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
星期五

2020年11月20日

Friday, November 20, 2020

B1

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20年11月20日

Friday, November 20, 2020

B2

美南國際電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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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美南時事通
美南時事通》
》
政治人物帶頭造謠 微信社團假消息紛飛
如何掌握最正確的疫情消息？
如何掌握最正確的疫情消息
？

（本報記者黃梅子）目前，2020 美國總統選舉雖然還沒有把
所有的選票計算完，雖然多家美國主流媒體宣布拜登當選，但是
現任總統川普壹直聲稱選舉結果還沒出來，並且在多州提出重新

計票的訴訟。目前時局比較動蕩，新冠第二輪秋冬疫
情已經卷土重來，甚至比第壹波春季疫情更為嚴重。
美南國際電視 15.3《美南時事通》節目主持人肖永群
日前邀請休斯頓健康整合專家施慧倫博士來
談怎樣預防感染，並杜絕信息病毒的傳播。
美國人民崇尚自由，像川普總統本人根本
不拿病毒當回事，他感染病毒期間甚至都很
少戴口罩，曾經在白宮的新聞通氣會上開過
喝消毒水來殺死病毒的玩笑，這就使得很多
美國人不拿新冠疫情當回事，也不願意戴口
罩，這樣壹來疫情就更難控制了。為什麽亞
洲國家控制病毒比較好呢？為什麽華裔群體
整體感染率很低呢？施慧倫博士就病毒的機
理以及如何預防，以及怎麽杜絕信息病毒，
杜絕假消息，接受了記者肖永群半個小時的

網站 scdaily.com，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
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采訪。
如果您能想觀看《美南時事通》，請關註美南國際
電視 15.3 頻道，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

出了車禍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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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醫生免費幫妳治，
，獨家牽引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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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壹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壹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妳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
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妳免
費治療！不用妳自己掏壹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
買單！不管是妳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次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
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壹定療效，但都
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壹直從事體力勞
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
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
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
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
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

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
扶，並且壹側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
診所做牽引治療，第壹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
壹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路了
，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壹個人。再治療壹個
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
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

5 年、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
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壹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
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
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
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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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蔬果攝入有助於降低憩室病風險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隨著人們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我國憩室病的發病
率也逐年提升。憩室病是指胃腸道出現向外的單個或多個囊狀突
起，可導致腹痛、腹瀉、出血和發燒等症狀。該疾病多見於老年
人和便秘人群，發病率隨著年齡增長而升高。目前, 憩室的形成
的原因尚不明確，但是研究人員普遍認為飲食中纖維含量較低是
誘因之一。
近日，由美國麻省總醫院胃腸病學專家 Hamed Khalili 博士等

學者領導的一項研究發現，增加蔬菜和水果攝入量有助
於降低憩室病風險。該研究報告已刊登於《生物醫學中
心胃腸病學》(BMC Gastroenterology) 雜誌。
研究人員分析了曾於美國麻省總醫院胃腸疾病和內窺鏡
註冊處（GIDER）就診的 549 名患者接受結腸鏡檢篩查之
前的飲食信息，其中有 245 名患者確診憩室病。在分析過
程中，研究人員還考慮了參與者的飲食方式、年齡、性
別、身體質量指數(BMI)、吸煙史、鍛煉情況、用藥情況
和排便頻率。
結果顯示，與每週食用少於五份蔬菜(約 400 克)的參與
者相比，每週食用五至七份蔬菜的參與者患憩室病的風險降低了
16％，每天食用超過一份蔬菜的參與者的患病風險降低了 38％；
與每週食用少於五份水果(約 400 克)的參與者相比，每週食用五
至七份水果的參與者患憩室病的風險降低了 19％，每天食用超過
一份水果的參與者的患病風險降低了 40％。與此同時，研究人員
尚未發現常見憩室病與紅肉或加工肉製品攝入之間的關聯性。
隨著老年人口比例持續增長，憩室病患病率也會隨之升高，

給衛生保健和疾病治療帶來巨大壓力。因此，為預防憩室病，專
家建議平時應增加蔬菜與水果攝入並保持規律鍛煉。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 1811 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建立且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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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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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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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尖端療法治療複雜且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是全美排名第一
的研究型醫院，也是美國唯一一家所有 16 項專科全部上榜《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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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截止今天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最新的統計數字為 265,
231 人, 3654 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 1,049,483 人，19883 人死亡.

德州一名醫生涉1600萬騙保案 被指控入獄
(本報訊)美國聯邦官員周三稱，德克薩斯州的一名醫生因涉
及 1600 萬美元的醫療保險 Medicare 欺詐計劃被判處五年徒刑。
PLLC HMS 健康與健康中心的業主是一名醫學博士，現年 57 歲
的漢密爾頓（Yolanda Hamilton)被德克薩斯州南部地區的美國地
方法院法官判刑，漢密爾頓被裁定支付 950 萬美元的賠償。
根據指控，漢密爾頓（Hamilton）在 2019 年 10 月犯有一項

共謀醫療保健欺詐罪，另外一項共謀誘騙和獲得醫療保健回扣的
罪名,以及兩項與醫療保健事項有關的虛假陳述。
指控中包括，從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漢密爾頓與其他
人密謀通過簽署虛假和欺詐性的家庭醫療保健文件來欺詐醫療保
險，該文件曾用於向醫療保健項目提出欺詐性索賠要求。
漢密爾頓和其同謀通過作假，讓不需要家庭醫療保健項目的

人士獲得該服務，並付錢給這些人士。證據還顯示，漢密爾頓要
求家庭醫療保健機構支付非法回扣，漢密爾頓將其偽裝成“共付
款項”，以換取漢密爾頓對患者進行家庭保健服務的認證。
聯邦當局表示，該計劃導致數百萬次虛假和欺詐性索取醫療
保險費用，漢密爾頓獲得超過 30 萬美元的回扣。

