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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吳沛桓
醫生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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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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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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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美國的 6 月初至 8 月中旬，乃美國各大中
小學的夏令暑假時刻，總體來說，美國南方 學校
跟北方學校的暑假時段，略有差距，南方一方略
為早放，北方一邊則晚放約 20 天左右。不過到了
9 月 1 號，基本上而言，整個美國的大中小學，就
一定己是全面開課了；而有趣的事，每年 「九一
」開課後的 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一，又一定是美國
鉄定的公眾假日： 美國勞動節 （Labor Day), 當天
，應該說在它的前兩天，週六、週日起一連三天
來說，又是美國人普天同慶的日子。這個俗例已
進行了幾十年歲月，不少美國人視它為暑假活動
的正式結束的時刻。經此之後，美國民眾可以歡
欣慶祝假日的，要去到每年的 11 月下旬的第 4 個
週四的的 「
火鷄節」（Thanksgiving Day) 了。
「勞動創造歷史、勞動創造世界」儘管美國
人自大自傲，不理會普天之下有 「五一國際勞動
節」，每年有着幾十個國家的勞工階層本慶祝，
但是美國仍然是我行錆，不參與世界上大多數國
家的民眾來一起慶祝 「五一勞動節」。對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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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心忡忡的美國勞動節
每年 9 月的 「美國勞動節 」，除了美國勞工階層
慶祝之外，整個社會的各行各業民眾，也是異常
重視。除了再來一次短暫旅行散心之外，又會進
行舖天蓋地的大減價的商品推銷活動，商家盡量
希望趁此機會，可以撈上一大桶黃金。
因為今年不幸遇上新冠病毒，由今年 2 月至 8
月底止，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己
有超過 620 萬美國人感染了該病毒，並有 189538 人
因病毒死亡，因此，今年的勞動節的慶祝活動，
看起來就應該有很大的不同。
今個假期前夕，美國衛生健康專家已提出警
告：勞動節長周末的慶祝活動，若是跟往年一樣
的如火如荼，那麼在美國勞動節前後的短期假日
中，如果出現大量的人群聚會，將會大大增加
Covid-19 感染的風險，恐怕又會在美國國內掀起
第三波感染浪潮。一眾健康專家在九月月初即己
表示，民眾應該明白，人類可以不用上班，來個
假日休息，假日耍樂。但是 Covid-19 病毒是肯定
不會停止散佈，為了避免冠狀病毒再次出現大暴
發，包括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
尼福西在內的專家們眾口一詞地說， 「人們在歡
渡勞動節的時候，應該繼續保持 6 尺的社交距離，
勿忘戴上口罩外出，並且盡量避免團體聚會。福
西表示：“我們不想看到長周末假期之後再出現
的感染人數激增的現象。”福西指的正是今年 5 月
下旬 「
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Day)和七
月四日美國國慶之後的數以萬計的病毒人數泛濫
疫情。我們不希望在任何情況下，都出現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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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已
來到 9 月
中旬，距
離 11 月 6 號的美國總統大選，只有 60 天不到的時
間，近期縱覽美國各類五花八門的大選民調，在
現任總統特朗普跟民主黨的總統選舉人拜登之間
，現在究竟是誰勝誰負？探討解讀一下，勝者的
究竟含金量又有幾多，兩方的勝算，又會受到哪
些其他變量的影響？這些都是熱門話題。
隨著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全國大會的接連召
開，拜登和特朗普，也都已經正式加冕了 2020 年
度的總統候選人。由此，兩位對手的角力，也正
式邁入白熱化的階段。
依過去百多年來的總統選戰情況而言，由於
現任總統大多挾帶著龐大的行政資源、媒體關注
等選舉優勢， 在去年 2019 年底時，市場普遍認為
現任總統特朗普連任的勝券，可以說是穩握在手
，不戰而勝。耶魯大學、信評公司穆迪（Moody’
s Analytics）、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
）等機構，都清一色預測川普連任概率高。
但是踏入今年 3 月後，因為美國本土開始受到
疫情持續擴散，死亡及感染人數不斷攀升，第二
財季的商業活動近乎停擺，失業率也節節升高。
再加上五月底全美因“弗洛伊德之死”引發暴亂
，波及到特朗普的民調，大大落後於拜登。特普
普總統大力譴責示威者，並且大力抨擊“新馬克
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又引發左派和自由
派的不滿，進一步刺激特朗普民調滑落至最低
40％，拜登反而拉開差距至兩位數。直到最新 8 月
民調走勢，特朗普支持度觸底後，止穩反彈、雙
方差距才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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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觀察美國選
情的大熱門網站
“FiveThirtyEight”
“538”的統計，截止 8 月 26 日下午，拜登在全國
的民調中略勝一籌，達到 51.4%，特朗普的則是
42.0%，落後約 9 個百分點。
這份統計是綜合了包括益普索(Ipsos)、拉斯穆
森（Rasmussen）等多家民調機構在內的數字，所
得出的一個平均數，雖說每天都在浮動，但是實
事求是，從數字上來看，拜登在過去的幾個月中
，仍然在民調中處於領先地位。
但是與此同時，隨著美國經濟和民生快速復
蘇，原本處於劣勢的特朗普民調，也在這幾天看
到了一波新的推力。
9 月 6 日，CNBC 及民調公司 Change Research
公佈的一項新的民調顯示，來自美國六個搖擺州
的選民，在過去兩週，對川普總統的支持率迅速
提升。
我們知道，搖擺州（swing states），也叫“戰
場州”，是那些雙方勢均力敵，兩個候選人，都
沒有壓倒性優勢的州。而由於美國民眾的黨派分
歧日益加劇，傳統“紅州”或“藍州”出現翻盤
的概率不大，因此飄忽不定的“搖擺州”，也成
為了最終能左右選舉結果的必爭之地。
這份最新調查針對的是亞利桑那州、佛州、
密歇根州、北卡、賓州和威斯康星州，六個搖擺
州的民意。它發現，那裡 48%的州民，表示支持特
定普總統的工作，比 3 週前上升了 2 個百分點。特
別是在對抗疫情方面，對 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到
47%，是自 5 月中旬以來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
這些選民對疫情嚴重度的擔憂，這兩周也有所下
降。
當然了，100 個人中有 47 個人支持，那也代表
還有 53 個人反對。但是，在搖擺州逐漸升高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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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眼前當我們在勞動節後進入秋天時。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附屬
機構 WTOC 報道，上周六 9 月 5 號，全美各
地會有許多人聚集在一起舉行慶祝活動，預
計長周末將在佐治亞州的泰碧島海灘（Tybee Island beaches ）上擠滿人。來自南卡羅來納州默特
爾沙灘（Myrtle Beach）的圖像顯示，遮陽傘一把
復一把地並排列在海灘上，望之不見陽傘龍尾，
泳客遊客之多之密，令人心寒不已！
又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子公司
KDKA 報道，在賓夕法尼亞州，肯尼伍德遊樂園
（the amusement park Kennywood 內，預計會迎來
將是今年本季節最繁忙的一個周末。在美國中部
的亞特蘭大城中，許多周末的勞動節聚會都會如
期 進 行 ， 其 中 包 括 說 唱 歌 手 古 奇·曼 內 （Gucci
Mane）舉辦的“城市最大的勞動節周末聚會”和
一個“周日基金會”屋頂聚會，上面宣傳著人們
站在一起的形象，有些聚會的人仕，則完全沒有
戴口罩。
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西在周末之前懇
求美國人保持聚會的規模，並說他將在周末和夫
人遠離人群一起去遠足。
他估計冠狀病毒模型預測到年底，美國的死
亡人數，可能會超過 40 萬。
又有一位高級衛生官員經常引用的病毒模型
來作預測，到 2021 年 1 月 1 日，美國還會有 224,
000 人死于 Covid-19。
福西說：戴著口罩和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是一定可以減少在未來幾個月中預計的冠狀病毒
死亡的“可怕”數量。
如果使用口罩的人數下降，美國冠狀病毒死
亡人數預計在未來 4 個月將達到 41 萬人。

