅称

。如苏轼就被称作苏学士。士的社

会地位最高，这是毋庸置疑、显而

易见的。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

读书高”。

在古代社会中，士也是一种军

衔。在行伍中有上士、中士和下士

。在周代医事制度里，医师作为医

疗行政的主管，下面有士、府、史

、徒四类人员。

在士这类人员当中，又有中士

和下士。中士包括食医和疾医，而

下士包括疡医和兽医。这里的“士

”并非军衔。

由此可知，古代的士它包括的

群体还是比较广泛的。然而，知识

分子群体是士的核心要义，是士这

个阶层的绝对主体。

成为合格的士人，对应在我们

现在的社会，要么去做官，去参与

管理国家公务，要么做一名企业或

者组织的管理者。

农

农就是种地的农人、农民，整

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在田

地。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的社会，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粮则

稳，无粮则乱。有得吃是饭，没得

吃就反。所以，农民的地位高是天

经地义。

工

工，工就是指工业，要做好

工业生产，就必须要有制器的技

术，也就是要有制造业。要有制

造业，就要有专业的工匠。在古

代，有专门的技校来培养匠人。

所以，工就是古代社会里的手工

业者。

古代有所谓“百工”，就是各

行各业的能工巧匠。这个群体的客

观存在，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这是全社会对“百工”们的

最高褒奖和公认评价。百工们充分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赢得了

全社会应有的尊重。

商

商，就是商人，做生意、经商

，俗称的“二道贩子”。商人，保

证了“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促

进商品流通，活跃社会经济。古代

的商人，其实干得就是物流，低买

高卖，不从事和参与生产活动。

这样“赚差价”的行为，在古

人眼里多被批评为“投机取巧”。

商人专卖农民的劳动成果获利很多

，所以在古人看来，商人远没有农

民辛苦但是却赚的多。

其实商人也是个高危职业，古

代镖局的存在，就是为了武装押运

护送货物和人员，以策安全。武装

押运保护货物，就是为了防止强盗

劫匪恶霸们的横行霸道，肆意妄为

和胡作非为。

然而，商人头上总是顶着一种

帽子，叫做“无商不奸”。奸商就

是人们对商人的唯利是图，六亲不

认的绝妙形容和生动形象的刻划。

“重农抑商”是古代领导人基于

民生考虑而做出的决定。毕竟古代社

会还是以农耕为主，而大部分商人赚

钱相比农民来说要容易太多。

如果没有“重农抑商”的政策

，那么愿意种田的人会少很多，各

种食物资源一旦出现短缺，社会将

会动荡不安。

在古代，人们以担任一官半职

为荣。那么古代官员一天是怎么样

的呢？

古代官员上早朝鸡鸣即起，公

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五点，按

地支的顺序正好是卯时，上朝前的

第一件事是清点人数，所以古代官

员上班打卡称为“点卯”。

半夜就得起床、赶路，大约凌

晨 3 点左右，穿越大半个京城的大

臣们陆续风尘仆仆地抵达，排好队

伍后到场，期间专人来检查他们的

仪容仪表，等到 5 点再准时入场。

遇上重大庆典，还会更早。

古代只有一、二品的官员上早

朝可以骑马或坐轿，其他级别的官

员只能步行前往。在古代要是迟到

了，为了让官员吸取教训，有的朝

代要打板子。不仅有损形象，还要

遭受皮肉之苦。

《唐会要》卷二四就有记载：

“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

季禄。”《唐律疏议· 职制五》中也

有规定，官员缺勤 1 天惩罚 20 小板

，每满 3 天加一等，满 20 天就要被

打100大板。

唐朝诗人白居易刚开始任职校

书郎的时候就在《晚归早出》写道

：“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

意思就是，下班回家已经是深夜，

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可见

这种起早摸黑的辛苦。

此外，如果官员没有办好皇帝

交代的事，弄不好还是会有性命之

忧的。而且，即使是一国之君，国

库里的钱也不能随便用。在宋太宗

赵光义之后，宋朝的每一位皇帝都

有自己的月薪。

“打工人”流行的背后是年轻人

对生活重担的调侃，将工作压力以一

种自嘲的方式表达出来，与佛系、丧

相比，更具有积极乐观的态度。

面对生活的压力、繁杂的工

作 ， 自 我 激 励 ， 希 望 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 过 上 幸 福 美 好 的 生 活 。

没 有 困 难 的 工 作 ， 只 有 勇 敢 的

打工人！

古建家园--古建中国古建世界，

我们不仅仅只做古建筑！以线上+线

下模式，建筑+互联网+文化，传承

与发扬建筑文化，把传统优良文化

植入到建筑材料中，让建筑从源头

上有文化，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

的精髓与现代科学技术古今结合、

中西融合，应用于现代建筑行业，

倡导将优良的传统文化走入大众的

衣食住行。

在
古
代
是
怎
么
样
的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據11月4日的《華盛頓郵報》報
道，特朗普總統連任競選團隊表示將發起一場法律閃電戰，試圖
停止賓夕法尼亞州和密歇根州的計票工作，將在威斯康辛州尋求
重新計票，並對喬治亞州的選票處理提出質疑，威脅要推翻總統
競選的最終結果。

