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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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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18日正式
提名拜登為總統候選人，連日大會繼續
以星光熠熠陣容，歷任民主黨總統的卡
特、 克 林頓、奧巴馬、前國務卿希拉
里、克利等重量級人物，全都出場, 力
呼團結各方支持者，挑戰競逐連任的總
統特朗普。，不過拜登如何平衡各方期
望，將是延續當前優勢的至大關鍵。

為期4天的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
會17日開幕。今年大會的主題為“團結
美國”。2016年民主黨大會上，左翼聯
邦參議員、該黨總統競選人桑德斯的支
持者，卻在會場內外抗議，這反映出黨
內溫和派與左翼存在嚴重裂痕。桑德斯
在大會開幕當晚發表講話，敦促民主黨
左翼選民擱置分歧，團結在拜登身旁，
以實現在大選中擊敗特朗普這一共同目
標。。奧巴馬 開宗明義便說：“特朗普
不足以勝任這份工作，因為他能力不夠
。他批評特朗普無法履行總統職責，對
“認真對待（總統）工作”不感興趣。
奧巴馬說，儘管自己從未期望過特朗普

可 以 跟 自 己 觀
點 一 致 ， 或 是
繼 續 自 己 的 政
策 ， 但 他 也 從

不相信特朗普會把當總統視作“用來吸
引其所渴望的注意力的真人秀以外的任
何事”。

“為了我們的國家，我的確希望特
朗普能對認真對待工作表現出一點點興
趣。”可惜他力所不及，不足以勝任這
份工作。這種失敗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
。”“17 多萬美國人已經失去了生命，
美國國內減少了數百萬就業崗位。我們
最糟糕的衝動被釋放了，我們在全世界
令人自豪的名聲被嚴重削弱，我們的民
主體制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奧巴
馬還補充說。

在 2016 年大選 之前，奧巴馬總統
曾告訴他的支持者，如果美國人選擇一
位販賣種族主義和陰謀論的電視真人秀
明星，並反對他花了八年時間建設的一
切，這將是對他的“個人侮辱”。

奧巴馬在2016年大選前，曾熱切地
呼籲支持者去支持希拉莉，然而這一願
景並沒有實現。4年後 的今天，奧巴馬
再次返回全國大選的舞台上來. 奧巴馬
面對第二次的機會，向歷史證明，特朗
普當選是一種反常現象，而不是永久性

的錯誤。
奧巴馬在講話最後再次向美國人呼

籲，”對所有相信一個更慷慨、更公正
的國家的美國人來說，這次選舉太重要
了，沒有人可以坐視不理。”

前美國總統第一夫人希拉莉接着發
言： 假使特朗普今次再當選總統，美國
各個方面的事情，將會是更壞更糟！

希拉莉談及 2016 年總統大選時表
示，民主黨人欠特朗普一個機會，證明
他可以成長為總統。然而希拉莉表示，
這種情況並沒出現。“我本希望唐納
德·特朗普知道如何成為一位總統。因
為美國人現在缺的正是一位總統……。
”

4年來，一些美國民眾告訴她，如
果可以，他們希望回到2016年的美國大
選。“4年來，人們一直對我說，‘我
沒有意識到他有多危險。我希望我能回
到過去並且重新（投票）。”而最糟糕
的是，（有人說），‘我本應該去投票
。’”

“現在我們知道了，我們會失去醫
保、工作，甚至所愛人的生命，還會失
去在世界的領導力，甚至我們的郵局。
隨後，希拉莉呼籲選民為拜登和 賀錦麗
投票。

新冠疫情和種族問題是今年大選的

重要議題。針對新冠疫情，新黨綱提出
擴大檢測範圍、加強接觸者追蹤、免費
提供檢測治療和疫苗等主張。疫情期間
通常以戴口罩形象示人的拜登，還呼籲
實行全國強制戴口罩令。在種族問題上
，拜登承諾上任後100天內，解決美國
社會“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他還把
解決種族問題作為其經濟復甦計劃的一
部分，承諾在教育、就業、收入、住房
、扶持小企業等領域加大資金投入，確
保少數族裔獲得平等機會。

