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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親子教育

养娃最让人上火的是什么？

熊孩子发脾气！

明明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翻

脸不认人；上一秒还晴空万里，下

一秒就狂风暴雨。

撒泼打滚不讲道理，心头那个

火顿时蹭蹭往上窜！

为啥孩子总是莫名其妙发脾气

？

孩子发脾气了，到底该怎么办

？

其实孩子发脾气最根本的原因

，是当他各方面能力都在飞速发展

的时候，思考能力明显比其他能力

发展得更快。

大脑经常让他想去做点什么，

身体却经常不那么配合所以做不到

。

这个时候，孩子自己的内在矛

盾就爆发了——不管三七二十，就

是要发脾气！

更麻烦的是，因为大脑负责情

绪调节的部分还不成熟，孩子不知

道怎么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时候，就需要家长根据孩子

的发展阶段，帮他一起调节情绪。

◆ 2岁孩子发脾气：我做不到！

2 岁宝宝的认知里，自己就是世

界的中心。

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并且

可以为所欲为。

当想要做的和可以做到的事情

之间出现差距的时候，大脑就会产

生压力激素，比如皮质醇。它会让

宝宝的大脑产生愤怒的情

绪。

2 岁宝宝的发脾气，其

实是在向大人求助：帮帮

我，我停不下来了！

这个时候，父母的吼

叫只能让他压力更大、脾

气更大；拥抱抚慰在宝宝

看来，也变成了大人的一

种束缚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的正确

做法应该是：帮他转移注

意力。

给他一个别的玩具、

让他做点别的事情，你会

发现，他很快就平静下来

了。

◆ 3 岁孩子发脾气：害怕

变化

3 岁孩子刚刚形成的安

全感非常脆弱。

他们一方面很依赖自

己掌握的规律，另一方面

却又想掌控环境。

表现出来的，就是爱

发脾气的熊孩子。

比如他已经知道了按

下开关、玩具就会发出响

声、出现固定的画面。

可如果玩具没电了，打开开关

，没有了声音和画面，他马上就会

崩溃了——他心中安全感依赖的规

律被破坏了，这让他很生气。

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常常会因

为穿衣服的顺序错了、玩具摆放的

位置被改变了这种小事大发脾气。

让 3 岁孩子情绪稳定最好的办法

，就是生活的有规律、让他有充分

安全感。

养成规律的生活、引导并尊重

孩子对自己生活做一些安排，允许

孩子“发号施令”，不但能让

他情绪更稳定，而且还能一举

两得的帮他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

◆ 4 岁孩子发脾气：少惹

那个张狂又固执己见的小家伙

4 岁孩子发脾气，源于他

们想要争取更多权力。

比如你告诉他要吃完蔬菜才

能吃蛋糕，他不仅不吃故意和你

对着干，瞬间让你怒气爆棚！

这个时候，不如给他点权

力。

比如跟他说：你自己决定

要吃多少吧。

小孩也许会说，就吃一口！

这时一定要努力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跟孩子协商更多的解决

方案，比如：吃 10口怎么样？

要是孩子依然坚持就吃一口，

也不要陷入权力之争。

你可以试着可以这样和他说：

你可以自己觉得吃几口，但吃完蔬

菜才能吃蛋糕是妈妈定下的规则，

不可以改变。

这种陈述事实而不去指责的说

话方式，是父母们这个阶段需要练

习的技巧。

说事实比指责孩子，更有利于

事情的解决。

每次权力之争都是考验父母心

力的时刻，不强迫孩子去赢得他合

作的办法，才是能长久的好办法。

◆ 5 岁孩子发脾气：别破坏萌芽中

的自尊心

5 岁孩子开始有了强烈的自我意

识，自尊心开始萌芽。

他非常渴望关注、很想什么都

做的很好。

这个阶段，让他大发脾气的主

要有两个原因：学习吃力，或者做

错了事情。

因为太着急做好，所以学习一

旦遇到了挫折，就很容易发脾气。

做错事情，怕承认了错误自己

就不再是个好孩子，也会在大人询

问责备的时候大发脾气。

对待 5 岁的孩子，尽量少批评是

个不错的原则。

比如打碎东西，问问他应该怎

么办，比说你为什么总是不小心、

是谁干的，要好很多。

5 岁孩子，心里是非常有数的，

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心

里可拎得清了。

要是你要求他们做的事情，让

他们觉得超出自己的能力，他们就

会用发脾气来反抗。

孩子发脾气，每个年龄适用的

方法都不一样。

你家娃到了哪个阶段？你又是

用什么方法对付他的哭闹发火？

而最后我们只要记得，一个真

正被爱被包容的孩子，才不会一次

次用发脾气来赢得我们的关注。

爱发脾气的孩子，才不是被惯坏了！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疫情第三撥隱現 政府急推快速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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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745
人, 2860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 748967人，15711人死亡。

