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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在在 『『美國華人博美國華人博
物館寶藏上路物館寶藏上路』』 分享創辦報紙心路歷程分享創辦報紙心路歷程

美國華人博物館（MOCA）40週年之
際逢其檔案館遭受毀滅性大火以、及
COVID-19流行病的全球影響，85,000多
種文物的檔案幾乎消失了，正積極力拼
重建，該博物館始終致力於講述長達200
年的美籍華人歷史。

有鑑於此，美國華人博物館在全每
各地舉辦 『寶藏上路』 線上論壇，並邀
請躋身主流社會的華裔傑出人士，分享
他們的移民故事。此次來到休斯頓，美
南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受邀分享早年赴美
求學、創辦美南報業集團的移民故事。

從身懷500元的年輕小夥，到美南
報業鉅子之路

李蔚華表示，自己在美國求學畢業

後白手起家，因為懷有美國夢，在身上
只有500元之際毅然決定辦報，得到身分
留在美國。1979年在休士頓出版了第壹
份美南新聞週報，隨後也擴展到全美的
華盛頓新聞、芝加哥時報、達拉斯時報
等十壹份加盟報，篳路藍縷成為美國規
模數壹數二的亞裔媒體集團。

用五間房產的錢，買下印刷廠的決
心...

李蔚華回憶到，當年他曾經因為
1979年休士頓逐漸蓬勃發展，決定將每
周壹次的週報改成每周兩次，然而卻遭
到印刷廠拒絕，因此他萌生了購買自己
印刷廠的念頭，在當年，壹間將近20萬
美元的印刷廠，可以在休斯頓購置5間房
產，但他仍然毅然決然行動。如今他回
想起來，若當初沒有這個勇氣，可能就
不會有如今的美南報業，過去數十載印
刷廠印了越南報、韓文報等百份刊物，
讓亞裔族群有機會能夠在社會上發聲。

報紙、網絡、電視，未來還將踏足
老年公寓...

李蔚華指出，在媒體業被稱為夕陽
產業、發展艱困的這個年代，美南報業
之所以屹立不搖，都歸因於 「多角化」

的經營模式，除了傳統紙媒以外，還發
展了印刷、網絡、電視、廣播等多元媒
體類型，讓媒體版圖得以持續擴張。此
外他也分享，未來計畫踏足老年公寓產
業，有鑑於高齡化社會，希望能夠讓社
區中長者族群有個交流的園地。

非洲幾內亞名譽領事：從社區到國
際

如今，美南報業已經邁入超過40個
年頭，李蔚華指出對社區的耕耘讓他被
任命為休士頓國際區區長，甚至在2020
年，因為促進美非交流，受非洲幾內亞
總統任命為駐休士頓名譽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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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排隊投票需要等待多長時間 三個因素決定

(本報訊)截止到週四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數字為
234，167人, 3293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 838，809人，17201人。

人工智能可提前五年預測婦女患乳腺癌的風險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麻省理工學院和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近期創建了
一種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可提前五年預測婦女患乳腺癌風險。更
重要的是這一深度學習（DL）模型也能夠準確預測不同種族的
女性患乳腺癌的風險，這是以往預測工具無法做到的。如果該模
型順利通過驗證並廣泛投入使用，這將顯著改善當前的風險評估
策略。 ”

這一研究了收集來自40000名不同種族女性的88994張連續

乳腺X光片，並將它們分為三組：試驗組（71689張），
驗證組（8554張）和測試組（8751張）。並根據患者的
調查問捲和電子病歷，開發了三組人工智能模型：基於
傳統風險因子的邏輯回歸模型（RF-LR）；僅以乳腺X
光片為學習對象的深度學習模型（僅使用圖像進行深度
學習）；以及結合兩者的混合模型。

為了考量三組新建模型預測結果的準確性，研究人員將
目前被廣泛應用於乳腺癌風險評估的第八代Tyrer-Cuzick
模型作為對比項。

從研究結果來看，在混合模型歸納的高風險人群中，有
31%的人後來檢測出患有乳腺癌，而Tyrer-Cuzick模型預測成功
率僅有18%。此外，混合模型對各種族女性患乳腺癌風險的預測
結果同樣準確。

但研究人員表示，在混合模型投入應用之前仍需面對人工智
能模型常見的黑箱問題，還要經過多個機構和供應商的驗證。順
利通過驗證後，這些模型或許可以取代傳統的風險因子，判斷患

