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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花樣滑冰華裔運動員陳巍美國花樣滑冰華裔運動員陳巍
（（Nathan Chen)Nathan Chen)北京冬奧會奪金北京冬奧會奪金

【美南新聞泉深】北京消息：2022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冬奧會
花樣滑冰項目在北京舉行，華裔美國選手陳巍（Nathan Chen）參加
男子自由滑比賽，在經過幾乎完美無瑕的長滑比賽後贏得金牌。他
是第七位在奧運會上獲得最高獎項的美國男子花樣滑冰運動員。

日本選手鍵山優真（ Yuma Kagiyama ）和宇野昌磨（Shoma
Uno）分別獲得銀牌和銅牌。

日本選手羽生結弦（Yuzuru Hanyu），兩屆奧運會衛冕冠軍，
以落後的成績進入了決賽，即使他已經完成了計劃中的四周旋轉跳
（之前他從未在比賽中完成），他也無法完成。

陳巍在頒獎典禮後告訴記者：“我剛剛在那裏表現得很開心，
在完成最後一次跳躍後，我有一種感覺，我可能已經奪得金牌。”
“總的來說，我很開心。我甚至無法形容它......這真是太棒了。”

陳巍在 2022 年北京冬奧會上奪得男子花樣滑冰金牌，消除了他
對上屆冬奧會的記憶。在 2018 年平昌冬奧會上，陳巍當年 18 歲，
是登上領獎台的熱門人選之一，但他在男子短滑中失利，僅獲得第 17 名，沒有機會在個人賽中獲
得獎牌，陳巍繼續參加長滑比賽並獲得第五名。

從那之後，陳巍有三年半的時間保持不敗，並且沒有輸過一場比賽，直到今年 10 月的
Skate America，他獲得了第三名。但僅僅一周後，他就在加拿大滑冰比賽中獲得冠軍。

陳巍在2021 年 1 月連續第五次獲得全國冠軍後說道：“能夠贏得全國冠軍、世界冠軍、奧
運會冠軍一直是我的夢想。”“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以為在 2018 年有機會，但沒有發生，
我能夠忍受。”

被稱為“四重王”的陳巍一直積極地在他的節目中加入四周旋轉跳躍。陳巍在2018 年平昌冬
奧會的長距離計劃中完成了 5 次四周旋轉跳，僅次於他自己史無前例的六次四周旋轉跳。

事實上，陳巍在 2017 年的全國錦標賽上成為國際滑冰曆史上第一個在一個 4.5 分鍾長的節
目中完成 5 次四周旋轉跳的人。

但記者問是否會贏得下屆冬奧會冠軍時，陳巍繼續說道：“我當然希望能夠贏得下一屆冬奧
會冠軍，但如果這沒有發生，我的遺產或我的身份最終會被削弱，我仍然對我所做的一切感到滿

意，我為我在滑冰方面已經取得的一切感到自豪。我仍然很想進步和變得更好，但說實話，我對
自己現在的位置和已經完成的工作感到非常滿意，所以無論我是否在奧運會上再獲得這個頭銜並
不能將我定義為一個人。”

陳巍1999年5月5日出生，今年22歲，身高 5 英尺 6 英寸。他出生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是
五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是鹽湖城花樣滑冰俱樂部的成員，正在耶魯大學上學，主修統計和數
據科學，並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接受培訓。

作為千載難逢的天才，陳巍既是一名出色的運動員，也是一位訓練有素的藝術家，他的跳躍
是完美的，他的技能是史無前例的。

花樣滑冰也需要藝術性，而這正是陳巍的獨特童年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 7歲時，他進入了
家鄉鹽湖城的西部芭蕾舞學院，在那裏，他上了六年多的課，有時每週多達六節課。他今天在冰
上的精緻動作可以追溯到芭蕾舞工作室的那個時期形成的。

陳巍目前獲得兩枚奧運獎牌，一枚來自北京冬奧會的金牌，一枚來自 2018 年平昌冬奧會男
子花樣滑冰團體賽的銅牌。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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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廣 告