美國麻省總醫院: 新型腦深部刺激裝置有望改善神經系統疾病治療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帕金森病是最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之一，致殘風險
高且嚴重影響生活質量。目前，中國約有270萬帕金森病人，全
球數量第一。帕金森病的主要手段包括腦深部刺激術（DBS），
這是一種旨在緩減包括帕金森病、肌張力障礙、原發性震顫、癲
癇和強迫症等神經系統疾病患者的症狀，並減輕藥物治療副作用
的治療方法。但是，目前手術效果仍然有限。為了實現神經系統
疾病的個性化治療，來自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神經學家和神經外科
醫生團隊在新英格蘭地區完成了首例新型腦深部刺激裝置植入手
術，該裝置能夠利用患者自己的大腦活動來指導治療。

腦深部刺激是一種外科手術療法，即在患者胸部皮下入脈衝
發生器，並通過一種插入大腦並連接到胸部皮下裝置的導線或電

極向大腦發送電刺激。隨後，神經科醫生就能以無創的
方式調整刺激以優化治療。

一種採用 BrainSense™技術的新型 Percept™ PC 腦深部
刺激系統已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上
市。與前幾代腦深部刺激設備相比，Percept™ 裝置新增
了記錄功能，使專家能夠了解更多關於不同疾病狀態下
大腦中的神經信號，例如當患者出現症狀或該症狀消失
時的大腦活動模式。這種新型腦深部刺激植入裝置首次
實現了對特定大腦信號的記錄，專家可藉助這些信號調
整療法，進一步優化大腦刺激對患者的功效。

“在此之前，我們只能在最初進行手術時對植入該裝置患者
的大腦反應進行記錄。”美國麻省總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主任
Mark Richardson博士表示，“現在我們能追踪大腦活動的實時
變化，並直接評估大腦對刺激的反應。腦深部刺激治療從此邁入
了新紀元。 ”
腦深部刺激治療分為兩個階段。在手術階段，裝置和導線會被植
入患者體內，並啟動大腦記錄。在術後階段，醫生可檢測和分析
患者的大腦活動記錄，並據此通過設備調整刺激水平。該新型裝
置使醫生和研究人員不僅能夠記錄每位患者的大腦活動，還能持
續對其進行跟踪和分析，並相應調整藥物和刺激水平。

“對於大腦感應將如何改善腦深部刺激療法，我們有一些令
人興奮的想法，並渴望將其付諸實踐。 ” 美國麻省總醫院腦深
部刺激項目主任Todd Herrington博士表示，“該設備為我們了
解每位患者的大腦活動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窗口，並獲取從前無法
得到的信息。我預測在未來幾年中，我們將學會利用這些信息並
以全新的方式來改善治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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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衛生專家近期不斷警告，隨着天氣轉涼，人們的活
動轉向室內，美國新增病例可能會再次暴發。經驗表明，疫情的
第二個冬天可能更糟，因為病原體更加頑固，而且大多數呼吸道
病毒都在冬季傳播。醫學專家紛紛建議民衆提前接種流感疫苗，
以免新冠疫情與流感疊加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

另一方面，自5月以來，19歲及以下人口的新冠病例增加了
3倍，表明少兒可能在社區傳播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疾控
中心在週報中稱，研究顯示，在新冠傳染率較高的社區，學校恢
復面授“可能增加傳播風險”。

衛生專家一直強調病毒檢測
是防疫工作的關鍵，認為要想摸
清疫情的狀況，美國日檢測量可
能要達到數百萬，然而，據《紐約時報》統計，目前美國的日檢
測水平僅為85萬次左右。

為了堵住悠悠衆口，美國總統川普28日宣佈，聯邦政府將
向各州分發1.5億份新冠病毒快速檢測試劑，以此敦促各州讓學
校復課，使經濟能重回正軌。

這種由美國雅培公司（Abbott Laboratories) 開發的技術不需

要專門的設備，只需通過棉籤在鼻腔淺層取樣，15分鐘就能出結
果。為了強調效果，白宮應對疫情工作組的成員當天還當衆進行
了展示。不過，輿論對其準確性仍存在不少疑問。

有醫務人員對記者表示，目前比較準確的病毒檢測方法，是
使用拭子進入鼻咽深處取樣，樣本至少要培養8小時，而市面上
很多所謂的“快速檢測”準確性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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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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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休城社區

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川普已贏得德州足夠拉美裔支持川普已贏得德州足夠拉美裔支持川普已贏得德州足夠拉美裔支持川普已贏得德州足夠拉美裔支持

