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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讀者來信----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
我是一個住在西雅圖的乳腺癌病

人，來自臺灣，2018年初在一次洗澡
時，突然發現左乳外側有一小棗樣的
腫塊，不痛不癢，推不動，質地特別
硬。我急忙在當地醫院看診，醫生建
議我盡快到美國最權威的治癌中心MD
Anderson診治。經病理切片和抽血化
驗，我很快被確診為乳腺導管細胞癌
。左乳腺外側和腋下淋巴轉移，醫生
讓我先做化療。待腫塊縮小後，再做
乳腺全切術，聽後我呼吸急促，大腦
一片空白，周身無力，癱坐在走廊的
座椅上。我從小離開父母在香港生活
讀書，大學畢業後，在美國西雅圖波
音公司工作。我今年才34歲，還有一
個不到2歲的女兒。因為我有癌癥的家
族史，我怕患癌，但也沒能躲過去。
我立即將診斷結果告訴我在臺灣的親
人，父親向我講述了祖父和他患癌後
的治療經歷。

1999年我的祖父因為感冒咳嗽，
痰中帶血。在臺灣榮軍醫院通過CT，
病理診斷為左肺中央型腺細胞低分化
癌。左側鎖骨下淋巴轉移，因體質虛
弱，已經轉移，告知不能手術，也做
不了化療。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一朋
友送來了一本臺灣時代周刊，第883
期刊登了題為《大陸治癌名醫——王
淑霞》的報道。並得知她12歲開始學
習中醫，畢業於中國黑龍江中醫學院
。1975年她開始投入自然療法治療癌
癥的實驗研究。1987年她研製發明了
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蛇精
®01膠囊。神奇的療效使無數臨近死
亡的癌癥患者絕處逢生。我的哥哥還
查閱到，1992年4月21日光明日報記
者張義德，汪大勇報道題為“創造抗
癌事業的未來”一文。1994年8月20
日健康報題為“探索蛇精抗癌之路”
一文。1997年4月4日大陸新華社中國
圖片報報道題為“治癌名醫——王淑
霞”一文。通過這些權威信息，使絕
望中的祖父又有了生的希望。

當時我父親幾經周折，領著我的
祖父到大陸哈爾濱市神康中醫腫瘤研
究所去尋找治癌名醫王淑霞，找到後
得知王淑霞人在美國工作，幸運的是
近兩天她從美國回到哈爾濱，不定期
的出專家門診。門診前看到很多來自
世界各地癌癥患者排隊等候。我父親
說，他早五點排隊掛號，我祖父經用
一個療程的蛇精®抗癌註射液後，胸
痛，氣喘，咳嗽，飲食都有不同程度
的好轉，痰中帶血也消失了。鎖骨淋

巴那種腫痛也減輕了很多。去的時候
需要我父親攙扶慢慢走，等回臺灣的
路上，已經不用人攙扶了。回臺灣後
一直口服蛇精®01膠囊，3個月（三個
療程）後在臺灣榮軍醫院CT復檢，治
療前肺部腫塊3.8cm x 4.2cm大小，3
個療程後腫塊已縮小為2.5cm x 2.8cm
大小。左鎖骨轉移淋巴，治療前是多
個淋巴結融在一起，大小為 4.0cm x
4.2cm大小，治療3個月後觸摸周圍柔
軟，外觀看比治療前縮小三分之一左
右。連續口服治療一年來，沒做過手
術，也沒有化療，現已生存20余年，
至今健在。

2008年我的父親是一個多年乙肝
病毒攜帶者，多年的胃潰瘍病史。多
年不能吃米飯，一次飲酒後，胃疼加
劇，在長庚醫院做了胃鏡，診斷為：
潰瘍性腺細胞低分化癌，橫結腸轉移
。做了部分胃切除術，腸轉移已不能
手術。醫生告訴最多也只有2年的生命
期。術後兩個月，我的哥哥領著我的
父親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中醫腫瘤
研究院找治癌名醫王淑霞給救治。經
口服蛇精®01膠囊2個月後，體力、大
便、食欲都有很快的恢復，另外為了
治療腸癌，王醫生采用了肚臍內用藥
，很快大便下來一些爛肉樣的東西。
就這樣綜合治療近一年，在長庚醫院
復查CT2次，腸轉移癌縮小一公分多，
胃癌沒有發展，沒有再轉移現象。病
情穩定，現已存活11年之久。我父親
現除護理我祖父外，還做家務。逢人
便說，是王淑霞醫生和自然療法救了
他和祖父的命。並督促我想辦法盡快
找到王淑霞醫生。被診斷患癌後，我
曾立即去拉斯維加斯去尋找治癌名醫
王淑霞。在當地打聽，很多人認識並
知道治癌名醫王淑霞，她的口碑很好
，不但醫術好，醫德更好，聽說她對
每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都很用心。有
病人告訴我2017年末，她調到休斯頓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工作，但不知道詳
細地址。我又來到休斯頓，在我萬分
焦慮的時候，我去中國城吃飯，順手
拿了一份《僑報》，《美南日報》，
打開一看，上面都有介紹國際癌癥康
復中心的報道。我一口氣看完後，得
知王淑霞博士現任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主任。

