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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COVID-19的高度傳染性子
變種Omicron在美國流行，我們在這
里分享一些有關COVID-19的近期的
信息，以幫助大家了解有關 COV-
ID-19的最新發展動向。
最新信息

美國居民可以從政府那裡訂購更
多免費的家庭 COVID 測試。

美國政府於 12 月 15 日宣布，將
重啟其免費在家檢測計劃。每個美國
家庭現在都可以在 covidtests.gov 上訂
購四次免費的 COVID-19 家庭測試
； 將於 12 月 19 日開始送貨，也是免
費的。行政部門還將向農村衛生診所
、長期護理機構和社區衛生中心分發
數以千計的家庭測試。

此舉是白宮COVID-19冬季準備
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是在最近CO-
VID-19 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數增加
的情況下進行的。除了擴大檢測範圍
外，該計劃還包括推動更多美國人，
包括長期護理機構的居民，接種最新
的二價加強劑疫苗，並增加全國各地
社區獲得高質量口罩的機會。
現在可以為 6 個月大的兒童提供二價
疫苗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12 月
9 日 表 示 ， 完 全 接 種 Moderna 的
COVID-19 疫苗的 6 個月至 5 歲兒童
有資格接受更新的二價加強針注射。
6 個月至 4 歲的兒童 接種了輝瑞疫苗
且未接種初級系列的第三劑疫苗的可
以接種二價加強疫苗作為第三劑疫苗
。二價疫苗針對的是一些最近流行的

冠狀病毒毒株。自 9 月以來，成人就
已經可以使用這些二價疫苗。
新的COVID-19 二價疫苗提供“顯著
的額外保護” 作用

CDC 的一項新研究發現，更新
的二價加強劑針對 omicron 亞變體
BA.4 和 BA.5，以及冠狀病毒的原始
毒株，為已經接種原始（單價）疫苗
的人提供了針對症狀性 COVID-19
的額外保護。該項研究是在 omicron
變體的後代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今天
首次在現實環境中研究更新的二價疫
苗的有效性。報告發布後，白宮官員
宣布了一項為期六週的推動更新的
Covid-19 加強注射的活動，目的是讓
更多美國人在假期和寒冷天氣期間接
種疫苗並加強免疫力，因為冬季是呼
吸系統疾病的高峰期。政府正在擴大
接種疫苗的地點數量，包括移動和臨
時站點，並正在努力確保在美國各地
的療養院提供疫苗的宣傳教育。訪問
vaccines.gov 查找最近的疫苗站點。
重複 COVID 感染可能會很危險

一項新研究表明，如果您過去曾
感染過 COVID-19，那並不意味著未
來冠狀病毒感染的嚴重程度會降低。
來 自 聖 路 易 斯 華 盛 頓 大 學 醫 學 院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t. Louis）和聖路易斯退
伍軍人事務部醫療保健系統（Veter-
ans Affairs St. Louis Healthcare System）
的一組研究發現，反复感染冠狀病毒
可能會帶來後果，並且每次後續感染
都會增加健康風險。這項發表在《自

然醫學》(Nature Medicine) 上的研究
結果是經過比較了沒有感染過 COV-
ID-19 的人與一次檢測COVID-19呈
陽性的人以及感染過兩次或兩次以上
人的健康狀況之後得出的。

研究人員發現，與曾經感染過該
病毒的患者相比，反复感染的人患肺
部疾病的可能性高 3.5 倍，患心髒病
的可能性高 3 倍，患腦部疾病的可能
性高 1.6 倍。研究還進一步表明，第
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感染會在急性
期（即感染後的前 30 天）和之後的
幾個月（即延長的 COVID 階段）帶
來額外的健康風險。該研究的作者提
醒人們意識到自己的風險，並在進入
病例可能激增的冬季時保持警惕。
CDC 授權成人使用 Novavax 加強劑