不過，有美國媒體指出，拜登過去
數十年來一直拒絕民主黨“向左轉”，
如今出於“團結”考量吸收“進步派”
主張，現在的政策，必須比他擔任參議
員和副總統時的政策更加大膽，“這本
身就是一個矛盾”，其競選承諾和實際
執行可能會有差距。

最新民調顯示，拜登支持率仍領先
特朗普，但差距已經縮小，對拜登而言
，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危險信號。CNN
公佈的最新民調顯示：拜登僅以五成對
四成六領先特朗普四個百分點。六月份
進行的同一民調顯示，兩人之間的差距
是十四個百分點。調查還發現，在十五
個搖擺州中，兩人的支持率打成平手。

民調同時顯示，拜登未能激發支持
者的廣泛熱情，有五成八的民主黨支持

者稱，他們 之所以支持拜登,只是因為
反對特朗普。與此相反，表示投票特朗
普的選民，對特朗普較為熱情，約四分
之三表示他們更喜歡特朗普。

民調還顯示，選擇投票給特朗普的
白人比例高於拜登。拜登雖然在黑人和
拉丁裔選民中的支持率遠高於特朗普，
但在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發
的騷亂前，超過六成的西班牙裔和超過
三成的非洲裔選民，對拜登表示失望，
說明拜登的少數族裔基礎並不穩固。這
正是拜登選擇出身少數族裔的哈里斯當
副手的原因。

根據測量和數據分析公司尼爾森
（Nielsen）的數據，民主黨全國代表大
會（DNC）的第二個晚上，美國觀眾數
量與2016年同期相比減少約22%。

週二（8 月 18 日），前副總統喬·
拜登獲得正式提名。來自10個電視網絡
的收視率為1,920萬，較2016年的2470
萬相比有所下降；而周一首個晚上 1,
970萬的收視率，也較四年前同期下降
約24%。 2016年的頭個晚上曾吸引了2,
600萬觀眾。

是以拜登雖說是領先特朗普，但是
幅度不大，故此我認為： 至少到目前為
止，拜登難言穩操勝券。

(((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

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
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

拜登難言穩操勝券

楊楚楓楊楚楓

楊楚楓楊楚楓

夜行人吹口哨
自

從 美 國
政 府 對
11 位 破
壞 香 港
「一 國

兩 制 」
、 摧 毀
民 主 自
由 的 中

港官員提出制裁措施之後，榜上有名的及暫時未
有在名單中的高官，紛紛發出 「一國一制」腔調
的回應，除了 「堅決反對」、 「嚴厲譴責」之類
的套話，沒有人有一句回應美國提出制裁的理由
。又說甚麼自己為國家做事，即使今天被美國制
裁，也是一個榮譽。有的香港高官，乾脆用簡體
字來發文表達個人對北大人忠誠的意思，這些做
法，明顯不是給香港人看,而是給北京目標人士看
的啦！最好笑是林鄭月娥還說，她準備主動去註
銷她原有的2026年到期的訪美簽證。原來她的不
能入境美國，是她自己 「主動註銷」的，而忘記
自她被宣告被制裁後，美國海關將不會誏她進入
花旗。這樣的說法，正好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文
學家魯迅筆下的阿Q的 「精神勝利法」,活靈活現,
永不言死！

其實是榮是辱，真要看出手的是誰便明白。
被朝鮮、古巴、俄國或中國制裁，跟被美國制裁
不一樣，榮辱的感受也應該相反。有國際問題專
家和財經專家分析，制裁最辣的一招，是 「禁止
美國人或任何在美國企業與他們進行涉及資產的
交易」，若認真執行，被制裁者的銀行戶口、信
用卡都會被註銷，facebook賬號要關閉，麥當勞不

能 向 他 們 出 售 開 心 樂 園 餐 ， 公 司 買
iPhone，不能享有原廠維修服務等。據
說連中資銀行對他們都會將之列為拒絕
來往戶，因為中資銀行也在美國廣設分