休斯頓醫學中心規模相當大，範
圍包括科研，臨床實驗研究，醫務人
員達幾萬人。最著名的醫院有MD An-
derson，還有貝勒醫學院。據了解，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是第一家，也是唯
一一家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醫療機構
。我太高興了，沒有患癌癥經歷的人
是體會不到我的心情的。面臨著即將
來臨的死亡和年邁的老人，年幼的孩
子，我能挺過來嗎？在家人的鼓勵下
，選用化療後因副作用大，會造成身
體虛弱，沒有了抵抗力，也會加快腫
瘤的復發和轉移，好在我的父輩祖父
和我的父親因肺癌和胃癌淋巴也都轉
移了，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很幸運的
選擇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
和蛇精®01膠囊治療後，我的祖父至
今已生存了20多年，我的父親用同樣
的方法至今已生存了11年，平時還在
照顧我的祖父，我家三代人的經歷，
說明了病人和醫生也是一種緣分，我
相信在王醫生的治療和幫助下，我一
定會活下來。這天晚上是我被診斷癌
癥以來，睡的最好的一夜，也是我真
正體會到了有些病人還沒有來得及治
療，由於不間斷的害怕死亡，恐懼，
先被癌癥兩字嚇死了。

第 二 天 我 按 著 報 紙 上 的 電 話
702-526-6288打過去，不知需要提前
預約掛號，因為我著急看醫生，一聽
要預約等很久，我馬上就上火了。無
奈我決定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在王
醫生沒有下班的前一個小時趕過去。
我到7505 Fannin St，Ste 120門診說明
來意後，他們告知必須預約等待。我
不死心，一直坐在候診大廳，當病人
都走後，從診室走出一位60歲左右的
老醫生。從照片上我認出了她就是治
癌名醫王淑霞博士。當她了解情況後
說可以晚走一會，補一掛號給我看診
，其他人可以先下班，我一聽，眼淚
馬上流下來，這就是國際著名治癌權
威王淑霞。我坐下後，她不問病，把
脈後就說，“你患乳腺癌，可能淋巴
已經轉移了。你需要我如何幫助你。
”，真厲害，這才是大醫師，大專家
，一針見血說明了我的病情。我激動
的說，我有希望了，王醫生告訴我先
治療調理一段時間。王醫生說，如果
腫塊能縮小的話，最好是做乳腺全切
術，讓我回家與家人商量考慮後再決
定。我帶著01膠囊回到西雅圖，口服
了一個療程後，感覺腋下淋巴開始變
軟了。乳腺腫塊腫脹明顯好轉。兩個
療程（兩個月）後，腋下淋巴開始明
顯縮小。三個月後，我再次到休斯頓
醫療中心MD Anderson復查。給我看
病的醫生聽說我沒去做化療，檢查發

現我的腫塊明顯縮小，使她很驚訝。
問我用了什麽好方法。我說我采用了
自然蛇精®01療法。他又說，給你治
療的是一個中國人Dr .Wang吧？我問
醫生，你怎麽知道？他說休斯頓整個
醫療中心Dr. Wang是唯一采用自然療
法治療癌癥的權威專家，她的方法獨
特，醫術也很厲害，復檢後我的醫生
很神秘的告訴我，根據現在病情可以
手術啦。在西醫的幫助下我做了左乳
腺全切術，淋巴切除了一部分，醫生
讓我休息一段時間後，先去做化療，
不然沒有切幹凈的淋巴轉移會很快復
發。考慮到化療的副作用，我還是選
擇了繼續口服蛇精®01膠囊治療。一
年多過去了，我的病竈一直穩定，體
重又增加了5磅，近期我又回到西雅圖
波音公司工作了。

高興之余，我想讓我的癌友們來分
享我的治療結果。患癌後千萬不要恐
懼，為了診斷後治療不走彎路，選擇
治療方法很重要，多走訪幾個醫院的
醫生，不要被癌癥所先嚇死。我和我
的先輩們能生存20年，11年不等，我
們的體會是選擇治療方法更重要，不
論是選擇現代的西醫，還是手術還是
放化療，還是選擇采用蛇精01自然療
法，哪種方法最有效，哪種就是最好

的選擇。
我認為選擇對了，就選擇了生命

，我們祖孫三代患癌癥轉移後能有今
天的康復結果，沒走彎路，是十分幸
運的。首先我要感謝，治癌名醫王淑
霞博士對蛇精®01療法的重大發明，
衷心的感謝國際治療癌癥權威王淑霞
博士用她的重大發明久了我們祖孫三
代人的生命。這樣的權威名醫確實有
真材實料，名不虛傳。還要感謝《美
南日報》及時真實的報道。美南日報
是我們唯一可信的報紙。

希望貴報能刊登報道，讓更多的
癌友少走彎路，分享我們的治療結果
，祝大家健康長壽。

乳腺癌患者美國波音公司張桂榮
親筆

2019年7月18日
編輯提示：
王淑霞醫師主理的國際癌癥康復

中心位於德州醫學中心，應廣大病友
的要求，目前在中國城開設了分部。

地 址 ：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15, Houston, TX77036

電話：281-818-7928
診 療 時 間 ： 每 周 一 三 五 上 午

10AM—下午5PM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是個高齡化的社會，政
府對老人家有許多照顧，可說是個 「老有所養」的
國家，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年滿65歲的長者可以
申請聯邦醫療卡(Medicare)，是為長者們提供的健康
保險計劃，讓老人不用因為健康問題而擔心大筆的
醫療費用。