乳腺癌的風險，最終實現更個性化的乳腺癌護理方式。
“20世紀60年代以來，放射學家就注意到，在乳房X光片

上，女性的乳腺組織模式非常獨特、各不相同。 ”麻省總醫院
的Constance Lehman表示，“這些模式可能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
，比如遺傳、激素、妊娠、哺乳、飲食、減重和增重等。通過深
度學習模型，我們可以利用這些詳細信息，在個人層面上實現更
加精準的風險評估。 ”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的且規

模最大的教學醫院。麻省總醫院研究所是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
礎的研究機構，下設艾滋病毒/艾滋病、心血管研究、癌症、計
算及整合生物學、皮膚生物學、基因組醫學、醫學成像、神經退
行性疾病、再生醫學，生殖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光學醫學和移
植生物學等主要研究中心。

據2015年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發布的數據，麻省總醫
院是在頂尖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最多的醫療機構。

(本報訊)如果您是希望在選舉日之前或當天
親自投票的人，您關心的是，排隊需要等待多
長時間？以下的三個因素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
您投票所需的時間。

1.）您所在的投票區
如果您所在的投票地區有大量的投票站，

更多的機器和投票志願者，那麼您就不必花太
長時間。但是缺少這些條件的投票區可能會讓
您等待更長的時間。

據兩黨政策中心稱，在以白人為主的選區
進行投票的等待時間與以非白人為主的選區相
比，等待時間有所不同。該中心對3,119個選區

進行了調查，發現2018年非白人選民佔10％或
以下的選區的平均投票等待時間為5.1分鐘，中
位數為3.6分鐘。在非白人選民佔90％或以上的
地區，平均等待時間為 32.4 分鐘，中位數為
13.3 分鐘。您可以通過單擊或點擊此處閱讀有
關報告的更多信息。

2.）您是提前投票還是在選舉日投票
隨著COVID-19大流行，在全國范圍內持續成
為一個問題，預計會有更多人選擇提前投票。

但兩黨政策中心表示，在有些地區參加提
前進行投票可能會導致更長的等待時間。

在2018年，親自投票的人平均等待12.2分

鐘，而在選舉日投票的人平均等待7.8分鐘。
3.）投票日選擇什麼時間去投票
根據兩黨政策中心的說法，雖然許多人可

能由於工作或學校的時間表而沒有選擇的餘地
，但實際上在投票站開放的第一個小時內投票
並不代表可以節省時間。

它在2018年大選中進行的調查發現，當門
打開時，63％的區域排隊時間更長。

調查顯示，在第一個小時開始到第十個小
時開放的時候，投票站就會停滯，因為關閉時
間臨近。

作者: 李淑惠/萬德福保險負責人
這幾天接到好多電話，詢問關於

PPO可以減免$ 95元Part B月費之事，
我要鄭重聲明，這補助$95 元的計畫並
不是PPO，它是HMO的計畫，而且是
很貴的HMO計畫。

站在做生意的角度，
只要可以銷售即可；
站在一個幫助長者的
經紀人和財務管理者
的角度來看，客人不
一定省到錢。除非您
健康如牛，不看專科
，不照 MRI，不急診
，不住院，那就一定
可以省到錢。請長者
們好好和自己的身體
商量一下，再做決定
，別撿了芝麻卻丟了
西瓜籽。
李淑惠一共代理九家
保險，您要的都在我

這 裡 ， 想 省 $1140， 想 要 PPO， 不 要
HMO，想要$3400 元，不要$6700 元，
自己支付的共同保費等等，我這兒都有
。只要打 281-758-9125 電話預約，不
需見面，可以在電話上替您講解保險。
我也代理 Medigap，俗稱 Supplement+

處方的方案，不管您如何選擇，李淑惠
都尊重您的選擇，從旁幫忙講解。

老人保險的註冊開放期是 10 月 15
日到12月7日，長者們快採取行動!

為什麼有了 Medicare 健保後，還
要再參加一個 Medicare Advantage 計
劃呢?