一項研究顯示，美國總統川普在德

州已經有了足夠的拉美裔支持者，

如果拜登想要將德州翻藍，至少需

要贏得三分之二拉美裔的支持才有

可能。

這項研究是由德州西裔政治機構與

萊斯大學詹姆斯•贝克公共政策研

究所所做的，其中指出雖然目前拜

登獲得較多德州拉美裔支持，相比

川普多了 10個百分點，但是川普已

經掌握基本的票數，而且相較 2016
年，川普在拉美裔中的支持度有所

提高，也就是說若拜登要拿下德州

，尚須努力。

隨著德州拉美裔的人口在近十年大

幅增加，根據 2016年數據顯示，德

州人口有三分之一以上为拉美裔，

非裔约占11%，白人不足50%，預計

這次總統選舉中，拉美裔選民將首

次成為美國最大的少數族裔。距離

選舉日還有幾週的時間，總統川普

和民主黨候選人喬· 拜登都在促進他

們在德州的拉丁裔競選宣傳活動。

加勒比海熱浪形成加勒比海熱浪形成加勒比海熱浪形成加勒比海熱浪形成
本週末恐成為風暴本週末恐成為風暴本週末恐成為風暴本週末恐成為風暴GammaGammaGammaGamma

一個熱帶浪潮在加勒比海形成，預

計本週末可能成為新的熱帶風暴

Gamma，週三上午，美國國家颶風

中心表示，這股亂流在接下來的 48
小時內有 30％的機會發展成風暴，

在接下來的五天內有高達 70％的可

能。

目前沒有對德克薩斯州

海岸或美國大陸的直接

熱帶威脅，但氣象專家

呼籲需要密切注意。風

暴可能在下周中旬靠近

尤佳敦半島，並可能進

入墨西哥灣。此後發生

的情況仍然未知。

投票登記投票登記投票登記投票登記10101010月月月月5555日截止在即日截止在即日截止在即日截止在即NBANBANBANBA火火火火
箭隊箭隊箭隊箭隊﹑﹑﹑﹑哈里斯郡長聯手呼籲快去登記哈里斯郡長聯手呼籲快去登記哈里斯郡長聯手呼籲快去登記哈里斯郡長聯手呼籲快去登記﹗﹗﹗﹗
哈里斯縣法官莉娜· 伊達爾戈（Lina
Hidalgo）正在與休斯頓火箭隊合作

，提醒居民在 10月 5日截止日期之

前進行投票登記。伊達爾戈和豐田

中心總經理道格· 霍爾（Doug Hall）
於本日上午 11點在豐田中心舉行新

聞發布會。

火箭隊的故鄉豐田中心也將首次被

作為提前投票地點，將於10月13日
至10月30日，對哈里斯縣的所有註

冊選民開放。可以親自投票或郵遞

投票。伊達爾戈指出，哈里斯縣已

將早期投票場所的數量增加了兩倍

，使選民可以更加方便、安全地進

行投票。豐田中心也將遵循所有

CDC 和公共衛生有關社交疏遠的準

則，並表示很榮幸能為社區服務。

霍爾指出：「投票是一項極其重要

的權利，多年來，許多人一直在為

此奮鬥。我們要感謝哈里斯郡文員

辦公室允許火箭隊和豐田中心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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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9月28日，第十八屆北京晚報高
帝杯慈善高爾夫邀請賽在北京東方天星鄉村俱樂部舉行，來自企
業界、體育界、新聞界和文藝界等社會各界共一百多位愛心人士
再次相聚在這每年一屆的慈善賽上。由京報集團北京晚報和廈門
高帝集團主辦的北京晚報高帝杯慈善高爾夫賽創辦於 2003 年非
典疫情之後，至今已經歷 18 年風雨。

這18年間，眾多熱心人士借賽事舉辦之際奉獻愛心。高帝
品牌也從無人知曉發展為被很多高爾夫愛好者所了解的民族品牌
，經歷了一個品牌積澱的過程。這項賽事每年都在北京舉行，每
屆吸引百餘名參賽選手。除了切磋球藝、增進友誼，大家還不忘
按照慣例奉獻愛心，紛紛慷慨解囊向北京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進
行慈善捐款。作為一年一度的傳統賽事，如今高帝杯已經被冠名
為“慈善高爾夫邀請賽”。

比賽開球
隨著參賽嘉賓集體合影結束，所有參賽選手分成二十餘組進

行比賽。經過近四小時的爭奪，比賽順利結束，其中前女籃國手
宋曉波衛冕了女子總桿冠軍。

宋曉波揮桿瞬間
在隨後進行的頒獎午宴上，高帝集團董事長陳建輝表示：

“2003年非典疫情之後，社會鼓勵大家回到體育場，重新投入到
運動中。在這個背景下，高帝集團當時作為一家生產高爾夫器材
的民族企業，有幸與北京晚報合作，組織了第一屆北京晚報高帝
杯高爾夫賽。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後，我們再次舉辦北京晚
報高帝杯意義重大，不僅延續了這項十八年不中斷的賽事生命，
也為疫情后大家走出家門走向運動場增強了信心。”

高帝集團董事長陳建輝（中）
京報集團體育部主任袁虹衡表示：“我們與廈門高帝集團合

作舉辦的高帝杯，轉眼已是第18屆，我們不變的初心是為慈善
做貢獻。未來，我希望高帝杯能夠'迎接二十年，準備五十年，
奔向一百年'！”

女子總桿衛冕冠軍宋曉波表示：“我從第一屆開始就參加了
這項賽事，十八年沒有中斷，我感到很榮幸。疫情之後，人們需
要運動，需要親近大自然，感謝高帝杯給了我們這個機會。”

