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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打從新冠疫情爆
發至今，已經過了大約兩年的時光，許
多人的生活習慣都被迫改變，包括很多
長者們，為了防疫而待在家中，中斷過
往的社交活動與朋友圈，甚少出門。然
而，在家待的時間太長了，長輩們的身
心都起了變化，許多長者紛紛感到無聊
、孤單，因為缺少社交互動與足夠的運
動，甚至有身心退化的狀況發生。陽光
活動中心關心耆老們的身心健康，特別
舉辦抽獎摸彩活動，鼓勵長輩們出門活
動，在安全的狀況下舒展身心。

一位長者表示，新冠疫情後，在家
待的太久了，感覺好無聊，不知要做什
麼，子孫平時不在家，白天家裡空蕩蕩
的，一個人很孤單，有時也會有情緒上
來，與家人發生意見相左的機會很多。

美國CDC防疫專家佛奇日前宣布開
放所有18歲以上已接種雙劑疫苗的民眾
，可在接種第二劑後、滿六個月時接種
第三劑的政策，若民眾都打補強針，可
望明年春天能讓疫情控制下來。

在休斯頓，許多長者們已陸續完成

第三劑疫苗注射，新冠疫情也有趨緩之
勢，陽光活動中心特別推出有益身心的
活動，鼓勵耆老們走出家門。

來就送紅包抽獎
為鼓勵耆老出來活動筋骨，走進陽

光，陽光活動中心特別於11月開始舉辦
抽獎活動，由廠商贊助摸彩，周一至周
五來就送紅包抽獎，會員人人有獎，凡
持有 Medicaid(MQMB)白卡、且符合該

中心的保險都歡迎加入會員。參加活動
的會員熱烈嚮應，好評不斷，因為人人
有獎，摸到大獎的更是歡欣不已，興奮
之情洋溢在臉上。

負責人鄭小姐表示，陽光活動中心
每週公布中獎名單，每月還另有全勤獎
，此一活動將一直玩下去。天天來陽光
，個個都有獎，人人樂開懷，心情自然
好，健康又長壽，歡迎耆老們參加陽光

。
陽光活動中心成立於1999年，至今

已有22年歷史，是休斯頓最早的活動中
心，也是最大的活動中心，中心內有大
型舞台，面積有2萬呎，屋頂高眺，空
間寬敞，自然就享受清新的空氣，工作
人員的服務非常親切，與耆老的互動也
是經驗豐富，每週有工作會議，檢討過
去策勵未來，並以安全為第一要務。

陽光的伙食一直頗受好評，現在伙
食更被大家公認的讚，每天固定兩種水
果，香蕉塔配富士蘋果或是香蕉配柳丁
。豆漿是自製的，乾淨而衞生，希望大
家吃得好，吃出健康。

專車到府接送
陽光活動中心週一至週五，除了有

提供早餐、午餐、點心之外，更有十餘
輛專車到府接送，並為需要的長者安排
超市買菜、看醫生、購物等，平時的休
閒娛樂則包含：唱歌、跳舞、健心操、
象棋、麻將、電腦網路、英文課、運動
器材、乒乓球等等，隨著長輩們的個人
喜愛自由選擇，自樂樂也與眾同樂。

若是有長輩們要居家看護的，陽光
中心也可以幫忙安排服務人員，讓長者
們的需求可以被滿足。

廣受矚目的永春莊目前積急趕工，
預計將於2022年4月完工，現有很多人
正在等待中，希望屆時能滿足長者們的
需要。

此外，陽光活動中心附有加聯照顧
中心，幫助褓姆申請看護執照，孩童申

請食物補助服務，CPR First Aid 急救上
課，提供褓姆每年30小時服務。

感謝贊助抽獎的廠商:
永 春 莊 長 照 之 家 (www.ever-

spring-living.com)、 Monghate Engi-
neering Inc、 BLK Engineering & Con-
sulting Company、W. Chiu P.E. LLC、萬
德福保險、Clutch city Insurance (萬全保
險)、 Jade Café、 百 泰 旅 遊 、 Atlantic
Building & Consultant Service、APS Inc.
、 BNC Auto、 Belcon group Inc.、
TDCK Architect、 TTL Corp、 Weny
Trading LLC、 Freedom Trading LLC、
Lumber-in-bulk

陽光活動中心
電 話 ： (713)988-2843。 傳 真 ：

713-988-3011。 地 址 ： 6501 Westlin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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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14 年又

57 天後，他比媽媽高出一個

頭，還給我帶來土特產。他就

是我們大家這麼多年一直努力

尋找的孫卓……”2021年12月

6日，孫海洋發出第3,553條微

博。尋兒14年，一家人終於在

深圳團圓。據人民日報報道，

中國公安部在廣東深圳組織開

展“團圓”行動認親活動，3組

離散十餘年的家庭成功實現團

圓，9名犯罪嫌疑人落網。

2014年，香港導演陳可辛執導的打拐題材的電影《親愛的》上映，片中孩
子被拐後父母苦苦追尋的故事讓人潸然淚下。
而影片外，演員張譯所扮演角色“韓德忠”的
原型孫海洋卻依舊苦苦奔波在尋找孩子孫卓的
路途中。

媽媽淚撫兒頭：長成大人了
2007年，為了給妻兒更好的生活，孫海洋

帶着妻兒一家三口來到了深圳白石洲。同年10
月9日，時年4歲的孫卓在幼兒園附近被拐失
蹤。根據警方的披露，犯罪嫌疑人吳某龍將糖
果丟在孩子面前，“他丟一塊，小孩就撿起
來，就這樣一塊一塊拿糖果把小孩哄走的”。
次日，孫海洋到深圳南山公安機關報案。此後
14年，孫海洋從未放棄尋子，在接受採訪時他
曾說道“找了十多年，心裏已經沒了仇恨，作
為爸爸媽媽，只希望知道孩子的下落，看看他
過得好不好。”

當18歲的兒子摘下口罩那一刻，孫海洋妻
子的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她蹲在兒子身前，
輕輕撫摸兒子的頭，泣不成聲：“你都長成大
人了”“家裏有這麼大一摞你小時候的相片，
好多”……

兒子：以為“自己是撿的”是開玩笑
根據官方介紹，為深入推進打擊拐賣兒童

犯罪“團圓”行動，近日，公安部組織指揮廣
東、山東、湖北省公安機關成功偵破3起部督
拐賣兒童案件，抓獲9名犯罪嫌疑人，接連找
回被拐14年的孫某、符某濤和被拐17年的楊
某弟。3起案件發生後，深圳市公安機關先後
成立專案組全力偵辦案件，雖然受限於偵查手
段和技術條件，案件多年來一直未取得突破，

但辦案民警始終盡心竭力對每一條涉案線索進
行分析研判，堅持不懈開展大量調查走訪。

孫卓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前幾個星期
才得知自己是被拐的。據報道，孫卓目前在山
東聊城市陽谷縣學習和生活，家裏有他和養父
母以及兩個姐姐。據孫卓介紹，小時候，大姐
經常跟他說他是撿來的，沒想到這居然是真
的，“那時只以為是開玩笑，兩個姐姐對我都
很好”。

律師：養父母無虐待料從輕處罰
警方透露，除正在生病的孫卓養父，孫卓

的養母及另一名被拐孩子符某濤的養父母也被
採取強制措施取保候審，案件在進一步辦理
中。

河南豫龍律師事務所付建律師接受揚子晚
報採訪時表示，對於養父母的責任，根據《刑
法》第二百四十一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
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買被拐賣的婦
女、兒童，後續有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
或者有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的，以非法拘禁
或故意傷害、侮辱罪與收買被拐賣的兒童數罪
並罰。付建進一步說，基於孫卓反映其養父母
對其很好，法律也規定對收買的被拐賣的兒童
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
從輕處罰。