行。是不是真會如此，因為過去的被制裁者,從來
沒有出自像香港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所以仍然
是不能確定。但我們只是不確定，被制裁的當事
人,就不能不考慮若是確定的話,要如何應對了。單
單是用不到自己名字的信用卡，也已經是相當羞
辱啦！____&

且再看港版《国安法》推行之后，美国財政
部于8月7日宣布经济制裁協助此法推行的11名中
港官員，其中的香港警务处处长鄧炳强，据“香
港01”18日報導指出，他在美方制裁前3天，已收
到自己會是被美方制裁的一份子的內幕消息，因
此他馬上行動，就將其私人拥有位于港島南區置
富花园的住所的借貸戶口，由匯丰银行轉抵押至
香港的中國银行。假設鄧炳强不趕快處理，3 天過
後， 匯豐銀行也會迅速代其處理，否則匯豐銀行
會被美國银行總監會發現，那時匯豐銀行便 「有
難」，會被美國政府認為沒有遵從美國政府的指
令而進行商業活動，隨時隨地、會被罰上數以億
元罰金。年前匯豐銀行便被伊朗政府一個隱藏戶
口被查出，經己被美國政府課以千萬美元罰款才
能甩身，香港警务处处长鄧炳强乃 「食蔥送飯人
仕」，怎能不三扒兩撥先行告別匯豐銀行呢！情
況雖說是十分倉卒狼狽，但勝過 「失手被擒」！

記得上世紀1969年蘇聯曾經想對中國核基地
進行 「外科手術式」襲擊，向美國試探，被美國
喝停。蘇聯為甚麼不向英國、法國這些也有核武
器的國家試探？因為美國軍力足以遏制他國鹵莽
的軍事行動。

1971 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中美關係取得突
破，那一年聯合國大會投票就讓中國進入聯合國
。為甚麼過去20多年聯合國每次投票中國都是輸

家，不能被接納進入聯合國；而這次卻是贏家入
席呢？還是因為當年美國改變了對華政策之故也
。

再看 8 年之後中美兩國於 1979 年建交，隨後
鄧小平成功到訪美國。他在飛機上對隨行的官員
坦承而說： 「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
搞好關係的國家，都會富庶起來的。」從上世紀
八十年代至今天,中國真的是富起來了！鄧小平他
沒有說的，是同美國搞壞關係的國家，仍然是窮
光蛋一名。比如古巴，1976年前的中國，甚至空
有戰略武器而人民排長龍買麵包的蘇聯就是最佳
例證。

二戰後的冷戰也是由美國帶頭，其他西方國
家跟從。美國一直以它的國力、體制、科技、美
元霸權、流行文化、自由精神來引領着世界潮流
。我不是說美國不會犯錯，而是即使走錯方向，
它拥有的體制和自由精神,就使它有改正錯誤的能
力。70年代西方國家跟中國的建交潮，21世紀開
始各國到中國的投資潮，都是由美國卒先帶起。
沒有美國，中國就仍然孤立和窮困。現在美國修
正錯誤，開始對中國展開超冷戰，似乎也會出現
引領潮流的勢頭。

那麼，制裁，是不是有引領潮流呢？至少五
眼聯盟會陸續跟隨吧。林鄭月娥及幾位被美國制
裁的人任說： 「在美國我沒有資產」， 「我也不
想去美國」，一派自我解嘲,自欺欺人而矣！

因此，被制裁的名單被公開的首個周五的晚
上，不僅被制裁的11位中港官員人及其家人睡不
着，恐怕一些追隨者，一些做了昧着良心事情的
人，也會睡不着。一些DQ主任，作惡黑警，港大
校委會18名成員，還有自稱或不夠 「愛國」而沒
有排上第一份名單享不到 「榮譽」的人，好像政
務司長張志忠、邱騰華等官員，他們恐怕也睡不
着，至少忐忑不安。因為，只有儍瓜才看不到今
次制裁的真正的軟硬實力，和世界潮流與趨勢。

