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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棒球隊的巴士在 290附近
載有棒球隊的巴士在290
附近
翻車，
翻車
， 12
12人被送往醫院
人被送往醫院！
！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輛載有一支
棒球隊隊員的巴士昨天晚上 10 點在 290
高速公路上翻車，12 個人被送往醫院。
請看本臺記者黃梅子的報道。
昨天晚上，斯巴達研究生棒球學院
的一支球隊在遊騎兵大學打完比賽後返
回休斯頓，當巴士開到威爾縣附近時，

不知什麽原因，在 290 高速公路與 FM362
之間的高速路上翻車，巴士完全翻了過
來，當時巴士上有 22 人，其中 12 人被
送往醫院，其中兩人被緊急空運到醫院
，所幸的是沒有人死亡，醫院表示傷者
都有望活下來。

GMCC萬通貸款支招貸款技巧
GMCC
萬通貸款支招貸款技巧
• 這 是 Cars.com 展 示 最 佳
電動車的全新獎項
現代汽車的 IONIQ 5 電動休旅
車被 Cars.com 評為家庭電動車首

選。這是一個全新的大獎，意於展
示豪華、家庭、物超所值，以及通
勤四種類別中最佳的電動車。Cars.
com 會在其電動車指南中進一步介

紹首選的車款。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計畫總監
Ricky Lao 表示： 「IONIQ 5 具備家
庭喜歡和需要的所有功能與條件。

對於想要環保車款的忙碌家庭來說
，IONIQ 5 寬敞的內部空間、超快
速充電，以及 V2L 雙向車載充電器
使其成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Cars.com 的首選大獎是其編輯
根據初步測試以及車廠規格所推薦
的車款。
Cars.com 總 編 Jenni Newman
表示： 「Cars.com 的家庭電動車首
選，2022 現代 IONIQ 5，具有寬敞
的內部空間，可容納親子長途和短
途旅遊所需要的所有物品。IONIQ
5 的後座可前後滑動，無論是在後
車廂放置大件物品，還是在後座裝
載兒童座椅，IONIQ 5 車主都能有
足 夠 的 靈 活 性 。 頂 配 的 IONIQ 5
Limited 版本則為 IONIQ 5 的全景天
窗提供了內置和可伸縮的遮陽板，
帶給父母頂級享受。IONIQ 5 在高
速公路上輕鬆且沉著的行駛表現令
其在眾多電動車款中脫穎而出，這
讓現代 IONIQ 5 的駕駛體驗不遜色

於許多傳統汽油家庭式休旅車。對
於想要購買電動車的家庭來說，
2022 現代 IONIQ 5 應該是他們的首
選車款。」
借助尖端的 V2L 車載充電技術
讓 IONIQ 5 成為充電器，車主可為
電器設備以及部分器具充電。這個
功能也可以在停電期間為家庭電器
供電，甚至為其他電動車充電。
北美現代汽車
北美現代汽車專注於 「人類進
步」 以及智能代步解決方案。北美
現代汽車為美國的消費者提供了滿
載高科技功能的汽車、休旅車，以
及電動車陣容。在 2021 年，我們
的 820 家經銷商在美國總共銷售了
超過七十三萬輛車，其中近半是在
現代汽車阿拉巴馬製造廠生產。請
至 www.HyundaiNews.com 以 及 北
美現代汽車華人粉絲俱樂部 Facebook 查詢更多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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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收哪些醫療保險
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收哪些醫療保險？
？
怎樣才能報銷在安德森看病的費用呢？
怎樣才能報銷在安德森看病的費用呢
？

(本報休斯頓報訊) 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休斯頓有一所全球著名的癌症診療中心
，那就是安德森癌症中心。如果想要去安德
森癌症中心看病的話，可以買醫療保險報銷
費用嗎？他們都收什麼樣的醫療保險，醫療
保險又該如何購買呢？今天就帶大家了解一
下具體的情況！
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的醫療保險有哪些?
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的醫療保險很多，
從我們熟悉的 BlueCross(藍十字)保險到 Aetna
，Cigna 保險他們都接受。但是，如果您想要
買到這幾家公司的醫療保險，可並不是那麼
容易的。
如果您不能在美國合法工作，或者您是
從美國以外來安德森癌症中心看病，那麼您
能夠購買的保險只有三種:
1. 短期醫療保險。2. 旅遊保險。 3.
奧巴馬醫療保險。
首先，短期醫療保險和旅遊保險都不保
癌症、心腦血管等慢性病。同時這兩種保險
也不保全身體檢或者癌症篩查。
所以，如果您想要購買到能夠保已經存
在的癌症，或者是保癌症篩查的醫療保險的
話，那您就只能購買第三種，也就是個人的
奧巴馬醫療保險。
奧巴馬醫保與商業保險
那麼很多人要問了：如果我不想買奧巴
馬保險，有商業保險可以購買嗎？
其實很多人在這裡是存在一個誤區。

奧巴馬醫保其實就是商業
保險，它是由政府搭建了
一個叫做保險市場（Marketplace） 的 平 台 ， 然 後 政
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規則和
條件，滿足條件的私營保
險公司，就可以在政府搭
建的這個保險市場上銷售
他們的保險產品，這些條
件包括：
保險公司不能設置保額上
限
不能不保之前已經存在的
疾病和慢性病
不能根據客戶的身體狀況拒保或者調高
保費等。
因此，現在市面上的醫療保險就可以被
分為兩類：一類是符合政府要求的保險，那
麼就是奧巴馬保險；還有一類是不在保險市
場上銷售的保險（短期保險，旅遊保險），
這些保險是是不滿足上面所說的條件的。沒
有其他種類的商業保險的。
奧巴馬醫療保險是個人能買到的保障最
好、最全面的醫療保險的。大家之所以把他
們叫做奧巴馬保險，是因為這個系統是奧巴
馬總統建立的而已。
購買奧巴馬保險算侵占福利嗎？我是旅
遊簽證，可以購買嗎？
有人會問，購買奧巴馬保險算侵占福利
嗎？購買奧巴馬保險是不算侵占福利的。因
為奧巴馬保險就是商業保險。如果您可以合
法在美國工作和報稅，就是使用奧巴馬的醫
療保險的補貼的。
關於身份問題，在美國有合法身份的人
都可以購買，包括旅遊簽證 B1/B2。只不過
，旅遊簽證在購買奧巴馬保險時，不能享受
人和補貼而已。
可購買奧巴馬保險去安德森癌症中心看
病嗎?
那麼，我是不是就可以購買奧巴馬保險
去安德森癌症中心看病了呢？答案是：錯！
上面提到的 Aetna、Cigna 等安德森癌症
中心接受的保險，都是 PPO 保險，但是個人

在保險市場上只能買到 HMO 保險。
HMO 和 PPO 是兩種不同的保險形式。
HMO 保險只能在保險網絡內看醫生才報銷，
PPO 在網絡內和網絡外看醫生都報銷。
德州所有個人能買到的醫療保險都是
HMO 保險，HMO 保險只能在保險網絡內看
醫生，然而安德森癌症中心不在任何一個德
州奧巴馬保險保險公司的網絡內。所以購買
奧巴馬保險您只能去休斯頓的其他大醫院：
Memorial Hermann（赫曼醫院）、Methodist
（衛理工會醫院）、還有 Baylor 醫院，看病
才可以報銷。安德森癌症中心是不可以報銷
的！
所以，只有購買網絡內和網絡外看病都
報銷的 PPO 保險，才可以報銷在安德森醫院
的醫療費用。
那麼，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買到安德森
醫院接受的 PPO 醫療保險呢？
方法只有一種，那就是成立公司，以公司的
名義給自己買 PPO 的醫療保險，然後去安德
森癌症中心問診。
以公司名義買 PPO 保險都有什麼要求呢
？
公司必須在德州註冊（但是對成立時間
沒有要求，新成立的公司也可以買）
公司必須有兩個以上全職員工同時購買
保險才可以買公司醫保（可以算上老闆，但
老闆必須給自己發工資才可以）
那麼就意味著，如果您是從美國以外來
看病，那麼您自己是不能直接購買公司醫保

