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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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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堅持不懈疫情期間堅持不懈！！休斯敦永年楊式太極拳學校創辦人休斯敦永年楊式太極拳學校創辦人、、楊式太極拳第楊式太極拳第
五代傳人五代傳人、、傅仲文弟子楊俊義大師在傅仲文弟子楊俊義大師在88月月2929日在休斯敦中國城的友家日在休斯敦中國城的友家
Friends KitchanFriends Kitchan做今年太極拳健康日策劃時巧遇從奧克拉哈馬州來到休做今年太極拳健康日策劃時巧遇從奧克拉哈馬州來到休
斯敦出席重要會議的著名僑領斯敦出席重要會議的著名僑領、、美國樑氏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梁成運美國樑氏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梁成運。。
圖為梁主席在名人強上簽名圖為梁主席在名人強上簽名。。右為友家東主徐洪斌先生右為友家東主徐洪斌先生。。

由美國國家古典音樂表演藝術聯合會由美國國家古典音樂表演藝術聯合會、、LBMLBM國際藝術教育主辦的國際藝術教育主辦的““美國古典聲樂家國際聲樂比美國古典聲樂家國際聲樂比
賽頒獎典禮及專業錄取音樂會賽頒獎典禮及專業錄取音樂會””於於20202020年年88月月2929日晚日晚2020::0000時通過時通過ZoomZoom在雲上舉行在雲上舉行。。受邀擔任受邀擔任
評委評委、、剛剛在剛剛在2525日為頂尖獲獎選手指導過本次大賽國際名師大師課的日為頂尖獲獎選手指導過本次大賽國際名師大師課的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聲樂教授聲樂教授Summer SongSummer Song出任頒獎嘉賓出任頒獎嘉賓，，與與Mira Yang-HooverMira Yang-Hoover、、Bradley WilliamsBradley Williams、、JayneJayne
WestWest、、Kathryn HartgroveKathryn Hartgrove…等古典音樂傳奇人物…等古典音樂傳奇人物LegendaryLegendary一起為獲獎聲樂選手點評頒獎一起為獲獎聲樂選手點評頒獎，，宋教授宋教授
一個一個

20202020年年88月月3030日日，，休斯敦美國最大最奢華的時尚購物中心休斯敦美國最大最奢華的時尚購物中心GalleriaGalleria在哈里斯在哈里斯
疫情標誌仍然為紅色中疫情標誌仍然為紅色中，，在保持社交距離和人數控制下開放在保持社交距離和人數控制下開放。。雙椒雙椒PepperPepper--
TwinsTwins 餐飲連鎖在剛剛開幕不久的快餐店也在一樓室內溜冰場邊的餐飲連鎖在剛剛開幕不久的快餐店也在一樓室內溜冰場邊的 FoodFood
CourtCourt正中間開放營業正中間開放營業。。圖為美南電視主播圖為美南電視主播Sky DongSky Dong與世界名人網記者一起與世界名人網記者一起
在走訪幾家世界名店後前來品嚐馳名新潮川味快餐在走訪幾家世界名店後前來品嚐馳名新潮川味快餐，，並在店牆邊留影並在店牆邊留影。。

20202020年年99月月11日日，，休斯敦休斯敦JH Dance SchoolJH Dance School著名藝術家舞蹈家高曉惠來著名藝術家舞蹈家高曉惠來
到休斯敦位於聖阿諾啤酒釀造廠邊的牆畫中找尋舞蹈的靈感到休斯敦位於聖阿諾啤酒釀造廠邊的牆畫中找尋舞蹈的靈感。。牆壁牆壁
上荷塘中相伴獨立的藍鷺姿態優雅上荷塘中相伴獨立的藍鷺姿態優雅，，簡潔大方簡潔大方，，意義深遠意義深遠，，曉惠萬曉惠萬
茜姿態融入畫中茜姿態融入畫中，，成為世界藝術之都濃濃郁鬱的閃亮焦點成為世界藝術之都濃濃郁鬱的閃亮焦點。。