答：Medicare的保險分Part A(住院)

、Part B(看醫生用)，它不包括藥處方。
原始的 Medicare 保險，只保 80% 。Part
A和B都有自付額，也沒有設 「封頂」
來保護財物損失。

參加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的好
處，是可以把Part A和B的自付款(大約
$2000元)分攤掉，也可依據自己的財務
能力，選擇一年裡最多自己可以付出的
醫療費用，從$3000 元到$10000 元左右
。視各家保險計劃訂封頂，來保護個人
財產，不會因為醫療費用而拖垮了。

加入 Advantage 計畫，還有不少的
優點，舉例來說，可以把藥處方免費加
入，而且還可能給您帶來世界旅遊時的
急診、健身房會員卡、牙保、眼鏡、補
助耳機、提供交通車(醫療用)、針灸、
出院後的營養餐、和贈送非處方藥的零
用錢等等，這些都是各家保險公司可能
提供的額外福利。

擔心疫情，不用面對面也可以參加
一個計劃?
答：可以的。現在政府讓保險公司靈活
的使用各種平台，來讓客戶保持距離的
選擇加入計畫。我過去以 iPad 的 Face-
Time 、LINE、微信、電話等都可以跟
長者解釋保險，幫您找到適合自己的計
劃。

要強調一下，因為這種靈活使用，
可能會有一些不合規則的經紀人，拿到
您資料就說得到您同意，而把您加入不
是您要的保險。請記得，一定不要隨便
把紅藍卡、或者個人資料給不認識的經
紀人，一個合乎規則的經紀人若沒得到

您同意，連電話都不能打。為了自己的
安全和利益，不要開門給不認識的人，
不接電話銷售疲勞轟炸。

長輩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保險，了
解清楚再決定。請掛電給全職服務、代
理多家保險公司、誠信可靠的李淑惠。

李 淑 惠 的 連 絡 電 話 是
281-758-9152， 或 Shlee1980us@out-
look.com。 微 信 和 LINE 的 ID 是
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Line，請直接
打電話)。
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關於老人保險關於老人保險，，PPOPPO 與與HMOHMO孰優孰優??
真正的省錢之道真正的省錢之道?? 足夠的保障更重要足夠的保障更重要



B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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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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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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在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確認問題
上，盡管遭到民主黨參議員的強烈抵制，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決定
于10月26日投票，將總統提名的艾米·康尼·巴雷特法官移交至
最高法院任大法官。共和黨人確信他們可以推動提名人，在下周
一確認巴雷特的身份。

當被問及民主抵制時，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和司法委員會主
席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對記者說：“我們將投票將
被提名的候選人移交出去。”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周二表示，預計參議院將
在下周一對巴雷特的確認書進行全面投票。

據《紐約時報》報道，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人于22日周四
正在“強烈考慮”不參加投票，以抗議共和黨人在11月3日大選

前確認巴雷特的身份。
現在看來，該抵制將主要是象征性的，旨在使選民明白共和

黨人正在通過在選舉前不到兩周的時間內，努力在最高法院上鞏
固6:3的保守派多數（共和黨6:民主黨3）而打破先例。

參議院民主黨人在一份聲明中寫道：“從一開始，這就是一
個虛假的過程。” “在全球大流行和持續進行的選舉中，共和
黨人急于確認最高法院大法官，想從數百萬人手中奪走醫療保健
（奧巴馬醫保），並執行他們無法通過國會的極端而不受歡迎的
議程。”

參議院民主黨人整周聽證會都在努力，以使巴雷特在政治上
盡可能地痛苦，但巴雷特展現了在最高法院任職所必需的智慧、
才華、法律專業知識和開明的司法氣質，完全能勝任這一角色。

星期叁，舒默提出了大法官的確認的程序問題，或者抱怨共
和黨人打破了先例，並指出在選舉年的七月以後，最高法院的提
名人不能得到確認。盡管該程序遭到民主黨人的扺抗，但也迫使
共和黨人以創紀錄地進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確認。

舒默在投票前在推特上寫道：“我正在強制阻止投票，要求
參議院從未在總統選舉日之前確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
“在共和黨試圖使用一個不正當的程序來阻止被提名人從數百萬
人手中奪走醫療保健的時候，我們將不會照常開展工作。”

目前聯邦參議院中，共和黨占53席位，民主黨擁有47席位
，由于共和黨占多數，盡管有個別共和黨人反對，但仍能拿到超
過半數51的席位，因此，這項人事案應該能順利通過。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將在10月26日投票移交巴雷特至最高法院任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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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0年10月22日（星期四）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何佩珊

受疫情拖累經濟等因素衝擊

■杭州亞運核心圖形與色彩系統於21日發
布。 杭州亞運官網圖片

作為亞運視覺形象體系的基礎
性、輔助性元素，2022年杭州亞運
會核心圖形“潤澤”與色彩系統
“淡妝濃抹”於21日發布。

杭州亞運會核心圖形主題為
“潤澤”，靈感源於杭州極具代表
性的本土文化元素——絲綢，展現
了絲綢飄逸舒展、溫潤細膩、揮灑
靈動的特性，體現了“溫潤萬方、
澤被天下”的氣韻與胸襟，寓意亞
奧理事會大家庭在杭州歡聚，亞洲
多彩體育文化通過杭州亞運會的舞
台交流互鑒。