印度是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很多我

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在他们那里是触不可

及的，而很多他们乐此不疲的东西在全

世界眼里都不可思议。近来印度的话题

在国内很热门，关于他们奇葩的种种有

很多文章和视频了，就不多叙，本文主

要看看印度的军工产品。

现在又聊印度，算是蹭个热度但又

不是完全蹭吧，因为早在印度话题在国

内引起热议之前本号就有文章介绍过印

度的一些方面。从印度的飞机到阅兵，

从孟买袭击到阿朗的拆船业已有多篇文

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

回到正题，先从印度的飞机制造聊

起。

1947年独立的印度从英国殖民者手

里继承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而且与西方

国家关系良好，开局不错。

HAL（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50年

代初在组装了吸血鬼战斗机后开始制定

自行开发喷气式战斗机的计划。此时印

度人那种迷之自信和好高骛远发作，给

飞机订了音速2倍，升限6万英尺，作

战半径500英里，既能完成高空截击，

又能完成低空对地攻击，还要全天候，

海空军通用等当时美苏都难做到的指标

。由于自身设计能力不足，HAL请来了

二战时设计过Fw190的德国著名设计师

库尔特· 谭克（Kurt Tank）。谭克和他

带来的工程师团队主导设计的风神

（Marut）战斗机于1961年6月首飞。

虽然主导设计的是外国人，大多数

部件是国外的，但毕竟是从印度的工厂

拉出来，所以风神还是获得了亚洲第一

种“自研”战斗机的头衔。这算是HAL

的高光时刻，是印度的骄傲。风神在

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表现尚可。风神只

能在高空勉强超过音速的性能始终未令

空军满意，最后只生产了 140 多架，

1985年就开始被替换。

HAL 最 为 外 界 熟 知 的 是 LCA

（Light Combat Aircraft轻型战斗机），

也就是光辉（Tejas）战斗机。该项目从

80年代初折腾到如今还没最终落实，

依旧存在变数。1983年印度政府为LCA

立项，1986年引入法国达索公司提供技

术支援。除了多功能和很高的性能指标

，印度人还赋予LCA数字电传飞控，

多模式雷达，复合材料等当时顶尖的技

术。

经过多年磕磕碰碰，2001 年 1 月

LCA终于首飞，然后又是漫长的测试，

改进。空军不满意LCA的性能不想要

，HAL和印度政府强压着空军要，在反

复扯皮和拖延中，第一架LCA终于在

2015年1月入役。至去年底，LCA订购

数量为120多架，已完成交付40多架，

距HAL计划的320架相距甚远。

2020年 1月，LCA海军型原型机在

超日王号航母上首次降落，次日又实现

首次在航母上起飞。这本是LCA在海

空军通用路上的重要一步，但当年7月

，海军宣布放弃海军型，又折腾起双发

的型号来代替米格-29K。这让LCA的发

展又遇上一道坎。

作为印度航空工业的独苗，HAL除

自行研发，修理和引进组装战斗机，还

包办了教练机，直升机等研发和引进组

装。关于HAL本号也有另外的文章专

门介绍，也不再多叙了。值得一提的是

HAL的北极星直升机。

这种1992年首飞的通用型直升机一

直在开拓国际市场。2009年厄瓜多尔以

5千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7架北极星，

比竞争对手的报价低了3成，这使得厄

瓜多尔空军成为北极星的最大海外用户

。但到2015年 1月，7架北极星就坠毁

了4架，剩下的3架不敢用了，于同年

10月对外转卖，也没人敢接手。

陆军方面，印度人那种盲目自信又

不切实际的追求先进性能风格也不输空

军，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阿琼坦克了

（Arjun Main battle tank）。

阿琼坦克立项于1974年，由印度国

防研究与发展局下属的战车研究发展局

（CVRDE）主持研制，后得到德国生

产豹2坦克的克劳斯· 玛菲公司（KMW

）技术协助。一番捣腾后，第一批生产

型阿琼坦克于2004年服役。阿琼也存

在性能不达标，超重，可靠性差等诸多

问题，最终阿琼MK1型只交付了124辆

。目前印度又在搞改进阿琼MK1A型，

MK1A开始叫MK2，2018年被重新命名

为阿琼MK1A。去年9月，印度陆军订

购了118辆MK1A，按照印度的效率和

速度，预期两年内开始交付的目标能否

实现还是未知数。

陆军另一重要装备或者说最基础的

装备就是步枪了。印度在80年代中期

也搞起了自己的 5.56 毫米小口径步枪

INSAS。INSAS于 1998年开始装备，在

1999年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冲突中就投入

战斗，表现差劲，存在严重的可靠性问

题。INSAS的差劲也被印度军方嫌弃，

以印度精锐的黑猫特种部队为例，他们

装备了瑞士的SG551，意大利的AR70/

90，以色列的塔沃尔X95三种步枪甚至

还有 AK-47，也不要 INSAS。目前 IN-

SAS正被AK-203和 SIG-716取代，部队

换下的INSAS也下发到准军事部队和警

察部门。

去年8月，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

兰特号（INS Vikrant）终于试航，又火

了一把。该航母最初的设计开始于1999

年，得益于印度朋友多，这回也请来了

意大利帮忙。2009年2月维克兰特号在

位于喀拉拉邦的科钦造船厂铺放龙骨。

然后经历失火，失窃，反复下水等九九

八十一难后终于出海试航了。

从原计划到最后落实，维克兰特号

延期了多少次编者也懒得去统计了。但

它费用的涨幅却是容易找到的。当初计

划花费是5亿美元，到试航时花了31亿

。按时交付那是不可能的，超时超支却

是铁板钉钉的，飞机如此，坦克如此，

航母自然不甘落后。按计划，不说计划

了，维克兰特号何时能服役，大家拭目

以待或者大胆猜测一下吧。

相比航母，驱逐舰是海军另一主

力。去年11月 21日，印度的国产大驱

维沙卡帕特南号入役，这是维沙卡帕

特 南 级 首 舰 （Visakhapatnam-class de-

stroyer）。该舰于 2013 年 10 月铺设龙

骨，2015 年 4月下水，2021 年 11 月海

试并立刻入役，只比原计划延迟 3年

，可谓进展神速了。这种满载排水量

超过7千吨的大驱共4艘，第二艘也在

海试中，如无意外今年能服役。其余

两艘也预期在2025年内服役。维沙卡

帕特南级造型很现代化，各种武器也

齐全，性能貌似不差，项目总体来说

没光辉战斗机，阿琼坦克和航母那么

拉跨，但依然是来料加工的产品。乌

克兰的燃气轮机，意大利的主炮，以

色列的相控阵雷达和防空导弹，俄罗

斯的近防炮等等堆在一起能有什么表

现，就留待它在服役中给出答案了。

疫情依然严峻，印度数以亿计的

基层百姓还吃不饱，却还一边出口粮

食一边进口军火。军工业需要国家雄

厚的经济作为根基，科研，院校，完

整的产业链等缺一不可。印度的军工

要实现完全的国产化，自主化，遥遥

无期，不先把经济搞上来就只会继续

拉垮下去。

全面拉垮的印度军工



進入新歲虎年，有猛虎助
陣，果然虎虎生風、威風八
面，美國疫情亦開始放慢：

7天平均確診個案較前一個星期下降44%，至247,300宗，較變種病
毒Omicron爆發、1月中高峰期的逾80萬宗大幅回落。平均住院個
案也下降25%，至每日平均13,000宗，而死亡個案則微跌3%，至
每日2,400宗。

新澤西和加州等州份日前已公布，將陸續解除口罩令，紐約州
、伊利諾伊和麻省也宣布加入撤除口罩令行列.

白宮目前仍未制定防疫 「退場」計劃，但多個州份急不及待自
行撤除學校或室內的口罩令，

不過，全美人口最多城市紐約市，表示不會跟隨州政府放寬防
疫限制，進入餐廳、健身室、戲院和其他室內場所仍須證明已接種

疫苗。
對於部分州份撤除室內口罩令，白宮發言人

普薩基稱明白在戴口罩措施上需具彈性，惟白
宮目前的指引是在高危地區 「你須在室內戴口罩，包括學校」。疾
控中心也指目前談論鬆綁防疫措施仍屬過早。世衛周二公布每周疫
情報告，顯示過去一周全球確診個案下跌17%，包括美國下跌五成
，全球死亡率則上升7%。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警告，雖然確診個案
下降，但不代表疫情結束。他指疾病無分國界，高度傳染的Omi-
cron顯示危機仍然會隨時出現的。

放眼香港方面，新冠疾情如影隨形，有增無減，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醫學院長梁卓偉建議，政府應積極考慮封城2至3個月，直
至全面清零才解除。為的是第五波疫情嚴峻，醫療系統瀕臨崩潰，
按目前疫苗接種率及最新的社交距離措施，以數學模型推算，香港
3月中至3月底會是疫情高峰期，屆時每日將有2.8萬人染疫，估計
至6月底會有逾900人死亡。

港大醫學院指，新社交距離措施，包括2人限聚令、禁止跨家

庭聚會等，只能將即時傳播率由1.9減至1.5，即每個確診者可傳染
1.5個新症，遏止疫情幅度為77%；但不代表疫情受控，需要將基
數減低於1的水平，才有效控制疫情。