夏日炎炎夏日炎炎，，疫情期間整個休斯敦所有室內活動均停止舉行疫情期間整個休斯敦所有室內活動均停止舉行，，20202020年年88月月2929日週六下午日週六下午，，德州德州
和統會會理事長梁成運主席在休斯敦中國城希爾頓花園酒店與江震遠會長一起商量和統會會理事長梁成運主席在休斯敦中國城希爾頓花園酒店與江震遠會長一起商量20212021年年
前往四川大涼山扶貧慈善公益活動前往四川大涼山扶貧慈善公益活動。。圖為梁主席與江會長合影圖為梁主席與江會長合影。。

20202020年年88月月1616日日，，由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由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紐約商務出版社總編紐約商務出版社總編
輯冰凌作序的方鳴散文新集輯冰凌作序的方鳴散文新集《《今夕何夕今夕何夕》》正式出版正式出版。。方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方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職曾任職1212年年
中國華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華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並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館長並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館長，，曾在人民出版社曾在人民出版社、、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社
任職任職2424年年，，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藝術品的鑑藏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藝術品的鑑藏、、研究和推廣活動研究和推廣活動，，曾出任多家博物館曾出任多家博物館、、美術館和美術館和
文物研究機構的掌門人和學術顧問文物研究機構的掌門人和學術顧問。。出版有個人專著出版有個人專著《《裁書刀裁書刀》《》《曾是洛陽花下客曾是洛陽花下客》，《》，《今夕何今夕何
夕夕》》編輯收入編輯收入《《明四家的月光明四家的月光》《》《紙上的花園紙上的花園》《》《庚子年的夏天庚子年的夏天》《》《雲中君雲中君》《》《致歙硯致歙硯》《》《永樂永樂
的水的水，，宣德的沙宣德的沙》》等代表作品等代表作品。。圖為冰凌圖為冰凌((中左中左))與方鳴與方鳴((中右中右))及友人合影及友人合影。。

20202020年年88月月3030日日，，世界名人網采風記者團與世界辣媽品牌創始人陳鐵梅女士與時尚達人世界名人網采風記者團與世界辣媽品牌創始人陳鐵梅女士與時尚達人、、剛剛剛剛
出演過兩部電影的影星出演過兩部電影的影星Nancy XieNancy Xie女士在休斯敦北一小時車程的著名奢華聖地康羅湖畔夕陽的萬女士在休斯敦北一小時車程的著名奢華聖地康羅湖畔夕陽的萬
道霞光中道霞光中，，登上水陸空兩棲飛機登上水陸空兩棲飛機，，張臂翱翔張臂翱翔。。

20202020年年88月月2828日日，，著名愛國華僑領袖著名愛國華僑領袖、、休斯敦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女士來到休斯休斯敦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女士來到休斯
敦國際貿易中心中的飛虎隊陳納德將軍敦國際貿易中心中的飛虎隊陳納德將軍MobileMobile博物館博物館，，希望中美兩國領導人能夠高希望中美兩國領導人能夠高
瞻遠矚瞻遠矚，，管控分歧管控分歧，，坦誠相見坦誠相見，，鼎力合作鼎力合作，，希望中美兩國民間能學習先輩們在艱難希望中美兩國民間能學習先輩們在艱難
時期仍然能為中美友好交流出力時期仍然能為中美友好交流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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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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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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選大選大選大選2222月倒數月倒數月倒數月倒數﹐﹐﹐﹐李恕信李恕信李恕信李恕信﹕﹕﹕﹕亞裔應效仿猶太裔亞裔應效仿猶太裔亞裔應效仿猶太裔亞裔應效仿猶太裔﹐﹐﹐﹐積極掌握經濟與政治話語權積極掌握經濟與政治話語權積極掌握經濟與政治話語權積極掌握經濟與政治話語權