根據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
（IHME) 的模型，幾乎普遍使用口罩可以使預計
的額外死亡人數減少一半以上。但是它也警告說
，如果放寬所有限制，到新的一年，累計死亡人
數可能上升到 62 萬。
IHME 預計，到 12 月，每天的死亡率將達到
近 3,000，這是前所未有的，部分原因是“美國公
衆的警惕性下降”。
HME 模型在 CDC 一項新的預報的第二天，預
測到 9 月 26 日美國將有 211,000 人死于 Covid-19。
目前，該模型指出某些地區的口罩使用量已
從 8 月初的高峰開始下降。
據福西稱: “我們必須將病例基准線降低到更
低的水平。” 目前美國每天約有 40,000 例新病例
。
盡管冠狀病毒在美國連續不斷地暴發，但是
總是有些美國人選擇不戴口罩，尤其是社區的居
民在早晚漫步時，基本上看不到戴口罩的人群
（只有極少極少的人戴著口罩）。
根據消息，5 日晚上 10 時 4 有民眾向警方舉報
在華盛頓廣場有上百名民眾聚集喝酒派對，據網
站上的影片，參加派對者多為年輕人；由於該廣
場離紐大僅有幾步之遙，附近有不少宿舍及校舍
，同時學校開放學生在上周返校，預計於 9 日上課
。鄰近紐約大學的曼哈頓華盛頓廣場(Washington
Square Park)5 日晚被民眾發現，在廣場內有大量年
輕人聚集跳舞喝酒，根據網路影片，參加者未保
持社交距離，更有部份的人沒戴口罩，讓民眾憂
心，在疫情未結束之下舉辦大型派對，萬一病毒
再傳播開來，恐讓紐約市再度成為疫情熱點。
綜合多方消息來看，今年美國的勞動節 ，令
人憂心忡忡，完全是合符現狀的！

