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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個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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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行駛中發動機有爆燃響，尤其
是加速時明顯。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爆燃聲響類似氣門桿的
響徹聲即“喀喀”聲。由於新型發動機
大都使用液壓挺柱，不會發生氣門桿間
隙過大的響聲，實際是一種爆燃聲。這
種響聲多由於使用了低標號燃油所致。
要排除這種故障，必須更符合要求的高
標號燃油。這種異響在切諾基車上最明
顯。若一時買不到符合規定的燃油，則
應對點火正時進行適當調整。

39、發動機液壓挺柱響。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裝用液壓挺柱的發動機
，不需要調整氣門間隙，但由於液壓挺
柱功能衰退或其他因素影響，有時也會
有異響發生。在發動機怠速運轉時，在
發動機中部、氣門液壓挺柱側會聽到
“咔嗒”的聲響。響聲規律不明顯，提
高發動機轉速後聲響減弱或雜亂，高速
時消失。冷車較明顯，熱車響聲逐漸減
弱。若斷火試驗，響聲依然存在。這種
響聲容易誤判，即誤認為是其他部位的

金屬敲擊聲，因此引起讀者的注意。產
生液壓挺柱異響的原因是，柱塞磨損，
閥門漏油、供給挺柱子機油壓力不足、
柱塞與挺柱體被油污阻塞。排除故障時
，對磨損、漏油嚴重的零件應予以更換
。磨損較輕的部件通過修理可繼續使用
。

40、真空膠管有漏氣聲。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在使用中，由於真空膠
管老化鬆動、脫落及變形，在怠速運轉
時，發動機上部便會聽到一種“噝噝”

的漏氣聲，隨著轉
速的提高，聲音逐
漸消失，冷機、熱
機響聲無變化。同
時，發動機在怠速
運 轉 時 ， 還 伴 有
“突突”聲響，有些附件因真空度不夠
而不工作，響聲雖小，但有隱患。上述
故障原因是由於真空膠管鬆動、脫落後
，因發動機運轉產生真空，在真空管接
頭處有較大的吸氣而產生氣流的響聲。
排除這種故障的方法比較簡單，檢查各

真空軟管、管接頭處有無老化變形、龜
裂、脫落，若有損壞應更換新件。 （未
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汽車維脩大全（十二）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云專欄73

目前正值2023年的奧巴馬保險開放
註冊期， 想必很多朋友都在著手準備為
自己， 家人，親人或朋友申請或了解
2023 年在個人醫療市場上的保險選擇
。 2023 年的德州奧巴馬醫保市場有不
少變化，有Friday Health和Bright Health
的離開（詳情請見我們上期文章）也有
新的保險公司加入。近幾週來，我們也
接到無數電話和微信問詢。在此誠摯感
謝大家多年來對瑞源保險事務所的信任
和支持。為了幫助大家節省申請時需要
的時間，下面我們就來跟大家來分享一
下申請奧巴馬保險時會用到的一些信息
。如果您事先準備好這些信息，那麼申
請保險的過程就會更有效率。
主要申請人的信息

包括主要申請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

申請人家庭成員的信息
家庭成員包括：

● 你的配偶
● 任何您作為受撫養人列入納稅申報
表的人，無論是否和你生活在一起。
家庭住址

您住的County決定您可申請的計劃
。

每個申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
您需要提供申請中包含的每個申請

人的社會安全號碼。
美國合法居民身份

除了美國公民之外，在美國祇有合
法居留身份才符合申請奧巴馬醫保。申
請人需要提供證明您在美國有合法居住
權的移民局的文件。比如工卡，綠卡，
有效簽證等。
有關報稅的信息
如果您有交聯邦所得稅，需要提供您的
報稅信息作為您收入證明的參考。
申請人收入信息
如果您的收入在一定的區間之內，您將
獲得不同程度的保費補貼。詳情請諮詢
專業保險顧問。特別是2023年收入的範
圍和往年有很大不同。一般來說，奧巴
馬保險市場將把下面的這些收入計算在
您的收入之內：
● 您的 W-2 表格和工資單上所報告
的工資和薪水
● 小費
● 任何自僱或業務的淨收入
● 失業補助金
● 社會保障金，包括殘疾金（但不包
括補充保障收入 (SSI))

● 離婚和分居的贍養費
● 退休或養老金收入，包括大部分
IRA 或 401k 提款
● 投資收入，如股息或利息
● 租金收入
● 其他應繳稅收入
明年預估的家庭收入
您需要提供您的家庭的明年的預估收入
。如果您不確定，可以做出最佳估計。
如果你的收入有變化，或與您估計的不
同， 您將在報稅時完成保費補貼的多退
少補。同樣的慾知詳情，請聯繫專業保
險顧問。
每個申請人的醫療保險信息

如果您的家庭成員有人現在已有醫
療保險，包括Medicaid、兒童健康保險
計 劃 (CHIP), Medicare, TRICARE、
VA 醫療保健計劃、或通過個人保險
（也包括奧巴馬保險）或雇主提供保險
，那您需要提供這些家庭成員的現有的
保險信息。因為申請人的現有醫保會影
響到是否可以提交申請或是否符合保費
補貼。
雇主關於醫療費用報銷安排的通知

這一項僅適用於家庭成員有雇主提
供的 HRA 福利的申請請人。如果您或

您 的 家 庭 成 員 的 雇 主 通 過 個 人
HRA或合格的小雇主HRA來幫助
僱員支付醫療保險計劃或醫療保健
相關的費用， 您或家人每年會收
到雇主的關於醫療費用報銷安排的

通 知 （Health Reimbursement Arrange-
ment (HRA) notice）。請收好這份文件
，在申請2023奧巴馬醫療保險時會用到
它。
希望以上信息會對大家有所幫助。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今年的奧巴馬開放註冊期是 2022
年11月1日至2023年 1月15日。如果在
2022 年 12 月 15 日前註冊，新的保險將
會在2023年1月1日生效。如果在2023
年12月16日 至 2023年1月15日之間註
冊，新的保險將在2023年2月1日生效
。我們建議有需要申請2023奧巴馬醫療
保險的人士， 一定不要錯過這一年一度
的開放註冊期，抓緊時間註冊。否則，
沒有滿足條件的特殊情況的話，需要等
到下一個年度的開放註冊期才能申請。
如何購買奧巴馬保險

鑑於2023奧巴馬保險計劃的諸多調
整和保險計劃的複雜性，瑞源保險事務
所溫馨提醒大家，無論您是剛剛要申請
奧巴馬保險計劃還是想重新續保，在選
擇保險計劃時一定要找經驗豐富的專業
保險代理幫您選擇和比較保險計劃，找
專業保險代理是最省心，安心的方式。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任
何手續費，因為保費都是統一定價的，
所以通過經驗豐富的代理申請是最明智
快捷的選擇。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醫
保計劃，醫保計劃的全面性和醫保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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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司代理奧巴馬保險多年，為
客人做過很多的奧巴馬保險計劃，從而
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為了更好的服務於
我們的客戶，我們每年都會花費大量的
時間調查和研究市場上的保險計劃，所
以我們熟知每個保險計劃的保險條例和
所涵蓋的內容。我們一定會根據您的需
要，幫您精心挑選出最適合您的保險計
劃。歡迎大家諮詢，面談和電話均可。

