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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任何形式的盜竊對房主
來說都是災難性的。您的家
不僅包含具有經濟價值的物
品，還包含對您和您的家人
具有情感價值的物品。這就
是為什麼擁有一份合適的房
主保險計劃在不幸的盜竊事
件發生時就顯得至關重要。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您家中的
盜竊損失？

通常的房主（包括租客
）保險包括您的個人財產的
賠付。盜竊造成的損失通常
包括在個人財產保護中。這
意味著，如果入侵者闖入並
從您的房屋內偷走貴重物品
，您的家庭保險應該涵蓋它
。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即使
盜竊發生在您家外，大多數
保單中的個人財產保險通常
也會保護這些個人物品，但
會有一定的限額。個人財產
限額最初設置為您的住宅保

險範圍的一個百分比，這個
限額決定了您的保險公司最
多可以為您賠償多少個人財
產損失。所以根據您家中物
品的價值設置適合您自己的
限額非常重要，以防在意外
發生時保護您的個人財產免
受重大損失。當然個人財產
的賠付也是需要滿足自負額
的。
如果汽車被盜，房主保險是
否涵蓋？

不會，如果您的汽車被
盜，您的房主保單不會涵蓋
汽車丟失的損失。綜合意外
保險是您汽車保險單的一個
可選擇的保險項目，將涵蓋
此類損失。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從汽車裡
盜竊走的東西？

如上所述，汽車的綜合
保險將涵蓋因入侵盜竊而造
成的汽車本身的損失，包括

車輛維修的費用。永久安裝
在您車內的音響設備也會包
括在內。至於從您的汽車中
被盜的其他便攜的個人物品
，您的房屋、公寓保險或租
房者保單可能會彌補您的損
失。對這些物品，您需要保
留足夠的所有權的憑證，比
如說收據，以備不時之需。

如上所述，您的房屋或
租客保單自付額將適用於任
何承保損失，並且在達到免
賠額之前不會支付任何款項
。

如果您剛剛經歷過盜竊
或入室盜竊，請立即聯繫警
方報案。然後，盡快向您的
保險公司提出索賠。

雖然被盜是你希望永遠
都不需要經歷的事情，但你
還是需要一些基本知識未雨
綢繆。比如，創建一個家庭
庫存清單，可以讓你更容易

地識別入室盜竊後可能失踪
的個人物品。也請養成為貴
重物品保留收據的習慣。當
然，更重要的是了解你的保
單是否滿足你的需求。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大家購買房屋保險時一
定要了解保單格式和承保內
容。每家保險公司評估投保
的條件重點都不盡相同，保
費費率各異，尋找有經驗靠
譜，產品代理多的保險代理
綜合報價尤為重要。

無論是自住房險，房東
險還是 Condo，Duplex 險，
瑞源保險事務所代理眾多A
評級的保險公司，以幫助我
們的客戶找到合適的保單和
優質便宜的報價。歡迎免費
諮詢。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
請不收取任何手續費。我們
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險

，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
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
護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
和保險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
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
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瑞
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
士擁有20年的保險行業經驗
。曾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
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
業知識，積極義務服務社區
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瑞女士直線電話：
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
：12149718026，公司 Email:
INFO@BENEFONS.COM
。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
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
章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盜竊損失？

黴菌如果開始在家中生長
，就可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
題。黴菌的生長通常可能會發
生在有水分的地方- 而且並不
總是在你立即可以注意到的地
方。如果不及時修復黴菌，可
能會給您的家人帶來健康問題
，並對您的住所和財物造成損
害。

在處理黴菌損壞時，您可
能會考慮聯繫您的房屋保險公
司，只是發現它並不在您的保

單的承保範
圍之內。黴
菌保險並不
總是有保證
的，因此了
解房主保險
何時承保黴
菌損壞是非
常重要的。
房主保險何
時承保黴菌
損壞？

房主保險何時承保黴菌損
害？您的黴菌損壞是否被涵蓋
是基於黴菌的來源。如果黴菌
是由於保單中列出的承保風險
或事件（通常與水損壞有關）
而造成的，那麼您的保險可能
會涵蓋黴菌損壞。
可能涵蓋的黴菌損壞的情況

一般來說，由以下這些情
況造成的黴菌損壞可能會得到
賠償：

● 設備故障，如熱水器，洗
衣機或洗碗機，導致洩漏導致
的
● 爆裂或凍結的管道而導致
的
● 滅火造成的水災損壞

重要的是要注意，對於上
述各種情況，保險公司可能會
賠償黴菌造成的損壞而不是造
成黴菌損害的源頭。這意味著
您的保險公司可以幫助您進行
黴菌修復和修復地板或牆壁，
但它可能不會為您更換損壞的
設備。您的保單也可能對黴菌
賠償所支付的金額設定上限，
這可能不包括所有黴菌損壞。
房主保險何時不承保黴菌損壞
？

通常房主保險不會涵蓋由
於缺乏定期保養或維護造成的
黴菌損害。
可能不會被涵蓋的黴菌損壞的
情況

如果由於以下原因形成的黴菌
，您可能不會被涵蓋：
● 浴室或廚房通風不良導致
濕度增加
● 馬桶或淋浴器底部的密封
不當，使水滲入地板
● 骯髒或破損的屋頂排水槽
迫使水流進房屋的其他部分

如果您的保險公司認為您
的黴菌損壞是可以預防的，那
麼您可能會需要完全自掏腰包
進行維修。
當然洪水通常不涵蓋在標準房
主保險單中，通常需要單獨購
買洪水保險。如果您處於高風
險地區，這可能是值得購買的
，甚至可能是法律要求的。
防止黴菌在家中生長

無論是黴菌由於濕度過高
，冷凝還是真正的水害造成的
，您家中容易聚集水分的區域
將最容易發生黴菌。
控制水分的技巧

為了有效防止室內過度潮
濕，請遵循以下提示：
● 在水害發生後的一兩天內
及時清理漏水和溢出物
● 定期清理和維修屋頂排水

槽
● 確保空調滴水盤清潔，排
水管路正常流動
● 檢查房子周圍的地面是否
有朝著您房屋之外的方向傾斜
的坡度，以免水聚集在地基周
圍

控制房屋濕度也是管理水
分的關鍵部分。盡量保持室內
低濕度; 如果你有辦法測量它
，濕度應該保持在 60%以下。
留意窗戶，牆壁或管道上的冷
凝水積聚，因為這可能意味著
高濕度。
黴菌生長很可能會是一個令您
不快的突然發現，但大多數時
候，定期維護和檢查房屋可以
防止它失控。
歡迎聯繫瑞源保險公司，免費
諮詢。我們可根據您的獨特需
求進行定制您的房屋保單。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屋主的
個人條件的重點都不盡相同，
保費費率各異，尋找有經驗靠
譜的保險代理綜合報價尤為重
要。瑞源保險事務所代理眾多
A 級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