廣告
星期五

2020年11月20日

美南新聞網站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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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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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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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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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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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爱情，也怕一个人扛，走不远的

感情里，你是更加倾向于一个人扛下所有
困难，只带给对方积极的一面，还是两个人一
同携手，患难与共呢？
可能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同，有人更加
倾向于一个人扛下，有人则愿意两个人一同面
对。
其实，一同面对的感情，往往比一个人扛
下的感情要好走的多。
爱情本就是相互付出，相互扶持。哪怕再
爱，付出的时间久了也会感到累，更何况，对
方愿意和你一起去面对苦难。
对自己的爱情和自己的爱人多点信心，不
仅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爱人就是你坚强的后
盾。
你要明白，再好的爱情，也怕一个人“扛
”，走不远的。
拉不下面子
曾经看到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再好的爱情，也怕一个人“扛”，走不远
的
两个人刚刚结婚不久，女孩就发现自己怀
孕了。她从医院里回来之后，好不容易盼到了
晚上老公回家。
她冲上前去，兴高采烈地说：“亲爱的，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她老公十分疲惫，却仍然笑着问她：“什
么好消息？”

可当她说完自己怀孕的这件事情之后，对
方却沉默了。他的这一沉默，女孩觉得很害怕
。果不其然，他要求女孩把孩子去打掉。
两个人为此大吵了一架，对方的理由就是
，两个人现在刚刚结婚，还没有能力去抚养孩
子长大。
女孩特别疑惑，男友的工资不算低，就算
不能让一家三口过上富裕的生活，养活一个孩
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两个人就这样争吵着，后来老公被她逼急
了，说：“我其实早就被公司开除了，现在连
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每天四处奔波，我拿
什么去给你和孩子一个未来？”
女孩哭着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两
个人可以一起想办法，一起去面对的。
对方也哭了，一个大男人哭的像个孩子一
样。他说，他觉得自己没用，连这么点小事都
做不好，没有脸告诉她。
感情里，有很多事情的隐瞒和这个小故事
一样。因为自尊心，因为不想在对方面前展现
出自己的脆弱，便只能拼命地伪装。
这其实毫无必要，不要忘了，爱情是彼此
之间的避风港，当彼此成为软弱展现的镜子之
时，才有利于感情的稳定。
害怕会失去
当问题来临时，一方想的往往不是先和对
方坦白，而是害怕，害怕这件事情的发生，会

对两人的感情带来不好
的影响。
在问题没有来临之前
，两个人十分恩爱。如
果因为一件事情，造成
了两人的分手，也不要
感到惋惜，真正对的那
个人，肯定是能经得起
大风大浪的考验。
当你的第一反应是害
怕失去，而不是相信对
方时，说明你已经开始
动摇了。
就比如，对方明明不
爱你，但你却费尽心思
的寻找他爱你的证据。
这时候，不是会不会失
去的问题了，而是两人
的感情基础的不牢固。
给自己一些信心，也
给对方一些信心。就算
你需要一个人冷静一下
，冷静过后，也应该向
对方如实坦白。
隐瞒，最容易导致感
情出现裂缝。在这种情况之下，猜疑，顾虑，
各种问题都会被引发出来。不仅不利于解决当
下的问题，更不利于两个人的感情发展。
磨难是一次让我们看清人心的好机会，在
磨难中失去的人也不必惋惜。相处不易，信任
是前提，携手同行，才能使感情向好发展。
一起面对，爱情才更加有意义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不是朋友多了路才
好走，而是路好走了朋友才多。
深以
为然。对
于感情来
说，也是
同样的道
理。
真正
的爱情，
不是一个
人扛下了
所有，对
方便会不
离不弃，
而是两个
人一同经
历了大风
大浪，更
加了解彼

此之后，仍会不离不弃。
人常言，患难见真情。两个人的感情是否
是真实的，是否是坚不可摧的，只能通过一起
经历磨难之后，才看得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对方的态度、行为，都是
检验的标准。
还有一些人，经常怀疑对方什么都不付出
，是不是不爱自己，或者两个人不合适。只是
，你把所有的苦难都大包大揽，对方就没有了
表现机会。
两个人在一起，就等于把两个人的余生捆
绑在了一起。
两个人需要走同样的路，看同样的风景，
遇见同样的人事，一起跨过路上的荆棘。这是
必须经历的，也能更好的保障感情平衡。
所以说，相爱的人之间，不怕争吵，却怕
一件事，怕就怕什么事你都一个人扛，不愿与
对方一同面对。
深夜里痛哭，不如靠在爱人的肩膀上笑一
笑；一个人咬牙承担，不如一起来扛下。没有
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一起面对，才会越过越
好。
那么对于爱情，我们该用怎样的心态去对
待？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怎样的相处方式才
是最好的，彼此不累的？
关于这些问题，想必在爱情中的每个人都
会遇到。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妥善应对呢？不
如来看看这套成人心理学的书吧。
它会从爱情的不同角度入手，带你看清爱
情的真谛，明白该怎样去爱一个人，以及如何
去相处，才会让你们的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
唯有如此，你才会爱的轻松，爱的甜蜜，
才能与你爱的那个人，长长久久的走下去。

她是 17 岁的福布斯精英
她是中国运动员谷爱凌

以“30 岁以下”这个区间来限定年
龄，对于谷爱凌来说还是显得太过宽泛
，毕竟她才只有 17 岁。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她闪光。
9 日，福布斯中国公布了 2020 年 30
岁以下精英榜，共 300 位活跃在中国各
个领域的优秀青年上榜。年仅 17 岁的自
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入选，成为其中
年龄最小的入选者。
今年这份榜单的入围条件是 199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而最终上榜者的平均
年龄为 27.9 岁。体育领域的其他上榜者
还包括陈艾森、隋文静、陈清晨、孙颖
莎、龚翔宇、韩聪、贾一凡、张伟丽、
赵帅等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小为 23 岁
。
与这些哥哥姐姐相比，尚未成年的
谷爱凌还是个孩子。再准确些，她就是
人们常说的，优秀到无与伦比的“别人
家的孩子”。
今年的 4 月 16 日，国际雪联通过社
交媒体宣布，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