公司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的
行業經驗，曾擔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
總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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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奧巴馬醫保精英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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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奧巴馬保險開放註冊， 您準備好了嗎？

2023奧巴馬醫保新政策，補貼增加
更多計劃和福利，志鵬保險詳細分析

(本報休斯頓訊) 奧巴馬
醫療保險關係到數以百萬計
的家庭與個人的醫療保險和
健康狀況，在 2023 年奧巴馬
保險的政策是什麼？是否會
被取消？本報特邀請以專業
與服務好而著稱於休斯頓的
志鵬保險，帶大家來看看有
何詳細進展。

由於 2022 年整體通脹的
影響，醫療服務尤其是人工
成本價格飛漲，眾多醫院不
得不提高醫療服務收費標準
，那麼，隨之而來的就是醫
療保險的價格在 2023 年也有
較大上漲，預計平均漲幅在
10%左右。
奧巴馬醫保補貼

國會於8月16日批准了通脹削減
法案，本法案著重致力於解決可再生
能源、赤字削減、奧巴馬醫保補貼的
情況。其中對於奧巴馬醫療保險的補
貼關乎很多人是否能買到可以負擔的
起的醫療保險的重要新聞。

現在通脹來臨，物價上漲，致使
很多人都逐漸負擔不起高昂的生活費
，其中也包括醫療保險的費用，那麼
8 月簽署的通脹削減法案其中一條就
是撥款640 億，將奧巴馬醫療保險的
額外補貼延長至2025年，大家可以享
受到額外三年價格更低廉的醫療保險
。

所以奧巴馬保險是不會取消的。
據統計，80%的消費者可以買到$10/
月或者更便宜的醫療保險計劃。
2023年的德州醫療保險都有哪些變化
？

1、補貼收入限制取消，10 萬以上
也可拿到補貼

2、計劃選擇期延長至1月15日
3、低收入的人群可以隨時選擇計

劃
4、新公司加入

接下來，志鵬保險就帶大家了解一下
細節:
補貼收入限制取消

之前，有很多朋友都有一個疑問
，我收入高是不是不能買奧巴馬保險

？是不是高收入的人群買奧巴馬保險
就更貴一些呢？其實並不是這樣，奧
巴馬保險並不是低收入才能購買的保
險，奧巴馬保險是除了公司提供的醫
療保險之外，個人消費者能買到的最
好的醫療保險了。

因為，奧巴馬保險是政府監管，
要求保險公司符合一定條件，才能在
政府平台上銷售的保險，只不過消費
者在購買保險的時候，根據家庭收入
，能拿到一定的補貼幫您購買保險。
所以說，收入高就意味著可能拿不到
補貼，原價購買即可，不是不能購買
，也不會因為您收入高被保險公司額
外收保費。

同時，高收入人群（就是收入超
過貧困線 400%的人群）在 2022 年之
前可能拿不到補貼的(見下圖），但是
新政策出台之後，很多比較高收入的
人群也可以拿到補貼，現在的補貼政
策是，如果您購買醫保的費用大於您
月收入的8.5%，就能拿到補貼。那麼
就意味著，一家四口，收入即便是高
於11.1萬，也能拿到補貼。快來看看
您是否能拿到補貼吧！
計劃選擇期延長

2023年醫保的計劃選擇期限，從
之前的11月1日到12月15日延長到明
年1月15日，消費者有更充裕的時間
決定自己想要加入的計劃。

但是，有一點大家還
是要清楚，在 11 月 1 日至
12月15日之間選擇的計劃
會在2023年的1月1日生效
。如果您在 12 月 15 日至 1
月 15 日之間選擇計劃，那
麼新買的計劃會在2月1日
生效。所以，如果您需要1
月1日生效的保險計劃，那
麼還是要記得在12月15日
之前選擇！
低收入人群可隨時選擇計
劃

2023 年的新政是，如
果您的家庭收入小於貧困
線的150%（如圖），那麼您是可以在
一年之內任意時間選擇新的計劃、或
者更改您已經選擇的計劃。
所以，即便是您選錯了計劃，您也可
以及時更改。這著實是一個好消息。
有很多低收入家庭因為負擔不起保費
，從而選擇了價格很低的保險計劃，
然而有需要看診的時候卻找不到合適
的醫生，那麼這條政策就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幫助大家隨時選擇需要的計劃
。
更多計劃，更多公司加入

在德州地區，大部分的保險公司
都擴大計劃，還有新公司 Cigna 加入
，消費者會有更多的選擇。同時有很

多保險公司醫生和醫院的網絡也更大
、更多醫生接受。對於德州的消費者
來說確實是一個好消息。

2023年醫保的計劃選擇期在11月
1 日開始，如果您對於未來一年的醫
療保險有任何疑問，或者您現在的計
劃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可以聯繫專
業貼心的志鵬保險，讓我們幫您答疑
解惑！同時志鵬保險幫您整理了大休
斯頓地區華人家庭、以及各類專科醫
生(心臟科、兒科、婦科、外科等)聯
繫方式以及接受保險信息，如果您有
需求，可以聯繫志鵬保險索取。
關於志鵬保險

在休斯頓，志鵬保險以服務好、
專業、解說清晰而享有好口碑，專業

團隊友善而貼心，與志鵬保險互動過
的客戶，都受惠於志鵬保險的周到與
細心，覺得更多了好幾分保障，相當
受到客戶的信賴。

志鵬保險專精於: 奧巴馬保險、
醫療保險、紅藍卡保險、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人壽保險。

為什麼選擇志鵬保險? 因為有可
靠穩定的專業保險團隊、醫保專員一
對一選擇適合您的計畫、搜索醫生+
更換家庭醫生、幫您看醫療帳單及信
件、隨時打印保險卡，志鵬保險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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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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立榮航空昨(2)日晚間一架編號
B7-8966班機，原預定於昨晚19：30由金門飛往
台中，準備起飛時機長發現機械故障，經維修後
仍無法排除，為安全考量只好取消班機，由於該
航班是當日末班機，立榮航空只依定型化契約規
範開立取消航班證明，請70位旅客事後申請旅遊
不便險，並自行離去處理交通與住宿問題，氣得
所有乘客大罵立榮航空不負責任，無良公司。