美國大選剩下兩個月，各方對於兩

黨民調、政策都倍加關注。本台獨

家邀請到阿拉巴馬州 Troy University
研究院退休院長李恕信博士、休斯

頓資深律師陳文，針對近來結束的

兩黨大會、威州槍擊黑人案，進行

深度討論。

從民權運動至今從民權運動至今，，美國種族矛盾變美國種族矛盾變

遷遷

李恕信博士多年從事教學，也曾在

休斯頓大學擔任過教授。除此之外

，她也代表共和黨投身議員選舉，

甚至在布希政府時代被任命傳爾布

萊特委員會委員和教育部副司長，

豐富人生閱歷開華人女性從政風氣

，在政治、教育等領域都多有耕耘

。李恕信指出，現在的美國今非昔

比，她回憶當時來到美國，經歷了

許多歷史上的重要紀事，舉凡民權

運動、馬丁路德金恩博士與甘迺迪

總統遭到暗殺，因此記憶猶新。她

認為當時這種種族之間的摩擦，只

限於白人與黑人，對於華裔移民的

影響沒那麼深刻，當時作為學生也

沒有想那麼多。

然而相較近來，隨著美中貿易戰開

打，到川普打「中國牌」拼選情，

她認為華人心中這種不安的情緒反

而逐漸升溫，她也早在今年初，就

預告了在美華人將會面臨十分尷尬

的處境。

休斯頓當地資深律師陳文也分享，

近來達拉斯當地居民就收到了針對

亞裔的匿名攻擊信，揚言亞裔 IT 工
程師占據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要

亞裔「馬上滾回自己國家」，否則

將進行無情掃射。諸如此類的攻擊

事件，讓許多華人都十分心慌，整

個大環境對於亞裔臉孔都有許多負

面影響。她也認為，不論雙方誰當

選，和中國的矛盾都不會因此淡化

，因此華裔更要懂得保護自己。

川普訪威州川普訪威州，，不問傷者卻慰問警察不問傷者卻慰問警察

((路透社路透社))
針對近來威州黑人遭警連開數槍的

槍擊案，川普不顧火上澆油可能，

仍然造訪威斯康辛州，且川普不慰

問傷者，卻對警察表達關心。陳文

指出，這次槍擊案所導製的混亂場

面，成了川普宣傳「法律與秩序」

理念的最佳良機，還讓他繞開了警

察改革的議題。因此從最近的民調

來看，川普的支持度有所上升。

然而，陳文

認為對於美

國而言，這

是非常深刻

的社會問題

，警察內部

改革勢在必

行，川普卻

隻字未題，

還派國家軍

隊前往，是

非常不妥的

，容易激化

雙方的矛盾。

亞裔應效仿猶太裔亞裔應效仿猶太裔，，積極掌握經濟積極掌握經濟

與政治話語權與政治話語權

李恕信認為，與其上街抗議遊行，

不如通過政治參與提高聲量，就可

以換取和政府、白宮直接溝通的機

會，特別是當雷根總統執政時，許

多亞裔領袖包括她自己，都有機會

進到白宮進行簡報，甚至還有高官

請她吃飯，只為了聆聽亞裔、移民

的意見。

她指出亞裔應該遵循猶太裔的模式

，雖然人數不多，卻在國會佔有眾

多席次，許多商業領域大佬如臉書

創辦人佐克伯等等，都是猶太人血

統，因此影響力大。相較之下，她

感覺中國人也有良好的經濟實力，

尤其近幾年來中國崛起，讓他十分

引以為榮。但華人性格上往往比較

含蓄，多自掃門前雪，沒有從政服

務的心態，最終就是失去政治發聲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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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傑夫·貝佐
斯 （Jeff Bezos） 的 前 妻 、 作 家 、 慈 善 家 麥 肯 齊·斯 科 特
（MacKenzie Scott）現在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

根據彭博社（Bloomberg）的億萬富翁指數，斯科特的淨
資產現在已經達到680億美元，成為繼歐萊雅（L'Oréal）唯一
的繼承人弗朗索瓦斯·貝當古特·梅耶斯（Francoise Betten-
court Meyers）之後的世界女首富。

斯科特於2019年在與貝佐斯的離婚協議中從亞馬遜股票
中獲得了貝佐斯的四分之一的股份，這相當於當時亞馬遜的
4％的股份，當時價值超過350億美元。

她現在成為世界女首富，也世界上第12位最富有的人。
今年7月，斯科特宣布她已向116個組織機構捐贈了近17

億美元，這些組織機構包括四所歷史悠久的黑人學院和大學
。她形容這些組織機構著重於從種族平等到氣候變化的九個
“需要領域”之一。

去年，斯科特也簽署了由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和比爾（Bill）和梅琳達·蓋茨（Melinda Gates）創立的“捐贈
誓言”倡議。該倡議鼓勵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們將他們的大部
分財富奉獻給慈善事業。

