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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福藥局美福藥局 (MedXPharmacy)(MedXPharmacy)
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

提供提供「「送藥到府送藥到府」」服務服務

免費贈送健康手冊及建立健康檔案免費贈送健康手冊及建立健康檔案

總店總店((梨城梨城):): 63026302 Broadway St, SuiteBroadway St, Suite 100100, Pearland, Pearland

電話電話: (: (281281))506506--24532453 傳真傳真: (: (281281))506506--54545454

中國城分店中國城分店:: 6918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Corporate Dr., Suite A-1313,,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位於精英廣場位於精英廣場))

電話電話:: 832832--949949--94609460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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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州長下令﹕﹕﹕﹕德州緊急災難狀態延長德州緊急災難狀態延長德州緊急災難狀態延長德州緊急災難狀態延長﹐﹐﹐﹐警告下一步就是再度封州警告下一步就是再度封州警告下一步就是再度封州警告下一步就是再度封州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有鑑於疫情
難以控制﹐德州單日確診人數已經連續
叁日在萬人大關盤旋﹐甚至在9日週四
單日新冠死亡人數首次突破百人﹐此外﹐
檢測的陽性率也連續十日破紀錄﹐來到
接近16％﹐是大流行病以來的最高水平
﹒疫情嚴峻﹐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
已將其災難狀態（disaster declaration）
擴展到德州所有郡﹐以因應新冠疫情﹒
艾伯特在周五10日宣布﹐將把最初在3
月13日發布的災難狀態延長﹒聲明提
供了有助於減輕病毒傳播的國家資源﹒
艾伯特指出﹐「這份災難宣言有助於確保
德州擁有有效應對新冠所需的資源和靈
活性﹒」「為進一步減輕病毒傳播並克服
這一挑戰﹐德州人應繼續發揮自己的作
用﹐戴口罩﹐遠離社會﹐並在可能的情況
下待在家裡﹒」他更警告﹕「情況會變得更

糟糕﹒驗出陽性的民眾大幅增加﹐在我
們努力遏止病情之際﹐最糟糕的時候還

不是現在﹒」
此外﹐過去他口徑向來都是「封州是最後

手段」﹐但在10日指出﹐如果人們繼續輕
視他在全州範圍內頒布的口罩另﹐那麼
下一步可能是另一次經濟封鎖﹒
艾伯特長上個月下令禁止了德克薩斯州
大城市的可選性醫療手術﹐因為新冠病
例又開始逐漸增多﹒他週四將這些限制
擴大到了100多個郡的醫院﹐其中包括
一些州村地區﹒德州衛生官員說﹐德州
仍有1萬1000多張病床﹐儘管可用性因
地區而異﹒
德州疫情升溫﹐國會議員急籲政府搭建
野戰醫院﹐此外﹐許多民眾也為了篩檢﹐
在得來速篩檢站外頭排了數個小時﹐有
些民眾表示﹐等待車潮過長﹐等了一天都
還無法等到篩檢﹒此外﹐當地酒吧也關
店﹑零售店則全面實施配戴口罩措施﹒

日頭赤炎炎日頭赤炎炎日頭赤炎炎日頭赤炎炎﹗﹗﹗﹗休斯頓迎來連數日高溫休斯頓迎來連數日高溫休斯頓迎來連數日高溫休斯頓迎來連數日高溫﹐﹐﹐﹐酷暑難耐酷暑難耐酷暑難耐酷暑難耐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夏至方過﹐
休士頓在接下來的八天或更長時間﹐將
迎來連日炎熱潮濕的天氣﹐此外﹐未來五
天左右﹐降雨機率趨近於零﹐疫情之下除
了保健身體﹐民眾也務必留意保持草坪

的濕度﹐以及自身的水分補充﹒
根據氣象專家指出﹐休士頓9日的高溫
達95度上下﹐10日上升到95至100度
﹐哈裏斯郡公衛部門為了因應酷暑﹐甚至
叫停了10日當天新冠公家檢測站﹒大

部分內陸地區的氣溫可能甚至會達到叁
位數﹒從本月11日到日﹐高濕度意味著
高溫指數﹐或許將接近110以上﹐屆時恐
將會發布高溫預警﹐根據氣象專家指出﹐
這幾乎是自1980年以來﹐當地最熱的夏

天﹒下一個降雨機會﹐恐怕要要到17日
（星期五）才會出現了﹒

美國將跟美國將跟美國將跟美國將跟WHOWHOWHOWHO分手分手分手分手﹖﹖﹖﹖明年明年明年明年7777月月月月6666日正式退出日正式退出日正式退出日正式退出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因不滿世界
衛生組織對新冠疫情因應失利﹑加上偏
袒中方作為﹐美國已正式告知聯合國秘
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要將
退出WHO﹐並於明年7月6日生效﹒
聯合國發言人杜雅裏克證實這項消息﹐
並表示依據美國1948年加入WHO所
設定的條件﹐美國若要退出世衛﹐必須提

前一年通知﹐並履行剩下的財務義務﹒
早在幾個月前﹐美國總統川普曾抨擊
WHO對新冠疫情的因應方式遲緩﹐導致
疫情蔓延全球﹐其中也對世衛偏袒中國
和忽視冠狀病毒人傳人的早期跡象多有
微詞﹐川普當時還發話要中止每年對世
衛的4億美元鉅額補助﹒
如今﹐美國確診人數已經突破300萬人

大關﹐川普卻在疫情嚴峻之際選擇退出﹐
喬治城大學全球衛生法研究所長戈斯汀
指出﹐這個決定對國家是一場「災難」﹐將
削弱美國的國際衛生外交﹒戈斯汀甚至
指出「退出世衛﹐是近代歷史上最毀滅性
的總統決策之一﹒」
隨後﹐美國民主黨準總統參選人拜登

（Joe Biden）也在推特表示﹐若是他當選

總統﹐他會在就職第一天重新加入WHO
﹐並恢復美國在世界霸主的地位﹒此外﹐
根據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財經頻道報導指
出﹐通報聯合國只是第一步﹐川普還需與
國會合作﹐並贏得今年的總統大選﹐才可
能真的兌現跟WHO分手的承諾﹒

（本報記者黃梅子））從3月份開始，由於
新冠肺炎病毒流行，全美國實行居家令，企業停
工停產，服務行業更是遭遇重創，華人是最勤勞
的民族，面對困難，華人小企業是如何在新冠期
間求生存求發展的呢？

Angel Lash& Salon天使睫毛美容館的主要業
務是嫁接眼睫毛和皮膚護理，但在疫情期間不能
開展此項業務，負責人Angela開拓出壹條新的
經營之道，開設眼睫毛嫁接培訓班，學生只要4
個小時就能掌握技術並且拿到執照，在 Angel
Lash& Salon批發壹些假睫毛，回家就能壹邊照
顧孩子壹邊做生意，受到很多全職媽媽的歡迎。
所以，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Angel Lash& Salon
天使睫毛美容館的生意不但沒有虧損，反而比平
時生意更好，這不得不說是壹個奇跡！

Angel Lash& Salon天使睫毛美容館的負責人
Angela的皮膚非常好，細膩光滑白嫩，她還獲得
過2018辣媽大賽時尚優雅獎，Angela本身就是

壹個活廣告。如果您愛美而且必須照顧孩子，或
者您生活無憂不想全職工作但也想有點零花錢買
朵花帶，不妨考慮跟著Angela學習，開辟第二
職業。

Angel Lash& Salon天使睫毛美容館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205,

Houston, TX77072
電話：346-802-2858(預約電話)

居家期間華人小企業生存發展之壹居家期間華人小企業生存發展之壹
Angel Lash& SalonAngel Lash& Salon 開辦睫毛嫁接訓練班開辦睫毛嫁接訓練班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Texas Spinal CareTexas Spinal Care診所繼續開業診所繼續開業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自從3月起，因為新冠病毒流行，全
美國實行禁足令，絕大多數生意停工停產，但醫生診所必須開
放，Texas Spinal Care在疫情期間也壹直開業，尤其是對於車禍
受傷的病人，無論有沒有保險他們都免費治療，為病人帶來很
大的便利。因為李醫生每天嚴格消毒，診所的衛生措施做得非
常到位，所以，得到了新老病人的壹致稱贊。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
，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
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
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
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
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
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五全天，二、四、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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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今年 7 月 4 號，迎來了美
國立國244年 的獨立日子。
為此，美國舉辦了歷史上最

盛大的煙火表演，從華盛頓DC國家廣場、西波托馬克公園、林肯
紀念堂到華盛頓紀念碑，共燃放1萬多枚煙火，覆蓋範圍綿延一英
里，聲勢浩大。

煙火表演前，特朗普總統發表了紀念美國獨立日演講。
共和黨籍南達科他州州長諾姆表示，觀賞煙火期間，民眾不需

要保持社交距離，並可以自己選擇是否要戴口罩，主辦單位將會提
供口罩。

美國最大的百貨公司梅西（Macy’s），每年都會於7月4日晚
上在紐約市贊助一場盛大的煙火表演。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梅西
百貨並沒有正式公佈這一活動信息，旨在防止人群聚集在一起觀看
。取而代之的是，從6月29日到7月4日期間，梅西百貨安排了6場
神秘地點、作煙火表演秀，每一次的沖天煙火，雖然只是持續5分
鐘，但均點亮紐約1000尺的高空，雖然只是持續5分鐘，但均通過
網絡錄影下來，供錯失機會的巿民，往後欣賞。