爱凌荣膺国际雪联 2019/2020 赛季“最佳
时刻”殊荣。
是的，出生于 2003 年 9 月 3 日的她
，那时甚至还没满 17 岁。
“谷爱凌第一次将自己的名字写进
了自由式滑雪的历史，未来可能还会有
很多次。”在评价中，国际雪联给予了
那时只有 16 岁的谷爱凌极高的赞誉。
当 地 时 间 2020 年 2 月 14 日 ， 在
2019-20 赛季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
卡尔加里站的比赛中，谷爱凌以 94.00 分
夺得 U 型场地冠军。
两天之后，她又在坡面障碍技巧比
赛中夺冠。凭借这枚金牌，谷爱凌创造
国际雪联世界杯历史——在一站世界杯
上获两块金牌。
国际雪联因此感叹：“我们看到了
卡尔加里站中创造历史的表演，这是国
际雪联(FIS)双板自由式滑雪世界杯赛事
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两天。谷爱凌又一
次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史册！”
不仅如此，谷爱凌的世界杯“夺金

初体验”并不在这里。早在 2019 年世界
杯意大利站，她就收获了一枚坡面障碍
比赛的金牌。她是当时世界杯参赛队员
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一名全职高中
生。
16 岁时的她，已经是世界杯三金王
。
今年 1 月，赶在 17 岁之前，她又在
自己的荣誉簿上加了一笔。
在瑞士洛桑进行的冬青奥会女子自
由式滑雪 U 型池决赛中，谷爱凌以第二
轮滑出的 93.00 的全场最高分拿到了本次
青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池冠军；
仅仅 3 天后，她又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
跳台决赛中以超出第二名 1.25 分的优势
夺冠，成就冬青奥双金王。
正如国际雪联评价的那样，对于仅
有 17 岁的谷爱凌来说，这样的夺冠时刻
，未来还会有很多次。
虽然从 3 岁就开始学滑雪、13 岁参
加各类成人比赛，但对于还是学生年纪
的谷爱凌来说，学习同滑雪一样，是她

生活中的重要
部分。
而就像她在
雪场的表现一
样，在考场上
，她同样追求
最佳。了解过
她的学业表现
以后，你甚至
没法轻易评判
，学业和“雪
业”，她究竟
在哪个领域做
得更好。
举个例子，
今年 6 月 8 日，
也就是通常国
内高考举行的
日子，还不满
17 岁 的 谷 爱 凌
从高中毕业了
。
谷爱凌个人
社交媒体截图
据了解，谷爱
凌曾透露，为了全力备战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她选择在 2019-20 学年提前完成剩
余两学年的高中课程。
面对这样的学业压力，谷爱凌本人
则轻描淡写地说：“其实还好，把需要
做的事情一个个列出来去做就好，我不
认为这是实现不了的任务。我觉得时间
挺充裕，飞欧洲需要 10 个多小时，肯定
有时间写作业。”
在这样的努力下，她也就此成为了
所在学校历史上首位提前毕业的学生。
谷爱凌晒照片庆祝高中毕业。图片
来源：谷爱凌个人社交媒体 因此在不
少人刚刚高中入学的年纪，谷爱凌就已
经晒出了毕业照，并写道：“人生至今
，我一直都是一位全日制学生，今年我
成为了学校第一位提前毕业的学生，我
很期待 18 个月后为北京冬奥会的备战！
”
此前在谈及未来的学业规划时，谷
爱凌透露：“想在 2022 年秋天上大学，

之前跟父母看了一些学校，有 5、6 所学
校很喜欢，斯坦福大学是其中之一。因
为离家近，母亲又是那毕业的，所以从
小就有好感。”
而如今她正无比接近自己的目标。
今年 10 月，谷爱凌刚刚接到美国高考
SAT 的成绩。在满分为 1600 分的考试中
，谷爱凌取得 1580 分。据谷爱凌妈妈介
绍，谷爱凌在数学和英文两科均获得
790 分。在获得了接近满分的成绩后，
“学霸”谷爱凌距离她心仪的斯坦福大
学又近了一步。
尽管谷爱凌的优秀令人不禁大呼这
是“别人家的孩子”，但她更是“中国
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是实打实
的自家人。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报
到”。这是 2019 年 6 月 8 日，谷爱凌发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话。
也是在那时，原本美籍华裔的她，
宣布自己转为中国国籍。而据国际滑雪
联合会官网显示，早在 2019 年 6 月谷爱
凌的注册国籍已经从美国变为中国。
谷爱凌将代表中国参加 2022 年冬奥
会。图片来源：谷爱凌个人微博 出生
于美国旧金山的谷爱凌，父亲是美国人
，母亲是中国人。谷爱凌的中文表达十
分流利，甚至还带着一股“北京腔”。
据了解，从小到大，每年暑假谷爱
凌都会和母亲回到中国体验“老家”的
风土人情。用谷爱凌妈妈的话说，女儿
虽然在美国长大，但也是中国孩子，是
个北京姑娘。
而谷爱凌也一直期待着能够代表中
国，在 2022 年北京奥运会上有所表现。
早 在 2019 年 6 月 ， 她 就 在 微 博 发 文 ：
“我很骄傲能够在三年后代表中国征战
北京 2022 年冬季奥运会……北京，我来
了！”
如今的一切荣誉显然并不是 17 岁的
谷爱凌的极限。谷爱凌从来不会掩饰对
于 2022 年北京冬奥的期待，到时，她也
仅仅只有 19 岁而已。
让我们一同期待，这个“别人家的
孩子”，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
，还会带来什么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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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娛樂香港體育記者協會最佳運動員選舉 2019”18 日公布
結果，“跳馬王子”石偉雄繼 2014 及 2018 年後再度獲得最佳