CDC 已 批 准 Novavax COV-
ID-19 加強劑用於 18 歲及以上的成
年人。 CDC 的這項授權為那些已經
完成初級系列疫苗接種但之前沒有接
受過 COVID-19 加強劑，並且如果
他們不能或不會接受 mRNA 疫苗的
成年人提供了接受 Novavax 單價加強
劑而不是更新的（二價）輝瑞-Bi-
oNTech 或 Moderna 加強劑的選擇。
該授權是在 Novavax 的兩劑的COV-
ID-19 疫苗系列被批准用於 12 至 17
歲以及 18 歲及以上人群之後發布的
。兩劑 Novavax 疫苗間隔三週給藥。
Novavax 的產品使用了比其他之前的
COVID-19 疫苗更傳統的技術。該蛋
白質不是促使人體製造自己版本的刺
突蛋白（病毒的關鍵部分），而是在

實驗室製造並在註射後直接輸送。如
果你一直在等待一種基於與以前的
COVID-19疫苗的不同技術的 COV-
ID-19 疫苗，那 Novavax COVID9 疫
苗系列可能就是你要等的那種COV-
ID-19疫苗了。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隨著全國部分地區 COVID-19
病例再次上升，疫苗接種對於幫助預
防嚴重 COVID-19 疾病的並發症至
關重要。建議大家除了為自己和家人
的做好必要的防護之外， 也別忘記購
買一份為您和家人保駕護航的醫療保
險。

目前正值2023年奧巴馬醫療保險
的開放註冊期（截止至2023年 1月15
日）。如果您在2022年12月16日 至
2023年1月15日之間註冊，新的保險
將在 2023 年 2 月 1 日生效。我們建議
有需要申請或更換2023奧巴馬醫療保
險的人士， 一定不要錯過這一年一度
的開放註冊期，抓緊時間註冊。否則
，沒有滿足條件的特殊情況的話，需
要等到下一個年度的開放註冊期才能
申請或更換醫療保險計劃。
如何購買奧巴馬保險

鑑於2023奧巴馬保險計劃的諸多
調整和保險計劃的複雜性，瑞源保險
事務所溫馨提醒大家，無論您是剛剛
要申請奧巴馬保險計劃還是想更換您
現有的奧巴馬保險計劃，在選擇保險
計劃時一定要找經驗豐富的專業保險
代理幫您選擇和比較保險計劃，找專
業保險代理是最省心，安心的方式。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
任何手續費，因為保費都是統一定價
的，所以通過經驗豐富的代理申請是
最明智快捷的選擇。我們代理本地區
最全的醫保計劃，代理的醫保計劃的
全面性和醫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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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司代理奧巴馬保險多年，
為客人做過很多的奧巴馬保險計劃，
從而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為了更好的
服務於我們的客戶，我們每年都會花
費大量的時間調查和研究市場上的保
險計劃，所以我們熟知每個保險計劃
的保險條例和所涵蓋的內容。我們一
定會根據您的需要，幫您精心挑選出
最適合您的保險計劃。歡迎大家諮詢
，面談和電話均可。

公司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
的行業經驗，曾擔任美國知名保險公
司副總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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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奧巴馬醫保精
英獎獲得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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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需要了解的有關冠狀病毒（COVID-19）的最新信息

根據工作安排，中國駐美國使館自 2023
年1月25日起恢復領事證件大廳對外辦公，具
體安排如下：

一、護照、旅行證申請及養老金資格審
核仍可線上辦理，無需到證件大廳辦理。

二、簽證申請須前往證件大廳辦理，具
體辦理流程如下：

申請人持打印的預約憑證到證件大廳遞

交申請紙質材料。如遇特殊情況無法按預約
時間現場遞交申請，須至少提前一個工作日
取消原有預約。否則按失約處理。

如表格填寫不當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簽
證申請可能被現場退回，需重新填表並預約
。