7月4日獨立日是美國夏日的重要節慶。今年遇上疫情，各地各
市的大型慶典被迫取消，但全美煙花銷售卻是飆升，是往年的兩倍
以上。疫情艱困仍要慶祝，這象徵美國人對信仰的自由價值的重視
。

在美國長大的台裔青年阿發（Alfred）連續幾年在7月4日這週
與教會朋友當義工，向廠商批貨賣菸火，募款協助台灣偏鄉的英語
教學。今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沒想到顧客不減反增。阿發感受
到這一天對美國人很重要。

他說：“這天家人聚在一起，慶祝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每
個人都能享有自由，我知道世界上很多國家沒辦法享有自由，我們
有機會可以慶祝，這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確實不好過，美國人經歷婚禮、運動比賽、國慶活動等大

型集會取消之後，對煙花產生移情作用。今年國慶沒有辦法聚集看
遊行、烤肉、逛市集，很多人轉而在自家後院放煙花慶祝。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美國消費性的家用煙花在
國慶假期的銷售是往年的兩倍以上。

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美國首都華盛頓取消了盛大的獨立日
遊行，不過聯邦政府舉辦的慶祝活動，仍然吸引大批民眾參加，人
們希望在這一天中，表達對傳統價值的認同和身為美國人的自豪。

7月4日晚7點，特朗普總統在白宮的“向美國致敬”活動上發
表講話後，空軍錶演正式開始，既有二戰時期的C-47運輸機，也有
先進的F-35閃電Ⅱ戰鬥機。 9點之後，上萬枚煙花在空中燃放約半
小時，覆蓋範圍綿延一英里。

為了應對疫情，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增設了大量移動衛生間和
洗手站，免費向民眾發放口罩。人數即使減少，但人們盡量保持距
離，避免相互接觸。而觀看表演的人們表示，此時格外珍惜美國傳
統價值的理念，雖然大家觀點有分歧，但要保持互相尊重，對國家
的未來充滿信心。

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丹尼·賴特先生和妻子維麗女士。為了慶祝
獨立日，專程從北卡萊羅納州前來華盛頓度假。丹尼·賴特先生六十
年代曾在美國空軍服役，夫妻兩人對於天空中翱翔的戰機型號如數
家珍。獨立日對於賴特夫婦，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年一度的機會，讓我們驕傲地團結起來，感恩我們這個特
別的國家所擁有的一切。我們感謝建國之父們，他們的貢獻，讓這
個國家走到了今天。”丹尼說，“244年前，我們的建國之父們創造
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憲法。作為美國人，我們榮幸又感恩，享受充
分的自由和機遇。”

妻子維麗·賴特女士認為，美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建立在基督
教原則之上。 “每一尊雕像，每一座紀念碑，都讚美神——這是我
們的立國之本，神一直在看護著我們。現在即使有一些人們試圖將
其抹去，但這不會被磨滅。”

維麗說：“儘管我們並不完美，可我們是最好的。我們仍在摸
索學習。”丹尼也贊同這一點，“每個人都有缺點”，'國家也有不
足，但他相信“美國有很多很多好人”。

從事醫療行業的傑西卡·杜徹是特朗普總統的鐵桿粉絲。戴著一

頂支持他的帽子，她說自己很喜歡特朗普總統。 “不僅是因為他這
個人，更是因為他帶回的道德觀——基督教的道德價值，認真工作
，自食其力等等。”

杜徹認為，特朗普總統在四年中，真正做到了重振美國，帶來
了經濟和就業的複蘇，但他卻受到重重阻力。 “他出色地完成了工
作。作為一個人來說，很難做到面面俱圓。人們期待出現一個具有'
超能力'的人，而我們都是人，都只有一顆心、兩隻眼。”杜徹說，
“他已經盡全力了。”

“我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國家，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當然是在一定範圍內。”杜徹去過很多國家，她知道並不是
所有的人，都能擁有選擇的權利，因此格外珍惜美國的自由。

杜徹並不擔心集會帶來病毒感染的風險，她認為這是一場戶外
活動，而且人們保持距離、互不接觸。 “一月份當特朗普擔心病毒
出現時，那些人卻在忙著彈劾他。當時我覺察到病毒要來了，我們
的診所訂不到任何口罩，在所有人開始擔心之前，我們就知道會有
這樣的情況。真的很糟糕。我們現在走到哪兒都要戴著口罩了。”

美軍軍官巴頓一家觀看煙花慶祝獨立日，“我們國家的獨立日
，是我們家庭的一件大事。”夏倫·巴頓說，她的丈夫在美軍服役三
十多年，全家人跟隨丈夫每兩三、年就要換一個地方輪崗駐紮。
“這是我們為之奮鬥的，是過去三十年我們生活的全部意義。”

談及獨立日的意義，女兒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是“自由”。大女
兒帕貢·巴頓說：“像是剛剛在這裡的抗議者，可以表達對政府的看
法，卻不用擔心遭到報復——我喜歡在能做這樣事情的國家裡生活
。”

身處美國的我等華人，縱使是面對歷史上最灰暗時刻，仍會欣
賞美國紀念立國的煙火，2020 年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這一年中
，美國先後歷經多次考驗，新冠肺炎的全美大遊行、警察的執法引
起的種族鬥爭、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每一樣無疑是對美國人民的
巨大考驗。但在這個至喑的時刻裡，我們仍然對未來充滿信心，美
國人民必定能戰勝所有困難，在重重霾之中，找到新的方向、新的
途徑，再次立足於晴天之下，願天祐美國、天祐國民、天佑華夏移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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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慶萬眾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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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鴻燊力建賭業王國 （賭王傳奇之5)
筆者於上周講述到：

一九六一年十月， 足智多
謀的何鴻燊，巧妙地以三
百一十六萬七千元，較澳
門原來博彩公司老細傅老
榕、高可寧的標價, 僅僅是
多出一萬七千元，便在葡
國首都里斯本奪得新的賭
牌，從此澳門賭業，便正
式改朝換代,由新紥師兄何

鴻燊接手。但賭業的舊勢力，反撲激烈，舊勢力為阻止 「新集團」
開業，不惜拉攏葡京高層官員，向澳督施壓，有人更發出匿名電報
給葡國政府稱： 「新集團得到博彩專利的那一天，就是澳門的末日
之時。」

何鴻燊的對頭人，又透過當時的澳門華人代表何賢，向何鴻燊
開出八項驚人條件，首先 「要取何鴻燊性命」，另外要全澳門酒店
停業，以及來往港澳所有客輪停航，令所有前往賭場的 外國遊客及
香港人，無處住宿，亦無船可乘。他們還威脅在澳門多處地方，會
製造連串手榴彈爆炸，更會安排大批乞丐，每天坐在賭場門口，令
賭客不會進入賭場搏殺等等。
面對如此 「辣招」，何鴻燊又如何化解？

「呢啲招數，認真低莊，用來嚇第二個就得，想嚇我Stanley Ho
（何鴻燊之洋名）就唔得 ！」何鴻燊憶述當年受威逼的歷史，自稱
「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他立刻向外發放消息，只要有人在他

死後的四十八小時之內，把兇手殺死，便可以獲得一百萬元懸賞！
上世紀六十年代，距離今時今日有60 年長，若以物價及生活指數來
算，當年的一百萬元懸賞，等於今天的1000 萬巨款，因此暗盤一出
，震撼港澳兩地黑白兩道，大家議論紛紛， 「是真還是假？」何鴻

燊公開宣示： 「佢一
打死我，四十八小時
內， 肯定有人為我出
頭，佢都會被打死！

」聲勢浩大之下，結果對頭人知難而退，再也不敢舉妄動，何鴻燊
毫髮無損。至於說到對方會以手榴彈威脅，他亦斷言會以牙還牙，
最後只會令雙方地頭，炸得片瓦不全，兩敗俱傷，而對頭人若是派
錢送來乞丐搗亂，新集團亦可派錢請他們走開，講到底，得益的只
是乞丐幫而矣。

腦筋靈活、計劃多多的何鴻燊，見招拆招，舊勢力終於掩旗息
鼓，退出舞台。而以何鴻燊為首的新集團，最終租用了澳門政府新
花園酒店的游泳池，把更衣室和咖啡廳改為賭場，並於一九六二年
一月一日正式開張，同一日，舊公司傅、高兩家的賭場，亦同時宣
布停業。在雙方勢力的對行之下，新集團終於在同年三月三十日與
澳門政府簽訂賭業專營合約，在兩個月後成立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
公司」，由此一刻起，由何鴻燊領軍的賭業王國，正式開始。

作為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的新的賭業集團，除由何鴻燊
擔大旗之外，尚有 「三大天王」來結盟，才能創辦 「澳娛」公司的
。