最終，本次北京晚報高帝杯高爾夫賽共收到14500元善款，
這筆錢將用於殘疾人的福利事業建設。

高帝集團始創於1995年，經過二十五年的不斷創新與變革
，悉心構建起集新型產業運營模式和競爭優勢，創造與當代社會
相融的“互利、利他”的價值體系，戮力踐行長遠的發展戰略。

高帝集團已然成為一家集房地產開發、酒店開發、健康養生、國
際投資等多元化的新型集團企業，依托美國休斯頓、香港、台灣
、廈門四地物業及康養資源，致力發展健康產業，現擁有國內外
多家理療、健康、養生產業的管理公司。

公司響應國家弘揚“中華文化自信，中醫走向世界”的號召
，立足於國內項目的同時，結合海外的產業資源，與華美中醫學
院進行股權合作，利用休斯頓華美中醫學院在醫學中心的各項資
源，拓展跨國業務聯盟，與國藥控股（福建）合資醫藥產業，投
資健康產業。高帝集團著力引入西醫高科技術，通過中醫藥理論
創新，實現技術上的突破，使中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堅
持中西醫並重，努力實現中醫藥健康養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發
展，將國際高端醫學引入中國，並推動中醫走向世界

目前高帝集團已在康養健康領域進行佈局，與德州醫學中心
的相關機構及專家、教授建立聯繫，打造出一個集中西醫互補的
健康養生、中醫理療、月子中心、美容美體於一體的養生平台。
集團還以香港為國際化平台起點，與台灣、美國德州醫學中心、
華美中醫學院等高端醫療海外資源整合聯盟合作，將海外資源引
入廈門，打造健康智能生態綜合體服務平台，推動國際產業合作
。

第十八屆北京晚報高帝杯慈善高爾夫賽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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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0年10月1日（星期四）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李鴻培

部分受影響項目
游泳

傅園慧、余賀新、王簡嘉禾
預賽第一，體能測試落後而無緣決
賽

女子重劍
孫一文、林聲
因體能測試成績落後止步
16強

女子跳馬
原本8人參加決賽但
最終僅5名運動員入
圍

■■余賀新余賀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傅園慧傅園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泳壇近日鬧出有選手預賽排名第一泳壇近日鬧出有選手預賽排名第一，，
但因體能測試落後而無緣決賽的事件但因體能測試落後而無緣決賽的事件。。
圖為圖為20202020全國游泳冠軍賽全國游泳冠軍賽。。 新華社新華社

2020全國游泳冠軍

賽暨東京奧運會達標賽正在青島舉行，不過，徐嘉余、傅

園慧、王簡嘉禾等名將雖預賽排名第一，但體能測試落後無緣決

賽，引來體育圈內外一片譁然。不少現役和退役運動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強化運動員體能本無可厚非，但操作層面面臨的問題需要好好地反思和改

進，否則會鬧出越來越多的笑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孫一文
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一
刀
切
測
體
能
創
佳
績
健
將
出
局
社
會
譁
然

■ 曾代表中國出戰亞運會的女子重劍好手
孫一文（左）亦因體測問題而16強止步。

資料圖片
■ 圖為CBA山東西王隊
正在訓練。 資料圖片

體
測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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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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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全國游泳冠軍賽的首個比賽
日，傅園慧在女子100米仰泳預賽中以

59秒48的成績排名第一，在預賽所有選手
中唯一打開1分鐘大關。不過，由於體能測
試成績未進入前八，而無緣決賽。

破紀錄仍無緣決賽
18歲的泳壇新星王簡嘉禾和傅園慧的遭

遇類似，她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預賽裏以
15分45秒59的成績打破了亞洲紀錄，可賽
後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卻表示自己因為體能
落後不能參加決賽。

男選手方面，余賀新在男子50米自由
泳預賽裏以21秒79打破了寧澤濤所保持的
全國紀錄，成為東京奧運周期裏第一個達到
男子50米自由泳奧運會A標的中國選手。但
令人遺憾的是，他也因為體測落後的問題落
選了決賽名單。

談及自己的體能測試不過關的原因，王
簡嘉禾此前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畢竟是
水上項目，陸上項目不是很擅長。像跑步運
動員不可能來水裏游得特別好，同樣的道
理，游泳運動員也不可能陸上每個項目特別
好。”

“不反對訓練體能，中國運動員確實
在體能方面有所欠缺。但把體能成績作為
晉級決賽的標準是否足夠公平？游泳運動
員平時練體能遵循的原則是次數少、間歇
長、運動量逐漸增加，但體能測試是短時
間內拚極限，是否和運動專項也有差
別？”一位參加本次全國游泳冠軍賽的選
手這樣質疑。這位冠軍選手亦表示，狠抓
體能無可厚非，但體能測試究竟應當是達
標式，還是選拔式，仍需要審慎考量。