然而，老人健康保險由不同的保險公司提供，
每個公司有不同的福利與標準，內容頗為複雜，長
者們要怎樣對能夠享受的福利有更全面的瞭解呢？
這時候，就需要一位熱心、周到、又專業的經紀人
，來為長者們服務。從多位長輩們口中，我們得知
在休斯頓的華人社區，有一位口碑超級讚的老人保
險經理，她是萬德福保險的負責人，名叫李淑惠。

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而言，李淑惠
是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朋友，很多時候還是幫忙
解決問題的救星。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著想，
細心回答問題，讓長者們更明瞭健康保險，她用自
己的真誠與服務，打造極強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
戶都樂意把朋友介紹給她，口碑相傳。

客戶讚譽有加，滿意度超高
年逾八旬的朱女士是李淑惠的客戶，她用自己

親身的經驗，款款訴說自己如何與李淑惠開始互動
，以及李淑惠怎樣幫助人，他們如何的受益。

朱女士表示，大約在六年前左右，在老人活動
中心常看到李淑惠的身影，來活動中心為老人解說
事情，雖然不認識，出於好奇心，她也在旁邊聽。
同伴說她是做保險的人，每一次李淑惠來活動中心
，朱女士都看著，慢慢的，朱女士感覺李淑惠一點
都不像是做保險的人，覺得她非常的親切，她為老
人們解說的內容，也不一定是保險，有時是回答其
他的問題，朱女士了解到，老人家們有其他的問題
常會找李淑惠幫忙。

熱心服務，幫許多老人解決困難
有老人家行動不便，李淑惠就過來老人中心講

解，等於是上門服務，久而久之，朱女士發現李淑
惠人非常的好，非常的熱心，對老人很關心，幫助
許多老人解決問題。

對比之下，朱女士覺得自己的保險經紀人有段

大差距，甚至有時候問他問題，都不一定會回答，
說 「這不歸我管」。認識半年多之後，朱女士就決
定把自己的老人保險轉到李淑惠這邊。

因為她知道，老人家遇到問題，李淑惠都會幫
助解決，保險相關的事，她一定解釋得非常的清楚
，有些甚至不是她份內的事，李淑惠也盡量提供幫
助。例如有些人要找專科醫師，也請李淑惠來幫忙
找。

了解老人需求，找最適合的保險計劃
李淑惠會細心的詢問客戶的需求，不同的健康

狀況要找不同的保險公司與計畫，有些人吃藥多，
有些人有慢性疾病，有些長者身體硬朗，種種不同
的健康狀況應該找其最適合的保險計劃。例如，有
什麼樣的疾病需要特別照顧？有些長年吃藥的人，
藥費非常的貴，所以要幫他找一家處方藥比較合理
定制的保險公司，價格才不會超高；也要找網絡比
較大的，這樣容易找專科醫生；同時，最好找看家
庭醫師是不用付費的，能由保險公司來承擔。

樂於介紹朋友，口碑相傳
朱女士身邊有一些好朋友，也都經由朱女士介

紹，陸續轉到李淑惠這邊來，因為這些人覺得朱女
士平日做事可靠、負責，由她所選的保險經紀人，
也一定是最好的，他們也都親眼看到李淑惠樂於助

人。
朱女士表示，在對人處事方面，李淑惠總是設

身處地為老人著想；保險方面遇到問題，總會盡心
幫忙解決。甚至有些其他方面的事，如果找她，她
也會盡力幫忙。舉例來說: 糖尿病人每年有一雙鞋
子，但是那個公司不容易找，如果有人找不到，問
李淑惠，她就幫忙聯絡，這雖然不是她分內的事，
可是經由她熱心的幫助，就幫老人解決了一個大問
題。

總是將心比心為人著想
另一次，朱女士有小毛病需要看婦科，但是婦

科的專科醫師很難找，有些甚至不接受老人保險，
她就告訴李淑惠，淑惠隨即幫忙打電話找醫師，解
決了這個困難。

也有些朋友說，想去某個醫院，但是不在某家
保險公司的網絡中，就告訴李淑惠，淑惠也幫她換
到另外一家保險公司，讓她如願以償地能夠去某家
醫院看診。

朱女士說，其實，在轉換的過程中，需要重新
處理很多資料，過程是挺繁瑣的，但李淑惠都不厭
其煩，讓老人家能夠看到醫生。李淑惠總是說，只
要你們接受應有的保險照顧，生病有保障，累一點
沒關係，老人家開心就好了，問題解決就好。她的
將心比心為人著想，讓許多長者們甚為感動，對她
讚揚不已。

另外一個例子，是有位長者做心臟手術，需要
出很多錢，李淑惠幫他換了一家保險公司後，就省
了非常多的錢，只要負擔很少的醫療費，讓長者鬆
了一口氣。

贏得客戶信任
朱女士指出，李淑惠的心腸非常好，總是盡量

幫忙，一般人做不到這樣，日積月累大家便非常的
信任她。有些老人家英文不好，常常收到一些政府
寄來的信件，有些人也會留著信，等李淑惠來的時
候，請她幫忙看。

另外一次經驗，是朱女士因為跌倒，腿跌斷了
。李淑惠非常關心她，時常打電話過來問候，親切
地問她復原的狀況，問她走路好些了嗎?常常李淑惠
也會問: 你需要我幫你什麼忙嗎? 朱女士請教李淑惠
關於復健的問題，她也非常詳細的告知，朱女士就
明白了，心理有個底，知道該怎麼樣跟醫師來對談
。李淑惠以專業知識幫助老人分析，一般子女很難
做到這樣。