何鴻燊的三大拍檔，便是霍英東、葉德利及葉漢。他們的一生
，同樣是幻傳奇。先來看出生於水上人家的霍英東，幼年七歲時便
已喪父，但是他少有大志，立心自己要白手興家，成就一方巨富。
韓戰時期，他暗中為新中國政府偷運美國禁制下的各類物品進入中
國大陸，獲得巨大利潤。繼而他看準香港這塊地少人多的珍珠寶地
，大舉向地產界進軍，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已成為香港的地產大王
，並與何鴻燊相當熟稔。

其實霍英東一向是無心涉足澳門賭業，他個人最醉心的便是足
球運動。在香港，他自組一隊小型足球隊， 名叫 「友榮」，網羅足
球界一些過氣的天皇球員，如 「香港之寶」姚卓然、 「好好先生」
何祥友、 「雙翼斉飛」的莫振華、黃志強、 「殺人王」高寶強等球
員，來跟霍英東一起練習，偶時霍英東會帶領他的球隊，過大海到
澳門跟球隊作友誼比賽。比賽地點就是今時今日澳門的 「新葡京」

酒店賭場的所在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哪塊土地是屬於澳門
工聯會興建的 「工人體育場」。霍英東每次來澳門活動時，比賽多
在這裡進行，我當年是 「初中雞」，放學後多到 「工人體育場」中
玩耍，跟球場內的負責人培叔相當熟悉，因此每當 「大老細」霍英
東帶領他的 「友榮」足球隊來澳門比賽時，培叔會 「關照」我一聲
，來球場做 「波屎仔」。就是在比賽進行期間，見到足球被球員踢
出球場後，我要迅速地去把它拾回來，誏球賽不用擔誤太久，繼續
進行。對於這份兼職我十分喜歡，因為可以近距離欣賞球賽進行、
又可以見到香港足球界的天皇巨星，更可以收到10 元的做 「波屎仔
」的收入，認真是 「一流工作」，至今回憶起半世紀前的少年往事
，仍有回味，久未退湖。

回頭再看賭國陳年往事。一九六一年，霍英東到澳門參加慈善
足球賽，當時離開澳門賭業下標競投賭牌的時間，只有兩、三日而
矣。何鴻燊突然出現在霍英東的面前，向他即借四十萬港元，以便
他可以籌足一百萬港元的押金，向澳門政府下標競投賭牌。霍英東
對賭業一向興趣不大，多少認為賭博是 「敗家誤國」的生意。不過
他跟何鴻燊份屬死黨份子， 「做朋友應有通財之義」，更兼何鴻燊
「拖他落水」，表示成功奪得賭牌之後，便讓霍英東成為大股東，

他可以諸事不理，大小業務運作，一切歸由何鴻燊處理，霍英東只
是坐地收取紅利便是. 霍英東 回 心一想，歷來開賭者必是贏家，已
成鉄論。鈔票無人會嫌多，不過若是他加入賭業，有違他本人一向
做人宗旨。在多方利害得失情況交集之下，霍英東最後跟何鴻燊作
出一個協議： 他馬上向何氏借出四十萬港元，也馬上入股 「澳門旅
遊娛樂有限公司」作為新的賭業集團的大股東，但是暫時不可向外
界宣佈霍氏也是澳博大 「老細」，以避免媒體查根問底。同時，霍
英東當時曾開出條件，要求何鴻燊必須以底價三百萬元去落標，並
要向傅老榕交代清楚。（因為霍英東跟傅老榕甚有交情，不想為了
進入新賭業集團，失去一位多年死黨）。但是為了新公司的賬目一
清二楚，霍英東委派他的家姐，進入賬房工作，以便查核今後24 小
時賭塲的實際進賬是多少。何鴻燊乃 「食蔥送飯」之人，二話不說
，馬上說Yes, 這樣，霍英東 在 「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況之下，便
成為澳門賭業 「新集團」的大股東了。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德州週二單日首次超過德州週二單日首次超過1010,,000000例新的例新的
冠狀病毒病例冠狀病毒病例，，突破了自突破了自33月份大流行美國以來罕見的里程碑月份大流行美國以來罕見的里程碑。。德德
州新記錄的州新記錄的1010,,028028例新病例創下了又一項令人震驚的新衡量標準例新病例創下了又一項令人震驚的新衡量標準，，
表明全國范圍內表明全國范圍內COVID-COVID-1919迅速復活和美國應對措施失敗迅速復活和美國應對措施失敗。。 德州的德州的
共和黨州長格雷格共和黨州長格雷格••阿伯特阿伯特（（Greg AbbottGreg Abbott））於於55月開始了美國最快月開始了美國最快
的重新開業活動的重新開業活動，，但近幾週開始逆轉路線但近幾週開始逆轉路線，，下令關閉酒吧並強制使下令關閉酒吧並強制使
用面罩用面罩。。德州實際病例數可能要高得多德州實際病例數可能要高得多，，因為許多人未經測試因為許多人未經測試，，研研
究表明人們可以被感染且不會生病究表明人們可以被感染且不會生病。。德州的許多地方開始根據州長德州的許多地方開始根據州長
阿伯特的命令強制使用口罩阿伯特的命令強制使用口罩，，不戴口罩不戴口罩 將處以將處以250250美元的罰款美元的罰款。。

紐約和佛羅里達州是僅有的其他州紐約和佛羅里達州是僅有的其他州，，一天之內就記錄了一天之內就記錄了1010,,000000
多個新病例多個新病例。。 紐約在四月份達到了這一嚴峻的水平紐約在四月份達到了這一嚴峻的水平，，當時紐約市的當時紐約市的
醫院不堪重負醫院不堪重負，，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 上週上週，，佛羅里達的確診病例佛羅里達的確診病例
超過超過1010,,000000。。德州的記錄標記部分反映了自德州的記錄標記部分反映了自77月四日週末以來檢測結月四日週末以來檢測結
果的滯後果的滯後，，當時新報告的病例遠低於最近幾週的德州當時新報告的病例遠低於最近幾週的德州。。 但是阿伯特但是阿伯特
說說，，這些數字仍然應該是這些數字仍然應該是““所有人的警鐘所有人的警鐘”，”，他們對該病毒是否構他們對該病毒是否構
成威脅持懷疑態度成威脅持懷疑態度。“。“我們現在在德州迅速傳播了我們現在在德州迅速傳播了COVID-COVID-1919，”，”
阿伯特告訴聖安東尼奧電視台阿伯特告訴聖安東尼奧電視台KENSKENS。。

在採訪的晚些時候在採訪的晚些時候，，阿伯特對自己是否下週在休斯頓參加自己阿伯特對自己是否下週在休斯頓參加自己
的黨的代表大會表示懷疑的黨的代表大會表示懷疑，，儘管市長儘管市長，，醫生和企業向該黨施加壓力醫生和企業向該黨施加壓力
，，要求取消黨代表大會要求取消黨代表大會，，但德州共和黨仍然堅持要舉行該大會但德州共和黨仍然堅持要舉行該大會。。 休休
斯頓已成為大流行期間美國最熱門的地區之一斯頓已成為大流行期間美國最熱門的地區之一。。 但是但是，，共和黨激進共和黨激進
主義者下定決心推進為期三天的室內會議主義者下定決心推進為期三天的室內會議。。在漫長的假期週末在漫長的假期週末，，德德
州首次在全州範圍內送出州首次在全州範圍內送出88,,000000例住院病人例住院病人，，比過去一個月增加了兩比過去一個月增加了兩
倍多倍多。。 週二週二，，住院人數猛增至住院人數猛增至99,,000000人以上人以上。。 德州的死亡人數也創德州的死亡人數也創
下一天新高下一天新高，，達到達到6060人人。。 德州和美國一些最大城市的市長德州和美國一些最大城市的市長（（包括包括

奧斯丁奧斯丁，，聖安東尼奧和休斯頓聖安東尼奧和休斯頓））警警
告說告說，，醫院很快就會被冠狀病毒患醫院很快就會被冠狀病毒患
者淹沒者淹沒。。 在德州和墨西哥邊境沿在德州和墨西哥邊境沿
線線，，一些城市實行宵禁命令一些城市實行宵禁命令，，以期以期
在案件激增的情況下減少大型聚會在案件激增的情況下減少大型聚會
或社交聚會或社交聚會。。麥卡倫醫療中心首席麥卡倫醫療中心首席
執行官邁克爾執行官邁克爾••曼曼（（Michael MannMichael Mann
））說說：“：“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已滿負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已滿負
荷運轉荷運轉，，並創建了新的病房並創建了新的病房。。該醫該醫
院週二接待了院週二接待了130130多名冠狀病毒患多名冠狀病毒患
者者，，佔該病床的一半以上佔該病床的一半以上。。 ““物物
理空間顯然是有限的理空間顯然是有限的，，並且大多數並且大多數
醫院很快都用光了它醫院很快都用光了它。”。”

