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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任何形式的盜竊對房主
來說都是災難性的。您的家
不僅包含具有經濟價值的物
品，還包含對您和您的家人
具有情感價值的物品。這就
是為什麼擁有一份合適的房
主保險計劃在不幸的盜竊事
件發生時就顯得至關重要。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您家中的
盜竊損失？

通常的房主（包括租客
）保險包括您的個人財產的
賠付。盜竊造成的損失通常
包括在個人財產保護中。這
意味著，如果入侵者闖入並
從您的房屋內偷走貴重物品
，您的家庭保險應該涵蓋它
。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即使
盜竊發生在您家外，大多數
保單中的個人財產保險通常
也會保護這些個人物品，但
會有一定的限額。個人財產
限額最初設置為您的住宅保

險範圍的一個百分比，這個
限額決定了您的保險公司最
多可以為您賠償多少個人財
產損失。所以根據您家中物
品的價值設置適合您自己的
限額非常重要，以防在意外
發生時保護您的個人財產免
受重大損失。當然個人財產
的賠付也是需要滿足自負額
的。
如果汽車被盜，房主保險是
否涵蓋？

不會，如果您的汽車被
盜，您的房主保單不會涵蓋
汽車丟失的損失。綜合意外
保險是您汽車保險單的一個
可選擇的保險項目，將涵蓋
此類損失。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從汽車裡
盜竊走的東西？

如上所述，汽車的綜合
保險將涵蓋因入侵盜竊而造
成的汽車本身的損失，包括

車輛維修的費用。永久安裝
在您車內的音響設備也會包
括在內。至於從您的汽車中
被盜的其他便攜的個人物品
，您的房屋、公寓保險或租
房者保單可能會彌補您的損
失。對這些物品，您需要保
留足夠的所有權的憑證，比
如說收據，以備不時之需。

如上所述，您的房屋或
租客保單自付額將適用於任
何承保損失，並且在達到免
賠額之前不會支付任何款項
。

如果您剛剛經歷過盜竊
或入室盜竊，請立即聯繫警
方報案。然後，盡快向您的
保險公司提出索賠。

雖然被盜是你希望永遠
都不需要經歷的事情，但你
還是需要一些基本知識未雨
綢繆。比如，創建一個家庭
庫存清單，可以讓你更容易

地識別入室盜竊後可能失踪
的個人物品。也請養成為貴
重物品保留收據的習慣。當
然，更重要的是了解你的保
單是否滿足你的需求。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大家購買房屋保險時一
定要了解保單格式和承保內
容。每家保險公司評估投保
的條件重點都不盡相同，保
費費率各異，尋找有經驗靠
譜，產品代理多的保險代理
綜合報價尤為重要。

無論是自住房險，房東
險還是 Condo，Duplex 險，
瑞源保險事務所代理眾多A
評級的保險公司，以幫助我
們的客戶找到合適的保單和
優質便宜的報價。歡迎免費
諮詢。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
請不收取任何手續費。我們
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險

，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
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
護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
和保險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
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
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瑞
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
士擁有20年的保險行業經驗
。曾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
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
業知識，積極義務服務社區
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瑞女士直線電話：
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
：12149718026，公司 Email:
INFO@BENEFONS.COM
。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
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
章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盜竊損失？

黴菌如果開始在家中生長
，就可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
題。黴菌的生長通常可能會發
生在有水分的地方- 而且並不
總是在你立即可以注意到的地
方。如果不及時修復黴菌，可
能會給您的家人帶來健康問題
，並對您的住所和財物造成損
害。

在處理黴菌損壞時，您可
能會考慮聯繫您的房屋保險公
司，只是發現它並不在您的保

單的承保範
圍之內。黴
菌保險並不
總是有保證
的，因此了
解房主保險
何時承保黴
菌損壞是非
常重要的。
房主保險何
時承保黴菌
損壞？

房主保險何時承保黴菌損
害？您的黴菌損壞是否被涵蓋
是基於黴菌的來源。如果黴菌
是由於保單中列出的承保風險
或事件（通常與水損壞有關）
而造成的，那麼您的保險可能
會涵蓋黴菌損壞。
可能涵蓋的黴菌損壞的情況

一般來說，由以下這些情
況造成的黴菌損壞可能會得到
賠償：

● 設備故障，如熱水器，洗
衣機或洗碗機，導致洩漏導致
的
● 爆裂或凍結的管道而導致
的
● 滅火造成的水災損壞

重要的是要注意，對於上
述各種情況，保險公司可能會
賠償黴菌造成的損壞而不是造
成黴菌損害的源頭。這意味著
您的保險公司可以幫助您進行
黴菌修復和修復地板或牆壁，
但它可能不會為您更換損壞的
設備。您的保單也可能對黴菌
賠償所支付的金額設定上限，
這可能不包括所有黴菌損壞。
房主保險何時不承保黴菌損壞
？

通常房主保險不會涵蓋由
於缺乏定期保養或維護造成的
黴菌損害。
可能不會被涵蓋的黴菌損壞的
情況

如果由於以下原因形成的黴菌
，您可能不會被涵蓋：
● 浴室或廚房通風不良導致
濕度增加
● 馬桶或淋浴器底部的密封
不當，使水滲入地板
● 骯髒或破損的屋頂排水槽
迫使水流進房屋的其他部分

如果您的保險公司認為您
的黴菌損壞是可以預防的，那
麼您可能會需要完全自掏腰包
進行維修。
當然洪水通常不涵蓋在標準房
主保險單中，通常需要單獨購
買洪水保險。如果您處於高風
險地區，這可能是值得購買的
，甚至可能是法律要求的。
防止黴菌在家中生長

無論是黴菌由於濕度過高
，冷凝還是真正的水害造成的
，您家中容易聚集水分的區域
將最容易發生黴菌。
控制水分的技巧

為了有效防止室內過度潮
濕，請遵循以下提示：
● 在水害發生後的一兩天內
及時清理漏水和溢出物
● 定期清理和維修屋頂排水

槽
● 確保空調滴水盤清潔，排
水管路正常流動
● 檢查房子周圍的地面是否
有朝著您房屋之外的方向傾斜
的坡度，以免水聚集在地基周
圍

控制房屋濕度也是管理水
分的關鍵部分。盡量保持室內
低濕度; 如果你有辦法測量它
，濕度應該保持在 60%以下。
留意窗戶，牆壁或管道上的冷
凝水積聚，因為這可能意味著
高濕度。
黴菌生長很可能會是一個令您
不快的突然發現，但大多數時
候，定期維護和檢查房屋可以
防止它失控。
歡迎聯繫瑞源保險公司，免費
諮詢。我們可根據您的獨特需
求進行定制您的房屋保單。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屋主的
個人條件的重點都不盡相同，
保費費率各異，尋找有經驗靠
譜的保險代理綜合報價尤為重
要。瑞源保險事務所代理眾多
A 級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

合適的保單和優質便宜的報價
。
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
險，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
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護
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
險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源保
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
領域享有盛譽。瑞源保險事務
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20年的
保險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
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
的保險專業知識，是美國醫療
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
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
專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
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 瑞 女 士 直 線 電 話 ：
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IN-
FO@BENEFONS.COM。公司
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
，服務全德州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
未經允許請勿轉載，歡迎個人
轉發。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黴菌？