逾290積案告破 找回逾8000童
據報道，今年“團圓”行動開展以來，截

至11月30日，公安機關成功偵破拐賣兒童積案
290餘起，抓獲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690餘名，
累計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8,307名，其中失蹤
被拐人員與親人分離時間最長達74年。

▶

孫海洋懸賞金
額也從剛開始的
10 萬元升至 20
萬元。 網上圖片

近年破獲近年破獲““陳年陳年””拐賣兒童案拐賣兒童案
時間：2021年6月8日

案件名稱：90歲的羅鳳坤和60歲的羅亞軍58
年後相認

案件概況 1963年1月，山東棗莊的羅鳳坤帶
着2歲的兒子羅亞軍在薛城火車站候車，在羅
鳳坤打盹兒時，羅亞軍被人抱走了。2010年，
羅鳳坤老伴去世，相關DNA數據缺失，利用羅
鳳坤4名子女的數據做反推，提高了比對效
率，找到羅亞軍。

時間：2021年7月11日

案件名稱：電影《失孤》被拐兒童原型郭新振

案件概況 1997年9月21日，山東聊城郭剛
堂夫婦時年2歲半的兒子郭新振，在家門口獨
自玩耍時被山東人唐某（女）抱走。當時，唐
某與河南人呼某戀愛，一起在山東旅遊。為圖
財，唐某抱走郭新振後，與呼某一起乘長途車
返回河南，由呼某將郭新振販賣。河南公安機
關通過與“打拐DNA系統”的DNA信息比
對，找到了郭新振。

時間：2021年5月16日

案件名稱：江西省鷹潭市管桂榮尋子30年

案件概況 1991年，管桂榮的二兒子陳飛虎在
生意攤兒邊被人拐走。30年來，陳飛虎曾先後
被余姓家庭、福利院和林姓家庭收養，改名為
余某軍、林某紅。公安機關通過與“打拐DNA
系統”的DNA信息比對，找到了陳飛虎。

時間：2021年4月20日

案件名稱：四川省三台縣王中清夫婦尋子案

案件概況 1980年9月10日，5歲的王元由王
中清的奶奶帶着去親戚家，路上被一個騎自行
車的年輕男子拐走。2021年4月，通過全國
“打拐DNA系統”，王中清夫婦找到了生活在
三台縣斷石鄉的王元（已改名左某某），兩家
相距僅36.6公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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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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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中新網客戶端北京12月 6日電(記

者 李金磊)12月6日發布的《經濟藍皮

書：2022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指出，積極推動房地產業「軟著陸」。

12月6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

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中國

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智庫、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承辦的「2022年《經濟藍

皮書》發布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

在北京舉行。

發布會上指出，當前，部分房地產

企業債務問題較為突出，正處在應對和

化解之中。需要引起重視的是近期房地

產銷售和投資、土地出讓出現了放緩跡

象，部分城市出現了房價下跌和購房的

觀望情緒。

房地產相關產業鏈條較長，在國民

經濟中具有系統重要性，特別是對於依

賴較高的地區，房地產市場一但過度放

緩可能觸發更為復雜的風險傳導鏈條。

一方面繼續堅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

一城一策的調整基調，防止房地產政策

變調走樣。另一方面要從各地的實際出

發，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

具體怎麽辦？一是按照市場化、法

製化原則處置化解個別房企的風險事件

，壓實企業主體責任。二是審慎管理房

地產市場，做好穩房價和穩預期的工作

。三是輸堵結合，合理增加人口凈流入

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設，穩定相關政策

，調整信貸供給，通過長效機製促進房

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藍皮書指出，在執行房地產「三條

紅線」「兩集中」政策過程中，積極推

動房地產業「軟著陸」，既要防止土地

拍賣頻繁流標、熱點城市供地不足導致

後期房價暴漲，又要防止四、五線城市

房價過快下跌引發連帶風險。

藍皮書還談到，控製房價，開征房

地產稅，堅持房住不炒，避免房產成為

拉大財產差距的主要推手。房產是家庭

財產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房產價值差距

也構成家庭財產差距的主要來源。如果

房價持續上漲，低收入人群沒有能力購

房，富裕人群將住房作為投資品而購買

多套住房，這必然會拉大財產差距。此

外，房價過高帶來的巨大增值收益也會

吸引更多的人群進行住房投資，影響實

體經濟發展，加劇經濟下行壓力。

「因此，控製房價及其上升預期，

穩步推行房地產稅，使住房回歸居住屬

性，提高低收入群體的購房能力，減少

多套住房者的住房持有套數，有利於縮

小財產差距。」藍皮書稱。

經濟藍皮書：積極推動房地產業 「軟著陸」

12 月 6 日发布的《经济蓝皮书：

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2021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

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

，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0%。

12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

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

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2022年《经济蓝

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

在北京举行。

蓝皮书分析指出，未来一段时期，

全球经济将延续复苏走势，但复苏面临

不确定性。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

8.0%，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长 5.1%

。考虑到全球疫情仍在持续，预计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 5.3%左右，2020~2022

年三年平均增长 5.2%，略高于 2020~

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

蓝皮书认为，2021年，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形势下，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

较好复苏态势，但在不确定不稳定的疫

情和外部环境中，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

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风险挑战较多

。

蓝皮书建议，2022年，应适度加大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注重做好跨

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继续保持一定支出强度，更加注重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对冲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稳量降负，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

稳定性，引导实体经济平均融资利率下

行，降低实体经济利息负担，有效应对

成本推升型通胀。

此外，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加快破

除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强化城镇就

业扩容提质；努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注重加

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竞争等方

面政策协调，既要防止相互掣肘，也要

避免政策叠加共振。

对于 2022 年，蓝皮书建议抓好以

下重点工作：一是努力做好保供稳价

工作；二是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三是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产业

体系稳定性和韧性；四是统筹有序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稳步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五是促进城

乡居民收入加快增长，着力绘就共同

富裕的民生底色；六是统筹发展与安

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七是加快完善科技管理体制机制，

不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八是着力增

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形成城

乡要素双向流动新格局；九是加快推

进重点领域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

經濟藍皮書：預計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8.0%

記者6日獲悉，挪威海產局在挪威

駐華大使館舉辦的挪威冬季嘉年華活動

上宣布第二屆挪威北極鱈魚節正式啟動

。借挪威冬季嘉年華舉行之際，挪威海

產局希望將包括挪威北極鱈魚在內的高

品質挪威海產介紹給更多中國消費者。

挪威駐華大使白思娜女士出席啟動

儀式並發表致辭。「作為海產大國，挪

威憑借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悠久的漁

業歷史和可持續的養殖及捕撈成為全球

第二大海產出口國，」大使介紹道，

「而挪威北極鱈魚在挪威文化中占有重

要地位。得益於挪威海產局的大力推廣

，我們很高興看到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

中國消費者進一步了解和品嘗到這一挪

威國民海產。」

挪威海產局中國內地及香港地區總

監童安睿也表示：「隨著中國居民消費

觀念逐步提升以及消費水平升級，中國

消費者對於優質、健康、可持續的海產

品需求持續增長。我們很高興可以連續

兩年舉辦挪威北極鱈魚節，通過豐富的

推廣活動，更加貼近中國消費者，將挪

威北極鱈魚引入更多中國家庭的餐桌。

」

在挪威北極鱈魚節啟動活動中，美

食作家及知名出版人任雲麗分享烹飪經

驗並演示了一道快手美味的「辣子挪威

北極鱈魚」。此前，挪威海產局已攜手

任雲麗定製了多款適合中國家庭餐桌的

挪威北極鱈魚食譜視頻，在社交媒體平

臺收獲好評。

為期兩個月的挪威北極鱈魚節是由

挪威海產局攜手挪威海產出口商以及中

國當地的合作夥伴合力打造的盛會。與

此同時，挪威海產局還將聯合國內知名

美食社區發起「源自挪威的純凈美味」

活動，增強與消費者互動的同時提升挪

威北極鱈魚的認知度。

挪威冬季嘉年華現場，挪威海產局

還邀請了日料大廚現場展示挪威三文魚

和挪威青花魚的處理和烹飪技法，以期

了解來自挪威冰冷、純凈海域的海產。

挪威海產局隸屬挪威貿易、工業與

漁業部。

第二屆挪威北極鱈魚節在京啟幕
將挪威海產介紹給更多中國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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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市新聞