創紀錄的記錄發生在一天之內創紀錄的記錄發生在一天之內
，，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德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德
州博覽會的首次取消州博覽會的首次取消。。 展覽的組展覽的組
織者說織者說，，每年秋天吸引超過每年秋天吸引超過100100萬萬
遊客到達拉斯的活動在大流行期間遊客到達拉斯的活動在大流行期間
是不可行的是不可行的。。與此同時與此同時，，川普總統川普總統
於今年秋天依靠州長重新開放學校於今年秋天依靠州長重新開放學校
，，理由是有些人之所以關閉學校理由是有些人之所以關閉學校，，
並不是因為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風險並不是因為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風險
，，而是出於政治原因而是出於政治原因。。 德州教育官員星期二宣布德州教育官員星期二宣布，，年齡在年齡在1010歲以上歲以上
的學生必須戴面罩的學生必須戴面罩，，學區必須為任何希望在教室裡放孩子的家庭提學區必須為任何希望在教室裡放孩子的家庭提
供校園學習供校園學習。。 與其他大州相比與其他大州相比，，德州的死亡人數仍然較低德州的死亡人數仍然較低。。 截至週截至週

二二，，德州已確認至少有德州已確認至少有22,,715715人死於人死於COVID-COVID-1919。。 但是死亡人數在但是死亡人數在
最近幾天有所上升最近幾天有所上升，，除了德州新發病例的驚人增長外除了德州新發病例的驚人增長外，，七日感染率七日感染率
已上升到已上升到1313..55％％。。感染的數量可能會更高感染的數量可能會更高，，因為許多人未經檢查因為許多人未經檢查，，
而且研究表明人們可以在不感到不適的情況下被感染而且研究表明人們可以在不感到不適的情況下被感染。。

德州週二單日首次超過10,000例新的冠狀病毒病例
德州創新的10,028新病例表明全國應對病毒措施失敗

塔爾薩市衛生部主任認為川普集會塔爾薩市衛生部主任認為川普集會““可能可能””成為病毒激增源成為病毒激增源
川普對在佛州舉行的共和黨大會將靈活地處理他的大會格式川普對在佛州舉行的共和黨大會將靈活地處理他的大會格式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
奧克拉荷馬市—塔爾薩市縣衛生部主任布魯斯
•達特博士周三表示，川普總統於6月下旬在塔
爾薩舉行的競選集會吸引了數千名參與者，大
規模抗議活動“可能”促成了新的冠狀病毒病

例的激增。 塔爾薩縣週一報告了
261例確診新病例，為一天來的最
高記錄，週二又報告了 206 例。
相比之下，在 6 月 20 日特朗普集
會之前的一周，星期一有76例，
星期二有96例。儘管衛生部門的
政策是不公開識別可能感染該病
毒的個人場所，但達特說，這些
大型聚會“極有可能”促成了這
一高峰。
達特說：“在過去幾天中，我們
已經看到了近500例新病例，而就
在兩週前，我們又發生了幾起大
型事件，所以我想我們之間的聯
繫非常緊密。”自從冠狀病毒大
流行襲擊美國以來，川普的塔爾

薩集會是他的首次集會，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
的數千人。 在擁有19,000個座位的BOK中心舞
台上聚集了大約6,200人，遠遠少於預期。達特
曾敦促競選活動考慮推遲集會的日期，因為擔
心冠狀病毒病例數可能會激增。川普競選發言

人蒂姆•穆塔（Tim Murtaugh）表示，競選活
動竭盡全力，以確保參加集會的人受到保護。
在一份聲明中說，實際上沒有衛生預防措施可
言，數千人在街上遭到搶劫，騷亂和抗議，媒
體報導說這並沒有導致冠狀病毒病例增加。 18
天前，所有參會人員都進行了體溫檢查，為每
個人提供了口罩，並且為所有人提供了很多洗
手液。他說：“很明顯，媒體對大型集會的關
注始於川普的集會。儘管提供了口罩，但並沒
有要求參與者戴口罩，大多數都沒有戴口罩。

參加川普集會的一名記者是對 COVID-19
測試呈陽性的人，還有六名川普的競選工作人
員和兩名在集會之前工作的特勤局成員。全州
範圍內，俄克拉荷馬州衛生官員周三報告了673
例新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這是自大流行開始
以來該州第二高的日總數。俄克拉荷馬州衛生
部報告的新病例緊隨週二報導的858例，創下歷
史新高，使該州確診病例總數達到 17,893 例。
人們認為實際的感染數量要高得多，因為許多
人沒有經過檢查，有些得了這種病的人沒有任
何症狀。

衛生部門還報告了另外 3 例 COVID-19 死
亡，全州死亡人數達到407人。為了應對最近出
現的冠狀病毒病例激增，諾曼和斯蒂爾沃特市
已經批准了強制性規定，人們必須在公共場所
戴口罩。 在歷時五個小時的市議會會議之後，
諾曼底人同意了該法令。對於大多數人而言，
冠狀病毒會導致輕度或中度症狀，並在數週內
消失。 但是對於其他人，尤其是老年人和存在
健康問題的人，該病毒會引起嚴重的症狀並致
命。

隨著佛羅里達州冠狀病毒病例激增，川普
總統表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取消了在北卡羅
來納州夏洛特舉行黨的代表大會的計劃，此前
州長羅伊•庫珀（Roy Cooper）表示他將只允
許“規模縮小的代表大會，減少人員，減少社
交距離並遮蓋臉部。” 隨著佛羅里達州COVID
案件激增，川普現在表示他對下個月在佛羅里
達州舉行的傳統室內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將在
傑克遜維爾靈活地處理他的連任大會格式。

德州州長阿伯特德州州長阿伯特（（Greg AbbottGreg Abbott））發布了一項全州性命令發布了一項全州性命令，，要求德州人在公共場所佩戴面罩要求德州人在公共場所佩戴面罩。。

隨著佛羅里達州隨著佛羅里達州COVIDCOVID案件激增案件激增，，川普現在表示他對下個川普現在表示他對下個
月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傳統室內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將在月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傳統室內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將在
傑克遜維爾靈活地處理他的連任大會格式傑克遜維爾靈活地處理他的連任大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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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夏季品嘗啤酒之旅休斯頓夏季品嘗啤酒之旅

（本報記者黃梅子）雖然新
冠病毒依然流行，但是彪悍的德
州人們並不在乎小小的病毒，自

從酒吧飯店重新開業之後，大家
都蜂擁而出，享受美食美酒。炎
炎夏季，休斯頓旅遊局推出THE

HOUSTON BREW PASS 休斯敦啤
酒通行證，壹天之內可挑選4種
啤 酒 品 嘗 1 day Houston Brew

Pass $28.95；72 小時內品
嘗 14 種啤酒 3 day Houston
Brew Pass $39.95， Taste
your way through 14 craft
breweries within 72 hours。
這些啤酒品牌全是休斯頓本
地啤酒廠家，新鮮釀造的生
啤美味過癮。（更多資訊請
查詢休斯敦觀光旅遊局）

美南副刊

HR爱怪咖

那年夏天，我在 KFC 卖炸鸡。

某个暴晒的午后，一个穿格子 T 恤

的男生，急匆匆地闯进大门。他指

着柜面上的餐单，熟练地说：“要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我一顿狂打，回头唱单，报价

278。

男生低头看了看陆续摆进餐盘

的炸鸡，说：“哟，不是麦当劳啊

。”然后转身走了。

经理安慰我说：“算了，做餐

饮这一行，免不了要遇上几个神经

病。”

有了这层认识，两周后，我再

次参加某公司面试的时候不再紧张

了。招一个 OL 而已，却能问出西游

记四人中哪一个最强的面试官，肯

定不是正常人。于是，我决定不正

经地对待他。

我坐在会议里如审犯人的小凳

子上，说：“当然是猪八戒喽。这

个家伙，出力最少，得利最大。而

对一个公司来说，像悟空那样苦拼

苦干的也不是不好。但是像八戒这

样，借力打力，动用最多的免费资

源，博得最大的收益，不是更好吗

？”

一周之后，该公司慷慨地发来

了激动人心的 offer。

我更新了条签名，以示庆祝：

“Hey，原来 HR 们喜欢的不是人才

，是怪咖！”

冤家路窄

新工作很简单，给产品经理做

助手。上岗的第一天，经理周艺楠

就对我说：“我和别人不一样，不

需要你有思想，做好我安排的一切

就OK。”

这一天，我抱着文件满办公室

地传达周艺楠的批改意见，绕了一

圈，最后停在西北角的格子间。某

男正在捧着 Pad 全神贯注“打僵尸”

，我用力猛咳一声，此人才还魂过

来。

我说：“我是新来的助理。你

是文案海超对吧？经理的意见下来

了，你要听原话，还是转述？”

海超心里没

底地看着我，说

：“那……就原

话吧。”

“这是什么

烂东西，写出来

找抽的吗？拿回

让他重写，写不

好就给我滚！”

海超吓得差

点从凳子上掉下

来。他问：“不

是吧，经理真这

么说的？”

我十分满意

地笑了：“没有

啊，她说，还不

错。”

海超没好气

地说：“喂，咱

们还不熟吧？开

什么玩笑！”

我却翻了他

一 白 眼 ， 说 ：

“谁说不熟了，

哟，不是麦当劳

啊，不就是你吗

？”

