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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與總統寶座失之交臂與總統寶座失之交臂，，川普犯了什麼錯川普犯了什麼錯、、下台後的牢獄之災下台後的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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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拜登早已贏得超過270
張選舉人團票，而且被多家美國主流
媒體宣布當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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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
視15.3《美南時事通》節目主持人蓋軍
和美南新聞記者肖永群日前邀請華盛
頓資深律師程紹明從法律層面來談此
次選舉可能發生的後果。

蓋軍：距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喬•
拜登被認為獲得美國大選勝利已經好
幾天了，但特朗普還沒有承認失敗，
或表現出任何承認自己失利的跡象。

相反，他提出未經證實的指控，
說投票存在普遍的欺詐行為。然而，
計算結果顯示他在幾個州都落後數萬
張選票，在這些地方他必須翻轉結果
才能成功。大多數人認為他註定失敗
。拜登已經開始組建團隊，但是現任
政府並沒有絲毫交接的跡象。

肖永群：請問程律師，這個選舉
結果到底應該由誰來宣布？媒體說話
能不能算數？

程紹明：如果從法律程序上來說
，確實還沒有官宣選舉結果，但是從
傳統慣例來說，媒體預測的拜登當選
確實是對的，因為他先獲得270張選舉
人團票。這個系統比較復雜，情況是
這樣的，11月3日，美國人投票決定新
壹屆總統人選。但是，在公眾投票當
中得票最多者未必就是最後的勝者。
這是因為，美國總統並非直接由選民
壹人壹票選出的，真正決定勝負是所
謂的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制度
。在總統選舉當中，美國人到票站投
下壹票時，他們投選的其實是由壹組
官員組成的選舉人團。這個詞組當中
的“團（college）”就是指有著共同
任務的壹組人，而這些人就是選舉人
，他們的任務就是選擇總統和副總統
。選舉人團每四年聚集壹次，時間是
在選舉日的幾個星期之後，這是他們
完成這個任務的方式。選舉人團是如
何運作的？每個州的選舉人數量大致
上反映該州的人口規模。全美國總共
有538個選舉人。加利福尼亞州的選
舉人最多——有55個——而壹些人口
稀少的州份，比如懷俄明、阿拉斯加

和北達科他（還有華盛頓特區）等，
選舉人數量可以少至三個。每個選舉
人代表壹張選舉人票，而總統候選人
需要贏得選舉人票中的大多數——即
270張選舉人票或以上——才能當選總
統。通常來說，各州會將所有的選舉
人票都投給在該州的選民投票中勝出
的人。

舉個例子，假如共和黨候選人在
得克薩斯州的全民投票中贏得50.1%的
票數，那他就會獲得該州的全部38張
選舉人票。

只有兩個州（緬因州和內布拉斯
加州）會依據每個候選人在本州內的

投票中得票的比例來分配選舉人票。
這就是為什麽總統候選人的主要目標
是那些特定的“搖擺州份”——就是
那些雙方均有可能在全民投票中勝出
的州——而不是想在全國贏得盡可能
多的選民票。

每贏得壹個州，就會令他們離270
張選舉人票的目標更近壹步。2016年
，唐納德•特朗普的選民得票率比希
拉裏•克林頓少將近300萬張，但是
由於選舉人團給了他大多數的選舉人
票，特朗普當選了總統。

2000 年 ， 喬 治 • W • 布 什
（George W Bush）贏得了271張選舉
人票，但是其實民主黨候選人阿爾•
戈爾（Al Gore）在全民投票中的得票
比他多50多萬。

除上述兩次之外，歷史上只有另
外三位美國總統是在沒有贏得全民絕
對票數的情形之下當選。他們分別是
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盧瑟福德• B•海耶斯
（Rutherford B Hayes）和本傑明•哈
裏森（Benjamin Harrison），均是 19
世紀的美國總統。

肖永群：我看過您寫的壹篇文章
《川普犯了與希拉裏壹樣的錯》，這
壹次川普贏得的選票其實是很多的，
是歷史第二高的選票，當然拜登是第
壹高。今年新冠疫情這麽嚴重，但是
民眾的投票率比任何壹次總統選舉都
高。之前的民調顯示，拜登會大概率
贏，但是其實實際計票的結果顯示拜
登只是微弱領先，顯示川普有不少粉
絲，也就是說有很多從來沒有投票過
的選民出來投票了。這些人裏面有川
粉，也有不少是支持拜登的年輕人和
華爾街金融人士。