被切斷與美國公司連接所帶來的羞辱，即時
要考慮到的種種不便，制裁從美國向大部份文明
國家的擴散，對下屬與整個統治團隊的管治意志
的毀滅性影響……，將會是太多太多。而且不是
日後才出現，而是現在就來了。近日被制裁者及
高官的回應，只是似夜行人, 吹吹口哨壯膽 吧了。

再看一下首位被制裁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的動態。她於8 月15日晚間10時許於臉書
發文宣布，繼早前她表示會主動註銷其美國簽證
後，昨天她也已主動退回英國劍橋大學沃爾森學
院（Wolfson College Cambridge）名譽院士（Hon-
orary Fellow）名銜。

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7月初曾發表聲明，表示
強烈支持保障學院所有成員的人權及言論自由，
並關注香港近日實施港版國安法後所發生的事，
正檢視林鄭月娥在學院的名譽院士資格。

在臉書的這篇貼文中，林鄭月娥說，她是在
1980年代被當時港英政府保送到英國留學的學院
求學深造。該校前院長於2017年初她當選特首後
，邀請其成為該院的名譽院士，他認為這將有助
加强香港和劍橋大學及學院日後的合作，林鄭當
時欣然接受。

林鄭月娥稱，但在去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
後，現任院長承受了來自部分英國政客和媒體及
某些團體的壓力，曾來信告訴她有人要求學院取
消其名譽院士。

林鄭表示，她個人對這些虛名從不看重，但
為了讓學院掌握香港的真相，去年底致函院長詳
加解釋。

英國劍橋大學迄今為止，是中港澳台不少學
生嚮往的著名學府，而著名近代作家徐志摩先生
筆下的康橋，仍然為數之不盡的華人的美好的回
憶。林鄭月娥既為制裁於先，繼而自我放棄名校
名譽院士於後，回首過去兩年其個人歷程，午夜
夢迴，是否真的甘心，孰令至之？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根據根據
冠狀病毒傳播的新趨勢冠狀病毒傳播的新趨勢，，世界衛生世界衛生
組織擔心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組織擔心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
是由是由 2020 多歲多歲，，3030 多歲和多歲和 4040 多歲的多歲的
人造成的人造成的，，其中許多人不知道自己其中許多人不知道自己
被感染了被感染了。。世衛組織官員本月表示世衛組織官員本月表示
，，全球感染者中的年輕人比例有所全球感染者中的年輕人比例有所
上升上升，，使全世界人口中易受傷害的使全世界人口中易受傷害的
人群處於危險之中人群處於危險之中，，包括人口稠密包括人口稠密
地區醫療服務薄弱的老年人和病人地區醫療服務薄弱的老年人和病人
。。世衛組織說世衛組織說：：這種流行病毒傳播這種流行病毒傳播
的趨勢正在改變的趨勢正在改變。。2020多歲多歲，，3030多歲多歲
和和4040多歲的人們正越來越多地推動多歲的人們正越來越多地推動

這種傳播這種傳播。。許多人不知道自己被感許多人不知道自己被感
染了染了。。這增加了向更弱勢群體溢出這增加了向更弱勢群體溢出
的風險的風險。”。”

近日近日，，緬因州一場緬因州一場6565人參加的人參加的
婚宴婚宴，，包括許多年輕人包括許多年輕人，，引起新冠引起新冠
病毒聚集性傳播病毒聚集性傳播，，導致導致2424人感染新人感染新
冠病毒冠病毒。。據據 CNNCNN 報導報導，，緬因州疾緬因州疾
控中心控中心1818日表示日表示，，婚宴於婚宴於77日在小日在小
鎮 米 連 諾 奇 的 大 麋 鹿 酒 店鎮 米 連 諾 奇 的 大 麋 鹿 酒 店 （（BigBig
Moose InnMoose Inn））舉行舉行。。該酒店佔地該酒店佔地 3737
英畝英畝，，包括餐廳包括餐廳、、小木屋和巴克斯小木屋和巴克斯
特州立公園附近的露營地特州立公園附近的露營地。。酒店網酒店網
站信息顯示站信息顯示，，這家酒店自上世紀這家酒店自上世紀7070