每个人都是神经

病

海超坚持请

我吃晚饭，表示

赔罪。每天节食

省钱的我，当然

一点不客气地笑

纳了。只是海超

这等打僵尸切水

果的俗人，也就是巴麦隆自助餐，

最贵的一档，才 45块一个人。

我说：“你也真行，上班也有

好几年了吧。请人吃饭也就比大学

食堂好一点。你看看周围，全是学

生。你混在里面，不丢脸啊。”

海超却不以为意地说：“切，

这说明我还是无肉不欢的年轻人。

等哪一天我请你吃避风塘的时候，

那就说明我老化了。”

“啊，年轻人，怪不得还去肯

德基捣乱。你是麦记死饭？”

“什么啊。”海超很认真地说

，“人吧，有时候需要做点出格的

事，才证明自己还活着。懂吗？”

“看不出来啊，调戏肯德基，

还能上升到哲学层面。”

海超“噗”的一声笑喷了。他

说：“你还小，不懂。”

其实，我懂的，每个人心里，

都住着个神经病，包括我自己。比

如，在没有人的电梯，我会在离开

前，把所有楼层的键按亮。这个做

法，和在超市

捏烂方便面一

样让人上瘾。

再没调戏过肯

德基

海 超 是 我

在办公圈里结

识的第一个朋

友。作为两枚

资深吃货，下

班之后，我们

总会一起吃点

什么。于是我

们因为美食，

渐渐变得亲密

无间。他把我

当成随意吐槽

的纯哥儿们，

我把他当成倾

诉心事的男闺

密。

海 超 在 周

末打来电话约

我吃喝。他说

新找到了排骨

藕段的绝密配

方，还特别买

了只炖肉的泥

瓦罐。我懒洋

洋地爬起来，

梳妆打扮，欣

然前往。

那 天 海 超

的室友不在，

屋子里飘满了

骨汤温暖的香

气。他挂着围

裙，趿着人字拖，在厨房拌沙拉。

我在旁边，洗菜剥蒜打下手。有那

么一刻，我有一点恍惚，感觉好像

穿越进一个很有爱的小家庭。没有

大富大贵、大起大落，有的，都是

些平淡真实的小细节。

海超大概也受到气氛的感召，

忽然转头说：“要不……咱们合租

一套房子吧。”

我心虚地问：“什么企图？”

他心虚地答：“省钱呗，嘿嘿

，省钱。”

晚上，海超送我回家，我们第

一次变得无话，一路都沉默着。

直到走进小区门口，他才开口

说：“那个事……你再想想哈。”

我说：“行。我再想想。”

那天他在 QQ 上留言：“自从认

识了你，我再没调戏过肯德基。”

大概也只有我能明了其中的情

意绵绵。因为同样地，自从认识他

之后，我也没有再调戏过电梯各楼

层。

为什么不告而别

周艺楠私下找我喝茶。她说：

“你是想做一辈子助理，还是想拼

一拼？”

这一天，周艺楠为我铺展了一

条丰饶的职业之路。公司新战略要

开拓二线城市，她需要一些信得过

的人和她一起拓疆。我被美好强大

的未来煽动得热血沸腾。2月春节，

我没有回家，留在上海和周艺楠的

亲信共谋大业，长假未完，就远赴

青岛。

一周后，我在青岛奔赴客户公

司的路上，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说：“为什么不告而别？”

我静了静说：“海超，我没答

应过你什么吧？我们也没发生过什

么吧？”

海超愣住了，半晌才缓慢地叹

了口气说：“既然，你认为我们之

间什么也没发生过，那就算了。”

他的电话挂断了。

为什么不告而别？

海超问我的问题，我时常问自

己。

我思考很久。

后来的日子，只用“繁忙”这

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全部。

有一天晚上，我在迷迷蒙蒙的

睡意里，忽然看到电视屏幕上现出

一只棕褐色的瓦罐，缓缓飞散的蒸

汽里，熨着酥烂油润的排骨藕段。

一刹那间，我抑制不住地哭了。

因为它让我想起，就在N年之前

，某个骨香肆虐的傍晚，两个吃货

曾经那样接近爱情。

曾经接近爱情的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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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歡迎李著華臉書粉絲團加入李著華個人微信帳號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

在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中印兩國軍隊在邊境發生死傷衝突後中印兩國軍隊在邊境發生死傷衝突後，，莫迪莫迪
政府在印度一口氣禁用了包括抖音政府在印度一口氣禁用了包括抖音、、微信和微博微信和微博
在內的在內的5959款中國移動應用程式款中國移動應用程式,,他們冕堂皇的理他們冕堂皇的理
由是出於對網絡安全的考量由是出於對網絡安全的考量，，並認為這些軟體竊並認為這些軟體竊
取使用者資料取使用者資料,,傳輸到中國的伺服器傳輸到中國的伺服器,,有損印度的有損印度的
主權完整性主權完整性,,其實真正原因是為報復中國和打擊其實真正原因是為報復中國和打擊
中國中國！！莫迪政府不從改善兩國關係求進莫迪政府不從改善兩國關係求進，，反而是反而是
操縱民粹操縱民粹,, 終將招致民怨終將招致民怨，，傷到自己傷到自己！！

抖音和微信等由中國研發的社群媒體在印度抖音和微信等由中國研發的社群媒體在印度
擁有眾多用戶擁有眾多用戶，，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具有舉足輕重地位,,抖音三分之抖音三分之
一下載量來自印度一下載量來自印度,,印度政府卻說禁就禁印度政府卻說禁就禁,,嚴重損嚴重損

害了超過害了超過 11..22 億印度人的權利億印度人的權利,,這種以政這種以政
治權謀影響民眾利益的作為實不可取治權謀影響民眾利益的作為實不可取。。

當然從印度嚴禁中國科技的決定當然從印度嚴禁中國科技的決定,,可看出可看出
世界各國對中國高科技快速崛起所引發世界各國對中國高科技快速崛起所引發
的不安與不滿情緒的不安與不滿情緒,,美國針對華為的百般美國針對華為的百般
刁難抗拒早已流露無遺刁難抗拒早已流露無遺，，科技不能在世界科技不能在世界
通行無阻通行無阻,,是一種悲哀是一種悲哀，，莫迪政府之舉莫迪政府之舉,, 似似
在討好美國在討好美國,,以打造兩國同仇敵愾之心對以打造兩國同仇敵愾之心對
付中國付中國，，這是一種偏狹民族主義作祟這是一種偏狹民族主義作祟,,不不
利建造世界村的遠景利建造世界村的遠景。。

中印比鄰而居中印比鄰而居,,分別是亞洲第一和第分別是亞洲第一和第
三大經濟體三大經濟體,,應開展各種合作關係而不是應開展各種合作關係而不是
用爭吵解決用爭吵解決，，事實上事實上,,中印長久以來一直中印長久以來一直
和平相處和平相處,,歷史甚至可追溯到印度開國總歷史甚至可追溯到印度開國總
理尼赫魯理尼赫魯，，這些年來兩國經貿與科技文化這些年來兩國經貿與科技文化

互動良好互動良好，，如今在新冠狀病毒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如今在新冠狀病毒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之際之際，，兩國應患難與共兩國應患難與共,, 而不是以雙邊貿易限制而不是以雙邊貿易限制
和提高關稅相威脅和提高關稅相威脅。。

莫迪自莫迪自 20142014 年取得政權以來年取得政權以來,, 他所自詡的他所自詡的
““莫迪經濟學莫迪經濟學””顯未能提升印度的國際競爭力顯未能提升印度的國際競爭力,,相相
比中國比中國，，印度在全球製造業所取得的成果顯不突印度在全球製造業所取得的成果顯不突
出出,,莫迪一直在銷售莫迪一直在銷售““印度製造印度製造””雖創造數千萬個雖創造數千萬個
工作機會工作機會,,然而卻遲遲未能看清勞工然而卻遲遲未能看清勞工、、土地土地、、法律法律
和稅收方面的變化和稅收方面的變化,, 經濟已轉向負成長經濟已轉向負成長，，如今又如今又
抵制中國科技產業必將給印度經濟發展造成巨抵制中國科技產業必將給印度經濟發展造成巨
大阻力大阻力,,他對中國的他對中國的””制裁制裁””行動無疑是一種行動無疑是一種””自自
栽栽””行為行為，，實在是相當的不理智實在是相當的不理智!!