團隊估算，若維持現行措施，料 3 月疫情高峰期，每日將有
2.8萬人染疫，其中1.1萬人屬於有徵狀感染，每日468人需入院治
療，超出醫療負荷；另每日有15至20名病人死亡，累計死亡數字
到6月底可能會達900至1,000人，高峰期更會有近10萬人因出現
病徵需要隔離。梁卓偉認為， 「封城」是目前最有效的防疫措施，
遏止疫情傳播率可達85%，至6月中只會有115人死亡，醫管局服
務不會淪陷，但封城措施須維持2至3個月，至完全清零才能放寬
，否則只會令疫情再次反彈，死灰復燃。梁卓偉又指，目前檢測和
追蹤系統飽和，建議盡快提高65歲以上長者接種率，並執行疫苗
接種默許機制。政府亦應全民派發檢測包，讓市民在一至兩個月內
，隔日自行檢測一次，長者院舍、醫療設施員工亦應每日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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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疫情放慢 香港疫情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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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1
日大年初一，
在 FIFA 世 界
杯亞洲預選賽

決賽B 組比賽中，中國男子國家足球隊
歷史上首次敗給越南，震動中國體壇。
幾十年來，中國足球一敗再敗，即使在

習近平特別關注下也未見好轉。
2月1日，中國足球隊作客越南。一開始就連失兩

球，后防也漏洞百出，最終1比3輸給此前7戰全敗的
越南。這是中國男足數十年來首次輸給越南隊，宣告
徹底無緣今年年底的卡塔爾世界杯矣。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輿論一邊倒地抨擊中國足球
隊。中國主教練李霄鵬解釋，失利是比賽設計出了問

題，以及賽前激勵過度，球員踢得非常盡力，但非常緊張。
這場足球賽被認為顯示了中國男足為何一再慘敗。記者採訪

了前中國國家隊隊醫之子楊衛東和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冰，對此
作出解析。

楊衛東表示，中國對個人出戰的體育競賽項目很有意思，只
要球賽中間有網的，都有能力拿下冠軍。比如乒乓球、網球、排
球、羽毛球。另一方面，中國球員不跟對方發生肢體碰撞的球賽
，也都能拿下冠軍的。 “但只要一產生碰撞，中國就拿不了冠
軍。你看籃球、手球、足球，只要是有這種博弈狀態的，就拿不
了冠軍。”

過去十幾年，中國投入天文數字來培養足球運動員，中國足
球隊獲得國家超級待遇，有些俱樂部給與球員的錢比歐洲的還多

；不惜血本請來外國教練、歸化球員，從小訓練……照搬西方模
式，但為什麼還是輸呢？

就國足球員本身來說，楊衛東認為，“一波不如一波，沒有
榮譽感，尤其九十年代進入俱樂部，運動員為了私利去踢球，而
整個體制也拿運動員當做掙錢機器。”“正常的訓練不搞，用吃
興奮劑的方法代替正常訓練。給他撥的那些錢全都吃空額，侵吞
國有資產。”中國足球界到處出現踢假球、吹假哨的現象；“再
有賭球的問題，一沾上賭球，就不是贏的問題了，而是錢的問題
。跟球與比賽沒有關係，只是錢在操縱這個踢足球。“讓你輸就
得輸，讓你贏就得贏。 ”自從改制俱樂部，球員互相之間的競
爭博弈也很厲害，內部矛盾很大。“比方說咱們兩個不對付，找
人把你給踢下去，然後從裁判開始，捏撥捏撥你就下去了。 ”

“所以說足球，就是一個玩機，你不從體制上根本改變，還
是不成，”

楊衛東母親薛蔭嫻是前中國國家體操隊隊醫，曾公開揭發中
國體育界如何服用興奮劑奪金牌，殘害運動員、甚至致終身殘疾
。由此楊一家受到迫害，父親遭圍攻 2007 年去世，母子一家
2017年流亡德國。

楊衛東近日將母親薛蔭嫻當年的工作日誌整理，擬出版《中
國毒品》一書，繼續揭露中國體育界服用興奮劑的醜聞。習近平
上台後對足球有偏愛，多次對足協做出內部指示來指揮，想要讓
中國足球迅速起飛。

”習近平對足球界作出要求， 「足球隊要發揚紅軍大渡河精
神，要發揚兩萬五千里的精神，要敢於刺刀見紅的精神等等」，
“就是把整個政治宣傳的東西完全灌輸到中國足球隊身上去。”

“這樣做的結果必然導致足球的失敗。”袁紅冰說。

“你看巴西足球
隊，不可能有什麼紅
軍的傳統啊；德國足
球隊哪有什麼刺刀見
紅啊，但是人家為什
麼踢得好？因為人家
遵循的體育競技運動
本身的規律。”

袁紅冰披露，中
共前總理溫家寶也是
一個足球迷，在這次
國足失敗之後，，他
說這是“四人幫”餘
孽毀了中國足球。

袁紅冰認為，溫
家寶的意思，實際上
就是指習近平這種極
左思潮要讓足球隊變成黨的宣傳隊，黨的御用工具，這樣一種完
全違背人性、違背體育邏輯的做法導致了中國足球的慘敗。

2013年6月15日中國隊在合肥1:5負于泰國青年隊時，前國
腳范志毅曾怒斥中國隊說：“再下去要輸越南了。泰國隊輸完輸
越南，再輸緬甸，接下來沒人輸了。”“臉都不要了。”

而德國足球為什麼那麼厲害？就是因為德國足球本身，遵循
著體育的邏輯去發展，以及這種體育邏輯相關的人性，所以他才
能取得很好的成績。巴西足球也是如此。

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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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足 慘敗于越南

港澳求簽命不同
年 初 一

筆 者 在 唐
人 街 活 動

時，碰上兩位港澳之友向我提出際此新春期間，
可否借助美南天地，寫些港澳居民關心的新春議
題呢？ 筆者來自港澳，當然不負所望，今天即向
大家報告一下：港澳 兩地 均有向神明求簽，不
過同城不同命，簽意有所不同。

先說香港求得的 「大仙靈籤」是：蕭何追韓
信 契機待秋天。

廟祝公解說是：籤詩隱寓到了今年秋天，香
港才會有良策善政出台，有賢能回朝領導香港，
但提醒新政府宜多聽民意，否則耽誤大事。籤文
暗示賢能或為男性，富才華卻自視過高，多留意
平民百姓的聲音，才有轉好的契機。