年代開始舉辦婚禮年代開始舉辦婚禮，，餐廳容納餐廳容納
100100名客人名客人。。
緬因州疾控中心稱緬因州疾控中心稱，，2424例確診例確診

病例中病例中，，1818 例是參加婚宴的賓例是參加婚宴的賓
客客，，另外另外66例是和婚宴賓客有過例是和婚宴賓客有過
密切接觸的人密切接觸的人。。緬因州疾控中緬因州疾控中

心表示心表示，，所有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所有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的人都是緬因州居民的人都是緬因州居民。。這種情況再這種情況再
次提醒我們次提醒我們，，緬因州到處都有新冠緬因州到處都有新冠
病毒病毒，，人群聚集時會迅速傳播人群聚集時會迅速傳播。。戴戴
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事情在任何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事情在任何
時候都重要時候都重要。。根據約翰斯根據約翰斯••霍普金霍普金
斯大學的數據斯大學的數據，，緬因州已累計報告緬因州已累計報告
超過超過40004000例確診病例例確診病例，，超過超過100100例例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為了防止在加利福尼亞發生嚴為了防止在加利福尼亞發生嚴
重的冠狀病毒問題變得更糟重的冠狀病毒問題變得更糟，，洛杉洛杉
磯市長加塞蒂磯市長加塞蒂（（Eric GarcettiEric Garcetti））說說，，
他正在授權洛杉磯向舉行大型聚會他正在授權洛杉磯向舉行大型聚會

和聚會的場所提供的公用事業關閉和聚會的場所提供的公用事業關閉
水電水電。。加塞蒂說加塞蒂說，，如果舉行未經許如果舉行未經許
可的大型聚會和聚會可的大型聚會和聚會，，將切斷水電將切斷水電
服務服務。。

據路透社統計據路透社統計，，到現在為止到現在為止，，
冠狀病毒殺死了冠狀病毒殺死了7777萬多人萬多人，，感染了感染了
22002200萬人萬人。。據報導據報導，，在似乎已控制在似乎已控制
了該病毒的國家了該病毒的國家，，包括越南包括越南，，現在現在
感染激增感染激增。。這表明亞太地區已經進這表明亞太地區已經進
入了大流行的新階段入了大流行的新階段。。世衛組織還世衛組織還
提醒藥品生產商在製作疫苗時要遵提醒藥品生產商在製作疫苗時要遵
循所有必要的研發步驟循所有必要的研發步驟。。世衛組織世衛組織
正在與俄羅斯進行協調正在與俄羅斯進行協調，，俄羅斯在俄羅斯在
本月成為第一個獲得本月成為第一個獲得COVID-COVID-1919疫疫
苗監管批准的國家苗監管批准的國家。。埃斯卡蘭特說埃斯卡蘭特說
：：我們希望從俄羅斯這種新疫苗的我們希望從俄羅斯這種新疫苗的
證據中得到更多信息證據中得到更多信息，，以及將來如以及將來如
何使用疫苗何使用疫苗。。

世界衛生組織聲稱年輕人引發冠狀病毒大流行
緬因州一場婚宴致24人感染 緬因州到處是病毒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華民國109年國
慶返國致敬團由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賴李迎霞
主任率團回國參加僑委會十月九日晚上在基隆
的四海同心聯歡晚會，十日升旗典禮，十二日
參加僑聯總會舉辦的華僑節大會及台中、南投
，拜會台中市長盧秀燕，南投縣長林明溱，立
委許淑華，前副總統吳敦義先生，是休士頓國

慶系列活動開幕儀式中最重要的一項活動，
有正式的授旗典禮，也是僑聯總會美南辦事
處連續三年主辦國慶返國致敬團，深得僑胞
的支持與愛護，是僑聯總會的聲譽卓著的證
照。