德州本地新聞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121日日，，中美乒乓外交中美乒乓外交5050週年慶祝晚宴上週年慶祝晚宴上，，來自國來自國
際乒聯際乒聯、、中國乒聯中國乒聯、、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尼克松基金會尼克松基金會、、布什基布什基
金會金會、、休斯敦市以及世界各地的嘉賓和全體出席人員在休斯敦休斯敦市以及世界各地的嘉賓和全體出席人員在休斯敦
哈里斯體育局局長哈里斯體育局局長Jannis BurkeJannis Burke的帶領下集體翻轉象徵和平的的帶領下集體翻轉象徵和平的
圍巾圍巾，，翻開了歷史的一頁翻開了歷史的一頁。。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121日日，，中美乒乓外交中美乒乓外交5050週年慶祝晚宴貴賓酒會上週年慶祝晚宴貴賓酒會上，，毛澤東毛澤東
外孫孔繼寧通過視頻錄像與尼克松孫子考克斯對話外孫孔繼寧通過視頻錄像與尼克松孫子考克斯對話，，相互發起邀請對相互發起邀請對
方方，，到成都參加到成都參加20222022年世乒賽團體賽年世乒賽團體賽，，到美國遊大峽谷到美國遊大峽谷、、到密西西比到密西西比
河游泳河游泳，，完成前輩未竟的美好願望完成前輩未竟的美好願望。。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121日日，，中美乒乓外交中美乒乓外交5050週年慶祝週年慶祝
晚宴吸引了大休斯敦地區近晚宴吸引了大休斯敦地區近700700位嘉賓出席位嘉賓出席，，
凱旋地產著名黑馬經紀人凱旋地產著名黑馬經紀人 Susan ChangSusan Chang率團隊率團隊
踴躍出席踴躍出席，，並成為贊助商之一並成為贊助商之一。。花見花開花見花開、、人人
見人愛見人愛，，買房找阿芳在華人社區廣為人知買房找阿芳在華人社區廣為人知，，阿阿
芳天真熱情芳天真熱情、、專業認真專業認真、、勇於進取勇於進取、、特別喜歡特別喜歡
做廣告宣傳自己對社區和客戶的摯愛做廣告宣傳自己對社區和客戶的摯愛，，不僅獲不僅獲
得了華人社區的認可得了華人社區的認可，，也獲得了美國主流人士也獲得了美國主流人士
的欣賞的欣賞。。來自中國廣東的阿芳精通英來自中國廣東的阿芳精通英、、粵粵、、國國
語語，，買房時特別值得你的信賴買房時特別值得你的信賴。。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121日日，，中美乒乓外交中美乒乓外交5050週年慶祝晚宴貴賓酒會上週年慶祝晚宴貴賓酒會上
，，世界名人網特邀主持何芙蓉世界名人網特邀主持何芙蓉Grace HeGrace He專門採訪了出席大會的專門採訪了出席大會的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孫子考克斯先生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孫子考克斯先生。。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121日日，，中美乒乓外交中美乒乓外交5050週年慶祝晚宴貴賓酒會上週年慶祝晚宴貴賓酒會上，，中國中國
人活動中心慶祝晚宴主席代表晚宴組委會為獲得美中友誼之光獎的中人活動中心慶祝晚宴主席代表晚宴組委會為獲得美中友誼之光獎的中
國乒乓球隊頒獎國乒乓球隊頒獎。。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121日日，，中美乒乓外交中美乒乓外交5050週年慶祝晚宴獲得了世界週年慶祝晚宴獲得了世界
馳名品牌洋河酒廠藍色經典的大力支持馳名品牌洋河酒廠藍色經典的大力支持，，其夢之藍其夢之藍、、天之藍天之藍、、
海之藍在貴賓酒會上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海之藍在貴賓酒會上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圖為洋河美國總圖為洋河美國總
代理閃亮登場代理閃亮登場。。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323日至日至2929日日，，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的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的20212021休斯敦世休斯敦世
乒賽獲得了中國體育器材品牌紅雙喜的大力贊助乒賽獲得了中國體育器材品牌紅雙喜的大力贊助，，其設置的展台其設置的展台、、
FanZoneFanZone和在比賽現場供官方使用的乒乓球檯均獲得了舉世矚目和在比賽現場供官方使用的乒乓球檯均獲得了舉世矚目。。世世
界名人網特別前往展台採訪了紅雙喜中國代表和美國總代理界名人網特別前往展台採訪了紅雙喜中國代表和美國總代理。。

20212021 年年 1111 月月 2323 日至日至 2929 日日，，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了為期一周的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了為期一周的
20212021休斯敦世乒賽休斯敦世乒賽。。社區合作方之一的中國人活動中心不僅在售票社區合作方之一的中國人活動中心不僅在售票、、
宣傳宣傳、、社區推廣等各方面出力社區推廣等各方面出力，，還特別舉辦了中國球迷日還特別舉辦了中國球迷日。。圖為項目圖為項目
負責人中心副執行長卿梅率領禮儀隊在事先準備的簽名橫幅上簽名並負責人中心副執行長卿梅率領禮儀隊在事先準備的簽名橫幅上簽名並
呈遞給中國乒乓球代表隊簽名作為永久的紀念呈遞給中國乒乓球代表隊簽名作為永久的紀念。。

【美南新聞泉深】被新冠疫情中斷
了一年的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七屆“精
品薈萃”舞蹈專場於 12 月 5 日下午 2
點在 Katy World Theater 小劇場隆重回
歸上演!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
執行長楊德清從繁忙的工作事務中抽身
來到現場祝賀並上台講話，感謝老師們
致力於中國文化的辛勤傳播，贊美孩子
們的精彩表演和對祖國文化的孜孜不倦
，祝願"精品薈萃"這台高質量藝術水準
的舞蹈晚會能走的更遠，進入各大社區
進行更廣泛的傳播!

“精品薈萃”自 2014 年學生家長
提議開辦以來已連續舉辦了六屆專場演
出。晚會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J & H
Dance School) 和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
盟 (Sino- US Arts Education Alliance) 聯
合主辦、中國風藝術協會 （Sino US
Performing Arts Organization) 和上海周
潔藝術學校（Shanghai Zhou Jie Dance
School) 協辦。

晚會的特色之一就是全部由家長會
的成員承辦，整台晚會從劇場租賃、洽
談到節目流程的製定、策劃、舞台總監
、主持、 燈光、音響、海報設計、紀
念衫設計、攝影、攝像、等等工作一如
既往的全部由家長和學生們協商完成。
一批批“小舞者委員會”成員在老幫新
帶中暫露頭角。今年的委員會成員由幾
個十叁歲左右的孩子擔綱，是有史以來
年齡最小的！佩服她們的自信、勇敢和
責任心！