據乘客黃先生表示，這架原訂於昨晚19：30
由金門飛往台中的班機，在起飛前已有點延誤，
直到表訂起飛時間才讓他們登機，而且在飛機上
坐了20幾分鐘才開始滑行進跑道，正當準備起飛
時機長卻廣播因機械故障燈亮必需返回停機坪檢
修，只能被請到候機室等待；一直到了晚間10點
多才又說故障無法排除只能取消航班，安排隔日
早上9點多班機載他們回台中。

立榮聲稱飛機平時都有保養，機械突然出問
題也沒辦法，所以不會提供任何補償，要乘客自

行處理當晚的交通與住宿問題。黃先生氣憤的說
，這並不是因天氣的問題而取消班機，飛機故障
就是航空公司的保修問題，至少要表現出補償的
態度，而不是爭論了2個多小時只說他們也沒辦
法負責這種消極的態度，發了一罐八寶粥草草了
事。

另一位乘客陳先生說，飛機沒保養好是航空
公司的錯，班機取消滯留金門延誤了所有乘客接
下來的行程，很多人隔天也都沒辦法上班了，但
航空公司卻要他們就地解散，自行帶著行李離開
，一點欠意都沒有，還認為自己有理，對於這種
處理方式實在無法認同，原本這趟的金門旅遊非
常開心，印象非常好，卻因為立榮的處理態度讓
他感到非常氣憤。

與朋友來金門自由行的吳小姐則說，有20幾
位跟團的乘客還好，旅行社有來接他們並安排住
宿，但他們其他40幾個自由行的就慘了，搞到深
夜11點多了。

立榮末班機故障
70乘客受困金門大罵不負責任

台中少女與男友出遊失聯
新竹汽車旅館找到人

（中央社）台灣維新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蘇煥智不滿本
周六（5日）舉行的台北市長電視辯論會，僅邀請蔣萬安
、陳時中、黃珊珊3人，他卻未受邀，3日上午到台北地檢
署控告負責舉辦辯論會的三立、TVBS兩家電視台涉嫌違反
《選罷法》。蘇煥智除要求兩家電視台 「懸崖勒馬」、應

邀請所有候選人參加外，也不排除在辯論會當日
前往現場抗議。

蘇煥智指出，《公職人員選罷法》49條規定
選舉要公平辦理，有處罰規定，但媒體只集中報
導3位候選人，其餘9位候選人被排除在外，讓
台北市民誤認只有3位候選人參選，其餘9位候
選人及其政見都不存在，這對其餘候選人及市民
都不公平。

蘇煥智認為，三立、TVBS於11月5日舉辦的
台北市長電視辯論會，僅邀請蔣萬安、陳時中與
黃珊珊3位候選人，已嚴重違反《公職人員選罷
法》104條，涉及以 「其他方法」陷台北市民誤
以為只有主要政黨推薦的候選人參選，而妨害市
民知的權利，構成 「意圖使其他參選人不當選」
的罪責。

蘇煥智除要求兩家電視台 「懸崖勒馬」、應邀請所有
候選人參加外，並不排除週六辯論會當日前往現場抗議。

今天的提告抗議行動，除蘇煥智本人到場之外，另共
和黨候選人唐新民、無黨籍候選人童文薰競選總幹事也到
場聲援支持。

不爽未受邀北市長電視辯論 蘇煥智怒控三立、TVBS違反選罷法

（中央社）台中市吳姓婦人
就讀高中的女兒，2 日未到校上
課疑與男友出遊，吳婦擔心安危
昨晚 6 時許報案協尋，警方循線
查知少女可能在新竹某汽車旅館
，於晚間10時許找到人；另少女
男友疑向吳婦索討旅費，才願告
知少女下落，警方將主動了解、
調查，朝略誘、恐嚇等罪積極偵
辦。

吳姓婦人 2 日晚間 6 時許到
豐原派出所報案，稱15歲女兒自
行向學校請假，未到校上課，疑
似與男友出去玩；因女兒有情緒

障礙疾病史且處於失聯狀態，她
非常擔心女兒生命安危，請警方
緊急協尋。

豐原警方依規定受理、通報
緊急協尋，循線查知少女可能在
新竹縣新埔鎮某汽車旅館後，立
即聯繫管轄派出所前往尋找，於
夜間 10 時 42 分於該汽車旅館尋
獲，並由新竹縣警方帶返所通知
家屬前往辦理撤尋。

另有關少女男友疑向吳婦索
討旅費，才願意告知少女下落一
事，警方將主動了解、調查，朝
略誘、恐嚇等罪積極偵辦。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華僑文教中心慶祝榮民
節，是政府感念榮民先輩為國為民犧牲奉獻，
於民國六十八年八月由行政院核定，將先總統
蔣公誕辰紀念日十月 三十一日，訂為 「榮民節
」，以此肯定榮民對國家的貢獻，感謝榮民前
輩們用自己的青春，確保國家人民的全，為社
會帶來溫暖、帶來力量，實在令人欽佩！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於(29日)上午１０點在休
士頓華僑文教中心展覽室，舉辦慶祝榮民節大
會及休士頓榮光聯誼會年度會員大會，雖然仍
然受疫情影響，有些長輩的子女擔心長輩健康

，請老人家小心，當天還是有會員數十人踴躍
出席大會。

大會準時開始，行禮如儀，高唱蔣公紀念
歌向 蔣公遺像行三鞠躬禮。大會主席榮光會
會長左大為簡單致詞後，介紹與會的僑教中心
王盈蓉主任、黃伊莉副主任，感謝僑教中心協
助服務照顧榮民僑胞。隨後王主任上台致詞，
感謝榮民們為國奉獻精神，及介紹僑教中心為
僑胞服務的工作，希望能為僑胞做更多更好的
服務照顧，還介紹了ｉ僑卡的內容和申請方法
，與會僑胞都立即積極申辦。

左會長隨後就緬懷先總統蔣公的誕辰，以
及經國總統對榮民的照顧，做了說明與感恩，
並宣讀了輔導會大鵬主任委員的來函，接著用
投影片介紹了輔導會對榮民的細心關懷，我們
感恩。以及休士頓榮光會這半年來所舉辦活動
的經過與成果。

在左會長介紹下，由請到< 慈心家庭醫護
中心 > 來為大家講解有關長照方面的資訊，分
享多年來在相關領域中遇到的長者居家的保健
和安全注意事項，會員們對於切身有關座談反
應熱烈，抓住機會踴躍發問，主講人也清楚明