恐成奧運夢攔路虎
其實，9月中旬在浙江舉行的全國田徑

錦標賽參賽名單公布時，中國國家體育總局
嚴格施行的體能達標測試就曾引發爭論。多
名運動員因體能測試不達標而落榜，其中包
括因膝蓋受傷導致體能分較低的蘇炳添。此
外，還有男子100米全運會季軍徐海洋、青
運會冠軍李澤洋、全國錦標賽冠軍楊洋，
200米青運會冠軍隋高飛，400米全運會季
軍吳宇昂、全國錦標賽冠軍吳磊，三級跳項

目則有奧運會季軍、全運會冠軍董斌。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在今年2月

份，國家體育總局就已發布《關於進一步強
化基礎體能訓練惡補體能短板的通知》，強
調“基礎體能薄弱、專項體能不強”這一問
題，要求“強化體能訓練，補齊短板”。以
“體能是東京奧運會入場券”作為選拔標
準，基礎體能不達標者不得參與奧運選拔。

值得關注的是，除了游泳項目外，最近
擊劍選手測跳繩，下象棋測實心球，世界冠軍
因體能測試出局的消息接二連三。隨着各項錦
標賽事的逐次開展，不少人紛紛質疑體能測試
會否成為奧運健將邁向東京的攔路虎。

一名帶隊到南半球參加冬訓的奧運項目

負責人也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坦言，他們接到隊裏
有人體測落後的消息時十分
緊張，因此還特意聘請了外國
體能教練，進行魔鬼式集訓才過
關。

不過，中國游泳協會主席周繼紅
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加強體能、惡補短
板的目的是為了鼓勵運動員在基礎身體
能力和專業運動表現上，都能對標世界頂
尖水平，“這次在青島舉行的全國冠軍賽暨
奧運會達標賽是我們首次在正式的全國比賽
中納入體能測試，這一競賽改革的方向我們
會繼續堅持下去。”

結合項目需要 將增專項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針

對外界對體能測試的非議，中國國家體育總局
日前召開會議，不少專項運動的主管表示，日
後將完善基礎體能訓練和體能競賽體系。在總
局座談會上，國家體育總局小球運動管理中心
主任陳應表也表示，在今後的全國比賽中，計
劃採用新辦法，在現有體能測試項目中再增加
專項測試，更緊密結合項目發展實際需要，同
時在賽制上高於國際標準。

體能弱點突出 落後外國標準
據中國體育報報道，中國賽艇協會、中國

皮划艇協會主席劉愛傑在會上指出，隨着社會
發展，中國體育人才的成長通道上已經不具備
像過去那麼完善的“三級訓練網”，體能短板
尤其是基礎體能短板要比以往更加凸顯。

劉愛傑說：“我們去英國賽艇協會的訓
練基地學習，他們每個周末都會進行30分鐘
賽艇測功儀訓練和比賽，我們把他們的指標
拿回來，當時國家隊有100多人，竟然只有1
人能達到英國隊的入隊標準。”

針對游泳名將王簡嘉禾在全國游泳冠軍
賽上的表現，遼寧省體育局局長宋凱表示，
王簡嘉禾近半年一直在遼寧訓練，她1.86米
的身高，能做好引體向上非常不容易，但這
次全國冠軍賽體能測試她的引體向上是滿
分，說明她體能訓練十分刻苦，這次能在比
賽中打破紀錄恰恰反映了前期體能訓練的效
果。

均衡強化體能 劍指世界冠軍
不過同時也可以看到，王簡嘉禾的體能

發展依然不夠均衡，接下來還需要進一步加

強。“對於像她這樣的運動員，我們的培養
目標不是全國冠軍，而是世錦賽冠軍、奧運
冠軍。”宋凱說。

和宋凱的看法一致，中國游泳協會主席
周繼紅說：“余賀新的這個成績相當於去年
的世界排名第11，具有進入世界大賽半決賽
的絕對實力，但並不能保證他穩進決賽。”

她解釋，“于靜瑤和傅園慧的成績雖然
都達到了奧運會A標，但和世界水平相比都
有較大差距。雖然中國有較多運動員可以在
奧運會達標賽上達到A標，但難的是在比賽
中出現獲得奧運會獎牌或至少進入決賽的成
績。”

周繼紅強調，強化體能測試這一競賽改
革方向會繼續堅持下去，但同時中國游泳協
會將通過本次比賽對體能訓練進行認真總
結，建立起與游泳項目相適應並緊密結合專
項、更加完善的基礎體能訓練和體能競賽體
系。

在回應社會關切中不斷深化體育改革
近日，在多項全國賽事中設置的體能

測試引發熱議。
從內部看，體能是中國運動員，特別

是一些尚未達到世界一流水準項目的顯著
短板，亟待補強；從外部看，不管游泳還

是體操、擊劍、拳擊等等，最後似乎都變成了體能排行，
看得人不明就裏。內外反差何以如此，值得探討釐清。

現階段，體能是軟肋、是痛點，特別是在那些相對
實力薄弱的項目中，關鍵時刻體能“掉鏈子”屢見不
鮮。由體能入手，也是體育界深化改革創新，更新發展
理念的實招硬招。

不能“一刀切”但需“切一刀”
但，即便如此，對基礎體能的考評、運用，也應有

精準施策、“精確制導”的規劃。比如，將既有比賽規
則徹底改變，以體能決定晉級，和人們對這些賽事的印
象相去甚遠，難免一頭霧水，以致眾議洶洶。體能在競
技體育的評判體系中，是以“准入”為好，還是要直接