家長們說：“老師們對學生們傾情

盡心地教學使孩子們
受益匪淺，也感動了
我們家長，組織這樣
一台晚會來作為家長
和孩子們對老師的感恩和報答，讓老師
們歇下來，穩穩當當地坐下來欣賞孩子
們的表演。”“這樣有特色，質量好，
接地氣！是學校教學成果的展示之一，
也體現了休斯頓舞蹈水平和華裔青少年
藝術人才水平，是中國文化之美的精緻
的傳播方式，更體現了周潔曉慧舞蹈學
校師生們的凝聚力。”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是休斯頓唯一的
一所一年上演兩台高藝術質量的“精品
薈萃”和“年度彙演”舞蹈晚會的學校
！兩台晚會不少於 60 個的原創作品都
是老師根據學生們的自身條件“量體裁
衣”而編排的，這樣驚人的創作力量和
充分挖掘學生潛在藝術能力的教學特色
也是眾多舞蹈學校的學生享受不到的！
本次第七屆“精品薈萃”展示的 37 個
作品，2 個多小時的表演精彩紛呈，掌
聲不斷。

有許多慕名而來的觀眾激動地分享
自己的感受：完全沒有想到休斯頓還有
這樣高質量的舞蹈晚會，而且這只是一
個學校幾個老師的教學作品。一個學校
每年出 3、5 個好的作品不足為奇，但
每年都有 20、30 個好作品，而且舞種
涵蓋古典舞、民間舞、芭蕾舞、當代舞
，舞蹈形式多樣化.…..這不但展示了學
校老師的教學實力，更體現了他們的敬
業態度，作為觀眾我們很陶醉，很享受

！好羨慕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這些孩子
們！

晚會結束後畢業班的學生們還特別
準備小禮物給老師們帶來驚喜和感動
......涓涓流淌的小溪之流終將彙成浩瀚
的海洋！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一如既往地致力
於中華文化在異國他鄉的傳播，學校各
教學課程，無論是基礎課、藝術團、大
師班、夏令營、各項賽事、還是精品晚
會，就像一條條的溪流，而老師、學生
、家長們每個人傾情的付出和幫助正是
那彙流入海的河流！

“精品薈萃”運作以來深得僑界和
家長、學生們的喜愛。本次專場是小舞
者的精品彙報和老師們原創作品的精彩
展示，也是給海外華裔青少年搭建學習
、展示、傳承中華文化的平台，更是一
場傾注愛心和深情的中西舞蹈對話和盛
宴！

在此，我們再一次感謝每一位支持
、熱愛舞蹈的家長和朋友！

傳播中國文化我們一起來!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總校、Katy 分

校)2022 春季報名已開始!
諮 詢 電 話:713-516-5186;

832-606-8809
網站：www.jhdancing.com;
Email: jh@jhdancing.com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七屆“精品薈萃”舞展
2021 獲獎原創劇目演出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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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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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奧蘇利雲肯定 趙心童開始兌現天賦

WTT世界盃決賽
黃鎮廷 杜凱琹8強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歷時5個月角
逐，2021一汽奔騰．李寧“五羽輪比”羽毛球賽
在廣州國際羽毛球培訓中心展開總決賽，經過緊張
激烈的角逐，浙江新勝大羽毛球俱樂部摘得本屆大
賽的全國總冠軍。當天，兩屆奧運會羽毛球男雙金
牌得主傅海峰現身比賽現場，為一眾運動員助威。
他表示，一直在關注此項新穎的賽事，參賽隊伍水
平高，隊員也展現了頑強的拚搏精神，詮釋了中國
體育精神。

“五羽輪比”羽毛球賽自2010年開始舉辦，

今年已是第11屆。“五羽輪比”採用獨特的“田
忌賽馬”比賽賽制，以團隊形式參賽進行雙打賽，
每隊10人，按編號順序兩人組合上場，每打滿10
分後，下一個編號的選手上場替換自己隊內的上一
個編號運動員，繼續進行輪轉比賽，先打滿100分
的隊伍獲勝。因此，每隊教練可以根據隊員不同的
競技水平進行排兵布陣，隊員的出場順序對比賽結
果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賽事新穎，競技水平
高，且趣味性強，此次總決賽吸引大量觀眾。

在一片助威聲中，經驗豐富、技術不相上下的

兩支隊伍，在決賽雙方展開激烈的拚殺。經過近兩
個小時的激烈角逐，浙江新勝大羽毛球俱樂部勝
出，贏得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在新加坡舉行
的WTT（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世界盃決賽，
香港球手黃鎮廷及杜凱琹6日遇上同一命運，均
不敵日本球手，止步於男、女單8強，與獎牌無
緣。

女將杜凱琹日前在女單16強賽以3：0淨勝
世界錦標賽冠軍國手王曼昱，教練張瑞指杜凱琹
場上表現出色，進攻兇狠，頭腦清晰。可惜6日

始終未能闖過死敵早田希娜一關。杜凱琹近4次
與該東瀛女將對賽都未能獲勝，6日首局更慘敗
1：11，信心再受打擊。次局杜凱琹再輸5：11。
即使第3局以11：6扳回一城，但第4局力拚下再
輸8：11，大分輸1：3未能出線準決賽。黃鎮廷
在男單8強對手則為入籍日本的張本智和。過去
6次對賽往績較為吃虧的黃鎮廷，首局先失4：
11。第2局雖以11：7立即追平，但張本智和在

第3局贏11：6，再次佔得優勢。到了非勝不可
的第4局，黃鎮廷與對手一直處於互相拉鋸局
面，惟戰至關鍵的“刁時”階段以11：13敗
陣，比分輸1：3，與杜凱琹同一命運，於8強止
步。

港隊張瑞教練賽後指兩位港將場上表現正
常，惟杜凱琹的接發球需要改進；而黃鎮廷在關
鍵分處理則不夠果斷。

傅海峰觀戰“五羽輪比”羽賽

●●傅海峰傅海峰（（前排中前排中））到到現場助陣現場助陣，，與冠軍隊伍合與冠軍隊伍合
影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奧蘇利雲十分欣賞趙心童。 新華社

●●趙心童在比賽中趙心童在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趙心童成中國桌球新希望趙心童成中國桌球新希望
勇奪英錦賽膺三大賽首位“90後”冠軍

本屆英錦賽從首輪開始就冷門迭報，羅拔臣、梅菲、沙比、
特林普、威廉斯、奧蘇利雲等名將先後被淘汰出局。趙心

童在第3輪以6：5險勝曾四奪世錦賽冠軍的“巫師”希堅斯，之
後再以6：2戰勝曾被譽為英格蘭“希望之星”的利索夫斯基，到
準決賽則以6：1淘汰世界排名第10位的英國老將鶴健士，職業
生涯首次殺入排名賽決賽。 決賽中，趙心童沉着穩健，以5：3
領先結束第一階段的爭奪，最終以10：5鎖定勝局，成為繼丁俊
暉、傅家俊、梁文博和顏丙濤之後，第5位獲得排名賽冠軍的中
國選手。

英國桌球錦標賽是世界職業桌球比賽中歷史最悠久的賽事之
一，與世界桌球錦標賽、溫布萊大師賽並稱桌球三大賽。此前，
中國桌球領軍人物丁俊暉曾在2005年、2009年和2019年三次獲
得英錦賽冠軍。如今，趙心童成為問鼎該項大賽的中國第2人。

在趙心童奪冠後，世界桌球官網稱讚其獲勝方式“凸顯了他
的潛力”，認為“他的單桿得分能力、走位水平、擊球能力以及
鎮定的氣質，都是偉大冠軍的特徵”。

北京時間6日上午，趙心童在個人社交媒體發文稱，從2016
年轉入職業後，他的目標就是要拿到排名賽冠軍。 “這一路
上，我曾被寄予厚望，但也多次倒在了機會面前。這一次，我站
穩了，終於捧起了冠軍獎盃。”他說，“24歲的我，在職業生涯
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希望這個冠軍是我的啟明星，引導我繼續
勇敢地往前走。”