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
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是10月15日到12月7日

，長者們收到2022保險可以改變的通知信(notice of
change)後，若是不喜歡目前的保險，可以找人換個
更合適的計畫。當然，信用可靠、服務週到的李淑

惠是最佳人選，請先電話或微信預約時間，如果保
險有問題，可以在電話中解釋。若有需要，李淑惠
也會戴口罩為長者們服務。

李淑惠專精的服務項目:老人健康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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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開始，週六增加
辦公時間 10:00am到2:30pm。

連 絡 電 話 281-758-9152， 346-364-8405 或
wonderfulsuelee@gmail.com。微信和LINE 的ID 是
kpc2056 (如果無法加微信/Line，請直接打電話)。
若使用AT&T家庭電話無法撥通者，請改用手機打
。網站: https://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地址
: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從客戶的角度與需求出發從客戶的角度與需求出發 真心服務真心服務
李淑惠贏得長者們信任李淑惠贏得長者們信任 好口碑相傳好口碑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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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Katy 區最近新開了
一家豪華的自助餐廳— FEAST BUFFET ,中文名：
「大飽口福 」，光聽名字就令人心動不已，恨不
得立即飛到那裡，「大飽口福」一番 ！待您真正
踏入該餐廳，立即為該餐廳豪華體面的建築所震
懾，簡直像「五星級」大酒店的格局！放眼四顧
，從四壁到屋頂，從室內擺設到桌椅，無一不透
出典雅、華麗的氣息，使在這裡吃飯，更添滿足
和華麗感！

地點適中，位Katy最繁華區，交通便利
除了本身住在Katy 的居民，「大飽口福」就

在眼前，從休市西北、西南區開車過來，也方便
的不得了，只需十幾、二十分鐘,「大飽口福」就
在眼前了，使您恨不得立即大飽口福一番！初來
的訪客，從中國城或西北區過來，在十號公路過6
號公路往西，經過Barker Cypress Rd. ， Green-
house Rd.下一個出口Fry Rd. 出來右轉往北走，只
見Katy 最繁華的社區就在眼前。行在Fry Rd. 上，
左邊是The Home Depot 廣場，右手邊是Apple-
bee’s, 再往前開，第一個紅綠燈，左手邊是
Walmart Supercenter, 右 手 邊 就 是 H-E-B, 及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Katy Campus, 使
該地區繁榮得不得了。下一條街Park Row Dr. 左

轉入內，馬上再右轉，就是「FEAST BUFFET 」門
前偌大的廣場，而「FEAST BUFFET 」就位於該購
物中心的中心點上，十分搶眼醒目。門前有寛廣
的停車場，停多少部車都不怕。

陳設寬廣華麗，貴氣十足，800個座位，
宴客首選

走進「大飽口福」（FEAST BUFFET )，最醒
目的莫過於他們大廳的寛廣氣派，貴氣十足，有
如踏入藝術博物館，觸目所及的皆是高檔的裝潢,
華麗的建材與設計，令人張目結舌，目不暫捨，
使在這裡吃飯憑添無上的榮耀。在大廳的入口處
，是掛號付款，價格平易，人人都吃得起。只見
所有人耐心排隊訂座付款，絲毫沒有不耐煩，因
為完成此舉後，您就可以盡情享受美食，「大飽
口福」啦！

在「大飽口福」餐廳，可以
獨自或與家人、朋友共同前往
，可以公司聚餐，或在這裡大
宴賓客、親友。該餐廳共有六
個大廳，總共800個座位，是
宴客首選。

中、日、美、墨經典菜
餚，盡情享用，吃飽為止

在「大飽口福」自助餐廳
內，菜色十分豐盛，有中、日
、美、墨四種口味的菜餚，分
佈在六座長型的餐枱上，任您
自選，因為菜色實在太精彩了
，往往只裝完一個餐枱的菜，
一大盤已滿，只好先吃為快，
盡情享用。他們最受歡迎的菜
色如：蝦仁、炒螃蟹、炒小龍
蝦、紅燴雞腿、炒干貝墨魚、

爆炒烤鴨、燒扇貝、炒魚片、炒墨魚、洋蔥炒牛
肉、洋蔥、椒絲炒蝦仁、芝麻雞、甜酸肉、及各
種火鍋材料任選、

炒蛋、炒醬汁茄子、炒芥蘭菜⋯⋯等等，以及
美式各種炸薯條、炸雞，美式烤肉。墨西哥式烤
牛排、豬排，日式精美壽司近二十種，賞心悅目,
清爽有如圖畫⋯還有中式點心如燒麥、肉粽、各
種叉燒包、豆沙包、芝麻球、春捲⋯等等各種美
食點心，就等您來品嚐，讓您一次品嚐到各國經
典名菜，盡情享用，大飽口福，吃飽為止。

在「大飽口福」自助餐廳吃飯，簡直就是是
以任何人都吃得起的「平民的價格」得到「帝王
的享受」。以平常餐廳「一道菜」的價格，享受
「上百種」的經典菜餚。他們周一至周五，從上
午11時至晚間9點半營業，午餐僅$12.99，晚餐
$16.99， 吃飽為止。周六、周日兩天，從上午11
時至晚間10時營業，全天$17.99， 吃飽為止。