去年牛年開啟時，香港求得的
卻是下下籤 「孔子聞衛樂」，
這警示政府應換人求變，若繼

續倒行逆施，社會紛擾不止，港人就前路迷茫。
果然仙師所料不差，港人去年牛年通關夢落空，
疫情失控，食肆晚市一再禁堂食，各行各業被迫
停業，香港民不聊生。

今年仙師賜予香港人運程第17籤 「蕭何月下
追韓信」，籤文為 「秋水兼葭白露盈、盈庭月色
浸階清、清風吹動馬鈴響、響接晨鐘不斷聲」，
籤中典故來自《史記．淮陰侯傳》，蕭何佐輔劉
邦建立帝業，名將韓信投靠劉邦卻未獲重用，夤
夜馳歸，蕭何得悉後立即策馬在月光下追韓信，
曉以大義，勸其回心轉意，同建漢朝。此籤有失
而復得，人盡其才之意。

適逢今年政府換屆，仙師就本港政治局勢批
示第 38 籤 「陶淵明辭官」，屬中吉籤，籤文為
「歸去來兮仕官閒、室堪容膝亦為安、南窗寄傲

談詩酒、倚杖徘徊飽看山」，籤文典故講述東晉
末期詩人陶淵明淡薄名利，厭倦官場，歸故里、
享清福的心態。

籤文意味今年高官將有人事變動，而 「歸去
來兮仕官閒」中的 「仕」字有5劃，暗示特首選
戰或有5人參選，由於 「仕」多用於男性，加上
男性今年正官運強，男士當選機會較大，若有6
至7人參選，當中則可能有一至兩名女性。他又
指，籤文沒有明確表示誰能跑出，但該人具有官
銜或上市公司主席身份， 「本身幾高級，有些文
化」，從 「閒」字可估計該人喜歡喝酒，時常有
文章及詩詞發表。

講罷香港，輪到澳門上場。從抽得的簽文中
，大致澳門會先苦後甜 ，因為博彩業有反身好轉
時機出現

去年辛丑牛年，澳門一度受新冠肺炎疫情衝
擊，幸而澳門防控疫情得力，靠全民檢測截斷傳
播鏈，成功與鄰近的珠海市恢復人員往來。黃大

仙賜予澳門虎年上吉籤 「劉向得志」，預示澳門
來年需要捱上一段日子，但最終會丁財兩旺，好
事連連，賜予澳門第85籤 「劉向得志」，籤文為
「太乙燃藜照讀書、十年窗下苦功舒、揚眉吐氣

袍穿錦、駟馬高車擁道隨」，講述古人劉向曾因
勸諫皇帝而入獄，他在獄中仍堅持苦讀，傳說劉
向的恒心感動太乙神仙，燃藜作燈助其讀書；劉
向後獲平反，出人頭地。據官方籤書所載，得此
籤意味運程開始轉好，以往的耕耘，現在開始有
收穫。澳門經濟主要靠賭業支撐，賭博收入亦屬
於偏財，財運方面，正、偏財俱佳，但提示 「莫
貪」；守業者則可更上一層樓。求得此籤者萬事
如意，獲貴人相助， 「丁財兩旺」，意味澳門虎
年將會充滿生機、生氣，可以持續通關，振興旅
遊業。

籤文暗示賭場持牌人需經歷艱辛才可守住賭
牌，籤文 「袍穿錦」的 「錦」字部首是 「金」，
意味賭場事業有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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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星期日       2022年2月13日       Sunday, February 13, 2022

美南人語



BB55
星期日       2022年2月13日       Sunday, February 13, 2022

休城社區

依規定須報稅卻沒有社安號的人依規定須報稅卻沒有社安號的人，，需申請需申請ITINITIN
郝利霞會計師經驗豐富郝利霞會計師經驗豐富 協助外籍人士報稅協助外籍人士報稅

讓您免去郵寄身份證明和外籍身份文件給讓您免去郵寄身份證明和外籍身份文件給IRSIRS或認證的麻煩或認證的麻煩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報稅是
義務，但對於外籍人士而言，沒有社會
安全號碼，依規定又必須報稅的話，就
必須申請ITIN號碼。什麼是ITIN號碼?
休斯頓著名的郝利霞會計師為本報讀者
解說 ITIN，幫助所有需申請 ITIN 的華
裔朋友。

郝利霞(CPA、MBA、CAA)是美國
註冊會計師，也是中國全國統考會計師
。她具有16年美國會計師事務所經驗、
和國際稅法申報經驗，過去在中國也有
10年大型企業會計的經驗，精通美國稅
法和中美兩國會計標準。

哪些人需要申請ITIN?
國稅局核發ITIN給不符合取得社會

安全號碼資格，但是依規定必須提供聯
邦稅報稅識別號碼或必須申報聯邦所得
稅表的下列人群：

需要申報美國稅表的非居民外籍人
士

• 申報美國稅表的美國稅法定義
居民（根據在美國的天數而定）

• 美國公民／稅法定義居民的被
撫養人或配偶

• 持有簽證的非稅法定義居民的
被撫養人或配偶

• 申請稅務協定優惠的非稅法定
義居民

• 申報美國稅表或申請例外處理
的非稅法定義居民學生、教授或研究人
員

為什麼要選擇驗收
代 理 人 服 務 (Certified
Acceptance Agent，
CAA）?

申請ITIN時，申請
人要向國稅局提交W-7
表格， 相關依據及其他
身份證明文件，例如護
照、出生證及工作許可
等。身份證明文件要正
本或由原始發證機關提
供，認證為正本的確實
副本，國稅局不接受影

本。國稅局目前是在收
到 W-7 表後的 14 週內
處理文件，影響護照的
正常使用， 也有遺失的
風險。申請人可以委托
美國國稅局認可的驗收
代 理 人 （Certified Ac-
ceptance Agent，CAA）
為其辦理申請，CAA可

代為核實申請人身份， 且加快批復時間
。郝利霞會計師是IRS認證的CAA。

重要提醒
• 您的個人納稅識別號碼（ITIN

）可能在您於2021年報稅之前到期。未
在過去三年中至少一年用於聯邦稅表的
個人納稅識別號碼，將在2020年12月31
日到期。此外，在2013年之前核發、中
間數字為88（例如：9XX-88-XXXX）
的個人納稅識別號碼也會到期。具有中
間數字 90、91、92、94、95、96、97、
98 或 99的, 這些數字在 2013 年之前分配
且使用者尚未更新的，也將在今年年底
到期。

如果您在2021年需要報稅，而且您
的個人納稅識別號碼已經過期或是將於
您在2020年報稅前到期，我們建議您現
在提交更新申請表，以免您的稅表處理
遭到延誤。

郝利霞尤其擅長複雜賬務和稅務處

理，以及中美會計信息的對接，她為人
豪爽、做事認真、效率極高，所有郝利
霞會計師的客戶都稱讚她對稅法的深刻
了解、對客戶的負責精神、以及誠懇的
態度。

專精: 各種稅務申報、公司註冊登記
、帳戶處理、員工薪資報稅、外國人稅
號ITIN 申請、定期財務報表、海外資產
申報、代理稅局查帳、稅務規劃諮詢等
等。

歡迎洽詢郝利霞註冊會計師，電話
：832-406-1208。WeChat: Lisahao8899
。Katy & Houston辦公室(需先預約)。郵
箱： Lisahaocpa@gmail.com