港協暨奧委會
推抗疫支援基金

男子運動員獎，而劍擊好手江旻憓則力壓李慧詩及何詩
蓓等勁敵首度榮膺最佳女子運動員，兩人已奪得
來年奧運入場券，表示無懼備戰計劃被疫

本

情打亂，有信心在東奧再創高峰為
港爭光。

在今年年初
舉行的“銀河娛
記者 郭正謙
樂香港體育記者協
會最佳運動員選舉
2019”因疫情延至 18 日才
以網上直播的形式宣布結果，
在 2019 年連奪體操世界盃兩站跳
馬冠軍的石偉雄成功蟬聯最佳男子運
動員，而去年一度成為世界女子重劍
“一姐”的江旻憓則首奪最佳女子運動
員獎項。
2020 年本為體育界萬眾矚目的一
年，可惜受疫情影響多個體育盛事延期
或取消，就連東京奧運亦要延至明年上
演，石偉雄坦言疫情打亂了他的比賽及
訓練部署，不過自己已調整好心態視之
為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機會：“2019 年對
我來說是很順利的一年，去年自己在運
動生涯作出了很大的突破，不僅首奪世
界盃分站冠軍，亦相隔 8 年後重奪奧運
入場券，雖然今年的疫情對自己的計劃
有很大影響，不過換一角度去看，我亦
擁有了更多時間去磨練自己，希望在東
京奧做出更完美的表現。”石偉雄更表
示有意在強項跳馬之外挑戰單槓項目，
不過預計最快也要到明年二月才可以出
外比賽。

■香港文匯報

■最佳女運動員江旻憓
最佳女運動員江旻憓（
（左）與香港體育記者協
會會長霍啟剛合照留念。
會會長霍啟剛合照留念
。
大會圖片

香港體記最佳運動員選舉

石偉雄 江旻憓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 18 日宣布，成立 “港協暨奧委會抗疫支援
基金”（下稱“計劃”），為其 79 個體育總會會
員提供總數約港幣 400 萬元的基金，以支援體育總
會在疫情下仍盡最大努力舉辦各項體育活動。
該計劃的款項將從港協暨奧委會的儲備中撥出。
各體育總會可申請的最高資助金額為港幣5萬元，用
作支援體育總會在逐漸恢復比賽和活動時所需執行防
疫工作上的額外開支，其中包括在體育處所和辦公室
提供保護和預防措施及裝備，引入智能工作模式以改
善工作效率，以及制作運動員宣傳短片向市民推廣疫
情中保持運動的重要性及注意事項等。
港協暨奧委會希望該計劃能支援體育總會的運
作，繼續保持舉辦體育活動，讓香港巿民在疫情中
能通過體育運動保持身心健康。

■ 最佳男運
動員石偉雄
（左）與香港
體育記者協會
會長霍啟剛合
照留念。
照留念
。
大會圖片

分膺男女最佳

江旻憓劍指成都賽

■ 江旻憓
江旻憓（
（右二
右二）
）首次當選
首次當選，
，石偉雄
石偉雄（
（右三
右三）
）則再次稱王
則再次稱王。
。

最佳運動員選舉
歷屆得主

2019

2018

2017

2019 年對江旻憓而言算得上是大豐
收，在世界盃古巴站及巴塞隆拿站踏上
頒獎台之外更登上世界“一姐”寶座，
可惜去年 7 月十字韌帶斷裂阻礙了她繼
續攀升的勢頭。現時世界排名第 7 的江
旻憓已完全走出傷患，經過屢次受傷以
及疫情的經歷，令她更珍惜每一次練習
及出賽的機會：“每一次受傷後都有很
多人幫助我重返賽場，汲取經驗後自己
更懂得去保護自己，今次疫情令我發
現，再多的不確定因素也不能阻止我繼
續訓練，希望大家都更珍惜和感恩很多
看起來理所當然的事。”江旻憓表示希
望可以盡快投入正式賽事，暫時目標為
於成都舉行的重劍奧運積分賽。

大會圖片

2016

2015

2014

2013

霍啟剛：成立小組
支援出戰東奧港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東京奧運雖然
定於明年7月開幕，不過目前尚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需要進一步研究，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表示
有意成立場外小組支援出戰東奧的香港運動員，務
求運動員可在最安全情況下參與奧運。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早前大派定心丸表示有
信心東京奧運可開放予觀眾入場，亦會負擔運動
員接種疫苗的費用，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
表示已與政府及體院開會商討，有意成立一支場
外小組支援出戰奧運的香港運動員，並會密切關
注有關疫苗的最新情況：“近期有不少關於疫苗
的消息傳出，希望體院團隊能盡早跟進疫苗情況
發展，並向運動員及相關人士進行講解，釋除運
動員的疑慮讓他們可以安心參賽。”

2012

2011

2010

2009

最佳男運動員

石偉雄（體操） 石偉雄（體操） 曹星如（拳擊） 曹星如（拳擊） 胡兆康（保齡球） 石偉雄（體操） 曹星如（拳擊） 黃金寶（單車） 郭灝霆（單車） 黃金寶（單車） 黃金寶（單車）

最佳女運動員

江旻憓（劍擊） 李慧詩（單車） 吳安儀（桌球） 吳安儀（桌球） 吳安儀（桌球） 李慧詩（單車） 李慧詩（單車） 李慧詩（單車） 區詠芝（壁球） 黃蘊瑤（單車） 趙詠賢（壁球）

