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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親子教育

“孩子都想成为妈妈的自豪和骄傲

，可是又常常觉得自己是妈妈的小麻烦

”“孩子不喜欢被安排的感觉，不喜欢

不被信任的感觉”“孩子一哭，一定有

大事发生”“孩子写作业为什么拖拖拉

拉？因为他们每次抓紧时间干完一件事

，妈妈又会安排另外一堆事情给他们，

没完没了，所以他们宁可慢慢地写作业

，这样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反正也玩不

了，大家都拖着呗”……读祝薇的心灵

成长小说时，我心里一直在笑，看到

“孩子写作业为什么拖拉”这个梗时，

更是忍俊不禁，这个知心姐姐啊，太懂

孩子了！

1 被大人重视的感觉真奇妙

祝薇在《知心姐姐》杂志工作了近

20年，职业之便带给她很多走进孩子内

心世界的机会，让她一直保持着和孩子

“在一起”的状态。3本小说的书名，

仿佛从孩子的角度解码童年的秘密——

《我是最棒的小核桃》《我是妈妈的好

朋友》《我是自己的CEO》，又仿佛传

达一个个孩子对父母和老师的倾诉：我

们渴望大人的关心和理解，渴望你们的

倾听和激励，我们渴望探索自我、学会

独立。

小说的主人公小核桃，是个敏感又

细腻、话少心思多的小女孩。内心充满

小忧愁的时候，会皱着眉头、唉声叹气

，甚至会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躲在角

落里一言不发，不敢大声欢笑，不敢表

达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朋友，从外表到

内心都像一颗皱巴巴、硬邦邦的小核桃

。

但没有一个孩子是生来就不快乐的

，孩子之所以关闭心灵的大门，假装自

己很冷漠、很坚硬，多半是因为在成长

过程中受到过忽视和伤害，对大人失望

，对世界失去了信任。“当全世界都忽

视孩子时，如果爸爸妈妈还在乎他们，

孩子就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如果

爸爸妈妈都准备放弃他们，那么孩子的

世界就会一片黑暗”。这话值得每个做

父母和当老师的成人深思，看看自己的

孩子和学生，想想是否在造就一个把自

己藏在铠甲里的小核桃。

好在小核桃遇到了一个愿意倾听孩

子、鼓励孩子的小新老师，他教孩子们

自我介绍时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借助

照片、道具和才艺展示自己的特点、爱

好和梦想，让每个孩子发现自己是“独

一无二的我”。他鼓励孩子们在班级的

“秘密沟通本”里分享自己的烦恼和愿

望，他也分享自己少年时代的糗事，让

不自信的小核桃确信自己“不是笨，只

是开窍晚”……真正的好老师有个绝招

，就是重视每一个学生，又让每一个学

生感觉自己是最被重视的那一个。

今天，家有二宝的父母常

常苦恼不知道如何在两个

孩子之间“一碗水端平”