的，因為您必須可以在美國合法工作才可以
購買公司醫療保險。您如果有直系親屬在美
國可以工作，那麼可以通過讓他們把您加到
他們公司的醫保計劃裡，才能獲得 PPO 保險
。
如何買保險在安德森醫院看診
如果，您在美國可以合法工作，那麼您
就必須要成立公司，給自己和另一位員工發
工資，然後您和另一位員工同時購買公司保
險，才能買到 PPO 保險去安德森癌症中心看
診。
一般情況下，買到了公司 PPO 保險，保
險一般會覆蓋您在安德森癌症中心 50%-60%
的醫療費用，剩下的您還是需要自己支付的
。
如果您沒有辦法買到 PPO 的保險，那麼
您只能自費在安德森醫院看診，如果您選擇
自費，醫院一般會給您一些醫療賬單的折扣
。具體折扣您需要跟醫院詳談。
如果您對於醫療保險有任何問題，或者
需要了解公司 PPO 保險，可以直接聯繫休斯
頓志鵬保險。志鵬保險的保險專員會詳細解
答您的問題。
關於志鵬保險
志鵬保險有可靠穩定的專業保險團隊、
搜索醫生+更換家庭醫生、幫您看醫療帳單信
件、隨時打印保險卡，是您身邊最專業貼心
的保險經紀。
志 鵬 保 險 電 話: 832-460-5669。 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8, Houston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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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大厂进不去，小厂嫌弃我
2022年求职季过半，没有了“金三银四”，连以往的“香饽饽”海归也感觉到了压力。社交平台上，有大把留学生呼喊“秋招团灭”、“找工作好难”、海归直接变“海废”。
这是因为，在供给上，疫情后，海外留学生回流趋势增强。有统计显示，2021 年回国就业学生首次超过百万。而在需求端，国内各大公司都在捂紧口袋“过冬”，高喊降本增效
的口号。再加上，留学生群体也很卷，其中很多人可能并未在留学生涯获得太多核心技能，和岗位需求也不一定匹配。这也让留学生们处境更加尴尬。
4 位求职经历坎坷的留学，他们有人从去年秋招面试到今年春招，大厂竞争激烈难进，小公司反而“嫌弃”他学历太高，一直没有定下合适的去处。有人勉强入职大厂，拿到的
还是边缘岗位，最后还是因不适应过度加班选择了离职。
有人虽然拿到了 Offer，但不得不接受留学花费 50 万，月薪只有 8000 元的残酷事实。也有人，虽然最终找到了工作，但过程中历尽曲折，一度报培训班打算转行；更有人，离职
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打算先跑龙套当群演，暂时不回到以前的工作状态。

大公司名额少，
小公司“嫌弃”我学历高
宇哲 | 27 岁 西安

入职大厂不适应，离职后准备 Gap 一年
张乐乐 | 27 岁 北京
我是 2020 年英硕毕业，算下来毕业快两
年了。当初选择去留学，并没有考虑太多就
业问题。我本科是一所国内还不错的 211 大学
，在国内考研和申请国外学校这两个方向上
也纠结了很久。当时还考过国内一所排名前 2
的大学，但面试没通过，就申请去英国了。
毕业找工作，我把目光定在北京、上海
这两座城市。我当时是用应届生的身份去申
请互联网公司的校招，几乎把国内的互联网
公司和独角兽都投了个遍。为了准备笔试和
面试，在网上找了不少攻略，特意请教了已
经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同学，让他们教面试
技巧。
大大小小面试了 20 多家公司，我能明显

感觉到，国外的学历并没有给我加分。还遇
到过面试官直接说，要不是从国外排名前几
的学校毕业，真不如招国内 985 学生。
校招时我拿到了 5 份 Offer，大多是市场
运营岗，都不是我特别中意的。不过，我还
是选择了其中一份薪资待遇最高的。当时的
想法也很简单，我只是在国外留学三年，但
在国内生活了二十多年，整个思维方式还是
很中国式的，既然都决定回国工作，选择本
土的互联网企业会更好。
但进入之后，就没有晚上 8 点前下过班
，甚至已经晚上 10 点了还要开会。我坚持了
半年，很冷静地选择了离职。也正是这样，
我失去了应届生身份，之后找工作也不太顺

利，现在待业一年了。
我留学大概花了 50 万。这个费用是家里
能够支撑的，当初去留学，父母也没说过，
需要我多久把学费给挣回来，或是如果没有
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留学就是一笔不划算的
生意。所以，待业到现在我没有太大压力。
就我来说，在英国的两年，对我的认知、视
野以及学习习惯都带来益处，如果再做一次
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出国留学。
从大厂出来后，我去过一家外企面试，
在留学期间，我去这家公司的总部实习过，
整个面试下来，和面试官沟通非常流畅，他
们也认可我的能力。但最后，因为薪资和没
有匹配的岗位，我最终还是拒绝了。

留学花 50 万，Offer1 个，月薪 8000 元
陆迟 | 24 岁 北京
我是 2021 年 10 月回国找工作的。我想
从事影视行业，之前觉得本科毕业不好找工
作，所以决定出国一年，想回来再看看行业
就业情况。
为了找工作，我特地选择十月回来，想
赶上秋招。还没有回国时，八九月份我就在
网上刷各类公司的招聘信息，希望能够一回
来隔离完后就面试。
当时投递方向有两个，一类是互联网大厂

，一类是影视公司。结果互联网大厂没有一家
有回复，影视公司开校招的也很少，前后我一
共只获得了两家公司的面试机会。第一家公司
面试完就杳无音信，好在第二家公司面试过了
，在12月中旬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Offer。
当时一共面了三轮，聊得挺愉快，但这
个过程我也有些焦虑，好在有认识的朋友在
这家公司工作，给了我一些正向反馈，让我
心理有点谱。

我知道现在的就业形势，对薪资的要求
不算高，觉得到手能有 8000 元就不错了，现
在这家公司也满足了。
当然，这和我出国的开销比起来，确实
不算多。从计划出国开始，每一笔花销我都
认真记账，前后总共花费了 50 万元，如果用
我现在的薪资来挣，不计税，前后也要不吃
不喝五年，才能挣回来。我家不是大富大贵
，我也想过以后要把这笔钱还给父母。

回国第一份工作薪资 6500 元，今年打算去体验“跑龙套”
许树 | 26 岁 北京
我本科是在美国学的商科，学费折合人
民币在 80 万到 100 万之间。2018 年回国后的
第一份工作是去了酒店行业一家头部品牌，
薪资只有 6500 元，其中 500 元还是我们所有
管培生跟公司争取来的。
不过，我和我父母从来都没有想过专门
计算留学的投入产出比。对我来说，留学最
重要的是经历。海外那几年带给我的远远不
只是留学生的学历和身份，而是看到不一样
的世界，体验新的生活。而且大学四年，我
也不算荒废。从上大学开始，我父母就已经
不再给我“输血”提供生活费了，我的生活
费都是自己赚的，而且我还拿到了奖学金。
当时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其实也是我毕业
时申请到的一个国际项目，只招 4 个人，我
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国际项目是在美国工作一年，再回

中国工作一年半，回国工作的酒店也是头部
大酒店。但 2018 年回国后，我只做了半年就
离职了，觉得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第二份
工作我进入了旅游业，主要提供高端入境游
服务。
我觉得，自己回国之后，就是和国内本
科、硕士毕业的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留学生唯一拥有的优势，可能就只是语言优
势。也可能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国内求职市
场的技巧，包括谈薪等，我第二份工作的薪
资是 7000 元。
接着，就遇到了 2020 年疫情，疫情期间
，我们都是发半薪。后来，我自己单独做了
一个项目，薪资才达到了万元左右。到去年
底，旅游行业越来越不好做，公司想裁员，
我也想辞职，于是就在 12 月离职了。
离职后，离春节已经很近了，我先旅游了

一个月。春节后去了趟深圳，因为疫情阴差阳
错无法回家，我就先来了大理，当了义工。
这中间，我也在线上投了很多简历，但
因为我想离开旅游行业，换个领域继续做策
划。投出去的简历中，有回音的不多。还有
的在上海，现在受疫情影响，很难安排下一
轮面试。
我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朋友，也经常给我
转发一些今年的人才市场行情，比如大厂裁
员、今年没有“金三银四”等，我在大厂的
学妹最近也发朋友圈说，感觉很丧很 emo。
但我目前在大理的生活状态挺好的。前
段时间，我和朋友在大理这边还体验了一把
当群演、跑龙套，等义工工作到期后，我们
打算就去跑龙套，也算是一种新的体验，而
且还有一天 100 元日结的收入。我估计短期
内可能不会再回到以前的工作状态了。

