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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次參加2020年美國總統競選的華裔候選人楊
安澤Andrew Yang，將於3月9日抵達休士頓，9日晚和10日上午
，召開與休士頓公眾的見面會和募款餐會。

楊安澤Andrew Yang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參選總統職位的華
裔。他的競選核心口號是#HumanityFirst (人道第一)，因而在民
主黨眾多總統候選人中脫穎而出，力衝前20名，以希望進入六

月份的第一次全國總統初選辯論會。
楊安澤Andrew Yang生於美國紐約州，父母來自台灣（畢業

於UC Berkeley研究生院）。他曾就讀於布朗大學Brown Uni-
versity經濟和政治系，並取得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
sity法學博士。此後，他從事於新企業的創辦，並成功經管了
以教育為主的項目。他致力於為大學畢業生和被金融危機所
困的城市增加就業機會，並在2011年創建Venture For America
（創業美國）。因此他獲得2015年美國總統企業獎，曾在白
宮與奧巴馬總統見面。

在創業經歷中，楊安澤Andrew Yang親身體驗到新工業技術
，包括大規模人工智能，機器人，和全自動化將給全社會和
人類帶來的巨大衝擊。這些技術正在以凶猛的速度，侵蝕普
通大眾的就業和家庭。但是，對於迫在眉睫的危機，沒有政

府官員提上議事日程，也沒有任何預防危機和做出準備的手段。
因此，他特意著書《對普通老百姓的戰爭》“War On Common
People”以警醒全社會，並在2017年底，為挽救危機，毅然決定
參選總統。他提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核
心競選綱要，用新技術所得利潤，保障普通家庭每人每月$1000

的收入。與其他為80項全面政策改革，得到主流媒體的刮目相
待，並被譽為新穎脫俗Out of Box的新候選人。

作為年輕一代華裔成功的楷模，楊安澤Andrew Yang 希望不
但在企業界能夠做出卓越貢獻，更希望他的參選能夠激勵華裔和
有志青年，扭轉2016年以來美國政局的危險下滑。他所到之處
，受到各地華裔的熱情支持，而他對人類社會危機的熱忱和真摯
，也正在打動包括美國主流在內的各方大眾。他馬不停蹄，走訪
全國各地，此行到奧斯丁和休士頓，也是為了能進入全國總統辯
論會，呼籲全社會對未來危機的警覺和準備。希望休士頓華裔，
給與他最大的支持，為第一個參選的華裔總統候選人，提高社會
影響力和華裔參與力。

募款餐會時間：10日週日，早10點-下午1點。地點：Hil-
ton Garden Inn, 685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outh, Houston,
TX 77072. 募款金額每人$100以上，可在競選網頁yang2020.com
，或在活動當天捐款。參加活動需要提前預訂座位：https://
www.eventbrite.com/e/andrew-yang-fundraiser-houston-tick-
ets-57541232375 活動聯繫人：葉宏志 832-377-5938；施慧倫
832-356-0898

美國總統華裔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將首訪休士頓

（本報訊）主講人：李元鐘（李元鐘保險）
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將於3月9日（星期六）兩天早上10

點至中午12點在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活動中心特邀淡江大學校友
李元鐘先生主講“2019美國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面面觀”相
關議題。免費入場，備有茶點，敬請踴躍參加，以備不時之需。
名額有限，儘早登記，請聯絡休士頓李元鐘保險Kevin 謝經理，
電話（832）500-3228，郵箱Houston@johnleeins.com 。

李元鐘背景介紹
李元鐘大學畢業於臺灣淡江大學保險系，哈特福大學

〈University of Hartford〉的保險碩士，康州首府哈特福市被譽為
〝世界保險之都〞，不間斷的保險專業生涯二十年，曾長時間歷
任大型保險公司理賠專員，個人持有幾乎所有的高階保險專業認
證資格，包括全球僅三萬多張的保險業國際最高認證的 CPCU
〈產險及責任險最高證書〉，以及需要有長期實務經驗才可能考
取的 ASAI〈非標準保單證照〉和 AMIM〈海上保險師執照〉等
等，其專業證歷之堂煌、差不多可以用〝恐怖〞來形容，是達福
地區以及休斯敦地區保險專業的學經歷最為雄厚的華人保險經紀
人。

以下為演講內容摘要：
Part 1：美國老人保險 （Medicare）認知美國的老年人多數

通過參加聯邦政府管理的 Medicare 老年人醫療保險得到醫療保
障。參加 Medicare 老年人醫療保險需要年滿65周歲，並且在美
國工作並納稅至少十年以上 (每年最多可拿4點，換句話說要有
40 點) 。獲得美國綠卡的老人在移民美國滿五年後也可以自費購
買 Medicare 醫療保險。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其內容分為兩大部分，Part A提
供住院，part B則以門診為主。此保險計劃必須註冊（Sign-up）
，他不是自動生效。在您滿65歲的錢3個月，要特別留意是否有
收到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的歡迎信 (Wel-
comeLetter) 。此信的內容是恭喜您快滿65 歲，您可以獲得美國
政府的福利)，共有7 個月(前3 個月、後3 個月、生日當月) 可加
入此計畫。不管您有沒有收到此歡迎信，李元鐘建議您 「絕對」
要走一趟社會安全局，確定您的福利不受影響，千萬別讓權利睡
著了。而生效日是在您滿65 歲的那個月份的1 日開始，例如您
是今年10 月31 日才滿65 歲，但是早在10 月1 日您就符合享有
此福利，政府讓老百姓佔便宜。