杭州亞運會色彩系統主題為
“淡妝濃抹”，靈感出自宋代詩人
蘇軾的詩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
妝濃抹總相宜”，通過對中國色彩
文化和杭州城市特質的提煉與濃
縮，設計出以“虹韻紫”為主，以
“映日紅、水墨白、月桂黃、水光
藍、湖山綠”為輔的色彩系統，揮
灑出既有葱鬱湖山自然生態，又富
創新活力、運動激情的新時代杭城
華彩畫卷。

未來，核心圖形和色彩系統將
廣泛應用和呈現於場館布置、電視
轉播、慶典儀式、文化活動、城市
景觀、交通工具、制服、門票、特
許商品等領域，旨在提升亞運城市
氛圍，傳播亞運美學文化。

此外，杭州亞運會海外融媒體
運維中心也在當天成立，官方會
刊、雜誌《杭州亞運》同時創刊首
發。 ■新華社

杭
州
亞
運
核
心
圖
形
與
色
彩
系
統
發
布

▶▶中村祐人等球員早前中村祐人等球員早前
加盟理文加盟理文，，令球會實力令球會實力
更進一步更進一步。。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小將陳晉一小將陳晉一（（右右））今季於傑志會今季於傑志會
有更多上陣機會有更多上陣機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增至9名星級學長
第二屆“星星伴轉型”計劃啟動

10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唯一的專業體
育單位，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軍事體育訓練中心
調整改革動員部署大會在北京舉行。會上宣讀的
改革工作方案提出，軍隊不再參加全國綜合性體
育運動會和單項賽事。

據《解放軍報》消息，會議宣讀了中央軍
委《關於全軍專業體育力量調整改革的通知》
以及《軍委訓練管理部軍事體育訓練中心調整
改革工作方案》，軍委訓練管理部領導就調整
改革作出具體部署。

據了解，這次調整改革的總體設計和目標

要求，可從五個方面理解和認識：一是明確根
本指向。加快推進新時代軍隊體育建設轉型，
強化服務部隊、支撐戰鬥力建設。二是調整建
設定位。進一步突出軍事屬性、轉變發展方
向，強化對部隊軍事體育訓練服務指導功能。
三是優化力量結構。保留部分軍事特色鮮明的專
業項目隊，不再保留群眾性強、社會資源豐富的
競技體育項目隊。四是規範參賽要求。軍隊不再
參加全國綜合性體育運動會和單項賽事；參加世
界軍人運動會和國際軍事體育理事會單項賽事。
五是細化職能任務。主要負責全軍軍事體育訓練
基礎研究、擬制標準規範、開展技術服務、選拔
培養骨幹，參加國際軍體賽事和軍事體育對外交
流活動。

10月20日，中國籃球協會官網發布重磅消
息，八一男籃和八一女籃將不再參加CBA和
WCBA聯賽。這意味着，成立於1955年，有着
65年光榮歷史，培養了大批優秀球員的八一籃
球隊，正式告別中國籃壇。隨着這次八一男、
女籃正式退出，八一隊已經全面退出了中國的
職業聯賽。 ■香港中通社

在捷克時間20日，WTA俄斯特拉發公開賽結束首輪爭
奪，中國金花張帥以盤數0：2不敵穆霍娃被擯出局。由於這
是今年新增加的最後一站賽事，因此張帥也就此結束了自己
的2020賽季。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今年很不容易，期待疫
情有所好轉，希望明年能參加更多的比賽。
在此前的法網結束後，張帥就留在了法國，為這站新

增賽事俄斯特拉發公開賽做準備。不過賽事剛開始，她就
以兩個1：6不敵對手，遭遇一輪遊。
對於此次俄斯特拉發之行，張帥坦言留有遺憾，希望

未來還有機會來到這裏。而在結束了本站比賽以後，張帥
也完成了他在2020賽季所有的比賽計劃。本季，張帥在法
網的單、雙打皆進入16強，其中單打創造了個人法網最佳

戰績。
談及這個特殊的賽季，

張帥在採訪中說：“網球賽
事能重新開始，我非常開心
可以參與其中，希望明年可
以參加更多的比賽。期待疫
情有所好轉，希望全世界的
人都可以保持健康，大家都
能開心快樂。” ■中新網