我于 2021 年 10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从英
国回国。当时算是秋招的尾巴，我给上海的
一些企业投了 20 多份简历，最后拿到了 2 个
Offer，但都是天使轮左右的小公司，我感觉
平台和待遇都一般，就没去。
到了今年春招，我一直在密集投简历
和面试。我在西安，目前投的都是西安的
公 司 。 投 出 去 的 简 历 有 100 来 份 ， 面 试 过
了公司有近 20 家，但还没有最终定下来去
哪里。整体上，近年来的就业形势确实很
严峻，大厂招聘名额非常少，小公司对我
们不太“友好”。
先说面试大厂的经历。那是一家头部
互联网公司的群体面试，我们 9 个人应聘者
，有 4 个面试官，一轮自我介绍后我就感觉
到，大家学校背景都很不错，竞争激烈。
整个面试过程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压，到最
后，面试官问我“你既然中间提了那么多
建议，为什么最后总结让别的同学做？”
，还让我点评面试中每一个人的表现，并
淘汰掉三个人。
虽然我已经对大厂的面试有所了解，但
当场面试官问了那么尖锐的问题，给了我很
强的压迫感，让我觉得压力很大。最后我没
敢看其他应聘者的眼睛，说了自己的观点，
给出了三个淘汰人选。这家大厂我通过了二
面，目前还在等进一步通知。
我原本的想法是并不一定要进大厂，只
要一个岗位能锻炼我，让我去有机会学习提
升就可以，但面试小公司的经历不那么让人
舒服。比如就老有公司说：“你这么优秀，
来我们公司屈才了”、“你可能不会在我们
这种小公司待很长时间”、“你希望的薪资
待遇应该不低”。我明显感觉到这些小公司
对非常不自信，而且，他们仿佛并不需要研
究生、留学生这样的员工，更倾向于招本科
生，甚至是大专生。
我清楚地记得，我跟另外一个研究生
一起面试，面试官问他的期望薪资，他说
6000 元 ， 对 方 说 ， “ 你 知 道 西 安 的 最 低 工
资标准是多少吗？”。我们俩当时都感觉
到了强烈的不被尊重，最低工资标准只有
1700 元 ， 如 果 给 我 们 这 个 程 度 的 工 资 ， 不
是打我们的脸吗？
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有些企业的 HR
需要刷 KPI，他们面试数量很多但几乎不招人
，导致我参加了很多无效面试。还有一些偏
国企单位的岗位，很少对外开放，想进去特
别难，有些还有潜规则。
这一阶段我不太在意薪资多少，更希
望脚踏实地学东西，我有一个 5 年目标，现
在并不着急，工资在我这个群体的平均水
平就行。我觉得不能拿留学花费去类比我
们能拿到的薪资，去留学更多的不是增加
了知识或技能，而是提升了综合素质，包
括心态、抗压能力、眼界、圈层，这个钱
花得我觉得值。
现在我整体的感受是，大厂竞争激烈，
不一定能进去，小公司貌似并不欢迎我们。
我目前手里有两个相对满意的选择，未来我
可能会尝试在本地工作一段时间，如果确实
发展空间有限，我可能还是会去北京或上海
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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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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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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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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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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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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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8 日，休斯敦亞商會近四十名會員
休斯敦亞商會近四十名會員，
，乘巴士前往位於哈里斯第四區的大金科技園區
乘巴士前往位於哈里斯第四區的大金科技園區(Daikin
(Daikin Technology Park)參加植樹儀式
Park)參加植樹儀式，
，受到大金首
席執行官 Satoru Akama 和員工代表的夾道迎接
和員工代表的夾道迎接。
。 Satoru Akama 並邀請亞裔商會主席李雄為主賓
並邀請亞裔商會主席李雄為主賓，
，與其它來賓一齊在花園場地中
與其它來賓一齊在花園場地中，
，掘土將一株移植
自位於德州海邊美國最大橡樹“
自位於德州海邊美國最大橡樹
“母樹
母樹”
”邊的一棵小樹種植在禪院中
邊的一棵小樹種植在禪院中，
，期望它成長茁壯
期望它成長茁壯，
，貢獻給兒孫輩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
貢獻給兒孫輩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
。

2022 年 4 月 10 日，大休斯敦德州東北同鄉會的全體新老會長及理事們在現任會長楊
萬青博士的主持下，
萬青博士的主持下
，成功舉辦了一場溫馨而隆重的新老會長交接儀式
成功舉辦了一場溫馨而隆重的新老會長交接儀式！
！現任會長楊
萬青博士、
萬青博士
、上一屆老會長張玉成
上一屆老會長張玉成、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現任執行長楊德清先生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現任執行長楊德清先生、
、
繼任執行長方一川分別發言，
繼任執行長方一川分別發言
，對新會長許涓涓的履新榮任表示祝賀
對新會長許涓涓的履新榮任表示祝賀！
！

2022 年 4 月 9 日，@HopePyxGlobal 創始人
創始人、
、TEDx 演說家 MS Texas2021
Texas2021 桂冠銜榮獲者 Eileen Dong 率 Team Eileen 參加 RICEU 活
動，與萊斯大學三位教授主講人一起分別介紹自己的創新工作
與萊斯大學三位教授主講人一起分別介紹自己的創新工作。
。 Eileen Dong 在反家暴
在反家暴、
、反性騷擾
反性騷擾、
、反人口販賣等人權領域的
主題演講幫助了成千上萬的女性和幼女，
主題演講幫助了成千上萬的女性和幼女
，並被聯合國表彰
並被聯合國表彰。
。

2022 年 4 月 10 日上午
日上午，
，交通大學休斯敦校友會聯手南京大學校友會在休斯敦西部的喬治布什
公園舉辦了“
公園舉辦了
“2022 年春季聚會
年春季聚會”，
”，共有
共有 150 多位校友
多位校友、
、家屬及各界朋友參加
家屬及各界朋友參加。
。余小川會長逐

2022 年 4 月 11 日,由亞商會及哈瑞斯縣第四區在 Tracy Gee 社區中心舉行 「亞洲餐廳月
亞洲餐廳月」
」第一場關

一把現任的各位分會長介紹給廣大校友，
一把現任的各位分會長介紹給廣大校友
，並舉行在德州農工大學
並舉行在德州農工大學(Texas
(Texas A&amp;M University,

於餐廳廚房衞生健康及消防安全講座。
於餐廳廚房衞生健康及消防安全講座
。由哈瑞斯縣公共健康部門的 EvelinPollock
EvelinPollock，
，以及哈瑞斯縣

TAMU)設立
TAMU)
設立 Prof.Jun ZhangEndowed Scholarship 的討論
的討論。
。休斯敦資深校友曾在上海交通大學就

消防警察局副警長 Chad Shaw 主講
主講，
，亞商會主席李雄和 Paul Gor 主持
主持，
，講座對象為餐廳經營者與

讀研究生的任一濤(Tom
讀研究生的任一濤
(Tom Ren)也同時擔任南京大學休斯敦校友會的會長
Ren)也同時擔任南京大學休斯敦校友會的會長。
。

餐飲供應業者等數十人。
餐飲供應業者等數十人
。

2022 年 4 月 11 日，華人之光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
華人之光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
，日前再次獲得斯坦福學區 「傑
出服務獎」
出服務獎
」殊榮
殊榮。
。譚秋晴表示
譚秋晴表示，
，她感到非常榮幸
她感到非常榮幸，
，特別是學區總監 Rob Bostic 博士
、學校負責人以及整個學區和家長的認可
學校負責人以及整個學區和家長的認可，
，她非常感謝獲得這份榮譽
她非常感謝獲得這份榮譽。
。圖為譚秋
晴（左）接受 Rob Bostic 總監頒發的 「傑出服務獎
傑出服務獎」
」。

2022 年 4 月 14 日，阮丹尼商業地產 DNC 每週四的商業地產培訓邀請到糖城不分區市議員
每週四的商業地產培訓邀請到糖城不分區市議員、
、副

2022 年 4 月 15 日下午
日下午，
，由著名導演王學新公子
由著名導演王學新公子、
、中國著名話劇演員王東方創立的休斯敦華人

市長 Jennifer Lane 和市議員 William Ferguson 前來介紹市政建設和未來發展計劃
前來介紹市政建設和未來發展計劃。
。糖城多年來在

戲劇社在糖城紀念公園宣告成立並舉行首場演出活動，
戲劇社在糖城紀念公園宣告成立並舉行首場演出活動
，金桔
金桔、
、賈玲
賈玲、
、李文一
李文一、
、王飛雪
王飛雪、
、陸峻

全美小城市生活品質、
全美小城市生活品質
、安全等領域均名列前矛
安全等領域均名列前矛，
，了解市政發展
了解市政發展，
，讓一塊塊空地變成未來的學

等近 200 人出席
人出席，
，剛剛出線競選州議員的華裔二代李中原
剛剛出線競選州議員的華裔二代李中原(Daniel
(Daniel Lee)也到現場用中英文進行
Lee)也到現場用中英文進行