而據彭博社、《內華達獨立報》等美媒11月3日報道，因質
疑投票方式不公，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和內華達州共和黨黨團已提
出緊急動議，要求該州最高法院立即命令選舉官員在克拉克縣
（Clark County）停止處理郵寄選票。

根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最新投票數據，截至當地時間11月4
日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已成功拿下威斯康辛州（10票）、
密歇根州（16票）和亞利桑那州（11票）這叁個關鍵搖擺州37
張選舉人票，使總數達到264張，如果再拿下內華達州的6張選
票，總票達到必須的270票，就能成美國第46任總統。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1月4日報道稱，拜登在密
歇根州的勝利意味著，他現在已經贏得了中西部和賓夕法尼亞州
被吹噓“藍牆”的叁分之二的選票，正是這兩處“藍牆”四年前
特朗普的勝利鋪平了道路。

賓州的數十萬張郵寄選票和早期缺席選票仍在清點之中，預
計這些選票將有利于民主黨。拜登陣營也有信心在另一關鍵搖擺
州賓夕法尼亞州擊敗特朗普。

截至當地時間11月4日晚11時，特朗普在賓州以50.72%比
48.13%的優勢暫時領先拜登。特朗普目前總計獲得214張選舉人
票，與拜登相差50票。由于佐治亞州（16票）、北卡羅來納州
（15票）等其他關鍵州仍在計票並且特朗普暫時處于領先地位，
而賓州有20張選舉人票，如果拿下賓州，對特朗普來說增加了
反超的可能性，但是必須拿下內華達州。

福克斯新聞網報道稱，在大選仍未塵埃落定之際，特朗普競
選團隊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法律姿態，這突顯出關鍵州的微弱差距
如何增加了哪些選票將被計算在內的訴訟風險。在此之前，特朗
普曾多次提出無事實根據的選舉舞弊指控，並承諾讓法院來決定
競選結果。

競選團隊還表示，將對賓夕法尼亞州一些選民有關選民身份
認證規定的指導意見提出質疑，這是共和黨本周在該州采取的六
項法律行動之一。在佐治亞州，競選團隊起訴了查塔姆縣
（Chatham County）的選舉官員，聲稱在下午7點截止日期後到

達的選票可能與合格選票混在一起，計數不當。
該競選團隊副經理克拉克（Justin Clark）在一份聲明中說：

“通過這些關鍵行動，特朗普總統想告訴所有美國人，了國家的
利益，他將不惜一切代價確保這次選舉的公正性。”

法律專家指出，特朗普不能簡單地尋求最高法院幹預選舉並
停止計票。最高法院的權力受到限制，法官只能受理下級法院提
出的具體憲法問題，或者受理他們最初擁有管轄權的地方的憲法
問題。根據這些規則，特朗普要求幹預選舉的直接上訴不算數。

民主黨人表示，他們對總統競選活動的法律姿態並不擔心。
他們說，他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准備來抵擋任何訴訟或上訴。

拜登競選團隊高級律師鮑爾（Bob Bauer）稱，如果特朗普
在某個時候試圖出庭推翻合法投下的選票，“他將面臨美國最高
法院有史以來最尬的失敗之一”。

拜登在內華達州以49.33%比48.69% 的優勢暫時領先特朗普
，預計最終結果將于美國東部時間11月5日早上公布。

（圖片來自網絡，版本權歸原者）

特朗普質疑選票公正性 試圖停止計票 威脅推翻最終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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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1989年6月30日(31歲)
位置：中堅

身高：1米85

和富大埔（2008-2012）
日之泉JC晨曦（2012-2013）

元朗（2013-2015）
南華（2015-2016）

香港飛馬（2016-2020）

省港盃冠軍（2018）
球星選舉最佳後衛（2018）

體記協會最佳運動員10強（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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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勇今年張志勇今年
44月於月於 IGIG宣布宣布
離開飛馬離開飛馬。。
張志勇張志勇IGIG截圖截圖

■■張志勇張志勇（（右二右二））在在20162016至至20202020年効力飛馬年効力飛馬。。 新華社新華社

■■張志勇宣布退役決定張志勇宣布退役決定。。 張志勇張志勇FacebookFacebook截圖截圖

繼陳肇麒及陳偉豪之後，再多一

名上屆効力香港飛馬的港腳級球員退

役。曾以隊長身份高舉省港盃的張志

勇，經深思熟慮後，宣布結束13年職

業生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張志勇剛於6月才滿31歲，以香港球圈生態來說正值盛
年，選擇在這黃金年齡掛靴，相信原因與今年疫情有