張帥遺憾結束2020賽季中國軍隊不再參加全國綜合性運動會

■■八一男女籃日前一同退出八一男女籃日前一同退出CBACBA和和WCBAWCBA聯聯
賽賽。。 中新社中新社

■張帥於本季最後一場比
賽首圈出局。 美聯社

■■費蘭度因費蘭度因
傷缺陣對東傷缺陣對東
方將構成影方將構成影
響響。。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香港運動
員就業及教育計劃（HKACEP）今年推出第
二屆“星星伴轉型”學長計劃，規劃更增至9
名星級學長及23名學員，當中包括前香港飛
魚方力申及滑浪風帆名宿黃德森。而作為啟
動禮的2020年度“超越理想成就非凡”嘉許
典禮則於21日舉行。

首屆“星星伴轉型”計劃由8名來自不
同行業的體育名宿前輩擔任學長，向16名退
役運動員分享轉型經驗，展開全新的“第二
人生”，來到第二屆計劃規模更進一步擴
大，一共有9名學長負責指導23名學員，其
中包括新加入的方力申及黃德森擔任學長。

曾是香港男“飛魚”的方力申現已轉型
為集歌手、演員及主持於一身的多棲藝人，
他坦承運動員轉型會面對不少困難：“剛退
役進入演藝圈時所有事都由零開始，缺乏經
驗亦令自己欠缺自信，想透過自己分享的經
歷幫助學員去重新出發，尤其是一些失敗的
經驗，希望他們不會重蹈覆轍，對我而言亦
是一次互相學習的機會。”

過去曾得到教育支援的滑浪風帆運動員
陳敬然在分享感受時則表示：“運動員轉型
是很大的挑戰，當時我選擇返回大學讀書，
曾有過很多的擔心和憂慮，幸而計劃讓自己
更有信心去踏出社會和面對挑戰。” ■一眾學長和主禮嘉賓大合照。

新球季港超聯形勢嚴峻新球季港超聯形勢嚴峻
2019/20香港本地球季

結束不夠兩周，新一季菁

英盃已定於本周六（24

日）展開。下月開鑼的港

超於2014年成立以來首次

只剩下8隊角逐，加上疫情

反覆以致開放球迷入場無

期，雖然今季增添了“超

級外援”等新元素，不過

港超仍難免面對

近年最嚴峻的一

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正謙

受到疫情影響，香港本地足球經歷了充
滿困難及爭議的一個球季，而新一季

即將在本周六展開，率先上演菁英盃賽事，
面對各種不明朗因素，加上每季均大肆增兵
的富力R&F退賽，今季各支港超球隊在投入
上相對審慎，尤其是在組軍上更為小心。

上季後來居上成為港超冠軍，傑志新一
季暫時在轉會市場上仍未有大動作，而預計
班費亦只為2,000萬（港元，下同）比去季
少，其中洛迪古斯及高美斯兩名外援相繼離
隊，但傑志暫時未有計劃簽入新兵，希望未
來以青訓為主，協助香港球壇提拔更多新
血。陳晉一及鄭展龍等年輕球員上季獲得不

少上陣機會，主帥朱志光希望新一季他們可
以承擔更多責任，打造一支以24歲以下球員
為主力的球隊。

而上季成為盃賽雙料冠軍的東方龍獅相
信是傑志衛冕的最大對手，論人腳東方絕不
比傑志遜色，不過被寄予厚望的前香港足球
先生費蘭度要到12月才能復出，對球隊攻力
有一定影響。

東方仍會沿用上季大部分班底，為在亞
洲賽取得好成績，相信未來會繼續增兵，受
富力R&F散班所影響的球員將成東方的新目
標，包括徐宏傑及曾跟隨東方主帥李志堅的
方柏倫等球員均可以加強球隊的本地班底，

挑戰“三冠王”的榮譽。
傑志及東方勢成新一季的“雙頭馬

車”，而理文則有望成為最強黑馬，理文新
一季加入中村祐人及曾錦濤等新兵，兵源調
動可望更加靈活。球會近兩年班費不菲接近
2,000萬，主帥陳曉明坦承是時候在成績上
有所交代：“上季我們在建立球隊戰術體系
上下了很多功夫，今季陣容變化不大已經完
成磨合，傑志及東方固然是很強的對手，但
我們需要在心態上更為自信，無論面對任何
對手也要決心爭勝。”此外他亦表示球隊已
簽入一名西班牙新援，可望成為球隊中後場
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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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若非碰上千年一遇的新冠病毒，
今年的十月一日，真是罕見難逢。休
市華人，可以跟舉世華人一起，白天
迎国庆，晚上過中秋，中秋、国庆，
是同在一天，合起來就是：家与国，
喜相逢，撞个滿怀， 大家滿心歡喜
，期盼花好月圓！国泰平安！