白回答說明。與會會員獲益良多。
接著榮光會為下半年的壽星們準備了生日

蛋糕，以及每人一份<一鳴驚人>實用小禮物，
在高唱生日快樂歌聲中切開生日蛋糕，大家愉
快分享。中午也替大家準備了可口的八達便當
，開開心心快快樂樂的結束這次聚會，在此祝
福我們海內外的榮民兄弟姊妹們，自己的節日
愉快。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華僑文教中心慶祝榮民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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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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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名人掠影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1919日日，，世界名人網電視事業部主任世界名人網電視事業部主任Online TVOnline TV主任裴習梅特約專訪正在競選休斯敦市長的主任裴習梅特約專訪正在競選休斯敦市長的
AmandaEdwardAmandaEdward。。 AmandaAmanda20162016--20202020曾擔任休斯敦不分區市議員曾擔任休斯敦不分區市議員，，20202020年曾競選美國國會參議員年曾競選美國國會參議員。。今年今年33
月月2323日宣布進入市長競選以來日宣布進入市長競選以來，，得到了不少華裔社區領袖的支持得到了不少華裔社區領袖的支持。。她目前的競爭對手包括原哈里斯郡書她目前的競爭對手包括原哈里斯郡書
記官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和資深德州參議員和資深德州參議員John WhitmireJohn Whitmire。。

20222022 年年 1010 月月 2020 日日，，One World Bank Bellaire BranchOne World Bank Bellaire Branch 在在 1080010800 BellaireBellaire 開幕開幕，，STOASTOA 合夥人合夥人、、
DakaoDakao餐廳東主餐廳東主TonyLyTonyLy前往觀禮並祝賀前往觀禮並祝賀，，與越裔貸款專員互動合影與越裔貸款專員互動合影。。開幕優惠開幕優惠
包括包括Freedom Check AccountFreedom Check Account、、MSBMSB等等。。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2424日日，，美國中期選舉美國中期選舉Early VotingEarly Voting正式展開正式展開，，首次成為哈里斯郡投票點的首次成為哈里斯郡投票點的ChineseChinese
Civic CenterCivic Center每天吸引每天吸引100100多人前來投票多人前來投票，，圖為休斯敦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特別趕來投票圖為休斯敦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特別趕來投票，，並並
與現場給與現場給Jack CagleJack Cagle拜票的志願者們合影拜票的志願者們合影。。

穆迪花園穆迪花園Moody GardensMoody Gardens每年一屆的每年一屆的IcelandIceland哈爾濱冰雕展在疫情后正式回歸哈爾濱冰雕展在疫情后正式回歸，，20222022年年1010月月2727日日，，
首次媒體預覽吸引了美國休斯敦主流電視首次媒體預覽吸引了美國休斯敦主流電視channelchannel 22和世界名人網等數家媒體前來報到施工場景和世界名人網等數家媒體前來報到施工場景。。
圖為圖為Nancy BoNancy Bo在專訪帶領的在專訪帶領的2828位能工巧匠的中國哈爾濱冰雕總設計師徐成宇先生介紹在零下十幾位能工巧匠的中國哈爾濱冰雕總設計師徐成宇先生介紹在零下十幾
攝氏度低溫攝氏度低溫，，佔地佔地2828,,000000平方英尺的冰島工作間內平方英尺的冰島工作間內，，將將200200萬磅的各色巨大冰磚變成孩子們喜歡的萬磅的各色巨大冰磚變成孩子們喜歡的
加勒比海聖誕節加勒比海聖誕節。。冰雕展期將為冰雕展期將為1111月月1717日至明年日至明年11月月77日日。。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2828日晚日晚，，慶祝慶祝ITCITC成立成立2020週年週年Kick OffKick Off酒會在美南電視新聞傳媒集團第四張酒會在美南電視新聞傳媒集團第四張
李蔚華先生豪宅李蔚華先生豪宅““小白宮小白宮””盛大舉行盛大舉行，，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與原密室里市議員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與原密室里市議員、、CCIMCCIM
資深商業地產教父資深商業地產教父Danny NguyenDanny Nguyen與美南電視新聞主播與美南電視新聞主播SkyDongSkyDong等近百人應邀出席等近百人應邀出席，，共敘共敘
經濟繁榮傳奇都是社區領袖和企業家們共同努力的結晶經濟繁榮傳奇都是社區領袖和企業家們共同努力的結晶。。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2828日晚日晚，，慶祝慶祝ITCITC成立成立2020週年週年Kick OffKick Off酒會在美南電視新聞傳媒集團第四張李蔚華酒會在美南電視新聞傳媒集團第四張李蔚華
先生豪宅先生豪宅““小白宮小白宮””盛大舉行盛大舉行，，ITCITC創始人李蔚華先生一一介紹來賓創始人李蔚華先生一一介紹來賓，，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楊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楊
德清德清、、楊萬青楊萬青、、楊保華上台介紹中國人活動中心轉型進入主流視野楊保華上台介紹中國人活動中心轉型進入主流視野，，成為美國中期選舉投票點成為美國中期選舉投票點
，，歡迎住在中國城附近的選民就近前去投出自己的神聖一票歡迎住在中國城附近的選民就近前去投出自己的神聖一票。。

中國人活動中心乒乓球俱樂部於中國人活動中心乒乓球俱樂部於20222022年年1010月月2222日及日及1010月月2929日日（（兩個星期六兩個星期六））
成功舉辦了成功舉辦了““第八屆美聯水泥健康盃第八屆美聯水泥健康盃””乒乓球雙人團體賽乒乓球雙人團體賽。。此次比賽由美聯水此次比賽由美聯水
泥公司負責人岑偉文泥公司負責人岑偉文Sam ShumSam Shum先生熱心贊助先生熱心贊助，，贊助商贊助商SamSam在賽前發言在賽前發言：：一個人一個人
長壽的秘訣有三長壽的秘訣有三：：運動運動、、社交和適當增加體重社交和適當增加體重，，恭喜你們恭喜你們！！

美國中期選舉進入白熱化美國中期選舉進入白熱化。。 20222022 年年 1010 月月 2525 日日，，民主黨德州民主黨德州 HDHD2626 候選人李中原候選人李中原
Daniel LeeDaniel Lee每天都在率領志願者們在各個選舉點發競選卡拜票每天都在率領志願者們在各個選舉點發競選卡拜票，，向投票的民眾呼籲自向投票的民眾呼籲自
己的改變德州的願景己的改變德州的願景。。專程從達拉斯趕來的李中原之父李慶民專程從達拉斯趕來的李中原之父李慶民、、KellyKelly滕和李中原的滕和李中原的
女兒都在女兒都在FB Library Cinco Ranch BranchFB Library Cinco Ranch Branch一直拜票到晚上一直拜票到晚上77點天黑才合影留念點天黑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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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11月3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于大海

中 國 隊急需補充新血液
體 操 世 錦 賽 女 團 僅 得 第 6 名

在在參加本次世錦賽前參加本次世錦賽前，，中國體操隊在法中國體操隊在法
國進行了為期國進行了為期1010天的準備訓練天的準備訓練，，1010月月

底才來到利物浦底才來到利物浦。。王麗明表示王麗明表示，，在法國這段時在法國這段時
間的訓練間的訓練，，隊伍的情況並不是很好隊伍的情況並不是很好，，器材的適應器材的適應
上不是太理想上不是太理想。“。“感覺器材還是有一定差距感覺器材還是有一定差距，，
那個俱樂部更接近於青少年的那個俱樂部更接近於青少年的，，它不是成年的它不是成年的
器材器材，，所以在適應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所以在適應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