介入“晉級”。對這些問題的推敲，不僅深深影響着運
動員的心態，也大大影響着外界的觀感。

換言之，體能測試不能搞“一刀切”，但針對體能
不足的痼疾，“切一刀”又勢在必行──如何把握“切
一刀”，既要如同庖丁解牛，摸準脈絡，熟稔於心，精
確走位；又要如同金針度人，提神醒腦、直擊要害、去
蕪存菁。這考驗着管理部門的智慧與定力，就眼下正在
持續推進的單項協會改革而言，也正是“專業人做專業
事”的題中應有之義。

從改革的角度審視，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始終是體
育界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也是體育領域深化改革的顯
著標誌。賽事作為一種公共文化產品，大眾是否滿意、
歡迎，是一個重要維度。體能的專業性，和大眾的接受
度之間，不應是隔膜對立的關係。畢竟，體育改革頭緒
繁雜，有謀篇布局的大塊文章，也有落子推敲的反覆斟
酌。只有做好科學研判，堅持問題導向，聚焦重點領域
和關鍵環節，內外良性互動，“開放辦體育”的改革理
念才能生根開花。 ■人民日報

�
/=

■中國運動員的體能短板比以往更明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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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視圈最高榮譽的《第
72屆艾美獎》日前在洛杉磯舉行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受控，
大會採取網上頒獎形式，而負責
轉播的電視台更出動超過 100 台
攝錄機，到入圍者的所在地準備
，即時拍下得獎者獲獎的一刻。

劇情組視后及視帝向來是每
年艾美獎的最大焦點，當中曾七
度入圍、2002 年憑《老友記》
（Friends）穩坐喜劇組視后的畢
彼特（Brad Pitt）前妻珍妮花安妮
絲頓，今次擺脫喜劇形象、憑
《晨早直播室》（The Morning
Show》挑戰戲劇組視后，出席艾
美獎前，她更網晒在家中穿上睡
衣敷面膜飲香檳的照片，一副志

在必得的姿態，不料飲恨收場！
憑漫威超級英雄片《蜘蛛俠

》（Spider-Man）系列走紅的 24
歲美國女星Zendaya，在《毒癮女
孩》飾演吸毒青年，當中有不少
大膽裸露鏡頭，憑此劇首獲提名
的 她 一 舉 擊 敗 珍 妮 花 、 Olivia
Colman及上屆視后吳珊卓（San-
dra Oh）等，成為史上最年輕劇
情組艾美視后，難怪抱住獎座不
放，興奮喪笑，她表示雖然劇中
的年輕人不是好榜樣： 「我只想
說，年輕人仍然有希望！」

童星出身的 Zendaya 歌影兩
棲發展，更憑歌舞片《大娛樂家
》 （The Greatest Showman） 及
《蜘》片躋身荷里活一線女星之

列，而她與 「蜘蛛俠」Tom Hol-
land 戲假情真更成為全城話題，
惟分手收場。

老貓燒鬚，失落視后的珍妮
花 「玩火」！原來她不單以入圍
者身份參與艾美獎，更是喜劇組
視后的頒獎嘉賓，跟主持 Jimmy
Kimmel頒獎時大搞氣氛，揭曉賽
果前，Jimmy 以衞生為由，竟向
賽果信封狂噴消毒噴霧，並扔去
火桶，珍妮花即出動滅火筒撲火
再宣讀賽果，由《富家窮路》
（Schitt's Creek） 女 星 Catherine
O'Hara獲獎。《富家窮路》除獲
最佳喜劇外，加拿大影星 Daniel
Levy更憑此劇一人捧走最佳男配
角、編劇與導演3獎。

失獎的珍妮花 「有幸」獲前
夫 「支 持 」 ， 因 畢 彼 特 也 憑
《Saturday Night Live》獲提名喜
劇組傑出客串演員，但敗在笑匠
Eddie Murphy（愛迪梅菲）手上
，這對過氣夫妻齊齊捧蛋！

劇情組視帝由美國男星Jere-
my Strong憑《繼承之戰》（Suc-
cession）獲得，而 「變形俠醫」
麥克韋化奴（Mark Ruffalo），其
一人分飾兩角的HBO劇集《他是
我兄弟》（I Know This Much Is
True）勇奪迷你劇/電視電影組最
佳男主角，他說會與妻子一同慶
祝。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艾美獎大爆冷門艾美獎大爆冷門 楊楚楓楊楚楓

HarrisHarris縣行政書記官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
宣布新的投票追踪系統宣布新的投票追踪系統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宣布新的投票追踪系統