持度，的確反映了特朗普總統最近在重振經濟、
鼓勵復工復學、同時在“神速行動”中開發治療
方法和疫苗上的多管齊下，確給一些左右不定的
搖擺州選民們，打了一劑強心針。
相信大家腦袋裡都在問的一個問題就是，民
調來民調去，美國人的真實民意，究竟是怎樣調
出來了嗎？
想當年，在 2016，希拉里的民調也是領先特
朗普，但到頭來，在選舉夜卻慘遭“滑鐵盧”。
那有人說了，當年希拉里只領先一點，而現在拜
登平均領先 9 個百分點，遠高於希拉里當年領先的
程度，特朗普能夠再一次翻身，看來難己哉也！
然而，歷史的經驗值得參詳。再來看一看歷
史。 1988 年，民主黨人邁克爾•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在獲得黨代會提名後，領先對手
整整 17 個百分點，結果 11 月還是輸了。所以，民
調上遙遙領先，而後還是落敗，這並不是天方夜
譚。
此外，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英國《金融時
報》分析，這點意味著拜登可能需要在全國計票
中，領先 4 個百分點，才能確保獲勝。當然，民調
的不准確度，最大的歸因，還是特朗普總統本人
也一直在說的“silent majority”，“沉默的大多數
人”。
《金融時報》報導說，8 月中旬時有一份調查
，顯示拜登領先 7 個百分點。但是當問這些選民，
說他們認為他們的鄰居會支持誰時，特朗普到頭
來反而領先了 5 個百分點。換句話說，這顯示有一
群“害羞”的特粉，他們不會向民調機構承認自
己效忠的對象。
今年 7 月進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62%的美國
人認為，“現今的政治氣候，阻止我說出我相信
的事情”。在共和黨人中，這一比例更是高達 77%
。