關。這位前港隊中堅周二在社交網站上表示：“13年前，
我選擇了足球，13年後足球並沒有選擇我，‘職業足球

員’正式畫上句號。”在和富大埔出身，然後輾轉効力過日
之泉JC晨曦、元朗、南華及飛馬等球會，他自問足球路上
算不上得到什麼光輝成就，只是覺得當初一位不知天高地
厚、基本功差、徒具身材的年輕人，可以從街場踢上香港代
表隊，並獲封“最佳後衛”，總算無悔多年的堅持及努力。

為港隊征戰多年，烏兹別克、不丹、印度及馬爾代夫等
地方都到過，令張志勇見識到世界之大。他感謝每一位球會及
港隊隊友、職員及教練們。也多謝每一位曾經支持他、討厭他
及批評他的球迷，多謝大家令他成長。家人雖然鮮有入場，母
親甚至反對自己加入球圈，但唯一一次入場，就是山長水遠到
廣州的省港盃，見證到兒子以隊長身份捧盃。

受到疫情影響，飛馬上季中途已棄戰，球員要接受減
薪甚至解約。張志勇在這大半年不斷問自己，以後的路要怎
樣走。雖然心底仍然想繼續，可惜事與願違，他承認要作出
決定真的非常艱難，畢竟已用了13年去堆砌出這條夢一般
的足球路。張志勇未有透露下一步去向，一般相信他會轉行
不做職業球員，但會與舊隊友“陳七”及陳偉豪一樣轉戰港
甲踢“衞生波”。

飛馬菁英盃悶和傑志
至於其舊東家，今季已易名的天水圍飛馬，4日晚在菁

英盃10人應戰下以0：0悶和傑志，爆冷搶得1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理文在今季以聯賽殿軍
身份重返將軍澳運動場，會長李文恩在社交平台公開撰文，
對球會兌現上季承諾感欣喜，並強調會在區內繼續進行各樣
社區及宣傳活動，為香港足球而努力。

在大埔及元朗相繼退出之後，冠忠南區成為港超碩果僅
存的地區球隊。理文在2018至19年度曾選擇以將軍澳為主
場，可惜因為聯賽名次落後，上季被東方龍獅搶去主場使用
權。幸好經過一季努力之後，理文終以殿軍身份重返將軍
澳。李文恩撰文指出：“上季雖然因疫情令賽季變得不一
樣，但球隊最終仍然以聯賽第4完成球季。經過球隊整季的
努力，以及球迷的支持，今天欣然向大家宣布，我們兌現了
上季對大家的承諾，在聯賽爭取更好成績，重返‘將軍澳運
動場’ 作為2020至2021港超球季主場。”

至於新一季球隊目標，他承諾會在場上100%付出，踢
好每一場比賽，爭取比上季更好的成績，期望能把榮譽帶給

球會和球迷。今季理文的訓練場地會繼續選址在將軍澳，同
時亦會效法前季一樣，在區內繼續進行各樣社區及宣傳活
動，希望球迷繼續支持理文，一同為香港足球而努力！

新一季女排超級聯賽開賽在即，“王者之
師”天津渤海銀行女排日前舉行了出征儀式，主
教練王寶泉攜朱婷、姚迪、李盈瑩等全體將士亮
相，表示要向第13個聯賽冠軍發起衝擊。

王寶泉介紹，本季天津女排續約了中國女排
隊長朱婷，隊中還有姚迪、李盈瑩、王媛媛三名
“國手”，隊伍目前的綜合實力保持在較高的水
平上。近一段時間大家的訓練積極性也很高，展
現出良好的競技狀態。

“雖然新球季很多球隊引進了高水平的內外
援，且聯賽採取賽會制，賽程密集，給球隊衛冕帶
來了不少的困難，但我們依然有信心、有決心打好
每一場比賽，在新球季展現出更好的精神面貌、更
精湛的球技，向第13個聯賽冠軍發起衝擊。”王寶
泉說。

作為世界頭號主攻手，朱婷是連續第二年効
力天津女排，她對上一季的奪冠記憶猶新：“我
們堅持每天訓練，打好每一場比賽，最終在球迷
的支持下，我們站上了聯賽冠軍的領獎台。這個
冠軍對於我來說也填補了一個空白，這是我第一
次舉起國內聯賽冠軍獎盃。”

對於新球季，朱婷充滿了期待。她說：“中
國女排有句話：走下領獎台，一切從零開始。對
於我們天津女排來說，此時最需要的正是這種歸
零的心態。精彩的比賽是一球一球、一分一分打
出來的，好的成績是一局一局、一場一場拚出來
的。希望在新球季，球隊能團結一致，向新的目
標發起衝擊。”