，其实孩子要的并不多，

就是父母的倾听和鼓励。

父母不一定要在物质供应

上刻意做到一人一份，却

可以用心营造每个孩子特

有的“单独时光”。比如

大孩子可以陪父母去超市

买东西，请他参与挑选物

品，赋予大孩子当家做主

的成就感；小孩子可以抱

在膝上共读绘本，或者陪

他洗澡时一起吟诵儿歌

……生活中总有很多机会

，让每个孩子都感觉自己

是被父母重视的。

2 永远不要让孩子感到自

己被放弃

什么叫给孩子无条件的爱

，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

话题。在祝薇描绘的亲子

关系中，我们看到了无条件的爱就是接

纳孩子的本相，爱孩子本来的样子，尽

管孩子目前的状态是不优秀的、对学习

感到迷惑的、好像还没开窍的，也愿意

放下自己的执念去爱他，愿意帮助孩子

呈现最真实、最快乐、最幸福的自己。

“大人们永远意识不到，让孩子做

决定的意义有多重大，当一个孩子决定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全身的细胞都

活跃起来，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期待，

充满了自信。”小核桃写在班级日记里

的这句话，是在提醒大人，一定要给孩

子自己做决定的体验和练习。现实中，

事事包办代替的“直升机式父母”和试

图为孩子扫清成长路上一切障碍的“扫

雪机式父母”，尤其要学会放手，让孩

子体验到自己做决定的这份喜悦和自信

。

小孩子并不简单，他们什么都明白

，知道“妈妈生气的导火索是爸爸，但

是遭殃的却是我”。当我们一遍遍催促

孩子“快点儿快点儿”的时候，当我们

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优秀，不由得为

自己孩子各种一般叹气的时候，当我们

面临孩子成长中越来越多的挑战而流露

出茫然、烦躁、焦虑、委屈等情绪的时

候，请记住，小核桃眼里看得见妈妈

“焦虑而忧伤，却又强装微笑的脸”，

心里会担心“如果连妈妈都放弃我，那

就真的没救了”。

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刻，是感觉到连

亲人都想放弃他的时刻。好在小核桃的

妈妈能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带给孩子的影

响，会跟孩子坦诚沟通，承认自己“是

不懂而不是不爱，是对自己的沮丧，而

不是对你的嫌弃”，鼓励孩子分享出她

的感受和想法。孩子需要确认妈妈的爱

始终如一，应该知道父母并非全知全能

，也需要帮助和支持。亲子之间用心沟

通，就能读懂彼此的心。

所有人际关系中，最难相处的就是

家庭关系。有些大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

绪，动辄拿孩子当出气筒，甚至给孩子

贴上“撒谎、爱偷懒、狡辩、胆小”等

标签，大人之间也可能互相贴“大大咧

咧、安全焦虑症”之类的标签，引发彼

此的对立。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相

爱，已经成为今天的共识。父母的关系

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如果父母能做到

有话好好说，教育孩子时态度一致，孩

子才不会纠结。祝薇用爸爸妈妈围绕小

核桃参加夏令营产生的争执，形象展示

了父母的分歧对孩子心情的影响，故事

里包含了许多家庭教育的重要常识。

爸爸是女儿人生中的第一个异性，

他对妻子的态度直接影响女儿将来想找

一个什么样的伴侣，而妈妈与丈夫相处

的状态，实际上是在教导女儿将来如何

做妻子和母亲。帮助孩子学习如何经营

婚姻家庭，通过日常的点滴在孩子面前

示范，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也是绕不开

的家庭教育课题。

3 长大，就是构建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是个心理学专业词汇

，也称为社会关系网，指个人在自己的

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来自他人

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援。一类为

客观的、可见的、实际的支持，包括家

庭、婚姻、朋友、同事等；一类是主观

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包括受尊

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良好

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反之则损害

身心健康。

社会支持系统相当于一个动力系

统，是健康生活的重要保障，顺境中

给人提供快乐和充实，当人处于应激

之中，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给我

们力量和信心。人慢慢长大的过程，

就是走出父母翅膀的遮盖试着自己飞

的过程，就是学着构建自己的社会支

持系统的过程。

夏令营风波，就是小核桃构建社

会支持系统的一次操练。爸爸很支持

，认为孩子可以去经风雨见世面，但

妈妈的第一反应却是一大堆安全问题

，万一……如何……怎么办……结果

被爸爸说成是安全焦虑症，担心之余

还增加了不快。好在爸爸沉得住气，

准备曲线救国，告诉小核桃“不急不

急，再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姥姥姥

爷也支持小核桃，但没有冲动表态，

不像爸爸那样不提前跟妈妈商量就做

决定，而是启发小核桃换位思考，理

解心思细密又在城市长大的妈妈为什

么会有那样的反应……这些人与人的

相处之道，被长辈娓娓道来，让孩子

在经历中长智慧，真实地获得了受尊

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

妈妈们自发形成的小小学习型组织

，也是一个社会支持系统的范例。从孩

子的角度看，每次独自在家面对开完家

长会回来的妈妈，都会觉得非常害怕，

但当妈妈们聚在一起互相提醒、互相安

慰后，回家时态度显然放松多了。今天

我们提倡家校共育，倡导各种形式的家

长互助学习，就是希望家长能在良好的

社会支持下调整家庭教育理念、缓解育

儿焦虑。

作为知心姐姐，祝薇的笔下妙招频

出：家里要“双归”！用完东西要归位

，同类东西要归类；闹了别扭不知如何

和解？写张纸条真诚地说出感受，就事

论事，提出建议；了解自己是左脑人还

是右脑人，不然家长用左脑讲道理、孩

子用右脑感受情绪，互相都觉得对方不

懂自己；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

来更多的问题；在大自然中体验黑暗，

打开所有的感官；学习这件事本身也需

要学习，学习动力、学习目标、学习思

维、学习情商是关键要素……这些妙招

来自生活，值得借鉴。

营地生活为孩子获得真实体验提

供了环境，孩子们发现在美丽的夕阳

、翠绿的田野、清澈的河流的背后，

农村有那么多让人伤感的真相，才知

道成长中不仅有鲜花、歌声、掌声等

美好的东西，也会面临哭泣、悲伤与

痛苦。懂得孩子的父母，也懂得成长

需要这样的经历。

每个“小核桃”都渴望被大人读懂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百餘大學生不遵守防疫措施遭停課

(本報訊)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繼續增長，最新的統計數字為 223,618 人,
3051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 777,556人，16230人死亡。

美國麻省總醫院：正念冥想或可提升學習能力和記憶力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你是否也有過這樣的經歷：換了手機號後，想要記
住新號碼，卻怎麼也忘不了舊號碼？記憶難以“棄舊迎新”常常
為人們學習新知識帶來障礙。這一問題被稱作前攝抑制，指之前
學習過的材料對以後的學習會有乾擾作用。美國麻省總醫院一項
發表於《腦成像與行為》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雜誌的
研究發現，正念冥想訓練或許能幫助克服這種干擾。

正念是指專注於當下、排除如隨機記憶或對工作和感情的擔
憂等雜念的能力。正念冥想訓練常用於治療抑鬱症、焦慮症和其
他情緒障礙。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表示，正念冥想或還有
助於緩解與年齡相關的記憶喪失和創傷後應激障礙等其他病症。

據該研究結果顯示，正念冥想訓練可增加海馬體體積，
而海馬體是大腦中處理工作記憶和長期記憶的重要區域
。

該研究共有79名參與者，他們或被安排接受正念冥想
訓練，或在對照組進行創造性寫作。在正念冥想訓練中
，參與者首先學習如何專注於自己的呼吸和身體感覺，
然後擁有15年冥想教學經驗的教練會訓練他們如何意識
到自己的走神，並排除這些干擾。

正念冥想訓練在線展開，為期四周，每週一小時。在訓
練前後，參與者需要接受20分鐘的計算機化工作記憶測

試。另外，大部分參與者也接受了腦部的核磁共振成像檢查。據
圖像顯示，訓練前後兩組人員的海馬體體積均沒有顯著變化。但
是，研究人員進一步分析結果後發現，接受正念冥想訓練的參與
者腦部左側海馬體體積有所增長，在記憶測試中的錯誤率也有所
下降。

該研究首次將記憶力的提升與正念冥想訓練后海馬體的變化
聯繫在一起。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表示，這些發現證明正
念冥想能提升當下的注意力，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過往記憶的干
擾。

認識到健康成年人腦部海馬體體積和工作記憶間的聯繫十分

關鍵，因為工作記憶會影響如問題解決、語言理解和推理等許多
其他認知功能。研究人員表示，通過正念冥想訓練減少前攝干擾
，可以幫助改善所有這些重要的大腦功能。除了幫助改善關鍵的
整體認知功能外，正念冥想還有望幫助治療如創傷後應激障礙、
兒童期虐待和衰老等與記憶障礙和海馬體體積縮小有關的病症。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本報訊)據報道，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的數據
，在剛剛過去的一週時間內，美國只有夏威夷、堪薩斯、密蘇里
和南卡羅來納這4個州的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相較前一週出現
下降趨勢，但有至少22個州的新增確診病例呈現上升趨勢。

另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6日報道，目前全美重症監護牀位使
用率超過80%的醫院比例已經達到20%，而這一數字在夏季美國

疫情嚴重時，達到17%到18%左
右，當前應對新冠肺炎患者的醫
療壓力仍然很大。

另一方面，美國不少高校在秋季學期紛紛開學，隨之而來的
是校園內集體感染事件頻發。據美國《紐約時報》對高校疫情的
追蹤統計顯示，截至9月25日，全美超過1300所高校出現疫情

，新冠病毒感染者已經超過13萬。近日，康涅狄格州的聖心大
學宣佈，對109名不遵守防疫措施的學生進行停課處罰，被停課
學生在一週甚至整個學期將不能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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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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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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 KulkarniSri KulkarniSri KulkarniSri Kulkarni 獨家專訪獨家專訪獨家專訪獨家專訪
精通多語精通多語精通多語精通多語﹑﹑﹑﹑外交底蘊外交底蘊外交底蘊外交底蘊﹐﹐﹐﹐有望成為德州第一個亞裔聯邦眾議員有望成為德州第一個亞裔聯邦眾議員有望成為德州第一個亞裔聯邦眾議員有望成為德州第一個亞裔聯邦眾議員