準備唱卡拉OK慶祝
此次奪冠，趙心童不僅收穫了20萬英鎊的獎金，同時他的

排名也升至世界前10位，獲得了2022桌球大師賽的參賽資格。
趙心童表示，自己接下來將為大師賽做好準備。不過在此之前，
他先要回家好好睡個覺，“也許明天去唱個卡拉OK，我會唱
《我們是冠軍》”。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在贏得英錦
賽後，趙心童立即受到世界桌球壇的注目，這位
現年24歲的球手過往一直被認定甚具潛力，甚
至獲得名將奧蘇利雲的肯定；而整個中國桌球壇
均希望趙心童今次贏得英錦賽，可助他建立起信
心，並在未來贏得更多榮譽。

趙心童1997年生於西安，師從中國桌球名
師伍文忠，在14歲時已小有名氣，被譽為未來
之星。

不過趙心童深明要更進一步，便要到桌球發
展發達的國家磨練自己，結果他決定追隨前輩丁
俊暉的道路，在2013年準備到英國留洋學法，
但由於語言文化距離和遠在異國的不適應，均會
成為發展障礙，故當時丁俊暉也曾給予趙心童意

見：“不是說去了英國就能打出來，不管在哪裏
都需刻苦訓練，通過比賽和訓練增加經驗，不斷
成長，這些都需要自己努力。”

趙心童也聽從了丁俊暉的意見，在英國努力
進行練習：“我在英國的生活很簡單，每天8點
起床，9點到球房進行訓練，中午吃過飯後，下
午繼續練習到大約4、5點左右，再到健身房進
行體能訓練。如果在比賽前夕，我晚上也會再做
一些針對性訓練，每天保證有6小時左右的練球
時間。”

然而，趙心童雖不停努力，卻一直未有贏得
錦標，但他的潛力已被名將奧蘇利雲所發現，並
開始關注和教導這位中國小將。在2016年英格
蘭公開賽，趙心童雖以3：4不敵奧蘇利雲，但

表現卻頗為出色，更曾打出單桿130分的高分，
據趙心童透露，“奧蘇”賽後立即給他提點，之
後亦透過短信或當面交流，為趙心童提供各種建
議。

在今次英錦賽，奧蘇利雲亦曾提及趙心童，
更指他將來有機會成為桌球壇的費達拿，不過
“奧蘇”也非一面倒稱讚，同樣直接指出了趙心
童的短板，那就是防守能力和全面性。

此外，“奧蘇”亦指趙心童現在已24歲，
如一直未能兌現天賦，那再說什麼有潛力也是枉
然；幸而，趙心童終於在今次英錦賽取得冠軍，
他賽後亦表示會努力改善自己的缺點，在不改變
風格下加強防守能力，以及在比賽過程中保持耐
心，希望在未來可以贏得更多比賽。

2021全國青少年網球積分排名系列
賽——YONEX“鄭潔盃”青少年網球全
國總決賽日前在鄭潔（深圳）國際網球
俱樂部決出四個組別的8個冠軍後結束。

獲得各組別冠軍的是：U8組，男子
杜夢迪，女子沈尚軒；U10組，男子劉逸
晨，女子聶夢彤；U12組，男子陸翰檑，
女子史金靈；U14組，男子陳寧帆，女子
李昱瑤。

今年“鄭潔盃”共設北京、泰安、深
圳、東莞4個分站賽，分站賽結束後各組別
12名選手進入總決賽。總決賽採取小組循
環+淘汰賽的賽制，每個組別12名選手分4
個小組，前兩名出線，8強賽採用淘汰賽，
直到決出冠軍，合理的賽制讓選手們在兩天
的比賽中與更多的對手切磋。

“鄭潔盃”創立於2010年，2015年
開始推向全國，目前已成為廣受全國青
少年網球選手喜愛的賽事。

賽事創始人鄭潔表示，今年選手參賽
水平比以往有了明顯提升，非常欣喜地發
現很多小選手從第一站開始到總決賽，技
術、心理等有明顯進步，“我們做到了為
全國青少年網球選手搭建一個展示自己平
台的初衷”。

鄭潔介紹，這次總決賽各組別冠亞
軍將獲邀免費參加6日至8日在深圳舉辦
的菁英訓練營活動，教練團隊由鄭潔
（深圳）國際網球俱樂部以及金凌文化
體育發展有限公司共同組建，主教練由
魯凌擔任。 ●新華社

﹁鄭
潔
盃
﹂青
少
年
網
球
賽
收
拍

2021英國桌球錦標賽於北京時間周一凌晨落

幕，現年24歲的中國新秀趙心童以10：5擊敗比利

時球員比素爾，成為桌球三大賽史上的首位“90

後”冠軍，也是繼丁俊暉之後，第2位獲得英錦賽冠

軍的中國球員。

●●趙心童趙心童（（左左））與與比素爾握手致意比素爾握手致意。。 新華社新華社

●●趙心童在賽後高舉獎盃趙心童在賽後高舉獎盃。。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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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望衝擊奧斯卡的電影都出現了昂貴的假髮！克莉絲

汀史都華（Kristen Stewart）在《史賓賽》為飾演黛安娜王妃，

戴上特製的假髮，兩頂加起來要價1萬2千美元；而Lady Gaga

女神卡卡在《Gucci：豪門謀殺案》中演出殺夫貴婦派翠西亞雷

吉亞尼（Patrizia Reggiani），身為頂級服裝品牌的女王，她的行

頭可不輸黛妃。近日她的御用髮型師Frederic Aspiras透露，La-

dy Gaga在片中戴著要價1萬美元的訂製假髮，不僅如此，角色

有超過55種不同的髮型，甚至用到10頂訂製假髮。

Frederic Aspiras近日接受外媒The Hollywood Reporter採訪，

他身為髮型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讓髮型成為幫助女演員進入角

色的工具，「我必須盡可能真實使用1970年代髮型師的技術，例

如濕式捲髮、螺旋燙等復古髮型，我需要那種質感與氛圍」。

他為準備Lady Gaga在片中的髮型，每天早上花4、5個小時

做造型，都得在凌晨起床準備；而傑瑞德雷托（Jared Leto）演

出的Gucci繼承人保羅古馳（Paolo Gucci），每天更得花6小時

才能完成髮型，為此造型師戈蘭· 倫德斯特姆(Göran Lundström)

也特別製作了假髮與光頭頭套。

在接下《Gucci：豪門謀殺案》的工作之前，Frederic As-

piras 整理了一本厚達 450頁的髮型書當作參考，雖然導演雷

利史考特（Ridley Scott）起初只計畫電影出現兩種髮型，這

樣可以讓剪接變得簡單許多，但這個想法並未能實現，

Frederic Aspiras 表示，他希望可以證明給雷利史考特看，雖

然對方在拍攝期間一次也沒跟他說過話，但是最終他還是

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Gucci：豪門謀殺案》將於2022年1月7日於台灣上映，