家長學生都點讚家長學生都點讚 CixiCixi音樂教室功力了得音樂教室功力了得

(美南新聞休斯頓報導) 研究指出：父母為孩子做過最棒
的一件事之一，是讓孩子 「學音樂」，因為學習音樂能讓孩
子一生都受惠，孩子會更有自信心、有更好的表達與閱讀能
力、能強化語言能力、能幫助學習成績甚至提高智商、能更好的
管理自己的情緒，創造力也更豐富，得到好的音樂訓練的小孩，
聽覺更敏銳，在數理上的表現常常比較好，因為學音樂的人對於
時間與空間的推理能力上有更好的提升。
幫助每個孩子找到最對味的學習

Cixi 音樂教室(Cixi Music Studio)的創辦人Cixi，就受惠於音
樂良多，她希望把這個禮物讓更多人享有。Cixi回想她小時候，
父母親認為音樂能怡情養性，所以讓自己學鋼琴，然而，他們沒
有想到，學鋼琴對自己的影響竟然如此深遠，甚至後來成為鋼琴
老師。Cixi表示，在我幼年成長的歷程中，彈鋼琴對我來說是一
種很大的樂趣。做了老師之後，我希望能與學生分享我的美好經
驗、以及能享受音樂的樂趣。

然而，較傳統的舊式教學方法，因為缺乏因材施教的彈性，
對於現今的孩子已經不再適用，每個學生都有獨特的個性，有自
己的學習步調，身為老師，我期待幫助每個孩子找到最對味的學
習方式。因為了解孩子，也能將心比心站在家長的立場考量，
Cixi 音樂教室廣被學生與家長讚賞，好口碑口耳相傳。

佳評不斷，Cixi音樂教室被譽為是大休斯頓地區最好的音樂
學校之一，教授鋼琴、歌唱、小提琴、吉他等，有一對一教學，
也有優質的小班課程，三個教學點都位於華裔朋友居住比較密集
的地方，分別在休斯頓中國城、梨城和凱蒂。教師團隊專業、富
有熱情、認真、親切，都有豐富的演奏與教學經驗，至今已耕耘
了16年個年頭。
樂趣與成就感

Cixi音樂教室的焦點，是幫助學生在學習音樂這條路上，能
找到樂趣與成就感。Cixi希望用有趣而快樂的方式傳達音樂的美
妙，也期許學生能夠打下紮實的音樂基礎，並學習用各種音樂類
型來表達自己內在的感受與熱情。她的教學方式，獲得眾多家長
和學生的肯定。在優質的教學啟發下，Cixi音樂教室的學生屢屢
在國際音樂考試中取得優秀的成績。
創辦人Cixi以前曾全職的在公立學校（Aldine和Sheldon ISD學區
）當小學音樂老師，教授鋼琴、管弦樂器等，長達七、八年的時

間，也擔任過中學的樂隊指導，她身
懷熱忱，專業能力更是每位學生和家
長都能親身體會到的。Cixi 音樂教室
目 前 是 美 國 音 樂 教 師 協 會 (National
Music Teachers Association)、 德州音樂
教師協會（Texas Music Teachers Asso-
ciation） 和 休 斯 頓 音 樂 教 師 協 會
（Houston Music Teachers Association）
的成員。
教學方式兼具多樣性與趣味

因為過去曾長期擔任公立學校音
樂老師的經驗，讓 Cixi 與其他只有演
奏經驗的私人音樂老師很不同，她特別知道如何“引導”孩子，
經驗極為豐富。小朋友的注意力相對的短暫，也不喜歡一成不變
，她的教學方式兼具多樣性與趣味性，包括語言上的鼓勵、運用
遊戲和活動、設立多種小獎勵、帶領學生去市中心聆聽休斯頓交
響樂團的專業演出，鼓勵小朋友能獨立的思考問題，而非簡單的
只是告訴他們一個答案或知識。

Cixi 自幼學音樂，她 5 歲開始學鋼琴，16 歲就通過英皇
（ABRSM）鋼琴八級考試，開始教學生。她的第一份工作，就
是當鋼琴教師，這也是她熱愛至今的工作。從孩童時代練琴開始
，她在彈鋼琴中感受到音符的美妙和樂趣；在教學上，與學生的
互動裡，Cixi獲得了當老師的成就感，她教授音樂技巧、分享感
受經驗，啟發學生enjoy音樂、喜愛音樂。Cixi愛上音樂教育，
把音樂教育當成自己一生全心全意要走的路。
紮實的基礎很重要

有些家長期待孩子能盡快掌握演奏的技巧，然而，Cixi強調
基礎的重要性，Cixi音樂教室要求學生在學習下一項技能之前，
必須先能掌握一些重要的音樂技能，例如計算節奏、閱讀樂譜和
良好的姿勢。若是急於前進，學生很可能缺乏穩固的基礎，這樣
在未來遇到問題或瓶頸時，他們容易輕言放棄，因此，打好紮實
的基礎很關鍵。我們希望學生享受學習音樂的過程，同時也期望

他們具有優越的技能
。
Cixi 認為：學習 + 樂
趣 = 成功 (Learning +
Fun = Success)

從公立學校到私
人的音樂教室，Cixi
教的學生非常多，至今已經超過千名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口耳相
傳，家長互相介紹來的。其實，家長送孩子學琴，大多數並非希
望他們日後成為鋼琴家，而是希望培養孩子一個興趣喜好。對
Cixi來說，學習音樂不僅是培養興趣，也是性格和自律的養成。
當然，如同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學音樂的好處多多，孩子一生
在許多方面都將因此而受惠。

Cixi音樂教室(Cixi Music Studio)秋季招生，學期將於八月21
日開始。電話：281-826-2256。

中國城地址： 9730 Town Park Dr., Suite 96, Houston, TX
77036
梨城地址：2809 Miller Ranch Rd. Suite 401, Pearland, TX 77584
Katy地址：15022 Lakefair Dr., Richmond, TX 77406
網站：https://www.ciximusic.com/
Facebook頁面https://facebook.com/ciximusic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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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區管委會為J區市議員Ed Pollard 舉行募款餐會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訊】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

會主席李雄與管委會經濟組組長David Peters 於15日晚間於東
海餐廳，為休士頓J區市議員Edward Pollard 舉行募款餐會，
並且邀請多位社區領袖聚集與市議員交換意見。

市議員Edward Pollard 選區J區覆蓋很大部分的西南區管
理委員會範圍，也是很大部分的西南區中國城範圍。Edward
Pollard 歷來已經參與許多與J區民眾相關的事務及活動，他更
歡迎此類能夠與各行各業專業代表的社區領袖們，面對面交
換意見的機會。

管委會主席李雄在餐會一開始就表示，公民要對公共事
務表示意見，與選區市議員能夠面對面溝通是最有效的方法
；他召集這次募款餐會，希望大家能夠和Edward Pollard 直接
反映一些J 區的問題，另外也把握機會提出對J區的期待及願
景，雙方可以交換意見並討論可能的合作方向。