美國大選腳步逐漸逼近，除了總統選舉之外，許

多民眾對於國會議員選舉、地方官選舉都十分關

注，因為這些官員都即將影響到人們生活的方方

面面。本台獨家邀請到今年即將參選聯邦眾議員

第22選區國會議員的 Sri Kulkarni，來針對他此次

參選動機、理念、以及他的亞洲經驗進行深度分

享。

哈佛畢業哈佛畢業、、1414年外交經驗年外交經驗，，曾訪歐亞多國曾訪歐亞多國

Sri是一位畢生公務員及國家安全專家，他的職業

生涯中曾經身在海外，以保護自家美國人。他指

出，他的父親篳路藍縷來美開創，他作為移民二

代從小生長於美國

，一步步地走到今

日。Sri在18歲時，

他的父親被診斷出

患有白血病，Sri 因
此必須從德州大學

輟學，回家照顧父

親。在 Sri的父親去

世後，醫療費用使

他們的家庭瀕臨破

產，為了幫忙撫養

三位弟弟和妹妹，

Sri重回學校並做了許多不同工作

，最終以優異的成績從德州大學

畢業。Sri體認到教育之於經濟的

重要性，因此他赴哈佛深造，並

獲得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

受到為國家服務的號召，Sri曾被

國務卿科林‧鮑威爾 (Colin Pow-
ell)任命為美國外交事務官員，累

積14年的外交經驗，Sri曾出使伊

拉克、以色列、俄羅斯、台灣及

牙買加，以宣傳美國的價值觀，

例如婦女權利、新聞自由及宗教寬容。因此，他

也精通英語、西班牙語、中文、希伯來語、北印

度語、俄語及國語等多種語言。若順利當選，他

將成為德州首位印度教信仰及首位亞裔的美國國

會議員。

「「亞洲經驗亞洲經驗」」對他所造成的影響對他所造成的影響

亞裔族群向來對下一代的教育都傾注心力，Sri指
出，作為生長在德州的亞裔美國人，加上他過去

外交工作中所累積的亞洲經驗，也形塑了他的價

值理念體系。他對於教育十分重視，深信必須要

讓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生

長在安全的環境，未來才能過

上更好的生活。因此，除了教

育議題外，各種可能危及生命

安全如槍枝、暴力、種族仇恨

都需要被遏止。

此外，父親的染病逝世對他也

有深遠影響，他認為可負擔的

優質醫療保險相當重要，因為

現行美國的醫療體系過於昂貴

，一般民眾難以負擔。未來若

有機會當選，這將會是他努力

的方向。

第第2222選區亞裔人口選區亞裔人口

眾多眾多，，卻從未出亞卻從未出亞

裔國會議員裔國會議員

而這次Sri所競選的

第22選區，包含了

Sugar Land、 Pearl-
and、 Katy、 Clear-
lake 等城市，有高

達20%為亞裔人口，但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過

亞裔代表。而且德州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亞裔國

會代表。也就是說若當選，Sri 將會是德州第一個

亞裔國會議員，和美國第一個會中文的國會議員

。

Sri 分享，這些城市的縮寫 SPKC剛好與「Sri Pres-
ton Kulkarni for Congress」不謀而合，他也相信自

己一定會在國會上為亞裔族群發聲、爭取話語權

。Sri 表示他對於這次選舉十分有信心，隨著 10
月13日提前投票即將展開，他也呼籲亞裔踴躍投

票。

Sri KulkarniSri Kulkarni 談對於疫情看法談對於疫情看法：：「「應擴大新冠快篩應擴大新冠快篩

服務服務」」

美國自從 3月以來，疫情持續蔓延，對實體經濟

、人民健康都造成嚴重的打擊，疫情、經濟可謂

是這次選舉兩個勝負關鍵。Sri指出，他認為美國

政府目前抗疫明顯失利，一旦疫情無法控制，經

濟也無法復甦。因此他指出，若能當選他將會以

抗疫為優先，推廣戴口罩、社交距離的重要性，

並依照「科學」行事，決定是否能復學、復工。

此外，他也認為應該著重擴大「新冠快篩」，檢

測當天就能知道結果，才能讓更多民眾可以即時

掌握身體狀況，也可以才能讓民眾更快回歸工作

崗位。他指出，疫情不該是政治遊戲或是黨派相

爭的籌碼，人民健康安全才是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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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10月7日星期叁晚上民主黨副總
統候選人卡瑪拉·哈裏斯和副總統邁克·彭斯于大選期間在猶他州
大學校園的金斯伯裏音樂廳舉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場激烈的辯論
。他們並沒有浪費時間在特朗普總統處理冠狀病毒大流行、最高
法院、疫苗、稅收和種族等問題上進行正面交火。

這場辯論就發在特朗普總統因冠狀病毒感染，在沃爾特·裏
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住院叁天後，出院回到白宮康複之際。

盡管彭斯在整場辯論中對哈裏斯進行了數次批評，彭斯表情
嚴肅嚴謹，哈裏斯面帶笑容，但這兩個副總統提名人比特朗普總
統和民主黨提名人喬·拜登在第一次總統辯論中彼此之間顯得親
切。辯論中哈裏斯的講話被彭斯不斷地打斷，並相互指責，哈裏
斯：“副總統，我正在發言。” 彭斯回擊：“你要說出真相，
那很重要。”

在熱情洋溢的辯論中，哈裏斯和彭斯就特朗普政府在大流行
期間的表現進行了辯論。哈裏斯指出冠狀病毒造成的全國死亡人
數超過21萬人，確診病例超過750萬人，並指責說：“美國人民
見證了美國曆史上最大失敗的總統。”這句話在每屆的總統辯論
中都會重複。

她辯稱 “此屆政府喪失了基于此的連任權”，並稱 “特朗
普政府仍然沒有計劃，而喬·拜登則有。”

特朗普政府辯護的彭斯強調：“從第一天起，唐納德·特朗
普總統就一直把美國人的健康放在首位。”

在過去的七個月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多次批評總統
，指控特朗普起初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並聲稱他削弱了聯邦政
府的回應。

哈裏斯是前加利福尼亞州檢察長兼舊金山地區檢察官，在猶
他州鹽湖城與彭斯攤牌時對拜登的案件進行了辯護。

彭斯吹捧總統削減了從大流行病起源的中國發出的幾乎所有
航空公司的航班。彭斯說：“特朗普總統的這一決定我們贏得了
寶貴的時間，以抵抗病毒啓動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一
次國家總動員，我相信這可以挽救數十萬美國人的生命。”

領導白宮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
副總統也瞄准了拜登的冠狀病毒
計劃，他說：“拜登的計劃讀起
來像特朗普總統和我以及我們的
特別工作組一直在做的每一步一
樣。”
彭斯補充說：“這看起來有點抄
襲，這是喬·拜登所抄襲的東西
。”他指的是拜登自1988年首次
競選白宮以來臭名昭著的抄襲之
爭。
哈裏斯回應道：“無論副總統聲
稱特朗普政府做了什麽，顯然都
沒有奏效。當你看到我們國家超
過21萬人死亡時，美國人的生命
已經喪失，家庭感到悲痛。”
彭斯在回應時說：“沒有一天，
我沒有想到失去一個親人的美國
家庭。”

彭斯總統不敦促執行全國戴口罩的決定辯護說：“特朗普總
統和我相信美國人民了他們自己的健康會做出最佳選擇，而喬·
拜登和卡馬拉·哈裏斯始終在談論強制性戴口罩。”