該片也看好有機會角逐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及最佳化妝與髮

型設計獎。

Lady Gaga《Gucci：豪門謀殺案》
髮型師解密造型，每天花5小時在頭髮上！

《蜘蛛人：無家日》即將於12月15

日上映，全球粉絲引頸期盼蜘蛛人全新

的偉大冒險，而日前傳出湯姆霍蘭德

（Tom Holland）將簽約全新的蜘蛛人三

部曲，影迷也好奇蜘蛛人之後的發展，

因為在彼得帕克被神秘客揭露身份後，

全世界都知道蜘蛛人是誰，這顯然會顛

覆蜘蛛人的世界，更有粉絲開始擔心蜘

蛛人未來的生活將會走上跟以往不同的

道路。

在過去的蜘蛛人電影以及漫畫中，

彼得帕克一直替號角日報拍攝照片，這

也是過往蜘蛛人系列作品中重要的設定

，由J· K· 西蒙斯飾演的報社老闆J· 喬納·

詹姆森也是標誌性的角色。

但在《蜘蛛人：離家日》的片尾中，

對於號角日報的設定有了改變，彼得帕克

的真實身份透過號角日報的報導揭露，J·

K· 西蒙斯的角色似乎也產生變化，更像是

推崇陰謀論的激進主持人。號角日報的設

定轉變，以及蜘蛛人真實身份的揭露，讓

大家開始懷疑，彼得帕克未來還有可能在

號角日報擔任攝影記者嗎？

從《蜘蛛人：無家日》的預告看來

，蜘蛛人顯然不希望全世界知道他的真

實身份，請求奇異博士幫忙施法讓全世

界忘記這件事，就算最後蜘蛛人的身份

真的被世人遺忘，但經歷這一切，彼得

帕克還會願意與試圖抹黑他的號角日報

合作嗎？

當《蜘蛛人：離家日》片尾彩蛋，

出現了蜘蛛人系列粉絲都熟悉的J· K· 西

蒙斯，那一刻帶來的驚喜是巨大的，但

全新的設定卻讓蜘蛛人的未來產生改變

，在全新的MCU世界中，蜘蛛人或許不

會再是攝影記者，但他還能做什麼呢？

或許他會步上東尼史塔克的道路，用聰

明財智來研究科學與發明？一切都要等

全新的蜘蛛人三部曲上映後，才能知道

未來的故事走向了。

《蜘蛛人》若拍全新 「三部曲」
最大問題來了

「彼得帕克要去哪上班？」
59 歲好萊塢巨星「阿湯哥」

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主演

的經典動作系列電影《不可能的

任務》，第七集因拍攝期間遇上

疫情大爆發，過程一波三折，直

到今年 9 月初才殺青。而第七集

還沒上映，身為工作狂的他，近

日又馬不停蹄地籌備《不可能的

任務 8》，且被外媒直擊他再度

超越極限、親自挑戰驚險萬分的

新特技，在 600 公尺高空上，攀

爬在倒掛天空的飛機上，阿湯哥

的「上班日常」實在令人目瞪口

呆！

據外媒報導，阿湯哥近日被

目擊在英國劍橋進行拍攝特技訓

練，只見他穿著一身專業飛行服

，乘坐在二戰時期的舊款波音小

型飛機，當飛機升到 2000 英尺

（約609公尺）高空時，飛機翻轉

倒掛空中，阿湯哥接著從飛機裡

爬出來，還坐在了機翼上，他身

上有條繩索作為保護，過程中飛

機還不斷俯衝、翻轉，驚人特技

讓人光看就冷汗直流。

有消息人士透露：「阿湯哥

今年早就開始在學習駕駛那款舊

型波音飛機，為了在《不可能的

任務8》親自上陣拍攝主要特技場

景。《不可能的任務7》才剛剛拍

攝結束，但阿湯哥沒有給自己休

息的時間。」據悉，阿湯哥為了

《不可能的任務7》訓練了至少一

年，期間練習了超過500次跳傘和

13000次摩托車飛躍特技，因此在

《不可能的任務8》的籌備期間，

相信也會有大量訓練等著他。

阿湯哥過去曾在第3集《不可

能的任務：鬼影行動》驚險攀上

世界第一高樓杜拜「哈里發塔」

；在第 5 集《不可能的任務：失

控國度》裡徒手抓住飛機側身懸

吊半空中；在第 6 集《不可能的

任務：全面瓦解》一鏡到底潛入

水中憋氣 6 分鐘。在《不可能的

任務 7》和《不可能的任務 8》究

竟將帶來什麼高難度驚喜，就讓

大家拭目以待了。

《不可能的任務8》600公尺高空坐倒掛飛機！

59歲阿湯哥令人目瞪口呆

好萊塢女星珊卓布拉克（San-

dra Bullock）在 2010 年、2015 年領

養了一子一女，分別是 11歲路易

的和 9 歲的萊拉，兩人都是黑人

小孩。珊卓對一對兒女寵愛有加

，近日受訪時談到教養問題，她

坦言對於社會上的種族議題，她

選擇毫無保留的讓孩子知道，

「我讓他看電視上的所有東西，

我讓他自己消化，他會知道這個

世界是如何運作的、知道有多殘

忍。」

珊卓提到，有次女兒看到她

的男友布萊恩蘭道（Bryan Randall

）在看 Netflix《魷魚游戲》，女

兒很失落的走出房間，問她發生

了什麼事，女兒說：「我不想要

爸爸看那部劇。」珊卓回應：

「它很暴力，妳當然不應該看。

」女兒則悻悻然地說：「不，是

因為裡面沒有黑人。」珊卓談到

此事，她欣慰表示：「她肚子裡

有火的事實讓我很高興，因為她

已經在發聲了！」

珊卓也說：「我不得不讓他

們教我，並告訴我他們需要知道

些什麼。」而在和孩子們的對話

中，她也常大有收穫，「我以為

我受過教育並覺醒了，我以為我

擁有了一切，但你猜真相是什麼

？我並沒有。」

身為人母，珊卓談到她對小孩

未來的憂慮，「作為一個愛孩子勝

過愛自己生命的白人父母，我害怕

一切，我知道我對他們施加了各種

生存焦慮，但我必須考慮他們離開

家會經歷什麼。」她也希望，在小

孩踏入殘酷的大人世界時，已做好

了足夠準備去面對。

9歲女兒因《魷魚游戲》沒有黑人而沮喪

珊卓布拉克：很開心她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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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前《無盡攀登》已完成多個