北京（國際）大學生電競節在京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首屆
北京（國際）大學生電競節 18 日在京正式開
啟。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段鵬在開幕式上表
示，冀通過舉辦北京（國際）大學生電競節，
促進優秀傳統文化與新興電競賽事相結合，強
化大學生電競參與意識，激發大學生電競熱
情。
據了解，首屆電競節將堅持“大學生
辦、大學生賽、大學生評”，以高校為載
體，培養大學生團隊合作意識，傳播電競文
化，促進電子競技這項新興運動健康發展，
進一步推動北京電競產業高質量發展。
在 18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傳媒大學
副校長段鵬、虎牙直播高級副總裁李萌、北京
演藝集團總經理助理金黎明發表致辭，表示今
後將加強產學研合作，共同推薦自有IP資源，
共同推動資源的開發轉化，共同促進電競產業
發展，並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當日，中國傳媒
大學虎牙電競研究中心在大會上揭牌成立，雙
方將在課題研究、賽事合辦及人才培養等方面
達成合作。
在內地高校中，中國傳媒大學成立有首
個電競本科專業。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段鵬
表示，通過舉辦北京（國際）大學生電競
節，將使優秀傳統文化與新興電競賽事相結
合，強化大學生電競參與意識，激發大學生
電競熱情。同時，融合電競文化資源、擴大
社會影響力，打造高端電競賽事與基層學生
群體間的垂直生態鏈，促進電子競技健康發
展、良性互動。

世界乒壇高手鄭州集結

杜凱琹首戰鬥伊藤美誠

■杜凱琹是港隊唯一希望
杜凱琹是港隊唯一希望。
。

ITTF圖片
ITTF
圖片

ITTF 總決賽抽籤表
女子籤表
男子籤表
上半區
上半區：
陳夢VS加籐美優
樊振東VS鄭榮植
索爾佳VS馮天薇 皮切福特VS卡爾德拉諾
石川佳純VS徐孝元
林高遠VS丹羽孝希
田志希VS孫穎莎
張禹珍VS張本智和
下半區：
下半區
王曼昱VS佐藤瞳
馬龍VS弗朗西斯卡
迪亞茲VS鄭怡靜
高茲VS法爾克
王藝迪VS波爾卡諾娃 林昀儒VS奧恰洛夫
杜凱琹VS伊藤美誠
阿魯納VS許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中國．鄭州 2020 國際乒聯總決賽 19
日將在河南鄭州開賽。該賽事抽籤儀式 18
日在鄭州舉行，女單、男單籤表相繼出
爐，對陣形勢由此確定。其中港隊杜凱琹
在首場對陣日本隊伊藤美誠。去年獲得總
決賽男、女單打冠軍的樊振東、陳夢，今
年以 1 號種子的身份重返鄭州，衛冕之旅
就此開啟。
去年就在鄭州奪得總冠軍，剛在威海
實現世界盃 3 連冠的樊振東，是最大奪冠
熱門。作為頭號種子的樊振東坐陣上半
區，和他同在上半區還有隊友林高遠、日
本選手張本智和。從賽程上，樊振東進入
決賽最大的攔路虎是張本智和，首輪他將
面對韓國選手鄭榮植，隨後的對手是巴西
選手卡爾德拉諾和英國選手皮切福德之間
的勝者。連過兩關進入準決賽之後，他可
能會遭遇到張本智和。前提是張本智和要
在8強比賽中首先能贏下林高遠。
2 號種子許昕和馬龍同分在下半區，
兩人的首輪對手分別是尼日利亞選手阿魯
納和德國選手弗朗西斯卡。如無意外，他
們將順利於準決賽中相遇。

女單方面，身為賽會頭號種子的陳夢
近來狀態上佳，剛剛在威海奪得世界盃冠
軍。陳夢的首輪對手是世界排名第 22 的
日本選手加藤美優，順利過關的話將迎戰
新加坡選手馮天薇和德國選手索爾佳之間
的勝者。進入 4 強後，她極有可能與中國
選手孫穎莎碰面，這將是陳夢在衛冕路上
的一場苦戰。
作為2號種子的日本選手伊藤美誠身處
下半區，她的首次亮相對手是港隊選手杜凱
琹。順利過關之後，她就將面臨嚴峻考驗，
對陣中國小將王藝迪。如果說王藝迪能將伊
藤美誠拉下馬，國乒女將包攬冠亞軍幾無懸
念。而即便伊藤美誠闖過王藝迪這一關，那
麼接下來在準決賽中她可能遭遇的仍是一個
“苦主兒”—王曼昱。兩人的過往交鋒
中，王曼昱6勝2負優勢明顯。
上屆女單準決賽，伊藤美誠不敵奪冠的
陳夢；2020 國際乒聯女子世界盃女單準決
賽，伊藤美誠不敵孫穎莎止步準決賽。對於
本次比賽，伊藤美誠說：“這次如果再與她
們（陳夢、孫穎莎）對戰的話，我要盡可能
地發揮，打好與她們的比賽，爭取比去年更
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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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州長格雷琴·惠特默因“腐敗行為”可能面臨彈劾