Edward Pollard 則先向在座所有人自我介紹，他成長於休
士頓西南區，主修政治學，但曾經以職業運動員身份在外國
生活工作。他回美繼續研讀法律並選上市議員職務，順利走
上從政之路。Ed Pollard 表示，市議員就是市民的僱員，是為
全體市民服務的；他更表示身為公僕，他不著重強調個人政
黨，而是認為要以公民社會的價值觀為共識歸依，要找出大
家都重視的事務，共同努力進步。他希望大家能夠告訴、提
醒他，他應該為大家服務的事情；他並強調J 區是族裔多元
，各種文化及生活特色都鮮明特殊的地區，應該要更繁榮安
全美好，並向休士頓其他地區的市民強力推薦出去。

華埠律師宋秉頴女士表示J區的治安問題始終持續受到關
注，在座的地產經營者王藝達女士也講述最近發生在她產業
上的搶劫事件；前幾個月投身地區黨內初選的周浩恩則提出

增加抵達西南區華埠的巴士路線的可行性，比如正討論規劃
中的由蓋勒利亞區行駛來華埠的路線就十分令人期待。David
Peters 舉最近剛舉辦過的國慶日活動Liberty Fest 為例，列舉
大型活動對凝聚社區力量並介紹宣傳社區的重要性和效果，
並討論未來可能的調整及擴展。管委會主席李雄進一步表示
，要考慮在J區範圍中，尋找適合地點以成立居民文化活動中
心。Edward Pollard 表示這是非常重要的地區願景，希望有效
與社區討論、整合意見，具體規劃並推動。李雄主席並提及
Pollard 市議員於越戰紀念日宣布設立的退伍軍人紀念碑，此
碑不只是紀念美國參與越戰退伍軍人，還包括不同族裔的退
伍軍人，Pollard 表示此碑最快可能於年底前完成，將豎立在
J 區的 Club Creek Park。另在座的開發案環境評估專家 Mi-
chael Zhang 也與身為華埠最房地產及管理業者的李雄主席，
就個人的專精範圍表示地區發展的看法。

說到市議員服務選民，但議員辦公室在市中心區，離華
埠有段距離。李雄主席表示西南區管委會願意提供辦公室，
作為Pollard 市議員的新聞室，以方便與媒體及地區代表會面
、發佈訊息。Pollard 表示這是個很好的構想，他非常願意藉
此安排與社區維持溝通交流。Pollard 並表示希望此次餐聚後
，他的辦公室及在座社區代表，都可以就討論到的構想，繼
續思考並付諸下一階段行動，使提議具體進展。他並表示公
民一定要持續反映自己的意見，讓相關公職人員看到、聽見
，就能更有效推動公共事務往理想方向前進。

15日晚的募款餐會在大家與Edward Pollard 市議員合影後
圓滿結束，除了各自帶回社區發展的思考以待接續合作進行
外，現場募款成績達到六千元以上，並後續有網路捐款，表
達對J區Pollard 市議員的肯定及持續支持。

王朝旅遊--摩洛哥王國
摩洛哥王國，簡稱摩洛哥，在非洲

最北部，這裡沿海一線的植被相對廣袤
，被稱作“北非的後花園”。它也是全
世界最多色彩的國家，現在讓王朝旅遊
為大家介紹最美麗也是最出名的城鎮
『卡薩布蘭卡』，它是摩洛哥第一大城

市，被譽為摩洛哥的經濟首都，也因為
《北非諜影》這部不朽的經典電影為眾
人所熟悉。

『馬拉喀什』是摩洛哥四大皇城之
一，也是重要的商貿中心和旅遊城市。
『阿伊特本哈杜』是一處於中世紀興建

起來的鄉村防禦工事，它地處阿特拉斯
群山中，守衛著一條穿過撒哈拉沙漠的
重要商業路線。

小城 『瓦爾紮紮特』是一座焦糖色
的綠洲，與非洲湛藍的天空形成鮮明對
比。多數知名電影在這裡拍攝，像是

《角鬥士》《四片羽毛》等
，可以在眾多名人走過的星
光大道上漫步, 還能騎上駱駝

去一睹沙丘的風采。 『陶德拉峽谷』被
譽為世界上最壯觀的峽谷之一，峽谷矗
立於阿特拉斯山脈東部，谷底有一條細
小的河流穿流而過，可以感受大自然的
雄偉壯麗和鬼斧神工。

『梅祖卡』是摩洛哥東南部的一個
小村莊，是座典型的撒哈拉村落。因為
擁有摩洛哥最高的沙丘地帶而出名。下
一站是 『伊芙漢』，這裡是摩洛哥當地
最為歐化的城市，位於古城 『菲斯』南
部，因為有大片平滑山坡，所以是著名
的滑雪勝地。
『梅克內斯』坐落於摩洛哥北部，與首

都 『拉巴特』相鄰。梅克內斯是摩洛哥
四大皇城中最年輕的城市，古城最著名
的是其蜿蜒徘徊的古城牆和城牆上眾多
馬格里布式古城門。 『得土安』是一座
頗具特色的歷史古城，這裡保留了很多

西班牙殖民時期建築風格且城中建築多
以白色為主，也被稱為“白城”。

『舍夫沙萬』位於摩洛哥東北部，
山谷之中。這裡遠離大都市的繁華，大
多數民宅門口、階梯和牆壁都被塗繪成
最燦爛的天空藍，這裡也被稱為藍色小
鎮。

拉巴特作為摩洛哥的首都，也是四
大皇城之一，瀕臨大西洋，有不少海濱
浴場，是旅遊、消夏的好地方。拉巴特
王宮、穆罕默德五世陵墓等是最受遊客
歡迎的幾處名勝。

更多精彩行程盡在王朝旅遊，總有
一個讓您心滿意足。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
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 A14，敦煌廣
場隔壁，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美南新聞泉深】佛教有句名言：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佛陀” ，這句話