二傳姚迪在新球季將繼續擔任天津女排的隊
長，她說：“我深感肩上的責任和使命，我會用
心履行球隊隊長的職責，在平日訓練和比賽中起
到先鋒模範作用。希望新球季在主教練王寶泉帶
領下，球隊繼續傳承和發揚女排精神，用優異成
績回饋球迷。”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組織委員會
（大賽車組委會）4日公布第67屆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的賽程，賽事
將於11月20日至22日舉行，共上
演5項賽事，為大家在東望洋跑道上
呈現為期3日的精彩激戰。

今年的主題賽事為同時作為中
國四級方程式錦標賽2020賽季收
官戰的澳門格蘭披治四級方程式大
賽；首次讓GT3和GT4戰驅同場
競技的澳門GT盃；以及專為亞洲
TCR車手而設的澳門東望洋大
賽。今年賽程中並不包括澳門格蘭
披治電單車大賽。雖然澳門現時的
疫情相對穩定，但由於多位車手改
變赴澳參賽的意願，所以被迫暫停
舉辦這項遠東經典賽事。

大賽車組委會收到國際汽車聯
合會主席托德（Jean Todt）、國
際電單車聯合會亞洲區主席史蒂芬
卡拉皮特（Stephan Carapiet）和
國際汽聯房車世界盃推廣人里貝羅
（Francois Ribeiro）的講話片段。
三人均祝賀澳門克服挑戰，延續了
繼續舉辦賽事的優良傳統，而國際
汽聯主席亦表示，他相信三項國際
汽聯世界盃賽事（國際汽聯三級方
程式世界盃、國際汽聯GT世界
盃、國際汽聯房車世界盃）將於
2021 年全部重返澳門東望洋跑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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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會長李文恩喜見球隊兌現承諾

朱婷表示“從零開始”

天津女排衝擊聯賽第13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體育學院

（體院）與香港公開大學（公大）李兆基商業管理
學院4日簽訂合作備忘錄，為香港全職精英運動員
提供持續進修的機會。

簽訂儀式於公大正校園舉行，由體院院長李翠莎
博士SBS BBS及公大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院長區啟明
教授代表簽署。透過是次合作，體院可推薦合資格的
全職精英運動員報讀公大商學院的本科生課程。公大
考慮到全職運動員的密集訓練及比賽時間表，將為每
位學生運動員安排一位導師，在他們的大學生活及學
業發展方面給予適當的支援與協助。

李翠莎博士由衷感謝公大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
與體院攜手合作，為精英運動員提供全面的支援。
她致辭時表示：“體院一直着重運動員全人發展的
需要，鼓勵他們於體育及學業兩方面發展潛能，為
將來的事業發展作最佳準備。今天所簽訂的備忘錄
為精英運動員提供一個彈性的學習模式，成功落實
雙軌發展的概念，期望在未來能夠與公大有更緊密
的合作。”

區啟明教授表示：“是次為公大首次與體院合
作，實在十分難得。學院期望透過加強雙方之間的
學術合作，讓更多精英運動員持續進修，獲取足夠
的知識及能力以應付未來的挑戰，成為知識型運動
員，貢獻社會。”

■■張志勇以隊長身份高舉省港盃張志勇以隊長身份高舉省港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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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院與公大
簽訂合作備忘錄

■■朱婷出席出征儀式朱婷出席出征儀式。。 中新社中新社

■■理文會長李文恩對球會兌現上季承諾理文會長李文恩對球會兌現上季承諾
感欣喜感欣喜。。 理文理文FacebookFacebook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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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没有油泼辣子，西北人咋过日子？