「大飽口福」（FEAST BUFFET )的地址：1707
N. Fry Rd. Katy, Tx 77449 , 電話：281-398-1015

KatyKaty 地區最豪華的自助餐廳地區最豪華的自助餐廳-- 「「大飽口福大飽口福 」」 （（Feast Buffet )Feast Buffet )
集美集美、、墨墨、、中中、、日經典菜餚於一爐日經典菜餚於一爐,,公司公司、、家庭聚餐首選家庭聚餐首選

法國悼念最後一位去世的解放勛章獲得者法國悼念最後一位去世的解放勛章獲得者

法國熱氣球迎著日出升起法國熱氣球迎著日出升起 畫面夢幻畫面夢幻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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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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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選民指南休斯敦選民指南!!
此此 我們的我們的 20212021 年年 1111 月月 22 日選舉的選民指南日選舉的選民指南！！

休斯頓女性選民聯盟的選民指南 是
國家、州和當地選舉信息無黨派來
源，可以幫助你準備前往投票站。
我們很遺憾因為我們無法控製的情
況，我們不能為您提供中文版本的

紙質選民指南。

在所有德克薩斯州的選舉中本人投票均需
提供帶有照片的身份證明

提前或於投票日當天投票的選民需提供帶
有照片的身份證件或法律認可的替代身份證件
。

您可以到哈裡斯郡的任何投票站進行投票
現在所有哈裡斯郡的投票站都是投票中心

！選擇一個你最方便的投票點 ---不再需要回

到家附近進行投票！登錄 https://www.harris-
votes.com/waittimes 或撥打電話 713-755-6965
查詢離你最近的投票點。通過線上查詢還有一
個好處就是你可以清楚看到哪個投票點等候的
時間最短

全新！哈裡斯郡擁有全新的投票機
此次選舉使用 VerityDuo 投票系統。使用

VerityDuo投票只需2步。第1步：在VerityDuo投

票機的觸摸屏上投出你的選票
並且打印出來進行確認。第2
步：拿著打印出來的選票到
VerityScan 機器處記錄你的選
票並且投出選票。

郵寄選票

以下選民可以通過郵寄進行投票：1.年滿65
歲選民；2.提前投票日和選舉日不在哈裡斯郡的
選民；3.生病或殘疾的選民；4.在押但有投票權
的選民

Mail ballots may be requested by visiting
harrisvotes.com.

有特殊情況的選民資訊
離開家上大學的學生？居住在國外，服兵

役或軍隊人員配偶或受供養者？ 無常住地址？
曾服過刑現已刑滿？你們均有權投票！

投票是你的權利
如果在投票點遇到任何問題，你可以投出

臨時選票Provisional Ballot並有機會糾正任何問
題；參見第2頁獲取“修改臨時選票”的詳細內

容。如果你認為你的投票權被非法剝奪或阻礙
，你也可以撥打哈裡斯郡選舉員辦事處Harris
County Office of the Elction Adminsitrator 電 話
713-755-6965，州務卿選舉處 Texas Secretary
of State Elction Division 電話 1-800-252-8683，
或者美國司法部United Department of Justice電
話1-800-253-3931進行投訴。

【美南新聞泉深】據《南華早報》周二報道，阿裏巴巴創始
人馬雲已于16日飛往西班牙，同行還有多名富豪好友及科技界
大亨，分乘兩部私人飛機，一前一後前往。到達西班牙後，馬雲
在自己的價值16億港元的超級豪華遊艇上，跟一班富豪朋友一
起度假。據悉，他們是從西班牙東部的伊維薩島啓航，要在歐洲
進行考察，這是這位中國首富一年多來默默無聞後首次出國。

報道援引一位熟悉馬雲行程的消息人士的話稱，馬雲目前正
在西班牙進行與農業和與環境有關的技術方面的考察。據了解，
馬雲短暫留港期間，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知情人士透露，他曾經
與友人去粉嶺高球會打球，亦先後與多名香港富豪及商業夥伴密
會。他們是否洽談生意大計不得而知，但馬雲在港期間，私人會
所的飯局幾乎一個接一個，更不時與朋友打撲克和唱K歌。

馬雲自去年10月在上海出席的一個活動中批評中國政府的
金融監管機構，直言不諱指責中國監管部門扼殺金融創新，引發
中共高層不滿。數日後，習近平親自介入，叫停了馬雲麾下金融

科技公司螞蟻集團總額超過340億美元的首次公開募股。馬雲的
“湖畔大學”停止招生，並被改名“浙江湖畔創業研學中心”。
中國官方對民營企業實施整頓，阿裏巴巴被開出巨額罰單，網絡
巨頭，文娛業，教育培訓，一時風聲鶴唳，馬雲從此極少露面。
此後，螞蟻集團被迫重組業務。

消息人士透露，市場盛傳他被“禁止出境”，在內地亦只能
作有限度活動，因此他10月首次在香港露面，令財經界十分矚
目。如今轉飛歐洲，讓“松綁”消息進一步傳開，加上阿裏巴巴
股價谷底反彈，外界預計馬雲接受連串整改接近完成，其“禁令
”或獲得解除。

《華爾街日報》的評論稱：“身阿裏巴巴創始人和億萬富豪
，馬雲一度比肩貝佐斯、馬斯克和蓋茨等美國科技界傳奇人物，
但他馬失前蹄于忽視了官方的重要警告：在中國，一切仍由國家
主席習近平說了算。