蓋軍：川普在臺上得罪了很多人
，他下臺以後會不會有牢獄之災？

如果您想知道華府程紹明律師是
怎樣分析川普的未來之路，請收看
《美南時事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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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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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1111月月55日日，，亞洲協會得州中心亞洲協會得州中心Huffington FoundationHuffington Foundation商業政策計劃邀請商業政策計劃邀請ASTCASTC董事董事
、、JP Morgan ChaseJP Morgan Chase銀行私人銀行副主席銀行私人銀行副主席Martyn E. GoossenMartyn E. Goossen與世界聞名的金融實戰專家與世界聞名的金融實戰專家、、
著名暢銷書作者著名暢銷書作者、、PAGPAG董事長單偉建董事長單偉建Weijian ShanWeijian Shan就在就在COVID-COVID-1919期間造成的企業倒閉期間造成的企業倒閉
潮大蕭條潮大蕭條、、全球衰退全球衰退，，美國全國各地的就業人數增長美國全國各地的就業人數增長，，八月份的失業率降至個位數八月份的失業率降至個位數，，及及
隨著這場繼續遏制隨著這場繼續遏制COVID-COVID-1919並減輕歷史性的經濟緊縮並減輕歷史性的經濟緊縮，，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復甦之路等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復甦之路等
展開虛擬網上領袖系列講座對話展開虛擬網上領袖系列講座對話，，給出方略給出方略。。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88日日，，休斯敦越南裔特朗普總統支持者在越南勝利廣場集會遊行休斯敦越南裔特朗普總統支持者在越南勝利廣場集會遊行，，支持特朗普支持特朗普
陣營要求每一個合法的選票都要數到的訴求陣營要求每一個合法的選票都要數到的訴求，，數百人分別唱美國國歌和越南國歌數百人分別唱美國國歌和越南國歌。。不少華不少華
裔支持者也加入其中裔支持者也加入其中，，表達自己的訴求表達自己的訴求。。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99日晚日晚，，AREAAAREAA美國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在韓裔美國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在韓裔Spa WorldSpa World舉行舉行
疫情疫情99個月以來第一次面對面露天個月以來第一次面對面露天network mixernetwork mixer，，同時推廣正在同時推廣正在Soft OpenSoft Open的奢華的奢華
韓裔洗浴中心韓裔洗浴中心。。圖為到場的專業人士和會員合影圖為到場的專業人士和會員合影。。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88日日，，著名藝術家著名藝術家、、企業家李曉蘆先生在悅來餐廳設宴慶祝世界名人網總編企業家李曉蘆先生在悅來餐廳設宴慶祝世界名人網總編
輯王福生來到美國輯王福生來到美國3030年零一天年零一天。。風風雨雨滄桑盡歷風風雨雨滄桑盡歷，，世界名人網服務社區世界名人網服務社區，，關注人群關注人群
，，永遠的追求永不改變永遠的追求永不改變。。美南新聞名記者朱全勝美南新聞名記者朱全勝，，世界名人網世界金融理財主任世界名人網世界金融理財主任、、著名著名
財商科學專家財商科學專家Kathy FanKathy Fan等均出席等均出席。。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88日下午日下午，，在祥瑞花園盛大開幕儀式上在祥瑞花園盛大開幕儀式上，，美國國會議員奧爾格林將一幅在美美國國會議員奧爾格林將一幅在美
國國會山莊飄揚過的美國國旗頒發給開發商和建築設計人李兆瓊建築大師國國會山莊飄揚過的美國國旗頒發給開發商和建築設計人李兆瓊建築大師，，休斯敦市長休斯敦市長
特納也命名當天為世大建築日特納也命名當天為世大建築日。。市議員市議員、、李蔚華李蔚華、、李雄及銷售團隊李雄及銷售團隊、、林富桂產權律師林富桂產權律師、、
王秀玲地產經紀人王秀玲地產經紀人、、潮州會長越華超市董事長孫偉根潮州會長越華超市董事長孫偉根、、AREAAAREAA會長會長CaseyKangCaseyKang和投資人和投資人
阿強阿強、、經理經理SandySandy等也出席了剪彩典禮等也出席了剪彩典禮。。。。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Texas Tabletennis Trainning ClubTexas Tabletennis Trainning Club在疫情下做好防護措施在疫情下做好防護措施，，每個乒乓台均用巨大幕每個乒乓台均用巨大幕
布隔開布隔開，，使得所有乒乓球愛好者和專業選手都能在疫情下能夠既鍛煉身體使得所有乒乓球愛好者和專業選手都能在疫情下能夠既鍛煉身體，，又提高技藝又提高技藝。。圖為圖為20202020年年
1111月月77日日，，負責人徐建勳大律師正在與一位優秀女選手對練中負責人徐建勳大律師正在與一位優秀女選手對練中。。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77日晚日晚，，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哈里斯賓州開票結果被幾家主流媒體公示後宣布當選並在哈里斯賓州開票結果被幾家主流媒體公示後宣布當選並在
當晚發表勝選演說當晚發表勝選演說，，並施放早已準備好的盛大煙花慶祝勝利並施放早已準備好的盛大煙花慶祝勝利，，但是特朗普陣營卻並不承認這些結果並發起但是特朗普陣營卻並不承認這些結果並發起
多起訴訟多起訴訟，，所以真正的結果出來還要等所以真正的結果出來還要等1212月甚至一月的選舉委員會確認月甚至一月的選舉委員會確認。。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88日日，，休斯敦時尚達人休斯敦時尚達人Nancy XieNancy Xie在參加完特朗普支持者亞裔大型集在參加完特朗普支持者亞裔大型集
會後來到美南新聞大樓前靠在富有歷史標誌性的古老印刷機和克林頓總統鎏金會後來到美南新聞大樓前靠在富有歷史標誌性的古老印刷機和克林頓總統鎏金
大字書寫的歷史文獻花崗岩石牆之間尋找靈感大字書寫的歷史文獻花崗岩石牆之間尋找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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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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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近日，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冯骥才的最

新长篇小说《艺术家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艺术家们》以几位青年艺术家的生活和事业为轴

，展开了国内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家们的生活故事

和创作历程，也呈现了同时期国内艺术事业、社会

环境的发展与变迁。

这部长篇小说是冯骥才先生酝酿数十年的心血

之作。作者在精彩的故事中，融入了作者对于绘画

、文学、音乐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独特体悟与思索，

用钢笔和画笔“两支笔”描绘出激荡动人的艺术人

生。《艺术家们》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李陀、赵丽

宏、程德培等诸多作家、学者的一致赞誉。

2020年10月29日（周四）晚17:00，《艺术家

们》线上发布会将在京东、百度等平台直播。冯骥

才先生届时会亲临直播间，与广大读者分享自己

《艺术家们》的创作初衷，讲述作品中的艺术人生

感悟、作品背后的故事。

一、冯骥才艺术人生的澎湃之作

冯骥才先生以《义和拳》《神鞭》《俗世奇人

》等经典作品闻名于世，是开创新时期文学的重要

作家之一。实际上，冯先生自幼习画，师从名家，

有着深厚的绘画功底和专业修养。上世纪90年代

初，冯骥才曾在国内外多地举办个人画展，反响巨

大。冯骥才曾称，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

育是他的“四驾马车”。绘画作为 “四驾马车”

之一，从未离开过他的事业和生活。在社会转型时

期，冯骥才对国内绘画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起到

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现代文人画方向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绘画、音乐等艺术家是国内文学作品中较少聚