Part 2: Medigap和Advantage計劃的選擇到了 「退休」年紀，
大多數長者已習慣於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醫療保險上更是

年復一年 「從一而終」；然而如何挑選個人保險計畫，有的人是
單純以保費高低來抉擇，有的人是看朋友投保什麼就跟著加保，
結果面臨醫療需求時才赫然發現自己不僅沒得到福利保障，甚至
在醫藥費與保險費都白白花了許多冤枉錢。其實應根據個人健康
、經濟狀況，逐年評估未來需求與適時調整保險計畫。

聯邦醫療補充保險(Medigap)與聯邦醫療保險優惠計畫(Part
C)各有許多子計畫，保費(Premium)計算也各有不同。Medigap可
幫助支付Original Medicare所不支付的某些自付費用，十個承保
級別對自付扣除金(Deductible)、定額手續費(Co-pay)和共同保險
(Co-insurance)等給付不同，所以可隨時註冊參加，並且在開放
註冊期(IEP，滿65歲並參加註冊Part B當月後的六個月內)加入，
還不會因健康紀錄而被拒保或被收取較高保費。

至於Part C除提供Original Medicare所有承保範圍福利，多
數還提供Part D處方配藥，或者牙齒保健、視力與聽力檢查及輔
助用具、健身會籍、全球急診等不同福利可作選擇，有的計畫甚
至可以做到零保費，所有計劃也都有一個自付的上限，超過之後
便不須再掏腰包，故在財務保障方面更為彈性靈活，每年10月
15日至12月7日(休士頓在2017年延至12月31日)的開放註冊期
，正是進行參加、轉換或取消Part C與Part D的好時機。

有些移民美國的長輩認為台灣健保 「物美價廉」，因此非但
不願加保Part C或Medigap，甚至連Original Medicare都想逃避，
感覺每年拿省下的保費去買來回機票、付醫療費加上探親旅遊都
綽綽有餘；但俗話說得好 「遠水救不了近火」，有時我們身體突
然出現病痛，連有沒有辦法上飛機都可能是大問題，所以元鐘建
議長輩們在美國千萬不能沒有保險，要如何以最適合自身狀況的
方式投保，可隨時向專業並可靠的保險經紀從業人員進行諮詢。

Part 3: HMO 與 PPO 的比較提起聯邦醫療保險的優惠計畫
Part C，制度設計上雖讓長輩們依自身意願選擇是否加入，政府
再以撥發補助款給保險公司，讓民間企業有效率的行政與管理作
為來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計畫形式自然會以坊間常見的醫療保
險為準則，故在各保險公司所提出的 Part C計畫中，同樣也有
「健康維護組織(HMO)」、 「優選醫療機構 (PPO)」或 「定點服

務組織(POS)」…等許多種方案，來供各地已加入Medicare 的長

者選擇。
由於Medicare 並非免費參加與使用，被保險人得繳付保費與

就醫時的自負額，各州政府除對經濟弱勢的民眾設有Medic-
aid 加以補助，Part C 的子計畫也常因被保險人身分另有變化
。許多保險公司不僅推出同時具備Medicare 與Medicaid 雙重

身分長輩可參加的SNP 方案，在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雙重挹
注，有時個人保費甚至降到比年輕力壯並擁有團保的上班族還低
，同時併有處方藥計畫Part D，或者免費使用健身房…等預防保
健項目，讓長輩們有更強健的身體來減少就醫看診的開銷。

若以最常見的HMO 或PPO 相較，二者最明顯的差異便在
是否需要指定家庭醫生(PCP)，才得因病情需要而轉診至同網絡
的專科醫生診治，進而產生低保費高自負與高保費低自負的差別
；然在年紀漸長以後，許多慢性疾病正不知不覺地在眾人身上持
續進展，患者有沒有定期檢查、追蹤與按時服藥，對自身病情與
衍生性疾病後續變化影響甚鉅，所以統計顯示定期看診並用藥的
慢性病患醫療費用總額，有時還比從沒檢查看診，但突然發病而
需緊急就醫的單次醫療費用為低，這也讓保險公司的盤算為之轉
向，願意 「讓利」給常看醫生的 「好病人」。從價格、就醫自由
度與承保範圍來作考量，加上自身是否罹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或腎臟病，是否需要長期檢測與用藥控制，Part C 的方案該如何
選擇與投保加入，真的能對許多長者晚年生活提供更多助益。至
於醫療網絡內的家庭醫生當如何指定、常用藥物有無列入保險給
付的藥品清單，或者保險公司有無提供跨州( 境外) 就醫的保障
等問題，您可與所信任並真正專業的保險經紀人多作溝通。就算
您原本投保的計畫在使用過程覺得不符需求，也可把握註冊轉換
期AEP 與特別註冊期SEP 進行轉換，千萬不要讓個人應有權益
白白浪費了。

結語&QA
元鐘已處理過不下數百件的老人保險申請案，希望把專業與

最重要的實務經驗分享給讀者，所以懇切建議您直接前往社安局
辦公室申辦與查詢。絕大多數公務員都很盡心盡力在為民服務，
跟美國政府打交道是完全不用走後門或套關係，美國公務員絕大
多數都堅持依法行政，所以有些無法完成的案件，通常都是溝通
不良所造成。如果您能正確的使用CM5-40B表格 「Part B加入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Enrollment in Medicare Part B) 」來加入
Part B，那麼不應會有出錯的機會，也希望長輩們能把握機會趁
早加入Medicare，讓您的醫藥需求獲得完善保障！