常常出現在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可以說

我們每一個人對它都不陌生。這句話的

本意是說：為死去的人造七級塔，不如

救人一命的功德更大，更有意義。這句

話在糖城（City of Sugar Land) 的百佳超

市（JUSGO Supermarket) 顯靈。

昨天晚上（8月17日）20:47時，糖

城百佳超市已經在關門打烊，顧客們正

在等候最後時間結賬，我的鄰居好友邢

佩華（Paula Xing) 和女兒Mary Sun剛買

菜付完款離開時，突然聽到“咚“的一

聲巨響，還以為是一個巨大的冬瓜從很

高的貨架上摔到地上的聲音。回頭一看

，發現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昏倒，後腦

勺著地摔在地上。邢女士第一時間跑過

去，立即拿掉她的口罩，讓她能呼吸，

不要搬動和揉她的頭，同時讓女兒Mary

立馬打911報警急救。

根據邢女士在醫院工作過的經驗，

她和倒地的人一直在講話，判斷她有沒

有知覺和呼吸，但當時病人一點反應都

沒有了，邢女士有些緊張，拿手機的電

筒照她的眼睛，看瞳孔有

沒有反應，如果再沒有反

應，她要決定給病人做心

臟按摩。

通過電筒照曈孔後，

病人睜開了眼睛，邢女士

就問她有沒有糖尿病、低

血糖、高血壓、心髒病或

吃了什麼藥，有沒有得新

冠（COVID-19）？病人的

回答含含糊糊，邢女士聽

不懂，問她是不是越南人

，她說她是中國人。

與此同時，店員立即

打開店門，等候急救人員

到達，不到5分鐘，急救

車到達現場。急救人員對

病人進行了檢查，立即抬

上急救車送入醫院，並告

訴邢女士母女，她們的反

應及時，病人現在沒有生

命危險。得知這個安全的

消息，邢女士母女才洗手

回家。儘管邢女士以前在

國內醫院工作過，救過不

少病人，但手仍然有些顫抖。

就在休斯頓，Mary 也不是第一次救

人了。 Mary 畢業於德克薩斯大學藥學

院，獲得藥學博士學位，在德州醫學中

心醫院工作。疫情前Mary和醫生們在查

房時，忽然聽到ICU走廊的衛生間有人

摔倒的聲音，這是一個帶淋浴的衛生間

，她先是用她的工作卡試圖打開衛生間

的鑰匙孔不成功，後來用一個分錢的硬

幣打開了門鎖孔，發現是一個病人的家

屬、約六十歲左右的男士摔倒在地上，

她立即呼叫急救人員把他帶到醫院的急

救室，挽救了他的生命。她們母女是我

們美國華人的英雄！這事如果發生在國

內，根據國內的現狀，估計也沒有人去

管，生怕碰瓷。

邢佩華和女兒Mary是慷慨大方的母

女，平時利用業餘時間在家的後院種蔬

菜水果，經常開車將蔬菜水果送到筆者

家門口，有時又打電話讓筆者過去拿準

備好的蔬菜水果。經常吃到邢女士的有

機蔬菜水果，筆者萬分感動，在此也表

示衷心的感謝！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佛陀” 在糖城百佳超市顯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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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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2年8月19日       Friday, August 19, 2022

廣告



BB55
星期五       2022年8月19日       Friday, August 19, 2022

休城社區

德州本地新聞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network
www.famehall.com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zzi.net

每年一度的每年一度的20222022休斯敦餐館周於休斯敦餐館周於88月月11日至日至20222022年年99月月55日隆重登場日隆重登場
，，上百家休斯敦優質餐廳紛紛推出自己的拿手絕活分早午晚套餐享貽上百家休斯敦優質餐廳紛紛推出自己的拿手絕活分早午晚套餐享貽
老饕們老饕們。。 20222022年年88月月88日日，，世界名人網餐飲指南休市美食巡禮來到由世界名人網餐飲指南休市美食巡禮來到由
名廚名廚Christine HaChristine Ha和和Tony J. NguyenTony J. Nguyen著名越二代主廚的著名越二代主廚的Xin ChaoXin Chao餐廳餐廳
，，美食美景加上陽光明媚的夏日美食美景加上陽光明媚的夏日，，讓休市名人陳韻梅在平常一流美食讓休市名人陳韻梅在平常一流美食
之餘之餘，，風光無限風光無限，，盡顯青春靚麗盡顯青春靚麗。。

美南電視小記者培訓班經歷了兩個多月的實戰培訓後美南電視小記者培訓班經歷了兩個多月的實戰培訓後，，全體小記者均圓滿獲得了畢業證書全體小記者均圓滿獲得了畢業證書。。 20222022年年88月月88日日，，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
華華、、社長朱勤勤社長朱勤勤、、小記者班教官辛健小記者班教官辛健、、王潔王潔、、蓋軍蓋軍，，總協調陳鐵梅及全體畢業生在美南新聞休斯敦國際演播室總協調陳鐵梅及全體畢業生在美南新聞休斯敦國際演播室(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
dio)dio)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小記者們也全部上台做了匯報表演小記者們也全部上台做了匯報表演，，家長們紛紛熟悉大拇指家長們紛紛熟悉大拇指，，感受孩子們在名師指點下的巨大變化感受孩子們在名師指點下的巨大變化。。

20222022年年88月月66日日，，歷時十年聞名於世的休斯敦高地白衣節歷時十年聞名於世的休斯敦高地白衣節(White Linen Night in the Height)(White Linen Night in the Height)經歷經歷
了兩年疫情之後盛大登場了兩年疫情之後盛大登場，，休斯敦時尚達人休斯敦時尚達人Nancy XieNancy Xie身著一襲白連衣裙徜徉在青春洋溢的海身著一襲白連衣裙徜徉在青春洋溢的海
洋裡洋裡，，帥哥美女爭相前來索取合影帥哥美女爭相前來索取合影，，打卡各大自媒體打卡各大自媒體，，享受無盡美好時光享受無盡美好時光。。

20222022年年88月月33日日，，達拉斯著名僑領達拉斯著名僑領、、李中原之父李慶民李中原之父李慶民Stephen LeeStephen Lee在達拉斯設宴款待不約而在達拉斯設宴款待不約而
同前來達拉斯訪問的著名作家李著華同前來達拉斯訪問的著名作家李著華（（艾野艾野），），首都華盛頓著名律師黃瑞禮美國首都華府新首都華盛頓著名律師黃瑞禮美國首都華府新
聞日報社長李靜芳聞日報社長李靜芳，，及達拉斯日報社長李靜蘭及達拉斯日報社長李靜蘭，，休斯頓市艾隆貸款羅敏及友人等賓主皆歡休斯頓市艾隆貸款羅敏及友人等賓主皆歡。。

20222022年年88月月77日日，，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在130130大廳舉辦大廳舉辦20222022大休斯敦地區中秋晚宴國慶昇旗遊園會系列活動新聞發布會大休斯敦地區中秋晚宴國慶昇旗遊園會系列活動新聞發布會
。。圖為中心董事長陳珂圖為中心董事長陳珂、、執行長方一川及兩大活動負責人上台合影執行長方一川及兩大活動負責人上台合影。。右起右起：：陳珂董事長陳珂董事長、、方一川執行長方一川執行長、、升旗副主席鄧升旗副主席鄧
潤京潤京、、晚宴副主席楊保華晚宴副主席楊保華、、陳皙晴陳皙晴、、晚宴主席張經坤晚宴主席張經坤、、升旗主席王福生升旗主席王福生、、藝術表演中負責人王曉芬藝術表演中負責人王曉芬、、名譽主席卿梅名譽主席卿梅、、升升
旗秘書長劉揚威旗秘書長劉揚威。。另外著名僑領龔作君將擔任榮譽主席另外著名僑領龔作君將擔任榮譽主席。。

位於休斯敦黃金廣場的明記砂鍋粥店小名氣大位於休斯敦黃金廣場的明記砂鍋粥店小名氣大，，遠近客人絡繹不絕遠近客人絡繹不絕，，來自林城的客來自林城的客
人也豎起大拇指稱讚潮州菜為天下一絕人也豎起大拇指稱讚潮州菜為天下一絕。。最美老闆娘最美老闆娘AnnaAnna親自做服務員親自做服務員，，不僅熱心不僅熱心
推薦海鮮粥推薦海鮮粥、、潮式大拼盤讓你的胃口大開潮式大拼盤讓你的胃口大開，，而且整個店面古樸簡介而且整個店面古樸簡介，，讓你的思鄉之讓你的思鄉之
情得到了最大的滿足情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有休斯敦有休斯敦““後花園後花園””之稱位於休斯敦市中心北大門之側的之稱位於休斯敦市中心北大門之側的POST HTXPOST HTX名揚四海名揚四海，，休斯敦領風時休斯敦領風時
尚佳人郭劉一靜於尚佳人郭劉一靜於20222022年年88月月55日借陪同奧克拉哈馬閨蜜來休斯敦繁忙商務之旅閒暇前往太空中日借陪同奧克拉哈馬閨蜜來休斯敦繁忙商務之旅閒暇前往太空中
心心、、KemahKemah風情小鎮風情小鎮、、蓋沃斯頓海邊一日遊之際蓋沃斯頓海邊一日遊之際，，來到著名的來到著名的POST Market Food CourtPOST Market Food Court用餐用餐，，享享
受無盡的夏日時光受無盡的夏日時光。。