合適的保單和優質便宜的報價
。
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
險，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
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護
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
險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源保
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
領域享有盛譽。瑞源保險事務
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20年的
保險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
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
的保險專業知識，是美國醫療
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
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
專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
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 瑞 女 士 直 線 電 話 ：
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IN-
FO@BENEFONS.COM。公司
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
，服務全德州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
未經允許請勿轉載，歡迎個人
轉發。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黴菌？

Bel FurnitureBel Furniture 週末旗艦店新張週末旗艦店新張，，慶祝開幕好禮大方送慶祝開幕好禮大方送
超過超過 1212萬平方英尺巨型陳列萬平方英尺巨型陳列，，物美價廉選擇更多物美價廉選擇更多

(本報休斯頓報導) Bel Furniture 是德州一家專為客廳
、臥室、餐廳、庭院、床墊和家庭辦公室提供優質家具
的本地家具店，在休斯頓有好幾個點，好消息是，Bel
Furniture將於 8 月下旬在休斯頓北區 I-45 高速公路(近
FM1960附近)新開旗艦店，是其迄今為止最大的一家店
。Bel Furniture將於8 月 26 日星期五舉行一場特別的開
幕剪彩慶祝，屆時多位社區領袖將出席，為新店的開業
致上祝賀。
週末開幕活動，好禮多多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盛大的開幕慶祝活動將於 8 月
27 日(星期六)、和 8 月 28 日(星期日)舉行。週六上午 10:
00 在旗艦店開幕的前 400 名顧客將獲得免費的禮物、以
及 100 美元的禮品卡。同時，Bel Furniture 將在週末開幕
活動期間贈送價值 50,000 美元的家具，並將有大量的食
物、娛樂活動、以及額外的贈品相送，包括學習用品、
體育賽事門票、音樂會門票等等。

為慶祝新店開幕，Bel Furniture 與多個組織合作，提
供贈品，例如與 Telemundo Houston 合作，將贈送背包
500 個，參加盛大開幕式的前五百人都有。此外，Spring
ISD 基金會將通過此次活動，獲得 10 台筆記電腦的捐贈
。Bel Furniture 還與 USA Today Network | LocaliQ 聯手
，在 8 月向 Aldine ISD 返校年度活動捐贈 5000 件學校用品。
佔地廣闊，物美價廉

憑藉佔地 123,082 平方英尺的展覽廳，這個新地點將讓 Bel
Furniture 繼續自己管理分銷，而非使用第三方分銷商。Bel Fur-

niture 直接從製造商那裡購買，因此可以以最低的價格向客戶提
供最好質量的家具。Bel Furniture 自己擁有大型陳列空間和配送
中心，為客戶提供庫存。

Bel Furniture 總經理 Troy Simmons 表示: 「我們將在開幕活
動推出一個新概念，旨在進一步以最低的價格為我們的客戶提供

更多的庫存商品選擇。我們努力確保家具的物美價
廉，為客戶提供 180 天的低價保證。」
Bel Furniture 由 Jamal Mollai 和 Sid Mollai 兩兄弟於
21 年前創立，現在已成為德州最大的家具零售商
之一，在休斯頓、聖安東尼奧、Corpus Christi,
Victoria, Beaumont, and Del Rio 等地擁有二十個店
和三個配送中心。
提供高品質又讓人負擔得起的家具
貝爾家具總裁 Sid Mollai 表示: 「我們非常高興和
自豪地在 21 年前我們在休斯頓的第一家門店所在
的同一地區建造了這家旗艦店。我們是一家總部位
於德州的本地企業，完全致力於支持本地的社區，
我們將繼續履行這個使命，為我們的客戶及其家人
提供高品質同時又讓人負擔得起的家具。感謝多年
來一直與我們在一起的客戶，他們將一如既往地回
饋支持我們的社區，因為他們一直支持Bel Furni-
ture。我們的目標是在未來兩年內在德州開設 25 個
陳列室，我們也準備將業務擴展到鄰近的州。無論
貝爾家具有多大，我們都將客戶放在首位。」
關於貝爾家具(Bel Furniture)：

Bel Furniture 的故事是關於努力工作、決心、正直，以及最
重要的是家庭的故事。這個公司由兩兄弟經營，一直致力於以最
合理的價格提供最優質的家具。對這一使命的奉獻得到了回報，
Bel Furniture 已成為休斯頓家喻戶曉的名字，一個不言而喻的名
字。Bel Furniture在今日美國家具 100 強零售商中排名第 74 位。

貝爾家具如何能夠提供如此優惠的價格？原因在於我們切斷
了中間人的費用，這使我們能夠將利益直接轉給客戶，這是 Bel
從一開始就努力爭取的。隨著客戶群每月增長 5,000 人，這些優
勢更凸顯出來。
Bel 很高興提供兩個獨家系列，即 Mollai 系列和 Sara 系列，由業
主自己設計。然而，Bel公司的 400 名員工才是 Bel 成功的真正
推動力。Bel Furniture 團隊的每一位成員都受到重視、尊重和廣
泛的培訓，我們以投資於員工並像對待家人一樣對待他們而感到
自豪。

Bel Furniture 多年前發起了一項 BELieve 活動，通過員工組
織義工支持我們的社區、以及向許多慈善組織捐款來參與社區活
動，包括Toys for Tots, Habitat for Humanity, Hope for Three Au-
tism Advocates等等。

旗艦店盛大開幕慶祝活動，時間是 8 月 27 日(星期六)、8
月 28 日(星期日)兩天上午 10:00開始。

地址 : 16940 North I-45 Freeway, Houston, Texas 77090 (近
FM1960)

有關貝爾家具的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belfurni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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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區管委會選舉主席李雄優勢勝選連任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訊】休士頓西南區

管理委員會於22日舉行八月的董事會，這次會議除
了例行會議內容外，因為會議議程中排有選舉包括
主席職務在內的委員會團隊而受到矚目，委員會辦
公室內也安排了比平日更多的桌椅，會議前的整個
氣氛也與平時有些不同。

此次選舉是根據委員會組織法，在增加董事會
成員後，就要安排進行領導團隊的改選。而西南區
管委會的董事會成員近日由多年來的九名增加至十
一名，於是安排了這次選舉。為表示慎重以對，委
員會也特別在選舉前數日，舉行了全體新舊董事的
特別會議。董事們在特別會議中就各自對委員會工
作的執行及對整個社區的遠景提出意見看法，互相
交流溝通後再進行到22日安排在董事月會中的選舉
。

首先進行的就是主席職務的選舉。除了現任主
席李雄，尚有兩位被提名者，三位並發表簡短的競
選致詞。現任副主席Fred Bhandara主要表示團體應
該去中心化，藉著這次增加董事成員使管委會更多
元發展；另一位被提名現任治安組組長 Peter Ac-
quaro則表示他有點意外，但不論擔任任何職務，
他都會全力以赴為管委會和社區服務。現任主席李
雄表示所有的董事職務都是無薪的義工服務，過去
多年他一以貫之服務社區。而例如每月親自參加管
委會的數個固定會議及與職員工作溝通，加上對外