台日跨國合拍驚悚電影短片《喰之

女》Swallow入選芬蘭坦佩雷國際電影節

(Tampere Film Festival)競賽單元。繼高雄

電影節全球首映後，將在今年三月於芬

蘭坦佩雷國際電影節進行國際首映。

《喰之女》由日本女導演中西舞（Mai

Nakanishi）執導，全片於台灣拍攝，並

集結了以《返校》影集恐怖學姊一炮而

紅並獲選為台北電影節「非常新人」的

韓寧、植劇場《姜老師，妳談過戀愛嗎

》入圍金鐘獎最佳新演員的劉黛瑩、

《粽邪》提名金馬最佳女配角的陳雪甄

。韓寧與劉黛瑩在戲中扮演假面閨蜜，

為戲約角色明爭暗鬥耍心機，兩人互飆

演技，精彩駭人！

日本導演中西舞知道入圍消息後興奮

表示「很開心《喰之女》入選坦佩雷國際

電影節競賽單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

影片競爭，希望這部充滿女性意識與食物

慾的類型短片，能娛樂並滿足國際觀眾的

胃口」。芬蘭坦佩雷國際電影節成立於

1969年，是北歐最古老的短片電影節，一

直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並獲國際製

片人協會FIAPF認可，與法國克萊蒙費宏

影展及德國奧伯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一起

，被視為歐洲最重要的短片電影節之一。

今年佩雷國際電影節收件多達7500多件，

台灣有兩部作品從中脫穎而出，一部是去

年入圍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的《蝴蝶果醬

》，另一部就是驚悚類型短片《喰之女》

。同時，坦佩雷國際電影節也是獲美國奧

斯卡金像獎（Academy Award）認證的電

影節，如果能順利擒得首獎，即能取得角

逐奧斯卡獎的資格門票。

《喰之女》電影短片為109年度「高

雄拍」影像創作獎助計畫之一，由那裡

有光電影有限公司製作，內容物數位電

影製作有限公司聯合製作出品，牽猴子

總經理王師監製，日本導演中西舞

（Mai Nakanishi）執導，郭柏村、沈俞樺

共同製片。故事敘述當紅知名女星（劉

黛瑩 飾）意外發現圈內閨蜜好友（韓

寧 飾）擁有青春不老的嬌顏，羨慕地哀

求下，被帶到一個神秘的地下美食俱樂

部，據說俱樂部的會長（陳雪甄 飾）擁

有神奇的秘方能維持女人的青春美麗，

但她卻不知道自己將面臨超乎想像的黑

暗與恐懼。

《喰之女》韓寧與劉黛瑩假面閨蜜，明爭暗鬥耍心機！

2022 年第 94 屆奧斯卡金像獎日前

公布入圍名單，日本電影《在車上》風

光入圍四項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最佳國際電影與最佳改編劇本獎，創下

日本電影在奧斯卡最佳紀錄成績，而有

參與片中演出的台灣演員袁子芸今（2/9

）現身接受訪問，開心表示昨晚在奧斯

卡公布入圍結果後，《在車上》群組已

經爆炸、熱鬧一波！大家並約好下次要

一起視訊慶祝！

《在車上》成為繼前年《寄生上流》

與去年《夢想之地》後、今年入圍到奧斯

卡最佳影片獎項的亞洲人故事電影，在片

中台灣女演員袁子芸不出場則已、一出場

就與日本知名明星演員岡田將生有感情糾

葛接吻戲，一鳴驚人、戲劇張力足！袁子

芸笑說「工作的接吻」其實沒什麼感覺，

倒是因為在拍那場戲時很接近放飯時間，

兩個人都肚子餓，吻的時候肚子都在叫，

還被濱田導演現場說嘴：「你們肚子很吵

！」

袁子芸回憶到日本拍戲時，自己的日

文是幼幼班的程度，幸好現場有翻譯。排

練時現場已經親了兩三次，拍片時也親了

五六次以上，加起來也親了不少次。

另，袁子芸在片中也有與男主角西島

秀俊對到戲，西島知道她來自台灣，也不

吝與她分享到台灣玩的過往，並表達很想

要再來台灣的念頭。袁子芸也分享自己對

於西島秀俊的觀察：「他很壯，穿著衣服

看起來很挺，有肩膀，有時候他脫外套看

得出來有在練，有胸肌，是個『習武之人

』！」不論是岡田將生或是西島秀俊，袁

子芸都讚他們私底下很容易親近、沒架子

，很友善。

《在車上》入圍奧斯卡四項大獎，成

績極佳。已經看過正片的袁子芸坦言身為

演員，第一次看片時很難客觀地看自己，

但對於片尾岡田將生與西島秀俊的兩男攤

牌戲碼印象深刻，覺得很精彩。

還記得當初選上《在車上》以後，袁

子芸在路邊尖叫了十分鐘，笑說以後就知

道要怎麼演「中樂透」的感覺了。作為女

配角，她在《在車上》的戲份不算少，也

對這次去日本拍戲的整體收穫感到滿意，

她認為日本人拍戲很有儀式感，也可能因

為大家都在異地拍片，變得有革命情感，

甚至電影殺青之後還有不想回家的感覺！

台灣女星袁子芸演奧斯卡入圍片

《在車上》讚西島秀俊有胸肌

在第58屆金馬獎拿下「最佳新導演」

「最佳新演員」「最佳攝影」與「觀眾票

選最佳影片獎」等4項獎座肯定，連同國

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亞洲觀察團推薦獎的

《美國女孩》，宣佈在3月2日於Netflix全

球讀加上價，逾190個國家與地區的觀眾

在Netflix平台上欣賞這個深刻描繪移民、

家庭、親子等多元議題的故事。

《美國女孩》是改編首次出任導演阮

鳳儀的自身經歷，她把青春期的遭遇改寫

為劇本，讓看似平凡的劇情，卻能細緻刻

畫母女衝突與逐漸走向和解的家庭故事，

她說：「很期待《美國女孩》透

過 Netflix 與世界各地的觀眾見面

，積極走入各世代觀眾的客廳，我

們邀請所有願意上車的人搭乘回

到 2003年的時光機。」這部電影

的另外一位幕後功臣，就是製片人

苗華川，他表示：「很榮幸Netflix

讓《美國女孩》在國際舞台上與世

界各地的觀眾交流，希望這部電影

可協助觀眾找到自己的一部分、與

家人的回憶，以及在溫柔中找到療

癒彼此的力量。」

《美國女孩》在去年底上映後，幾

乎打動所有觀眾的心，日前星座專家唐綺陽

特別邀請導演阮鳳儀一起錄製Podcast，分享

她受到這部電影的感動與衝擊，也回憶起自

己過往曾跟母親衝突的親情難題，忍不住在

節目中哽咽，說明了這部片最真摯的力量。

除了《美國女孩》以外，在第58屆金馬獎大

放異彩的諸多佳作，《瀑布》、《當男人戀

愛時》、《緝魂》、《角頭－浪流連》、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導演剪輯版），

都已經在Netflix跟大家見面，完整呈現台灣

社會的風土人情。

《美國女孩》4項金馬獎肯定
3月2日Netflix全球獨家上架

由台灣女婿巴沃邱寧多傑執導，賴聲

川的女兒賴梵耘擔綱製片的「不丹是教室

」闖入奧斯卡獎最佳國際影片，導演巴沃

邱寧多傑目前正在台灣，他向本報透露原

本看奧斯卡入圍的當下，還分心與小孩打

電動，製片老婆賴梵耘則在一旁打瞌睡，

朦朧中聽到老公大喊「我們提名了」，全

家人瘋狂尖叫到不敢相信。巴沃興奮到不

知如何言語，「我們一時之間寫不

出任何感言，真的太開心，太意外

，這瞬間真的太驚喜了」。

電影「不丹是教室」就登上5000

多公尺的喜馬拉雅山脈上、一個與

世隔絕的村落魯納納（Lunana）拍

攝，一探這個國家的幸福發源地。

導演巴沃的舅舅正是曾以「高山上

的世界盃」揚名全球的導演宗薩仁

波切，這片則是巴沃從攝影師升任

導演的首部作品。

出身不丹貴族的他，為讓觀眾親

身感受這種遺世獨立的生活型態，

力排眾議上山拍攝，將當地純樸的

風光與居民悉數入鏡。但由於高山設施與

物資的匱乏，全片必須仰賴太陽能發電才

能拍攝。而曾在倫敦戲劇音樂學院攻讀的

妻子賴梵耘，更夫唱婦隨、同時肩負起製

片工作及所有演員的表演指導。2020年在

台上映時締造賣座佳績，連蔡依林都公開

稱讚，是一部暖心電影。

台灣女婿角逐奧斯卡！
「不丹是教室」 製片是賴聲川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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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西遊》是周星馳旗下公司