20222022年年88月月77日日，，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在130130大廳舉辦中國駐美大使館向靳寶善公益圖書館捐贈圖書及音像作品捐贈儀式大廳舉辦中國駐美大使館向靳寶善公益圖書館捐贈圖書及音像作品捐贈儀式。。圖為中國人活動中心圖為中國人活動中心
董事會陳珂董事長董事會陳珂董事長、、方一川執委長方一川執委長，，著名律師徐建勳著名律師徐建勳，，休斯敦各大社團負責人許涓涓休斯敦各大社團負責人許涓涓、、楊萬青楊萬青、、王可珍王可珍、、徐瑜徐瑜、、劉根明劉根明、、HenryHenry暨中心執委會成員暨中心執委會成員
上台合影上台合影，，感謝大使館對靳寶善圖書館的大力支持感謝大使館對靳寶善圖書館的大力支持。。 。。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國會懷俄明州的眾議員利茲·切尼
（Liz Cheney）眾議員是共和黨內唐納德·特朗普的尖銳的批評者
，他在國會對 1 月 6 日襲擊國會大廈的調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她在本次初選前祈求民主黨人改變成共和黨人為她投票，但這個
幻想也破滅，她於8月16日週二的美國初選中輸給了特朗普支持
的懷俄明州的挑戰者哈麗特·哈格曼（Harriet Hageman）。

但另一位反抗前總統的共和黨參議員麗莎·穆爾科夫斯基
（Lisa Murkowski）於星期二在阿拉斯加掃清了障礙。她將在 11
月 8 日的國會選舉中面對特朗普認可的挑戰者凱利·齊巴卡
（Kelly Tshibaka），因為這兩名候選人在該州的無黨派初選中取
得了進展，雙方進入下一輪的決選。

切尼被特朗普支持的哈麗特·哈格曼擊敗，這標誌著這位前
總統在去年推翻支持彈劾他的共和黨人的競選活動中取得了重大
勝利。

在承認競選失敗時，切尼表示她不願意“跟隨特朗普總統關
於 2020 年大選“贏得初選” 的謊言。

她告訴支持者：“這將需要我讓他不斷努力解開我們的民主
制度並攻擊我們共和國的基礎，這是我不能也不會走的道路。”

根據選舉監測公司愛迪生研究公司的數據，懷俄明州統計
了 99% 的預期選票，哈格曼以 66.3% 的選票領先共和黨，其次

是切尼，只獲得 28.9% 的選票，遠低於哈格曼的一半。
阿拉斯加的結果還不太明確
據愛迪生稱，在 72% 的預期選票中，穆爾科夫斯基以

42.7% 的得票率微弱領先，其次是奇巴卡（41.4%）和民主黨人
帕特里夏·切斯布羅（Patricia Chesbro），得票率為 6.2%。該州
的無黨派主要形式淘汰了除前四名投票者之外的所有人。

穆爾科夫斯基是一位溫和派，是參議院中較為獨立的聲音之
一，自 2003 年以來一直擔任該席位。

同樣在阿拉斯加，愛迪生預測，在完成三月份去世的眾議員
唐·楊的任期的三人競賽中，沒有候選人會成為明顯的贏家。

這場選舉賽讓前州長和特朗普支持的 2008 年副總統候選人
莎拉·佩林與共和黨人尼克·貝吉奇三世和民主黨人瑪麗·佩爾托
拉進行了較量，獲勝者將於 8 月 31 日公佈。

懷俄明州和阿拉斯加州都是可靠的共和黨州，因此結果不太
可能影響喬·拜登總統的民主黨是否會失去他們在國會的微弱多
數。預計共和黨人將重新奪回眾議院，並有機會贏得參議院的控
制權。

切尼的下台是特朗普對共和黨持久影響力的最新跡象
特朗普曾暗示他將在 2024 年競選總統，他將結束切尼的國

會生涯作為他在 2021 年支持彈劾他的 10 名眾議院共和黨人的首

要任務，他的目標已經實現。
切尼是共和黨前副總統迪克·切尼的女兒，她利用她在 1 月

6 日調查國會騷亂情況的委員會中的職位，繼續關注特朗普當天
的行為以及他聲稱贏得 2020 年大選的“虛假說法”。

如果共和黨人在 11 月贏得對眾議院的控制權，預計他們將
解除 1 月 6 日的調查。新一屆國會議員將於 1 月就座。

接受特朗普支持的自然資源律師哈格曼批評切尼的讓步演說
，稱她只關心自己的失敗，將自己的失敗與林肯的選舉失敗相提
並論，這表明她並不關心她所在州面臨的問題。

哈格曼在福克斯新聞上說：“她（切尼）仍然專注於對特朗
普總統的批評和懷俄明州公民的痴迷，懷俄明州的選民今晚發出
了一個非常響亮的信息——切尼走人。”

眾議院的切尼投票以煽動國會暴動的罪名彈劾特朗普，而參
議院的穆爾科夫斯基則投票決定以該罪名將特朗普定罪，特朗普
最終被無罪釋放。

穆爾科夫斯基的下一個競爭對手也是特朗普認可的挑戰者齊
巴卡，預計她勝算的機會可能性很小。在支持彈劾特朗普的 10
名共和黨議員中，有可能只有一位議員——華盛頓州的丹·紐豪
斯——將在 11 月的選舉後進入國會。華盛頓州是典型的民黨州
，打砸搶燒殺事件不斷出現。

特朗普批評利茲·切尼在美國初選中落敗
穆爾科夫斯基倖存下來進入11月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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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達11名新加盟球員
流浪望貫徹重視年輕球員方針

香港文匯報訊標準流浪於17日下午先後在
訓練場地及今季主場斧山道運動場拜神，祈求
新季事事順利。球隊今季有多達11名新加盟球
員，當中有8名為U22球員，貫徹會方重視年輕
球員之方針，而個別具經驗、質素球員加入則
充實陣容，讓球隊向既定目標進發。

標準流浪今季簽入巴西外援大衛巴拉、卡
西奧，並獲前港腳林學曦“回巢”，青年球員
陣容則有由U18梯隊提升的陳冠燊、楊學敏，
此外，有港超比賽經驗的陳曜燃、馬文政、呂
卓芹亦先後加盟，加上龍志軒、莊啟維、陳耀
祖、李俊霆、彭梓峰，球隊在菁英盃將有足夠
U22兵源。