是以本人 「為食書生」，特於八
月十三迎月之夜，趁自己詩興大發，
罕作填詞，寫下 「西江月‧庚子雙
慶 」，以供休市華民同樂：

「十月時臨慶國，經年又復團秋
。喜逢雙節共娛優，樂得良辰美酒。

有志不忘國恨，無能枉記家仇。
今朝崛起傲環球，七十一年成就。」

雖說今年大家命遇惡疾，尤幸華
人大多堅守衛生原則，多在家中活動
，罕作集眾聚群。偶然外去，也是一
步一提醒，絕不倉卒而去。踏入九月
下旬，德州休市疫情，己有很大改善
，德州州長艾伯特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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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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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在美國東北部紐約地區的我友
好光達兄，一向從事飲食行業，得悉
我市的好消息後，即時向我作電談相
賀，說我休市各大食肆，應可翻身。
我笑言： 「兄台言之尚早，但華客仍
然是小心慎行，有人仍然擔心進食在
室內，」聽到這裡，他立刻向我介紹
一間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上西區餐酒
館Cafe Du Soleil，它有妙法營運，自
推出後，甚受紐約市民歡迎。原來在
其餐廳之外，設上一段食餐區，區內
每張桌子，搭建起 「巨型氣泡」來隔
開每組客人，這不僅降低疫情傳染風
險，還能為在戶外用餐的客人增加氣
氛。

這些透明塑膠帳篷只需要一分鐘

搭建或拆卸，在天氣變冷和潮濕的秋
季，特別合用。氣泡內十分整潔、安
全，且都有遵守 1.8 公尺社交距離。
而每頂帳篷能容納6人。因此顧客獲
悉，紛紛打電話來預訂。

我聽了他的介紹，確得這個構想
，不可能在休市實施，因為休市的秋
天，仍然是炎熱潮濕，食客又怎會躲
入氣泡中食餐呢？還是穩紥穩打，搞
好飧堂衞生，將入座客人分批分區分
流而坐，更重要的是食品精良，招呼
週到，這才是致勝之道。

回頭再看十月雙喜之日，在這之
前，我夫妻二人早已到達拉斯，跟兒
媳孫女一起共慶中秋佳節。小住3 天
後，才返回休市上班。才上班3 天，
又是 10 月第二個禮拜，之後的週一
，乃哥倫布假日，（Columbus Day).,
美國教區又放假一天。在美國找上校
區工作，收入雖然欠優厚，但勝在假
期多，休息時間充裕，所以當天上午
在家，有充分時間來完成港澳報刊文

章後，想到假日不應難為太太煮飯，
一於外出搞掂， 「晚飯何處覓？一於
上金冠！」

經過 50 分鐘駕駛，從城外來到
金冠酒家，見到餐樓上的侍應小姐及
經理 William ，才剛剛拿起碗碟，準
備食餐。不問而知，當然不是食晚飯
，而午飯遲至3 點才有空坐下開餐，
當天午市生意應是不錯。我這個 「諸
事喱」向相熟的侍應小姐打聽一下，
真是如我所料。我本想先誏金冠內外
員工先食頓飯後才點菜，哪知他們誏
我 「賓至如歸」，馬上取走我的菜單
，而不消多久，我們至愛的 「菜膽上
湯雞」、 「牛仔骨煲」、 「百花蒸釀
豆腐」三大名菜，送至眼前。我倆也
不用客氣，一於 「羅通掃北」。諸君
看到這裡，也許會看我如何下筆寫些
「飯後感」。今次不用寫了，我們連

三味菜的菜汁也食光，你說好味不好
味呢？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疫情緩和疫情緩和 食在金冠食在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為何還無法在網上查閱選票交件的狀況為何還無法在網上查閱選票交件的狀況
有許多選民電話詢問為何還無法在

網上查閱郵遞選票交件的狀況。直至10
月20日為止 ，本辦公室已寄出245,096
張選票至申請郵遞投票的選民，並且已
收到104,826張郵遞選票 (%43郵遞選票
已寄回)。由於通過郵寄投票的申請數量
增加，如郵遞投票狀態追踪系統，尚未
有更新記錄，請大家耐心等待。希望下
面的解釋可以讓大家放心以及耐心等待
。