西北人的餐桌上，可以没肉没菜，

但绝不能没油泼辣子。

油泼辣子，在西北也叫油辣子或熟

油辣子。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

“泼”——呲啦一声，勺起油落，热油

裹着辣椒面，如暴风裹着黄沙般在碗里

翻滚起来，瞬间风云突变、气象万千，

而冷静如刀客的西北人，则看准时机，

捡起筷子，只是在碗里轻轻搅几搅，

“风”停了，“沙”也定了，此时万籁

俱静，唯有油泼辣子的香气如彩霞般缓

缓升起……

一碗油泼辣子，将西北人的豪情与

冷静，展现地淋漓尽致。而那油汪汪、

红亮亮的颜色，则是永不会消逝的阳光

，照亮着西北人红火的日子。

油泼辣子的讲究，是门玄学

400多年前，辣椒漂洋过海进入中

国后，中国人就开始了“花式吃辣”：

四川人喜麻辣，为辣椒找了个搭档

——花椒；云贵人喜酸辣，把辣椒做成

了蘸水；西北人喜香辣，于是二话不说

当头就是一勺滚油，看似无情却有情，

硬是让寻常的辣椒面“浴油重生”，成

为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无上之味”。

常食之味，不可将就。油泼辣子当

然得讲究，但不多，只有两个：

头一个，是辣椒。陕甘宁青地区多

用秦椒，新疆多用线椒。辣椒红后摘回

晒干，剪成段，文火热锅炒后，做成辣

椒面。以前，做辣椒面用碾槽，放在脚

下来回蹬，用劲儿小碾粗点就是渣渣辣

子，用劲儿大碾细点就是面面辣子，粗

细全凭自己把握。现在机器普及，不必

再像以前一样费劲还遭罪，一次辣子碾

下来涕泗横流。

第二个，是油。油泼辣子必用菜籽

油，其他油泼不出那个香味儿来。无论

是渣渣辣子还是面面辣子，只要是做油

泼辣子，都要与盐、花椒粉、蒜末、芝

麻等配料在一只碗里搅拌均匀，这是几

辈人流传下来的基本配方，少一样，都

泼不出那个香味儿。

讲究归讲究，具体要加多少配料，

却没个统一标准。因此，西北有多少户

人家，油泼辣子就有多少种味道，只有

好和更好，没有最好，风味万千、不一

而足。

正是这“千家千味”的油泼辣子，

赋予了西北美食粗犷多变且耐人寻味的

特征。

油泼辣子，是西北美食的点睛之笔

。

无论吃面还是吃肉、吃菜，只要加

上一点油泼辣子，碗盘中顿时“气象一

新”。那一抹油亮亮的红，不但使食物

“颜值猛涨”，而且能勾起肚中馋虫，

让人食指大动。

油泼辣子配碳水，你说美不美？

暑热天气里胃口不好？吃油泼辣子

！

无论是凉面、凉皮还是凉粉，只要

是“凉字辈”的，在西北地区都得虚心

接受油泼辣子的“教诲”。大街小巷的

饭店里、小摊上，油泼辣子“占山为王

”，在这些凉拌碳水中“大展身手”，

调了这碗拌那碗，比杀牛的庖丁还游刃

有余。

天越热，越要多加油泼辣子。吃罢

汗流浃背、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那叫

一个清爽。

牛肉面、biangbiang面、大盘鸡拌

面，是西北地区最知名、流传最广的三

碗面，其中两碗，便离不开油泼辣子。

牛肉面，在外地被称

为“兰州拉面”，形

象固然形象，但兰州

本地人只认“牛肉面

”或“牛大碗”。牛

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

红四绿五黄，其中的

红，便是油泼辣子。

正宗牛肉面店里，面

都是自取的。排队取

面时，首先映入眼帘

的便是一只盆大的青

花碗，盛着一海碗油

泼辣子。

“辣子多少？”是拉

面师傅与食客唯一的

交流。这时一定要从

容镇定，万不可因不

善吃辣而变怂，油泼

过的辣子已经失去了

锐气，并没有多辣，

而且能增加面的香味

。如果油泼辣子放少

了，那这一碗牛肉面

还有什么吃的？你看

看兰州人，每只碗里

都红得跟飘着丹霞似

的，吃得那叫一个香

。

与深谙“出名要趁早

”之道的牛肉面相比，biangbiang面虽

然在陕西一直颇受青睐，但真正广为人

知并流传开来，还是在2017年电视剧

《白鹿原》开播之后。张嘉译扮演的白

嘉轩蹲在自家院子里猛咥biangbiang面

的场景，让这碗面成功“出圈”。

biangbiang，是象声词，指做面时

摔打在案板上的声音，用油一泼，就是

油泼面。油泼面的面，可以是biangbi-

ang面，也可以是其他面。面条盛在碗

中，加辣椒面、盐、五香粉、葱花、蒜

末、豆芽，滚油泼而食之，实际上是在

面上做了一个现成的油泼辣子，但油泼

多了容易让人生腻。

油泼辣子配肉食，锦上添花

在“碳水界”如鱼得水，到了“肉

食界”肯定就不好混了吧？

不！油泼辣子就是有一种强大的

“跨界能力”，在“肉食界”照样混得

风生水起。谁让西北人离不开它呢。

一碗西安羊肉泡，哪怕你起得再早

、馍掰得再好，不放辣椒酱，那就是败

坏东西。道理是一样的，一碗小炒（牛

羊肉小炒泡馍，当地叫小炒），哪怕配

菜再丰富、醋再香，炒时不放油泼辣子

，没了那个味道和颜色，就不是小炒。