選民通過郵遞投票的方式
現在可以

追踪其申請和郵遞投票的
狀態

(休士頓, Texas 州）–今天，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宣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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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
li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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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arrisvotes.
com/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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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is 縣居民已有 207,628 人申請郵
遞投票，本辦公室已寄出202,522張
選票至申請郵遞投票的選民。

請至 HarrisVotes.com 查詢更多
信 息 ， 並 在 Twitter， Facebook 和
Instagram上關注@HarrisVotes。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提供給
長者的福利待遇有許多，其中最重要的
核心之一，就是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俗稱紅藍卡)，聯邦醫療保險是給 65
歲以上的老人，在美國工作至少10年、
有繳稅 (每年最多可拿4點，也就是要滿
40點)，當他/她滿65歲時，便可加入聯
邦醫療保險。

老人醫療保險需要申請
剛要滿65歲的長者，需要向社會安

全局提出申請，一般從申請、批准、到

拿卡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然而，今年因
為疫情的關係，社會安全局的預約申請
特別花時間，萬德福保險的李淑惠經理
在幫長者申請時，發現很多的長者都預
約不到 social security時間，要拖很久才
可能申請到，所以提醒長輩們要請子女
幫忙到網上申請，免得被罰款。

李淑惠指出，新加入老人醫療健康
保險的長者，滿65歲的生日前後有7個
月的時間可以申請 Medicare Part A &
Part B。舉例來說，如果是五月份的生

日，前三個月與後三個月期間都可以申
請，最早是2月開始就可以申請紅藍卡
了，要向社會安全局提出申請(網上也可
以申請)。

今年情況不同於往年
但是，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情況

不同於往年，建議大家能夠申請的時候
盡早申請，李淑惠已經幫一些長者們上

網看，有些申請順利的例子可以直接申
請下來，但如果資料不全，或是有不清
楚之處，社會安全局也會要求某些長者
要去面對面的面談。如果被通知要面對
面的面談，就需要先上網預約時間。

然而，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目前
社會安全局的人力減縮，所以預約非常
不容易，甚至有人從2月開始申請，到
現在都還沒有下來，因此，寧願提早作
業，免得長者到時候擔心，甚至被罰款
。

長輩們小心防疫
李淑惠表示，德洲疫情的延申仍然

未緩，希望長輩們千萬要小心，防疫靠
自己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
人多的地方盡量不要去，但可以出去戶
外走動，像是公園空間寬廣，空氣新鮮
，也可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安全距離！

要申請email電子郵箱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宗教的聚會

都改成 zoom，許多瑜伽課、太極課、
看醫生也都改成電腦化了，今年保險註
冊的方式也將走進電腦化。的確，為了
大家的安全與健康，保險公司以最快的
速度改成電腦註冊了！長者們要做的就
是為自已開個電子郵箱 email ，這樣我
們即可順利的幫長輩們註冊了！

今年註冊開放期
今年的註冊開放期還是10/15/2020

到 12/7/2020，希望長輩們都準備好，
大約9月中到10月初左右，長者們會開
始收到有關2021年保險有何改變的通知

(notice of change)，若不喜歡您保險的改
變，可以找信用可靠、服務週到的李淑
惠。如果有老人保險方面的問題，可以
電話中解說，若有需要，李淑惠將戴口
罩為長者們服務，請事先電話或是微信

預約。

服務周到，口碑相傳
李淑惠在休斯頓的華裔社區口碑超

級好，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
而言，李淑惠是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
朋友，很多時候還是幫忙解決問題的救
星。她總是從客人的角度著想，專業而
細心地回答問題，讓長者們更明瞭老人
健康保險，她用自己的真誠與服務，打
造極強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戶都樂意
把朋友介紹給她，口碑相傳。

李淑惠的電話是 281-758-9152，
或 Shlee1980us@outlook.com。 微 信 和
LINE 的ID 是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
Line，請直接打電話)。最好的聯繫方式
是電話，如果剛好在忙線中或沒有接聽
，請留言，李淑惠一定會回電。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將年滿將年滿6565歲的長者歲的長者 可以加入老人醫療保險囉可以加入老人醫療保險囉
能申請時盡早申請能申請時盡早申請 疫情下預約時間大大增長疫情下預約時間大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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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十月八日金城銀行十月八日((星期四星期四))早上九點半早上九點半
至十二點慶祝三十五周年慶至十二點慶祝三十五周年慶

邀請希望診所提供一百位邀請希望診所提供一百位1818歲以上低歲以上低
收入民眾免費流感疫苗注射收入民眾免費流感疫苗注射

誰有資格申請郵遞投票?
要有資格在Texas進行郵遞投票 , 您必

須:
·在選舉日當天2020年11月3日年滿

65歲或65歲以上;
·在選舉日（11月3日）和提前投票期

間（10月13日至10月30日，您都不在本縣
境內；

·在監服刑，但具有投票權; 或是

·生病或殘障。
具有殘障的資格以及在冠狀病毒時期

（COVID-19）意味著什麼？
如果選民認為 “親自投票對他們自身

的健康將會造成任何可能性的傷害”，該
選民便符合殘障資格。孕婦也屬於殘障類
別。

Texas州最高法院上週裁定，可考慮以
對COVID缺乏免疫力而造成對選民健康 可
能性的傷害為理由之一，以決定是否參與
親自投票，但不可是唯一的因素。如果您
擔心感染COVID-19，但身體健康，則沒有
資格以“殘障”的資格申請郵遞投票。 如
果您不符合“殘障”的條件，但符合其他
類別之一（上述1-3），您仍可能有資格申
請。

什麼時候可以申請郵遞投票? 有截止
日?