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李迎霞也歡迎僑
胞們熱烈參加她們的返國致敬團，目前該團
已有十餘人參加。目前僑胞入境台灣須居家
檢疫14天，她並歡迎防疫期間居留台灣的僑
胞報名參加。旅居美國的僑胞請於109年9月
1日起至9月30日止以網路、傳真或通訊方式
辦理。辦理方式：（一 ）網路登記：請至僑
務委員會網站十月慶典活動專頁（網址：
https:// Doubleten.Taiwan-World.Net )辦理。
（二 ）傳真登記：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表傳
真 至 僑 務 委 員 會 ， 傳 真 號 碼 ： +
886-2-23566385； 聯 絡 電 話 ： +
886-2-23272929。 （三 ）通訊登記：）請將
填妥之僑胞登記表以快遞或掛號（以郵戳為
憑）寄達僑務委員會。

報到時間為：109年10月5日至9日，每日
上午9時至下午6時至僑務委員會綜合規劃處
證照科（台北市徐州路5號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南棟3樓），進入辦公大樓敬請配合測量體溫

等防疫措施。
慶典活動包括：10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九時至下午六時，僑胞至僑務委員會報到。國
慶晚會預定當晚5時30分至晚間9時，在基隆市
基隆港西4碼頭舉行。僑委會將提供定點接駁專
車，並於晚會前安排至基隆景點參訪之行程，
請務必於僑胞登記表乘車需求欄上註明，並於

報到時確認，以利保留座
位。10 月 10 日（星期六)
國慶大會，在總統府廣場
舉行，本項活動須憑僑胞
證入場。晚上，國慶焰火
，在台南市安平港施放，
歡迎自行前往觀看。

參加旅遊活動者應注
意：僑務委員會 109 年十
月慶典僑胞旅遊活動係採
補助僑胞國內旅遊經費方
式辦理，往年僑委會補助
每人新台幣 2400 元，109
年為擴大推動 「疫後振興
」，補助每人新台幣3000
元。詳情請看僑委會網站
「十月慶典活動專頁」。

本年因受疫情影響，旅居
國外之僑胞於109年1月1
日（含）以後入境者方得
申請。於報到期間完成僑
胞報到手續，領得 109 年
十月慶典 「僑胞證」副聯
，且需參加 「國慶晚會」
、 「國慶大會」或 「國慶
焰火」其中一項，憑此
「僑胞證副聯」正本，始

得申請補助。
另外，凡參加僑聯總

會海外理事會，台中南投三日遊參訪行程者，
65歲以下，單人房現金價9550元，雙人房現金

價8000元；65歲以上，單人房現金價9480元，
雙人房每人現價7930元（刷卡同現金計）。

中華民國109年國慶返國致敬團
由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賴李迎霞主任率團

賴李迎霞主任表示賴李迎霞主任表示：：如果僑胞有興趣參加我的致敬團如果僑胞有興趣參加我的致敬團，，和和
我聯絡我聯絡。。賴李迎霞賴李迎霞：：832832--643643--58305830

僑聯總會理事長鄭致毅和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僑聯總會理事長鄭致毅和美南辦事處主任賴李
迎霞合影迎霞合影

世衛組織說世衛組織說：：這種流行病毒傳播的趨勢正在改這種流行病毒傳播的趨勢正在改
變變。。2020多歲多歲，，3030多歲和多歲和4040多歲的人們正越來越多歲的人們正越來越
多地推動這種傳播多地推動這種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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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凱蒂報導) 受到疫情的衝擊，
從今年初開始，主婦們在家料理三餐的機
會比起往年要多太多啦，不上餐館了，就
上超市買菜回家自己烹調，然而，大部分
主婦會發現，菜價比疫情之前明顯的升高
許多。不過，也有聰明的主婦們找到物美
價廉的超市，那就是在Katy的 「舒客超市
(Souq International Markets)」，價格比起
其他地方明顯便宜很多。