簽署者名單顯示，她的前夫、全球首富、亞馬遜首席執
行官貝佐斯尚未簽署承諾。

根據Refinitiv的數據，在過去三個月中，亞馬遜的股價上
漲了約28％，今年迄今為止已上漲了90％以上。股票的飆升
使貝索斯的財富增加到超過2000億美元。

斯科特的財富暴漲是由於科技股上漲所致，這導致其他
科技公司的億萬富翁的排名躍升至榜首。

本週早些時候，SpaceX 和特斯拉的 CEO 埃隆·馬斯克
（Elon Musk）超過 Facebook 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成為世界第三富有的人，排在第二位的是微軟
創始人比爾.蓋茨。

週一特斯拉股票以1:5 的比例分拆後，特斯拉的股票上漲
了12％。

亞馬遜總裁貝佐斯前妻麥肯齊·斯科特成為世界女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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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童年歡樂重溫童年歡樂
英國夫婦駕駛改裝碰碰車上路英國夫婦駕駛改裝碰碰車上路

以色列截癱潛水員下水清理海中塑料垃圾以色列截癱潛水員下水清理海中塑料垃圾

近日近日，，以色列凱撒利亞以色列凱撒利亞，，2929歲的截癱潛水員歲的截癱潛水員Saeed DarawshehSaeed Darawsheh在在
凱撒利亞海岸附近潛水並清理海中的塑料垃圾凱撒利亞海岸附近潛水並清理海中的塑料垃圾。。圖為圖為Saeed DarawSaeed Daraw--
shehsheh與潛水教練壹起在海中潛水與潛水教練壹起在海中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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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光鹽社健康講
座將於明天（9月5日）星期六下午二點至四
點，在Zoom 網上會議室舉行。題目：遠程
醫療（Telemedicine ),由 「黃金醫療中心」 栗
懷廣醫師，及 「希望診所」 Dr. Ashely Chen
主講。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
https:// us02web.zoom.us/ j/ 87299627556 ,
或撥打： + 1 346 248 7799 US ( Houston ) , 會
議號碼（ID ) : 872 9962 7556 。這項由光鹽社
主辦的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
加 ! （開放現場問答 ）

遠程醫療（Telemedicine)，亦稱線上問診
。病人可以在自己家中，通過網絡等現代科
技就可以解決問診等問題，這不但能降低病
患感染病毒的風險，同時也降低了醫療人員
受感染的風險。遠程醫療就可以大大避免了
通過打噴嚏、咳嗽等途徑把病毒傳染給醫護
人員以及其他人，從而也保護了目前在第一
線的醫護人員。這次演講將介紹遠程醫療，
那些醫療服務可以用線上問診及病人要注意
那些事項，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栗懷廣醫師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獲得

醫學學士和博士學位。在中國曾任矯正外科
手術醫師十年。2002年來美國貝勒醫學院研
究基礎醫學，2009年成為內科醫師。曾任紐
約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住院醫師, 目
前任職於黃金醫療中心。

Dr. Ashley Chen畢業於 Texas A&M 醫學
院。 Dr. Kang-Lin Tsai 畢業於 University of
Mississipi 醫學院。 Dr. Mufeng Zhu 畢業於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rribean 醫學院。 Dr.
Jason Huang 畢業於Texas Tech 醫學院. 他們
目前任職於希望診所。

光鹽社明舉行健康講光鹽社明舉行健康講座座 「「遠程醫遠程醫療療」」 由由
栗懷廣醫師及栗懷廣醫師及Dr. Ashely ChenDr. Ashely Chen 主講主講

栗懷廣醫師栗懷廣醫師

申請移民的案子壹般是移
民局 USCIS 決定後還可以提出
I-290B 的復議或重開案；如果
您已失去合法身份，則案子可
能會被轉入移民法庭，由移民
法庭裁決是否批準您的移民申
請；若法庭判您敗訴，您還可
以向移民上訴法庭BIA上訴；如
果BIA又判您敗訴，則您還可以
向您所居住區域的聯邦巡回法
庭上訴。比如德州居民向第五
、加州居民向第九、紐約居民
向第二聯邦巡回法庭上訴。如
果您輸在聯邦巡回法庭，是不
是您就走投無路、必須離開美
國了呢？從理論上說，您還可
以上訴到美國最高法庭。但要
進入最高法庭，您的上訴申請
必須得到九個大法官裏面最少
四大法官同意，否則門都沒有
。也就是說，若輸在聯邦巡回
法庭，您的移民官司基本上就
到站了，再無上訴可能了。