當天中國隊派出的隊員為唐茜靖當天中國隊派出的隊員為唐茜靖、、歐鈺歐鈺
珊珊、、羅蕊羅蕊、、韋筱圓和章瑾韋筱圓和章瑾，，其中唐茜靖其中唐茜靖、、章瑾章瑾
和歐鈺珊都參加了東京奧運會和歐鈺珊都參加了東京奧運會。。進入新的奧進入新的奧
運周期運周期，，王麗明表示中國女子體操隊還是由這王麗明表示中國女子體操隊還是由這
些些““老面孔老面孔””征戰在第一線征戰在第一線，，目前急需有新人目前急需有新人
湧現出來湧現出來，，壯大備戰隊伍的力量壯大備戰隊伍的力量。“。“我們非常我們非常
希望老隊員們能夠延長運動壽命希望老隊員們能夠延長運動壽命，，延長她們的技延長她們的技
術巔峰術巔峰，，但還是要尊重但還是要尊重、、遵循運動員的成才規遵循運動員的成才規
律律。”。”王麗明說王麗明說，“，“這次大部分隊伍都已經大換血這次大部分隊伍都已經大換血
了了，，而我們還是這些原來的隊員而我們還是這些原來的隊員。”。”

明年世錦賽再衝擊奧運資格明年世錦賽再衝擊奧運資格
此次世錦賽是巴黎奧運會的第一場資格賽此次世錦賽是巴黎奧運會的第一場資格賽，，

拿到團體前拿到團體前33名的隊伍將直接獲得巴黎奧運會的名的隊伍將直接獲得巴黎奧運會的
參賽資格參賽資格，，第第66名的成績意味着中國隊只有等到名的成績意味着中國隊只有等到
20232023年在安特衛普舉行的世錦賽上再去努力向年在安特衛普舉行的世錦賽上再去努力向
奧運資格發起衝擊奧運資格發起衝擊。。

““我們希望隊伍內這些大隊員我們希望隊伍內這些大隊員，，用她用她
們的經驗們的經驗、、成熟帶動那些小的成熟帶動那些小的，，然後然後
用這些小隊員的衝擊力用這些小隊員的衝擊力，，促進大促進大
隊員保持最好的狀態隊員保持最好的狀態，，這樣整這樣整
個隊伍才會更有競爭力個隊伍才會更有競爭力。。目目
前來看前來看，，我們這支隊伍我們這支隊伍
和其他強隊比較和其他強隊比較，，實實
力還是偏弱了一力還是偏弱了一
些些。”。”王麗明說王麗明說。。

1日，在英國利物浦舉行的2022體操世

錦賽女子團體決賽中，中國隊發揮不佳，在

8支決賽隊伍中排名第六，未能獲得2024年

巴黎奧運會參賽資格。中國隊教練王麗明在

賽後表示，隊伍近期的訓練情況不是太好，

新的奧運周期急需補充新鮮血液。 ◆新華社

據中國體操協會消息據中國體操協會消息，，第第3636屆世界蹦床屆世界蹦床（（又稱彈床又稱彈床））錦標賽將錦標賽將
於於20222022年年1111月月1616日至日至1919日在保加利亞索菲亞舉行日在保加利亞索菲亞舉行。。本次賽事是蹦本次賽事是蹦
床項目首次使用巴黎奧運周期新規則的一屆世錦賽床項目首次使用巴黎奧運周期新規則的一屆世錦賽。。中國國家蹦床中國國家蹦床
隊於隊於1111月月11日晚赴法國進行為期日晚赴法國進行為期1111天的賽前適應性訓練天的賽前適應性訓練，，1111月月1313
日赴保加利亞索菲亞日赴保加利亞索菲亞。。

根據根據《《20222022年蹦床世錦賽選拔辦法年蹦床世錦賽選拔辦法》、》、44次世錦賽選拔賽成次世錦賽選拔賽成
績和同步組合配置需要績和同步組合配置需要，，國家蹦床隊公布了出訪法國的運動員名國家蹦床隊公布了出訪法國的運動員名
單單。。其中其中，，男子男子66名運動員名運動員：：嚴浪宇嚴浪宇、、楊顏葦楊顏葦、、賀龍雨賀龍雨、、李宇李宇
名名、、王嘯吟王嘯吟、、孫逸辰孫逸辰，，女子女子66名運動員名運動員：：朱雪瑩朱雪瑩、、胡譯乘胡譯乘、、曹曹
雲珠雲珠、、范心怡范心怡、、張欣欣張欣欣、、邱錚邱錚。。

根據國際體聯競賽規程相關規定根據國際體聯競賽規程相關規定，，資格賽資格賽2424小時之前小時之前，，
根據訓練根據訓練、、傷病傷病、、狀態等情況確定上場比賽的男狀態等情況確定上場比賽的男、、女運動女運動

員名單員名單。。 ◆◆中新網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羽毛球代
表隊近日積極出戰歐洲賽，在當地時間周二展開
的德國海洛羽毛球公開賽首日賽事，港隊兩名男
單名將李卓耀和伍家朗，皆先後順利晉級16強。

在上周法國公開賽取得佳績後，世界羽聯更
新了新的世界排名，其中李卓耀上升一級至第14
位，而伍家朗則由第13位降至第15位，反落後李
卓耀一級。

於首日32強比賽，伍家朗對手為賽事7號種
子、印度球手Lakshya Sen；雙方賽前從未交過
手，但排名較低的伍家朗接戰後卻打得甚為輕
鬆，僅花了27分鐘便接連以21：12、21：5勝
出，16強對手為法國選手Toma Junior Popov。

至於李卓耀首圈對手為丹麥的 Rasmus
Gemke，但後者賽前宣布退賽，李卓耀得以自動
晉級16強，對手為泰國的Kunlavut Vitidsarn。

雙打賽事，女雙楊霈霖/楊雅婷組合，首圈原
要和另一港隊組合吳芷柔/曾曉昕碰頭，但後者賽
前退賽，楊霈霖/楊雅婷直入16強。

國家隊方面，男單李詩灃以直落21：12、
21：14擊敗馬來西亞的黃智勇，16強將對戰另一
馬來西亞球手劉國倫。女雙4號種子張殊賢/鄭
雨，則直落21：14、21：13擊敗印尼組合Febri-
ana Dwipuji Kusuma/Amalia Cahaya Pratiwi，16
強將對戰德國組合 Stine Susan Kuspert/Emma
Moszczynski。

德國羽毛球賽 李卓耀 伍家朗晉16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WTT意大
利青少年賽於當地時間周二繼續進行比賽，港
隊繼U13的麥明芯贏得獎牌後再創佳績，由
U19吳詠琳和李凱敏分別取得銀牌和銅牌。