球隊指出，今季目標為聯賽爭入前4甚至挑
戰更高排名，盃賽尤其是關乎亞洲球會賽事資

格的足總盃，則視為爭逐錦標的機會，而在去
季重組青訓架構、站穩陣腳後，會方亦期望超
青梯隊成績能比去季進步。

新援卡西奧曾入選巴西U19
另外，標準流浪17日亦公布，曾在2007年

入選巴西U19國家隊的中堅卡西奧的資料。卡
西奧現年32歲，出身自巴西著名球會瓜蘭尼，
曾外流到印尼、馬來西亞，去年底與前東家約
滿後回到巴西。這位曾代表巴西U19國家隊到
日本出戰仙台盃國際青年賽的中堅表示，外流
東南亞期間感受到亞洲人相互尊重的文化，對
此印象深刻，相信香港的環境也是大同小異，
適應上不會太困難。“也許不同的是訓練時間
吧，來到香港要在酷熱天氣下操練，但我會習

慣的。”他說，己隊陣中有其他巴西外援，所
以人在異鄉也不孤單：“我們可以一起討論足
球事，生活上遇上難題也有人可以幫忙。”卡
西奧強調“每名足球員都渴望錦標”，因此希
望有一個成功的球季：“我的目標是有好表
現，爭取為球隊帶來錦標。”

標準流浪2022/23球季球員名單
守門員

1.盧兆崎@、11.梁興傑、13.陳冠燊@
後衛

2.楊學敏@、4.金旻奎、12.盧均宜、17.龍志軒*@、19.姚浩明、23.謝
偉俊、33.法蘭度、55.基藍馬、89.卡西奧*

中場
3.李俊霆*@、5.林遼太、6.莊啟維*@、10.林嘉緯、14.余在言@、16.
林衍廷、18.楊迪麟、20.陳曜燃*@、21.彭梓峰*@、22.陳耀祖*@、
25.馬文政*@、32.呂卓芹*@

前鋒
7.劉智樂、11.林學曦*、37.大衛巴拉*、90.祖連奴

*新加盟球員@U22球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早前落
實由西甲愛斯賓奴回歸中超上海海港的國
足前鋒武磊，已於日前飛返上海，並有望
於9月初便在中超登場。

武磊日前在個人社交平台上載了一張
自己在西班牙馬德里機場準備登機的圖
片，並配文道：“從新開始，不是重新開
始”。

根據傳媒報道，武磊於16日晚上已返
抵上海市，根據目前防疫政策，如一切順
利的話，武磊將於8月26日左右解除隔
離，之後可能會先回家和家人團聚；此
外，海港會方預計亦會為武磊舉辦一個球
迷和媒體見面會；報道同時表示，武磊或
可於9月初便代表海港征戰中超聯賽，其
首場賽事將可能是9月3日作客河南嵩山
龍門，或是9月9日主場對廣州城。

另一方面，前車路士巴西中場奧斯
卡，將可能繼續留在海港効力；據報道
指，奧斯卡本希望重返巴西加盟法林明
高，但最終法軍未能在巴西球員轉會窗關
閉前完成交易，暫時未知這位30歲球星會
於何時歸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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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流浪拜神祈求新季事事順利標準流浪拜神祈求新季事事順利。。 標流流浪圖片標流流浪圖片

吳安儀夥卓林普
惡鬥奧蘇利雲/伊雲絲

在北京時間17日凌晨結束的歐洲桌
球大師賽首日賽事中，中國“00後”小將袁思俊在延
期資格賽中，以5：2戰勝世錦賽四冠王沙比，爆出當日賽
事大冷門。
作為本次大賽4場延期資格賽之一，袁思俊與沙比之爭是首日賽

事的一大看點。在上月下旬的冠軍聯賽中，袁思俊就曾大爆冷門，零
封世界排名第一的“火箭”奧蘇利雲。此次再遇強敵，中國小將能否繼
續爆冷備受關注。
比賽開始，狀態頗佳的袁思俊就再顯黑馬之勢，前三局以3：0強勢領

先。雖然沙比隨後連扳兩局，但穩紮穩打的袁思俊沒有再給對手機會，而是
連下兩城，以5：2將世錦賽四冠王、曾連續多年霸佔世界排名榜首位置的沙比
淘汰出局。
在北京時間16日晚開始的本次大賽首日第一時段賽事中，中國選手已迭爆冷

門。作為衛冕冠軍的范爭一，以1：5不敵老將賈奇，無緣正賽，讓對他寄予厚望
的球迷們大跌眼鏡。
但在同時段的正賽首輪賽事中，3名中國選手卻以驚艶表現彌補着這一遺憾。

18歲新星吳宜澤以5：1淘汰擁有3個排名賽冠軍的布雷切爾，周躍龍在以2：4落
後的逆境下，以5：4逆轉戰勝2006年世錦賽冠軍多特，斯佳輝以5：2淘汰蘇格
蘭名將麥克吉爾，這3場賽事都堪稱是“以下犯上”的經典戰例。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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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安 儀
（右）將與卓
林普合作。

WST圖片

◆袁思俊
成功晉級。

新華社

世界桌球巡迴賽（WST）日前公布首次舉辦的2022桌球混雙邀請賽賽程，香港“四眼Cue后”吳安儀將會夥

拍世界排名第2位的卓林普，在9月24日的揭幕戰對戰“一哥”奧蘇利雲和伊雲絲。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奧蘇利雲
（左）的拍檔
為 伊 雲 絲 。
WST圖片

桌球混雙邀請賽賽程公布
2022年8月18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桌球混雙邀請賽是WST今年新創立
的賽事，將於當地時間9月24至

25日，在英國米爾頓凱恩斯的馬歇爾
競技場舉行。這項創新賽事將以男
女搭配的團隊形式進行，由世界
排名前4位的男選手和世界排
名前4位的女選手中各取1人
配對參賽，比賽為期2天。
4支隊伍以小組循環賽形
式進行比賽，每場4局，
每局計1分。小組賽成
績最好的2支隊伍將進
行1場7局 4勝制的決
賽。雙打採用一人一桿
（非一人一擊）的形

式進行。2個比賽日均為當地時間下午1
點和晚上7點開始（即北京時間晚上8
點和次日凌晨2點），2個下午場和首日
晚場各進行2場小組賽，所以每個場次
都將迎來全部8位球員出戰；次日晚場
進行決賽。

羅拔臣/勒查露首戰對沙比/漢娜
根據目前資料，4名出戰的男子選

手包括早前因傷退出歐洲大師賽的“一
哥”奧蘇利雲、“二哥”卓林普、4屆
世界冠軍沙比，以及2010年世界冠軍羅
拔臣；女子選手方面，12屆世界冠軍伊
雲絲、香港“四眼Cue后”吳安儀、應

屆世界冠軍勒查露和女子世界排名

第4位的漢娜均會參賽。
配對方面，奧蘇利雲將和伊雲絲成

為拍檔，吳安儀拍檔則為卓林普，兩對
組合會於首日揭幕戰相遇；另一邊廂，
羅拔臣將會夥拍勒查露，與沙比/漢娜
組合作首場對決。

WST的發言人談到今次混雙賽
時表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
球員陣容，我們很想看看他們將
如何適應這種隊制形式。桌球是
為數不多男女可以一起比賽的
主要運動項目之一，這對我們
來說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可
以在賽場上向廣大觀眾展
示我們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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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老李是万福家园居委会的社工。三月的一