您可以隨時 申請郵遞投票但是我們辦公
室必須在10月23日之前收到（非郵戳日）
您的申請，以便向您寄出11月大選的郵遞
選票。您也可以親自到任一Harris 縣行政
書記辦公室遞交申請。

由於郵政服務可能會出現延遲，請不
要等待 – 立即申請!

諮詢:
目前Texas州的郵件傳遞延遲。計劃通

過郵寄發送郵遞投票申請或選票時，請考
慮到這一點，以便及時處理和被納入計票
。

如何取得郵遞投票的申請?
註冊選民可以通過以下方式獲得申請:
·從 HarrisVotes.com/VoteByMail 下載

申請表格
·致電713.755.6965, 或
·電郵至bbm@cco.hctx.net
如果我沒有註冊投票怎麼辦?
您可以在Vote411.org. 上查看您的投票

狀態。
要註冊投票，目前有兩個組織可以為

您提供遠程註冊幫助，分別是,
Register2Vote.org和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 Houston. 這兩個組織都將為您提供
空白，已付郵資的選民登記卡。

每次選舉我都必須重新申請郵遞投票
嗎?

凡年滿65歲或65歲以上或是殘障人士
均有資格提出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例如
，如果您現在申請2020年11月的選舉，則
您將收到2020年12月31日之前所有選舉的
郵遞選票。然而您將需要在新年度重新申
請才能繼續使用郵遞投票的服務。

在填寫申請表時可獲得他人的協助?
是的，您可以在朋友或親戚的協助下

完成並提交您的申請。您的助手必須仔細
閱讀說明，並完成申請表的見證人/協助人
部分。

金城銀行全體員工在吳光宜董事金城銀行全體員工在吳光宜董事
長長、、楊明耕副董事長及林懿明執行長楊明耕副董事長及林懿明執行長
帶領下帶領下，，以感恩的心以感恩的心，，將於十月八日將於十月八日((
星期四星期四))早上九點三十分至中午十二點早上九點三十分至中午十二點
於百利大道總行慶祝該行成立三十五於百利大道總行慶祝該行成立三十五
周年慶周年慶。。為避免為避免COVID-COVID-1919疫情傳播疫情傳播
並回饋社區長久支持並回饋社區長久支持，，金城銀行取消金城銀行取消
當日慶祝典禮當日慶祝典禮，，並將活動經費捐出以並將活動經費捐出以
邀請希望診所為社區一百位邀請希望診所為社區一百位1818歲以上歲以上

低收入民眾提供免費流感疫苗注射低收入民眾提供免費流感疫苗注射，，
參加者需事先登記參加者需事先登記。。感謝大家發揮愛感謝大家發揮愛
心心，，把免費疫苗注射機會留給需要的把免費疫苗注射機會留給需要的
民眾民眾。。

金城銀行在吳光宜董事長金城銀行在吳光宜董事長、、董事董事
會與管理團隊領導下會與管理團隊領導下，，在休士頓在休士頓、、達達
拉斯與加州禮聘資深優秀團隊拉斯與加州禮聘資深優秀團隊，，過去過去
多年穩健積極多年穩健積極，，腳踏實地腳踏實地，，深耕社區深耕社區
，，成果豐碩成果豐碩。。

金城銀行一貫以金城銀行一貫以””穩健穩健,,積極積極””作作
為發展原則為發展原則，，根基紮實根基紮實。。林懿明執行林懿明執行
長表示長表示：： 「「唯有顧客的信賴才是我們唯有顧客的信賴才是我們
最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

金城銀行所有經營團隊和同仁攜金城銀行所有經營團隊和同仁攜
手同心為提供客戶及社區的朋友更專手同心為提供客戶及社區的朋友更專
業和親切的金融服務業和親切的金融服務，，這是金城銀行這是金城銀行
持續及恆久的目標持續及恆久的目標，，也期待和朋友共也期待和朋友共
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請親臨總行與我們共享喜悅請親臨總行與我們共享喜悅！！
時間時間：：二二00 二二00年十月八日年十月八日((星期星期

四四))早上九點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早上九點三十分至中午十二 點點
地點地點：：金城銀行百利大道總行金城銀行百利大道總行
9315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登 記 電 話登 記 電 話:: 713713--596596--68486848 TerryTerry

HouHou

誰有資格申請郵遞投票誰有資格申請郵遞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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