活動，都是他主席職務的服務內容。他也表示自己
如繼續擔任主席，將持續發展社區多元大型活動、
更多的議事廳公共政策討論會；以及更加強宣傳管
委會的服務項目及內容，推廣與整個社區的溝通和
合作。

隨後現場立即展開投票，由在場的十名董事及
一名線上參與的董事共十一名全數，每名由三位候
選人中記名選一位的方式進行。最終開票由現任主
席李雄以過半數的優勢勝選，繼續擔任管委會主席
職務。其他職務部分，新任副主席由主席李雄提名
的John R. Holmes, Jr. 擔任；祕書由現任祕書Harry
Shani 續任；新增加的助理祕書職務，則選出新任
董事、Richmond 區治安小組長Frank Donnelly擔任
。

接下來就管理會之下治安、環境及設計、經濟
與商業三個委員會會務依序報告討論，相關社區代
表也在現場與董事群就議題答詢；其中包括曾擔任
華埠選區市議員的Mike Lester，他也曾經擔任管委
會的董事職務，對社區領袖及管委會服務內容都十
分熟悉。

會後，各位董事紛紛表示樂見選舉後的新局面
，主席李雄表示在新的董事會領導組合下，西南區
管委會會更有志一同，往更進步的方向前進，而且
，要馬上展開工作了。

德州佛教會於2022年8月20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半，由會
長宏意師父帶領常住法師，假菩提中心舉行報恩塔誦經回向法會

。
在諷誦《阿彌陀經》和唸佛後，

宏意師父為大衆開示:如何把儀
式感與如理思惟配合起來：無
論是東方或西方的文化和宗教
，儀式均不可缺少。適當的儀
式可以表達我們的心意，感覺
和心情。

根據佛經的記載，佛教最早
的儀式是佛弟子問問題前，先
繞佛三圈，再跪下來，恭敬合
掌，表示尊重。拜佛時的接足禮，可以練習我們謙卑，
無我的心態，從而放下貢高我慢和對自我的執著。

大家可多發問，我們若能進一步了解儀式背後的道理和
產生的原因，便可幫助我們如理思惟。當我們參加這些
儀式時，會更加投入，更有意義。

儀式是我們創造,安排出來的,可以調整。我們對傳統的
儀式固然尊重,但能夠調整不合時宜的儀式,去配合現代生
活,是一種智慧。有些儀式是值得保留的。例如今天的法
會儀式,是用來表達我們對過去先人的追思,感恩,回向和超

薦。
德州佛教會幾十年來都維持一些必須的儀式。儀式要如理如

法,合乎因果的道理,同時讓大衆易於參加。
最後師父祝福大衆健康,諸事吉祥,增福增慧。同時將法會功

德回向報恩塔內歷代祖先,已過去者,往生淨土,見佛聞法,悟無生忍
。

法會在上供後,約十二時圓滿。
如 果 您 對 德 州 佛 教 會 的 活 動 有 興 趣, 請 致 電 玉 佛 寺

281-498-1616。

2022菩提中心報恩塔誦經回向法會

西南區管委會於西南區管委會於2222日董事會中舉行包括主席職務的選舉日董事會中舉行包括主席職務的選舉。。結果由現任主席李雄續任主席結果由現任主席李雄續任主席、、
John R. Holmes, Jr.John R. Holmes, Jr. 為新任副主席為新任副主席、、Harry ShaniHarry Shani 續任祕書續任祕書、、新增助理祕書職務由新任董事新增助理祕書職務由新任董事
Frank DonnellyFrank Donnelly 擔任擔任。。

大休士頓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及僑界社團於8月20日
星期六傍晚在中心的大禮堂聯合舉辦迎送晚會，有50多個
僑界團體代表140多人共聚一堂， 歡送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主任陳奕芳即將榮調返臺，並歡迎新主任王盈蓉到任，僑
團致贈 「僑社之友」大獎牌給陳奕芳主任，感謝她過去3年
8個月為休士頓僑務的貢獻。場面溫馨熱鬧。當天晚會是新
冠疫情以來，少數大型的僑社活動，許多僑社朋友近兩年
不見，有機會見面寒暄，氣氛特別熱絡感人。

此次晚會由大休士頓地區5位僑務委員 張世勳、陳美
芬、吳光宜、劉秀美、陳建賓 與僑務諮詢委員 黎淑瑛特別
發起。主辦社團有休士頓中華公所、休士頓台灣商會、世
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休士頓
國際領袖基金會、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陸 忠顧問是
僑界的貓王，戴珮青博士魅力清新，由兩位主持這次送舊
迎新的晚會及節目，他們介紹了當晚每個社團及來賓。

劉秀美、陳美芬、陳建賓、 黎淑瑛、 李迎霞、黃以法
代表休士頓僑界發表了感言 ; 劉秀美表示陳主任在任內勤懇
的工作態度，應用數位化的網路科技，對於僑民僑團聯繫
、 僑教僑生發展、 僑臺商聯繫及輔導等僑務工作，給許多
人留下非常良好的印像，與各社團的僑胞建立了很深厚的

友誼。於疫情時期積極修護僑教中心，完成室內 「臺灣文
化藝廊」，讓僑民有更好、更安全的活動場所 ; 特別是為提
供美南僑青創新、聯誼及活動的園地，在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設置 「青創基地」， 英文名稱是 「Houston Youth
Future Incubator」, 中文名稱為 「白領居」。我們非常歡迎
新主任王盈蓉來到美南的風水寶地、全美第四大城、世界
能源之都:休士頓 ; 這裡地靈人傑，僑胞們慈眉善目、 和藹
可親，我們會 繼續支援中華民國台灣，會支持僑務工作。

三位僑務委員代頒發聯邦衆議員 Al Green， 德州州長
Greg Abbott， 哈里斯郡第四區郡長R. Jack Cagle的賀狀給
陳奕芳主任。大家當場合唱兩首中英文歌送給陳奕芳主任
和 王盈蓉主任，僑務諮詢委員楊明耕總指揮，英文歌是
「Auld Lang Syne」 ，中文歌是 「朋友我永遠祝福你」。陳

奕芳主任對於僑界社團的歡送表示感動及感謝，與來賓依
依惜別。王盈蓉主任僑務經驗豐富，深深感受到大休士頓
地區僑界的溫暖與熱情, 未來大家有任何需要服務之處，一
定要向她表達，期待未來一起合作 ; 不分地域、不分黨派，
只要是支持中華民國、熱愛台灣、我們一起努力為大家提
供最好的服務。歡送和歡迎晚會在溫馨和互道珍重中完滿
結束。

休士頓僑界歡送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奕芳主任 歡迎新主任王盈蓉到任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於22日舉行八月的董事會，這次
會議除了例行會議內容外，因為會議議程中排有選舉包括主席職
務在內的委員會團隊而受到矚目，委員會辦公室內也安排了比平
日更多的桌椅，會議前的整個氣氛也與平時有些不同。