个夜晚，他被一通紧急电话叫醒了：万福家园

出现了新冠阳性病例，小区将实行封闭管理。

居委会所有工作人员准备好换洗衣服和洗漱用

品，两个小时后到大门口报到。

接完电话，老李二话不说，往行李箱里装

了些换洗衣物，然后提着箱子就要往外冲。可

当他经过老娘的房门口时，步子却再也迈不开

了：老娘已经80多岁了，一直瘫在床上无法动

弹。平日里，一日三餐，吃药喝水，外加按摩

翻身，都是我在弄。如今我走了，老娘咋办？

老李想把老伴从儿子家叫回来，可儿子刚

添了二宝，那边也正需要人照顾，这可咋办？

老李在老娘房门口不停地踱着步，拍着脑袋把

自家的亲戚朋友挨个想了一遍，突然一个人选

跳了出来：对！就找他！

老李想到的那个“他”，不是别人，正是

从小就被老娘过继给姨妈的小儿子——小强。

不到半小时，小强骑着电动车，拎着一包

换洗衣物，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老李家。兄弟俩

挑着要紧的事情，一一对接清楚后，小强拍着

胸脯说：“哥，你放心去单位。家里一切有我

！”

老李赶到的时候，居委书记正在做内外场

的人员分配。内场的人员站了一排，外场的人

员也站了一排。书记对老李说：“老李，你到

外围工作吧，帮我们调配好物资，做好我们的

后援工作。”

听到这样的安排，老李非常感激。因为分

在外围，就意味着不用住单位，照顾老娘那可

就方便多了。可是，当老李看向分到内场的那

排人员时，他的心被震撼了。因为，他们当中

既有刚来居委会报到的“00后”社会新人，也

有刚坐完月子的新妈妈……

“书记，我请求进内场！”老李拉着行李

箱坚定地走向内场的队伍。

书记有些着急，连忙劝道：“进了内场该

怎么做，风险又如何，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吧。

老李啊，还有几个月你就要退休了，而且你又

刚添了小孙子，家中还有老娘要照顾。你……

组织这么安排，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明白！”老李认真地说道，“可是，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眼下，我更想在退休前

再为社区做点事！再说了，我是这个居委会的

老社工了，毫不脸红地说，这个‘万福家园’

的居民情况以及楼道分布，没有人比我更熟悉

。”

“这……可是你家中的老娘……”书记犹

豫道。

老李坚定地说：“老娘不只有我一个儿子

，还有我兄弟照顾着，我没有后顾之忧。”

老李的这番话，让他如愿地成了进驻内场

的一分子。可老李也有自知之明，年紀大了，

自己注意防护，可不能给队伍添乱;脑力活跟不

上，就干体力活，不能瞎逞能拖后腿。于是，

老李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小区里那

些孤寡老人身上：今天给王伯伯配药，明天给

张阿婆送鸡蛋。碰到居民做核酸，他更是跑上

跑下，能搀的就搀下楼，行走不方便的，就背

着过去做核酸。渐渐地，老人们惶恐不安的心

情平复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虽然子女不在

身边，可只要有老李在，就好像自家又多了个

儿子一样，心里感到踏实极了。

转眼，万福家园封控管理已经到了第三天

。这天中午，奔波了一上午的老李脱下防护服

，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小强打来的十多个

未接电话。他又打开了微信，排在第一个的，

还是小强发来的二十多条未读信息。这时，老

李的心慌了，难道是老娘出啥事了？他边琢磨

着，边打开了小强的微信，信息还没读完，老

李就眼前发黑，“扑通”一下，一屁股瘫坐在

了椅子上。

书记闻声奔了过来：“老李，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啥不舒服？”

老李慢慢抬起头，两眼通红，一把用力抓

住了书记的手，哽咽着说道：“书记，我想申

请回家一趟。”

原来，今天一早，小强媳妇说给老娘包了

一些小馄饨，让小强回家接她一起去看看老娘

。谁知小强刚到家，他家楼栋却因为有密接被

封楼了。这下好了，媳妇没接出来，还把自己

也给关在里面了。小强当时急得直拍大腿，他

给老李打了一上午的电话，发了一上午的信息

，可老李愣是一个都没接到。

书记了解了情况后，不由得叹了口气，说

：“老李啊，现在我和你一样，都在内场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你能不能出去，已经不是我这

个书记能说了算的。不过，你放心，我马上去

给你想办法。”说着，书记也顾不上吃午饭，

拿起手机找人去了。

一起工作的同事们也都围了上来，轻声细

语地安慰着老李。

看着眼前这些和自己一起没日没夜工作的

战友们，老李猛然清醒了过来：眼下特殊时期

，谁家没点困难啊？就在昨天，有个刚做妈妈

的，看到自家闺女不肯喝奶粉，饿得哇哇直哭

时，不也跟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可关了视频，

她擦干眼泪，照样还是和大家一起拼。所以自

己现在这是在干啥呢？这不是给大家添乱吗？

对！我自己家的事，我自己来解决！

想到这里，老李连忙起身去追书记。没想

到追了一半，书记却回来了。只见他指着老李

又好气又好笑地说：“老李啊，你是不是只看

你兄弟发的微信，根本就没看其他人给你发的

信息啊？你可是搞了个大乌龙啊！”

没等老李反应过来，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老李一看，竟然是自己村的支书打来了微信

视频电话。他狐疑地接通了，镜头里出现的竟

是自己的老娘，她半靠在床头，嘴里好像还在

吃东西。

老李可激动了，冲着镜头就喊：“妈，是

我呀，老大！”老娘嘴里吃着东西，含含糊糊

地说道：“老大，你放心工作吧，我在家里蛮

好的，有人陪我说说话，还有人给我烧小馄饨

吃，鲜是鲜得来……”

说着，镜头里又出现了一只握着汤勺的手

，正舀着一个小馄饨送到了老李老娘的嘴边。

很快镜头一转，村支书接着就说开了：“老李

啊，我们给你打了一上午电话，可是你没接啊

。怕你担心家里的老娘，就趁着中午，再给你

打一个。别的事情没有，就是想叫你放宽心，

你家的情况，乡亲们都知道。你冲在防疫一线

，照顾小区这个大家庭;那你的小家庭，就由我

们来守护，一天一人，我们村委会轮流值班，

确保老人身边24小时都有人，保证把老人当亲

娘一样照顾……”

挂了村支书的微信电话，老李傻傻地笑了

：没想到老娘因祸得福，在这关键时期，又多

了一个“儿子”，不，应该说，又多了很多个

“儿子”……

多出来的“儿子”

本以为找发小一起帮忙能瞒天过海，岂知陈

晨贩卖“上头电子烟”的事情终究还是败露了。

警方顺藤摸瓜，抓获了陈晨等贩毒人员，查证了

周康洗钱的犯罪事实。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经

审查决定对陈晨等贩毒人员提起公诉，鉴于周康

犯罪数额较小、认罪认罚等，决定对其作相对不

起诉处理。5月9日，张家港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近日，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陈晨有期