校、商場
商場、
、豪華住宅是 DNC 創業經歷 25 年的寶貴經驗
年的寶貴經驗，
，每一個員工和經紀人均受益匪淺
每一個員工和經紀人均受益匪淺。
。

演講。
演講
。整個活動展現了休斯敦三代人的人文情懷和藝術風采
整個活動展現了休斯敦三代人的人文情懷和藝術風采。
。

休城社區

休斯頓社區學院新“彈性計劃”

旨在為德克薩斯州最大的城市做好應對災難的準備

【美南新聞泉深】在連續發生重大洪水事件摧毀休斯頓之後
，休斯頓社區學院（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HCC) 正在啓
動一項新的“彈性計劃” （Resilicency by Design) 以確保公民、
企業和應急響應人員能夠更好地應對災難性事件。
僅在過去六年中，休斯頓就面臨著七次重大災難，包括多次
洪水、電網故障、哈維颶風和國際新冠病毒大流行。
這些事件的頻繁發生促使休斯頓社區學院投資於一項雄心勃
勃的新培訓計劃，針對急救人員、建築工人和企業員工，以減輕
這些災難帶來的致命損害。
4 月 26 日週二，HCC 領導人公佈了他們的新計劃，其中包
括一個耗資 3000 萬美元的彈性運營中心，配備一個 39 英尺寬的
快速水上救援通道、一個 15 英尺深的潛水區和一個 100 英尺長
、位於水面上方和下方的“岩石峽谷”，以提供額外的障礙訓練
。
HCC 校長塞薩爾·馬爾多納多 （Cesar Maldonado） 在宣布
成立該中心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對這一重要舉措的願景是
建立一個更強大、更有彈性的休斯頓，讓每個休斯頓人都能了解
計劃並做好應對準備。每個企業都可以未來做準備。”
彈性運營中心的災難模擬部分是這項新計劃的核心，該計劃

將培訓急救人員和居民如何應對被洪水淹沒的住宅街道，其中包
括漂浮的碎片、水下車輛和倒塌的電線桿等障礙物。
該中心將包括救援車輛培訓，並將全年用於模擬各種緊急情
況。
馬爾多納多說：“消防員通過課程獲得認證與公民大不相同
，但公民應該會使用該設施更好地了解洪水意味著什麽，水中可
能存在什麽，什麽樣的汙染物，什麽樣的隱藏排水溝會給兒童帶
來問題。因此，這項培訓不僅僅適用於高級急救人員。”
HCC 將於今年夏天大型雇主和小型企業開設第一堂課，該
計劃是了響應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 (Sylvester Turner) 的
號召，即 500,000 名城市工人獲得“複原力效率”認證。由於氣
候變化的影響帶來了額外的威脅，全國各地的城市和州已經開始
考慮如何災難性事件做好準備和減輕風險。
構建和運行新程序的總價格尚未公佈。課程的費用從幾百美
元到超過 1,000 美元不等，具體取決於所涉及的培訓水平。計劃
組織者表示，他們預計聯邦勞動力培訓資金和雇主將支付第一響
應者和註冊企業員工的大部分費用。
德克薩斯州議會批准了近 500 萬美元用於設計培訓中心。馬
爾多納多說，另外 1000 萬美元已通過私人捐款來到 HCC。到目

前止，這所兩年制社區學院已經制定了一個 20 小時的非學分基
本準備和恢複計劃，其中包括公共救援、醫療分流、碎片清除或
設施建設。
該課程還將幫助學生了解供應鏈挑戰、建設的設施需求、災
難溝通和協調。
學生可以參加有關家庭風險評估、如何在緊急情況下支持鄰
居以及保險的作用和價值的課程。
馬爾多納多說，學生將進行評估以衡量他們的技能並確定他
們想要或需要的培訓領域。該計劃將從對所有居民開放的非學分
課程開始。
他說：“學生所選擇的培訓將取決於他們今天所處的位置。
無論他們是想專業地做這件事，還是作社區支持者在這之後並想
幫助照顧他們的社區。 ”
最後，馬爾多納多說，學校希望發展副學士學位課程。
休斯頓市長特納說：“我贊揚 HCC 領導層和休斯頓各地的
校園制定的‘彈性計劃’，旨在德克薩斯州最大的城市休斯頓做
好應對災難的準備，他們的大膽願景和持續努力幫助加強我們的
社區複原力。熱烈祝賀卓越的複原力中心和複原力運營中心隆重
推出！”

◆責任編輯：周文超

必須再次在“手下敗將”清萊聯身上再取 3
分才可確保出線機會，主帥朱志光希望球
員可以拋開心理包袱，以平常心應付眼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提是今場要在清萊聯身上取勝，因此今場可謂整個
小組賽最關鍵一戰。論實力傑志和清萊聯在伯仲之
間，去仗過後有長達 9 天休息時間是傑志的最大優
勢，傑志主帥朱志光指對球員調整狀態有利：“經
過首兩場大戰後，能夠有一段時間休息當然有助球
員恢復體能及狀態，不過清萊聯是一支出色球隊，
中前場有很多具威脅的球員，我希望球員可以忘卻
場外因素，以平常心專注於眼前的比賽。”他亦表
示翼鋒蘇沙仍有傷在身，今場陣容不會有太大變
動。
香港球隊每每出戰亞洲賽均被視為“陪跑分
子”，傑志小將陳晉一認為今屆亞冠盃球隊的表現證明
香港足球在亞洲值得一席之地：“我們上兩場面對強
敵，不再是一味死守求和，而是與對方互有攻守，不斷
爭取入球機會，我們前兩場有不錯的演出，但真正的考
驗現在才開始，繼續為爭取出線而戰。”至於隊長黃洋
表示：“球隊首戰成功擊敗清萊聯，除為己隊起到鼓舞
作用外，同時亦提升往後比賽的信心，但我們不會因此
而輕敵，因對手清萊聯始終有主場之利，加上上仗能成
功逼和神戶勝利船，除保持不失外亦製造了不少埋門機
會，表現相當不俗，相信會直接提升信心；今場對清萊
聯，相信雙方的爭勝決心將會是決勝關鍵。”

2022年4月29日

爭爭 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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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志上場雖然不敵神戶勝利船，不過目前手握
分下仍有機會以小組最佳第 2 名身份出線，前

為 確 保 出 線 機 會

場賽事，上仗不敵神戶勝利船的他們今場

◆傑志主帥朱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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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9 天休息對球員

調整狀態有利。
傑志圖片

員積極備戰。
◆一眾傑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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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個佔地 11 萬呎“空中運動營”
與體校攜手共建社區體育樞紐

長 話 短 說
國花公布兩大賽選拔入選名單
中國游泳協會日前發布《國家花樣游泳隊
2022 年世錦賽及杭州亞運會運動員選拔入選名
單公示》通知。根據《國家花樣游泳隊 2022 年
世錦賽及杭州亞運會選拔辦法》，國家花樣游
泳隊於 2022 年 4 月 19 至 21 日在北京木樨園體校
和南京體院進行了運動員選拔測驗。 ◆中新網

中國隊男冰世錦賽大勝以色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男子世界冰
球錦標賽乙級 A 組比賽，日前在克羅地亞薩格
勒布舉行，中國男子冰球隊迎來首場較量，結
果在鋒線多點開花下以 14：1 橫掃以色列，取
得世錦賽開門紅。在本次乙級 A 組的比賽中，
中國、克羅地亞、荷蘭、西班牙和以色列將通
過單循環賽，決出唯一一個晉級甲級 B 組的資
格。

氣氛。”
AME Academy（AME 運動電競館）創辦
人莫偉晴說：“愛定商場交通方便，讓區內居
民不出市區也可以接觸電競。場內設有 8 款為
小朋友度身訂做的遊戲，例如備受歡迎的滑雪
項目。我們提倡電競結合運動，希望更多人接
觸運動，電競不單止是坐在電腦前打機，亦是
種具運動量的項目。”