哈裏斯回擊說：“當你告訴他們真相時，你要尊重美國人民
。” 哈裏斯指控特朗普政府 “不願意向美國人民講真話。”

自冠狀病毒大流行在2月和3月席卷全國以來，冠狀病毒一
直是總統大選的主要問題。而且，隨著總統被診斷冠狀病毒感染
，這個問題一直主導了辯論的開始。

哈裏斯上個月備受矚目，當時她表示，特朗普對冠狀病毒疫
苗進行嚴厲政治化，她不信任特朗普的冠狀病毒疫苗。《今日美
國》的主持人蘇珊·佩奇詢問她是否要接種政府批准的疫苗時，
她說：“如果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包括福西博士、醫生告訴我們
接種疫苗，我將是第一個排隊接種。但是，如果唐納德·特朗普
告訴我們應該接種，那麽我就不會接受。”

彭斯回應說，“現實是，我們將在很短的時間內接種疫苗。
”

然後他辯稱：“如果疫苗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出現，你將繼續
破壞公衆對疫苗的信心，我認這是不合情理的。參議員，我只是
提醒你，不要在美國人民的生活中玩政治遊戲。”

特朗普總統已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到最高法院，以填補因
露絲·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而騰出的席位。現年48歲的保
守派巴雷特目前擔任美國第七巡回上訴法院的法官。

這位87歲高齡的自由正義主義者的去世引發了激烈的黨派
鬥爭。特朗普和參議院共和黨人正在迅速采取行動，以確認巴雷
特任大法官並將意識形態更向右傾斜。

彭斯指出一些參議院民主黨人對巴雷特的基督教有關的批評
時說：“我們特別希望我們不會看到我們以前看到的那種對她的
基督教信仰的攻擊。”

哈裏斯退後一步，強調：“喬·拜登和我都是有信仰的人。
有人說我們壓制他們的信仰，這是侮辱人的……事實上，如果喬

當選，他將僅是第二位奉行天主教的美國總統。”
彭斯隨後質疑，如果共和黨人在大選前成功通過巴雷特的確

認，拜登政府是否會推動在最高法院增加席位。
彭斯說：“這是一個經典案例，如果您不能遵守規則，就將

改變規則。”然後，他轉向對手，問哈裏斯，她和拜登是否“准
備收拾最高法院留下後路？”

哈裏斯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敦促參議院不要確認巴雷特。
哈裏斯補充說：“喬和我很清楚：美國人民現在正在投票，

這應該由他們決定誰將在最高法院終生服務。”
彭斯回擊說：“你沒有給答案，喬·拜登也沒有給答案。美

國人民應該得到一個直接的答案。如果你還沒有弄清楚，那直接
的答案就是，他們會擴大最高法院席位。”

拜登還避免在上周的辯論中直接回答同樣的問題，但在民主
黨初選時被要求反對擴大最高法院的席位。

彭斯抨擊拜登是“共主義中國的啦啦隊長”，同時表示希望
“改善”與北京的關系的特朗普政府將“要求中國對新型冠狀病
毒負責”。

哈裏斯回擊，稱特朗普政府在與中國的貿易戰中失敗了，聲
稱美國在此期間失去了很多工作機會。

彭斯反擊，強調“失去了與中國的貿易戰？喬·拜登從未與
中國抗爭。”

哈裏斯利用辯論來針對總統沒有繳納足夠的聯邦稅款，並質
疑特朗普可能欠了國家的錢。

哈裏斯說：“由于新聞調查的深入，我們現在知道唐納德·
特朗普只繳納了750美元的稅。” “當我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時，
我的意思是說，‘你是說75萬美元？’不是750美元。”

哈裏斯指的是《紐約時報》最近的一份報告，他獲得了有關
總統2016年和2017年稅款的信息，這兩項都表明他每年共繳納
了750美元的聯邦稅。

《時代》還報道說，在特朗普于2016年贏得總統職位之前
的15年中，有10年沒有繳納聯邦所得稅，這主要是由于他報告
的財務損失大于收入。

哈裏斯周叁在回答有關總統透明度的問題時說：“我們現在
知道唐納德·特朗普欠債，欠債4億美元國債，每個人都清楚，
當我們說債權時，這意味著你欠某人的錢。”

哈裏斯補充說：“知道美國總統、總司令欠錢真是太好了，
因美國人民有權知道什麽因素在影響總統的決定，而他正在做這
些決定是基于美國人民的最大利益……還是他個人利益？”

特朗普無視該報告並稱“假新聞”，並聲稱國稅局完成審計
後將立即提供其納稅申報表。

彭斯強調了總統不承認這份報告，並說：“美國人民有一位
總統是商人，是創造就業機會的人，他已經繳納了數千萬美元的
稅款，包括收入所得稅，財稅等，他創造了數以萬計的美國工作
機會。”

在討論稅收問題時，彭斯說：“上任第一天，喬·拜登將提
高稅收。”哈裏斯笑著回答：“那不是真的。”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和副總統候選人在稅收問題上意見分歧，
一個說提高聯邦稅，一個說不是真的，這讓選民迷茫。（圖片來
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哈裏斯和彭斯在冠狀病毒、最高法院、疫苗、稅收等問題唇槍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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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裔盛於餐桌揚帆出海。 大會圖片

■■張帥在法網取得張帥在法網取得
突破突破。。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子網球手張帥日前接受訪問，這

位中國“金花”表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這一

年，經歷了很多“第一次”，例如賽季的突

然停擺、因隔離導致無法訓練、重啟後的空

場比賽等等，當然，還有在不擅長的紅土場

上第一次殺入法網女子單打16強。

在接受專訪時，張帥再次提到了她在本次法
網期間說過最多的一個詞——幸福感。

“從來沒有這麼興奮過，對我來說，往賽場走
都是一種享受。”她說。在3月中旬，男子職
業網球協會（ATP）和女子網球協會（WTA）
聯合發布聲明，決定賽季停擺。彼時的張帥剛
從國外回國，正在接受隔離。她的第一感覺
是，這個賽季可能都沒了。

整個3月，張帥隔離了28天。她笑稱從小
時候第一天練球開始，就沒有休息過這麼久。
但對職業運動員來說，如此長時間地完全脫離
訓練並不是一件好事。雖然不確定賽事是否還
能重啟，但作為運動員，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
一切準備。解除隔離後，張帥在天津和國家隊
一起封閉訓練了3個月。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
間雖然艱苦枯燥，但也讓她受益頗多。“3個月
下來幾乎是全勤，每天都是6、7個小時高強度
的體能和技術訓練，不是在健身房就是在球
場，我在後期都一度感覺快要堅持不下來。”

8月份，網球賽事陸續重啟，頂着巨大壓
力的美網仍堅持要舉辦，這也讓張帥看到了重
回賽場的希望。有很多球員出於對疫情的擔憂
選擇放棄美網，但她還是選擇了試一試。然而
0勝6負，卻是賽季恢復後的前三站比賽中張帥
交出的成績單，糟糕到讓她都開始懷疑自己。