同样“驰名西安”的葫芦头（葫芦头泡

馍），也是这个理。

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吃清汤羊

肉，羊肉与内脏切片沉在碗底，汤里除

了加大量胡椒粉，油泼辣子是坚决不能

少的。不管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清汤

羊肉上桌，第一件事便是掀开餐桌上盛

油泼辣子的容器，使劲儿往碗里加油泼

辣子。辣油浮在汤上，辣面渗入汤里、

馍里、肉里，辣味儿冲击在口腔里，这

一碗清汤羊肉才算“吃得其所”。

遇到要凉拌的肉，油泼辣子也不怵

，转身便投入加了醋、酱油、香油和其

他调料的碗里，化身为料汁。你以为它

在料汁里“失去了自我”？那未免太小

瞧了它。无论是凉拌牛肉还是凉拌猪肉

，它总能以自己的鲜红，配合着翠绿的

香菜，将一盘酸辣爽口的凉拌肉“打扮

”得活色生香。

不能吃辣？在西北，油泼辣子是一

道菜

油泼辣子，到底是主菜还是配料？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杨

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

端一碗然面喜气洋洋

没油泼辣子嘟嘟囔囔

被西北人追捧的油泼辣子，在关中

地区遇到了知音。关中八大怪，其中一

怪便是“油泼辣子一道菜”。这道“菜

”，可以单独用来拌然面（不过水的面

条）、洋芋疙瘩、搅团，也可以单独用

来夹馍。至此，油泼辣子算是达到了

“配料的巅峰”。

但是，显然关中、陇东一带的人

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还开发了一种叫

外地人嗔目结舌的美食：辣水子。辣

水子其实是一种蘸水，秦椒剁成末，

加一勺油泼辣子，浇醋搅拌，可单独

做菜，也可以用来凉拌茄子、黄瓜等

蔬菜。

油泼辣子到底是主菜还是配料？

这个问题在西北人看来，是无法回

答的。因为油泼辣子已经渗入他们餐桌

的每一个角落，是主菜还是配料，已经

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西北人会指着桌上的油

泼辣子告诉你：离开它，西北的多数美

食都将索然无味；没了那一抹亮眼的红

，西北的多数美食也就失去了灵魂。

西北人还会告诉你：只要油泼辣子

没吃完，生活的动力和意义就永不会失

去！

不能吃辣？在西北，油泼辣子是一道菜

今天说的故事，里面都有一件有魔力的宝物，

有些是仙人所赐，有些是无心偶得。这些宝物能让

人梦想成真、重获青春、吃穿不愁。围绕宝物，有

人夺、有人寻、有人藏……

巨砚

清朝时，休宁县有个知县叫唐五贵，贪得无厌

。

最近，唐五贵看上了雕匠叶知秋的一块巨砚。

巨砚容量惊人，甚至可以在里面洗澡，在池中放上

热水，能隐约看见池中有美人起舞。

唐五贵为了能得到这块巨砚，动起了歪脑筋

……

这天，休宁县有个叫牛二的人，状告叶知秋霸

占了他的巨砚。唐五贵把叶知秋喊来审问，不由分说

就用酷刑折磨叶知秋，叶知秋只得屈打成招。唐五贵

得意地宣布，判叶知秋入狱三年，巨砚还给牛二。

第二天，牛二就请人将巨砚抬到了县衙，对唐

五贵说：“大人替我伸了冤，小人甘愿把此砚送给

青天大人。”唐五贵假意谦让一番，顺势收下了这

块觊觎已久的巨砚。

时隔不久，叶知秋病死在牢中。

叶知秋有个女儿叫叶云霞，年方二八，生得漂

亮。父亲死后，她被唐五贵抢去当小妾。叶云霞拿出

剪刀对着自己的喉咙说：“要我依从你，必须答应我

一个条件。我父亲刚死不久，我必须守孝一年，一年

后才能与你同房。”唐五贵怕她自尽，只好应允。

一年后，乾隆下江南，来到休宁县。唐五贵灵

机一动：何不把神奇的巨砚送给皇上，皇上高兴，

岂不有了升官的机会？唐五贵请知府把巨砚献给皇

上，知府答应了。

没多久，乾隆召见了唐五贵，让他亲自试一试

，在巨砚中泡澡。

衙役把巨砚抬到大堂上，在砚池里倒满热水。

唐五贵脱了衣服，进巨砚泡起澡来。说来奇怪，他

不仅没看见美人，反而全身难受。几分钟后，唐五

贵竟在池水中暴毙了。

原来，乾隆见到送来的巨砚，听知府说了它的

神奇之处，就命人倒水进去，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

事。他没有看到美人，却在清水中看到了一篇血泪

斑斑的诉状，把唐五贵谋夺巨砚、害死匠人叶知秋

、霸占叶云霞为妾的罪行写得清清楚楚。那诉状雕

在砚池中间，不倒水进去，一个字也看不出来，一

放水进去，字迹就清晰浮现出来。那是叶云霞花了

一年的时间，在夜晚悄悄刻上去的。巨砚里的毒药

，则是叶知秋在得知唐五贵看上巨砚之后，从深山

里采来的一种能化人皮肉的草药，熬成汁液涂抹在

砚池的花纹上，果然使唐五贵自食其果。

玉兔牙

从前，有一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头，靠卖草鞋过