州政府的冠狀病毒相關的新限制令而提出了
一項彈劾州長的方案。
衆議員博·拉法夫（Beau LaFave）在星期
叁的推特上說：“今天我提出了針對密歇根
州長格雷琴·惠特默的彈劾文件。”
他說：“對惠特默州長彈劾的四項條款包
括：沒有行使賦予立法部門的權力來尊重叁
權分立；擾亂密歇根州人民賦予的憲法權利
；發布侵害人民和國家利益的行政命令；使
用州資源來獎勵政治盟友。”
拉法夫以及馬特·馬多克（Matt Maddock
）代表和戴雷·倫登（Daire Rendon）議員發
布了一項決議，聲稱州長與衛生和公共服務
部發布了為期叁周的限制室內社交聚會的命
令後，“行事中有腐敗行為以及嚴重犯罪和
輕罪”。決議從星期叁開始。
近日密歇根州報告的冠狀病毒病例激增是
今年春天第一次高峰期間每日病例數的四倍
，到目前為止，該州總共報告了 303,000 病例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密歇根州衆議院的叁名共和黨議 ，死亡 8,500 多例。
員周叁因民主黨州長格蕾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 ）實施
作為回應，州長和州衛生官員宣布了“暫停以挽救生命”的

命令，並關閉了餐廳和酒吧的室內就餐，同時將感恩節假期期間
的居民聚會限制在一次，僅允許兩個家庭參加。
但是，並非所有密歇根州的共和黨人都同意進行彈劾的呼籲
。密歇根州衆議院議議長、州共和黨議員李·查特菲爾德（Lee
Chatfield）稱此舉“是對我們必須在州內完成的實際工作的幹擾
”。
他對當地新聞媒體《密歇根直播》（Michigan Live) 說：
“我們不是彈劾某人的政黨，只因為我們對他們制定的政策感到
不滿。” “我認為去年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總統彈劾的所作所為
是可恥的。鑒于我們因為當前的事實必須向州長提出彈劾，共和
黨人現在所做的任何嘗試（彈劾）都是與民主黨人過去所做的一
模一樣。”
查 菲 爾 德 和 共 和 黨 參 議 院 多 數 黨 領 袖 邁 克·西 基 （Mike
Shirkey）說，他們對州長自己下令部分關閉感到沮喪，但他們表
示渴望以“兩黨合作”的方式工作。
據報道，查特菲爾德在周日的聲明中說：“與往常一樣，當
州長認為值得她花時間時，我們隨時准備采取兩黨合作行動。在
此之前，我們仍將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審查該指令的詳細信息。”
到目前為止，州長沒有對彈劾案發表評論。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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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非到世華 陳阡蕙總會長展堅韌決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在 10 月
21 日舉辦新舊任總會長交接典禮，來自南
非的陳阡蕙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的
監交下，從第十屆總會長劉琍綺手中接下
印信，正式接任世華第十一屆總會長。
童振源於總會長交接典禮時首先恭喜
陳阡蕙繼任總會長，接著介紹陳阡蕙擔任
過南非三任國會議員、從事公益活動不遺
餘力，協助慧禮法師創辦非洲阿彌陀佛關
懷中心，擔任執行長一職。
童振源說，陳阡蕙是第一屆華冠獎得
主，擔任過南非共和國第二、三、四屆國
會議員、世華總會第五、六、七屆副總會
長、非洲臺商聯合總會總會長、世華總會
第九屆監事長、世華總會第十屆第一副總
會長、世界臺商聯合總會副總會長、Top
International 投 資 集 團 總 裁 ， 可 以 說 是
「十全十美」 。現在陳阡蕙接任世華總會
第十一屆總會長，可謂喜上加喜、福上增
福。
訴說陳阡蕙 傳愛非洲
陳阡蕙一路從臺商小秘書、投資顧問
、成衣廠頭家娘、約翰尼斯堡市議員、南
非首位華人國會議員、非洲阿彌陀佛關懷
協會執行長、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
長。陳阡蕙一路走來在夫婿林青嶔全力支
持下，將異鄉當故鄉，深耕南非，服務臺
商，在非洲助養興學，受到當地政府社會
推崇，樹立非洲臺商典範。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ACC）從當
年馬拉威一所寄宿學校，目前已經在非洲
6 個國家、成立 7 所寄宿學校，以中、英
文雙語課程、氣功、武術教學。從小學、
中學在內，現有學生 1,200 名。並保送優
秀的學生到臺灣技職大學進修。前後受幫
助的非洲學生超過萬名。
起源華冠獎 結緣世華二十載

2001 年，時任非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非總）總會長的陳源淵跟陳阡蕙提及華
冠獎，希望她可以報名參選，當時陳阡蕙
抱持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報名，而她也雀屏
中選地成為第一屆華冠獎得主， 「從那時
候起，我就跟世華有很深的淵源」 陳阡蕙
笑著說。
獲選後，陳阡蕙因為在南非從政的因
素，使得她無暇兼顧世華這個社團，但她
仍與世界臺灣商會及世華有聯繫。陳阡蕙
說，在一段機緣中，她當上了臺商非總總
會長，在卸下總會長職位後，由於世華姐
妹對她的鼓勵，陳阡蕙接任世華總會長，
她也因此接下重擔，成為世華第十一屆總
會長。
陳阡蕙說，世總與世華是兩個不一樣
的平臺，世總是以男性居多的社團，世華
則是全部為女性的組織， 「女性的力量是
不容忽視的，世華姐妹的柔性外交與經濟
實力也相當值得大家關注」 ，而兩個組織
對政府而言，都是推展國民外交與經濟推
廣上相當重要的助力與平臺。
結合海內外商機 串連世華姐妹心
接下總會長職位的陳阡蕙感謝歷屆總
會長奠定的穩固基礎，但還有很多可以讓
世華更好的進步空間。世華目前在海內外
總共有 74 個分會，可以結合海內外各項
資源，因此陳阡蕙希望可以將國內外的企
業串連，進而增進雙邊或多邊的互動，
「我相信海外有很多企業很想回臺灣投資
，國內也有企業希望將企業版圖拓展到國
外」 ，陳阡蕙分享她在非洲的經驗說，非
洲的經濟實力在未來存在著很大的潛力，
她也期望在任內可以讓更多人認識非洲的
經濟領域，並促成更多商機。
對於未來任內目標，今年因為新冠肺
炎（COVID-19）疫情蔓延，使得交流互