在美網，首輪面對世界排名100名開外的
比利時球員博納文圖雷，張帥在先勝一盤下連

丟兩盤被淘汰，第二天的雙打首輪也再次出
局。那段時間，張帥的心情跌到谷底。雪上加
霜的是，由於申根簽證遲遲下不來，她可能要
錯過接下來的歐洲紅土賽季，幸而在WTA、
法國網球協會以及法網賽事組委會等多方協助
下，張帥在最後時刻拿到了簽證。

首站羅馬，按照當地的疫情防控要求，張
帥需要接受24小時隔離。由於時間緊迫，隔離
結束後她僅僅在紅土場上訓練了一個小時就迎
來了自己的首場比賽——又是一場失利。三天
後的雙打，她再次遭到淘汰。

從美國到歐洲，只有張帥的母親和教練劉
碩一直陪伴在身邊。在連敗後這段心情最失落
的時間裏，家人們的鼓勵對張帥重建信心、找
回狀態起到了重要作用。法網前的最後一站熱
身賽在斯特拉斯堡，從資格賽打起的張帥取得
一波3連勝，成功殺入8強。時隔多日，張帥
終於再次在賽場上品嚐到了勝利的滋味。

瞄準東京奧運會
到巴黎後，張帥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輕鬆狀

態。連續挫敗12號種子凱斯與兩名法國本土選
手，她突破了個人在法網的最好成績，打進16
強。“疫情之下，最明顯的感受是大家對網球
的熱愛。我比以往更珍惜每一次比賽的機會，
以前全年那麼多站比賽，都是選擇性地打。現
在是只要有比賽，我就想盡可能去參加。”

“第一場比賽往球場走
的時候，我就給媽媽和教練
說，這不是去年我和靳東大哥
打表演賽的那塊場地嗎？頓時
覺得好有幸福感，沒想到自己
還能打法網，走在路上都是一
種享受。”張帥說。

本賽季WTA的賽曆只
剩下捷克站比賽。張帥說如
果順利，她還是希望再打一
打。“本來今年是希望能參
加東京奧運的。現在的我就
是想多打比賽，多拿一些分
數，保持好的競技狀態，爭
取站上奧運會的舞台。”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由中國香港體
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主辦、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資助的一年一度
體育盛事──第63屆體育節，因疫情關係自4月
起多項典禮及活動悉數取消。踏入10月，體育節
將結合網上形式重新出發，並以“從‘身’出發，
凝聚你我”為主題，鼓勵市民從身體健康出發，於
抗疫期間繼續積極參與運動，在保持社交距離的前
提下保持健康生活。

本年體育節將委任四位香港運動員，包括唐
裔盛（帆船）、鄧漢昇（田徑）、馬詠茹（單
車）及符嘉珈（劍擊）為體育節大使，鼓勵市民
於線上線下都身體力行參與體育節活動。

體育節的主題照片以“枱上的運動會”為概
念，把家中的餐枱與書桌上的物件和抗疫用品搖
身一變，成為其中三位大使享受運動的樂園。主
題照片包括鄧漢昇於書桌上以“便利貼”跨欄、
馬詠茹在“筆記簿”與“萬字夾”製成的單車路
上馳騁及唐裔盛於餐桌揚帆出海的有趣畫面，藉

此提醒大眾縱使於抗疫期間需要保持社交距離，
仍可發揮創意一同建立良好的運動習慣。

今屆體育節更首次結合網上形式，提供融入
運動元素的經典小遊戲“郁吓啦（動一動啦）東
南西北”供公眾免費下載，以集體回憶營造有趣
而充滿活力的氛圍鼓勵大眾多做運動。“郁吓啦
東南西北”把不同的體能動作放進傳統小遊戲

“東南西北”內，除了幾位體育節大使，包括黃
金寶、李致和、李嘉文、施幸余、江旻憓、陳敬
然及年初確診並於其後康復的空手道運動員李振
豪都一齊參與。
市民只需於“http://fos.hkolympic.org”下載

及列印遊戲簡介和摺紙模，即可隨時隨地享受運
動的樂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香港疫情前
景仍未明朗，為保障市民健康及賽事公平性，政
府宣布原定於明年4月25日舉行的第八屆全港運
動會將延期一年。

第八屆全港運動會原定於今年9月展開18
區運動員選拔，並於明年4月25日正式揭幕，
不過由於香港康文署轄下體育設施早前因疫情
關閉，直至近期才陸續有條件解封，令選拔賽

無法如期進行，政府7日發聲明指為保障市民健
康及賽事水平，決定將第八屆港運會延期一年
至2022年3月舉行，而各區選拔賽則由明年4月
開始至2022年1月，讓18區有更充足時間進行
選拔賽及準備港運會。

港運會由2007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吸
引了不少香港業餘好手參賽，而上屆賽事則由
元朗區獲得全場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2020年
全國跳水冠軍賽暨東京奧運會、世界盃預選
賽7日在河北奧體中心游泳跳水館收官，其
中彭健烽在男子1米跳板獲得冠軍。

比賽共有40名選手參加，採取一次性決
賽方式，共6輪。前3輪彭健烽和台曉虎不分
伯仲，黃博文緊隨其後。隨後彭健烽和台曉虎
繼續角力，但第4、5輪下來，前者領先近30
分，黃博文失去爭牌機會。決勝的第6輪，前
兩名位置沒有發生變化，江蘇隊的劉成銘一跳
坐穩第3名。最終彭健烽以478.70分獲得金牌，
台曉虎以454.55分獲得銀牌，劉成銘以436.65
分獲得銅牌。

中國跳水協會主席周繼紅在點評今屆比
賽時表示，各運動員的水平均十分高：“這
次選拔賽男、女跳台和跳板4個單項的競技
水平很高，還有一些超出預期，例如女子10
米台的13歲的小將全紅嬋最終奪冠，她是
一匹黑馬。3米板方面，謝思埸狀態比較穩
定，小將王宗源這半年來進步亦很大，而施
廷懋和王涵的成績都屬於正常範圍。”

周繼紅認為，由於疫情令一眾選手接近
1年沒有比賽，對運動員來說必定會產生影
響：“從訓練狀態、隊內比賽狀態，切換到
激烈的全國比賽，心理上是一個考驗。”

全
國
跳
水
冠
軍
賽
收
官

■■彭健烽在男子彭健烽在男子11米跳板決賽中米跳板決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張帥張帥（（左左））和教練和教練
合作無間合作無間。。 路透社路透社