日子。他心地善良，每逢有空，就编草鞋送给穷人

们穿。

八月十五的晚上，老头心情舒畅，他在院子里

，一边编着草鞋，一边看着月亮。忽然，只见月亮

中有一颗小金点，随风缓缓飘落，晃晃悠悠地往老

头门前飘。慢慢地，小金点在老头门前的空地上变

成了一株小小的玉米苗。玉米苗的两片叶子嫩嫩的

，可爱极了。老头越看越喜欢，连忙拿着锄头，哼

着小调，给玉米苗培土。

三天过后，苗长了丈把高，玉米须挂了一地。

老头走过去摸一摸玉米须，好家伙！这玉米须柔柔

的。老头想，用这柔柔的玉米须来编草鞋，穷人下

地干重活儿就不会磨破脚了。老头儿手一抖，玉米

须就整齐地掉了一节。他一看，这尺寸不长不短，

刚好能编一双草鞋。

就这样，老头编了好多草鞋，送给干重活的穷

人们。

好景不长，这事被乡里恶霸知道了。恶霸威风

凛凛地来到老头家，恶狠狠地说：“听说你有棵神

奇的玉米，我用金子跟你换。”老头坚决地说：

“有了这玉米，我能一直为乡亲们做好事，什么换

也不行！”恶霸说：“你给也要，不给也要，由不

得你了！”说完，便使劲地拔玉米，没想到玉米立

在那儿纹丝不动，恶霸气得哇哇叫。忽然，长长的

玉米须把恶霸整个缠了起来，越缠越紧，把他高高

悬在半空中。恶霸颤抖着声音大喊：“快放下我，

我再也不敢了！”玉米须这才松开恶霸。

那天晚上，老头做了个梦，月亮里的玉兔对他

说：“月娘娘看到你生活很困难，心地却很善良，

就命我在八月十五晚上送了一颗金牙给你，变成了

你门前的玉米。”

老头醒来后，得知了玉米的来历，更加珍惜这

棵玉米了。

青春扇

古时候有个农民，名叫阿关。他和一个渔民的

女儿相恋，女孩名叫阿珍。渔民却因为贪财，将女

儿许配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

阿关知道后去哀求渔民。渔民轻蔑地说：“你

有黄金十两吗？”

阿关叫道：“我宁愿变成瞎子，也不愿看到阿

珍做老头的妻子！”

阿关当天离开了故乡。走啊走，天黑了，阿关

走进一片树林。阿关选了个树洞爬进去睡。夜半，

他被吵醒了。他从树洞里往外偷看，见一个鬼背着

一个老伯飘过来，把老伯牢牢地绑在树上，打了个

哈欠，说：“我先打个盹，醒来再吃你！”说完，

鬼就睡了过去。

阿关悄悄爬出树洞，走到老伯面前，帮他解开

了绳子。老伯被解开后，立即拉着阿关逃命。两人

跑出很远，老伯才停下来，向阿关说：“你救了我

的命，我得报答你。”

说完，老伯掏出一把从鬼身上偷来的扇子，用

它扇了扇自己，怪事发生了，老伯一下变年轻了，

成了个青年小伙。

老伯说：“这叫青春扇。一个人，只要用这把

扇子扇五下，他的年纪就会减少一半。”说完，老

伯离开了。阿关也带着扇子回村了。

等阿关回村，正好是阿珍出嫁的日子。阿关去

了阿珍的喜宴，找到新郎老头，说：“为了阿珍的

幸福，我送你一把扇子，只要用它扇五下，你就会

年轻一半。”

老头一听，有这等好事？将信将疑摇了第一下

，脸上皱纹没有了；摇了第二下，白发变成了黑发

；摇了第三下，弯腰变直了；摇了第四下，眼睛有

神了；当他摇了第五下时，脸上泛起了红润的颜色

，老头成了一个刚满不惑的男子。

阿关说：“好了，扇子还我吧。”

但老头一把推开阿关：“四十岁还不够，我要

变得像你一样！”

老头说完，又摇了第六次，这时，全体客人看

到老头变成了一个婴儿，他穿着宽大的衣服，“哇

哇”的哭声响遍了整个屋子。全体客人禁不住都哈

哈大笑起来。

阿关走到阿珍父亲面前，把扇子给了他，说：

“这是我的聘礼。”

阿珍的父亲终于接受了阿关，第二天就让他和

女儿举行了婚礼。

从阿珍结婚那天起，村里人就不知道什么是老

了……

宝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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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難得的保險業務員難得的保險業務員 楊楚楓楊楚楓
除卻阿拉斯加州，以內陸地方計

算，德克薩斯州是美國第一大州，而
休士頓，則是美國第4 座大都會。這
裡有居民約200 多萬。族群分有白人
、黑人、墨西哥人、亞矞人。而在亞
裔人當中，就分有中國人、越棉寮人
、菲律賓人、星馬泰人、日本人、南
韓人等。根據市塲統計資料顯示： 中
國人及越南人，約有30 多萬，位列
亞裔人口之首。而中國人之中，以來
自中國大陸的華民為多數，次為台灣
、香港及澳門。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內地有首
歌曲，名叫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
」 ，反映大家中國人，應該有着共同
的目標信念，團結一致，大步向前。
筆者中學時期，就是唱着這首歌，從
港澳移民來美，一邊營商、一邊寫作
，歲月悠悠，轉眼 已有47 年。