於1994年製作出品的一部經典無厘

頭搞笑片，分上下兩部，上部為《大

話西遊之月光寶盒》，下部為《大話

西遊之大聖娶親》，這部作品依據吳

承恩所撰寫的神話小說《西遊記》改

編，該片講述了唐僧師徒前去西天取

經之前的孫悟空因要殺唐僧被觀音菩

薩懲罰轉世為至尊寶而後遇見白骨精

、蜘蛛精的傳奇故事。這部作品儘管

沒有達到預期的票房，但卻成為周星

馳的轉型之作，也是他後現代風格的

代表作之一。

《大話西遊》是港片黃金年華的

時代經典，如果說《大話西遊之月光

寶盒》令人忍俊不禁，那麼《大話西

遊之大聖娶親》則令人笑中帶淚，劇

中很多台詞流傳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從某評分網站上可以看到，兩部影

片的評分都超過了9.0，可謂是非常

優秀，當年撲街的影片，如今卻成為

永遠無法超越的經典之作。

近日，《大話西遊之月光寶盒》

正版IP授權的改編電影《大話西遊

之緣起》官宣定檔，配文寫道：「由

董偉執導的電影《大話西遊之緣起》

#發布「前世」版預告！佛前燃燈苦

，只渡有緣人， 前世相遇是緣分亦

是情劫。一生點燈，三世情緣，2月

11日 看二人虐心情路相愛相殺！」

這部電影於2月11日在腾讯视频

上線，同時官方也發布了「前世」版

預告片，從預告片中可以看到，這部

影片沿用了《大話西遊之月光寶盒》

中的場景，很多場景都極具記憶點，

比如至尊寶戴上緊箍的地點，再比如

至尊寶與紫霞在古城樓上相見的場景

等，都喚起了觀眾當年的回憶，從這

一點可以看出，主創團隊還是誠意滿

滿，希望能夠讓觀眾再次夢回當年。

除了劇中場景吸引人以外，這部

電影的演員陣容也是十分驚艷，很多

演員都與周星馳有過合作，比如九孔

、袁祥仁等，這些演員都曾多次出現

在周星馳的電影中，相信大家應該非

常熟悉，

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已經仙逝的

「吳孟達」也加盟了這部影片，飾演

至尊寶的「父親」。

看到吳孟達出現在影片中，自然

為影片加分不少，畢竟當年他與周星

馳合作的《大話西遊》系列電影一直

都令觀眾非常懷念，兩人分開後，吳

孟達也極少消耗周星馳的情懷，靠着

自己的努力重新開始，只可惜，去年

，吳孟達因病去世，令不少影迷都非

常傷心，再也看不到他與周星馳合作

的影片了。沒想到在這部電影中能夠

再次見到達叔的身影，真是令人太意

外了。

儘管有吳孟達這樣的老戲骨加盟

，但大家最關心的還是主角的人選，如

果選不好肯定會被外界吐槽，周星馳版

的「至尊寶」和朱茵版的「紫霞」實在

太經典了，至今無人再敢嘗試。這次到

底是誰有這麼大膽量敢來挑戰呢？

新《大話西遊》當然要迎來新的

至尊寶，男主至尊寶由青年演員吳昊宸

飾演，對於這位青年演員，相信很多人

都不是非常熟悉，但是他的作品相信你

一定看過，曾在都市劇《歡樂頌2》中

飾演「應勤」一角，這也是吳昊宸的成

名之作，也是憑藉着這個角色被觀眾所

熟知。隨後，又在古裝權謀劇《琅琊榜

之風起長林》中飾演蕭元啟一角，吳昊

宸也通過這些影視劇的歷練讓自己的演

技越來越紮實，這次，挑戰如此經典的

人物，確實有些難度，能夠模仿幾分神

似已經非常不錯了。

而女主「紫霞仙子」則由馬心瑞

飾演，雖然與當年的朱茵相比，馬心瑞

缺少了一點驚艷感，但至少長相方面還

是非常甜美的，再加上身材窈窕，英氣

十足，頗有幾分年輕時期林青霞的既視

感。據資料顯示，馬心瑞也拍攝了不少

影視劇，如《三少爺的劍》、《青春逗

》等，但至今仍很少人認識，

這次能否在這部劇中再現朱茵眨

眼的經典畫面，就看她的演技了。

馬心瑞也在個人社交平台上發文

官宣了自己主演電影《大話西遊之緣

起》的定檔時間，為這部劇做宣傳。

據悉，這部網絡電影早在2020

年 12月份就已經宣布殺青，為何至

今才上線，可能是因為劇中演員吳孟

達的意外離世，導致這部影片拖到現

在才上線。

不過，不少網友看到這個陣容後

，都十分擔心男女主角是否有壓力，

畢竟有周星馳和朱茵在前，相比於王

晶版的《倚天屠龍記》，這部劇至少

在場景方面還是做得非常好的，演員

也符合原版的人物設定，至於演技只

有等電影上線後才能揭曉了。

《大話西遊之緣起》官宣定檔

一眾老戲骨驚喜加盟

這個春節檔，口碑最差的電影莫過於《四海

》，截止至2月6日，四海的票房已經跌破了1000

萬，甚至還比不過《喜洋洋與灰太狼》，與上映

之前的預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目前為止，

《四海》這部電影基本上已經定性了，然而雪上

加霜的是，還有網友爆料，《四海》票房造假。

有網友爆料，原本自己是買了三張《奇蹟》

的電影票，怎麼掃出來的卻是《四海》，就算是

偷票房，也沒見你幹過人家《奇蹟》啊！