我們採訪了幾位家事達人與聰明主婦
，他們採購獨具慧眼，省錢又買到好貨，
經由他們分享採購妙招給讀者，看看他們
怎麼買到便宜又新鮮的蔬菜、肉類、與南
北雜貨。

菜價便宜
住在 Woodlands 的李太太說道: 休斯

頓許多超市在疫情流行後，菜價漲幅漲得
很高，但是舒客超市的價格就比較便宜，

幾乎和疫情之前沒差太多。舉例來說，舒
客超市的南瓜一磅$0.89，小芋頭一磅
$0.99，新鮮品質又好。水果也便宜很多
，像是新鮮紅毛丹才一磅$1.79，西瓜一
個才$1.49，波羅蜜果一磅$1.69，泰國香
蕉一磅$0.79，荔枝一磅$1.99，讓她買的
很歡喜。

此外，南北雜貨部分，其他超市賣到
三塊多的有機綠豆、有機黃豆、有機小米

，舒客超市都只賣$2.49。五穀類的選擇
也多，在疫情期間，有些超市沒有什麼米
的選擇，但是舒客超市的米有許多種類可
以讓人挑選。

牛羊肉乾淨
住在 Cypress 的陳媽媽說， 「舒客超

市」供應清真的羊肉、牛肉，眾所周知，
清真的肉很乾淨衛生，沒有什麼腥味，價
格也實惠，這裡的價格只有其他超市的三
分之二，所有的肉品看起來都很新鮮，家
人喜歡吃滷牛肉，來舒客一次，光買牛肉
就值得了，因為買個 3、4 磅牛肉就比其
他地方便宜十多元，肉的品質還更好。

多國料理食材
住在Spring的劉太太表示，舒客超市

除了有中國式食材之外，還有中東式、日
式、韓式、泰式、菲律賓式、越式、西班
牙式、美式等等的食物，由於家人喜歡換
吃不同的料理，因此，來舒客超市可以一
次買到多國食材。尤其是中東的豆類、橄
欖油、各種香料等，是她很喜歡來舒客超
市的原因。

橄欖油含有比其他植物油都高的不飽
和脂肪酸、及豐富的維生素，能改善消化
系統功能，橄欖油中的天然抗氧化劑和
ω-3 脂肪酸有助於人體對礦物質的吸收
，還能保護皮膚，促進血液循環，是健康
的油脂來源，她個人做菜喜歡用橄欖油。

一站搞定所有需要的用品
店東家表示，舒客超市可稱為 「真正

的」國際超市，店內不僅有超過六成是亞
洲式蔬果、海鮮肉類、南北雜貨與用品，
也有美式、中東、印度、西班牙等食物與
雜貨，顧客一站就能搞定所有需要的東西
；同時價格實惠，非常具有競爭力， 「舒
客超市」將以最好的服務與多樣化的選擇
服務顧客。

舉凡各種新鮮蔬果、肉類、生猛海鮮
、南北雜貨、烘培品、零食、冷凍食品、
罐頭、飲料、鍋碗瓢盆等，未來還有美食
街，讓顧客一次就能買齊日常生活的各種
必需用品。

地處黃金地段
katy市近年來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

吸引許多華裔民眾在此安家立業。 「舒客
超市」所處的地點，位於 S. Mason Road
與 Highland Knolls Dr.交叉口，就是原來
「億佳超市」的位置，此地處於Katy的黃

金地段，是交通樞紐，距離 10 號公路、
99號高速都很近，往來方便。根據房地產
資料庫所統計，在 「舒客超市」5 mile之
內約有超過 26 萬的人口，周邊環繞發展
成熟的住宅區與商圈，位居Katy的心臟地
帶，學區也好。

舒客超市電話 832-680-2888。地址
是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舒客超市舒客超市」」供應中西食物與用品供應中西食物與用品
物美價廉物美價廉 聰明主婦分享採購妙招聰明主婦分享採購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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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健馬健馬健馬健﹑﹑﹑﹑金諾威談金諾威談金諾威談金諾威談﹕﹕﹕﹕從中美治理模式差異看兩國緊張關係從中美治理模式差異看兩國緊張關係從中美治理模式差異看兩國緊張關係從中美治理模式差異看兩國緊張關係（（（（下下下下））））