那麽是不是說，輸在聯邦
巡回法庭判後您就毫無別的選
擇呢？不完全。比如，王先生
於 2010 年 遞 交 移 民 申 請 ， 到
2020年7月底才收到美國聯邦第
九巡回法庭的判決，結果讓他
非常沮喪，所以他馬上聯系到

我，問我還有沒有辦法拯救他
的案子。通過咨詢了解後，他
決定繼續努力，而不是輕易放
棄。這個決定是基於他案子的
內容和他目前所處的特殊狀況
。為什麽他可以在收到巡回法
庭最終判決後仍然決定繼續努
力、再搏壹擊呢？又怎樣努力
，從哪個方面下手呢？這不僅
僅是王先生急於了解的，而且
陷入類似困境中的許多同胞也
在為此苦惱。下面的分析謹供
大家參考，希望能夠解決您的
燃眉之急。

輸在聯邦巡回法庭後雖然
可以上訴，但只能上訴到美國
最高法庭，而最高法庭壹般不
會受理這麽小的案子，因為那
九個老人願意審理的都是涉及
到國家大政方針或者人命關天
的大案要案。雖然理論上說您
的移民之路已經到站，但是還
有壹個選擇，那就是重開案：
Motion to Reopen。2020 年 6 月
12日，BIA下達了有關重開案的
最新判例，這是目前為止，美
國移民體系做出的最新判決，
壹切重開案申請人都必須遵守
。這個判決具體怎麽要求的呢
？簡單概況地說，就是壹個重

開案的申請，雖然沒有時間、
期限或者次數的限制，但是必
須建築在您本人母國的國家狀
況改變的基礎上。而基於國家
狀況的改變必須證明：這些改
變是本質上和巨大到足以推翻
法官以前判決的，或者這些本
質上和巨大的改變在您以前訴
訟期間是沒有發生的，是獨立
於您以前的案子並與以前案子
的內容沒有關系的。

王先生是 2010 年遞交的移
民 申 請 。 從 2010 年 到 現 在 的
2020 年，整整十年過去，中國
和世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
化。2010 年的世界是祥和的、
風和日麗的，中美兩國是夫妻
壹樣甜甜蜜蜜的；到了 2020 年
，中美兩國已經形同水火，劍
拔弩張，隨時可能開戰。即使
王先生現在決定回國，他也很
難定到回國的機票，就算他買
到巨額機票，也不壹定有航班
送他回國。這壹切都是什麽導
致的呢？眾所周知，是中國的
國家狀況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而這些改變正是重開案的最新
判例所要求的。因此，只要王
先生好好努力，和律師密切配
合，嚴格按照上訴法庭的要求

中規中矩地闡述重開案的理由
，他的重開案申請應該是能夠
成功的。壹旦成功，他就仍然
可以拿到綠卡，而不需要卷起
鋪蓋回國。

以上內容謹供各位參考，
不是法律依據，具體案例還需
要具體分析。若有類似疑問，
請您咨詢您的律師、或者就近
咨詢您所在區域精於重開案申
請的移民專家。

編者按：田律師是美國律
師協會和德州律師協會會員，
以擅長經辦各種移民案件著稱
業內，特別是政治庇護和職業
移民申請，且於 2017 年和 2020
年連續四年被評為德州十佳移
民律師。田律師擁有極為豐富
的全美各地上庭經驗，同時精
通於撰寫各種上訴狀、上訴成
功率高。另外，田律師博采眾
長，擁有美國法學博士學位、
英美文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及電
腦方面碩士學位，還曾擔任華
中科技大學外語系專業英語教
師。他為人謙虛、熱情、責任
感強，極具親和力，視客戶如
家人，把客戶的事當自己的事
，急客戶之所急，憂客戶之所
憂，樂客戶之所樂。

輸在巡回法庭後我還可以拿到綠卡嗎輸在巡回法庭後我還可以拿到綠卡嗎？？

Attorney Fangzhong TianAttorney Fangzhong Tian
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

Dallas Office:Dallas Office: 1104611046 Chanay Dr., Frisco, TXChanay Dr., Frisco, TX 7503575035
Houston Office:Houston Office: 21272127 Cobblerstone Ct., Sugar Land, TXCobblerstone Ct., Sugar Land, TX 7747977479