■■張帥早前在張帥早前在
美國比賽成績美國比賽成績
欠佳欠佳。。 美聯社美聯社

首次結合網上形式

香港第63屆體育節從“身”出發

第八屆港運會延期一年

■■第八屆港運會宣布延期第八屆港運會宣布延期。。 中通社中通社

■■馬詠茹在馬詠茹在““筆記簿筆記簿””
與與““萬字夾萬字夾””製成的單製成的單
車路上馳騁車路上馳騁。。 大會圖片大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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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州長艾伯特9 月17日宣
布，鑒於疫情趨緩，州內19個醫
療區在過去七天內，將新冠相關
住院比例，降到 15%以下，因而
「皇恩浩蕩」，州內19個醫療區

內的餐廳、零售店、健身房、博
物館、辦公樓與工廠，都可以進
一步放寬人數限制，達到最大留
客人數的 75%，新制已於 9 月 21
日週一生效。 消息一出，哄動休
市各大小酒家飯店茶樓餐廳和新
聞傳媒，引起坊間及相關服務業
的熱議。

不過州長艾伯特仍強調，在
新冠疫苗尚未問世之前，疫病仍
然是個嚴重威脅，居民仍須提高
警覺，並遵守防疫規定。

帶着這個好消息，我這個 (
為食書生） 「諸事公」特意走入
休市華埠，跟相熟的金冠、黃金
茶寮、金山、 鳳城、名門、煲來
飽去、新榮記、Tram 越南粉店等
食肆老闆, 經理，伙記員工，來一
下傾談，聽一下他們對此的反應
。

他們一致表示，在過去半年
多的日子中，休市餐飲業因新冠
肺炎疫情，遭遇重創，導致很多
飲食行業的生意大受打擊，部份
華人被迫失業，儘管市政府有提
供 PPP的失業援助，但疫情並非
一下子就能解決；而且閒賦在家
，不能外出，更有一些華人就得
到憂鬱症。

在近多個月前，休市大多數
餐飲業者的生意，多 是依賴 to
go carry out 戶外用餐來經營，進
入堂內用餐者, 較為少有 ,這樣賺
取微薄收益來渡日，慘淡維持。
新榮記老闆陳師傅說，現今市府
開啟75%容量的堂食，對 中小型
餐廳業者來說， 的確是一個大喜
訊，不過，一般亞洲食客，還是
對於往外用飱，小心翼翼，他們
寧可外出買外賣來回家享受。我
向陳師父插上一句， 「難得你的
拿手絕藝燒鴨、义燒、燒肉、豉
油皇雞、鹵水鴨等燒烤名菜，響
譽休市，以至吸引附近商號、住
家的華人來光顧，我曾見到有白
人及墨西哥人種，都是你的忠實

粉絲，認真難得！」
陳師父的胞妹嫦姐笑吟呤地

接上來說： 「全都是街坊熟客嘗
面，而小店廚房各伙記及兩位女
侍應，落力拍和，我們才有此些
微成績呀！」

聽了嫦姐一番話，我也覺得
言之有理。隨即我也駕車返家。
突然想到明天便是10 月1 號國慶
及中秋佳節，雙喜臨門，心中忽
有感想，書成 「中秋偶成」，供
大家享受：

「光陰荏苒又中秋，月滿人
歡願所求。落日長河東逝水，人
生滄海任來游。」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疫情趨緩疫情趨緩 客量放寬客量放寬 食肆開顏食肆開顏 楊楚楓楊楚楓

王朝旅遊秉承心系顧客王朝旅遊秉承心系顧客、、方便顧客方便顧客
現推出快速核酸檢測現推出快速核酸檢測，，安心房車安心房車//專車旅遊系列專車旅遊系列

屈指算來，我們大多數人在家裏已經呆
了大半年了，沒想到今年“春節假期”會有
這麼長。居家抗“疫”的日子，心情是五味
雜陳：看到疫情的發展，有些焦慮；把能幹
的事情都幹了壹遍，感到寂寞、空虛……。

更沒想到這壹趟來美國探親的朋友們壹
呆就呆了個大半年甚至壹年，大家回國的心
壹直懸著而且回國的機票也是壹票難求，現
在航班多起來了，而且價格也開始慢慢降下
來，王朝旅遊也會持續關註機票行情，務求
可以提供最優惠煩人價格給大家，但最近又
出臺了壹個新政策，從9月15日開始從美國
赴華必須做壹個7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報

告才可以登機，讓大家又忙著找哪裏可以在
72小時內出核酸報告的機構，真的是關關難
過，關關過。

現在，有好消息了。王朝旅遊壹直秉承

心系顧客、方便顧客的做事宗旨，現正推出
休斯頓“政府認證測試機構”的核酸檢測服
務：12/24小時內保證出檢測報告（電話預約
檢測），特惠價僅$138起；不只這樣，我們
還提供 VIP 上門采集檢測樣本服務，更安全
，更可靠。

如果大家不著急回國的話，我們王朝旅
遊還推出了 1-6 人的“私家小團，安心出遊

”的系列，包括：
①休斯頓、聖安東尼奧、科珀斯克裏斯

蒂、新墨西哥、大灣曲國家公園、白沙國家
公園、卡爾斯巴特洞穴國家公園等房車系列
經典景點；

②遊覽大黃石生態圈、拜訪羚羊彩穴、
馬蹄灣等等的專車系列經典景點。行程中每
天消毒車輛兩次；備有口罩和免洗洗手液；
資深司導全程佩戴口罩，並提醒相關防疫要
求的貼心服務。免費上門接送，安全有保障
，遊玩時間您做主，全程帶您細細遊覽。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 址 ：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
廣場A14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的大學提供
各種獎學金，種類繁多，然而，你懂得
如何申請嗎? 對不同種類獎學金的要求
及申請程序了解多少? 今年因為新冠疫
情，申請大學面臨各種疑難問題，你都
弄清楚了嗎? 美南地區最大的留學、升
學諮詢機構美金榜教育集團(To The
Top Education Group) 來為同學與家長
們釋疑，美金榜專門協助學生升學、留
學，包括幫助美國本土與大陸學生的華
人子弟申請高中、大學及研究生，並提
供相關的學術規劃，獎學金和財政援助
申請與規劃，還有小留學生監護的服務
等。2021年的申請季節已經拉開序幕，
美金榜還有少數幾個大學申請名額。如
果同學與家長們遇到申請大學的問題，
歡迎聯繫。

美 國 大 學 申 請 的 財 政 援 助 系 統
FAFSA

美金榜創始人之一的何甌老師表示
，今年的中秋佳節正好是美國大學申請
的財政援助系統FAFSA開放的日子，從
10 月 1 日起，要申請的學生即可開始
FAFSA的表格填寫了！在財務申請中，
家長們往往存在一些誤區。像如何計算
學生資產，EFC，AGI，AAI，UGMA
，UTMA這些專有名詞的含義是什麼？
到底申報財務資助要提交幾年的稅表？
除了FAFSA之外，還有哪些財務資助和
獎學金可以申請？