焦的群体，而集文学、绘画等多种才能、多重身份

于一身的冯骥才，有着书写这个群体得天独厚的条

件和优势。

《艺术家们》塑造了国内作品中少有的艺术家

形象，也第一次全面呈现了他们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作品中的种种生活情境、

创作困境、情感经历、商海博弈等，都是首次呈现

于读者面前。就个人经历与精神追求而言，这部小

说可谓是凝聚了冯骥才五十多年艺术生涯的澎湃之

作，也是他表达个人美学理想、展现艺术心得感悟

的心血之作。

二、作家冯骥才和画家冯骥才在《艺术家们》

“相遇”

冯骥才在自序里写道：“我一直想用两支笔写

这本小说，我的话并非故弄玄虚。这两支笔，一支

是钢笔，一支是画笔。我想用钢笔来写一群画家非

凡的追求与迥然不同的命运；我想用画笔来写唯画

家们才具有的感知。”

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艺术家们》是集中展现

冯骥才浪漫主义追求的一部作品。从人物、情节到

语言，自始至终流露着浪漫主义的气质。楚云天、

隋意、洛夫、罗潜等人的内心世界，在冯骥才的笔

下呈现出多姿而蓬勃的面貌。他们才华横溢、朝气

蓬勃，热烈地抒发着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冯骥

才用浪漫的语言，融入唯美的绘画感，不断追寻、

捍卫着“美”的存在。可以说，作家冯骥才和画家

冯骥才在这部《艺术家们》中相遇了。

小说的故事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

到当下，这期间，中国当代小说、绘画、文化等各

个艺术领域的美学追求也几经变化。冯骥才是整个

历程的亲历者，也是美学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参与

者。他曾说：“我不回避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

唯美主义者。我的理想发自心灵，我的唯美拒绝虚

伪。”

冯骥才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坚守“唯美主义”

，也为维护国家的“美”而做出了极具“理想主义

”的牺牲。当工业大潮急速淹没传统文明遗存的时

候，他毅然纵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苦心经营，

辗转大江南北，拯救了大量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守护了无数濒危不可再现的民间文艺之美。为此，

他牺牲了个人在文学、绘画创作极为珍贵的二十多

年时光。

而《艺术家们》这部集艺术、文学、物质、情

感、欲望、市场等诸多元素于一身的作品，在展现

近五十多年文艺发展历程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之外

，也鲜明地流露出作者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发

自心灵”的情怀贯穿始终，让读者在享受艺术之美

的同时也常被作者的真诚和执着而感动。

三、以绘画界反应风云变迁的大时代

冯骥才以三位画家楚云天、罗潜和洛夫从心灵

交汇到逐渐离散的过程，折射了近五十年来的时代

变迁。从“文革”，到80年代新时期，再到市场

化大潮的席卷，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淘洗，也做

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艺术和物质都极度匮乏的年代

，几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生活悄然起步；在新时期

，纯粹的艺术激情和探索引领了时代和他们；而当

市场化大潮袭来，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新一轮的心灵

考验，苦苦地寻求突破和自我救赎。

著名评论家、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认为

：“《艺术家们》以小题材写大时代，也以小故事

写大内涵，从画家们的生活场景等很小的故事切口

，内涵丰富，这与他的艺术追求、艺术标

准高度吻合。”

《艺术家们》塑造了一群阳光明媚的

、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画家，是“一群内心

美且高贵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岁月里，

时代曾给了他们一道亮光，于是他们迸发

出璀璨的光芒。但是很快辉煌逝去，大潮

退却，只留下喧嚣后的平静和沉寂，以及

少数艺术家发自心底的悲怆。

《艺术家们》所写所思，是一代人的

“生命史、心灵史、艺术追求史”，同时

也是大时代社会图景的真实见证。在时代

的潮涌中，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守护

着自己的艺术追求与情感，众声喧哗，一

代艺术家的精神道路逐渐清晰。

四、“不是我找文学，是文学找我了

”

2018 年，冯骥才凭借《俗世奇人》

（足本）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时隔近

四十年，再次斩获国内文学最高奖。近年

来，他陆续推出了“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

年系列”（《冰河》《凌汛》《激流中》

《漩涡里》）、《单筒望远镜》、《俗世

奇人全本》等诸多文学作品。一时间，媒

体和广大读者纷纷感叹：“冯骥才回归文

学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冯骥才既是整个

新时期文学发展变化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也是当时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活动家之一。他

不仅承接了老一辈作家对文学精神的执守，而且开

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创新之路。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冯骥才投入大量时间精

力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他倡导与主持的中国民间文

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为，对当

代人文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他主持收集整理的中国

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已有20多亿字的规模。

但是，冯骥才一直未离开文学，他从不是文学

的旁观者，也始终没有离开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

场。这种立场不仅是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

浓厚的情感，体现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敏

感与自觉，责任与担当。

面对“回归”的声音，冯骥才说：“我今年七

十八岁了，爬山爬不动了，台阶超过三十公分也上

不去了。当我回到书房的时候，不是我找文学，是

文学找我了。”