讓這種現象愈發廣泛的，是現在左派中所蔓
延的“噤聲文化”，“cancel culture”，也叫“取
消文化”。也就是說，無論是在政治立場還是社
會問題上，只要你的言論或觀點，不符合左派的
意識形態，就會受到左派的群起而攻之，被扣上
“種族歧視”，又或“bigotry ”“冥頑不靈”的
帽子。所以，特朗普反复地說，有很多保守派的
人，因此不得不自我噤聲，以求自保，但是在 11
月 3 日，將會用手中的選票，體現“沉默的大多數
者”的真正力量。
有人會問我，你這個書生怎麼會知道特朗普
的粉絲會比“拜登粉絲”要多呢？
民調顯示，表態支持拜登的人當中，有六成
以上是因為討厭特朗普，只有三分之一是真的喜
歡拜登。相對來看，支持特朗普的人當中，是有
超過六成以上的人是真的很喜歡他的。
另外，川普本人的支持度，從上任以來都維
持在 40~45％左右，他的 base voters“基本盤”，
一直都相對穩固。
除此之外，雖然拜登在民調上暫時領先，但
不代表優勢會持續。除了選民熱情外，特朗普本
身還有作為現任總統的優勢。觀察二戰後的美國
總統選舉，尋求連任的 11 個在位總統中，僅有 3
位最終以失敗收場。這是因為現任總統大多挾帶
著龐大的行政資源、媒體關注等選舉優勢。比如
說，特朗普這週直接在美國的權力中心，也就是
白宮，去發表他的提名演說，前有政要名流坐鎮
，後有剛剛被第一夫人翻修好的玫瑰花園，可謂
在“咖位”上就氣勢十足。比起只能通過遠程視
頻方式發表演講的拜登，的確在資源和包裝上，
都略勝一籌。
當然，最後還有幾個月，民調的結果也不一
定代表著最終選舉夜花落誰家。究竟大選結果如
何，我們也會繼續觀察。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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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權益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倍受肯定
曾獲州長授 「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本報休斯頓報導) 律師為民眾爭取
權益，讓不公平的事件得到應有的賠償
。每一個法律抗爭案件背後都有故事，
有著讓人難忘的痛。具有豐富經驗的理
查德律師事務所(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曾為許許多多
民眾爭取應有的利益，並為意外事件發
生的民眾獲取賠償，安慰家屬，還獲得

德州州長授予 「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及 「德州法律辯護兄弟勳章獎」，可
見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受到的肯定與佳評
。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曾為各個行業的
企業和個人解決各類法律問題，無論在
談判桌上、或是在法庭上， 有了理查德
律師事務所的協助，很多難題都能迎刃

而解。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從 1972 年起陸續
獲得多項許可，德克薩斯州執業許可、
美國德州南部地區地區法院的執業許可
、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的執業許可、
美國最高法院的執業許可。
擔任數個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理查德律師在德州哈里斯縣從 1972
年到 1977 年曾擔任助理地區檢察官，他
還是前休斯頓警察巡邏隊聯盟總法律顧
問（1979-2012 年），擔任兄弟會警察
局 E of Texas 前總法律顧問（2002-2015
）。理查德律師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
會法律顧問、兄弟勳章 39 警察公會代表

律師、蒙哥馬利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連警察公會都邀請理查德律師做顧問
，可見他所受的信賴與尊重。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在刑事、民事、
和家庭法律案件中有廣泛的審判背景，
主要含括:
•勞資糾紛、國際收債、欺詐性貿
易行為、誤診、工作場所歧視、檢舉訴
訟，包括成功辯護 100 萬美元的誹謗訴
訟。
• 有子女或無子女離婚、收養子女
、孩子監護權問題
• 性侵犯、DWI、家庭暴力/毆打
、盜竊、致命行為的刑事辯護。
此外，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同時也具有廣
泛的刑事和民事聯邦法律案件審判背景
，包括:
• 遺產規劃，特別是遺囑和信託的
法律案件。
• 人身傷害和不當死亡方面的成功的判
決，包括在不當死亡傷害訴訟中超過
120 萬的裁決。在州和聯邦上訴法院辯
論許多刑事和民事的問題，在最高法院
面前辯論了許多刑事和民事問題。兩次
代表德克薩斯州聯邦在美國最高法院出
庭（勞工/民事問題）。

為車禍意外爭取賠償
舉例來說，大約 12 年前，理查德律

師曾經糾正一個被保險公司誤判的死亡
案件。當時，一位 Precinct 5 的副警員在
Westpark Tollway 上停車，在向違規車
輛寫超速罰單的過程中，被另一輛車側
面掃過路肩的停放車輛，而撞死這位副
警員。

通過律師仔細調查，發現撞死這名
副警的車輛，司機居然在講手機而沒有
注意，才會發生意外。經過對司機的財
務背景調查，知道他沒有隱藏的資產可
以追回，然而，律師發現他在事故發生
時駕駛的車輛，是屬於公司的車。同時
，律師進一步了解，司機過去曾有交通
違法的案件，因此律師起訴公司疏忽委
託，這是律師用來對抗保險公司的一項
重要依據，最後達成超過 120 萬美元的
法律賠償，那名副警員的遺孀因此獲得
超過 80 萬美元的賠償。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擁有豐富經驗的
律師團隊，擁有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
執照，是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
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公會法律顧問，有著
強大而資深的德州律師團隊，服務德州
達四十六年之久。
業務範圍
刑事： 保釋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跨國追索、生意買
賣 、商業訴訟、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監護、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意外傷害、醫生誤診、職
業傷害（不成功不收費）
請聯繫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樂先生，
直線電話：281-889-1886（中文）
精通國、粵、英、台山語，歡迎來電洽
詢。
地 址 ： 1035 Dair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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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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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撤銷1000
美政府撤銷
1000多中國學者簽證
1000
多中國學者簽證﹐
多中國學者簽證
﹐中國
中國﹕
﹕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種族歧視