此次選舉是根據委員會組織法，在增加董事會成員後，就要

安排進行領導團隊的改選。而西南區管委會的董事會
成員近日由多年來的九名增加至十一名，於是安排了
這次選舉。為表示慎重以對，委員會也特別在選舉前
數日，舉行了全體新舊董事的特別會議。董事們在特
別會議中就各自對委員會工作的執行及對整個社區的

遠景提出意見看法，互相交流溝通後再進行到22
日安排在董事月會中的選舉。

首先進行的就是主席職務的選舉。除了現任主
席李雄，尚有兩位被提名者，三位並發表簡短的
競選致詞。現任副主席Fred Bhandara主要表示團
體應該去中心化，藉著這次增加董事成員使管委
會更多元發展；另一位被提名現任治安組組長
Peter Acquaro則表示他有點意外，但不論擔任任
何職務，他都會全力以赴為管委會和社區服務。
現任主席李雄表示所有的董事職務都是無薪的義
工服務，過去多年他一以貫之服務社區。而例如
每月親自參加管委會的數個固定會議及與職員工
作溝通，加上對外活動，都是他主席職務的服務
內容。他也表示自己如繼續擔任主席，將持續發
展社區多元大型活動、更多的議事廳公共政策討
論會；以及更加強宣傳管委會的服務項目及內容

，推廣與整個社區的溝通和合作。
隨後現場立即展開投票，由在場的十名董事及一名線上參與

的董事共十一名全數，每名由三位候選人中記名選一位的方式進
行。最終開票由現任主席李雄以過半數的優勢勝選，繼續擔任管
委會主席職務。其他職務部分，新任副主席由主席李雄提名的
John R. Holmes, Jr. 擔任；祕書由現任祕書Harry Shani 續任；新
增加的助理祕書職務，則選出新任董事、Richmond 區治安小組
長Frank Donnelly擔任。

接下來就管理會之下治安、環境及設計、經濟與商業三個委
員會會務依序報告討論，相關社區代表也在現場與董事群就議題
答詢；其中包括曾擔任華埠選區市議員的Mike Lester，他也曾經
擔任管委會的董事職務，對社區領袖及管委會服務內容都十分熟
悉。

會後，各位董事紛紛表示樂見選舉後的新局面，主席李雄表
示在新的董事會領導組合下，西南區管委會會更有志一同，往更
進步的方向前進，而且，要馬上展開工作了。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22日舉行選舉
主席李雄優勢勝選連任

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陳美芬頒發政要賀狀給陳奕芳主任陳美芬頒發政要賀狀給陳奕芳主任。（。（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僑務委員劉秀美主持迎送晚會僑務委員劉秀美主持迎送晚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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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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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年88月月1515日日，，美南電視新聞主播美南電視新聞主播、、子天訪談錄主持人子天訪談錄主持人(SDTalk(SDTalk--
show Host)show Host)在西裔候選人支持大會上採訪原國會議員候選人在西裔候選人支持大會上採訪原國會議員候選人、、HMHM跨跨
世紀青年會創始人世紀青年會創始人Ivon SanchezIvon Sanchez。。美國各族裔均在進入主流政治舞台美國各族裔均在進入主流政治舞台
上傾力以赴上傾力以赴，，是華裔參政的榜樣是華裔參政的榜樣。。

20222022年年88月月1414日日，，美的不行的艾隆貸款負責人羅敏在出席凍齡講座前在高山族服飾展前留影美的不行的艾隆貸款負責人羅敏在出席凍齡講座前在高山族服飾展前留影。。羅敏表示羅敏表示，，
自己不僅喜歡美自己不僅喜歡美，，也喜歡把自己對生活的熱愛也喜歡把自己對生活的熱愛，，對事業的執著對事業的執著，，對客戶的周到盡心分享給每一個人對客戶的周到盡心分享給每一個人。。 ““買買
房找阿芳房找阿芳，，貸款找羅敏貸款找羅敏””在休斯敦越叫越響在休斯敦越叫越響，，家喻戶曉家喻戶曉，，之日可待之日可待。。

20222022年年88月月1414日下午日下午22點點，，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何真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何真、、總會長黎淑瑛在當總會長黎淑瑛在當
天舉辦的凍齡講座活動中與前會長吳展瑩天舉辦的凍齡講座活動中與前會長吳展瑩、、王秀姿王秀姿、、周宏周宏、、李迎霞李迎霞、、廖秀美及孫玉玟上台合廖秀美及孫玉玟上台合
影影。。

休斯敦市中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屋頂花園的休斯敦市中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屋頂花園的POSTHTXPOSTHTX去年去年1111月月1313日開幕以來日開幕以來，，精彩活動不精彩活動不
斷斷，，美食美景獲得美國權威機構推介美食美景獲得美國權威機構推介，，好評如潮好評如潮，，是休斯敦市民最喜愛前往的景點之一是休斯敦市民最喜愛前往的景點之一。。
20222022年年88月月1212日晚日晚，，僑界名人陳韻梅來到花園欣賞德州最美的夕陽僑界名人陳韻梅來到花園欣賞德州最美的夕陽。。

20222022年年88月月1414日下午日下午22點點，，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在休斯敦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辦會員聯誼講座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在休斯敦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辦會員聯誼講座，，邀請到邀請到
Houston Surgical AssociatesHouston Surgical Associates以及旗下的以及旗下的The Total You Medical SpaThe Total You Medical Spa執行主管盛雪助理醫師主講執行主管盛雪助理醫師主講““凍齡的秘訣是什麼凍齡的秘訣是什麼”。”。圖為圖為
休市成功人士艾隆貸款負責人羅敏休市成功人士艾隆貸款負責人羅敏、、凱旋地產黑馬經紀人阿芳凱旋地產黑馬經紀人阿芳SusanSusan等數十位美女聽眾在傾聽專家的指導等數十位美女聽眾在傾聽專家的指導。。

20222022年年88月月1111日日，，美國民主黨德州美國民主黨德州2626選區州議員候選人李中原選區州議員候選人李中原(Daniel Lee)(Daniel Lee)在著名時在著名時
尚餐廳尚餐廳Fire WingsFire Wings舉行舉行20222022中期選舉誓師籌款見面會中期選舉誓師籌款見面會，，獲得同黨市議員獲得同黨市議員、、州議員州議員、、
法官候選人和社區領袖的支持法官候選人和社區領袖的支持。。 Daniel LeeDaniel Lee 是著名僑領是著名僑領、、企業家企業家、、書法家李慶民書法家李慶民
Stephen LeeStephen Lee的長子的長子，，家學淵源家學淵源，，是著名家庭律師是著名家庭律師，，在在33月月11日民主黨內初選勝出日民主黨內初選勝出，，
將在今年將在今年1111月月88日選舉中迎戰共和黨現任州議員日選舉中迎戰共和黨現任州議員Jacey JettonJacey Jetton