回到书房的冯骥才已经为读者带来了多部重量

级作品，而这部凝聚了数十年心血和艺术情感的澎

湃之作，将带给世界更多的精彩与感动。

凝聚五十年艺术人生感悟
冯骥才出版新长篇《艺术家们》

全职太太谈婚姻
越是依附，越容易失去婚姻

什么样的女人容易失去婚姻？我

个人感觉是对婚姻依赖性太强的人。

婚姻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不是

全部，一旦把婚姻当成全部以后，就

会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然而期望这

种东西和失望是成正比的，期望越大

失望反而也越大。

女人想要在婚姻中得到幸福，必

须得学会放低期望值，当你对婚姻对

伴侣的期望值变低以后，便不会把所

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婚姻这件事上，反

而有更多时间去关注自己喜欢的事。

为什么说有工作的女性会比没工

作的全职太太感觉更幸福一些？主要

还是因为有工作的女性有自己的追求

，她不会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婚姻中

，她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朋友，

这点分心对于女性来说是很好的解压

方法，同时也是让她不与社会脱节的

原因。

而全职太太每天面对的就是孩子

丈夫，她眼里看见的世界太小，格局

自然也不会大。一个只懂得围着家庭

转的女人，是很容易焦虑和暴躁的，

而且她的情绪没地方释放，最后因为

压抑太久反而容易抑郁。

男人在家庭中，都是希望自己的

太太能够温婉可人，懂得理解并体谅

自己的，而不是每天回到家，面对妻

子的喋喋不休和抱怨，那样反而会让

男人越来越厌恶家庭，从而滋生出逃

离的冲动。

好的家庭是港湾，会让人不自觉

地放松，但是坏的家庭就像是牢笼，

禁锢了彼此的自由，没有希望更没有

快乐。

女人在婚姻中，很容易把自我感

动误解为感动对方，所以常常会做一

些让对方无法理解的事，因为在她看

来，自己做的都是为对方好，但至于

是不是真的对对方好，她们没有反复

确认过。

感情的瓦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通常在彼此不能够互相理解的时候

，在两个人经常性互相埋怨的时候，

在肆意发脾气的时候。

好的婚姻，夫妻俩是可以做到好

好沟通的，如果两个人之间已经每办

法正常交流，甚至于一说话就会引起

吵架，那么就可以说明彼此的关系到

了一个严峻待修复的地步，如果此时

不努力解决，很有可能最后婚姻便保

不住了。

朋友晴雯结婚第二年意外怀孕，

当时的她已经35岁了，为了保胎她辞

了工作安心待产，生完孩子后更是自

己亲力亲为照顾。

如今孩子3岁，已经到了可以送幼

儿园的年纪，一切都开始慢慢步入正

轨，丈夫也劝她出去找找工作，这样

就不会每天在家胡思乱想。

然而晴雯自己不愿意，一方面她

担心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找工作的范围

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三年没有工作她

也害怕自己不能胜任，总之一提起工

作，她既焦虑又烦躁，。

她把这些怒火都发在丈夫身上，

她也知道自己的状态很差，但她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让自己振作，由于她经

常无缘无故发脾气，并且经常性责怪

丈夫不体谅自己辛苦，为此夫妻关系

也变得越来越差。

晴雯常说的口头禅是“我做一切

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你怎

么就不懂我呢”。实际上，晴雯丈夫

也希望她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身

上，而不是一门心思扑在家庭上，这

样他也感觉压力很大。

那些把婚姻把丈夫看成全世界的

人，是没有自我，也是没有喜怒哀乐

的，这种人会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

在来盯梢这段婚姻上，久而久之会让

伴侣透不过气，自己也过得压抑。

碗儿结婚三年，做了三年家庭主

妇，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衣做饭照顾

孩子，起初她觉得挺有意思，这样的

日子自由而且没人管，但是渐渐的，

她发现了不对劲，在这样的婚姻里呆

久了，她不知道如何跟人交际，怎么

拓宽思维，甚至于她开始无缘无故发

火。

全职太太可以说是见识很狭隘的

一类群体，通常在一个家庭中没有多

余的人，更没有多余的钱来分担照顾

孩子的责任时，母亲便会牺牲自己来

照顾孩子照顾家庭。

而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全职太太

”，对于全职太太而言，他们是没有

休息天，一年 365 天，

不能罢工，因为一旦罢

工，家里便会乱成一锅

粥。

通常在这种家庭里

，男人几乎是不管事的

，只管负责赚钱回家，

在他们看来，既然女人

全情投入照顾家庭，那

么把家打理好就是她们

的分内事，他们不会去

考虑女人是否辛苦，是

否需要休息。

在有些男人看来，

女人在家里做家务，是

有很多时间休息的，他

们理解的家务活，不过

就是每天烧三顿饭，洗

衣服拖地，几个小时就

干完的事，根本不需要

浪费太多时间。

而碗儿的转变，实

际上也是从丈夫的不理解开始的，对

于被家庭困住的女人而言，身边男人

的一言一行，是会左右她们世界观的

。

有人说，当你越怕什么，便会越

容易失去什么。感情生活都是这样，

其实有些事不管你是否害怕，该走的

时候它都会走，该变的时候都会变，

所以害怕其实是没有用的，它根本改

变不了什么。

而这种时候，你需要改变的就

是自己的心态了，当你开始不再害

怕失去，不再去依附，不把婚姻看

成全部，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有

意思的人和事还很多，而你也会在

这种发现中，逐渐产生新的兴趣，

新的希望。

当你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

，你会发现生活的精彩远不止眼前

，还有更长远的以后，明白这一点

，心胸自然更加宽广，格局也变得

越来越大，而此时的你，或许还会

嘲笑曾经的自己目光短浅，思想禁

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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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獅磨練新秀

作為一支歐洲傳統勁旅，英格蘭自1966年奪得
世界盃冠軍後便再無亮眼成績。經歷了長達

54年的錦標荒，外界對目前這支新人輩出的三獅
兵團寄予厚望，上屆世界盃獲得殿軍，球迷期望明
年的歐國盃英格蘭可以更上一層樓甚至奪得冠軍，
肩負全國希望的修夫基面對的壓力可想而知。

比寧咸勢成第三年輕英足國腳
自碧咸、奧雲一代後，論人腳目前這支英格

蘭國家隊的確潛力無限。近年英格蘭足壇湧現不
少新星，在刻意培育下當中不少已在頂級聯賽站
穩陣腳，前鋒辛祖和史達寧年紀輕輕已成為世界
頂尖球星，他們之後有中場菲爾科頓與美臣蒙特
等待上位，今次入選陣容中更有年僅17歲的比寧
咸，人才儲備之豐富絕對羨煞旁人。