在 Harris 縣，通過郵遞寄方式進行
投票的選民，將首次能夠追踪其郵遞選
票。從申請到郵寄出選票，並確認是否
收到選票。郵遞投票追踪系統將為選民
提供有關其按郵遞選票申請程序和郵遞
投票狀態的更多信息，並使他們瞭解何
時可以期望收到與選舉有關的郵件。

然而，所有郵遞選票必須先由Har-
ris縣提前選務委員會，以驗證選票信封
上的簽名與選民的簽名是否一致。該委
員會將於 2020 年 10 月 14 日 – 2020 年
11月 11日(海外郵遞選票截止日)，上午

9:00 – 下午 5:00 ，在 NRG Arena, Hall
D，以決定接受或拒絕於2020年11月3
日普選與特別選舉中所投下的郵遞選票
與臨時選票。如果因為某種原因被拒絕
、我們會馬上以電話或信件通知並且提
供被拒絕的原由。以下為常見被拒絕的
情況。

· 已在此選舉中投票
· 申請選舉期間不在縣內，但

寄達地址並不在縣外
· 選票上沒有簽名
· 選票簽名與申請表上的簽名

不一致

關於目前在 NRG 體育場簽名驗證
委員會的職責。

•簽名驗證委員會驗證選票信封上
的簽名與選民的簽名是否一致。

o 首先將其與提交的申請表上的
簽名進行核對

o 如果有問題或無法與選民登記
申請簽名進行核對，他們最多可以追溯

到該選民6年內的簽名文件
•由於通過郵寄投票的申請數量增

加，本縣將簽名驗證委員會增加到大約
100名成員。該委員會由50名民主黨人
和50名共和黨人組成，他們將共同努力
確保選民的簽字得到正確驗證。

o 由上屆州長選舉中獲勝的政黨
來領導該委員會，因此，此次由民主黨
選出了簽名驗證委員會的負責人。

•如有任何疑問，他們將積極嘗試
與選民聯繫，以弄清事實並確保所有選
票被計算。

o 儘管本州已不再要求這樣做，
但Harris縣將繼續通知可能對其郵寄選
票有問題的任何選民，並為他們提供糾
正該選票的機會。

•理事會目前正在召集會議，以確
保有足夠的時間審查簽名並處理郵遞選
票，以確保在選舉日將其計算在內。

您可以訪問 https://harrisvotes.com/
Tracking?lang=zh-CHT使用郵遞投票狀
態追踪系統。選民只需輸入他們的姓名

，出生日和社會安全號的最後四位數字
或 Texas 州身份證號。如您在選民登記
時未填寫駕照或社會福利安全卡號碼，
那麼此追蹤系統將無法查明您的郵遞選
票狀態。但您可至致電本辦公室，以提
供姓名或住址要求查詢您的郵遞選票是

否 有 被 接 受 。 也 可 直 接 與 我 連 絡
JoAnne Ray 芮久玟713-274-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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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萬通金控雲開市敲鐘儀式國泰萬通金控雲開市敲鐘儀式
慶祝在那斯達克上市慶祝在那斯達克上市3030週年週年

【2020年 10月 21日洛杉
磯訊】國泰銀行之控股公司國
泰萬通金控（那斯達克代碼：
CATY），今日慶祝在那斯達克
上市30週年。國泰萬通金控
董事會及管理層遠程出席了在
紐約那斯達克市場舉辦的雲開
市敲鐘儀式。

國泰萬通金控執行主席鄭
家發表示： 「一路走來，股東
、客戶和員工的支持，讓我們
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功。非常感
謝這些年來他們的信任。」

國泰萬通金控及國泰銀行
總裁兼首席執行長劉昌明說道
： 「我們致力提供優質的客戶

體驗，為他們製定合適的金融
服務；這些都為我們持續且穩
定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多
年來的實力和穩健，為我們贏
得了投資者及客戶的信任，並
在社區中起到重要作用。」

國泰萬通金控於 1990 年
上市，當時資產為6.6億美元
，在加州設有7家分行，並在
香港和台北設有代表處。如今
，資產已增長至190億美元，
在九個州設有61家分行，在香
港設有1家分行，並在北京、
上海和台北設有代表處。

國泰萬通金控是第一家由

美籍華人創立並在那斯達克上
市的銀行控股公司。2000年
，國泰被納入那斯達克100指
數的一員；2005年，成為首
家由美籍華人創立並入選標準
普爾 MidCap 400 指數的公司
。國泰萬通金控還連續五年榮
登福布斯美國銀行百強榜前二
十位。