城市的路演，獲得好評無數，口碑炸

裂。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這段真實故

事本身所帶來的震撼。有不少人看到

電影才知道珠穆朗瑪峰真實的樣子，

看完電影才真切感受到攀登珠穆朗瑪

峰的困難。許多人被夏伯渝一生不言

棄的攀登精神所打動，表示受到了電

影的激勵，對自己面臨的困難燃起了

新的鬥誌。

而作為《攀登者》角色原型人物

，看完電影後很多人表示真實的紀錄

片帶來的震撼幾乎是翻倍的效果。

《攀登者》中胡歌與成龍分別飾演夏

伯渝的中年和老年，如果說這部電影

已經將這個故事盡最大努力做出極致

呈現，那麽此次《無盡攀登》中夏伯

渝親自出演就是突破極致。

其次《無盡攀登》是一部紀錄片

，觀眾群體沒有商業片那麽多，但值

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的製片人是著名

演員吳京和導演郭帆。吳京作為演員

兼導演，在中國影史取得的成績相當

亮眼，《流浪地球》的名導郭帆更不

用說。

這兩人在電影方面獨特而毒辣的

眼光就是最好的質量保證，他們的傾

情推薦值得一看。吳京導演還邀請夏

伯渝探班《流浪地球2》劇組，可以見

得幾人私交不錯。

同時《無盡攀登》電影的旁白

配音演員就是曾在《攀登者》的電

影中客串過以夏伯渝為原型的楊光

一角的胡歌。此次胡歌為電影傾情

獻聲，算是與自己演繹的人物再續

前緣了。

導演《攀登者》的吳京再作《無

盡攀登》，更有角色原型親自上場，

這架勢獲得眾多網友認可。貓眼實時

想看人數2750+，點映及預售票房也已

經達到27.1萬，位列首日預售票房榜

NO.5。

電影《無盡攀登》中渺小的人類

和巨大的雪山的反差，以及夏伯渝堅

持不懈地攀登讓觀眾熱血澎湃。路演

現場有各個年齡階段的觀眾，他們看

完電影也都有不同的感受：

有許多帶著孩子來看電影的家長

，希望借著夏老師的登山逐夢之路，

教育孩子要一直堅強勇敢追夢，這部

電影就像是幫助他們教育孩子的工具

書，這是一節書本無法教給孩子的課

，有的家長甚至給孩子請了假專門來

看。

同樣的，對於孩子來說，這部電

影給他們種下了勇氣的種子，讓他們

懂得堅持。許多孩子看完電影後也用

自己稚嫩的語言表達出自己既震撼又

心疼的心情。還有小朋友覺得夏爺爺

又酷又勇敢而將自己心愛的奧特曼送

給他。

年輕人作為觀影主力軍自然少不

了，他們有的是學生，有的在創業，

有的初入社會多重磨難。《無盡攀登

》為他們註入更多的力量，讓他們明

白即使面臨再多的困難，也要堅持到

底，天下無難事，只要肯攀登。

路演時也有很多老年人，作為同

齡人的他們，看到69歲身患癌癥的夏

伯渝佩戴著義肢登頂珠峰，都覺得夏

伯渝替他們活出了想要的人生。那樣

勇敢堅韌的毅力讓七十歲的古稀老人

臉上洋溢起少年的恣意。

最感觸良深的應當是中年人，比

不得年輕人的沖勁，也慢慢被生活磨

平了棱角。每天按部就班渾渾噩噩，

好似沒了勁兒似的他們，從這部電影

裏找到了自己曾經純粹的熱愛。

路演現場也有很多讓夏伯渝感動

的地方，安徽路演時有中學生全班集

體演唱《少年》。大家的認可和支持

也讓夏伯渝感慨良多，還在社交平臺

發長文表示感謝。

「永遠少年」大於「長命百歲」

，12月3日讓我們一起走進影院，走

進夏伯渝「老人與山」的故事，登頂

、告白，總有讓你潸然淚下的瞬間。

吳京製片胡歌旁白，硬核大爺打動人心

《無盡攀登》路演口碑炸裂
中國雙腿截肢老人夏伯渝69歲登頂珠峰的經歷，如今被製作成紀錄電影《無盡攀登》，於

12月3日震撼上映！
夏伯渝是1975年中國登山隊攀登珠峰的成員之一，不幸的是攀登時雙腳嚴重凍傷而不得不

截肢。與此同時他的隊友成功登頂，自此珠峰成了他心中的一座山，也是仿佛遙不可及的夢。
余生依靠義肢生活的夏伯渝沒有放棄，多次返登珠峰，直到2018年第五次登峰時成功登頂

。成為繼新西蘭人馬克·英格利斯2006年登頂珠峰之後，又一個登上珠峰的雙腿截肢者。

簡單概括一下就是，雷佳音全

程醉醺且很少擡頭，永遠都是一副

低頭昏睡的樣子竟然是男一號。李

現演留洋歸國的少爺藥不然，本以

為他是正派角色，結果最後搶奪佛

頭揭露五脈會長醜事的時候，這才

發現他不是壞人，因為他也不是好

人，算亦正亦邪。

辛芷蕾成了花瓶，明明是五脈

掌門黃克武的孫女黃煙煙的她，似

乎沒有太多的作用，除了找到許願

啥也沒做，最後還成了鄭國渠的妻

子。辛芷蕾戲份尷尬，很令人失望

，難道這就是導演的安排？坦白講

，還不如演鄭國渠的演員阿如那精

彩，這演員很棒。

標題中提到的

不起眼的小角色大

放異彩就是鄭國渠

，就是這個演員阿

如那，演技真是厲

害，尤其是喝酒的

片段簡直神乎其神

，觀眾都相信他是

真喝醉了。五歲喝

酒，千杯不醉。如

果不裝醉怎麽知道

機關，如果不把鑰

匙給辛芷蕾，怎麽

又能坐收漁翁之利

？

還有就是《古董局中局》拍出了

《鬼吹燈》的錯覺，看看這裏面的機

關消息太多了，完全就是盜墓題材才

會有的鏡頭。電影用了很多特效放大

了機關，這一點印象深刻。

尤其是最後棋局的應用更是亮點

，許願不是最厲害的，因為他的爸爸

許和平更厲害，提前設計好了一切，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設計好的，只是最

後自己怎麽死沒有設計好。

繼續說回角色。

葛優的角色很好玩，一上場就

是盲人按摩師，結果是假裝盲人。

後來通過摩斯碼才知道他就是關鍵

線索線人：付貴。註意，為何叫福

貴，因為諧音福貴，福貴這個角色

是葛優在電影《活著》中的角色，

所以算是一種紀念。電影一開始也

說了，純屬虛構。

許願的爸爸許和平希望付貴保

護他兒子，付貴知道唯一的保護方

式就是少管閑事，但怎麽可能？最

終付貴死了，中子彈一命嗚呼。許

願明明知道付貴是恩人，結果竟然

沒有把他的遺體帶走，至少可以找

個風水寶地埋葬，完全有時間做到

這一點，人性啊。

另外，沈爺竟然是個女士，看似

溫柔，沒想到是個狠茬子。

錘子砸手，真疼。

電影上映10小時破1200萬這個成

績很一般，《古董局中局》看懵觀眾

的劇情還有一處穿幫百思不得其解。

那就是木戶加奈歸還的佛頭到底是真

的還是假的。最後被許願一錘子敲開

才知道，沒有第三顆佛頭，李現那一

顆是假的，真的佛頭在假佛頭裏面。

這才是劇情反轉最大的驚喜。

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這

句話到底什麽意思？許願最終才明

白，那麽問題來了，許一城到底是

不是漢奸，他把假佛頭送給了木戶

有三。然而這個假佛頭才是真佛頭

，所以電影到底是洗白漢奸的罪名

還是坐實了漢奸罪名，如果木戶有

三後人不還咋辦？

因此，這個電影結尾到底什麽意

思，誰給解釋一下。

10小時破1200萬《古董局中局》看懵觀眾

有一處穿幫百思不得其解
昨天第一時間搶先看了電影《古董局中局》結果觀眾紛紛吐槽。

這是一部壓箱底的電影，幾次定檔，幾次撤檔，從開機到上映花費了2年時間

，最終上映後不知道是因為導演功夫問題，還是因為劇情被改編太離譜問題，沒看

懂的不是我一個人，好多觀眾都看懵了，中途離場的很多。那麽，到底是電影哪裏

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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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餘年地產經驗   
信譽品牌 地產精英  
全職服務 專業熱心

李 雄 負責人
Kenneth Li  CCIM. CRS. CIPS,GRI

kli@ccim.net

歷任：
全美亞商地產協會總會長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

休士頓都市計劃委員

國際亞裔青商會前會長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主席

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

歡迎預約參觀樣品房

有意者請聯繫：

祥瑞花園
TURTLEWOOD MANOR

盛大酬賓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2

德州地產  獨家代理  全新社區  拎包入住

社區配套簡介
˙ 55歲以上的門禁退休社區
˙ 全方位7/24實時監控
˙ 公共區域WiFi 
˙ 訂餐服務
˙ 配有健身房 , 圖書室
˙ 電影院 , 活動室
˙ 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物業管理部門 SWRG management LCC
德泰物業管理公司..