20222022年年88月月1111日日，，福遍共和黨在福遍共和黨在Safari Texas RanchSafari Texas Ranch邀請州主計長邀請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為大家介紹德州州為大家介紹德州州
情情，，糖城前市議員黃安祥作為老朋友擔任嘉賓介紹人向大家介紹糖城前市議員黃安祥作為老朋友擔任嘉賓介紹人向大家介紹GlennGlenn的成就的成就。。西南管委會主席西南管委會主席
李雄李雄、、估算師估算師John LiangJohn Liang、、地產經紀人何冰和陳韻梅也特別前往地產經紀人何冰和陳韻梅也特別前往，，關注自己身邊發生的大師關注自己身邊發生的大師。。

20222022年年88月月77日日，，為期兩天的為期兩天的20222022年世界硬板乒乓球錦標賽在美國德州密蘇里年世界硬板乒乓球錦標賽在美國德州密蘇里Missouri CityMissouri City市圓滿結束了市圓滿結束了。。這次五星級的乒乓大賽邀請到來自美國這次五星級的乒乓大賽邀請到來自美國
和世界各地的硬板頂尖級運動員們參賽和世界各地的硬板頂尖級運動員們參賽。。圖為承寧獲女子組亞軍領獎圖為承寧獲女子組亞軍領獎，，並且作為唯一在場的美國乒協裁判仲裁了十四場比賽並且作為唯一在場的美國乒協裁判仲裁了十四場比賽。。

【美南新聞泉深】 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官員說，在獨立日，
俄羅斯導彈襲擊了烏克蘭東部的一個火車站和一個居民區，造
成 25 名平民喪生，該國在猛烈砲擊下慶祝其獨立日。

烏克蘭總統助理季莫申科 （Kyrylo Tymoshenko）週四表示
，在救援行動結束後，又從查普林（Chaplyne） 鎮的瓦礫中找回
了三具屍體後，死亡人數從最初報告的 22 人上升到25人。

地區官員奧萊克西·庫萊巴（Olexy Kuleba）在電報頻道上說
，基輔以北的維什哥羅德（Vyshgorod） 地區也遭到火箭彈襲擊
，但沒有人員傷亡報告。

俄羅斯導彈襲擊和砲擊前線城鎮，如哈爾科夫、米科萊夫、
尼科波爾和第聶伯羅，是在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周三脫離莫斯
科主導的蘇聯統治獨立 31 週年之前警告“令人反感的俄羅斯挑
釁”的風險之後發生的。

8 月 24 日也標誌著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六個月，開始了
歐洲自二戰以來最具破壞性的軍事衝突。

隨著救援行動在查普林結束，這個位於俄羅斯佔領的頓涅茨
克以西約 145 公里（90 英里）的小鎮的居民在被毀房屋的廢墟
中為他們的親人感到悲痛。

當地居民謝爾吉在襲擊中失去了他 11 歲的兒子。他蹲在兒
子被覆蓋的身體旁邊說：“我們在廢墟中尋找他，他躺在這裡。
沒有人知道他在這裡，沒有人知道。”

俄羅斯國防部沒有立即對這次襲擊發表評論。國防部長紹伊
古在烏茲別克斯坦發表講話時重申了莫斯科的立場，即刻意放慢

在烏克蘭進行所謂的“特殊軍事行動”以避免平民傷亡，顯然是
騙局。

俄羅斯否認針對平民。它還表示，攻擊鐵路基礎設施是一個
合法的目標，因為它用於向烏克蘭提供西方武器。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推特上評論這次襲擊時說：
“俄羅斯對烏克蘭一個滿是平民的火車站的導彈襲擊符合一種暴
行模式。我們將繼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伙伴一起，與烏克蘭站在
一起，並追究俄羅斯官員的責任。”

儘管週三的獨立日慶祝活動被取消，但許多烏克蘭人穿著典
型的民族服飾刺繡襯衫來紀念這一時刻。

白天，基輔的空襲警報至少響了七次，但沒有發生襲擊。烏
克蘭當局表示，週三在全國范圍內發出了 189 次空襲警報，比六
個月衝突期間的任何其它時間都要多。

在獨立日，澤倫斯基和他的妻子奧萊娜與宗教領袖一起在基
輔 11 世紀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參加了一項儀式，並在陣亡士兵的
紀念碑上獻花。

這位 44 歲的領導人表示，烏克蘭將重新奪回俄羅斯在 2014
年吞併的烏克蘭東部和克里米亞半島的俄羅斯佔領地區。

地區當局表示，烏克蘭軍隊在文尼察地區擊落了一架俄羅斯
無人機，而俄羅斯導彈則落在了赫梅利尼茨基地區，位於基輔以
西，距離前線數百公里，但沒有損壞或人員傷亡的報告。

Suspilne TV公共廣播公司週四早些時候援引當地消息來源報
導，在赫爾鬆地區南部第聶伯河對岸的安東尼夫斯基橋附近發生

爆炸，這是該地區俄羅斯軍隊的主要補給線。
烏克蘭南部軍事指揮部還報告說，導彈襲擊了位於第聶伯河

渡口的新卡霍夫卡大壩，這是俄羅斯在赫爾鬆地區的另一條重要
補給線。

在周三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俄羅斯大使瓦西里·內邊齊
亞重申了莫斯科採取行動的理由，稱其目的是“使烏克蘭去納粹
化和非軍事化”，以消除對俄羅斯的“明顯”安全威脅。

莫斯科的立場已被烏克蘭和西方視為帝國主義征服戰爭的毫
無根據的藉口。

美國總統喬拜登週三在華盛頓宣佈為烏克蘭提供近 30 億美
元的武器和裝備，使他的政府在軍事援助方面的總承諾超過 135
億美元。

在戰爭的最初幾週，俄羅斯軍隊從基輔被擊退後，近幾個月
來俄羅斯幾乎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烏克蘭最高軍事情報官員凱里洛·布達諾夫週三表示，由於
士氣低落和身體疲勞，以及莫斯科“耗盡”的資源基礎，俄羅斯
的進攻正在放緩。

俄羅斯軍隊佔領了南部地區，包括黑海和亞速海沿岸的地區
以及構成東頓巴斯地區的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省的大片地區。

這場戰爭導致數千名平民喪生，烏克蘭 4100 萬人口中超過
三分之一被迫離開家園，城市淪為廢墟，動搖了全球經濟，造成
基本糧食短缺並推高了能源價格。

俄羅斯在烏克蘭獨立日襲擊造成25名平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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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現年3232歲的香港羽毛球選手黃永棋歲的香港羽毛球選手黃永棋，，早前宣布早前宣布