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辦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講座
演講主題：2019美國老人醫療保險 (Medicare）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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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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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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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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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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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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期間 中國大陸為什麼如此關注高雄市長韓國瑜

【泉深編輯/來源各網絡】三月正在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期間， 台灣的高雄市長韓國瑜突然
提出要在22日啟程訪問香港、澳門、深圳、廈門等四個城市，
為高雄尋商機！

這個現在台灣政壇炙手可熱的政治明星赴陸，料想一舉一動
都會受到注目。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提醒韓國瑜“要特別的小心
謹慎”、不要被 “極權政府” 的種種政治框架框住，這提醒說
白了就是刷存在感，順便提醒一下自家人民“韓國瑜是親中的，

我們 (民進黨) 才是站在台灣這邊的”。
“韓國瑜現象” 在台灣隨著他的當選，也開始有越來越多

負面批評聲音。他跟柯文哲一樣，講話直白 (還比柯文哲“草莽
”一些)，也講出了一些不恰當的言論，但台灣政治生態就是比
宣傳，批評得越猛烈，該政治人物的關注度反而越高。有意思的
是，不只是台灣關注韓國瑜，現在大陸媒體的兩岸新聞中，大陸
網民的關注點不就是幾個：蔡英文、台獨、韓國瑜、馬英九、統
派。其他幾個都算是“老議題”，但韓國瑜的關注度在大陸也並
未隨著他的當選而下墜。現實地說，大陸民眾並不太熟悉高雄，
“高雄市長” 這個頭銜也沒多大吸引力，為何大陸官員及媒體
仍會關注 “韓流” 現象？

其實對於台灣這些政治明星，大陸官方和民眾的認知是有差
距的。在韓國瑜現象之前的 “前車之鑑” 是柯文哲現象，大陸
民意其實對柯文哲普遍沒有好感，大陸社會並不喜歡這種有點
“雙面討好” 的政治人物，騎腳踏車，經營新媒體，在台灣這
一點可以吃得開，但大陸普遍認為 “這是作戲，沒有用”。再
加上柯文哲雖然 “兩岸一家親”，但身上 “墨綠” 的標籤仍在
。但民間的聲浪是一回事，對於中共而言，多一個能製約民進黨
政府的力量、台灣社會多了一個能影響兩岸的因子，這樣有何不
好？當然可以打好關係。

韓國瑜現象，也是類似道理。觀察大陸輿論就可發現，對於
韓國瑜訪陸，有一部分人認為他是個特殊的政治人物，接地氣、
有些魅力、且至少算 “兩岸一家親” 的好示範。 但也有很大一
部分人認為 “又是一個來討利益的”，韓國瑜承認 “九二共識
”？那也是為了利益。這是近年大陸社會看待國民黨的最普遍心
態，其中蘊藏大陸對台灣社會一種情緒化的反感：台灣人來大陸
，還不是要錢要利益？現階段的大陸，從上到下，都清楚 “若
談統一，只能寄望於自身實力，而非台灣”。 大陸政府對韓國
瑜的歡迎，與昔日對待柯文哲有些相似，雖然不冀望於台灣政黨
，但是當台灣出現了一個 “不台獨、且能夠制衡獨派政黨” 的
政治勢力，自然樂見其成。再者，韓國瑜的意識形態，至少比柯
文哲 “從一而終” 一些，至少能被大陸廣泛接受。韓國瑜登陸
，中共當然是歡迎，只是大陸社會的主流民意，對於台灣政治人
物到訪的那種歡迎與盼望，曾經是熱烈的，如今早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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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董事長暑假帶隊王朝旅遊董事長暑假帶隊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聞
稿）

出生於休士頓同時也是台灣移民第
2代年輕導演王沛智(Patrick Wang)，將
於本月15日(週五)至17日(週日)在休士
頓美術館放映廳分別播放所執導的電影｢
麵包工廠｣(A Bread Factory)首部及第2
部，作品新穎感人，敘事手法獨特，呈
現第2代台灣移民豐富的創造力和想像
力。

｢麵包工廠｣分為首部及第2部，講
述一對伴侶共同經營的社區藝文中心｢麵
包工廠｣，面臨到一所更新更大的現代藝
術中心的競爭壓力，奔走努力和所遭遇
到的一些奇特過程，表現出導演對社會
的深層觀察，以及面對困境的幽默態度
。

作品獲｢洛杉磯時報｣(LA Times)、｢
洛杉磯週刊｣(LA Weekly)、｢好萊塢報
導｣(Hollywood Report)、｢紐約時報｣
(NY Times)、｢紐約客｣(New Yorker)、

｢電影評論｣(Film Comments)、｢綜藝｣
(Variety)等多家媒體好評。

王沛智導演生於德州休士頓，父母
來自台灣。畢業於MIT經濟學系及音樂
戲劇雙主修。著作有《THE MONO-
LOGUE PLAYS 》和《POST SCRIPT》
，有關製作電影的著作則是《THE
GRIEF OF OTHERS》的互動書。第一部
電影 IN THE FAMILY即被 Roger Ebert
譽為大師之作並入選被 Filmmaker
Magazine前25新興獨立製片導演。