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万元；以洗钱罪判处陈晨

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5万

元。

交友不慎：小青年误入歧途

20岁的陈晨文化程度不高，高中没毕业就走

上社会，在汽车修理厂找了一份工作，也因此结

交了各种“好友”。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晨在

“好友”王鹏的怂恿下，吸了一口王鹏递来的电

子烟。一口下去，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让陈晨感

到非常愉悦，他从此对这种“上头电子烟”爱不

释手，工作时常常心不在焉。

自从有了第一次的愉悦体验后，陈晨还想再

次体验一下，于是他找到王鹏，想了解电子烟的

购买途径。在王鹏的介绍下，陈晨联系到了卖家

，稍加询问后，他便立即下了订单。没多久，陈

晨就收到了邮寄过来的“上头电子烟”。

公安机关查获的电子烟烟油

通过吸食“上头电子烟”，陈晨逐渐进入了

这个圈子，并通过聊天软件认识了另一个卖家

“风筝”。由于“风筝”卖得更便宜，他便经常

通过“风筝”购买“上头电子烟”的烟油。

以卖养吸：“瘾君子”编织毒网

没过几个月，陈晨对“上头电子烟”的需求

越来越旺盛，靠在汽车修理厂工作攒下来的钱根

本不够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圈内人托陈晨购买

“上头电子烟”的烟油。陈晨发现从上家购买一

瓶5毫升的烟油需要100元，而转手再卖出的价格

则能达到250元甚至350元，这中间的差价让陈晨

萌生了贩卖“上头电子烟”和烟油的想法。于是

，他立即在朋友圈张罗起来，逐渐经营起了自己

的“小生意”。

随着“上头电子烟”吸食量的加大，陈晨的

情绪变得焦躁易怒。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可能出

了问题，决定要戒了电子烟，但最后还是未能抵

挡住“上头电子烟”的诱惑，又做回了“瘾君子

”。

为了满足自己对“上头电子烟”的依赖、进

一步扩大自己的“小生意”，陈晨辞去了汽车修

理厂的工作，专心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一些带有

“合法上头”“飞行”“太空漫步”等字眼的广

告，宣传“上头电子烟”。广告吸引了大批买家

，其中有与其年龄相仿的学生，也有刚参加工作

的年轻人，甚至还有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这些

买家在微信下单后，陈晨就会找人帮其送货。送

货前，陈晨都会从每瓶烟油里倒出一点点供自己

吸食。

其间，沙明明联系到他，表明了自己也想贩

卖烟油的来意后，二人一拍即合，约定好价格之

后沙明明就成为了陈晨的下家。

在陈晨和沙明明的共同“努力”下，吸食

“上头电子烟”的人越来越多。由于许多买家都

是年轻人，而“上头电子烟”又不便宜，在入不

敷出的情况下，为了能够继续享用“上头电子烟

”，这些人都纷纷加入陈晨的队伍，成为“上头

电子烟”销售链里的“中间商”，而陈晨和沙明

明则成了他们的“供货商”。一瓶5毫升的烟油

，经过层层转卖，从最开始的100元卖到了500元

甚至600元。

2021年6月，陈晨偶然看到一则消息：含有

大麻素类的物质从7月1日开始被国家管控列为

毒品，他有点担心，立即上网查阅了相关信息。

在上家“风筝”一再保证“不会有事”后，陈晨

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一错再错：“好哥们儿”帮助洗钱

看到自己的“毒网”渐渐形成，陈晨欣喜之

余又不免感到担忧，害怕警察找上自己，便决定

做些什么来规避风险。经过一番思考，陈晨想到

了自己的发小周康。

周康是个在校学生，从小就与陈晨的关系非

常要好，陈晨将他贩卖“上头电子烟”的事情一

五一十地告诉了周康。他对周康说，自己账户里

的资金流太多怕被警察查到，让周康提供微信收

款码，帮他收取贩卖“上头电子烟”的钱。

周康得知陈晨做的是非法勾当，眼看自己昔

日的好友因吸食“上头电子烟”日渐消瘦萎靡，

他多次劝阻陈晨不要再吸了。此时的陈晨也认识

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便又一次下定决心要戒

了，但经过三天的“斗争”后，他再一次放弃了

。

周康也没能抵挡住“好哥们儿”的软磨硬泡

，在陈晨保证做一段时间就收手的承诺下，想着

自己只是提供一下微信收款码，并没有参与陈晨

贩毒的“小生意”，就答应了帮其收款的事情。

从2021年7月5日到7月13日，周康的微信

账户便陆续收到陌生账户的转账。每次一收到钱

，他便将钱转到陈晨指定的账户上，一周内他一

共收到转款2300余元。

2021年10月30日，公安机关经过侦查，以涉

嫌贩卖毒品罪将陈晨刑事拘留。到案后，陈晨对

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年12月31日，张家

港市检察院以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洗钱罪对

陈晨提起公诉。

“瘾君子”以卖养吸
“好哥们儿”帮助洗钱，均被公诉

直播平台出现异常账户，账户内被虚假充值

百万虚拟钻石币。这些突然增加的钻石币是如何

出现的？公司离职员工宋某的离奇举动被迅速发

现。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获

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被告人宋某提起公诉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021年底，某科技公司在维护其开发的直播

平台后台时发现，有个别账户中用于打赏的虚拟

钻石币不是通过正常途径充值所得，而是使用后

台端口侵入计算机系统篡改数据形成的。该公司

员工没有在后台进行过修改操作，普通用户更没

有这种权限。经查，该公司发现这是通过员工宋

某的权限账号操作的，而宋某早在半年前便离职

了。

宋某曾在该公司任高级研发工程师。离职后

，他无意间发现因公司管理漏洞，他的后台账号

没有被注销，仍旧可以使用，而平台上的虚拟钻

石币可以套现。于是，2021年5月至11月，他利

用原账号的特殊权限登入公司数据库，多次虚增

其在直播平台注册的两个账户中的虚拟钻石币，

数量达到100余万个。如果按照直播平台的正常充

值协议，购买这些虚拟钻石币需要支付约10万元

人民币。随后，宋某将这些虚拟钻石币转售给他

人，获利7.9万余元。

案发后，宋某全部退赃，获得了被害单位谅

解。

为何被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危害计算机信息安全类的犯罪主要涉及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

据罪。两个罪名有何区别？检察机关为何以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宋某提起公诉？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区分两个罪名的关键，在

于判断犯罪行为是否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造成

实质性破坏，有没有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

行。被害公司称，直播平台在宋某实施犯罪行为后

仍正常运营，宋某的行为没有破坏涉案网络平台的

系统功能，系统运营正常，不足以认定达到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的后果。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宋某

通过技术手段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能够认定为非

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离职后，他用旧账号“虚充”了100余万个虚拟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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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g Dung

Nguyễn
Hồng Nhung Lam Anh Hồng Dào The Beat Band

Trường Vũ Như Quỳnh

LIVE ON 
STAGE
SUNDAY, SEPTEMBER 11 
3PM & 7PM
L’Auberge Event Center

 
mychoice® members  
receive complimentary 
tickets!
Owners Club & Elite: 4 tickets
Preferred, Advantage & Choice: 2 tickets
Additional tickets start at $25 and may be
purchased at Studs or ticketmaster.com.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Event Center. ©2022 Penn National Gam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oài Tâm

lam Trường

現場直播
9月11日, 星期日 
下午 3 點和下午 7 點

L’Auberge 活動中心

mychoice® 會員收到  
免費門票！ 
Owners Club & Elite: 4 張門票 
Preferred, Advantage & Choice: 2 張門票
額外門票起價 25 美元,  
可在 Studs 或 ticketmaster.com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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