更離譜的是，有人買的是《奇蹟》的電影票，

開頭卻播放《四海》，大家完全不敢相信，最終去

找了工作人員，才把它換過來，出現這樣的問題，

完全讓人難以置信，對方還曬出了劉昊然、沈騰、

易烊千璽的的畫面。還有人透露，聽說《四海》票

房有水分，自己原本還不太相信，半夜打開2點多

的場次，居然是滿座，這個電影的粉絲也挺神奇，

這麼晚居然還會有那麼多人去看《四海》。

如果是一個人還能認為是造謠，但這麼多人

爆料，《四海》明顯是有票房造假的嫌疑。

還有人曬出影院已售的座位，晚上11點多，

居然有一排人坐在第一排，後面的位置居然不選

，讓人摸不清頭腦。 網友指出，《四海》除了

換《奇蹟》票房外，還偷《喜洋洋》和《熊出沒

》票房，就算是這樣，《四海》還是沒能打得過

《熊出沒》，人家已經突破了5億。

其實類似的事情，《長津湖之水門橋》也出

現過，網友爆料，《水門橋》偷《喜洋洋》的票

房，但由於只有一個人發文，很多網友表示不太

相信，被猜測是黑粉造謠。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情

發生，完全可以打電話投訴，或者舉報影院。

目前為止，《四海》票房確實不容樂觀，知

情人士透露，票房過9億才能回本，按照這樣的

趨勢下去，韓寒估計要賠本了。《四海》口碑的

崩塌，一大部分來自於女主劉浩存，也和劇情有

很大的關係，這樣的青春疼痛影片，或許並不適

合放在春節檔。

《四海》再惹爭議，被疑票房造假

隨着一年一度情人節妙曼腳步的款款而來，諸

多主打浪漫愛情題材的作品也開始「躁動」起來。

近日，由黃真真執導，古力娜扎、劉以豪領

銜主演的愛情題材影片《不要忘記我愛你》發布

角色海報，提前為2月14日上線的影片營造熱度。

對於充滿地域特色的新疆姑娘古力娜扎而言

，這樣一位顏值與演技並存的新生代藝人，相信

觀眾並不陌生。

92年出生的她擁有着一副讓人艷羨的天使般

面容，從小對藝術有着濃厚興趣的古力娜扎擁有

深厚的舞蹈藝術功底。

憑藉着「老天爺賞飯吃」這番傲人資本，年

輕的古力娜扎最終選擇走上演藝道路也就不算意

外了。

北影科班出身的她已然坐擁《軒轅劍之天之

痕》《分手大師》《仙劍雲之凡》《縫紉機樂隊

》《擇天記》等大量知名度頗高的熱門作品。

而她與另一位同為新疆的美女藝人迪麗熱巴

也有着許多相似之處，這樣兩位猶如並蒂「姐妹

花」般存在的潛力派新人，可謂是當下演藝圈中

的另一番「絕代雙驕」。

本次，娜扎在影片《不要忘記我愛你》中飾

演的是女主「星玥」，而其人物風格則是細膩、

溫情的。

作品中的她用女性獨有的似水柔情、不離不

棄，協助男友共同度過其僅存在一天記憶的生命

難關。

應該說，「星玥」這一角色無疑算得上是娜

扎表演風格上的新嘗試，或許這一次也會給觀眾

帶來新的驚喜。

反觀本次搭檔娜扎出演男主「陸堯」的劉以

豪，其影視影響力同樣不容小覷。

86年出生的他擁有不錯的顏值，自出道以來

已然推出像《我可能不會愛你》《喜歡一個人》

《他看她的第二眼》《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我親愛的「小潔癖」》 等一大批主打浪漫愛

情類題材作品。

對于娜扎和劉以豪而言，其實《不要忘記我

愛你》也並非兩人首次合作，在去年開播的民國

懸疑劇《十二譚》中就有過交集。

不得不說，本次兩位高顏值CP組合從民國玄

幻風到奇妙甜愛戲的新風格轉換，還是相當引人

期待的。

當然，該片在演技上的支撐也有像知名演員

張歆藝、馬志威等的額外加持。

不論是扮演男女主愛情「催化劑」角色，氣

場強大的男主姐姐張歆藝，還是甘願「自毀形象

」挑起人人喊打渣男前男友一角的「海王」馬志

威等等。

所有的這些無不都為該片增添了不少的亮點和

光彩，總之，非常期待娜扎與劉以豪本次的聯手，

也希望他們能夠帶來一番別樣愛情、別樣情人節。

古力娜扎、劉以豪《不要忘記我愛你》來襲
一份鮮花與愛情的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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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候選人周浩恩昨拜訪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候選人周浩恩昨拜訪 「「老協老協」」 慶生會慶生會
「「提前投票提前投票」」 22月月1414日至日至2525日日，，有專車載運有專車載運 「「老協老協」」 成員投票成員投票

2022 東北同鄉會元宵晚會 今晚七時半，線上舉行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為了慶祝為了慶祝