如能在今仗主場對愛爾蘭的友賽中上陣，比
寧咸將以17歲4個月之齡成為史上第三年輕的英
格蘭國腳。這名小將上季在英冠球會伯明翰表現
出色，吸引不少大球會青睞，最終比寧咸為確保
穩定的上陣時間，拒絕曼聯的邀請並以2,500萬
英鎊身價轉會多蒙特，今季6次正選及5次後備上
陣並已取得首個入球，司職中場的他有着出色的
技術及視野，對創造力一直被詬病的英軍中場而
言是一大瑰寶。

雖然只是應付友賽及歐國聯賽事，不過從修
夫基今次選人可見英格蘭的必勝決心，修夫基不
希望予傳媒任何批評的機會，以免威望受損動搖
軍心，加上疫情未明下更要珍惜試陣機會，相信
修夫基在未來三戰均會全力出擊，爭取全勝為球
隊減壓。

劍指明年歐

洲國家盃（歐國

盃）冠軍的英格

蘭足球代表隊 13

日凌晨將與愛爾蘭進行友賽，為備戰

接下來對比利時及冰島的兩場歐洲國

家聯賽（歐國聯）大戰，主帥修夫基

今次徵召的“三獅軍”精銳盡出，哈

利卡尼、史達寧與查頓辛祖等主力均

在陣中，而17歲超新星比寧咸的入選

亦令人期待。外界熱切期待這支天才

橫溢的球隊可進化成一支常勝勁旅，

每一場賽事對修夫基而言均是嚴峻考

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英格蘭足總管理層出現地
震！多次因失言而備受批評的主
席格歷奇勒在早前的國會會議中
作出種族歧視的言論，11日發
聲明致歉並宣布辭職，職位將由
麥哥米克暫代。

奇勒在早前的英國國會聽證
會中多次作出具爭議性的言論，
當中包括以“有色人種”形容黑
人、亞洲及少數族裔。受到炮轟
的奇勒11日終於發聲明道歉，
並宣布辭職：“我在國會的言論
傷害了這個運動及相關人員，我
為感到受冒犯的人士而難過，我
將從英格蘭足總辭職並即時生
效。”

2016年開始擔任英足總主
席的奇勒過往的多次言論也引起
過爭議，他曾表示足球體制內種
族主義毫不重要，亦被指形容一
名戀童癖教練的受害者為“像小
孩般哭鬧”，今次在多方壓力下
終逃不過離職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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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前鋒哥林羅賓遜今季暫時為西布愛爾蘭前鋒哥林羅賓遜今季暫時為西布
朗入了兩球朗入了兩球。。 路透社路透社

■■格歷奇勒之前發表了一些涉嫌種族格歷奇勒之前發表了一些涉嫌種族
歧視和性別歧視的言論歧視和性別歧視的言論。。 美聯社美聯社

■■查頓辛祖查頓辛祖((右右))深得深得
修夫基重用修夫基重用。。路透社路透社

■■比寧咸比寧咸((左左))期待首次代表英格蘭期待首次代表英格蘭
大國腳出戰大國腳出戰。。 路透社路透社

2020年全國羽毛球錦標賽於閉幕日迎來5
個單項決賽。混雙項目中，世錦賽冠軍鄭思
維/黃雅瓊以4：2擊敗福建組合歐烜屹/黃東
萍，首次加冕全錦賽混雙冠軍；女單項目中，
世界排名第2位的陳雨菲以4：2戰勝湖北選手
王祉怡，贏得金牌。

混雙決賽一開場，世界排名第1位的鄭思
維/黃雅瓊就展開猛烈攻勢，最終順利奪冠。
“前幾輪比賽並不是特別激烈，而對手是一路
打過來，狀態調動得很好。因此我們對這場比
賽的重視程度，不亞於準備一場國際比賽。”
黃雅瓊說，“後期還是對線路和質量的要求稍
微降低了一些，平常心去發球，就會好一
些。”

女單決賽中，3局過後王祉怡2：1領先陳
雨菲，第4局時，陳雨菲請求醫療暫停，正當

人們認為她可能因為腰傷退賽之時，陳雨菲經
過簡單處理便回到場上，隨後開啟“追分模
式”，以11：9將局分扳平。隨後兩局在戰至
關鍵分時，陳雨菲總能利用自己穩健的球風佔
據上風，以13：11、11：9再勝兩局，最終收
穫冠軍。

“前兩局特別煎熬，覺得自己特別累，後
來緩過來了。跟她打的話，需要耐心多拍去
打。”陳雨菲說，“團體賽自己發揮一般，當
時就希望在單項的時候把冠軍拿回來。”

其他3場決賽中，廣東組合陳笑菲/馮雪穎
4：1戰勝遼寧隊的安譽/劉聖書，在女雙項目
中奪冠；男雙項目和男單項目的冠軍分別屬於
北京隊的劉雨辰/馮彥哲和福建隊的翁泓陽，
他們在決賽中分別以4：1和4：2擊敗了福建
的劉成/黃凱祥和遼寧的顧俊峰。 ■新華社

羽毛球全錦賽落幕 陳雨菲陳雨菲女單折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2020-21

年度中國女子排球超級聯賽將於今日揭開戰
幕，受疫情影響，今季排超聯會使用賽會
制，13支球隊將會匯聚江門，在41天的賽
期內，13支球隊將在31個比賽日中展開角
逐，並排定座次。

今年為女排聯賽升級為超級聯賽的第4
年，卻因疫情而出現賽季縮水、外援銳減等
情況。賽制方面，與上次全錦賽一樣，13支
球隊將按蛇形分成A、B兩組，A組7支球
隊，B組6支球隊。A、B兩個小組，分別在
組內打單循環賽，決出各自小組的排名。

A、B兩個小組，將根據新的排名順
序，兩個小組之間將再循環打一遍，決出1
至13名的總排名，前8名球隊晉級下一階
段，再按照蛇形分成C和D兩個小組，每個
小組再進行單循環賽，排出每個小組的新名
次，C、D兩個小組的前3名，晉級6強。前
6名的球隊，將在一起再次打循環賽，再次
決出新排名，不過在C和D曾同組的隊將不
再交手，原有的積分直接計入新成績，這次
排名前4的球隊，晉級4強。進入4強的球
隊，根據排名進行交叉準決賽，1對4、2對
3，決出決賽名額，比賽為3場2勝制。而冠
亞軍決賽和3、4名決賽，亦會採用3場2勝
制。