NFLNFL 美式足球聯盟華盛頓紅人隊美式足球聯盟華盛頓紅人隊(Washing(Washing--
ton Redskins)ton Redskins) 的隊名因為涉嫌歧視美國原住民的隊名因為涉嫌歧視美國原住民,,
所以幾十年來一直爭議不斷所以幾十年來一直爭議不斷,, 但這支隊伍的老闆但這支隊伍的老闆
史奈德史奈德(Dan Snyder)(Dan Snyder) 卻堅持不改隊名卻堅持不改隊名,, 不過這兩天不過這兩天
他的態度終於軟化了他的態度終於軟化了。。

史奈德之所以願意史奈德之所以願意””改邪歸正改邪歸正””,, 除了受到黑人除了受到黑人
佛洛伊德死後全美正徹底檢討種族歧視的嚴重影佛洛伊德死後全美正徹底檢討種族歧視的嚴重影
響外響外,, 更重要的是這支球隊的贊助商包括聯邦快更重要的是這支球隊的贊助商包括聯邦快
遞遞(FedEx)(FedEx)、、耐吉耐吉(Nike)(Nike)和百事可樂和百事可樂(PepsiCo)(PepsiCo)等不等不

約而同對他提出改名的要求約而同對他提出改名的要求，，如果如果
他不從他不從,,將會取消贊助將會取消贊助,, 在金錢的在金錢的
強大壓力下強大壓力下，，史奈德立即做出改名史奈德立即做出改名
的決定的決定，，算是識時務的俊傑算是識時務的俊傑,,否則否則
他的球隊根本就不可能再經營下他的球隊根本就不可能再經營下
去去！！

非洲裔黑人是當前美國職業球非洲裔黑人是當前美國職業球
隊的骨幹隊的骨幹,, 但是很難想像在半世紀但是很難想像在半世紀
之前黑人是不允許打球的之前黑人是不允許打球的,, 正因為正因為
有民權運動的不斷推動有民權運動的不斷推動,, 黑人才逐黑人才逐
步被允許加入球隊步被允許加入球隊，，但是基本上球但是基本上球
隊的老闆和管理階層都是以白人隊的老闆和管理階層都是以白人
為主為主,,他們內心依然是歧視黑人他們內心依然是歧視黑人
的的,, 史奈德就是其中之一史奈德就是其中之一,, 他堅持他堅持
球隊隊名是在表彰美國原住民球隊隊名是在表彰美國原住民，，硬硬
說與種族歧視無關說與種族歧視無關。。

其實在美國的職業球隊中其實在美國的職業球隊中,, 具具
有種族歧視的球隊相當多有種族歧視的球隊相當多,, 除了紅除了紅
人隊外人隊外，，職棒大聯盟亞特蘭大勇士職棒大聯盟亞特蘭大勇士
隊隊、、克利夫蘭印第安人隊和芝加哥克利夫蘭印第安人隊和芝加哥
黑鷹隊都有嚴重歧視黑人的意味黑鷹隊都有嚴重歧視黑人的意味,,
比如黑鷹曲棍球球隊的標誌是一比如黑鷹曲棍球球隊的標誌是一

個臉上塗有顏料和羽毛的印第安人圖像個臉上塗有顏料和羽毛的印第安人圖像。。再如克再如克
利夫蘭印第安人棒球隊也顯露出對原住民的不利夫蘭印第安人棒球隊也顯露出對原住民的不
敬敬，，如今他們都願意徹底去思考如今他們都願意徹底去思考,,並致力做出改變並致力做出改變，，
他們也承認了自己他們也承認了自己““不完美的歷史不完美的歷史””。。

從美國當前所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社會的呼從美國當前所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社會的呼
聲所向聲所向，，可知種族歧視將在美國社會逐漸地絕跡可知種族歧視將在美國社會逐漸地絕跡,,
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爭取被平等看護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爭取被平等看護,, 川川
普政府應該傾聽民心普政府應該傾聽民心，，回應民意回應民意,, 進而振興族群平進而振興族群平
等與和諧等與和諧,, 這個國家才可能會更偉大這個國家才可能會更偉大！！

美國參議院昨天迅雷不及掩耳通過了所謂的美國參議院昨天迅雷不及掩耳通過了所謂的””
香港自治法香港自治法””以做為對香港正式實施國安法的反以做為對香港正式實施國安法的反
制制。。美國的立法機關擅自作主為中國的特區政府美國的立法機關擅自作主為中國的特區政府
制定法律制定法律，，無論法條內容如何無論法條內容如何,, 都是不倫不類都是不倫不類,,荒荒
誕不經的誕不經的！！

在中國武俠小說世界中在中國武俠小說世界中,,曾經傳說過俠客具有曾經傳說過俠客具有
百步神拳百步神拳,,隔山打牛的功夫隔山打牛的功夫，，但那顯然只是一個虛但那顯然只是一個虛
構的故事構的故事,, 毫不可能存在毫不可能存在,,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由美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由美
國所制定的國所制定的""香港自治法香港自治法""不就是隔山打牛嗎不就是隔山打牛嗎！！

香港主權隸屬於中國香港主權隸屬於中國,,
那是歷史的認定那是歷史的認定,, 也是世界也是世界
的認知的認知,, 香港在經過英國殖香港在經過英國殖
民統治一個半世紀後歸還民統治一個半世紀後歸還
中國中國，，根據基本法根據基本法，，中國政中國政
府執行一國兩制和港人治府執行一國兩制和港人治
港的基本方針港的基本方針，，以保持香港以保持香港
的社會的社會、、法律法律、、經濟和生活經濟和生活
不變不變，，特區政府完全享有行特區政府完全享有行
政政、、立法立法、、司法及終審權司法及終審權，，並並
循序漸進循序漸進，，發展適合香港式發展適合香港式
的民主制度的民主制度,,但是由於去年但是由於去年
違法犯紀份子恣意妄為違法犯紀份子恣意妄為,,踐踐
踏法律踏法律,,在外國勢力慫恿暗在外國勢力慫恿暗
助下助下,,壯大了港獨份子造反壯大了港獨份子造反
的企圖心的企圖心，，使特區政府一籌使特區政府一籌
莫展莫展,, 因此中國人大痛定思因此中國人大痛定思
痛終於在上個月研討訂立痛終於在上個月研討訂立
了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家安全法》，》，並根據並根據《《基本基本
法法》》第第 1818 條第條第 33 款的規定款的規定，，
把此法列入把此法列入《《基本法基本法》》附件附件

三三，，所以不須經立法會審議所以不須經立法會審議，，就直接在香港公布實就直接在香港公布實
施了施了。。

美國國會干預香港純粹是一廂情願的事美國國會干預香港純粹是一廂情願的事,, 香香
港的未來港的未來,, 無論是富是貧無論是富是貧,, 是強是弱是強是弱，，干卿底事干卿底事？？為為
了維穩了維穩,,為了懲暴為了懲暴,,為了民生為了民生,,為了經濟為了經濟,, 為了發展為了發展,,
特區政府遵照中國政府之領導來治理香港特區政府遵照中國政府之領導來治理香港,,依法依法
有據有據,, 理所當然理所當然,,，，香港的主權與治權完全掌握在香港的主權與治權完全掌握在
中國手中中國手中,, 這是美國政府和國會必需要有的認知這是美國政府和國會必需要有的認知,,
以後就請你們不要再越俎代庖了以後就請你們不要再越俎代庖了！！

非
馬
雙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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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單行道 A ONE-WAY ROAD
fon the seemingly endless roadfon the seemingly endless road
one car after anotherone car after another
each carries its own load towardeach carries its own load toward
some destinationsome destination

trapped in the traffictrapped in the traffic
there's no way of passingthere's no way of passing

or turning backor turning back
he stares straight aheadhe stares straight ahead
waiting for a glistening crossroadwaiting for a glistening crossroad
to rise upto rise up

are we there yet?are we there yet?

無止無盡的路上無止無盡的路上
一部接一部的車輛一部接一部的車輛
各有各的負載與終點各有各的負載與終點

陷身車陣中陷身車陣中
不能超車不能超車

更不能回頭更不能回頭
眼巴巴瞪視著前方眼巴巴瞪視著前方
期待一條岔路期待一條岔路
燦然亮起燦然亮起

我們快到了嗎我們快到了嗎

川普這兩天成為美國杏壇的風暴中心川普這兩天成為美國杏壇的風暴中心，，他丟他丟
出的兩項教育政策流露出他是一位教育的門外出的兩項教育政策流露出他是一位教育的門外
莽漢莽漢,,從變相驅趕外國留學生離開美國從變相驅趕外國留學生離開美國，，再到要再到要
脅美國學生秋天回到校園上課脅美國學生秋天回到校園上課,,他的言論乖張蠻他的言論乖張蠻
橫橫,,充滿暴戾之氣充滿暴戾之氣,,這樣失格的總統真是令人擲這樣失格的總統真是令人擲
筆三嘆筆三嘆！！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一個國家的興盛發一個國家的興盛發
展奠基於完善的教育制度展奠基於完善的教育制度，，美國之所以富庶強美國之所以富庶強
盛盛,,傲視全球傲視全球,,成為各國留學生的首選正是因為成為各國留學生的首選正是因為
擁有優越的教育體制擁有優越的教育體制，，任何變革興廢茲事體大任何變革興廢茲事體大,,
必須斟酌各方意見必須斟酌各方意見,,經過縝密研討才做出決策經過縝密研討才做出決策，，
但川普卻不理會專家意見但川普卻不理會專家意見,,擅自提出自己的主擅自提出自己的主
張張。。
留學生為來自各國的上駟之才留學生為來自各國的上駟之才,,他們學成後留在他們學成後留在