根據香港乒乓總會消息，U19女單香港派
出4名港將參賽。其中在U21香港排名第1的吳
詠琳於小組賽以首名資格晉級，並在淘汰賽階
段首輪獲輪空；在次輪起，吳詠琳先後擊敗波
多黎各、羅馬尼亞和印度選手殺入4強，準決
賽對戰另一印度選手Yashaswini Ghorpade，吳
詠琳激戰5局才以6：11、11：6、11：8、9：
11和11：5殺入決賽，可惜決賽面對埃及球手

Hana Goda，吳詠琳在先贏一局11：8下連輸
9：11、8：11和8：11，以局數1：3落敗只得
銀牌。

其他U19參賽選手，李凱敏則是於準決賽
以11：13、3：11和11：13不敵Hana Goda，
但仍獲得一面銅牌。至於餘下兩名港將黃凱彤
和江芷林，則分別不敵烏克蘭及波多黎各選
手，止步32強。

至於U15方面，在U13摘銀的麥明芯再出
戰此屆別比賽，可惜在8強以11：9、5：11、
6：11、14：12和5：11不敵西班牙選手Maria
Berzosa Casas，無緣獎牌。

港隊意大利青乒賽添1銀1銅

香港文匯報訊 “滑板”除是一項代表
着潮流的街頭活動外，更是一種考驗個人平
衡及創意、充滿技術與難度的運動。自去年
起，滑板首次被納入東京奧運賽事，世界各
地包括香港亦再次掀起滑板熱潮。而香港特
區政府近日發布的施政報告當中，亦有提及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將計劃大力推廣包括滑板
等多項深受青年人歡迎的“城市運動”，預
計這項街頭運動將變得更受矚目及普及。

為加深大眾對“滑板”的認識，希慎興
業及利園協會聯同全香港滑板協會特別於日
前舉辦“利園滑板節2022滑板傳媒工作
坊”，盼藉此機會詳細介紹這項新增的奧運
運動項目，呼籲大家一同關注及支持香港滑
板界別的發展。

同時，大會更率先公布與全香港滑板協
會及非牟利團體啟勵扶青會第二年聯合舉辦
的“利園滑板節2022”將於11月26至27日
一連兩日舉行。屆時將有一系列的街頭滑板
表演、滑板體驗活動及工作坊等，勢必掀起
一場滑板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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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凱敏 U19 女單奪
季。 香港乒乓總會圖片

◆吳詠琳U19女單屈居亞
軍。 香港乒乓總會圖片

中國體操協會 公布蹦床世錦賽參賽名單

◆歐鈺珊在自由操比賽中。新華社 ◆韋筱圓在高低槓比賽中。新華社

▶奧運冠軍朱雪瑩將領軍出戰。中新社

◆◆章瑾在自由操章瑾在自由操
比賽中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伍家朗突破首圈。 法新社

◆一眾嘉賓合照。 大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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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日本央行召開的貨幣政策會議上決定，維持超

寬松貨幣政策不變，將短期利率維持在負0.1%、長

期利率維持在0%。此外，日本央行把2022財年日

本核心CPI漲幅從此前的2.3%上調到2.9%，國內生

產總值（GDP）增長率預期下調至2.0%。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目前受到通脹和日元快速

貶值的雙重壓力，由於日元跌勢近期難阻，社會生

產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日本經濟暫時難以擺脫高通

脹的壓力和困境。

日本專家：美國加息向世界輸出通脹
從年初至今，日元對美元年內已貶值約30%。日

元貶值推高進口商品物價，導致通貨膨脹加劇，給普

通消費者和企業帶來壓力和困擾。日本經濟學家認為

，日本堅持施行超寬松貨幣政策，使得日美兩國之間

的利率差擴大，是日元貶值的直接原因。而美國的不

斷加息導致的美元升值不僅向世界輸出了通脹，同時

也輸出了經濟衰退的信號，是壹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日本第壹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 熊野

英生：今年3月，美國突然上調利率，並且是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上調，流入國際市場的資金大量回流