◆一眾嘉賓出席日前活動
一眾嘉賓出席日前活動。
。

遼寧橫掃廣廈奪 CBA 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報道，遼
寧隊在日前進行的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
（CBA）總決賽第 4 場中，以 100：82 輕
取浙江廣廈隊，總比分4：0橫掃對手，時
隔4年再次舉起總冠軍獎盃。
遼寧隊以季後賽 9 戰全勝的戰績奪
冠，成為CBA歷史上第三支季後賽全勝奪
冠的球隊，也贏得了隊史第二個CBA總冠
軍。總決賽系列賽發揮出色的趙繼偉榮膺
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FMVP）。
遼寧隊主教練楊鳴賽後豪言本隊奪冠
實至名歸：“從整個賽季的走勢、球員的
表現、狀態的調整來講，我堅信我們都是
做得最好的球隊。更令人欣喜的是，整個
賽季所有隊員都在進步，這源於他們刻苦
的訓練、對傷病的克服、對球隊的奉獻。
所以我要向隊員們致敬，祝賀他們獲得冠
軍。此外，我們之所以能夠完整健康地打

完整個賽季，要歸功於我們的後勤保障人
員，包括教練組、訓練師、錄像分析師、
翻譯、隊務、隊醫，他們都在各自的崗位
上盡職盡責，這個冠軍來自整個團隊一年
的付出，在這我對他們一併表示感謝。”
廣廈隊主教練王博賽後則表示，希望
隊中的年輕球員在經歷總決賽的洗禮後能
夠更快地成長。

◆遼寧隊在頒獎儀式上慶祝。
新華社

許昕：要為國乒隊員爭取更多話語權

傑志對手清萊聯頭兩場均以敗北告終，不過上
場卻成功守和神戶勝利船，雖然目前只得 1 分，但球
隊表明不會放棄爭出線的機會，除了主帥艾馬臣因
確診今仗未能現場督師外，中場猜迪柏及中堅蘇利
亞亦需要停賽，對球隊攻守有一定影響。

第一間位於屋邨的劍擊學校，“我們希望推動劍
擊普及化，在屋邨發掘更多張家朗。”
鹿特丹斯巴達亞洲足球學校總教練鄺梓
軒表示：“這是我們首次在社區商場開設足
球訓練學校，期望以相宜的社區價錢為區內
基層學生提供荷蘭正統四星級的足球培訓，
亦希望租戶間可發揮‘協同效應’，打破租
戶以往‘單打獨鬥’的局面，攜手營造運動

傑志圖片

◆傑志
傑志（
（右）早前曾
擊敗清萊聯。
擊敗清萊聯
。 路透社

清萊聯兩名主力停賽

香港文匯報訊 為進一步實現創新與健康
生活的理念，香港有機構日前宣布推出本年的
旗艦項目——屯門愛定商場“空中運動營”。
項目將屯門愛定商場的平台打造為佔地 11 萬
呎的全港首個“空中運動營”，活化及興建特
色籃球場、足球場及滑板運動場等多玩體育設
施。同時，團隊亦引入多元化的體育學校，首
階段提供足球、劍擊和電競等運動教學課程，
未來更會引入更多與體育相關的各類租客，打
造健康活力的“社區體育樞紐”。
基滙資本高級總監（資產管理）許龍達先
生表示：“愛定商場將發展為‘社區體育樞
紐’，除透過活化體育設施打造‘空中運動
營’外，商場亦引入多元化的體育學校及與體
育相關的租戶。”團隊首階段成功引入的運動
學校，包括足球、劍擊、電競等，提供多元化
的運動教學課程。
劍擊學堂發展總監、前香港劍擊隊成員湯
振傑表示，屯門區內學童數目眾多，劍擊學堂亦
與區內數間學校形成劍擊培訓網絡，對落戶商場
後的發展充滿信心。湯先生說，屯門分店是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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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超班霸傑志迎來亞冠盃分組賽第 3

這場硬仗。

傑志萊萊 勢洶洶

體育消息
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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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WTT 世界乒聯消息，亞乒聯盟
執委會會議於早前進行，許昕以亞乒
聯盟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全程參會。
據悉自去年 10 月當選為亞乒聯盟
副主席以來，許昕已開始熟悉並逐步
參與到亞乒聯盟的相關事務中。本次
執委會會議的議題涉及面之廣、細節
之複雜，對於許昕來說很有挑戰性。
在兩天會議中，亞乒聯盟除了對
其與國際乒聯簽訂的洲級協議情況作
了簡要介紹之外，還就 2022 年之後的
賽事更新和安排、世界排名系統的調
整、大型賽事在中國的準備情況、國
際間交流合作與推廣等重要議題進行
了說明及討論。
會後，全程參與其中的許昕表示
收穫頗豐，“本次會議議程緊湊，議
題涵蓋面廣，信息量大，對於我迅速
融入到亞乒聯盟中起到很大的助
力。”許昕深知，這一角色所賦予他
的不僅僅是信任，更是一份責任，用
他自己的話總結：推廣乒乓球、為國
乒隊員爭取公平和更多的話語權。
近些年，隨着身份角色的不斷變
化，許昕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
如何平衡不同角色在生活中的比重。
作為一名現役國手，運動員是他
的首要角色。賽場外，許昕的另一重
角色是父親。由於常年征戰在外，許
昕無法長期陪伴在家人和孩子身邊。
隨着孩子的逐漸長大，“父親”這一
角色顯得愈加重要，許昕也計劃着給
自己制定一些和以前不一樣的規劃，
“怎樣去訓練，怎樣去參賽，怎樣在
我的家庭中起到一些作用，”許昕表
示，“我需要去衡量這些事情所佔的
比例。”
◆中新網

◆ 許昕身份角色不斷變化
許昕身份角色不斷變化。
。 新華社

副刊
星期五

2022年4月29日

Friday, April 29, 2022

B7

从儿童酱油到儿童水饺 食品打上“儿童”标签就安全了？
● 很多家长出于孩子饮食健康的目的，热
衷于购买打上“儿童”标签的食品，推动“儿童
食品”种类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大。“儿童食
品”价格比同类食品高出不少，有些家庭购买
“儿童食品”的支出已经占到家庭食品支出的一
半以上
●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儿童食品”并
非食品分类，而是针对儿童营销的食品。其火爆
背后，是儿童市场的溢价高和好挣钱。与其说这
些食品有益于孩子饮食健康，不如说这是一种营
销策略
● “儿童食品”应和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以及儿童药品一样建立科学的标准化认证制度，
切实满足儿童阶段的身体、骨骼、大脑等生长发
育的特殊需求
4 月 16 日，趁着周末，北京朝阳居民闻珺来
到附近一家大型超市，专程为 3 岁的儿子购物
——短短半个小时，她的购物篮中已经堆满了各
种食品，包括意面、酱油、奶酪等，这些食品的
外包装上无不标注着“儿童”俩字，有的还在显
著位置印着“无添加剂”等字样。这表明，这些
食品都是专门供儿童食用。
“成人食品里有过多的添加剂、香精、色素
，怕孩子吃了不健康。我和他爸爸上班都比较忙
，如果每一餐都要钻研是否适合孩子饮食需要，
又不太现实。‘儿童食品’绿色健康，解决了这
一难题。”闻珺对《法治日报》记者这样说道。
和闻珺一样，很多家长出于孩子饮食健康的
目的，热衷于购买打上“儿童”标签的食品，推
动“儿童食品”种类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大。
而记者近日采访 10 多位多次购买过“儿童食品”
的北京家长了解到，大家都不清楚也没去了解过
“儿童食品”的标准是什么，与成人食品有何区
别，主要就是信任包装上的“儿童”俩字。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指出，目前，
我国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儿童食品”分类，“儿
童食品”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与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段。呼吁加大监管力度，
对“儿童食品”设置相应的食品标准，提高准入
门槛；同时多渠道加强对家长的营养知识教育，
让家长理性挑选真正适合孩子食用的食品。
儿童食品市场火爆价格高于同类食品
“妈妈，我想吃小鱼形状的面条。”儿子指
着货架上的一款“儿童意面”拉着闻珺的裤腿叫
道。这款意面被做成各种可爱的形状，有海洋中
的鱼类，还有汽车、花朵等形状。闻珺立即拿了
两包放入购物篮。
记者在该超市转了一圈看到，含有“儿童食
品”字样的商品散布在各个商品区的货架上，如
儿童酱油、儿童水饺等，这些商品普遍在外包装
上下了不少功夫：有的色彩鲜艳，有的设计了各
种卡通图案，同时印着“无添加剂”“助力成长