地點：休士頓美術館(The Muse-
um of Fine Arts, Houston)，地址為
1001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05。
電話：713-639-7300。

日期：2019年3月15日至17日
時間：
(1) 第 1 部曲:3 月 15 日 ( 週五)7:

00PM、3月17日(週日)2:00PM
(2) 第 2 部曲:3 月 16 日 ( 週六)7:

00PM、3月17日(週日)5:00PM

33月月1155日日至至1717日休士頓美術館放映台灣日休士頓美術館放映台灣
移民第二代導演王沛智電影作品麵包工廠移民第二代導演王沛智電影作品麵包工廠

喜歡城市的人到美國去紐約，喜歡
自然的人到美國去黃石。美國黃石公園
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國家公園，
是地球上“最獨一無二的神奇樂園”。
你能想象到的，和不能想象的美景奇觀
，這裡都有。

王朝旅遊推出的黃石豪華7日遊，
從丹佛出發，途徑瘋馬巨石、總統巨石
、熊園、魔鬼峰，進入洛基山脈，前往
黃石公園。特價$398起。

在黃石公園會待上3天2晚，停留
的景點有：大棱鏡溫泉、黃石大峽谷、
諾麗斯間歇泉、猛馬熱泉、上瀑布、老
忠實間歇泉、海登山谷、泥火山、黃石
湖等。深度遊玩，夜宿黃石，更可獨家
入住黃石公園小木屋，欣賞到園內的晨

昏美景。此趟行程還包括大提頓國家公
園、大鹽湖、拱門國家公園等，知名景
點一網打盡。

七月熱情如火，王朝旅遊再帶你去
加拿大激賞洛磯山脈，感受清涼夏日，
特價只要$559起，須在3月31日前付款
。可自選後續行程，阿拉斯加遊輪或西
雅圖乘坐海岸星光號火車。

洛磯山脈，是北美洲西部的主要山
脈，綿延超過4800公里。現在的洛磯
山脈中有很多地方都是國家公園保護區
及森林地，也是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
可進行的休閒活動非常之多。

賈斯伯國家公園，加拿大洛磯山脈

最大型的國家公園。風景秀麗，環境優
美，有多種野生動植物。

夢蓮湖，世界公認為是最有拍照價
值的湖泊，湖面呈藍綠色，晶瑩剔透，

像是一顆璀璨的明珠。

哥倫比亞冰原，阿拉斯加南部面積
最大的冰原，神秘莫測的冰原裂縫，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

冰川天空步道，在280米的高觀景
臺上俯望河谷，“零距離”接觸的全新
自然觀光體驗。

五月鳴蜩，七月流火，我們一起去
旅遊！（圖片源自網絡）

另有多個出團日期可選，黃石、洛
磯山4-12天旅遊團，不同路線可供客人

選擇。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

更新

官方網站：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 981-8868
微信客服：aat713
地址：休斯頓中國城敦煌廣場側面精英
廣場A14室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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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最後
一天，我冒著傾盆

大雨去萊斯大學，聆聽可汗學院創始人
Sal Khan的演講。一路上還想著今天的
演講會不會因為天氣又取消了，本來這
個演講原定於去年10月。演講在萊斯大
學音樂學院的音樂廳舉行，座無虛席，
我在樓上找到了個座位，還好不用坐地
上。

今天的演講是萊斯大學校長演講系
列之一 The Rice University President’s
Lecture Series，萊斯大學校長 David W.
Leebron正在介紹演講嘉賓可汗先生。

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可汗先生的演
講風趣幽默，引人入勝。他是孟加拉國
移民的後裔，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從
公立高中畢業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
MIT，先後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之後
獲得哈佛大學商學院 MBA，畢業後在
投行工作。

從2003年開始，他業餘時間輔導他
在孟加拉國的小表妹 Nadia的數學，剛
開始用的是 Yahoo's Doodle notepad, 後

來改成Youtube video，網上看的人越來
越多，他應接不暇。

他於2009年底辭職，全職做可汗學
院(Khan Academy)--非盈利的網上教學
系統，他的理想是為全世界提供免費教
育 (mission is to provide a free,
world-class education to anyone, any-
where)。

剛開始舉步維艱，到2010年已經快

堅持不下去，想重新找工作了，這時他
收到安的1萬美金捐款，真是雪中送炭
，絕處逢生。安和他吃午飯，問他是怎
麼養活自己的，他說沒法養活自己，於
是安又給了他10萬美元。

有一天，他在電視上突然看到比爾
蓋茨提到自己，他驚呆了！本來自己是
世界首富、微軟創始人、哈佛校友比爾
蓋茨的粉絲，現在比爾蓋茨竟然成了默

默無聞的可汗同學的粉絲！有沒有搞錯
？

再過兩天，比爾蓋茨的秘書給他打
電話，問他有沒有空去西雅圖見比爾蓋
茨。他打開自己的日程表，一片空白，
於是立馬飛到西雅圖見比爾蓋茨，結果
得到了大筆捐款，從此鳥槍換炮。現在
可汗學院在190個國家有7100萬用戶。

2016 年 SAT 改革後，Collegeboard
和可汗學院合作，提供免費網上SAT輔
導。可汗學院的課程也被翻譯成多種語
言，甚至蒙古語，很多大公司都是可汗
學院的合作夥伴。