陳阡蕙笑著說自己就是華冠獎得主故事的那
80 本書的其中一本
本書的其中一本，
，在南非從零開始到今日
，中間有許多酸甜苦辣
中間有許多酸甜苦辣。
。

陳阡蕙帶領世華姊妹與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合影。
陳阡蕙帶領世華姊妹與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合影
。
動模式有很大的轉變，陳阡蕙希望運用科
技串連彼此，讓世華各分會姐妹可以更密
切與融合。她接著提到，今年華冠獎選出
來的十位得主，有八位來自海外，而她們
也是各自事業領域中的佼佼者，陳阡蕙期
望藉由華冠獎得主分享自身成功經驗，讓
世華姐妹可以互相學習。
「我真的深刻感覺到，女性企業家付
出的代價與辛苦比男性多出好幾倍」 ，陳
阡蕙感嘆道，女性扮演很多不同角色，包
括母親、女兒、妻子、女友等，與許多人
相比更是困難重重。而女性溫柔與細膩的
優點，在各方面亦展現出優勢，包括總統
蔡英文、駐美代表蕭美琴等，她們都是世
華姐妹的標竿。
書中顏如玉 華冠獎經驗分享
華冠獎緣起於世華創會總會長柯杜瑞
琴，希望藉由成功女企業家分享成功故事

陳阡蕙（左）拜會總統蔡英文
陳阡蕙（
（右），
），並將第十一屆簡介贈
並將第十一屆簡介贈
予總統。
予總統
。

，激勵更多女性大步邁進，因此 2001 年
舉辦第一屆華冠獎頒獎典禮，至今已邁入
第八屆，每一屆選拔過程皆相當嚴謹，邀
請產官學法等各界頂尖人物擔任評審，選
出十位優秀的女性企業家獲獎。
對陳阡蕙來說，華冠獎具有許多代表
性意義， 「現在很多女性都還是比較保守
、低調，希望透過華冠獎發掘優秀女性企
業家」 ，透過華冠獎得主的分享，無形中
也激勵許多女性去創造更多不同的世界。
陳阡蕙接著說，每一位華冠獎得主背後的
故事都相當精彩，每一人都是一本書，而
華冠獎至今有 80 位得主，代表著已有 80
本書值得大家細細品味。
陳阡蕙分享今年華冠獎得主分享會中
，有一位得主特別感謝華冠獎讓她看到自
己，因為她過去一直忙於事業，無暇顧及
認識自己，透過華冠獎的參選過程，她更

在童振源（中）監交下
在童振源（
監交下，
，第十屆總會長劉琍
綺（左）將印信交予陳阡蕙
將印信交予陳阡蕙（
（右）。

加懂得愛自己。 「每一位華冠獎得主的分
享都讓人很感動，甚至覺得感同身受」 ，
陳阡蕙慶幸自己也是華冠獎得主的成員之
一，她期待華冠獎可以讓更多女性認識自
己，同時激勵更多女性，即便現在受到很
多挫折，也可以在這之中得到更多經驗，
並享受後來豐碩的成功果實。
展現決心 讓世界看見世華
世總是臺灣政府各部門相當重視的國
際社團，而世華過去與政府部門的互動相
對沒有那麼密切，但近年來海外許多分會
越來越活潑與熱絡，引起僑委會對於世華
的重視，同時看到世華不可小覷的經濟實
力，僑委會前委員長吳新興常打趣地說世
總是僑委會的兒子，世華則是女兒，可見
政府越來越重視世華的影響力。
「 不管你是國內或海外的一份子，對國
家、社會與身邊的人，都應該要有社會責
任」 ，陳阡蕙也說，海外的姐妹不論是公
益或支持政府外交政策等各方面，只要有
需要都會在第一時間站出來，甚至這次疫
情當下，很多姊妹自動自發地到僑居地各
區捐贈物資給需要的醫護與人民。
在陳阡蕙上任以後，她也帶領第十一屆團
隊及華冠獎得主拜會總統府與政府各部門
，讓大家看到世華支持政府的誠心與決心
。陳阡蕙期望政府與世華可以藉由溝通與
聆聽達到良好的互動，同時政府的各項決
策也可以更明確、精細。
細細品味一本名為 「陳阡蕙」 的書
陳阡蕙回憶起她 1981 年遠渡重洋到
南非，至今已達 39 年，當初也只是抱持
著想出去闖闖，看看臺灣以外的世界，同
時找到一片自己天空的心態下出發。陳阡
蕙笑著說自己就是華冠獎得主故事的那 80
本書的其中一本，在南非從零開始到今日
，中間有許多酸甜苦辣， 「我的人生未來
應該可以拍成一部電影，跟大家分享我篳
路藍縷的經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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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健康保險 2021 年紅藍卡優惠計劃
在這個特殊時期帶給您的獨特方案

(本報休斯頓訊) 聯合健康保險介紹
其 2021 年聯邦醫療保險(俗稱 「紅藍卡
」)優惠和處方藥計劃，重點包括可負擔
的承保、專有福利、更廣的計劃使用範
圍、讓會員無論何時、何地都更容易聯
繫至優質護理。
* 幫助您無論是身在何處都能查詢
健康護理資訊的計劃
* 更多計劃(包括 HMO)可適用聯合
的紅藍卡全國網絡
* 更多會員受惠於穩定、下調的紅
藍卡優惠計劃(Medicare Advantage)月費