即將來臨的元宵佳節即將來臨的元宵佳節，，人才濟濟的美南人才濟濟的美南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將於今將於今（（20222022年年22月月1313
日日））晚上晚上77::3030，，在線上舉行在線上舉行 「「20222022東東
北同鄉會元宵晚會北同鄉會元宵晚會」」 ，，網上晚會鏈接為網上晚會鏈接為
：： http://ushttp://us0202web.zoom.us/j/web.zoom.us/j/
8457355303984573553039, MeetingID:, MeetingID: 845845 73557355
30393039 ,, 密碼密碼：： 666666666666
該晚會幾乎囊括了全休市的藝術人才該晚會幾乎囊括了全休市的藝術人才，，
包括包括：：總策劃楊萬青博士總策劃楊萬青博士，，主持人許涓主持人許涓
涓涓、、孫聞孫聞，，以及女聲獨唱王飛雪以及女聲獨唱王飛雪、、張宇張宇
、、包京鷹包京鷹，，男聲獨唱何佳男聲獨唱何佳、、李文一李文一，，劉劉
山川的京劇山川的京劇、、以及著名演奏家郭雅志以及著名演奏家郭雅志，，
其他還有精彩的相聲其他還有精彩的相聲、、舞蹈舞蹈、、器樂演奏器樂演奏
.....,.....,不一一介紹不一一介紹，，敬請各界今晚七時半敬請各界今晚七時半
準時上線觀賞準時上線觀賞。。

圖為周浩恩圖為周浩恩（（Ben Chou )Ben Chou ) 昨在昨在 「「中華中華
老人服務協會老人服務協會」」 演講演講，，介紹他這次出介紹他這次出
馬競選的動機馬競選的動機。（。（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自從休
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為哈里斯縣
第四區區長候選人周浩恩主辦籌款晚
宴後，休市華人社區紛紛有熱心人士
跳出來，加入助選行列。無論是各老
人中心的負責人、長者，還是各華人
社團的領袖，大家紛紛自動出面，或
捐款或拉票。因為，我們失望、冷漠
太久了，僑界實在太需要改變，我們
希望有關心我們華裔，加強治安、建
設、防災、能為長者服務的哈里斯縣
第四區區長，而年輕、希望、活力的
周浩恩，能實現大家的願望！

周浩恩昨天在父親周嘉靖、母親
胡寧玲及 「山東同鄉會」全美會長李
莉穎及僑僑聯總會主委李迎霞等人的
陪同下，出席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今年度第一季的 「慶生會」。在會長
趙婉兒的介紹下，周浩恩登台向全埸
百餘位長輩介紹他為什麼出來參選的
動機：（一）治安，美國對華人的欺
凌屢見不鮮，他提到數周前一個美國
人在紐約地鐵將一位40歲左右的華人
婦女推下地鐵，被疾駛而來的地鐵輾
斃的慘案 （二 ）他的爺爺今年95歲
，常在他居住的老人公寓附近散步。

這使他非常擔心爺爺的安危，萬
一迷路了，本地的警察都不會說
中文。（三 ）華人在美如受欺負
，要打官司，他如當選，可提供
免費律師協助。（四 ）休士頓有
很 多 老 人 服 務 中 心 如 「Tracy
Gee」，有很多活動、展覽、演
出，可開放給本地華人長輩，但
因為沒有華人在政府的政策中心
，受惠的清一色全為美國老人，
他若當選，必將改變現狀。

近日來，周浩恩在父母及亞
裔助選人士的陪同下，拜訪休市
各大老人中心，與長輩們交流並
教他們如何填表，他的熱誠、親
切、關心、服務的意願，給長輩
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家看到不同於其他候選人
，周浩恩關心我們的社區，他保
證當選後將與休士頓市政府密切
合作，以加強華裔社區的警力、
確保商業及住家社區的治安、防

止犯案、監督道路維修及防治水災、
增加年長者的福利及服務項目。包括
：提供免費的，巴士接送、康樂活動
、法律諮詢、健康檢查、提供更多華
人在政府部門的工作機會及政府招標
過程的公平競爭條件等等。

休士頓國際區的區長李蔚華先生
與周浩恩交換了很多社區服務的心得
。如他擁有及主持的 「國際區」及
「國 際 貿 易 中 心 」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已辦過上千場會議，為
上千個國際企業找到貿易的機會。他
以 「事在人為」與周浩恩共勉之。

長和老人活動中心的負責人表
示：我很驕傲能看到周浩恩出來參
選，周浩恩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位
，他會照顧每個管區的治安及年長
者的福刊。

另一位非營利組織的亞裔社區
領袖方宏泰（Cecil Fong )也表示：
我好高興得知有一位華裔出來競選
哈里縣的公職。周浩恩是一位勤勉
、創新和實現諾言的人，他會把哈
里斯縣建設好，更會顧及弱勢群體
。我們需要一位好代表，而周浩恩
正是那位。這也是我為什麼全力支
持他競選縣區長的原因。

15年前就開始協助華裔候選人
競選的周浩恩，具有良好的華語溝
通能力，在華人政界已留下好印象
，這次出來競選，更表現出他超於
一般年輕人的堅持不懈及勇於奮鬥
的特質，也讓我們對他過去15年來
默默努力付出，認真誠懇的態度而
刮目相看。而此次競選的投票人數
、募款金額、及募款人數，將是決定
他能否在今年三月一日的選舉中脫穎
而出，繼而參加11月普選的關鍵。
周浩恩英文網站：https://www.ben-
choutx.com/
周 浩 恩 中 文 專 頁 ： http://www.
homemem.com/ interview/2021/About
BenChou.html

這次周浩恩（Ben Chou )出馬競
選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初選投票日
在2月14日～2月25日，正式選舉日
在 3 月 1 日，希望大家再忙，也要抽
空出來投下您神聖的一票，代表我們

的 「美國夢 」！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為交通不便的長者，明天（周一）
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後面停車場，
有專人載您去投票。如果長輩無法獨
自 前 來 ， 只 要 給 他 們 您 的 手 機 和
E-Mail ，他們可上您家載您去投票。

哈里斯縣第四區涵蓋了華人密集
的中國城、Sharpstown、Alief、Galle-
ria、 Memorial Park、 Energy Corridor
、及部分 Katy 和 Cypress 地區，希望
華人都出來投票，顯示在美華人的力
量！

圖為圖為（（右起右起 ））周浩恩周浩恩（（Ben Chou )Ben Chou )的父的父
親嘉靖親嘉靖、、母親胡寧玲及熱心助選人母親胡寧玲及熱心助選人 「「僑僑
聯總會聯總會」」 主委李迎霞在主委李迎霞在 「「老協慶生會老協慶生會」」
會場門外合影會場門外合影。。

圖為昨天在圖為昨天在 「「老協慶生會老協慶生會」」 會場門外會場門外，，
周浩恩周浩恩（（Ben Chou )Ben Chou )的母親胡寧玲的母親胡寧玲（（中中
））與前來助選的李莉頴與前來助選的李莉頴（（右右））及李迎霞及李迎霞
（（左左 ））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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