在這近乎半世紀的拼搏生活中，

我認為除了懂得如何在商場打滾、見
機行事之外，另一個護身之符，便是
要具備購買各式各樣的人壽、健康及
商業保險，用以保障自身、家庭及生
意業務上去。正因為有此需要，因而
在幾十年的生活中，我所認識的各個
不同項目的經紀人、業務員，沒有一
百，也有八十之多矣。

一般而言，從業保險的人氏的工
作態度、處理方式，至少都屬於中規
中矩，否則便不可以在其所屬的海域
中暢遊。有不少出色的經紀人，在取
得你的生意機會之後，仍然跟你保持
緊密聯繫，經常通電交流，彷如良朋
好友一樣。但亦有些經紀從業員，當
得到你的光顧之後，便似乎萬事大吉
，從此把你朿之高閣，不聞不問。

筆者已過 「登陸之年」 ，有條件
獲取美國政府的老人保險。我雖是美
國及港澳地區報刊中擔任 「自由撰稿

人」 ，每周定時向上述地方供應不同
內容的文章，不過對於保險這一類內
容，我是從不過問、也從來不向那方
向的保障範圍內容，作深刻分析研究
，因為我信賴從事這方面的經紀，他
們一定會玉成吾願。

可惜在這一次，我卻踢上了鐵板
。我的 「老人保險」 經紀，除了第一
次見過面，簽署參加其代表的醫療保
險公司的合約之外，以後兩次的見面
，都是屬於 「一年一度燕歸來」 的再
續約的日子，在其他的700 多天的日
子中，他都好像 「人間蒸發」 ，不知
所蹤。
既然他做得出，我也做得到，在今年
老人保險的註冊開放期是 10 月 17日
當天，我馬上走上休市中國城百利大
道 跟企業街交界上7001的華埠大廈
二樓201 室，李元鐘保險公司內瞭解
。

接見我的是一位年青有幹勁的青
年Kevin x謝先生。他以一種不厭其煩
、樂於聆聽的態度，先行細聽本人對
老人保險有何要求、有何顧慮、之後
，他對我原來的舊公司的規定在新一
年後有什麼改變，作出詳盡解釋。接
着，他向我瞭解我對老人保險公司有
什麼要求之後，便助我在十多間公司
中，找出合適我所要求的老人保險公
司來簽寫合約，為期一年。此外，當
他向我交上新保險公司的一本合約內
容的書冊時，即時為我揭開，把關鍵
的內容，為我以紅色彩筆點畫出來，
即時醒目清楚，令我對有關醫療細則
的支出及收費，一目瞭然，如此服務
態度，令我深為感動。

當我跟謝先生道別時，我從心坎
上對他說一句： 你是我所見最出色的
保險從業人員，希望你永保初心，全
心全意為休市華人服務！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疫情期間不打烊疫情期間不打烊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
冠疫情讓全世界的人度過了一
個難忘的2020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
常工作，開會，上課（網上進
行），但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
密切交流，總覺得日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得單調乏

味。而宅在家久了，卻也發覺
了過去忙亂生活中忽略的美好
～ 如 「美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
外，更愉快的是 「外賣」 的樂
趣 ! 同樣是花錢採購，為什麼
不品嚐一些更專業的師傅的手
藝 ? 而在休士頓開業 二十年

的 「中美酒樓」 雖然位於休市
西南一隅，而不少的休市大老
闆們，下班時寧可忍受塞車之
不便，也要趕到 「中美酒樓
」 買幾道李老闆的拿手菜，再
趕回Sugar Land
的家，全家老小 「大塊朵頤」
一番，這是疫情期間最大的樂

趣， 「中美酒樓」 憑其地道的
粵菜絕活，讓這些宅在家悶壞
了的人又重拾 「生」 之樂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
親自主㕑，所以他的成品，絕
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馬虎
，著名的招牌菜如：北京鴨、
鹹魚煎肉、南瓜芋頭炆臘味、
芹菜什菇炒臘味、玉子豆腐、
滑蛋蝦仁、菜膽靈芝菇、豉椒
或白灼桂花腸、節瓜粉絲蝦米
煲，以及特別推薦的菜色如：
干逼軟殼蟹、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西汁蝦球、羊腩煲等
等，該餐館還全天供應新推出
的超值特價菜，每道$5.5 元
，歡迎品嚐。

「中美酒樓」 位於 Bis-
sonnet 與 Leawood(Boone
Rd. 往西一條街）交口，地址
： 11317 Bissonnet ,Hous-
ton ,TX 77099, 電話：（281
）498-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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