在今屆羽毛球世錦賽結束後正式退役在今屆羽毛球世錦賽結束後正式退役，，結果這位世結果這位世

界排名界排名6767位的選手位的選手，，於於2424日日3232強比賽以直落兩局強比賽以直落兩局

不敵港羽不敵港羽““一哥一哥””伍家朗伍家朗，，宣告完成球手生涯告別宣告完成球手生涯告別

戰戰。。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女單的女單的““黑妹黑妹””葉姵葉姵

延延，，以及女雙組合楊雅婷以及女雙組合楊雅婷//楊霈霖楊霈霖，，均均

於於2424日被淘汰日被淘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楊浩然

黃永棋早前表示，他會以今次世錦賽作為告別戰，結果
這位32歲球手在首圈反勝比利時球手卡拉基過關後，

於24日32強戰要面對港羽“一哥”伍家朗。首局初段雙方
競爭激烈，黃永棋在一度領先8：4之下，被伍家朗反先
15：12，最終伍家朗以21：16先下一城。到第2局，黃永棋
未能延續好表現被全面壓制，最終伍家朗再贏一局21：9，
順利殺入16強，將與新加坡球手駱建佑爭逐8強席位。

至於黃永棋在出局後，亦等於宣告結束17年職業生
涯。在2008年，黃永棋於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初露鋒
芒，接連贏得男單季軍和混合團體賽季軍。

2013年在天津舉行的東亞運動會，黃永棋助港隊贏得
男子團體賽銀牌，是職業生涯另一高峰。黃永棋早前曾表示
希望出戰2022年杭州亞運，但賽事由於疫情延期，在經過
考慮後，他表示自己的狀態未必能重回巔峰，故決定讓路予
年輕人，並以今次世錦賽為最終一戰。

港隊24日還有其他選手出戰，女單“黑妹”葉姵延未
能延續首圈淘汰比利時球手譚蓮妮的氣勢，面對加拿大代表
李文珊，首局在一度領先14：8之下，被對手不停追分，最
終更先輸一局19：21；到次局，李文珊氣勢明顯更盛，終
再贏一局21：11勝出。

港隊唯一女雙組合楊雅婷/楊霈霖亦於24日次圈比賽出
戰，可惜面對丹麥的弗勒爾戈德/蒂格森組合，“楊楊配”
以17：21和13：21落敗，在32強止步。

“鄧謝配”輕勝晉級
首圈輪空直入32強的鄧俊文/謝影雪，則於24日晚最

後一場比賽出擊，面對國家隊組合郭新娃/張殊賢，結果
“鄧謝配”以21：16和21：11勝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多位國家隊代
表於24日羽毛球世錦賽登場，其中國羽毛球“一
姐”陳雨菲以及女雙1號種子陳清晨/賈一凡，皆
輕鬆過關。作為賽事4號種子，陳雨菲首輪獲輪
空，次圈首度出擊對戰馬來西亞的謝抒芽，陳雨
菲可說完全未受考驗，僅花了41分鐘便以21：
17和21：15勝出，16強對手為泰國的喬楚翁。

雙打方面，衛冕的女雙1號種子陳清晨/賈一
凡在次圈對戰印度的龐娜帕/雷迪。陳清晨/賈一
凡首局曾受到印度組合的負隅頑抗，但仍以21：
15先下一城；次局陳清晨/賈一凡再沒有給予對
手機會，終再贏21：10過關，16強將對戰淘汰
楊雅婷/楊霈霖的丹麥組合弗勒爾戈德/蒂格森。

另外兩對女雙組合杜玥/李汶妹和張殊賢/鄭
雨均，亦於24日登場，結果杜玥/李汶妹次圈對
戰另一國羽組合劉玄炫/夏雨婷，以21：17和
21：13勝出，16強會對戰日本的松本麻佑/永原
和可那。至於張殊賢/鄭雨組合，次圈以21：14
和21：17淘汰蘇格蘭的麥克菲森/托蘭斯，16強
會對戰新加坡的金羽佳/黃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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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
新一季港超聯將於8月27日展開，
香港足總主席貝鈞奇有信心今季賽
事可以順利完成不會再次腰斬，更
透露有不少計劃正在進行當中，包
括下月邀請緬甸隊到港與港足友
賽。

足總24日舉行新一季港超賽前
發布會，十支參賽球隊除正在接受
隔離的傑志外均有派員出席，展示
新球季的球隊戰衣，而賽事直播方
面，除了東網之外，港台電視亦會
直播部分聯賽，而無綫電視則會直
播所有足總盃賽事。

上季港超因疫情被迫腰斬，足
總主席貝鈞奇表示有信心今季賽事
可以順利完成：“我們在防疫措施
上做得很足，有信心新一季球迷入

場不會受疫情影響，相信不會再出
現封場的情況。”此外，貝鈞奇亦
對新球季的賽事感到雀躍：“港超
聯踏入第9季，10隊球隊在這個夏
天積極備戰以及簽入新兵，各隊球
隊陣容更加年輕有活力，亦有兩隊
地區球隊重返頂級聯賽，相信新球
季的競爭會相當激烈。期望各隊球
隊發揮所長，踢出精彩漂亮的比
賽。”

足總行政總裁譚秋朗則表示，
有很多計劃正在商討當中，包括下
月邀請球隊與港足友賽：“目前正
與緬甸商討當中，對方及香港政府
反應相當正面，成事機會很高，除
緬甸之外我們亦希望多邀請一隊來
港，未必是亞洲球隊，正在努力接
洽當中。”

貝
鈞
奇
有
信
心
港
超
不
再
腰
斬

港
足
望
邀
緬
甸
隊
來
港
友
賽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首次舉辦的“Red Bull
Takeover”隊際虛擬跑步定向比賽載譽歸來，全
港運動及定向愛好者在10月8日可透過手機應用
程式“Red Bull Takeover”，與兩位隊長楊文蔚
及林德信一起走訪香港島及九龍各區設置的近三
百個Checkpoints，透過跑步及各項體能挑戰收集
積分，一起探索香港這座著名的“石屎森林”化
成巨型遊樂場！

如欲報名參賽可於即日起至10月7日期間登
入賽事網頁 http://www.redbull.hk/redbulltake-

over。“Red Bull Takeover”定於 10 月 8 日上
演，並由香港女子跳高紀錄保持者楊文蔚及歌手
兼瑜伽高手林德信，分別以隊長身份率領紅隊及
藍隊，進行各項挑戰。參賽者在登記報名時，須
選擇加入由楊文蔚或林德信率領的其中一支隊
伍。

比賽定於下午3時至6時舉行，參加者需於3
個小時內並透過手機應用程式“Red Bull Take-
over”尋找Checkpoints進行各項挑戰、任務，累
計總平均分最高的隊伍，將會成為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回歸廿五周年全港青少年三
人籃球賽”早前在香港灣仔修頓室內籃球場舉
行。

來自全港共58隊，分別有初級組12歲以下及
18歲以下高級組男、女隊伍參賽。焦點落在女子
高級組決賽，林大輝中學女子籃球隊以“四矮”
之名出戰，在決賽法定10分鐘時限雙方8：8平
手，在加時先得兩分的“四矮”就以10：8，擊敗