至於今屆比賽的焦點，自然是落在衛冕
的天津隊身上。天津上季在朱婷協助下贏得
冠軍，球隊今季成功和這位國家隊主力完成
續約，並將和李盈瑩繼續聯手組成國內最強
主攻線，且看能否助天津達成奪得聯賽第13
冠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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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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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乒隊員陳夢日前在國際乒聯女子世界盃決賽中擊
敗孫穎莎，拿到生涯首個世界“三大賽”單打冠軍。替
補入圍參賽的陳夢給本次世界盃之旅打80分，她強調了
近一段時間自己在思想心理以及綜合層面的提升。

當日進行的決賽，陳夢在先丟一局的情況下，以4：
1逆轉擊敗孫穎莎。“感謝球隊給我機會，終於拿到了
（世界大賽）單項冠軍，但這只是一個新的開始。”陳

夢說，自己在思想心理和綜合層面的進步得益於平時與
主管教練馬琳的溝通，“他也會刻意地磨練我，全錦賽
之前那段時間並不是特別順，通過與教練的溝通，吸收
了寶貴經驗。”

陳夢認為，奪冠有助於她建立信心，單項世界大賽
自己目前參加過一次世錦賽和一次世界盃，整體備戰和
賽場控制方面也有不少收穫。 ■新華社

陳夢分析世盃實現突破秘訣

■■陳夢在頒獎儀式上陳夢在頒獎儀式上。。 新華社新華社

■陳雨菲在比賽中回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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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當選總統拜登11月11日晚上與
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領導人通話，感謝各國
領導人對他當選的祝賀。

當選總統拜登與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裏
森通話，感謝總理莫裏森對他當選的祝賀，並
表達了他對加強美澳同盟的承諾。當選總統強
調，美國和澳大利亞共享共同價值觀和曆史，
並指出，美國和澳大利亞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
來已經共同戰勝了每一個沖突。當選總統表示
，他期待與莫裏森總理在許多共同挑戰上緊密
合作，包括遏制COVID-19大流行和防範未來
的全球健康威脅；應對氣候變化；全球經濟複
蘇奠定基礎；加強民主，維護安全和繁榮的印

度太平洋地區。
當選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菅義偉通話，感

謝首相菅義偉的祝賀，並稱贊他穩定的領導了
日本執政的過渡。當選總統強調了美國對日本
防衛的堅定承諾，並表達了他的強烈願望，以
進一步加強美日新的同盟。他們討論了在CO-
VID-19上進行合作，增強抵禦未來全球健康危
機的能力以及開始全球經濟複蘇的必要性。他
們還談到了他們共同致力于解決氣候變化，加
強全球民主以及鞏固美日同盟的共同承諾，這
是繁榮和安全的印太地區的基石。

當選總統拜登與韓國總統文在寅通話，對
文在寅總統的祝賀表示感謝，並表達了他的願

望，以加強美國與韓國同盟是印
度洋 - 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繁榮
的關鍵。當選總統盛贊 COVID
– 19流行期間在文在寅總統的堅
強領導下，對解決大流行，建立
全球衛生安全，並刺激全球經濟
複蘇的合作。他指出，他期待與
文在寅總統緊密合作，應對從朝
鮮到氣候變化等其它共同挑戰。
當選總統和文在寅總統還討論了
共同的價值觀，鞏固美韓同盟，
以及在加強民主符合雙方的利益
。
FOR IMMEDIATE RELEASE
Readout of the President-elect's
Foreign Leader Call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took part
in separate congratulatory calls this
evening with the leaders of Austra-
lia,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
rea.
The President-elect spoke with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of
Australia. The President-elect
thanked Prime Minister Morrison

for his congratulations and expressed his commit-
ment to strengthen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 The
President-elect undersco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share both values and history, and
no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have
fought side-by-side in every conflict since World
War I. The President-elect said that he looks for-
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Prime Minister Mor-
rison on many common challenges, including con-
tain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guarding
against future global health threats; confronting cli-
mate change;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and

maintaining a secur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The President-elect spoke with Prime Minis-
ter Yoshihide Suga of Japan. The President-elect
thanked Prime Minister Suga for his congratula-
tions and complimented him on his steady leader-
ship amidst a governing transition for Japan. The
President-elect underscored his deep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Japan and U.S. commitments un-
der Article V, and he expressed his strong desire to
strengthen the U.S.-Japan alliance even further in
new areas. They discussed the need to cooperate on
COVID-19, build resilience against future global
health crises, and begin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
ery. They also spoke about their shared commit-
ment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strengthen democ-
racy around the world, and reinforce the U.S.-Ja-
pan alliance as the cornerstone of a prosperous and
secur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President-elect spoke with President
Moon Jae-i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Presi-
dent-elect thanked President Moon for his con-
gratulations, expressing his desire to strengthen the
U.S.-ROK alliance as the linchpin of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Presi-
dent-elect praised President Moon’s strong lead-
ership on COVID-19, noting his commitment to
cooperate on addressing the pandemic, building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stimulating global eco-
nomic recovery. He observed that he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President Moon on other
shared challenges, from North Korea to climate
change. The President-elect and President Moon
Jae-in also discussed the shared values that under-
pin the U.S.-ROK alliance as well as their mutual
interest in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新聞來自當選總統拜登辦公室）

當選總統拜登與外國領導人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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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青視訊分享美國夢休士頓僑青視訊分享美國夢
盼協拓臺美關係盼協拓臺美關係