”“营养”等字样。
还有一些商品，尽管未在产品名称或标签中
明确标明是“儿童食品”，但其广告语或外包装
上却无不透露出其销售对象就是儿童，例如有一
款酸奶的宣传语是“孩子的第一口酸奶”。
记者注意到，现场购买“儿童食品”的消费
者数量不少。多位家长告诉记者，买标有“儿童
”字样的商品“让人感到放心”。一位家长一下
子购买了四五包“儿童奶酪棒”，她说：“既然
商家都标明了这是‘儿童奶酪棒’，那标准应该
比一般的奶酪棒要高，成分更安全，所以我就一
直买这款；孩子也喜欢上面印的艾莎(一款卡通人
物)。”
而且“儿童食品”价格不菲，如某品牌 300g
装的儿童水饺，有虾皇系列、虾仁胡萝卜和儿童
馄饨三种不同包装，价格为 19.9 元至 34.3 元不等
。在该柜台旁摆放的同品牌普通水饺，1kg 装的
价格为 12.9 元，在分量多了不少的情况下，价格
远低于儿童水饺。
闻珺也明显感觉到“儿童食品”价高的问题
。她坦言，从儿子 1 岁左右开始，她便开始采购
“儿童食品”，“儿童食品”的支出已经占到家
庭食品支出的一半以上，“只要孩子吃得放心，
我们的钱也花得开心、安心”。
“儿童食品”在电商平台卖得一样火爆。记
者在电商平台输入关键词“儿童食品”，搜索到
的商品琳琅满目，包括面食、甜点、香肠、奶酪
棒等，其中销量最高的商品月销量达 10 万+。这
类商品几乎都在标题、详情页或商品外包装、宣
传照片中显示有“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
等字样。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
发展研究所等联合发布的《儿童零食市场调查白
皮书》预测，到 2023 年儿童零食市场将以 10%至
15%的年复合增长率稳定增长。而町芒研究院近
日发布的《2022 儿童食品行业研究报告》显示，
84.8%的家长倾向于给孩子购买标有“儿童”字
样的食品。
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家长并不清楚
也没有主动了解过，什么样的食品才叫“儿童食
品”？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夏群英介绍说，孩子在
不同的年龄段，对不同的营养需求量会增加。在
6 个月以前，孩子需要的营养可以从婴幼儿配方
奶粉中获取。6 个月以后，孩子对于铁、锌、维
生素等元素的需求量会增加。所以，能够满足孩
子在各个年龄段对营养需求的食品，才能真正称
之为“儿童食品”。
本质上是营销策略合理饮食可以代替
在上述超市的调味区货架上，一款名为“有
机儿童酱油”的产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记者查
看其配料表并与普通酱油对比发现，这款儿童酱

油和普通酱油的成分基本一致，均为水、有机小
麦、食用盐等，而两款酱油的价格却相差近一倍
。在场的导购员告诉记者：“其实儿童酱油和普
通酱油没有什么区别。”
种类繁杂的“儿童食品”，让一些家长挑花
了眼。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刘女士说，现在关于
“儿童食品”的广告宣传铺天盖地，每款都宣称
“无添加，适合孩子健康成长”。“我想给孩子
买酸奶，去超市一看，有的叫××酸奶，有的叫××
乳酪，还有××乳调剂，各种产品上都显示‘儿童
’字样，都不知道买什么好了。”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儿童食品’都没有
明确的年龄分段和食用提示，好像打上‘儿童’
俩字就万无一失了。我身边一些家长和我一样，
都是‘盲选’。”刘女士说。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说，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儿童食品”并非食品分
类，而是针对儿童营销的食品。其火爆背后，是
儿童市场的溢价高和好挣钱。“与其说这些食品
有益于孩子饮食健康，不如说这是一种营销策略
。”
“现在很多家长，其实并不了解儿童营养需
要什么，‘儿童食品’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营养，
只是在商家营销或者跟风之下，去购买市面上所
谓的‘儿童食品’，这可能会让孩子在食用时摄
入更多有害于健康的物质，得不偿失。”夏群英
说。
记者查看一款儿童奶酪棒发现，配料表显示
，该奶酪棒含有卡拉胶、山梨酸、食用香精等食
品添加剂；营养成分表显示，每 100g 中含有蛋白
质、脂肪、维生素 A 以及较大量的钠含量。
“过高的钠含量，可能会增加儿童血压的风
险。”夏群英说，一些所谓的“儿童食品”，其
成分不仅与普通食品无甚区别，甚至可能有害儿
童的健康，如一些调制乳品中含有过多的代糖、
香精、色素等，会干扰孩子的味觉神经发育；山
梨酸、柠檬酸等添加剂摄入过多，会影响钙的吸
收等。
在她看来，目前所有的“儿童食品”，其实
都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可以通过日常的合理饮
食和搭配进行替代。她在照顾自己 5 岁女儿的饮
食时，除奶粉与米粉外，从未采购过任何一款
“儿童食品”。“普通的食材，经过科学合理的
搭配制作出来，完全能够满足孩子健康成长的需
要。比起‘儿童食品’，家长更需要增加儿童饮
食的健康知识。”
建立标准填补空白教育家长正确选择
事实上，目前我国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儿童
食品”分类，“儿童食品”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
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
儿配方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较大婴儿配方
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幼儿配方食品》等相

关标准多针对“婴幼儿”群体，涵盖对象为 0 至
36 个月的婴幼儿。
2020 年 5 月，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发布《儿童
零食通用要求》，从原料、感官、营养成分等方
面对儿童零食进行了规范，填补了国内儿童零食
标准的空白，但该标准不具有强制性。
近年来，“儿童食品”健康标准的空白引发
各界关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高洁
建议，应加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食品包装标识的
立法，推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完善；明确
“儿童食品”的专门分类，对未成年人食品的营
养成分标识、食品添加剂要求、食品安全标准等
进行明确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姚鹃则在《关于推动儿童食品
标准化规范化健康发展的建议》中表示，应建立
健全“儿童食品”标准体系，引导“儿童食品”
产业从发展中规范到规范中发展。建议建立《儿
童速冻食品》《儿童预制菜(具体菜品)》《儿童
糕点》等系列标准，逐渐建立和完善以儿童正餐
、儿童加餐、儿童零食等为框架的“儿童食品”
标准体系。
有关部门也关注到“儿童食品”的健康标准
问题。今年 3 月 23 日，中国青少年儿童健康安全
食品营养标准专家研讨会召开。会议透露，2022
年中国青少年儿童健康安全食品管理委员会的重
点工作就是推动青少年儿童身体健康营养标准的
制定。新推出的标准将根据青少年儿童的年龄，
划分为 0 到 6 岁、6 岁到 13 岁、13 岁到 18 岁几个
阶段，将从安全营养成分、感官、理化、微生物
、污染物以及真菌毒素等 7 个方面来规范青少年
儿童健康安全食品的具体要求，让青少年儿童食
品的安全有规可依。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王煜宇认为，
除了现有对 36 个月以下婴幼儿食品的安全标准外
，其他“儿童食品”应和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以
及儿童药品一样建立科学的标准化认证制度，切
实满足儿童阶段的身体、骨骼、大脑等生长发育
的特殊需求。
在钟凯看来，目前设置相应的“儿童食品”
标准难度很大，“从专业角度，你很难提出它与
普通食品不一样的安全指标(包括添加剂)。目前
‘儿童食品’可能存在的不健康问题，其背后是
不容忽视的合理搭配和适度消费的问题”。因此
他建议，一方面，要规范针对儿童的营销行为；
另一方面，要教育消费者尤其是家长，在孩子饮
食方面作出正确的选择和搭配。
夏群英提议多开营养课程：医院需要多设
置营养课程，主要针对就医问诊的孕妇群体，
从孕期到孩子出生之后，建立一个阶段性线上
课程或线下科普；另外可以在早教班、幼儿园
增设营养课堂，让孩子从小认识到营养的重要
性。