可汗學院現在有200名員工。他們
歡 迎 捐 款 ： https://www.khanacademy.
org/donate

他講了一個阿富汗女孩的故事，因
為塔利班統治下不讓女生上學，她的哥
哥幫她在網上上可汗學院的課程。她愛
上了理論物理，決定來美國讀大學。由
於阿富汗沒有SAT考場，她偷渡到巴基
斯坦考 SAT，最後被亞利桑那州立大
學/ASU 錄取，學習理論物理。這種對

學習的熱愛，實在令人感動。和她相比
，咱們同學們的條件太好了，應該珍惜
。

可汗學院讓學習不再枯燥乏味，學
生不再害怕數學。可汗追求自己的理想
，夢想成真，也讓千千萬萬的莘莘學子
追求自己的理想，夢想成真！可汗教育
也是未來教育的趨勢，網絡教學，資源
共享。學生不論何時何地，貧富出身，
都可以享受到最優質的教育資源！

本文作者為美金榜教育集團創始人
之一，美金榜教育集團是美國本土、美
南最大、美國教育機構認證的留學升學
諮詢公司，提供一對一精准定制的高端
升學服務。包括初高中、本科、研究生
申 請 、 提 前 規 劃/背 景 提 升 、 SAT/
TOEFL/ISEE 培訓和美高全科輔導，赴
美夏/冬令營，高端夏校，網上私立高
中，中美教育對接。

微信：lonestar2012；HeOu88；li-
daqd。電話：281-797-5614。

客服部：service@meijinbang.com。
美金榜官網：www.meijinbang.com。

一路走來一路走來 「「可汗學院可汗學院」」開創一片天開創一片天
無論貧富均能享受最優質的教育資源無論貧富均能享受最優質的教育資源

作者: 何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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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同鄉天津同鄉會會、、僑僑報報、、美南銀行共同舉行美南銀行共同舉行
釣鱸魚入門技能公益免費講座釣鱸魚入門技能公益免費講座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喜歡釣魚的僑界人士認真研究釣魚工具喜歡釣魚的僑界人士認真研究釣魚工具。。

喜歡釣魚的僑界人士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喜歡釣魚的僑界人士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
心參加心參加 「「釣鱸魚入門技能公益免費講座釣鱸魚入門技能公益免費講座」」 。。

喜歡釣魚的僑界人士聆聽釣魚專家喜歡釣魚的僑界人士聆聽釣魚專家
張嚴介紹各項釣魚有關知識張嚴介紹各項釣魚有關知識。。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介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介
紹美南銀行業務紹美南銀行業務。。

喜歡釣魚的僑界人士聆聽釣魚小訣竅喜歡釣魚的僑界人士聆聽釣魚小訣竅，，如使如使
用加味的噴劑噴在假餌上用加味的噴劑噴在假餌上，，或直接使用小尾或直接使用小尾
活魚作餌活魚作餌，，改良使魚餌更能引誘魚兒上鉤改良使魚餌更能引誘魚兒上鉤，，
或在魚竿上加掛鈴鐺提醒釣手魚兒上鉤或在魚竿上加掛鈴鐺提醒釣手魚兒上鉤。。

天津同鄉會天津同鄉會、、僑報僑報、、美南銀行共同舉行美南銀行共同舉行 「「釣鱸魚入門技能釣鱸魚入門技能
公益免費講座於公益免費講座於33月月22日上午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日上午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
，，僑報鄭直僑報鄭直、、天津同鄉會會長陳亭天津同鄉會會長陳亭，，主講人張嚴釣魚專家主講人張嚴釣魚專家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歡迎僑界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歡迎僑界人士參加人士參加。。

釣魚專家張嚴介紹釣魚工具釣魚專家張嚴介紹釣魚工具。。

釣魚專家張嚴主講的講座吸引許多愛好釣魚的僑界人士踴躍親臨聆聽釣魚專家張嚴主講的講座吸引許多愛好釣魚的僑界人士踴躍親臨聆聽。。

釣魚專家張嚴介紹釣竿釣魚專家張嚴介紹釣竿，，分享釣魚技分享釣魚技
術與經驗術與經驗。。他強調釣魚是一種生活他強調釣魚是一種生活，，
能鍛練意志能鍛練意志，，培養耐性培養耐性，，是一種快樂是一種快樂

，，但需要注意安全但需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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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週選情沖刺八週選情沖刺 呼籲更多華人團結一致積極投票呼籲更多華人團結一致積極投票
三八國際婦女節三八國際婦女節 斯坦福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將舉辦見面會斯坦福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將舉辦見面會
（本報訊）斯坦福市（City of Stafford ）議

員候選人譚秋晴女士（Alice Chen）自2月16日
在中國熊餐廳舉辦新聞發布及造勢大會，正式
拉開競選大幕之後，截止目前，各項工作正有
條不紊的進行，並計劃在3月8日下午4點至8
點，正值三八國際婦女節之際，譚秋晴將在競
選辦公室舉辦與社會各界人士見面會，當天徵
求義工並有義工培訓，現場提供選民登記的服
務，並設有點心招待，凡參加義工的初中和高
中學生都會給予社區服務義工學分，對申請大
學和獎學金均有幫助，請大家把握機會，積極
參加。
“為族裔發聲為城市出力”是譚秋晴女士此次
參選的目的，並且在短短的時間內，獲得了社
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目前選情已經獲得斯坦福
市市長Scarchlla的大力支持並幫忙拉票，國會議
員艾.格林的全力支持及背書，同時還有華裔社
區的鼎力相助，一位華裔慷慨提供了位於斯坦
福市一處地理位置極佳的辦公室來作為此次選
舉的競選辦公室，同時，上週六舉辦的義工和
選舉準備會也吸引了不少的熱心人士參加。