713-271-99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

住宅房地產  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713-826-33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 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 一慣性服務,

 由1988年開始,服務至今, 信譽保證

住宅

夏季優惠價

$188,000

起售

                             1. 土地出售，西南區，近中國城，近Dairy Ashford與Westpark Tollway，面積4.74英畝，售價$1,350,000。
                             2. 土地出售，近百利大道與六號公路，面積2.98英畝，售價$1,049,000。
                             3. 旺舖出售，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3,697平方尺，售價$1,150,000。
4. 辦公室出售/出租，中國城恆豐大廈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896平方尺，售價$750,000。
5. 商/住兩用出售，中國城，面朝百利大道，面積5,000平方尺, 售價$650,000。
6. 土地出售，休斯敦東北方向，Kountze城，距離兩小時車程， 面積624英畝，售價$1,198,000, 經紀人電話：
    832-715-7569。
7. 倉庫出售，近中國城，面朝Beechnut大道，面積26,400平方尺，售價$2,500,000，經紀人 Walter Tjon，
    832-628-0670。
8. 旺舖出租，中國城頂好廣場內，惠康超市旁，黃金店面出租，面積650平方尺 到3000 平方尺。
9. 旺舖出租，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390平方尺～10,000平方尺。
10. 辦公室出租，中國城精英廣場內，面積2,100平方尺，月租$2,500。
11. 購物商場出租，13250 Farm to Market Rd529, 西北區，近290與八號公路，面積1,000平方尺～2,100平方尺。
12. 旺舖出租，10400 Harwin Dr，好運大道，近八號公路，面積3,000平方尺，月租$3,500包水電。
13. 旺舖出租/出售，中國城，中國文化中心對面，面積5,000平方尺，售價$550,000；可月租，面積700平方 
      尺 ～2000平方尺，月租$900起。
14. 旺舖出租，近萊斯大學，近69號公路，高級商業區，面積1,500平方尺，月租$4,000。
15. 好運國際廣場旺舖出售，7686 Harwin Dr，面積1,500平方尺～20,000平方尺，售價$295,000起。
16. 近中國城，20,000平方尺，獨立辦公樓出租，狀況極佳，可立即遷入，房租面洽，李先生：713-826-3388。 

1. 近Memorial 中餐館，年收入60萬，有錢賺，經營多年知名店，業主榮休，僅售$79,000。
2. 中國城，知名韓國燒烤店，百利大道上，2000平方尺，每月可凈賺2萬，欲購從速。
3. 休斯頓近45號及8號公路，獨立西餐館，設備及房地產出售價$950,000，請洽張先生832-628-0670。

                      1.公寓出租，Montrose區近市中心，單身公寓，1房1衛，月租$700，
                          MLS#65901683。
2.公寓出售，市中心近醫療中心，豪華公寓，3房2.5衛3個車位，面積1,836 
    平方尺,售價$639,990,MLS#3180527，經紀人Monica：832-715-7569。
3.土地出售，Alief 區近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2.98英畝，售價$1,049,000，
    MLS#28857728，經紀人Kenneth : 713-826-3388。
4.好房出售，Katy東南區，豪華別墅，優美湖景，5房4.5衛2車庫，
   面積4,568平方尺，售價$890,000，MLS#53292040。

商業

Broker:
 

  

tion by Southwest Realty Group of the property’s condition, quality or dimensions, nor is the summary a subsitute for the buyer’s ow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due diligence prior to the time of sale. All buyers and their agents must secure their own inspection and conduct their own due diligence before purchase. 

832.734.6888
Kenneth Li

李先生
Agent: 832.768.2679Nicole Xi 奚小姐開放日： 週六，週日 下午 1:00 - 4:00

Broker: Kenneth 713-826-3388      Agents: Nicole 832-768-2679 中文  
 David 832-715-2864 韓文        Walter 832-628-0670 廣東話

   公司誠聘: 銷售代表或Agent

要求中英文流利，有房地產相關銷售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聯系：Email：kli@ccim.net
Tel ：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生意買賣

休城工商

家长们都想送孩子去最好的学校，但是你知道吗，好
的学区需要有好的管理者。没有经验的理事，会把学校毁
掉，把你辛苦挣来的学区税金打水漂。德州第一大学区，
休士顿HISD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HISD每年财政预算$2
billion，负责20万学生的教育）。

现任HISD的唯一华裔和亚太理事Anne Sung，正在
进入决选的最后几天，为我们介绍了她一段不同寻常的经
历。在 HISD 长大，Bellaire 高中毕业的华二代 Anne

Sung, 在哈佛取得物理学士和硕士之后，一心
喜爱教育，决心回到休士顿很困难的高中负责
教物理和科学课程，并曾一度评为最佳老师。
2016年，第一次要做妈妈的时候，她更加意识
到孩子教育的重要，而学区管理最为关键。
当小宝宝才６个月的时候，Anne Sung决定

放弃做妈妈的时间，勇敢参加学区理事竞选，
希望把自己的教学和管理经验贡献于HISD改善
（她还有哈佛公共管理的硕士学位）。一手抱
着宝宝，一手敲门拜票，之间还要找时间哺育
。这样的辛苦和付出，才多了 36票，Anne
Sung在2016年赢得了HISD的理事，实在来之
不易。她开玩笑说，宝宝学会的第一个词是
“HISD”, 而不是“妈妈”！因为她一直在跟
别人说HISD。
過去的5年中，Anne Sung辛苦的推进了AP

，IB，Magnet School 这些广为家长欢迎的课
程，并提高就業和技術教育，认证學生數量增
加了３倍。对于学区经费，她实施了效率监督
，并为学区争取了$26.5million的经费，帮助
最困难的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她是HISD
最有经验并且是唯一的华裔和亚太理事。
这样的华二代我们需不需要支持呢？但是，

在本次HISD的理事选举中，Anne Sung遇到
了巨大的困难。
其原因是HISD本次挑战了德州州长不许学

区要求戴口罩的禁令，而且因为HISD是德州第
一大学区，其影响深远，所以激怒了学区中不
想戴口罩和跟州长站边的家长。Anne Sung就
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保守白人女性候选人。
她由于不要戴口罩但是坚持老师可以自由拥

枪，赢得了很多白人支持者。虽然没有任何教
育背景和教学经验（毕业于Oklahoma大学）
，但是，有钱有势的白人区，都出来投票。
Anne Sung和她的３位现任理事在普选中落选
，被迫挤入决选Runoff Election(竞选再来一轮
，没有足够资金和投票者会被淘汰）。在美国
，只有投票才有发言权。
我们是要投票给Anne Sung，还是放弃投票

，让没有任何经验的人管理学区呢？在另一波
COVID变异高峰可能到来之际，校园枪杀不断
发生的危机中，每个人和每个学区的选择，不

仅跟自己有关，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城市和周遭。
Anne Sung在HISD第七选区（VII区，见图）。提前

投票结束于12月7日周二。选举日是12月11日，周六
（最后一天投票）。投票可以在Harris County 任何投票
站，早7時至晚7時 (查询地点和时间见HarrisVotes.com)
。

加入捐款和志愿者行列：https://www.anne4hisd.
com/，华语联系人：Helen Shih博士 832-645-2804

想要好教育好學校想要好教育好學校？？學區管理最重要學區管理最重要！！
Houston ISDHouston ISD唯一華裔理事唯一華裔理事Anne SungAnne Sung決選最後沖刺決選最後沖刺

附录：德州十大公立学区COVID感染率，有没有戴口罩要求的对比。

本次HISD理事决选，所在选区
Source: https://www.houstonisd.org/Page/188048
根据Anne Sung的推荐，如果你住在以下4个选区，请投票给HISD学区理事：
第I选区（#1, Heights, Northwest Houston); Elizabeth Santos
第V选区(#5, Bellaire, West U, Meyerland) Sue Deigaard;
第VI 选区(#6, West Memorial, Sharpstown, Katy) Holly Flynn Vilaseca
第VII 选区(#7, Heights, Montrose, River Oak, East Memorial) Anne Sung
具体你在哪个区，请上HarrisVotes.com，按照自己选民登记的地址，看一下自己

的样本选票Sample Ballot （https://harrisvotes.com/SampleBallots）。上面会显示
选区和候选人。以下是全Harris County的样本选票包括的内容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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