自 6 月以來，美國政府透露已經撤銷
了 1000 多個和與中國軍方有聯繫的
研究生和研究人員的簽證。 美國國
務院在 9 日的一份聲明中指出，一些
高風險的研究生和研究學者需要受
到開除，有鑑於總統公告 10043 的制
裁，因此沒有資格獲得簽證。

事出突然 ， 中國學
事出突然，
者 1000 多簽證被取
消
國土安全部(DHS)代
理 部 長 沃 爾 夫
(Chad Wolf) 表 示 ，
此舉是為了限制中
國利用在美研究生
和研究人員，竊取
美國技術的現象，
是為了維護美國的
國家安全。目前，
已經有有部分就讀美國大學的中國
學生，收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或總
領事館通知，簽證臨時被取消。
儘管有許多人的赴美研究之旅，因
冠狀病毒大流行而中斷，但據估計
仍有大約 36.9 萬中國公民正在美國
學習。根據國際教育研究所的數據

，十年來，中國一直是國際學生的
最大來源，如今對中國留學生的打
壓，等同於對高教的重擊。
中外交部：
中外交部
：美政治迫害
美政治迫害、
、種族歧視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0 日在記者會
上指出，這儼然是一場「赤裸裸的
政治迫害和種族歧視」，中國教育
部在六月表示，堅決反對美國政府
採取任何措施限制中國學生，並強
烈譴責任何有計劃的政治化，以及
和對正常學術交流的污名化。
7 月中國留學生簽證人數斷頭式下跌
每年夏季通常是國際學生赴美的時
節，然而今年因為疫情與中美關係
冷凍，今年中國學生獲發美國學生
簽證的比率斷頭式下跌。美國领事
馆公布 7 月份的签证数量，和去年 7
月份同期相比，今年赴美的中國留
學 生 拿 到 F1 簽 證 的 數 量 竟 然 只 有

145，相比去年同期高達 21781 個，
下滑了 99.3%，數字雪崩式滑落。讓
許多懷有美國夢的學生，付出的努
力都付之一炬。

北德州大學﹐
北德州大學
﹐無預警驅逐中國學者
無預警驅逐中國學者﹐
﹐限一個月離境
根據北德州大學於 8 月 26 日發布的
信件指出，校方將終止受中國「國
家留學基金委員會」資助的訪問學
生學者在該校學習，還中斷了他們
使用學校伺服器、電子郵箱等系統
，還呼籲這些人盡速做好安排，並
建議他們返校領取個人物品。
北德州大學在做出這一決定前，並
沒有提前知會學生們，直至目前也
沒有給出任何理由，校方發言人
Jim Berscheidt 指出，這項決定只限
於特定 15 位由中國「國家留學基金

委員會」資助的訪問學者，並未影
響學校註冊的學生。並指出「仍然
歡迎世界各地的學者，包括中國」
。此次被當作標靶的「國家留學基
金委員會」，每年由中國政府與大
使館，提供數位中國學者和留學生
出國進修的補助。
德州資深移民率師田方中指出，目
前移民政策收緊的狀況，應該只是
階段性的。以往中國留學生也佔美
國留學生人數的最大宗，為高教帶
來了 140 億的收入。田方中認為，目

前中美關係相互交融，如汪洋所說 決政治上的疙瘩、達成和解，眼前
的「夫妻關係」一般，不可能徹底 的這些困難就將會迎刃而解。
的脫鉤、斷絕。此
外，中國如今的經
濟實力，也不是美
國隨意能打壓的，
然而美國畢竟身為
世界大國，中國也
不能一意孤行。因
此田方中呼籲，雙
方兩國應該心平氣
和坐下來談話，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