當天，在全新的競選辦公室，譚秋晴女士
向前來的支持者和義工介紹了此次選舉的情形
，並再次闡述了此次參選的目的，就是要努力
改變華裔長期以來在美國政壇上的沈默，讓更
多的人聽到華人的聲音，讓更多人了解華人對
美國社會的傑出貢獻，同時，譚秋晴強調要做
好選區的選民登記工作，打好選舉的基石，讓
更多有資格的選民能夠參加投票。
盡管只有八個星期的選舉沖刺，但是譚秋晴表
示將全力以赴，呼籲華人團結，強大的凝聚力
是此次選舉成功的關鍵。在歷次的休斯頓市議
員選舉中，越南裔和印度裔都表現出空前的團
結，希望這次華人的投票積極性能有全新的改
變。

譚秋晴也感慨，選舉需要勇氣，這不是一
個人的選舉，是整個華人社區共同參與的一件
大事，華人湧現無數的傑出人才，在各個領域
都卓爾不群，在政治上更需要有力的參與決策
的領導者。
當天在座的僑社各界譚秋晴選舉支持者各抒己
見，為選舉出謀劃策，並制定選舉的具體實施
細節。
休斯頓僑領孫鐵漢先生在發言中指出：華裔因
人口比例小，因此被歸納為少數族裔，因此更
要團結，長遠來看，增加華人人口是一個好的
增加社會影響力的方式，在目前選舉中，註重

發展其他族裔的支持者則是非常有效的做法。
來自休斯頓初中和高中的多名義工也發表

了各自的認識，其中一名義工認為，參加這次
競選活動意義重大，不僅能學習到美國選舉的
相關知識，同時也能在實踐中認識到選舉和投
票的重大意義，特別是像年輕的一代華人就更
要意識到華人參政議政的必要。

譚秋晴女士此次參選正是具備了30年的從
政經歷和專業背景，正是認識到華人不僅是在
各行各業出類拔萃，華人更要改變在政治參與
上的被動落後。

譚秋晴女士自2006年至今擔任國會議員艾.
格林助理，具備豐富的從政和社區經驗；同時
，她又是一名在金融界業績顯著受人尊敬的專
業人士，她目前擔任 AIG 美國國際集團-首席
經理，為德州註冊公共會計師，擁有超過三十
年的美國知名公司的管理經驗並擔任高級職位
，榮獲2018年AIG公司全美綜合評比最優秀經
理人獎，並多次入選休斯頓最有影響的女性排
行。

近年來，譚秋晴女士一直活躍在城市建設
和社區義工活動。 2010年在斯坦福學區成立德
州第一個中英文雙語沈浸式教學，組建中英文
教師隊伍，獲得社區高度評價；從卡崔娜颶風
到哈維颶風，譚秋晴女士聯繫FEMA機構，讓
700多個亞裔社區家庭獲得了聯邦政府的災害補
助；在國會議員助理的工作中，她不僅參與了
上千次的華人社團的活動，也接觸到不同的族
裔團體，深感到華人社會要強大就必須團結互
助，了解華人文化，替華人發聲；

20多年的財經工作，她不僅培養出許多優
秀團隊，同時，不懈的勤奮努力也創造了一個
個驕人業績；2018 年休士頓世界石油大會
（OTC）期間，譚秋晴安排國內能源界權威和
領導訪問斯坦福市市長及議員，促進中美經濟
交流，她憑借華裔優勢，未來將會引進更多的
中國投資商；去年12月她隨休斯頓市長特納參
加為期10天的中國之行貿易代表團，走訪北京
、上海、深圳，希望未來能為斯坦福市尋找姊
妹城市，提升城市質量，增加更多商機，促進
國際化合作及雙贏。
事業成功，家庭美滿，譚秋晴女士和畢業於普
林斯頓大學的陳適中博士結縭多年，育有一雙
優秀兒女，都在從事醫生工作，為社區服務，
是華人家庭的良好典範。

此次譚秋晴女士競選斯坦福市議員，目的
是回饋社區，憑借自己多年積累的廣博人脈和

專業能力，為斯坦福市的發展和繁榮做
出貢獻。

立足減少犯罪和增加就業機會，推
動斯坦福市的國際化商業進程，積極推
廣該市的多元文化和商業優勢是此次譚
秋晴女士參選施政的重中之重，其中的
施政綱領包括：
• 支持該市免收商業及住家地產稅的零
稅收政策。
• 讓更多當地和國際商家進駐投資斯坦
福市，增加工作機會，提升該市經濟實
力，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讓斯坦福市
成為商家的首選之地。
• 把減少暴力和犯罪作為首要問題，監
督設立多種語言的幫助熱線電話，讓該
市成為一個包容兼濟的多元化城市。
• 打造該市MURPHY大道，使其成為一條多
元文化為特色的商業走廊。
• 積極推廣GRID（原德州儀器公司Texas In-
struments總部，佔地21英畝），作為購物，居
住和娛樂為一體的多功能商業地標。
• 繼續支持由譚秋晴女士2010年組織設立的位
於斯坦福學區的中英文雙語沈浸式教學，目的
是培養更多的雙語國際化人才。
• 繼續做好水災防範，減少颶風水災帶來的商
業及居民損失。