阿裏巴巴成了中國民營企業的一個招牌，馬雲成了中國民營

企業家的一個招牌，在目前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時
期，當局會不會把阿裏巴巴給打倒？馬雲出行外國，是
否意味著北京對民營企業松綁的信號？海外傳媒和自媒
體謠言四起，多數認馬雲是乘坐私人飛機“畏罪潛逃”
。筆者認中國首富馬雲是民營企業家，阿裏巴巴集團首
次公開募股(IPO)的承銷商們行使了超額配售權，使之正
式以融資額250億美元的規模成有史以來最大的IPO，
他不能長期隱身，必須不時地讓他露露面，甚至到境外
和國外走走，證明他還是自由的，證明他的阿裏巴巴股

票任然有潛力。
從目前中國的情形看，當局對民營企業的控制有愈來愈嚴厲

的趨勢。習近平表示，共黨將追求“共同富裕”，敦促企業和企
業家幫助縮小頑固的貧富差距，這種差距可能阻礙國家崛起並削
弱民衆對領導層的信心。習近平在1月對官員們說：“實現共同
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我們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習近平已經讓中國的
富豪們知道，現在是他們與其他人分享更多財富的時候了。支持
者表示，中國下一階段的增長需要這樣的轉變。

馬雲是“出國考察”還是“畏罪潛逃”，要看他能否及時返
回中國，能返回中國，證明他是真的獲得了自由，但阿裏巴巴沒
有對媒體相關詢問作出評論。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馬雲獲得自由現身西班牙
首富“松綁”要看是否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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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10月21日（星期四）5

石偉雄於東奧跳馬初賽因為受傷未能殺入
決賽，事後更要撐着柺仗。相隔3個月

後，他再到日本北九州出戰世錦賽，為安全起
見，他只求重拾比賽狀態，並未再次施展“李
世光跳”，結果只跳一次前手翻屈體前空翻兩
周便完成賽事，未能殺入決賽。
經檢驗後，“石仔”證實腳腕內側斷了兩

條韌帶，幸好在醫療團隊悉心照料下已火速康
復，上月更已隨港隊到波蘭集訓。他完成世錦
賽一跳後，特別向支持自己的人致謝：“東京
奧運後的第一個比賽，由8月頭返到香港，知
道腳腕內側兩條韌帶斷了，一直在想十月的世
錦賽前能否恢復呢？”
他又表示曾經為應否做手術而掙扎，到臨

出發集訓前一星期，在容樹恒醫生建議下開始
慢跑。但集訓期間每日都感到痛楚，“恢復過
程好辛苦，他都知道我好痛，但一旦停下來就
要用更長的時間來恢復。”最後“石仔”選擇
忍痛堅持下去。
他承認目前狀態尚未回復到100%，但已

很滿意康復進度，並多謝容醫生、中大醫院治
療師及教授、體院治療師、教練、家人、隊友
及女友的支持。

國家隊預賽表現搶鏡
另一方面，國家體操隊亦於首日登場，其

中小將羅蕊不僅獲得女子平衡木和高低槓決賽
資格，還在平衡木預賽高居榜首。17歲小將韋
筱圓亦在個人全能和高低槓項目中晉級決賽。
男子隊方面，陜西全運會鞍馬冠軍翁浩於鞍馬
預賽以一套難度高達6分的動作，拿到當天最
高的15.600分。吊環比賽，全運會吊環銀牌得
主蘭星宇亦取得15.266分，躍居第一。

2021世界體操錦標賽正於日本北九州舉行，香港代表隊今次共派出2男2女運動員參

賽，於東京奧運受傷的“跳馬王子”石偉雄，已於周二的初賽亮相，但未有施展其高難度

絕學“李世光跳”，他感謝醫療團隊、隊友及女友支持，並宣稱將會重振雄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多名港將於
日前展開的丹麥羽毛球公開賽登場，其中混雙
組合鄧俊文/謝影雪輕鬆直落兩局擊敗中國台
北組合殺入16強。至於伍家朗則於男單擊敗日
本的西本拳太。
曾於2017年丹麥公開賽奪得首項世巡賽冠

軍的“鄧謝配”，面對中國台北組合楊博軒/
胡綾芳，全程沒有受到太大考驗，順利以直落
兩局21：15輕取對手，全程只花了31分鐘，
次圈將和印度組合卡比拉/拉迪爭奪晉級權。
男單伍家朗亦於20日登場，這位8號種子面對
日本勁敵西本拳太表現出色，以22：20、21：
19擊敗對手。
國家隊方面，女雙一號種子陳清晨/賈一

凡在首輪對陣丹麥組合馬厄隆/拉文，結果首

局只打了2分鐘，在1：5落後時提出因傷退
賽。賈一凡賽後表示：“如果身體允許會繼續
打。今天球壓到後場時有些力不從心。我們要
打就想完全投入，如果不能發揮水平，也不必
勉強。”在混雙，頭號種子王懿律/黃東萍只
用了23分鐘，便以21：6、21：7輕取荷蘭的
塔貝林格/皮克晉級。

“鄧謝配”伍家朗
丹麥羽賽旗開得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隊派出23
名運動員參加本月22日至29日於陝西西安舉行的
“第11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香港殘疾人奧委會
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公布，將以視障泳將聶建軍擔
任開幕禮持旗手。
今次是聶建軍第4次出戰全殘會，他上屆共奪1