美國，結果導致全球性通脹。日元貶值也有日本自

身的原因，美國和歐洲都開始金融緊縮政策，只有

日本繼續維持超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外匯市場大量

買入美元，拋售日元，引起日元貶值。

日本專家：日元快速貶值 中小企業承壓
熊野英生認為，日元的快速貶值可能令日本企業

無法及時應對，其中，中小企業面臨著更大的影響。

日本第壹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 熊野英

生：對日本的中小企業，以國內業務為主的企業而言

，進口價格上漲，利潤減少，甚至赤字。可以說跟大

企業相比，大部分中小企業受日元貶值影響更大。

日本第壹生命經濟研究所 高級經濟分析師 永

濱利廣：美元升值不僅給日本，也給其他經常賬戶

赤字國家造成沖擊，導致全球範圍糧食能源價格上

漲，從而影響全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新冠疫情以

來，美國采取過度經濟對策釀成的結果。希望美國

負起責任，在制定經濟政策方面，避免給世界經濟

帶來消極影響。

匯率暴跌 凸顯日本貨幣政策困境
在日元對美元跌破1美元兌換150日元關口後，

日本央行曾出手對匯市進行幹預，但並沒有收到顯著

效果。用日本國內人士的話來說，日本近期被迫對匯

市進行幹預，是壹場與美國的“逆貨幣戰爭”，日本

明顯處於劣勢，日元貶值壓力不會輕易消失。如何擺

脫眼下困境，日本並無良策。堅持超寬松貨幣政策日

益受到詬病，但加息卻是日本經濟難以承受之重。

首先，加息抑制需求。日本經濟復蘇乏力，長期

受到需求不足困擾。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認為，日

本當前面臨的是輸入型通脹，不是央行所期待的需求

擴張型通脹，不僅不能刺激消費，反而抑制需求。

其次，加息會加重企業債務負擔。同時，加息

會抑制消費需求，令市場面臨萎縮風險，將對企業

經營不利。

日本第壹生命經濟研究所 高級經濟分析師 永

濱利廣：從表面看日本物價上漲了，但實際上大多

是進口食材和能源漲價，而日本國內因為消費需求

不足，經濟低迷。如果央行加息，會進壹步使經濟

降溫，影響民間設備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的熱情。企

業的資金周轉也會遇到障礙，導致日本經濟雪上加

霜，所以目前日本央行還無法加息。

此外，加息將對日本財政形成重壓。長期持續

的超寬松貨幣政策使政府財政缺乏約束力，不斷大

膽借債。如果央行加息1個百分點，政府每年需支

付的利息就要增加約10萬億日元。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多次表示，在美聯儲

強勢加息背景下，日本央行即使小幅加息，也不

可能扭轉日元大幅下滑的趨勢，反而可能危及日

本經濟復蘇。現在調整超寬松貨幣政策仍“為時

尚早”。

下代新車便宜壹半？
馬斯克：未來特斯拉市值能超蘋果＋沙特阿美
特斯拉發布了第三季度財報，當期總

營收為214.54億美元，同比增長56%，歸

屬於普通股股東的凈利潤為32.92億美元，

同比增長103%，交付超過34.3萬輛汽車，

同比增長42.4%。盡管凈利超預期，但營收

及交付量均不及華爾街預期。

近日也有不少分析人士對於特斯拉

未來的市場需求表示擔憂，在第三季度

財報電話會議上，特斯拉CEO埃隆· 馬

斯克被分析師問及相關問題時表示，對

於特斯拉在衰退中的表現並沒有什麼擔

憂。他認為，特斯拉並非不受經濟衰退

影響，而是有能力抵禦經濟衰退。

產能目標仍然是年化50%的增長
馬斯克提到，特斯拉仍然有著巨大

的市場需求，預計特斯拉第四季度交付

將達創紀錄水平，第四季度的需求非常

強勁，預計將售出所有生產的汽車，他

還指出，中國的需求十分旺盛。馬斯克

認為，市場正在變好，相信在新冠疫情

之後，將會有更強勁的需求。特斯拉的

產能目標仍然是年化50%的增長。

對於交付量不及預期以及中國超級

工廠訂單積壓的問題，特斯拉 CFO

Zach Kirkhorn解釋說，目前物流問題是

壹個比較大的挑戰，中國運往澳大利亞

的海上船運、美國本土的卡車運輸都有

不少問題。

馬斯克表示，特斯拉在電動汽車取代

汽油動力汽車時表現不錯，“公眾普遍意

識到世界正在轉向電動汽車，此時購買新

的汽油車是愚蠢的，因為那輛汽油車的剩

余價值將非常低，”馬斯克說，“所以，

我們處於壹個非常好的位置。”

就交付量增長問題，馬斯克提到，

特斯拉有著非常好的產品組合來保障增

長和盈利。

特斯拉方面表示，Cybertruck電動皮

卡將會如期在2023年實現量產，目前得克

薩斯州超級工廠正在為Cybertruck的生產

做準備；特斯拉Semi電動卡車也將在12

月1日開啟交付。Semi電動卡車在不犧牲

任何載貨能力的情況下仍將有500英裏的

載貨續航裏程。特斯拉的目標是在2024年

在北美生產5萬輛Semi電動卡車。

就4680電芯產能爬坡進度的問題，

特斯拉方面稱進展順利，目前的重點是

控制成本以及進壹步擴大北生產。馬斯

克表示，第三季度4680電池包的產量與

第二季度相比翻了三倍，但4680電池包

實際數量仍然很少，由於仍未大規模生

產，也因此難以節省成本。

此外，馬斯克也透露了關於下壹代車

型的信息。有分析師問到關於特斯拉第三

個平臺的問題，馬斯克回應說，汽車開發

團隊的主要關註點是下壹代汽車，他估計

，下壹代汽車平臺的成本將是第二代平臺

（Model 3和Y）的壹半，其產量可能會

高於公司目前所有產品的總和。

市值可能超過蘋果和沙特阿美的總和
路透社在報道中提到，特斯拉未能

實現股票回購，令不少投資者失望。在

財報電話會議上，馬斯克也就此回應說

，特斯拉即將回購股票，“可能進行50

億到100億美元的回購，我們很可能會

進行壹些有意義的回購。”

他還強調說，關註特斯拉的長期趨

勢很重要，他相信特斯拉未來有望超過

蘋果目前的市值，甚至超過蘋果和沙特

阿美市值的總和，“我們可以遠遠超過

蘋果目前的市值。我可以看到壹條道路

，特斯拉的市值可能超過蘋果和沙特阿

美的總和。”

目前特斯拉市值不到7000億美元，

蘋果公司市值為2.3萬億美元，而石油生

產商沙特阿美的市值約2.1萬億美元。

照此計算，特斯拉的市值要追上蘋

果和沙特阿美之和，還需要增加3.7萬億

美元。

在運營方面，有分析師詢問特斯拉

的運營費用以及投資問題，Kirkhorn指

出，特斯拉的運營杠桿有很大改善，同

時公司還可以進壹步優化運營，由於特

斯拉的增長如此之快，很難保持平穩，

但它應該會逐漸平穩。

馬斯克表示，“我們正在投資所有

我們能想到的可能投資的東西，而且我

們仍在產生現金。”財報顯示，特斯拉

的數字資產在第三季度相較於第二季度

沒有變動，凈值為2.18億美元。

此外，馬斯克也在本次電話會議

中提及推特。有分析師問到，馬斯克

在收購推特之後，是否會與其名下其

他公司共同組建傘形公司。馬斯克表

示，他更像是壹名技術專家或工程師

，而不是壹名投資者。“我對推特的

情況感到興奮”，馬斯克說，並補充

說這家社交媒體公司的價值可能遠高

於目前的估值。

日元貶值 通脹加劇 日本央行繼續維持超寬松貨幣政策

美國中期選舉Midterm Election 提前投票本
週五11月4日結束，投票日為11月8日週二。

由於投票機和手續的變化，各大投票站出
現排隊現象。所以請大家務必抓緊時間，提前
安排，拖後只能會延誤你的投票機會, 丟失你的
發言權。休士頓地區唯一華裔德州眾議員吳元
之，特別通過視頻，提醒德州華裔社區的關注
和參與。

吳元之在視頻中傾訴了自己做為一位華裔
議員的內心感受（視頻：https://youtu.be/MeT-
kgjAdEIE）：他在休斯敦西南區，亞太商業密
集的地區為華裔社區服務了10年，為大家爭取
社會地位和權益。這十年來，他看到亞太人口
不斷增加，休士頓變成更加多元化，更加開發
的國際大都市。

但是，華裔畢竟是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
尤其是生存在多民族多群體中，和美中關係日
趨緊張的大環境之下。作為少數族裔和弱勢群
體，只靠人多還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自己的
社會影響和政治實力。華裔要為自己爭得權益
，就要有自己的代表為自己發聲，為自己能夠
爭取平等。

這份影響力和實力哪裡來？在一個大數據
的社會，就是要看投票人數。沒人出來投票，
就選不出為自己發聲的代表。即使選上了，如
果投票人很少，這樣的代表到了州議會或公職
機構，也沒有影響力，達不到效果。這就是做
為一個華裔議員的心聲，一個最現實的問題，
也是華裔的“老大難”的問題。

美國華裔選民聯盟發起者，協助吳元之議
員的華裔社區推動者施慧倫博士，特別強調，
在美國這樣的社會體系裡，做為一個少數族裔
，不要指望其他群體，例如在這里土生土長的
，或是有錢有勢的白人，來幫助你說話。因為
他們不了解做為移民，尤其是被排斥和被歧視
的華裔移民的苦衷和困難。而在華裔文化和家
庭背景里長大的華二代，像吳元之議員，最清
楚我們的所需和所感。