（本報訊）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11月7日下午舉辦
「美南地區僑界青年線上座談
會」 ，由中心主任陳奕芳主持
，邀請僑務顧問林富桂律師及
聖湯馬士大學教授葉耀元以
「青年逐夢及職涯規劃 」 及
「如何透過公眾外交拓展臺美
關係」 為題進行演講。活動吸
引北美洲台灣同鄉會副會長周
建佑丶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校
長王凱平丶阿肯色台灣同鄉會
會長陳啟天、僑務促進委員黃
美倫，以及美南臺灣旅館公會
青年團團長蔡維妮等逾30位青
商及僑胞報名參加。駐休士頓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

文及中心副主任楊容清也出席
共襄盛舉。

羅復文致詞時，提出pas-
sion、 aspiration 及 innovation
三項生活態度和青年共勉。林
富桂則請張園立、陳第元及余
氤夢三位僑界新生代，各就不
同的背景及機緣，分享當初來
美國追夢，最後美夢成真的過
程。林富桂也分享自己棄商從
法的過程，百折不撓最終達成
「美國夢」 ；她鼓勵大家依照
羅復文給的建議，努力尋夢並
邁向成功的道路。

葉耀元強調透過公眾外交
，也就是軟實力來促進台美關
係的重要性。他認為台美人民

互相交流，建立良好的基層關
係及對台灣良好的印象，由下
而上會反映在國會議員對台灣
事務的態度及決策。他鼓勵所
有在美國的台灣人，不論世代
都應該走入美國主流社會，廣
結人脈，才能幫助臺灣拓展對
美關係。

楊容清也把握提問前的簡
短時刻推廣 「全球僑胞服務數
位平台Line總機」 。最後林富
桂及葉耀元等人就僑青們所提
出的問題一一作答，雙方互動
熱烈，美南僑青對人生規劃的
重視及台美關係未來的關注令
人印象深刻。

20202020年美國大選危機會引起美國內戰嗎年美國大選危機會引起美國內戰嗎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2020年美國大選到了今天的2020年

11月12日仍無結果，這讓全美各界乃至世
界各國更加憂心忡忡。各大主流媒體都已
自行其是，宣稱民主黨的拜登勝選，可是
他們也各執壹詞，比如yahoo 的官媒宣稱
拜登贏得 290 張選舉人票，而川普只得
217張選舉人票；而CNN的官媒則宣稱拜
登贏得279張選舉人票，川普只得217張
選舉人票，且以往親川普的 Foxnews 的官
媒也宣稱拜登贏得290張選舉人票，川普
只得217張選舉人票。看似川普已經大勢
已去，並且拜登團隊也已經宣稱拜登是
President-Elect，並準備好了大型慶祝活動
。印度、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日
本、甚至以色列和臺灣的領導人都紛紛祝
賀拜登當選為美國新的總統，似乎川普敗
局已定，拜登已經穩操勝券。可是，關鍵
時刻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納爾
公開宣稱川普總統有理由提出法律挑戰，
因為2020年的大選確實存在大量弄虛作
假。同時，美國司法部部長巴爾也宣布對
大選存在的大面積弄虛作假進行調查並派
出調查隊伍展開行動。與之呼應的是來自
比較客觀的Justness 於 11月 11日下午總結
的選舉人票是川普贏得232票，拜登只贏
得227 票。同時，川普的助選團隊在多個
州已經發起的司法挑戰，有些糾紛最後可
能會打到美國最高法庭。齊頭並進的是，
川普總統在關鍵時刻突然解雇美國國防部
長埃斯珀和他的壹眾人馬，換上更忠於川
普的鐵桿隊伍。

看得眼花繚亂的人們突然開始擔憂：
美國會不會如1860年那樣因為選出了反黑
奴制度的第壹個共和黨總統林肯入主白宮
而引發美國內戰？根據美國選舉法的規定
，11月3日計票，如果得出的票數不需要
重新點票，也沒有任何壹方提出司法挑戰
，則將各州的點票進行驗證，並得出各州
選舉人票數，得到選舉人票多數的候選人
勝出並當選為美國總統；若候選人得票都
不過半數，則由美國國會眾議t院裁定。
如果發現各州的點票需要重新計票，且在
最後規定的期限內能夠完成重新計票，則
對各州的重新計票進行驗證，並得出各州
選舉人票數，得到選舉人票多數的候選人
勝出並當選為美國總統；若候選人得票都
不過半數，則由美國國會眾議院裁定。若
有候選人對各州的點票或者重新計票提出
司法挑戰，而挑戰引起的糾紛能在規定的
期限內得到解決，則將解決糾紛後得出的
各州點票進行驗證，並得出各州選舉人票
數，得到選舉人票多數的候選人勝出並當
選為美國總統；若候選人得票都不過半數
，則由美國國會眾議院裁定。若任何候選
人挑戰引起的糾紛未能在規定的期限內得
到解決，則由各州議會投票決定本州的選
舉人票歸屬哪個候選人。若州議會在規定
的期限內仍然無法解決，或者試圖解決時
違憲，則糾紛可能提交美國最高法庭終局
裁定。若州議會在規定的期限內無法解決
，導致任何候選人都無法獲得多數，且無
任何糾紛提交最高法庭裁決，則由新選舉

產生的眾議院在2021年 1月6日確定總統
人選。如果到1月20日總統就職日，仍無
法確定總統人選，則將依據美國總統繼任
順序選出代理總統。

而根據1807年通過的平息反叛法 (In-
surrection Act of 1807)，在緊急的暴亂、叛
亂、國內暴力犯罪、非法策劃組織和共謀
旨在剝奪各州人們的憲法賦予的各種權利
時，美國總統可以部署美軍和聯邦國民警
衛隊來鎮壓內亂和叛亂。林肯總統啟動這
個平息反叛法鎮壓了南方叛亂各州，維護
了美國的完整和統壹。林肯總統被刺後的
重建年代此法也被引用來強制南方各州接
受聯邦廢奴法律，給予黑人平等保護。19
世紀和20世紀的美國總統們也多次引用此
法解決與本土印第安人的沖突、勞資糾紛
、反種族歧視、和鎮壓某些州的州長和州
政府在種族歧視方面與聯邦政府和最高法
庭的公然對抗。該法也被啟用來鎮壓1989
年颶風過後的暴亂搶劫和1992年的洛杉磯
暴動。2020年6月黑命貴和Antifa 在美國
組織各地打砸搶時，川普總統就試圖啟動
該法平息各地的暴亂，但是當時的國防部
長埃斯珀表現冷淡，沒有積極回應，導致
各地暴亂壹發不可收拾，美國在世界上的
形象嚴重受損，人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遭
到了極大的威脅。