金2銅佳績。今屆他將會參加男子SB13級100米蛙
泳、S13級100米蝶泳、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

男子及SM13級200米個人四式共5項賽事。
香港代表團日前已分批出發前往陝西西安，

今屆共派出23名運動員、7名教練、1名物理治療
師及4名團隊職員共35人北上參賽。剛出戰東京
殘疾人奧運會的跳遠運動員鄧雨澤，以及短跑好
手任國芬亦會參加殘疾人全運會，前者會出戰男
子T20級跳遠，後者則參加女子T36級 100米及
200米短跑。

聶建軍任殘疾人全運會港隊持旗手

香港文匯報訊為祝賀中國香港代表隊在東京
2020奧運會（奧運會）、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
（殘奧會）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運動會
（全運會）取得驕人成績，歡迎一眾運動員凱旋
歸來，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在10月19日舉行“恒
基精英運動員嘉許計劃頒獎典禮暨晚宴”，向中
國香港代表隊得獎運動員，頒發合共港幣
23,725,000千元獎金，表揚運動員為港爭光。
儀式由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主禮，民政

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
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
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會長馮馬潔嫻及香港體育學
院院長李翠莎等均蒞臨祝賀。
出席的運動員共30位，包括贏得了奧運

會男子個人花劍金牌的張家朗、奧運會單車

女子爭先賽銅牌及全運會單車女子爭先賽金
牌的李慧詩、分別奪得殘奧會硬地滾球混合
BC4級雙人賽及混合BC4級個人賽銀牌和銅
牌的梁育榮等。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家誠在頒獎典禮

上致辭時表示：“各位運動員在大賽上展現的
精神、決心與熱情，為香港帶來很多正能量。
身為香港人，我感到非常驕傲。我們今年進一
步將‘恒基精英運動員嘉許計劃’的獎金加
碼，希望可以支持各位運動員繼續專心發展體
育事業，鼓勵更多有潛質的年輕人在運動場上
發光發熱，為港爭光。
我希望可以發揮帶頭作用，鼓勵社會上更

多人士一起出力，身體力行，支持香港的體育
發展。”

香港傑出運動員

獲2370萬獎金表揚

中國男足19日在蘇州太湖足球基地內進行回國
後的第二次室外訓練。訓練從本次開始將處於“全
封閉”狀態，訓練開始前及開始後15分鐘的媒體現
場採訪環節暫時被取消。球隊如此安排的原因是嚴
守防疫規定，同時盡可能讓全隊安靜備戰。
從訓練情況看，中國隊無論是教練組成員，還

是廣大國腳，訓練熱情都很高。訓練開始前，現場
也傳出了歡聲笑語。由此可見，經過3天左右的調整
後，全隊已經回到正常的備戰軌道。此前因用兵問

題陷入爭議漩渦的主帥李鐵一如既往地為弟子們作
指點。團隊一位成員評價說，“球隊一切正常。我
們一切都是為了能夠打好11月的兩場比賽。”
由於現在距離11月11日與阿曼隊的比賽僅有3

周多時間，備戰要講求勞逸結合，為球員們預留了
調整期，因此留給全隊完善技戰術安排、儲備體能
的時間其實比較有限。
此外，受疫情影響，作為入境人員的國足代表

團全員須按規定接受必要的集體封閉隔離。在這種
情況下，球隊決定從19日下午的訓練開始，暫時取
消媒體記者採訪環節。換言之，中國隊將在“全封
閉”條件下進行未來近10天的訓練。至於之後全隊
會否有所調整，則須嚴格依照防疫規定來確定。
人員方面的調整，從目前情況看，可能性不是

很大。以此前入選呼聲較高的入籍球員費南多為
例，目前他本人仍身在巴西，即便近期回到中國，
也需要嚴格執行人員入境後“14＋7”的隔離規定。
從備戰規律來說，他已經不具備隨隊參加11月兩場
比賽的可能性。 ●中新網

“全封閉”訓練 國足暫不補招新人

石偉雄宣稱
克服傷患出戰世錦賽

可重振雄風可重振雄風

●●石偉雄石偉雄（（右二右二））已從傷患中恢已從傷患中恢
復復。。 石偉雄石偉雄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石偉雄未有使石偉雄未有使
出出 ““ 李 世 光李 世 光
跳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蘭星宇在男子資格賽吊環項目比蘭星宇在男子資格賽吊環項目比
賽中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鄧俊文和謝影雪鄧俊文和謝影雪

順利過關順利過關。。 路透社路透社

●●一眾嘉賓和運動員合照一眾嘉賓和運動員合照。。

●國足將展開封閉訓練。 中國足球隊微博截圖



BB77星期五       2021年10月22日       Friday, October 22, 2021

休城畫頁

婚姻觀

一切问题，皆自我成长。当你成为一个更好的

自我时，婚姻对你来说就是件人生小事。

有人觉得，男人结婚了、有孩子了就会变成熟

。这种话大都用来安慰不幸福的未婚少女和正在痛

苦的新婚少妇，劝她们用婚姻和孩子来倒逼一个男

人成熟。

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非傻即坏，要把一个正

在经历不幸的人推到更不幸的境地里。有的男人的

确会因为婚姻和孩子的到来而变成熟，但那不是婚

姻和孩子让男人变成熟的，而是他们内心的责任感

，是他们觉得自己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责的心让他们

变成熟了。内心没有责任感的人，只会因为婚姻和

孩子的到来更有“对方离不开我”的安全感而放肆

。不仅是男人，女人也是如此。

因此，你要观察一个人是否会成长，就要观察

他的责任心。责任心越大，成熟度越高。什么是责

任心呢？责任心是一种价值观，是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忍受当下的一些痛苦，以让某人在将来变得