傳統女籃勁旅協恩中學女子隊奪得冠軍。初級組
則是林文燦內訌，結果 LMC1 以 11：7 戰勝
LMC2奪冠。

男子高級組，冠軍由樂動U18奪得，決賽以
8：5勝民華。初級組冠軍樂動U12以11：4勝赤
靈芝。

賽會安排表演賽兼頒獎嘉賓、立法會議員鄭
泳舜及甲一籃球歌手謝高晉主持頒獎。

“Red Bull Takeover”
載譽歸來

回歸廿五周年籃球賽
圓滿閉幕

黃永棋Wong Wing Ki Vincent

出生：1990年3月18日

身高：1.81公尺

握拍：右手

曾獲重要殊榮：2013年東亞運
動會男子團體銀牌、2008年亞
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混合團體
銅牌、2008年亞洲青少年羽球
錦標賽男子單打銅牌、2016年
越南羽球大獎賽男子單打冠軍

黃 永 棋 小 資 料

◀◀黃永棋結束黃永棋結束1717年球年球
員生涯員生涯。。 法新社法新社

◆伍家朗再進一步。 法新社

◆葉姵延遭淘汰。 美聯社

◆陳雨菲
在比賽中
回球。

新華社

◆◆港足有望下月主場友賽緬甸港足有望下月主場友賽緬甸。。 香港足總圖片香港足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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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贾总年过花甲，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人也显得意气风发，不见老态。总有人不

知出于什么动机，“善意”地提醒贾夫人

：“你可把他看好了，小心被哪个狐狸精

勾了去！”虽说贾夫人对贾总有信心，但

这些话听多了，心里难免犯嘀咕。前不久

，贾总新招了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更是

让贾夫人担心得连觉都睡不好。

这天晚上，贾夫人整了几道小菜，陪

贾总小酌两杯，趁着贾总酒酣耳热，提议

玩个游戏：真心话大冒险！

贾总一愣：“那不是年轻人的玩意儿

吗……”他不自然地笑了笑：“你想玩就

玩吧！”

两人边喝酒边猜拳。第一局贾夫人赢

了，她抿着嘴说：“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

险？”贾总犹豫了一下：“真心话吧！”

贾夫人愣怔半天，忽然意兴阑珊，摆摆手

道：“算了，老夫老妻的，我就不拿这个

套你话啦！”

贾总沉默了一会儿，真诚地说道：

“怕你多心，所以没提过。话说到这儿了

，我就给你讲讲我的真心话和大冒险吧！

你知道我之前找了个叫尤娜的秘书吧……

”

那天傍晚，贾总和尤娜在酒店准备招

待一个外地客户。眼瞅着到了约定时间，

客户忽然打电话说自己被堵在高速公路上

，让贾总别等了，自己明天直接到公司去

找他。

挂了电话，贾总看着眼前一桌子的美

味佳肴，感觉有些浪费。尤娜看出了贾总

的心思，面带羞涩地说：“贾总，其实今

天是我的生日。”

贾总惊讶地说：“我记得你是下个月

生日呀，人事部还准备给你订鲜花呢。”

尤娜解释道：“身份证上的生日是阳

历的，我们老家都过农历生日。”

贾总顿时释然，有了这个理由，这桌

菜就不算浪费，就当给尤娜庆生了。两人

倒上红酒，喝了起来。

见气氛不错，尤娜就提出玩真心话大

冒险。贾总听完规则，觉得新鲜，于是欣

然答应。两人猜起拳来，第一个回合，贾

总输了，他权衡半天，选了真心话。只听

尤娜问道：“你觉得我漂亮吗？”贾总心

里一跳，老实回答道：“漂亮。”

尤娜接着问道：“那你喜欢我吗……

”

讲到这里，贾总停了下来。贾夫人假

装云淡风轻地问：“你是怎么回

答的？”贾总笑了：“我已经回

答了她一个问题，该继续猜拳了

！”

说回那天，第二回合是贾总

赢了，他沉吟道：“我想让你选

大冒险。”

尤娜红着脸道：“你真坏，

说吧，要我干吗？”

贾总缓缓说道：“在你大冒

险之前，先听我讲段故事吧……

”

四十年前，贾总还是小贾，

是个穷小子，在供销社站柜台。

有一次，小贾帮了同事一个大忙

，同事很感激他，又知道他爱看

书，于是拿出一本自己珍藏的

《唐诗三百首》作为谢礼，说这

是最早的印制版本，现在存世的

寥寥无几。

小贾对这本书爱不释手，经

常摘抄其中的句子送给正在追求

的小玲，也就是后来的贾夫人。

这天，他去早市闲逛，忽然有个

小伙子走过来，悄声问小贾：

“哥们儿，要金戒指吗？六十块

钱拿走！”

小贾心动了，想买来送给小

玲，但他翻遍口袋，只凑了四十

五块钱。小伙子见他手里拿着的

《唐诗三百首》，眼睛一亮：

“碰巧我也喜欢诗，这本书顶十五块，干

不干？”

小贾想着如花似玉的小玲，再看看金

灿灿的戒指，一咬牙：“成交！”

当晚，小贾鼓起勇气，拿着戒指向小

玲告白了，小玲却心疼地说：“傻瓜，我

早就等着你开口了，何必买这么贵的东西

？”

小贾憨憨地挠头：“不贵，才花了四

十五块钱，外加一本《唐诗三百首》。”

小玲跺着脚道：“你最喜欢那本书了

，居然拿来换这没用的东西，明天赶紧换

回来！”小贾享受着小玲甜蜜的责备，哪

里肯换回来呢？

谁知半个月之后，小玲忽然给了小贾

一本书，小贾定睛一看，这不正是自己抵

了十五块钱的《唐诗三百首》吗？

小玲甜甜地笑着说：“我根据你形容

的样子，在早市上找了那个人半个月，终

于用戒指把书换回来了！”她说，那小伙

子不肯换，所以最后她只要了书，那四十

五块钱没要。

小玲做了笔赔钱的买卖，但小贾感动

不已，他暗暗发誓，今生一定不辜负小玲

。

贾夫人听贾总讲到这里，眼角的皱纹

笑成了一朵花：“算你老小子有良心，还

没忘這些事。那你给那个尤娜讲完后让她

做什么呢？”

贾总道：“我让她做一件最能感动我

的事情。”见贾夫人笑容凝固在脸上，他

笑道：“我让她辞职，离开公司！她听完

后都傻了！”

贾夫人冷不丁亲了贾总一下，忽然起

身回到卧室，不一会儿拿着个东西走出来

，竟是当初那枚戒指！贾总愣了：“这戒

指……你不是换书了吗？”

贾夫人嗔怪道：“傻小子，这个戒

指是假的，人家好不容易糊弄个冤大头

，哪肯再换回来？”她叹了口气：“那

时怕你心疼，所以没告诉你，这小子见

我看重这本书，坐地起价，要了一百块

钱，我那 时每月工资才二十几块，只

好卖了次血，才把书赎回来。这枚戒指

我始终留着，虽然它是假的，但你的心

是真的！”

贾总忍不住一把将老伴搂在怀中，泪

眼蒙眬地说：“傻老婆，我欠你的情这辈

子还不完呀！”

夜深了，贾总久久不能入眠，回想着

自己和尤娜说的大冒险：“你先辞职吧，

等大家都忘了你之后，我另有安排……”