收拾刘快手了，出门前也没好好检查一下装备。
好在他们家离得不远，那边还正闹着呢，暂
时没人发现他的失误。董大牛连忙掏出手机，给
闺女董小颖发微信，让她以最快的速度，送两个
哨片过来。
董小颖很快就回：好的，马上到。
不到一分钟，董小颖就出现在了他面前，把
两个哨片偷偷塞进了他手里。把董大牛乐得，嘴
都咧到腮帮子后面去了。心说，真是亲闺女，知
道他爹作难，跑得比曹操还快。回头一想，不对
啊，她就是坐火箭，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到的。正
要问董小颖咋回事，只见董小颖转身分开人群，
从电动三轮车上，搀扶下一位老人，走了过来。
董大牛一看这老人，连忙拿起换好哨片的唢呐，
呜哩哇啦地吹了起来。院子里正闹得不可开交的
一群人，也都停了下来。刘快手带着儿子和闺女
，跪在大门口磕头迎接这老人。
那老人给刘快手的父亲烧过纸钱，在董小颖的
搀扶下，走到刚才打架的董愣子和刘得岁面前。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一个人吭声。
老人姓程，叫程希音，是村小学退休的老校
長。老校长年轻时，有一次遇到山洪爆发，冲坏
了学校的教室。他拼了命把孩子们全部救了出来
，自己的腿却受伤落下了残疾。就是因为这个原
因，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无儿无女，现在住在村
里的养老院。
当年被救的一群孩子里面，就有今天的董大
牛和刘快手。
程校长指着董愣子和刘得岁说：“看看你们
成啥样子了？为了一口肉，竟然能动手。我都替
你们丢人！再看看我们的风俗，被糟蹋成啥样子
了？原来是一家有难大家帮，现在可好，不帮忙
不说，还来个吃光喝光。你们算过没有，就这一
顿饭吃下来，主家大半辈子的积蓄，都吃没了。
条件不好的人家，还得借债。那都是血汗钱呐，
你们也能吃下去！咳……”老校长很激动，说了
那么多话，有些接不上来气儿，刘快手给他搬了
一把椅子，又让人倒了一杯水。老校长喝了两口
水。顺了顺气儿，指着刘快手对大家说道：“一
些风言风语我也听说了，说我这个学生偷肉带回
家。我现在告诉大家，他拿走的每一两肉，都送

去我们敬老院了！你们谁能像他这样，经常想起
敬老院里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老校长说完这
句话，周围的群众一片哗然，不知道谁带头鼓起
掌来。刘快手赶忙给大家磕头感谢。大家这才想
起，刘快手还穿着孝服呢，鼓掌不合适。经过老
校长的解释，大家才明白，为啥大家都知道刘快
手把剩下的肉拿走，还都请他做大厨呢？那是因
为刘快手算好了，他上的那些菜，足够大家吃饱
吃好。多出来的肉，再上了桌，也是浪费。作为
一个吃过苦挨过饿的人，他心疼。老校长说到激
动处，颤巍巍地站起来，继续说：“你们光听说
他拿肉了，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凡是被他拿走肉
的家庭，他一律不收工钱。那等于是他自己掏钱
买下的肉！作为一个厨师，他见过太多的一边债
台高筑一边铺张浪费的现象。他想改变这些陋习
，可又人微言轻，只好尽自己所能，为主家减少
损失。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发个倡议：以后我
们无论红白事，一切从简好不好？”说着，老校
长弯腰从地上捡起那个被刘得岁扔掉的馒头，举
起来对大家说：“我们才吃饱肚子没几天，不能
作贱粮食啊……”
那天回到家，董大牛把董小颖叫到身边，沉
着脸问：“哨片的事情，到底咋回事？”董小颖
低着头，不吭声。董大牛一拍桌子，正要发脾气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接通以后竟然是老校长，
董大牛赶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毕恭毕敬地接电话
。只听那边老校长笑着说：“我这个老头子，今
天是来当月老的。你们家闺女，和我们敬老院的
厨师好上了。我想给他们俩做个大媒。”董大牛
一听，连忙兴奋地问：“老校长，谁家男娃啊？
”校长笑笑说：“你今天中午还见过的，刘快手
家大儿子呀。”那孩子要模样有模样，要手艺有
手艺，董大牛当然没意见。董小颖一听是说她自
己的婚事，红着脸，跛着脚，回她自己的房间了
。她虽然长得相当俊秀，可是有点儿小儿麻痹后
遗症，走路的姿势不是很美观，因此婚姻大事一
直高不成低不就，是董大牛的一块心病。老校长
又说：“等他爷爷过了‘五七祭日，我和他爹带
着孩子上门提亲，中不中？”董大牛忙不迭地笑
着回答：“中中中！您老说了算，咋着都中！”
放下电话，董大牛拍着光秃秃的脑门，笑得牙花
子差点掉出来。闺女走路不太方便，还经常去敬
老院帮忙，一开始他还挺心疼孩子的，没想到竟
然有这样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
今天发生的事情，现在他算是明白了，原来是
闺女怕他太过于为难她的男朋友和未来的老公公，
专门请来了老校长帮刘快手救急。人家都说“唢呐
一响，闺女白养”，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自己家
闺女已经胳膊肘朝外拐了。不过闺女今天的表现，
他心里还挺满意的。因为刘快手做的那些事儿，他
很佩服。刘快手这样的人，调教出来的儿子，人品
也一定不会差。闺女嫁到这样的人家，他放心。至
于哨片的事情，是天意还是自己家闺女做的手脚，
这时候，已经没必要弄那么清楚了。
没多久，村里又传出了一个童谣：“刘快手
，真能干，‘偷肉送给敬老院；董大牛，本事大
，养的闺女不听话……”董大牛聽了，也不生气
，使劲儿对着唱童谣的孩子们哇哩哇啦地吹唢呐
，逗得孩子们围着他哈哈哈地笑，直笑得整个村
子都很热闹。

偷肉的厨师
“董大牛，就是牛，他吹喇叭第一流；刘快
手，真叫快，三翻两翻一盘菜……”这首童谣唱
的是董庄的唢呐手董大牛和小刘村的厨师刘快手
。他们俩在当地都是各自行业里的顶尖高手。人
们把他们俩戏称为“全县双一流”。
唢呐和厨师都是农村红白事离不开的行当。
刘快手和董大牛经常合作共事儿，加上是前后庄
的乡邻，因此，关系处得还算不错。可是，不知
道从什么时候起，董大牛渐渐开始看不起刘快手
了。原因是他做白事儿时，经常偷主家的肉。讲
究一些的厨师去做菜，一般都用自己的刀具，各
种刀、铲和笊篱什么的，拿一个大口袋装着，鼓
鼓囊囊的。刘快手走时，会把酒席上没用完的鸡
鸭鱼肉，趁主家的男女老少都去上坟、家里没人
的机会，塞进袋子里，让切墩儿和配菜的徒弟背
着，拿回去。刘快手开了一个农家乐，那些肉，
估计他拿回自家用了。没多长时间，这事儿连村
里的小孩子也编童谣骂他：“明一套，暗一套，
刘庄的厨师瞎胡闹。老的坑，少的瞒，鸡鸭鱼肉
偷走完……”
让人不解的是，尽管不少人都知道刘快手偷
主家的肉，可是无论红白事，请他做菜的人，却
有增无减。
董大牛心想，刘快手这个闷葫芦，别看不怎
么爱说话，心里憋着坏呢。大家让自己和一个贼
相提并论，这使得董大牛心里很隔应、很讨厌刘
快手，就老想着找机会收拾他。按照当地的规矩
，唢呐手带的响戏班子，包括吹笙的、敲梆子的
、打镲的，这些人单独一桌酒席，不仅和宾客是
一样的待遇，还有一个催菜的特权：菜跟不上趟
了，唢呐一响，厨师就得抓紧上菜。董大牛就利
用这个特权，常常找机会折腾刘快手：眼看刘快
手忙半天了，刚想坐下歇会儿，他这边拿起唢呐
吹几声，刘快手就得赶忙做菜，有多少桌就要做
多少盘，常常忙得擦汗的空儿都没有；刘快手被
折腾烦了，则会给董大牛他们那桌的菜里，多撒
一把辣椒，让他们吃得直咧嘴。把董大牛气得不
行。
两个人的矛盾激化，是从董大牛家老娘去世
三周年开始的。董大牛讲排场，买了不少鸡鸭鱼
肉招待前来祭奠的亲朋故友，可刘快手不但席面
给他做得华而不实，还把剩下的各种肉全部带走
了。
董大牛手下那些响戏班子成员，都是他们本
家的叔伯兄弟或者侄子，一个个吵嚷着要去找刘
快手算账。被董大牛拦下了。他恨恨地说：“这
个时候去和他理论，除了找吵架，啥问题也解决
不了，因为咱们没有证据。等以后找到合适的机
会，看我怎么收拾他。再者，他的工钱还没结呢
，我看他有脸找我要没有？”
第二年秋天，刘快手的爹去世，请董大牛带
人去吹响戏。这下可让董大牛和手下这几个人抓
住机会了。农村的丧事儿，规矩特别多。如果有
人烧纸吊唁，除非是舅家人或者有头有脸的人物