Tel: (Tel: (972972)) 978978--29612961; (; (713713)) 559559--20782078; (; (214214)) 646646--87768776; (; (832832)) 789789--19971997
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tianfangzhong@yahoo.com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tianfangzhong@yahoo.com

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生活，大家都知
道醫療費用非常高，尤其是年齡漸長之後，難免
需要看醫生或吃藥。無論是來美打拼多年，還是
跟著子女到美國居住，想要安心快樂的養老，找
對醫療保險無疑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美國政府
給長者們許多福利，但是，你要了解如何才能受
益，這時候，一位好的老人保險經紀人就發揮巨
大的功能。休斯頓有位老人保險經紀人，被許多
長者讚揚有加，口耳相傳，也有人說她是休斯頓
最棒的老人保險經理，她叫做李淑惠，是萬德福
保險的負責人。

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來說，李淑
惠是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朋友、常常還是解決
問題的救星，難怪有老人說，經紀人的專業服務
甚至要比保險產品更讓人窩心。

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出發，專業回答問
題，讓老人們更了解健康保險，她用她的真誠與
專業服務，打造極強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戶都
樂意把朋友介紹給她，口耳相傳。其實，好口碑
並非從天而降，而是靠她一步一腳印，誠心的關
懷客戶，仔細了解保險資訊，掌握專業知識，關
心客戶健康，實在的幫人解決問題，一點一滴都

是用心的成果。
客戶滿意度超高，讚揚有加
在休斯頓已入籍六年多的俞濟成先生是李淑

惠的客戶，他用親身的經歷，娓娓訴說自己與李
淑惠的互動過程，以及她如何幫助人。俞先生思
路清晰，講話中氣十足，一點都看不出來已經82
歲了。

俞先生表示，他一開始是由另一位保險經紀
人服務，後來經由朋友介紹，認識李淑惠，初次
看到李淑惠，覺得她很和氣、專業、友善，和她
有過互動之後，發現她相當會設身處地為人著想
，只要能對客戶好，總是不辭辛苦的居中聯繫，
充滿了關懷。

李淑惠的特點是待人特別熱心、非常負責任
，常常幫忙人解決問題，有些甚至是其他範圍，
並非保險的問題，只要客戶問了她，李淑惠也幫
忙處理。

俞先生有一些朋友陸續的入籍，因為他知道
李淑惠非常的負責、專業，所以也樂意介紹朋友
給李淑惠，而這些朋友都非常滿意李淑惠的服務
。

有些老人因為語言不通，對保險知識了解不

多，李淑惠的專業知識豐富，對老人的幫助就很
大。俞先生表示，在介紹幾位朋友給李淑惠認識
之後，自己在一邊聽，也跟李淑惠學了很多保險
知識，知道應該根據不同的健康狀況，來選怎樣
的保險，以符合需求。不同保險公司有不同的做
法、不同的標準 ，了解之後，才能選最符合自己
需要的。一路走來，自己等於是過來人，知道老
人保險的來龍去脈。

俞先生對李淑惠稱讚不已，覺得李淑惠非常
的難得。李淑惠有固定的辦公室，但她常常會主
動去不同的老人中心拜訪，如果有人提出問題，
她總是非常耐心的回答，盡量讓老人家聽明白。

如果有人生病，而他目前的保險公司保障不
夠充分，李淑惠會幫忙找不同的可能性，若是找
到另一家保險公司能夠更好的給予保障，李淑惠
也會幫忙換一家保險公司，讓客戶能省錢又安心
。

先考慮客戶的利益
李淑惠的服務作風體現在誠懇、及信任程度

上，她總是先考慮客戶的利益 ，以他們的健康狀
況來衡量，與客戶溝通後，會根據客戶綜合的情
況，給幾個建議方案，然後與客戶一起找最適合
的。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有些人不太吃藥，
有些人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長期吃藥。而
每個人的經濟狀況也不一樣，有些人喜歡HMO，
有些人比較青睞PPO。PPO比較貴，以2020年為
例，一年 Out-of-pocket maximum 要超過 6000 元
，而一般 HMO 的 Out-of-pocket 大約$3400 元左
右，預計2021年會稍有調整。