尤娜心领神会，第二天就办理了离职手续

。

看着沉睡的老伴，贾总掏出手机，给

尤娜发了条信息：“背叛妻子是我最大的

冒险，我实在玩不起，抱歉。”拉黑了尤

娜之后，贾总惊讶地发现，身边的老伴居

然响起了鼾声，她好久没睡得这么香了。

真心话大冒险

副刊

孫遠慧 2022年8月13日
自知悉家凰離世的噩耗，心痛淚落難眠；人昏沉中回憶成以

下小文…
家凰，家驊，和他們夫婦，是在休斯敦僑學界傳奇的和難以

復制的個人和一對夫婦。他們把華人對社區社團，如校友會同鄉
會等的公共服務中，和社團間的相互融合中，那種無私和低調的
奉獻精神，那種人際間的友善和真誠包容，都表現到了難得地極
致。

人生一世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
成灰淚始乾”。我或者我們記憶中的家凰和家驊，是每次社區活
動，每次野餐聚會，或者每次舞台演出的幕後英雄：他們相迎的
笑容；穿梭忙碌的樣子；他們在活動後默默整理場地的身影；和
有了他們的參與就讓你我感到踏實的感覺…

我和家凰的結識是在九十年代休斯敦中國旅美專家協會。那
年我做著專協副會長，會長超良突然工作調任到新奧爾良高就，

這樣我就別無選擇地來協助會長分擔些休斯敦的日常事務，那段
時間家凰給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勵。次年我做專協會長，選家凰
來做秘書長。也許是彼此人生經歷的雷同而致的心通和意領；也
許是默契和緣份…家凰的個性，靈性，無私奉獻，寬厚心地下的
凝聚力，使得我們的理事會和協會會員都和諧愉悅地做事。在這
前後，由休斯敦幾個主要社團發起和參與的美南華人社團聯合會
成立，為此大家數次往返於不同城市之間，家凰自始至終都起到
了難以替代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結識了家凰的先生家
驊，家凰的弟弟家錦，家凰家驊的兒子楊俊，我發現除了本人的
無私奉獻和凝聚力之外，家凰和家驊成功的秘笈還在於整個家庭
的投入，每人都從不同角度來支持和參與社區活動。

記得1999年家凰任專協會長，聯合休斯敦各主要華人社團
一起籌辦在休斯敦 ASTRODOME 舉行的千禧年聚會，其參與規
模和節目質量，至今都是休斯敦華人活動無可比擬的。當時我主
動協助家凰籌款，看到的是家凰在這個活動中表現出的超奇的凝

聚力和組織能力，在一起籌備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大型慶典活動
中，我也看到了同樣出色的她。

閉目想來，凡家凰和家驊組織的社區活動，就沒有什麼理由
辦不好和不開心，工作中偶爾在有的議題上，大家也會有爭論和
異議，這時家驊肯定是以最好的“融合劑”面目出現，總是幫助
大家從不同角度悟出頭緒和共同點，化解和維和，令人肅然起敬
。

家驊和家凰在短短四個多月內先後離世，真的令人難以置信
，甚至令人開始質疑蒼天大地…但轉念一想，又令人相信愛情！
是的，人間天堂都有愛情。家驊家凰夫婦是傳奇，是難以復制的
傳奇：他們”在地願為連理枝，在天願作比翼鳥”的倩影，永駐
在我們心裡。

家凰，家驊千古；
家凰，家驊永存！

【本報訊/鄧潤京】8月13日，得克薩斯州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舉辦座談會。暢談白皮書。

中國政府於1993年8月， 2000年2月分別發
表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一個中國的
原則與台灣問題》的兩份白皮書。今年8月份的
這份可以稱之為第三份白皮書。

第三份白皮書發表的時機，恰逢美國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躥訪台灣之後。在佩洛西訪台之前，
中國政府的許多部門包括外交部、國防部都提出
嚴重警告。可是佩洛西老太太就是不信邪，執意
踏上了中國台灣的土地。現在好了，佩洛西前腳
離開，後腳就引發了解放軍在台灣周圍舉行的大
規模軍事演習。演習分為六個區域，把整個台灣
島圍得水洩不通。剛剛被佩洛西的來訪弄得興高
采烈的台獨份子，面對軍演，一下子變成了撒了
氣的皮球。

解放軍史無前例地找到了一個環繞整個台灣
島舉辦軍事演習的機會， 說起來還是要感謝佩洛
西老太太。

座談會上談到和統的話題。白皮書中提到，
“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
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最有利於中國的長
期穩定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解決台灣
問題的第一選擇。”這也是得州和統會成立十多
年來的努力方向和殷切希望。

和平統一不僅僅是個口號，更是台灣前途的

最實際的選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平統一的內
涵出現了不小的變化。在第一份白皮書中提到統
一後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如果按照這次軍
演變實戰的做法，解放軍登島後就沒台軍什麼事
了。如同軍演時，日本對解放軍導彈打到日本的
所謂“專屬經濟區”提出抗議一事，只能說明，
解放軍接管了台軍的防務。整個中國的防務成為
一體。

座談會上註意到，第三份白皮書上說，“統
一後，有關國家可以繼續同台灣發展經濟、文化
關係。經中國中央政府批准，外國可以在台灣設
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國際組織
和機構可以在台灣設立辦事機構，有關國際公約
可以在台灣適用，有關國際會議可以在台灣舉辦
。”台灣在統一後享有的特權也僅如此，軍隊都
是解放軍化，新台幣也可以進博物館了。

座談會上還提到，如果沒有疫情，兩岸同胞
應該多交流。可以多提意見，相互溝通、了解。
做好統一的前期作業。

佩洛西老太太的竄訪台灣，為台灣問題的徹
底解決提供一個契機。在此基礎上，第三份白皮
書表達了中國政府的規劃和路線圖。佩洛西老太
太已經82歲高齡，座談會上相信，在老太太的有
生之年，一定能夠看親眼到台灣回歸中國的那一
天。

《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座談會

《《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座談會上的合影白皮書座談會上的合影。。悼念季家凰，楊家驊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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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g Dung

Nguyễn
Hồng Nhung Lam Anh Hồng Dào The Beat Band

Trường Vũ Như Quỳnh

LIVE ON 
STAGE
SUNDAY, SEPTEMBER 11 
3PM & 7PM
L’Auberge Event Center

 
mychoice® members  
receive complimentary 
tickets!
Owners Club & Elite: 4 tickets
Preferred, Advantage & Choice: 2 tickets
Additional tickets start at $25 and may be
purchased at Studs or ticketmaster.com.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Event Center. ©2022 Penn National Gam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oài Tâm

lam Trường

現場直播
9月11日, 星期日 
下午 3 點和下午 7 點

L’Auberge 活動中心

mychoice® 會員收到  
免費門票！ 
Owners Club & Elite: 4 張門票 
Preferred, Advantage & Choice: 2 張門票
額外門票起價 25 美元,  
可在 Studs 或 ticketmaster.com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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