美國做出的貢獻壯大了美國美國做出的貢獻壯大了美國,,但川普但川普
卻不珍惜這麼重要的資產卻不珍惜這麼重要的資產,,為了保護為了保護
美國人就業而棄之如敝屣美國人就業而棄之如敝屣，，竟透過移竟透過移
民海關執法局驅趕他們民海關執法局驅趕他們,,所以最高學所以最高學
府哈佛和府哈佛和MITMIT憤而控告川普政策失憤而控告川普政策失
當當,,身為總統身為總統,,以前被眾多女子指控性以前被眾多女子指控性
騷擾騷擾,,現在又被著名大學控告現在又被著名大學控告,,做到如做到如
此不堪地步此不堪地步,,真是夫復何言真是夫復何言！！
在川普眼裡在川普眼裡，，或許只有政治利益和鬥或許只有政治利益和鬥
爭爭,,他認為某些地方不準備開學的原他認為某些地方不準備開學的原
因是出於政治原因因是出於政治原因，，因為拖著不開學因為拖著不開學
對他們有好處對他們有好處，，其實川普錯了其實川普錯了，，大家大家
真正考量的是疫情是否會影響到開真正考量的是疫情是否會影響到開
學後學生上課的安全學後學生上課的安全。。

川普以德國川普以德國、、丹麥和法國為例丹麥和法國為例，，向向
學校施壓要求復課學校施壓要求復課，，但可笑的是他對於那些國但可笑的是他對於那些國
家的小班教學制度隻字不提家的小班教學制度隻字不提,,也不對比美國和那也不對比美國和那
些國家的病毒感染率相差有多大些國家的病毒感染率相差有多大,, 他對於當前他對於當前
美國險峻的疫情以及如何防範病毒的各種措施美國險峻的疫情以及如何防範病毒的各種措施
也隻字不提也隻字不提。。

其實福奇博士也是支持學校重新開學的其實福奇博士也是支持學校重新開學的，，但但
他是有前提的他是有前提的，，必須根據各地真實情況必須根據各地真實情況，，要考慮要考慮
感染率制定開學計畫感染率制定開學計畫,, 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也早就如何安全地復課制定了完善指導方中心也早就如何安全地復課制定了完善指導方
針針，，但竟被川普否決了但竟被川普否決了,,他更威脅說他更威脅說，，如果各州不如果各州不
全面復課全面復課，，他將扣留這些州的聯邦援助資金他將扣留這些州的聯邦援助資金。。
川普為所欲為川普為所欲為,,不聽從專家的意見不聽從專家的意見,,一意孤行的一意孤行的
川氏教育政策終將治絲益棼川氏教育政策終將治絲益棼,,使美國教育帶來重使美國教育帶來重
大災難大災難！！

為了控制險峻的疫情為了控制險峻的疫情,,澳大利亞宣佈澳大利亞宣佈77月月77日日
起關閉兩個人口最多的大州起關閉兩個人口最多的大州----維多利亞州與新維多利亞州與新
南威爾士州之間的邊界南威爾士州之間的邊界，，這是這是100100年來的首次年來的首次,,上上
一次關閉也是因為疫情原因一次關閉也是因為疫情原因，，當時世界正籠罩在當時世界正籠罩在
西班牙大流感陰影下西班牙大流感陰影下,,兩次的疫情都讓澳大利亞兩次的疫情都讓澳大利亞
境內出現一國兩界境內出現一國兩界，，互不來往的現象互不來往的現象,,對經濟對經濟、、文文
化化、、交通交通、、社會和種種的影響可想而知社會和種種的影響可想而知。。
根據澳大利亞公佈的疫情根據澳大利亞公佈的疫情,,新增的病例為新增的病例為127127例例，，
這是該國單日最大增幅這是該國單日最大增幅,,並有一人死亡並有一人死亡，，是全國是全國
逾兩週以來的首例逾兩週以來的首例，，迄今為止澳大利亞總死亡人迄今為止澳大利亞總死亡人
數數 105105 人人,,全國總確診數為全國總確診數為 87558755 例例,,居世界第居世界第 7171
名名。。

我們從以上的數據來看我們從以上的數據來看,, 澳大利亞的嚴重性澳大利亞的嚴重性

比起美國來說真是小巫見大巫比起美國來說真是小巫見大巫,,現現
在美國每天確診與死亡的人數比在美國每天確診與死亡的人數比
澳大利亞半年以來所累積的總數澳大利亞半年以來所累積的總數
都還要多很多都還要多很多，，當我們的總統天當我們的總統天
天在推卸責任天在推卸責任,,淡化疫情之際淡化疫情之際,,澳澳
洲卻嚴謹的把國內兩大州封閉起洲卻嚴謹的把國內兩大州封閉起
來來,,以嚴格執行社交疏離令以嚴格執行社交疏離令,,毫不毫不
畏懼經濟沉重的打擊畏懼經濟沉重的打擊,, 他們的做他們的做
法令人敬畏法令人敬畏。。

自疫情暴發以來自疫情暴發以來，，澳大利亞堪澳大利亞堪
稱抗疫成功的典範稱抗疫成功的典範，，無獨有偶無獨有偶,,澳澳
大利亞與美國都是在大利亞與美國都是在11月月2121日出日出
現第一個確診病例現第一個確診病例,,當時他們是以當時他們是以
非常嚴肅的態度來處理非常嚴肅的態度來處理,,並密切關並密切關
注事態發展注事態發展,,火速建立完善隔離機火速建立完善隔離機
制以及發布全球旅遊警告制以及發布全球旅遊警告，，要求要求
境內人士完全不要出國以面對境內人士完全不要出國以面對””

百年一遇的危機百年一遇的危機”，”，政府早就強制執行了一二輪政府早就強制執行了一二輪
的居家令的居家令，，這就是為什麼澳大利亞能夠使疫情控這就是為什麼澳大利亞能夠使疫情控
制的原因制的原因，，相反的相反的，，川普卻毫不經意川普卻毫不經意,,到了到了33月月1010
日美國確診個案已破千日美國確診個案已破千，，33月月1717日全美日全美5050州均有州均有
個案個案,,33月月1919日確診數破萬日確診數破萬，，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
中心雖苦口婆心勸導防疫之道中心雖苦口婆心勸導防疫之道，，但川普政府卻帶但川普政府卻帶
領大家走不同的方向領大家走不同的方向，，如今疫情已難收拾如今疫情已難收拾。。

如果川普不相信中國防疫的成效如果川普不相信中國防疫的成效,,那麼澳大利那麼澳大利
亞應該給他做為效學的榜樣亞應該給他做為效學的榜樣,,他應該要為問題找他應該要為問題找
答案答案,, 而不是在問題上添加問題而不是在問題上添加問題，，看看澳大利亞看看澳大利亞
怎麼做怎麼做,,再想想自己做了什麼再想想自己做了什麼，，如果川普還有省如果川普還有省
思能力思能力，，美國的疫情還是可以提早結束的美國的疫情還是可以提早結束的！！

在美國生日當天在美國生日當天,,芝加哥超級黑人巨星坎耶芝加哥超級黑人巨星坎耶··
韋斯特韋斯特（（Kanye WestKanye West））突然在推特上宣布要競選突然在推特上宣布要競選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他宣稱將通過信仰上帝的力量他宣稱將通過信仰上帝的力量，，統一統一
眾人的願景去實現美國的理想諾言眾人的願景去實現美國的理想諾言,, 他沒有提出他沒有提出
任何政見主張任何政見主張,, 純粹只是通告大家他有一個美麗純粹只是通告大家他有一個美麗
的總統夢的總統夢。。

現在距離總統大選只剩下現在距離總統大選只剩下120120多天多天,, 韋斯特韋斯特
的總統夢成真的機率基本上是小於的總統夢成真的機率基本上是小於00%,%,不過他的不過他的
參選卻給川普帶來一些小麻煩參選卻給川普帶來一些小麻煩，，因為他曾是川普因為他曾是川普
鐵粉鐵粉,, 是極少數願支持川普的傑出非裔人物是極少數願支持川普的傑出非裔人物,,不不
過我認為韋斯特最後會登記參選而成為合格總過我認為韋斯特最後會登記參選而成為合格總
統候選人的機率小於統候選人的機率小於4949%,%, 這就是為什麼他宣布這就是為什麼他宣布
參選後參選後,,迄今為止迄今為止,,川普並沒有回應的原因川普並沒有回應的原因。。

毫 無 疑 問毫 無 疑 問,, 韋 斯 特 是 非 常 成 功 的 藝 術 家韋 斯 特 是 非 常 成 功 的 藝 術 家、、

Hip-HopHip-Hop 巨星巨星、、製片人製片人、、唱片公唱片公
司執行長和時裝設計師司執行長和時裝設計師，，他是美他是美
國數一數二的非裔才子國數一數二的非裔才子,, 去年福去年福
布斯全球百大名人收入排行榜布斯全球百大名人收入排行榜，，
他以年收入他以年收入 11..55 億美金排名第億美金排名第
三三，，但在政治方面但在政治方面,,他是一位門他是一位門
外漢外漢,,而且他對社會運動並不關而且他對社會運動並不關
心心，，相較於另一位非裔女天后歐相較於另一位非裔女天后歐
普拉普拉,, 韋斯特的公眾魅力相形見韋斯特的公眾魅力相形見
絀絀，，歐普拉五年前也有過總統歐普拉五年前也有過總統
夢夢,,但她還沒有宣布就已打消參但她還沒有宣布就已打消參
選念頭選念頭，，反倒是韋斯特當時還正反倒是韋斯特當時還正
經八百宣布要參選經八百宣布要參選,, 後匆匆退出後匆匆退出
轉而支持川普轉而支持川普,,今年結局應該一今年結局應該一
樣樣。。