中國有句古語“不為刀俎，則為魚肉”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我們只有用自己手中的選票才能改變這種
現狀，請將您手中珍貴的一票投給最優秀的人
選------譚秋晴（Alice Chen），為華裔發聲
，為斯坦福市發展出力。

斯坦福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見面會 ：
時間：3月8日下午 4:00 至8:00
競選辦公室地點 ：12603 Southwest FWY

Suite 166 Stafford TX
聯繫人電話： Lucy Zhao tel: 832-818-6828

Coco Wang tel: 832-648-8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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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亞協附首回合悶和黎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亞協盃附

加賽首回合和富大埔作客與朝鮮球隊黎明
SC踢成0：0平手，雖然6日首戰未能佔得先

機，不過主帥李志堅認為和波亦是理想戰
果，次回合期望憑主場之利一舉擊敗對手。

雖然面對作客環境，不過大埔今場排
陣仍相當進取，哈利、伊高沙托尼及辛祖
合組三箭頭，而利馬亦正選上陣擔任進攻
中場，開賽早段大埔取得不少攻勢，哈利
及辛祖均有起腳機會可惜未能入球。平均
年齡只有21歲的黎明SC其後還以顏色，頻
頻利用側擊向大埔施加壓力，幸好大埔防
線未有出現太多漏洞，艾華度完半場前護
空門更助大埔力保不失。

換邊後主隊形勢稍為佔優曾有頭槌攻
門中楣彈出，大埔隨即換入李嘉耀及陳肇
鈞加強中場活力，可惜尾段辛祖未能將李
嘉耀的傳中轉化成入球，最終雙方以0：0

打成平手，將於3月13日（下星期三）晚
上8時假旺角大球場再決高下。

雖然首回合未能取得作客入球，但大
埔主帥李志堅對能夠保持不敗回到主場感
到滿意：“對手實力不俗加上作客環境，
和波算是滿意賽果，可惜的是有兩三次黃
金機會未能把握，不過次回合仍很有信心
可以贏波晉級，球隊周六仍要出戰聯賽，
希望球員可以爭取時間休息。”而隊長黃
威認為球隊成功踢出賽前部署，希望次回
合加強把握力擊敗對手：“代表港隊曾多
次與朝鮮交手，相比起來黎明SC球員經驗
較為欠缺，回到主場要提高把握力爭取入
球，希望更多球迷可以入場支持我們，讓
對手感到主場壓力。”

作為史上首位亞洲選手贏得世錦賽男子100米自由泳冠軍的中國泳將寧澤濤，

6日於微博發文宣佈退役。

女排超級聯賽決賽日前再賽一
場，結果北京汽車女排主場3：1戰勝
天津渤海銀行，目前總比分2：0領
先，距離冠軍只差一場勝利，雙方第

三場的比賽將於9日繼續在北京進行。
首局比賽，北京女排進入狀態很

快，但天津隊之後回勇並完成逆轉以
29：27拿下首局。次局較量與首局如
出一轍，只是這次領先的換成天津
隊，但她們在24：20領先、手握4個
局點情況下，被北京隊連得6分，雙方
戰成1：1。

第三局比賽天津隊發揮失準，北
京隊25：16輕鬆獲勝。到第四局，在
開局4：8落後的天津一度反超比分。
而北京隊在21：20領先後連拿3分獲
得賽點，然而頑強的天津隊連得 5
分，將比分改寫為25：24。之後雙方
又數次戰平，在27平後，北京隊主攻
任凱懿扣球得手，之後張宇攔網成

功，最終幫助北京隊驚險拿下比賽。
此役，北京隊後備登場的任凱懿

拿下全隊最高的19分，天津隊兩人得
分達到20分，其中副攻王媛媛拿下21
分。北京女排主教練張建章在賽後
說：“兩支隊伍為大家貢獻了一場精
彩的比賽。不論落後領先，兩隊隊員
們都展現出永不服輸的精神。北京隊
整體而言年齡較長，在經驗方面具有
優勢，但在本場比賽中，仍不可避免
地出現了一些問題。天津隊的頑強精
神值得我們學習。”

另一方面，缺少了絕對主力張常
寧的江蘇女排苦戰五局，還是以2：3
不敵上海女排，在三場兩勝制的季軍
爭奪戰中以0︰2告負。 ■新華社

北京女排再勝天津離冠軍一步之遙

突宣佈退役

世
界
跳
水
系
列
賽
北
京
站
開
戰

2019國際泳聯（FINA）世
界跳水系列賽北京站7日起至9
日在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拉開戰幕，北京站是本次系列
賽的第二站。

今年是水立方連續第九年承
辦該系列賽北京站比賽，共設10
個項目，包括男子單人、雙人3
米板和10米台；女子單人、雙
人3米板和10米台；混雙3米板
和 10米台。中國跳水“夢之
隊”將派出施廷懋、曹緣、楊健
等13位主力隊員出戰，英國名
將戴利、馬來西亞名將潘德萊拉
等也將參加角逐。