如果你需要申請獎學金和財政援助
的幫助，歡迎和美金榜聯繫。我們的專

業財務團隊為你提供財務諮詢、和大學
財務資助申請，讓你的孩子能夠進入他
們心目中理想的任何大學，而不受財務
困擾。

美金榜大學財務申請服務項目包括
以下：

（一）FAFSA 申請:
FAFSA是獲得聯邦款項資助，免費

助學金及獎學金的必要程序。申請環節
複雜，涉及到很多財務方面的專業知識
和財務管理準備。

（二）CSS Profile 申請:
除了 FAFSA，將近 400 所大學採用

CSSProfile 財政援助申請系統，資金來
源於聯邦政府之外，數額非常豐厚。很
多家庭忽略了這個申請系統。美金榜根
據你申請的大學提供定制財務申請服務

。
（三）大學獎學金申請推薦:
• 大多數大額獎學金來源於大學本

身，很多同學因為錯過申請截止日而痛
失機會，其實非常可惜，如果能正確掌
握申請要訣，申請獎學金並不難。

• 很多同學花大量時間申請大學外
的小額獎學金，浪費時間又數額很低。

• 美金榜推薦與學生匹配的並提供
優厚獎學金的大學名單。

• 美金榜可以幫助學生查詢大學之
外的獎學金名單。

（四）大學費用規劃:
• 公立大學平均四年花費在 20 萬

美元，私立大學30萬。這個費用每年都
在攀升。

• 做好資產管理能幫助你降低大學

費用，獲得更多財務援助，使進入理想
大學不會因為費用而不能實現。

• 美金榜提供專業財務配置諮詢，
相同財務能力，不同資產形式，結果迥
異。

「美金榜」 口碑相傳，受家長及學
生肯定

「美金榜」也是TACAC/德州大學
招生委員會的成員，以及NACAC/全美
大學招生委員會的成員，總部就設在休
斯頓，已經成功地幫助了許多學生進入
理想的學校，並為眾多遠在中國大陸的
父母親們照顧他們在美國留學的孩子，
協助學習與適應生活。

一位家長表示，美金榜的老師們非
常敬業、專業，她們會對孩子的情況做
綜合的了解，然後根據家長的期望，結
合其對美國教育的認識，推薦最適合孩

子的學校。從開始選校、申請前準備、
面試培訓和陪同、到錄取入學都十分順
利。目前孩子已經上11年級，在美金榜
老師的指導下，孩子在GPA、課外活動
、領導力等方面都表現很好，知道如何
運用學校資源，並提前進入科研領域。

另一位申請大學的學生則說道：在
我申請大學的過程中，曾有心灰意冷的
時刻，非常沮喪，當時學校的升學顧問
老師推薦我接觸美金榜。美金榜的老師
們在申請大學方面非常專業，幫我把自
認為不值一提的生活小事都挖掘出來，
讓我的簡歷變的很豐富，申請文書十分
獨特。當收到華盛頓大學錄取的時候，
我簡直不敢相信，那是我的夢寐以求的
大學，等我入學之後才發現，我們這一
屆信息技術專業班中，只招了我一個中

國學生！
還有一位高中生的家長也表示，從

入學接機、到學校報到、開電話卡、銀
行賬戶等，美金榜老師為我們安排的非
常妥當，老師還發來許多現場照片，讓
我們感到身臨其境，沒有距離感。更讓
我們欣慰的是，孩子入學後，美金榜的
老師會隨時了解他的學習生活情況，經
常和我們聯絡。更可貴的是代表我們去
參加家長會，和任課老師交換意見。孩
子身在異鄉有時難免想家，美金榜的老
師就像家人一樣給他很多溫暖，過年過
節還帶他和別的中國孩子出去吃飯。

獨家擁有完善的數據中心
目前，美金榜和美國各地299所私

立寄宿高中、282所知名大學、以及50
多所社區及語言學校都建立了聯繫，獨
家擁有完善的數據中心。同時，申請顧

問陣容強大，都是任教或就讀/畢業於
美國頂尖大學，包括哈佛、MIT、康奈
爾、萊斯、斯坦福、賓州大學、哥倫比
亞、德州大學和加州理工等美國頂尖名
校。專業顧問涉獵計算機、電子工程、
人工智能、生物、醫學、金融、商科、
工程、音樂和藝術等各個領域。

美金榜的創始人是何甌女士、張麗
女士、以及張洋博士，都是在美國生活
多年，對美國的教育系統極其了解，並
且活躍於美國教育界與華人社團，他們
與其專業團隊，已經幫助諸多學子順利
升學、留學、申請獎學金，提供如家人
般 的 協 助 。 詳 情 可 洽 電 話: 1 (281)
797-5614。WeChat：HeOu88。Email：
michelle@tothetopeducation.com。 網 站
：tothetopeducation.com

申請大學面對各種疑難雜症申請大學面對各種疑難雜症?? 別怕別怕，，讓專家來幫你讓專家來幫你
美金榜用心幫孩子規畫升學留學美金榜用心幫孩子規畫升學留學 以及申請獎學金以及申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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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 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 -- 比賽結果公告比賽結果公告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為慶祝為慶祝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零九年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零九年,, 增進海外華增進海外華
裔和非華裔學生對中華民國臺灣的認識裔和非華裔學生對中華民國臺灣的認識
,, 並提昇其對於學習華語文之興趣並提昇其對於學習華語文之興趣,, 進而進而
建立良好的華語文表達及應用能力建立良好的華語文表達及應用能力,,特舉特舉
辦辦[[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以以《《看見臺灣看見臺灣
～發現臺灣之美～發現臺灣之美》》為主題為主題,, 鼓勵學生參鼓勵學生參
賽發揮創意並結合無遠弗屆的網路社群賽發揮創意並結合無遠弗屆的網路社群
媒體將他們喜愛臺灣的意象傳給世界各媒體將他們喜愛臺灣的意象傳給世界各
個不同族群為臺灣發聲個不同族群為臺灣發聲。。

在會長黃春蘭的鼓勵下在會長黃春蘭的鼓勵下,,今年今年[[影音影音
多媒體競賽多媒體競賽]]參賽者是最踴躍的一年參賽者是最踴躍的一年,,競競
爭也就相對地激烈爭也就相對地激烈,, 感謝大家的參與感謝大家的參與!! 比比
賽資格是年齡十二歲至十八歲賽資格是年齡十二歲至十八歲,,曾經學習曾經學習
過華語文過華語文,, 並接觸過關於臺灣的資訊之並接觸過關於臺灣的資訊之
美國在學學生美國在學學生。。 比賽分兩個組別比賽分兩個組別:: 初中初中
組和高中組組和高中組,,以相片和影片剪輯並配上音以相片和影片剪輯並配上音
樂樂,,華語字幕或旁白做成影片華語字幕或旁白做成影片,,影片長度影片長度
初中組限定初中組限定22～～22··55分鐘分鐘,,高中組限定高中組限定33～～
55 分鐘分鐘。。影片完成後上傳至影片完成後上傳至 YouTube.YouTube.
com,com, 表達和分享他們在海外雙語環境中表達和分享他們在海外雙語環境中
成長對臺灣的印象及感情介紹給大眾成長對臺灣的印象及感情介紹給大眾,,讓讓
友人也有機會認識臺灣友人也有機會認識臺灣,,了解和喜愛臺灣了解和喜愛臺灣
。。