歐巴馬是黑人參政成功典歐巴馬是黑人參政成功典
範範，，當年他在芝加哥地方政壇並當年他在芝加哥地方政壇並
不如意不如意,, 參選眾議員時參選眾議員時,,還曾是還曾是
另一位黑人政治人物巴比汝西另一位黑人政治人物巴比汝西

的手下敗將的手下敗將,, 但經過多年磨練後但經過多年磨練後,, 歐巴馬幸運在歐巴馬幸運在
民主黨大會上以精湛演說一鳴驚人民主黨大會上以精湛演說一鳴驚人,,最後登上總最後登上總
統寶座統寶座,,韋斯特沒有歐巴馬的學識韋斯特沒有歐巴馬的學識,,也沒有歐巴馬也沒有歐巴馬
的機運的機運,,他不會成為第二位歐巴馬他不會成為第二位歐巴馬。。

每逢大選每逢大選,, 總有一些人懷有總統夢總有一些人懷有總統夢,, 自從自從18001800
年民主共和兩黨確定以來年民主共和兩黨確定以來,,如果不能從這兩大政如果不能從這兩大政
黨中脫穎而出黨中脫穎而出,,而以獨立人士或其他小黨參選都而以獨立人士或其他小黨參選都
還沒有成功的前例還沒有成功的前例,, 達拉斯億萬富豪羅斯普洛曾達拉斯億萬富豪羅斯普洛曾
兩度參選兩度參選,, 但但11張選舉人票都得不到張選舉人票都得不到,,今年民主黨今年民主黨
曾有多達曾有多達2929人表態參選人表態參選，，但許多人還沒有報名但許多人還沒有報名
就已退出就已退出,,包括紐約富豪彭博花了包括紐約富豪彭博花了22億美金投入億美金投入
不不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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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美南新聞網站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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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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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
休斯頓地區
最大華人媒體

報紙 電視 廣告 黃頁

微信公眾號

美南電視15.3

美南日報

休斯頓黃頁 分類廣告

休城社區

(本報休斯頓報導) 您可聽說過？一
個高中畢業生可以同時完成高中學業和
HCC 雙學分的課程。也就是說，在高
中畢業的同時，除了拿到高中文憑，還
獲得副學士學位，這些高中生是參加
HCC的dual credit program，他們免費的
完成了大學副學士學位課程。這些人，
既是高中生，同時也是大學生，他們比
其他同學快了2年，也節省許多學費，
更有機會在高中時就接觸大學的教育。
斯塔福高中(Stafford High School)今年有
三位畢業生 Samantha Sadeghi、Miriam
Santacruz、Kevin Nguyen 不僅獲得高中
文憑，還將同時獲得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西南學院的副學士學位。

在過去三年中，他們完成了一項
HCC 雙學分課程之後，他們就讀高中
，同時免費念大學。在大學學費中，這
樣能節省了約30,000美元，接下來，他
們很快將以大二或大三的身份轉入四年
制大學就讀。

這三位同學在學區董事會會議上都
獲得了令人羨慕的“學區董事會主席獎
”，斯塔福高中的大學及職業部主任黛
博拉•諾德（Deborah Nordt）表示：
「我為這三位同學感到自豪，他們是學

區歷史上第一批獲得此項殊榮的學生，
是前所未有的。」

對於 18 歲的 Sadeghi 來說，在高中
時同時修副學士學位感覺很容易。她表
示： 「我已經獲得了多學科研究的文學

學士學位，所以以後我上大學時，不必
參加必修課了，這可以節省很多學費。
」Sadeghi計劃在獲得視光學學士學位之
前進入休斯敦大學生物專業。她說：
「我希望在四年之內能做到，以節省盡

可能多的錢。」
17 歲的 Nguyen 表示，他的成就仍

在不斷深入之中。他表示： 「這感覺真
是太棒了，我從沒想過在斯塔福高中能
像這樣成功。他們給了我同時讀大學的
機會，即使過程有些難，我仍然努力維
持著社交生活。但是，現在我真的很喜
歡大學生活。」

對於17歲的聖塔克魯茲（Santacruz
）而言，獲得副學士學位為家中兩個都
打算上大學的兄弟立下好榜樣。她說，

她的下一個目標是向德州大學安德森癌
症中心健康專業學院提出申請，希望未
來能獲得診斷醫學超聲學的學士學位。
聖塔克魯茲的媽媽索尼亞（Sonia）表示
: 「我為女兒感到驕傲，她非常努力，
並熱愛自己的工作。她的哥哥現在在
HCC 學習計算機科學。而我的第三個
孩子是斯塔福高中的新生，他希望明年
開始他的HCC雙學分計劃。」

HCC 西南區校長 Madeline Buril-
lo-Hopkins博士鼓勵這些畢業生繼續他
們傑出的表現。她表示： 「相信自己，
並且投入精神來完成自己的課程，這本
身就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它告訴我們所
有人，你未來將在生活中實現不凡的勛
業。這也是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原因，

也是我們每天起床的原因--因為你。」
Dual-credit program 同時提供高中生學
術課程和以職業為導向的課程，學術課
程包括藝術、經濟學、歷史、數學、英
語、和西班牙語；而以職業為導向的課
程中，學生則可以學到商業技術、烹飪
藝術、電影製作、和焊接等。很顯然，
無論是繼續就讀大學，或是就業，HCC
的 Dual-credit program 都對高中生有多
方面的幫助。

2020年HCC秋季報名現已開放
休斯頓社區大學現已開放秋季學期

註冊。儘管新冠疫情還在流行，HCC
仍致力於通過幾種靈活的方式，來提供
學生優質的教育。

四種上課選項

根據學院的“next Learning”計劃
，在8月24日新學期開始時，學生有四
種上課選項可以選擇：隨時在線、按設
定的課程表在線學習、基於實驗室的課
程、以及“Flex Campus”等選項，允許
課程在校園、或通過視頻線上進行。

課程廣泛
今年秋天，HCC 西南校區將提供

更多的學分和持續教育課程，涵蓋高級
製造、信息技術、數字通信、視覺和表
演藝術、商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對於高中學生，HCC 與當地學區
合作提供雙重學分計劃，使學生在完成
高中的同時也可以獲得副學士學位的大
學學分。居住在小區內的高中生無需支
付任何學費。

此外，HCC 的“為 20 美元改變生
活”活動，讓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獲得
證書，只要付20美元的申請處理費。要
註冊，請訪問hccs.edu/changemylife

有關先進製造的更多詳細信息，請
致電 713.718.7757 或訪問 hccs.edu/man-
ufacturing
要 註 冊 信 息 技 術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776或訪問hccs.edu/digital
要註冊商業課程，請致電 713.718.5222
或訪問hccs.edu/business
有關視覺與表演藝術的詳細信息，請致
電713.718.5628或訪問hccs.edu/arts
要 註 冊 健 康 科 學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356或訪問hccs.edu/business
要 註 冊 其 他 HCC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2000或訪問hccs.edu/apply
有關更多信息，請致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或訪問hccs.edu。

HCCHCC 提供高中生提供高中生dual credit programdual credit program
同時修大學學分同時修大學學分 免費完成副學士學位課程免費完成副學士學位課程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斯塔佛市學區區長羅伯特鮑斯蒂克博士斯塔佛市學區區長羅伯特鮑斯蒂克博士（（Dr. Robert BosticDr. Robert Bostic））,, 斯塔佛市長里昂納德斯卡塞拉斯塔佛市長里昂納德斯卡塞拉（（Leonard ScarcellaLeonard Scarcella），），休斯頓社區大學西南校區校休斯頓社區大學西南校區校
長瑪德琳布里約霍普金斯博士長瑪德琳布里約霍普金斯博士（（Dr. Madeline Burrilo-HopkinsDr. Madeline Burrilo-Hopkins））,, 受表彰畢業生阮凱文受表彰畢業生阮凱文（（Kevin NguyenKevin Nguyen）（）（左四左四））,, 薩曼莎薩黛基薩曼莎薩黛基（（Samantha SadeghiSamantha Sadeghi）（）（右右

五五））,, 和米利安姆桑塔克魯茲和米利安姆桑塔克魯茲 （（Miriam SantacruzMiriam Santacruz）（）（右四右四），），後排是表彰畢業生的斯塔佛市學區董事會後排是表彰畢業生的斯塔佛市學區董事會。。

受表彰畢業生的畢業生和斯塔福受表彰畢業生的畢業生和斯塔福
學區董事會學區董事會。。

最左邊是斯塔福高中大學及職最左邊是斯塔福高中大學及職
業部主任業部主任Deborah NordtDeborah No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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