，唢呐一般不吹，只要是唢呐吹起来，孝子就得
出门磕头迎接。因为每个家庭这种情况不一样，
吹得次数多了，还需要另外给响戏班子加钱。童
谣是这样唱的：“喇叭一吹笙一捧，孝子的脑门
儿得磕肿；光磕头还不算，托盘里面看一看，不
是烟，就是钱，当个孝子真叫难……”
为了折腾刘快手，董大牛他们见到稍微上点年
纪的亲友来烧纸，就把唢呐吹得震天响。他这边一
吹，刘快手就得跪在大门口接客人……都是乡里乡
亲的，这种事大多数人都会带点纸钱，过去祭奠祭
奠。因此，一上午下来，刘快手累得腰酸背痛，头
磕得又红又肿，几乎要坚持不下去了。
好不容易等到吃饭，刘快手想趁机歇会儿呢
，更大的麻烦来了——董愣子和刘得岁吃着吃着
竟然打起来了。按照风俗，谁家办丧事，凡是过
去祭奠的乡邻，都留下吃酒席。近十来年，这个
风俗有些变味了，不少人都把办丧事的主家，当
成冤大头。掏上十块八块钱，买一卷烧纸，全家
都过去吃。“喇叭一响，白布一盖，全村老少等
上菜。”说的就是这种陋习。刘得岁这小子更无
耻，他是带着塑料袋来的，红烧鱼刚上桌，他连
盘子端起来，“哧溜”一下，把整条鱼都倒进了
他那个硕大的黑色塑料袋里。等清炖鸡上来，他
又要倒时，董愣子不乐意了，一伸手把碗给他夺
了回来，鸡汤溅了刘得岁一身，两人于是就吵了
起来。吵着吵着，董愣子把手里的筷子撇了过去
。刘得岁抓起一个馒头，砸在了董愣子脸上……
众人弄清楚打架的原因之后，纷纷责备刘得岁。
不料，刘得岁指着刘快手说：“我奶奶去世的时
候，他能把我们家的肉都装袋子里带走，凭啥我
就不能？”这事儿大家都憋气已久，顿时议论纷
纷。
董大牛在一旁暗自得意。刘得岁和董愣子这
俩混小子，都是他专门安排的。这时候，他看刘
快手到了千夫所指的尴尬地步，压抑了两年的火
气，终于撒了出来。心里那叫个痛快。于是，抄
起唢呐，想再给刘快手来个火上浇油。没想到，
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好的唢呐，哨片突然坏了。
他连忙去背包里拿备用哨片，可装哨片的小盒子
，怎么也找不到。董大牛头上的汗唰地就下来了
。这可是要砸招牌的意外事故。都怪他净想着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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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 「美南清寒獎助學金
美南清寒獎助學金」」 申請即將於
申請即將於55 月中旬截止
美南銀行「美南清寒獎助學金」申請即
將於 5 月中旬截止，請把握最後機會
【休士頓報導】由美南銀行所舉辦的第
17 屆「美南清寒獎助學金」將於 5 月中旬截
止，舉凡 2022 年度應屆高中畢業生均可報名
申請，具符合資格高中學子們敬請抓緊時間
儘早申請。
「美南清寒獎助學金」創設於 2005 年，

為表彰及獎勵優秀清寒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
，資助弱勢族群學子，部分大學費用，以鼓
勵優秀學，為社會培養未來專業人才。申請
者資格將不局限於美南銀行客戶，審核標準
由美南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負責，在每年應
屆申請學生中評出成績優秀前 5 名學生。評
審標準是依據申請者所提供的在校課學業成
績、課外社區服務相關證明資料、在學期間

曾參加各種活動情況，或其他活動比賽的得
獎資料等，例如演講比賽，運動比賽，學校
樂團等，和家庭經濟狀況財務證明 (收入)、
兩封介紹信教師推薦信、及學生自我介紹信
兩頁。有鑑於疫情影響，在課外社區服務和
學期間的各種活動的評審會將保留和調整審
核標準。
評選委員會在截止日後，開始審理評選

，隨後會公佈獲獎者名單，並以郵寄、郵件
等方式各別通知獲獎者 。舉凡相關具體申請
規定及資格要求、申請表格下載及相關詳情
可至美南銀行網站查詢：www.swnbk.com;
或至美南銀行各分行索取申請表格，亦可洽
詢 美 南 銀 行 公 關 Ling Chuang ( 莊 幃 婷)
713-272-5045 ， 或 email: ling.chuang@swnbk.com (Member FDIC)

休士頓亞裔商會 「亞洲餐廳月」
活動即將於 5 月 1 日展開
休士頓亞裔商會「亞洲餐廳月
」活動即將於 5 月 1 日展開，商會
聯合贊助單位、參加業者代表們，
於 4 月 25 日在中華文化中心 Chao
Center 舉行了 Kick Off Party。
休士頓亞裔商會在去年首度舉
辦「亞洲餐廳月」，以示支持在疫
情期間直接受創的餐廳業者，並提
醒消費者大休士頓地區亞裔餐廳豐
富多樣的文化風貌。參與的各類亞
洲美食餐廳達到一百家。今年，
「亞洲餐廳月」活動將貫串整個五
月，與「亞裔傳統月」互相配合呼
應。亞裔商會期待大休士頓地區將
有二百家餐廳參加。
為推廣今年第二屆亞洲餐廳月
活動，休士頓亞裔商會主席李雄帶
領工作人員及社區義工們，除了聯
絡餐廳及周邊支持網脈，也更繼續
腦力激盪新的方向，期待在第二屆
吸引更多餐廳投入，以使饒富意義
的「亞洲餐廳月」活動，成為休士
頓亞裔商會的年度經典活動。
商會主席李雄表示今年各地已
經繼續開放，搭配五月的亞裔傳統
月活動，第二屆「亞洲餐廳月」規
劃更詳細、規模更盛大。深耕中國
城及亞裔商圈多年的主席李雄説，
亞洲美食本來已經深受消費者喜愛

，此活動將使亞洲餐廳的資訊集中
並廣為宣傳，使其在廣大消費市場
能見度大增。
商會理事同時也是「亞洲餐廳
月」活動的主席 Sydney Dao 表示
，今年活動加上方便的聯通訊息管
道及有趣的打卡贈品活動，使第二
屆互動模式更為完整。她並在台上
介紹大家如何使用 Pin 在餐廳打卡
，打卡愈多家，贈品選擇愈豐富。
Sydney Dao 並現場展示包括活動
裇衫及背包，新穎設計得到在場來
賓好評。
同時擔任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

員會主席的李雄也身兼贊助者，他
熟知區內商家，強調中國城周邊一
哩範圍內，聚集了大約超過 125 家
餐廳，6 家超市，20 家主要亞裔人
士擁有的購物中心，10 家銀行；而
整個休士頓亞洲人士擁有餐廳佔總
數四成，這些數據都顯示「亞洲餐
廳月」所代表的意義及對多方的影
響力。
其他致詞者分別代表的贊助單
位 包 括 ： Houston First Corporation, Comerica Bank, Coca Cola
Southwest Beverages, Bear Robotics 等，都對此即將展開活動表達期

亞裔商會主席李雄、
亞裔商會主席李雄
、 「亞洲餐廳月
亞洲餐廳月」」 主席
Sydney Dao、
Dao、商會社區發展總監 Paul Gor 與
贊助單位之一 Comerica Bank 代表合影
代表合影。
。

待及支持。
今年工作人員除了可以幫助參
加業者填寫所需表格、解說各種配
合活動服務外，亞裔商會還會將業
者最需要的各種食安消安經營法規
資料、及如電費特別優惠方案等的
資訊，貼心提供予參加活動業者。
而且因為贊助熱烈，這次參與業者
為免費登記。
加入「亞洲餐廳月」餐廳訊息
將列出在新設計的活動網頁上：
www.AsianRestaurantMonth.com
並將在網上維持一整年。參加的餐
廳也將成為亞裔商會基本會員，還

亞裔商會主席李雄與商會社區發展總監 Paul
Gor 展示本屆餐廳月特別設計的 Pin 登記通關
系統。
系統
。餐廳得以知曉顧客活動期流量
餐廳得以知曉顧客活動期流量，
，消費
者則可以累積次數換得活動獎項。
者則可以累積次數換得活動獎項
。

會被介紹於「亞洲餐廳月」的其他
社交媒體平台上，並被納入宣傳及
媒體活動中。
活動還包括休士頓亞裔商會舉
辦的數場講座，已經進行過主題有
餐廳食品及消防安全、於電器及用
電帳單上減少開銷的技巧；而接下
來還有關於材料與供應鍊的業界討
論等。所有活動相關細節資訊，也
請 參 考 AsianChamber-Hou.org/
AsianRestaurantMonth

亞裔商會主席李雄（左八
亞裔商會主席李雄（
左八）
）及商會理事也是
「亞洲餐廳月
亞洲餐廳月」」 主席 Sydney Dao（
Dao（左七
左七）
）及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餐飲業者
餐飲業者、
、社區志工合影
社區志工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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