現在全美鋪天蓋地的選舉舞弊和弄虛
作假充分暴露了有組織、有目的、有統壹
指揮和行動綱領的非法和陰謀策劃旨在剝
奪憲法賦予美國公民的選舉權利的叛亂，

賓州州長甚至公然藐視美國最高法庭的命
令，拒不隔離11月3日以後進來的大量郵
寄選票。這些已經構成了啟動平息反叛法
的必要條件。最近川普總統突然解雇美國
國防部長埃斯珀及其隨從，換上更忠於川
普的鐵桿隊伍，其劍鋒所指，應是幼童皆
知。無論如何，今天的川普仍是美國總統
，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憲法賦
予川普最大的權力，為了保護美國人民的
生命安全和財產免受損失，嚴懲違法組織
、集團、和犯罪分子、鎮壓反叛分子和顛
覆美國民主政權的陰謀犯罪集團，是川普
總統不可推卸的責任。責無旁貸，川普總
統應該啟動平叛法，盡快抓捕所有參與各
地暴亂和打砸搶的黑命貴和Antifa 等犯罪
團夥的領頭罪犯，並將組織和參與這次選
舉舞弊的犯罪分子捉拿歸案、嚴懲不貸。
若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和排山倒海之力
火速行動，美國再現分裂和內戰勢必難免
。當今世界已不是美國和某個東方大國之
間的矛盾，而是全球化帶來的政治金融寡
頭和高科技權貴等新貴族階層與廣大的世
界shitizen之間的殊死搏鬥。在這些富得
流油的寡頭和權貴階層的眼裏，世界的蕓
蕓眾生都是屁民。權貴們故意用宗教信仰
、種族歧視、貧富不均等各種政治正確的
漂亮口號挑起世界屁民之間不可調和的矛
盾，從而坐收漁利，永保他們的榮華富貴
、驕奢淫逸、和紙醉金迷。川普總統打擊
的不僅僅是美國的叛亂分子，而是故意搞
亂這個世界然後從中渾水摸魚的這些世界

各國的政治金融寡頭和高科技權貴階層。
他們通過全球化已經串聯壹起、沆瀣壹氣
，並且互通情報和信息，組織人馬到處挑
事和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啟動平叛
法就是要腰斬這些政治金融寡頭和高科技
權貴階層，讓領導先走，從而平息可能的
內亂，避免又壹場內戰。這和川普總統定
點斬首世界恐怖頭目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東現在不是安靜和平了嗎？阿拉伯和以
色列不是和好了嗎？北朝鮮不是乖乖的交
出了美軍遺骸，對美國服服帖帖了嗎？這
難道不是美國幾十年來各屆政府的總統做
夢都想實現而未能實現的嗎？因此，我們
不僅要堅決支持川普總統啟用平叛法，而
且應該再給他四年，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編者按：田律師是美國律師協會和德
州律師協會會員，以擅長經辦各種移民案
件著稱業內，特別是政治庇護和職業移民
申請，且於2017年和2020年連續四年被
評為德州十佳移民律師。田律師擁有極為
豐富的全美各地上庭經驗，同時精通於撰
寫各種上訴狀、上訴成功率高。另外，田
律師博采眾長，擁有美國法學博士學位、
英美文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及電腦方面碩士
學位，還曾擔任華中科技大學外語系專業
英語教師。他為人謙虛、熱情、責任感強
，極具親和力，視客戶如家人，把客戶的
事當自己的事，急客戶之所急，憂客戶之
所憂，樂客戶之所樂。

 
 

 

     
 
           
 
 
 

 

 

 

 

 

美南地區僑界青年線上座談會召開情形美南地區僑界青年線上座談會召開情形林富桂分享人生經驗林富桂分享人生經驗

美國老人保險美國老人保險 助您保持健康的身體助您保持健康的身體
如果選對計畫如果選對計畫 能免費參加健身房能免費參加健身房

(本報休斯頓訊) 每個人都想擁
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尤其對於退休
的長輩們來說健康的身體比什麼都
重要。但強健身體就必須鍛煉，但
若想找健身房鍛煉，費用高昂，而
且還不保證每天都可以去使用。於
是去健身房鍛煉身體逐漸變成一種
奢望。

有些長輩們說：“反正散散步
也算鍛煉身體，不需多花錢？”但
健身房裡有許多專業健身器材，可
提供有系統的鍛煉，讓健身有成效
；其次，健身房有受過專業訓練的
服務員，若突發狀況，將有人可幫

忙報警或送醫；最關鍵的一點，就
是健身房通常都設有游泳設施，也
有專業免費瑜珈課程（YOGA)，
這是在小區裡甚少擁有的享受。所
以誠懇推薦長輩們，若想要保持一
個健康的身體，要捨得去健身房。

最後我們來談談費用的問題，
若購買健身卡兩年大約需花費$400
以上，分期付款每月更需負擔$30
以上，而原始醫療保險(Original
Medicare)均是不包含健身房費用的
，於是就您更需慎選保險。我們這
裡擁有能幫您付擔健身房費用及
Part B，還有牙齒和視力的賠付，

也就是說能讓您上健身房完全免費
！甚至還有海外緊急醫療，歡迎您
趕快來與我們洽詢喔！(本專文全
部內容，倘未經過筆者之書面同意
，一律不得翻印或轉載。)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元鐘保險經紀公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 聯 繫 。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華埠大廈)，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
ton@johnleeins.com， 微信或 Line
請加johnlee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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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il-
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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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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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
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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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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