施廷懋說：“我已經記不清
這是第幾次我在水立方比賽了。
這次的系列賽是明年東京奧運會
的預演，所以對我們來說非常重
要。這次我將參加單人和雙人3
米板兩個項目，我雙人的搭檔換
成了王涵，她是水平很高的運動
員，從她身上我學了很多。”

北京站賽事吸引了來自澳
洲、加拿大、法國、英國、墨西
哥和東道主中國等14個國家和
地區的近80名運動員參賽。中
國隊在3月1日至3日舉行的系

列賽首站、日本相模原站比賽中包攬所
有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前跳水奧運冠
軍陳若琳也將在本站比賽中以裁判身份
現身。

本站賽事由國際游泳聯合會主辦，
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北京
市體育局、北京國家游泳中心有限責任
公司承辦，北京時博國際體育賽事有限
公司協辦。 ■新華社

■出席發佈會的運動員代表合影。中新社

寧澤濤6日突然於微博發文宣佈退役：“不
懼過往，不畏將來！告別泳池碧水，開啟

自己的嶄新生活。任何的限制，都是從自己的內
心開始的。追求美好，包容遺憾，心向陽光，笑
對人生，一切就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謝有你們，
我親愛的包粉們！祝福你們每一個人，在自己的
人生路上遇到你們最美好的幸福！The way to
success is never easy， push yourself and DO
NOT SETTLE！~~致游泳！致青春！！”

2015年世錦賽創歷史
值得一提的是，6日是寧澤濤的26歲生日，

這位前國家隊泳手在出道後不久即一鳴驚人，先
是在2014年仁川亞運贏得四面金牌；當時年僅
21歲的他，除成功包攬個人50自由泳、100自由
泳金牌，更於4×100自由泳以及4×100混合泳
接力，協助國家隊力壓日本奪金；同年10月，
寧澤濤於全國游泳錦標賽100米自由泳游出47秒
65佳績，打破亞洲紀錄並保持至今。
到2015年喀山游泳世錦賽，寧澤濤於
100米自由泳決賽以47秒84奪得冠軍，
創造亞洲游泳歷史，成為史上首位獲得
世錦賽男子100米自由泳冠軍的亞洲選
手。

可惜的是，寧澤濤之後因代言等問
題和國家隊鬧翻，在里約奧運也無緣殺
入100自決賽；到2017年初，國家體育
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還確認，寧澤濤

已經調整回海軍隊進行訓練，並不屬於中
國國家游泳隊隊員。到2017年5月初，寧
澤濤再完成轉業手續，正式從海軍體工隊
調至河南隊。

近年成績有復甦跡象
然而，寧澤濤突然宣佈退役始終有

點令人意外，因他於近年明顯有復甦跡
象，如2017年全運會100米自由泳決賽
便游出47秒92佳績獲勝；此外，他亦於
50米自由泳決賽中以22秒04成績奪冠；
到去年底，寧澤濤仍能保持狀態，在澳洲
昆士蘭州游泳錦標賽男子100米自決賽
中，以48秒 43成績奪冠。根據報道指
出，寧澤濤退役後將先休息一段時間，然
後回到學校上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寧澤濤
先休息再回歸校園

香港單車好手主場迎戰勁敵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本地單車好手，
剛取得世錦賽雙料冠軍的李慧詩，亞運金
牌得主梁峻榮及張敬樂，將於3 月8 日至
10 日出戰“保誠國際單車賽”，主場迎
戰來自世界各地的單車好手。

“保誠國際單車賽”為2018年至2019
年Six Day Series 賽事的第5 個賽站，亦是

本年度香港重要的單車盛事。剛成為世錦賽
雙料冠軍得主的李慧詩亦會以東道主身份主
場迎戰勁敵。亞運會奪冠的港隊成員張敬樂
表示：“很高興能夠參與‘保誠國際單車
賽’，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令大家體會Six
Day 賽事，希望藉此可以讓單車這項運動更
流行。我很期待星期五出戰今屆賽事。”隊
友梁峻榮則表示：“Six Day 賽事與其他單
車賽事不同，場地會有音樂、燈光作為背景。
加上觀眾們熱烈打氣，令我們很享受賽事當
中。”

李慧詩於爭先賽及凱琳賽的宿敵、來
自比利時的新星狄雲迪莉表示：“我由
2016 年開始與李慧詩對壘，她是一個表
現穩定的單車好手，與她同場較量實在是
有一定難度。她剛成為世錦賽雙料冠軍，
我很期待這個周末再次跟她一較高下。”

■■參戰車手出席記者會參戰車手出席記者會。。

■北京汽車隊球員迪克森（中）在比
賽中扣球。 新華社

■■辛祖辛祖（（中中））準備埋門準備埋門。。大埔圖片大埔圖片

■■大埔中場李嘉耀大埔中場李嘉耀（（左左））引球突破引球突破。。大埔圖片大埔圖片

■■寧澤濤寧澤濤（（中中））在亞在亞

運力壓朴泰桓運力壓朴泰桓（（左左））

奪金奪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寧澤濤於微

博宣佈退役。
寧澤濤微博

■■寧澤濤在喀山世錦賽創寧澤濤在喀山世錦賽創
造歷史造歷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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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鬆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鬆在節目中
兼任導演，編劇與主持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等人文學科
知識。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曉松。
本期節目將介紹：民國往事之刺客列傳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曉說》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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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星期五 2019年3月08日 Friday, March 0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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