* 將近所有計劃都提
供$0 定額手續費使用
遠距問診、化驗、例
行視力和聽力檢查、
大腸鏡檢查、乳房 X
光篩檢和心血管疾病
復康服務
「現在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需要提供穩
定和讓人安心的護理
和承保。」聯合健康
保險聯邦醫療與退休
保 險 行 政 總 裁 Tim
Noel 表示： 「我們認真聽取了會員的意
見，致力提供會員所期望和應得的穩定
而全面的承保。」
聯合健康保險 2021 年度紅藍卡優惠
計劃重點福利包括：
無論在哪裡都有更多途徑獲得護理
，讓您倍感安心
「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深深地改變
了醫療護理體系。家居健康護理由過去
簡易護理的其中一個選擇，變成了現在
很多人的唯一選擇。」Noel 表示： 「儘

管新型冠狀病毒在我們許多人來說是重
大的變化，但它並沒有改變聯合健康保
險一直堅守的承諾 — 幫助大眾獲得所
需護理，無論是在醫療護理處所還是在
家裡。」
遠距問診： 所有計劃均提供$0 定
額手續費使用遠距問診。
紅藍卡全國網絡： 全國最大的紅藍
卡優惠計劃網絡 將會適用於更多計劃，
包括許多 HMO 計劃。無論在家或是旅
遊，會員於任何全國網絡內 85 萬多名醫
療護理提供者處看診時，只需支付網絡
內費用。
量身訂造的支援：聯合健康保險亞
裔市場部團隊提供個人化及化繁為簡的
保險體驗，在休士頓方便華裔民眾的地
區開設服務中心，由瞭解該地區及會說
華語的客戶服務代表提供專業的紅藍卡
諮詢服務。
簡約、可負擔的產品
* 月費： 部份 2021 年紅藍卡優惠計
劃月費為$0。
* $0 定額手續費： 幾乎全部計劃
以$0 定額手續費提供：遠距問診、化驗

、例行視力和聽力檢查、腸鏡檢查、乳
房 X 光篩檢和心血管疾病復康服務。
* 可負擔的處方藥： 大多數計劃包
括處方藥承保，以節省費用、可預算價
格和高透明度為目標。
獨特的額外福利
額外的福利和計劃特色不但有助改
善身體狀況，還改善財務狀況，包括：
* Renew ActiveTM 健 身 計 劃 ：
提供健身中心會籍，可使用遍佈全國的
網絡健身中心。
* 牙科： 提供全國最大的紅藍卡優
惠計劃牙科網絡。
* 視力和聽力： 所有計劃承保年度
視力檢查，大多全數承保標準鏡片，並
可使用龐大眼鏡零售網絡。大部份計劃
提供折扣助聽器以供選擇。
* 非處方櫃台(OTC)產品： 大多紅
藍白卡(雙重資格 D-SNP)計劃提供每季
度補助額供購買多種常用的非處方櫃台
產品。
* 食物補助額： 大多紅藍白卡(雙
重資格 D-SNP)計劃提供每月補助額供
購買食物。

* Renew 獎勵計劃： 大部份會員
可能合資格透過完成某些健康護理項目
而獲取高達$120 獎勵，例如：年度健康
檢查、預防篩檢、接種流感疫苗或透過
記錄步數以保持活動量等。
民眾可以在紅藍卡年度開放註冊期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7 日)更換紅藍卡計劃
。若需要更多聯合健康保險紅藍卡計劃
資訊，請致電 1-866-868-8988。
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地
址是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位
於 二 樓 ， Saigon Houston Plaza 內),
Houston, TX 77072。 華 語 查 詢 專 線 ：
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
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休斯頓社區大學和 Goodwill 聯手開設免費培訓
多項技術領域課程 幫助失業者重返職場

(本報休斯頓報導)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在新冠疫
情中找工作，休斯頓社區大學(HCC)與慈善機構
Goodwill Houston 攜手提供免費的工作培訓，以幫
助這些民眾獲得更多的技能，得以返回工作崗位
，重新站起來。培訓課程的進行包括線上課程、
和面對面的實驗室時間，11 月 24 日開始。
HCC 西南校區校長 Madeline Burillo-Hopkins
博士表示：“新冠病毒的流行所帶來的挑戰給許
多家庭造成了經濟困難，我們希望能盡一切努力
，使休斯頓市民恢復工作。我們與 Goodwill Houston 的合作夥伴關係將幫助失業者學習新技能，為
各種工作的需求做好準備。”
這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得到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德州勞動力委員會)的資金支持，以提
供培訓，讓失業者能重返工作崗位。
工作培訓涵蓋了六個技能領域：
• 獲 認 證 的 生 產 技 術 員 (Certified Production
Technician)
•獲認證的物流助理和物流技術員 (Certified
Logistics Associate and Technician)
•全美建築教育及研究中心標準電氣技術員
(NCCER Electrical Technician)
•全美建築教育及研究中心標準核心建築培
訓 (NCCER Core Construction)
•谷歌信息技術支援專家(Google IT Support
Professional)
•信息技術入門級證書(Certificate for an entry-level position in IT)
學費、雜費、書籍、和認證考試等費用將由
助學金資助。在上課期間，如果學生有需要，在
上課時間可獲幼兒看護協助，並且在完成培訓之
後獲得免費的就業協助。

要符合資格，申請人家庭的年收入中位
數必須不超過 37,000 美元，家中有 18 歲以下
的受撫養子女。
聯繫方式
註冊或獲取更多詳細信息，請用電子郵
件 cbrooks@goodwillhouston.org 與 Cameron
Brooks 聯繫，或致電 281.755.1298。
關於 HCC
休斯頓社區大學（HCC）由 15 個卓越中
心和眾多衛星校區所組成，HCC 課程的設計
針對不同的人群，無論是應屆學生、或是尋
求成人教育的在職人士，都是 HCC 的服務對
象。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以滿足不同
行業的技能需求，讓學生畢業後能找到工作
、或在 HCC 獲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後進入四
年制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位。HCC 提供
副學士學位、證書、勞動力培訓、和終身學
習機會，要了解更多信息，請上網 hccs.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