就比較福利來說，一般而言，HMO的福利比
較多，但是網路比較窄，看專科醫生要經過家庭
醫師推薦，比較不自由。然而，有些人如果與家
庭醫師比較熟，打一通電話即可，也不是太麻煩
。李淑惠會推薦給客戶比較大的保險公司，萬一
需要找專科醫生的時候，會比較好找。

選擇李淑惠當經紀人，客戶可有8~9家的產品
可以選擇，因為她總是不厭其煩地去了解產品、
和通過考試，取得驗証。

受疫情影響，長者們要設立電子郵件
李淑惠表示，德洲疫情猖狂的延伸，希望長

輩們千萬要小心，防疫靠自己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距離，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但鼓勵出去戶外
走動，像是公園空間大，仍可保持人與人之間的
安全距離。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宗教的聚會改成Zoom
，瑜伽課、太級、看醫生都改成電腦化了，今年
保險註冊的方式也走進電腦化。為了大家的安全
，保險公司以儘快的速度改成電腦註冊，長輩們
要做的就是給自已開個電子郵箱，有自己的email
address，這樣即可順利的幫長輩們註冊了！

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
今年的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還是10/15/2020 到12/
7/2020，希望大家都準備好，大約在9月中到10月
中左右，長者們會開始收到有關2021您保險有啥
改變的通知(notice of change)。若不希望您保險的
改變，可以找信用可靠、服務週到的李淑惠，請
先用電話或是微信預約時間，如果保險有問題的
話，也可以在電話中解釋。若有需要，李淑惠將
戴口罩為長者們服務。

李淑惠的服務項目包括:長者健康保險medicare
、健康保險、退休基金、人壽保險、長照保險、
財務規劃、年金。代理數家知名公司。電話是
281-758-9152， 或 Shlee1980us@outlook.com。 微
信和LINE 的ID 是kpc2056。
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用心幫助長者們接受更多保險的保障用心幫助長者們接受更多保險的保障
萬德福保險李淑惠口碑讚萬德福保險李淑惠口碑讚 滿意度超高滿意度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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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斯頓休斯頓 同源會紀念戰爭結束同源會紀念戰爭結束7575周年周年
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在紀念

二戰結束75周年之際,休斯頓最古老
的美裔組織之一將確保退伍軍人不
會因為為這個國家做出的犧牲而被
遺忘。

美國華人公民聯盟成員。休斯
頓Lodge計劃在9月5日星期六向7
名美國二戰老兵的家中提供護理包,
至少有十幾輛車作為車隊中的一部
分,以進行非接觸式悼念。此外,C.A.
C.A.青年俱樂部的成員和。 其他來
自達拉斯的 青年屬於童子軍部隊和

女童子軍部隊郵寄感謝卡給七個老
兵。戰爭結束的官方周年紀念日是
9月2日。

七名老兵中,有五人住在梅耶
蘭/貝萊爾市地區,兩名住在休士頓
西部。五位老兵的草坪將裝飾一個
定製的院子標誌。 和美旗,希望兩個
老兵的養老院將從事某種類型的社
會距離識別。州眾議員吉恩·吳
(Gene Wu)是兩名在立法機構任職的
美華人之一,他將向每位老兵頒發表
彰證書和一面美國國旗。

休斯頓 Lodge 成員蘇珊·鄧尼
斯·吉和多蘿西·周組織了這次活動
。 他們希望激勵休斯頓人伸出援手,
感謝一位老兵,並檢查他們在大流行
期間的安好。

這七名老兵是喬治·邦德·英格(
美國陸軍航空兵)、亨利·吉(美國海
軍)、漢克·李(美國陸軍)、湯米·李
格(美國陸軍)、博克·馬(美國陸軍)、
湯姆·吳(美國陸軍)和劉易斯·耶(美
國陸軍)。

C.A.C.A.是領導表彰在二戰期間

服役的多達20,000名美國華人服務
的國家組織之一。《排華法案》在
戰爭期間生效,它阻止非美國出生的
美華裔美國人獲得公民身份,多達
40%的男性在沒有公民身份的情況
下在戰爭中服役。 雙黨派立法創造
了美國二戰老兵國會金質獎章,支援
者希望該獎章將在美國統計會上頒
發。明年 是國會大廈。