中美之間矛盾持續升溫，美南新聞

獨家邀請到休斯頓當地新聞名人馬

健、美南國際贸易中心共同主席金

諾威，繼續從東、西兩種觀點，深

入探討中美關係以及兩國間相異的

治理、外交模式。

金諾威針對美國司法體系作出說明

，指出美國法律講求「無罪推定原

則」，且三權分立，也就是說即使

是總統無法干預司法體系，再者，

檢察官有獨立的行政權。他以近來

川普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 班农

（Steve Bannon）星期四（8月 20日
）被联邦当局逮捕的案件進行討論

，指出這件事件呈現了美國民主、

司法的公正公平性。馬健則指出，

這樣的法律制度確可能服膺於富人

，從轟動全美的O. J. Simpson案可見

，只要有錢就能幫自己打造一隻精

英律師團隊、幫自己擺脫罪名。此

外，他也認為雖然川普無權干預司

法，但能看到他不停試圖介入。

此外，金諾威與馬件也針對口罩議

題進行探討，金諾威指出，過去因

為執政者關係，一直認為疫情並沒

有想像中嚴重，而要不要帶口罩的

議題是一種個人自由意志，直到美

國前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凱恩，6月20
日參加了川普在俄克拉何馬州舉行

的競選集會，凱恩和周圍多人沒有

戴口罩，隨後他在短短 20天內從染

疫到去世，這樣的重磅消息才讓許

多人意識到疫情之嚴峻，以及口罩

的重要性。馬健則感嘆，許多美國

民眾或許想的也是一樣，疫情已經

爆發半年有餘，美國社會在一個月

前才開始重視口罩的重要，若是早

點相信科學、不聽川普之言，或許

就能有更多人能倖免於疫情，讓美

國不用走到這一步。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5555萬不用還萬不用還萬不用還萬不用還﹗﹗﹗﹗休斯頓小企業紓困項目啟動休斯頓小企業紓困項目啟動休斯頓小企業紓困項目啟動休斯頓小企業紓困項目啟動
8 月 19 日開始，休斯頓新冠小企業

紓困案申請開跑，小企業主最高可

以申請5萬元助款，這筆補助款是從

今年 7 月休斯頓市通過的 1500 萬補

助資金而來，將能對當地小企業產

生實質幫助，也能鞏固搖搖欲墜的

就業市場。

若希望申請的業主，必須要在休斯

頓市區內開業，還必須在今年3月1
日以前經營至少一年，此外，要能

夠證明自己的企業受到新冠衝擊。

對於收入也有門檻，企業年總收入

不超過200萬美元。

這筆資金在9月4日申請截止，不採

先到先得制，款項可以用來支付工

資、租金、營業成本等，休斯頓市

長特納指出，在入口網站上午8點開

放後的一個小時內，就收到了475份
申請，且光是第一天，就收到了高

達 2159多份申請，特納表示：「我

們知道這項需求是巨大的，因為新

冠病毒已經破壞了全國的生意，並

且贈款可能高達5萬美元。疫情之下

，小企業難熬，這筆補助對於許多

商家，可說是一場即時雨。

此外，休斯敦市和哈里斯郡的租金

減免計劃已合併，讓需要幫助的人

更容易申請，從本月17日起到26日
，房東可以開始參加這項計劃。等

到 8月 24日後到 30日，租客也能開

始申請。值得留意的是，若是租客

想要申請，必須要讓房東也加入該

計劃，才能獲得房租減免，也就是

說，房東和房客都必須一同申請。

等到 31日後，會開始進行篩選，待

9月8日後就會開始撥款給房東。

在休斯敦市，租戶最多可以獲得

2112美元的援助。哈里斯郡居民則

最多可獲得 1200美元。若是房東要

加入這項計畫，接受政府的幫助，

就必須要承諾不能驅趕租客，特納

說：「房東必須同意豁免所有滯納

金和利息，在 2020 年 9 月之前不能

驅逐房客，並在 11月 1日之前與租

戶簽訂付款計劃。」並指出，這項

計畫將讓兩方都受益。房客也必須

證明，從四月到八月期間，有無法

償還房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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