吳元之在視頻裡，特別提到他的親生體會
。在COVID疫情當中，華人被Trump和共和黨
官員，侮辱等等【注: 美國排華歷史，華人曾被
看成是“黃禍” Yellow Peril】。當國家領導人
在大庭廣眾和公共媒體上帶頭散佈這樣的歧視
性語言時，吳元之議員說，就彷彿每個華人包
括他自己，變成了被攻擊的靶子和替罪羊，成
了其他人行凶的藉口和暴力的動機。在德州
Midland，一個亞太家庭全家在 Sams Club 被歹

徒刀砍，兩個孩子和爸爸都受刀傷進了醫院。
歹徒說他以為他們是華人，是帶來COVID疫情
的“病毒” 【參考#1】。

施慧倫博士說，從2016年川普任職以來，
華裔走過了六年的困境，今後還會更困難：美
中貿易戰，科技界被打壓，甚至休士頓領館被
關，微信差點被禁用。去年亞特蘭大6位亞裔女
性被槍殺，從而爆發了全美範圍內，反對仇視
亞裔的抗議高潮。在德州，達拉斯也發生了射
殺亞太居民的悲劇。孩子們多多少少都受到了
影響，尤其是心理陰影。亞太領袖所作的”
Stop Asian Hate” 的社會努力和輿論壓力，才抑
制了對亞太暴力的進一步惡化【參考#2】。最
近 Trump 把他的支持者美國國會議員 Mitch
McConnell 的夫人，前美國交通部部長華裔趙
小蘭女士，貶低侮辱成“Coco Chow” （給狗
的外號）【參考#3】。而在南加州，正在競選
國會議員的華裔 Jay Chen (陳介飛）, 也被抹紅
塗黑，引起亞太社區的集體抗議【參考#4】。

吳元之議員特別強調，為自己爭取影響力
，增加參與力和投票力，是最有效的方法。但
是，投票要有明智的選擇，選擇明智的黨派和
領袖，維權要有正確的途徑，遵從正義和公道
，否則就會起到相反作用。哪個黨派哪些領導
人，把少數族裔當成是欺辱對象，把我們當成
是蠱惑對象？當我們亞太社區提出反對和抗議
時，是哪一個黨派哪些領導人置之不理，甚至
繼續激化仇視和分裂，又是哪一個黨派和領導
人站出來為亞太發聲，保護我們的權益？做為
一位華裔代表同時是民主黨議員，吳元之在德
州議會和休士頓社區，反复參加各種反對仇視
亞裔的活動，把這一切看的清清楚楚。

施慧倫博士介紹說，華裔移民對美國的時
政和選舉體係了解不夠，容易被微信和社媒裡
的謠言所蠱惑。其實，美國聯邦議會和各州議
會中，少數族裔和亞太代表基本上是在民主黨
一方。民主黨更代表多元化，年輕人，女性，
弱勢群體少數族裔。美國大城市，經濟領先的
地區，包括加州紐約州，是“藍色”民主黨的
地區。而共和黨代表的是固有和保守，老年男
性白人的勢力，在經濟落後和不發達地區是共
和黨的“紅區”，包括德州。

而美國聯邦議會專門設立亞太工作組CA-
PAC，裡面是所有亞太議員和支持亞太社區的
議員【目前聯邦亞太議員，所以CAPAC成員，
均為Democrats民主黨，參考#5】。 COVID 疫
情開始之後，CAPAC 領導者，加州華裔議員

Judy Chu, Ted Lieu, 紐 約 州 華 裔 議 員
Grace Meng立即發表聲明，提醒美國公
眾華裔受到的威脅，反對歧視性語言和
暴力，直到美國議會通過了反對仇視亞
裔的法案，去年由 Biden 總統正式簽署
生效【參考#6】。本屆國會和 Biden 總
統還通過了在首府華盛頓建立亞裔文化
歷史博物館，這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參考#7】。在 New Jersey, Illinoise, 加
州，紐約州等民主黨佔大多數的州議會
正在努力推進亞太歷史的教課，引進對
亞裔文化和對美國歷史貢獻的課程【參
考#8】。

吳元之例舉了參加本次中選的休士
頓地區的亞太候選人，他們當中資歷最
優秀的12位候選人均在民主黨一方。他
們參選德州議院，司法系統，和本地的
重要公職，為了亞太社區爭取權益【參
考#9】。吳元之請大家關注和支持。他
給大家的建議是，亞太社區需要團結其
他少數族裔，支持那些敢於為我們發聲
的黨派和領導者。如果對候選人不夠了
解又沒有時間去研究，他建議投票給民
主黨一方候選人，包括競爭最激烈的德
州州長候選人Beto O’Rourke，因為他
們希望德州能夠邁向更加多元化，更加
包容，更加平等（Diversity, Inclusive-
ness, Equity），各族裔和睦相處，共同
進步的美國的未來。

但這樣的提案在德州卻寸步難行。
今年德州和南方各保守州，不但剝奪女
性生育選擇權，同時開始實施新的更加
嚴厲苛刻的選舉法和選民壓制。並且根
據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重新劃分選區，
把亞太人口密集的選區四分五裂，以消減選民
的實力和影響，減少亞太選民投票作用。這個
手段叫”Gerrymandering” 選區特意勾劃。例
如Fort Bend County 原來是Texas 22 國會選區，
把亞太居民分裂之後，變成更穩固的 Rural
Texas 保守白人區（現任議員Troy Nehls 是強硬
的Trump支持者）。亞太社區目前已經集體提
出抗議，上訴德州法庭【參考#10】。

請注意：這一次德州不但實施新選區重劃
，並且改換了投票機和手續，以加長投票時間
，使其更加複雜，取消其他便民服務，加大上
班族和工薪階層投票難度。郵寄選票申請更加
嚴厲苛刻，拒絕接受郵寄投票的數額大幅度增

加。這一切應該提醒大家，如果我們不參與，
不關注，我們的平等權益正在受到威脅，美國
的基本社會保障正在瓦解倒塌。在美中關係日
趨緊張的大環境下，休斯敦唯一的華裔德州眾
議員吳元之，請大家為華裔在美國的社會地位
和明天的命運，行使我們手中寶貴一票，共同
為華裔發聲，為下一代和孩子們的權益努力！

本週五是最後一天提前投票。由於投票機
和手續的變化，要投票的時間的加長，請大家
務必抓緊時間，提前投票，拖後只能會延誤你
的投票機會, 丟失你的發言權。

吳元之議員的影片視頻在：https://youtu.
be/MeTkgjAdEIE

中選在急！德州華裔議員吳元之：
危機之下, 用我們的投票爭取華裔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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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Political ad paid for by Beto for Texas.

Vote for a safer Texas. 
Vote Beto.

Parents shouldn’t have to worry that
when they hug their child goodbye, that

hug may be their last.

Political ad paid for by Beto for Texas.

Vote for a safer
Texas. Vote B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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