與日新月異,國家面臨失去更多
英雄的危險。休斯頓的貝克·吉在美
國陸軍航空兵公司服役,於6月去世,

享年98歲。
C.A.C.A.成立於 1895年,在三藩

市成立,其使命是通過促進最高的倫
理和道德,通過實踐和維護美國公民
在其最充分的權利和責任,通過尊重
美國愛國主義,通過維護歷史文化傳
統,並通過教育提供青年領導和社區
學習,賦予美國華人權力。

有關更多資訊,請聯繫休斯頓
Lodge 總 裁 愛 麗 絲 ·李, 在 。
713.501.8719. ##

團結起來敦促社區回复團結起來敦促社區回复20202020年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

亞裔值得信賴的聲音團結起來
敦促社區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

美各地的華裔、菲裔、日裔、
韓裔以及越南裔的領導者正團結起
來，提醒大家被統計在2020 年人口
普查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通過8月
24日至30日的2020年人口普查亞

裔行動週，社區領導人敦促大家在
網上通過2020census.gov做出回复
，或通過電話或郵件回復也可以。
回复的截止日期是2020年9月30日
。

在全國范圍內，美國百分之三
十的家庭尚未填寫人口普查。那些

沒有回复的家庭將會有人口普查員
的上門拜訪，以幫助他們完成問卷
調查。當地僱用的人口普查員將戴
著口罩，堅持保持社交距離，並遵
守當地的健康和安全準則。

“2020年人口普查亞裔行動周
是一個全國性的、綜合性的行動，
包含了許多組織共同努力傳遞為什
麼我們的社區需要確保每個人都被
統計在內的信息，” TDW + Co的創
始人Tim Wang王開明先生說道。他
所帶領的傳播公司為美國人口普查
局提供支持，以覆蓋亞裔受眾的推
廣。 “我們不能再等10 年才被計算
在內，” 他指出。 “我們現在需要
準確的統計數據來規劃我們的社區
需求，例如學校，道路和醫療設施
。”

Julie Lam是美國人口普查局洛
杉磯地區辦事處的主任。作為人口
普查局六個地區辦事處中第一個也
是唯一的亞裔美國人領導者，Lam
已經在人口普查局工作了三十年，
親身經歷了準確的人口普查計數的
好處。

“我小時候從越南移民到美國
。” Lam說道，“我們搬到的這個

小鎮提供了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計
劃，極大地幫助了我們的家庭，之
所以會有該計劃，是因為人口普查
數據表明這個小鎮需要它。這就是
為什麼亞洲同胞必須抓住這個機會
，現在是他們對2020年人口普查做
出回复的最後機會。我們不能錯過
未來10年所需服務的資金。”

致力於“亞裔行動週”活動的
主要全美性和地方組織包括：

• National Council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s，正在激活其與全
美AAPI亞太裔組織們的關係，以對
其參與者有意義的方式參加行動週
。

• APIAVote，正在全美各地的
社區中組織人口普查大篷車，並為
當地社區合作夥伴提供促進2020年
人口普查的資源和工具。

• 大華超市，在全國的超市中
展示了“行動週”和2020年人口普
查信息和圖像。

參與“亞裔行動週”的名人包
括華裔音樂家 Hollis Wong-Wear，
韓裔模特Hye Park和日裔媒體人物
Melodee Morita。

Park說：“我想盡我所能，確

保我們所有社區的人都被算上。特
別重要的是對那些不暗英語的人來
說，必須真正理解其重要性和緊迫
性。”

“對人口普查作出回复的時間
即將截止。” Lam說，“從現在開
始，塑造所有人的未來至關重要。
”

有關中文的2020年人口普查的
更多信息，請訪問 2020CENSUS.
GOV/zh-hans。有關說中文的社區
發言人的視頻，請訪問2020 Cen-
sus Partners Toolkit。要查看有關普
查人員的最新中文廣告，請訪問U.
S. Census Bureau YouTube (Manda-
rin) and U.S. Census Bureau You-
Tube (Cantonese)。

以下電話號碼可用於幫助您：
• 英語：844-330-2020
• 普通話：844-391-2020
• 廣東話：844-398-2020
• 越南語：844-461-2020
• 韓國語：844-392-2020
• 他加祿語：844-478-2020
• 日語：844-46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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