更好的一种心态。

最高的责任心是利国利民、心系苍生。无数革

命先烈、当代英豪、科学家、运动员、企业家，他

们做事情的时候，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人民

，为了与自己不认识的人而抛头颅、洒热血、做贡

献。他们内心有大爱，眼光非常长远，活出了一生

的意义。即使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他们也非常成熟

。

其次的责任心是为小家付出。我会考虑我的伴

侣、孩子、父母、朋友等身边与我切实相关的人过

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到伤害；我愿意做一些牺牲和

妥协来保护他们；我知道他们与我休戚相关，所以

我照顾他们，其实就是照顾将来的自己。这样的人

无论结没结婚，都是可以让别人幸福的人，也是可

以让自己幸福的人。

第三的责任心是为未来的自己。我此刻做事情

，要权衡利弊。一些让我未来更好的事，我要尽量

去做；一些让我未来更差的事，我要尽量不去做，

即使现在要牺牲、妥协、吃苦，我也可以去忍受，

因为我想从长远的角度让自己更好。比如说自律、

读书、加班、忍辱等，这些也与婚姻和孩子无关。

一个人越是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就越是成熟。

而没有责任心的做法，也就是不成熟的行为方

式则是：我为了一时之快，伤害自己的未来，伤害

家人与朋友，伤害陌生人，这些都是损人不利己的

做法。比如说吵架，一时吵架一时爽，一直吵架一

直爽。但爽完了后，却会在对方心里留下一道伤，

这个伤又会反过来伤害自己。比如说有些欺骗，恶

意的欺骗可以通过伤害别人维护自己一时的利益，

但对自己的将来和他人都是一种伤害，非常不成熟

。

成熟与幼稚的本质区别，就是是否有责任心。

而责任心的本质则是理性，判断一个人的责任心就

是看他有多大的理性调控行为的能力。婴儿之所以

最幼稚，是因为他们跟随本能活在当下，完全没有

理性调控能力。随着一个人长大，他的理性调控能

力在变大，他也就在变成熟。当他的理性变成格局

，他就成了大家。

理性的作用就是确保当挫折到来的时候，我们

可以去克服一下，从而对未来的自己和他人更好。

当我们去做一些反本能的事情时，就是因为我们的

理性相信：这是有益的。

还是以吵架为例，当我们使用理性让自己暂时

忍耐，会给关系的和平带来机会。接下来再使用理

性进行思考：我为什么想吵架？我吵架是想得到什

么？我还可以怎么做从而得到我想要的？

比如，本能告诉你，通过吵架可以得到关心。

但是，理性会告诉你，吵架只会被更忽视。通过一

致性沟通等方式得到关心，这是为自己负责的方式

。而如果你通过先关心对方，让对方感受到被关心

，从而来关心你，这种获得关心的方式就是为彼此

和关系都负责的方式。因此，理性并非压抑，而是

找到一种对未来更好的方法。

当然，没有人能一直保持理性。当下的挫折过

大时，人就会失控，退行到最本能的应对方式里去。

在感情中，有的人在感受到不被对方爱的时候

会觉得受伤，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在工作中，有的

人会因为受到客户的指责而愤然反击，做出伤害公

司的行为。这些行为，看起来幼稚且难以被人理解

。但是，你并不能说这样的人就是不成熟。

每个人所能承受的压力值不一样，你感受到的

轻微压力，对他人来说完全可能导致崩溃。所以，

如果你看到对方不理智了，或者，自己有了不理智

的行为，不必责怪他人和自己不成熟，这只是正常

压力下的反应。

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成熟，是否会变成熟，并

不是看他是否做了幼稚的行为，而是看他是否有理

性反思能力。即使他当下崩溃了，做了非常幼稚的

事，只要他能够事后反思，调整自己，他对于挫折

的耐受度就会越来越大，他的处事方式会越来越成

熟，格局也越来越大。

看起来，是时间让人成熟了，婚姻让人成熟了

，升职让人成熟了，有孩子让人成熟了。但其实，

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催人成熟的，其实是反思

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成熟

了。而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即使儿孙满堂，满鬓白

发，依然是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人。

所以，如果你想判断一个人将来是否会变成熟

，其实就是在他做出一些伤害自己和他人的事后，

在受到挫折有了失控行为后，去跟他讨论，看他是

否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新的认识，是否对事情有一

个总结看法，是否有建设性的思考。

成熟的人，能让自己、身边的人以及陌生人都

更好。不成熟的人，只会有一些推卸责任的、毫无

建设性的思考。而后者，会一直让你不舒服。

结婚会让一个人变成熟吗？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212021 職涯職涯
跨域菁英論壇跨域菁英論壇AA Board membersAA Board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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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1022FRI_B1_Print.pdf (p.1)
	1022FRI_B2_Print.pdf (p.2)
	1022FRI_B3_Print.pdf (p.3)
	1022FRI_B4_Print.pdf (p.4)
	1022FRI_B5_Print.pdf (p.5)
	1022FRI_B6_Print.pdf (p.6)
	1022FRI_B7_Print.pdf (p.7)
	1022FRI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