這是第四年這是第四年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
會會』』 在國慶舉辦在國慶舉辦[[影音多媒體競賽影音多媒體競賽],],此富此富
教育性和挑戰性之競賽從教育性和挑戰性之競賽從99月月11日至日至99月月
3030 日在日在 YouTube.comYouTube.com 網上供人瀏覽和網上供人瀏覽和
點贊點贊。。在長達一個月的分享後在長達一個月的分享後,,比賽於比賽於99
月底結束月底結束。。 六位評委在長達三小時的評六位評委在長達三小時的評
審和熱列討論下選出以下八位獎學金得審和熱列討論下選出以下八位獎學金得
獎者獎者。。評審方式以評審方式以 Youtube.comYoutube.com 網路投網路投
票按贊人數多寡佔票按贊人數多寡佔5050%% 及主辦社團邀請及主辦社團邀請
評委評分佔評委評分佔5050%% 為共同審核標準為共同審核標準。。非常非常
感謝六位華商經貿理事感謝六位華商經貿理事:: 方台生方台生,,周宏周宏,,黃黃
以法以法,,黃初平黃初平,,蕭瑛瑱蕭瑛瑱,,和黃春蘭抽出寶貴和黃春蘭抽出寶貴
的時間擔任今年的評委的時間擔任今年的評委!! 除了比賽原定除了比賽原定
的各組前三名的各組前三名,, 今年評委們增加了兩位今年評委們增加了兩位
佳作在高中組的比賽以資鼓勵和獎勵佳作在高中組的比賽以資鼓勵和獎勵。。

[[影音多媒體競賽影音多媒體競賽]]八位獎學金得獎八位獎學金得獎
者如下者如下::

初中組初中組（（六年級至八年級六年級至八年級））::
第一名第一名:: 潘鴻琳潘鴻琳 Samantha Pan,Samantha Pan, 七年七年

級級
就讀就讀: Lanier Middle School (Hous: Lanier Middle School (Hous--

ton ISD),ton ISD), 中文學校中文學校::中華文化學院中華文化學院 (ICC)(ICC)
獎學金獎學金 $$2002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第 二 名第 二 名:: 陳 于 馨陳 于 馨, Yuhsin (Debbie), Yuhsin (Debbie)

Chen,Chen, 八年級八年級
就 讀就 讀: Beckendorff Junior High: Beckendorff Junior High

School (Katy ISD),School (Katy ISD), 中文學校中文學校::慈濟中文學慈濟中文學
校校

獎學金獎學金 $$1001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第三名第三名:: 段以理段以理, Daniel Duan,, Daniel Duan, 七年七年

級級
就 讀就 讀: Quail Valley Middle School: Quail Valley Middle School

(Fort Bend ISD),(Fort Bend ISD),中文學校中文學校::福遍中文學校福遍中文學校
獎學金獎學金 $$7575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高中組高中組（（九年級至十二年級九年級至十二年級））::
第一名第一名:: 黃虹賀黃虹賀 Evangeline Huang,Evangeline Huang,

十年級十年級

就 讀就 讀: James Taylor High School: James Taylor High School
(Katy ISD),(Katy ISD), 中文學校中文學校::自學自學//媽媽教學媽媽教學

獎學金獎學金 $$3003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第二名第二名:: 潘鴻瑋潘鴻瑋 Sebastian Pan ,Sebastian Pan , 九年九年

級級

就 讀就 讀:DeBakey High School (Houston:DeBakey High School (Houston
ISD),ISD),中文學校中文學校::中華文化學院中華文化學院 (ICC)(ICC)

獎學金獎學金 $$2002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第三名第三名:: 張冠宇張冠宇 Willie Chang,Willie Chang, 十一十一
年級年級

就 讀就 讀:Clements High School (Fort:Clement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Bend ISD), 中 文 學 校中 文 學 校:: 中 華 文 化 學 院中 華 文 化 學 院
(ICC)(ICC)

獎學金獎學金 $$10010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佳作佳作:: 藍宇喬藍宇喬 Joy Lan,Joy Lan, 九年級九年級
就讀就讀: Dulles High School (Fort Bend: Dulle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ISD), 獎學金獎學金 $$505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佳作佳作:: 黃柔荷黃柔荷 Jasmine Huang,Jasmine Huang, 十二年十二年

級級
就讀就讀: Elkins High School (Fort Bend: Elkins High School (Fort Bend

ISD),ISD),獎學金獎學金 $$5050及獎狀一紙及獎狀一紙
每一位參賽者的作品都非常棒每一位參賽者的作品都非常棒,, 每每

一位都是優勝者一位都是優勝者!! 恭喜恭喜!!
各組前三名得獎影音視頻可在紅媒各組前三名得獎影音視頻可在紅媒

HomeMem.comHomeMem.com 網 頁 上 瀏 覽網 頁 上 瀏 覽 (( 鏈 接 如鏈 接 如
下下),), 也供將來也供將來[[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國慶影音多媒體競賽]]參參
賽者參考賽者參考。。

109109 年雙節日國慶籌備會專頁年雙節日國慶籌備會專頁::
https://www.homemem.com/Assohttps://www.homemem.com/Asso--

ciation/DoubleTen/ciation/DoubleTen/20202020DoubleTenCeleDoubleTenCele--
bration.htmlbration.html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專頁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專頁::
https://www.homemem.com/Assohttps://www.homemem.com/Asso--

ciation/FCTAGH/FCTAGH_Home.htmlciation/FCTAGH/FCTAGH_Home.html
影音多媒體競賽影音多媒體競賽]]頒獎典禮將於頒獎典禮將於 1111

月月 1111 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上午上午 1010::3030 繼國慶升繼國慶升
旗典禮後在僑教中心舉行旗典禮後在僑教中心舉行。。由駐休士頓由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 僑教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中心陳奕芳主任,, 以及休士頓華商經貿以及休士頓華商經貿
聯誼會會長暨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聯誼會會長暨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副總會長黃春蘭共同頒獎副總會長黃春蘭共同頒獎。。 同時同時,,頒獎頒獎
典 禮 將 現 場 直 播典 禮 將 現 場 直 播 ：： https://youtu.be/https://youtu.be/
88HeHe11ZVZV22pdpkpdpk

歡迎家人和朋友參加現場直播歡迎家人和朋友參加現場直播，，恭恭
喜他們八位優勝者喜他們八位優勝者!! 謝謝謝謝!!

特別感謝經文處羅復文處長以及僑特別感謝經文處羅復文處長以及僑
委會委會//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贊助此國慶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贊助此國慶
活動活動!!

黃春蘭黃春蘭 敬上敬上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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