請 點 擊 https://youtu.be/
pdfpjz-d9Og 觀看國泰萬通金
控在那斯達克市場舉辦的雲開
市敲鐘儀式視頻。

關於國泰萬通金控公司
國泰萬通金控公司是加州

特許銀行國泰銀行的控股公司

，其網站是 www.cathaygen-
eralbancorp.com。 成 立 於
1962年的國泰銀行提供廣泛的
金融服務。目前，國泰銀行在
加州設有38家分行，在紐約
州設有10家分行，在華盛頓州
設有4家分行，在伊利諾州設
有3家分行，在德州設有2家
分行，在麻州設有1家分行，
在內華達州設有1家分行，在
新澤西州設有1家分行，在香
港設有1家分行，並在北京、
上海和台北設有代表處，國泰
銀行網站是www.cathaybank.
com。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推動了
一個新的選票追踪系統，供選民檢查其郵遞
選票和投票的狀態。在Harris縣，通過郵遞
寄方式進行投票的選民，將首次能夠追踪
Harris處理其郵遞選票之過程。從申請到郵
寄出選票，並確認是否收到選票。郵遞投票
追踪系統將為選民提供有關其按郵遞選票申
請程序和郵遞投票狀態的更多信息，並使他
們瞭解何時可以期望收到與選舉有關的郵件
。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說：

“我們正在為11月選舉以通過郵遞方式投票
的選民，創紀錄的數目而做準備。” “為選
民提供更多信息-使他們能夠追踪其申請狀
態，何時將選票郵寄給他們以及何時本辦公
室收到您的選票-”使選民對郵遞投票過程
感到安心。我鼓勵Harris縣申請郵遞投票的
選民來通過我們的網站追踪他們的選票。”

您 可 以 訪 問 https://harrisvotes.com/
Tracking?lang=zh-CHT使用郵遞投票狀態追
踪器。選民只需輸入他們的姓名，出生日和
社會安全號的最後四位數字或Texas州身份

證號。迄今為止，本辦公室已寄出244,359
張選票至申請郵遞投票的選民。

如您在選民登記時未填寫駕照或社會福
利安全卡號碼，那麼此追蹤系統將無法查明
您的郵遞選票狀態。但您可至致電本辦公室
，以提供姓名或住址要求查詢您的郵遞選票
是否有被接受。也可直接與我連絡 JoAnne
Ray 713-274-4325。

請至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並
在 Twitter，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 關 注
@HarrisVotes。

哈裡斯縣書記克裡斯哈裡斯縣書記克裡斯··霍林斯宣佈霍林斯宣佈。。BB區選舉區選舉1212月月
決選決選 日日 決選將於決選將於20202020年年1212月月1212日舉行日舉行。。

(休斯頓,德克薩斯州)• 今天,哈裡斯縣書
記克裡斯·霍林斯宣佈,休斯頓市議會B區的決
選將在2020年12月12日星期六的12月決選的
一部分進行投票。德克薩斯州第一 上訴法院
維持了 下級法院對休斯頓市議會B區決選的
裁決,允許選舉新的議員向前推進。

"B區居民將等待一個在投票箱中聽到他

們的聲音的機會超過一年。今年12月,他們終
於能夠選擇他們的代表在市議會," 哈裡斯縣書
記克裡斯霍林斯說。"很遺憾,花了很長時間才
確定B區的未來,但我很高興此事將很快被解
決。B區的選民將在今年12月做出重要決定。

塔莎·傑克遜和辛西婭·貝利,2019年11月
選舉的兩大投票獲得者,將投票。即使選民沒

有在 2019 年 11 月的選舉中投票,他們也可以
參加這一競選。

有關詳細資訊,請造訪使用者HarrisVotes.
com,@HarrisVotes Twitter、F

HarrisHarris縣行政書記官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推動了一個新的推動了一個新的
選票追踪系統選票追踪系統，，供選民檢查其郵遞選票和投票的供選民檢查其郵遞選票和投票的

狀態狀態((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1023FRI_B1_Print.pdf (p.1)
	1023FRI_B2_Print.pdf (p.2)
	1023FRI_B3_Print.pdf (p.3)
	1023FRI_B4_Print.pdf (p.4)
	1023FRI_B5_Print.pdf (p.5)
	1023FRI_B6_Print.pdf (p.6)
	1023FRI_B7_Print .pdf (p.7)
	1023FRI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