自 2023 年 1 月 21 日（含）起，使館簽證
業務不再接受線上辦理。

中國駐美國使館自2023年1月25日起恢復領事證件大廳對外辦公

2023活出職場真智慧系列講座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C. OF USA

www.cc-us.org • (713) 778-1144 www.cccanada.org• (905) 907-1944

Work as Mision
Strategic Alliance
職場事工策略聯盟
www.wamsa.org

分享內容
 在十倍數變化的後疫情時代，我們每個行

業都面臨巨大的變化和挑戰！這個聚會將幫

助你建立正確的職場觀念、並發揮神賜予的

才幹，成為神美好的見證。

 許多職場上的問題，其實是生命的問題。

要在工作中榮耀神，就要從生命開始。

 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如何運用聖經原則在順

勢發展和在逆境中扭轉乾坤。

2023年1月12日週四7:30- 9:00pm (美中時間)
1月13日週五9:30- 11:00am (北京時間)

國語主講  粵語傳譯  歡迎參加•Zoom ID 966 0269 9437   P/W 123456

講員 : 孔毅老師
 曾任摩托羅拉 (Motorola) 總公司資深副總裁兼
個人通訊事業部亞太區總裁，在半導體事業部全
球總經理，帶領事業部由全球市占率第 6 名成為
全球第1名，贏得亞洲手機市場第一品牌領導地
位。摩托羅拉稱他「手機中文化之父」，曾任英特

爾 (Intel) 經理人與領導者，英特爾授予他「iRAM之父」稱號。 

 著有：《贏在扭轉力》、《第一與唯一》、《雙職事奉》、《看不
見的更關鍵》。

 孔毅老師歷經工程師，經理人，跨國公司經理，以及創業公司
總裁等職，他不僅向人學習，更是謙卑向神學習；他不僅經歷成
功，也經歷失敗，不僅關心自己的成長，也幫助別人的成長。對
職場侍奉有負擔，忠心在職場侍奉多年。曾幫助多名企業家、領
袖走出職場困惑。

主
辦
單
位

為新的一年添加靈力為新的一年添加靈力，，心力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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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因對流雲系發展旺盛，花蓮昨晚
入夜後強降雨，山區雨勢大，到了凌晨，台9線
蘇花公路159.3公里處大清水隧道南口出現坍方
，公路總局冒雨搶修，但坍方面積大，公路總局
一早出動空拍機從空中偵察坍方狀況，見逾千立
方公尺土石從30公尺以上邊坡崩落，砸毀25公
尺長明隧道，隧道口被掩埋，蘇花公路已中斷，
公總請用路人配合管制改道行駛南迴公路，人員
建議搭乘火車，預估15日搶通。

預計4天才能通車，公路總局表示，已依據
東部陸路運輸中斷SOP，啟動鐵路疏運，視運量
加開宜花區間車，並已啟動蔬果北運機制；另海
運部份亦已聯繫航港局，目前規畫準備中。

蘇公路總局第四區工程處表示，研判因前期
地震鬆動加上降雨影響，導致大清水隧道的明隧
道上邊坡，節理破碎岩塊從 30 公尺以上高處崩
落，衝擊動量超過明隧道耐受度，導致壓毀 17

公尺長混凝土明隧道及8公尺鋼構明隧道，總受
損長度約25公尺，坍方量估計約1200立方公尺
。

公路總局評估，災害段路寬8.5公尺，坍方
堆疊高度5公尺，最大塊石約有3公尺高，因巨
大塊石混雜鋼筋混凝土，路寬窄小作業空間受限
且需破碎機破碎巨石，導致搶災作業困難雖已南
北雙工作面搶修，在日夜搶修下，初估仍需4個
工作天，1月15日傍晚5時時搶通。

由於坍崩的地點並未納入蘇花改路段，蘇花
改工程處表示，此路段已列入蘇花安計畫，規畫
9.5公里長隧道將加速推動，目前綜合規劃已完
成報部審查中，環評預定年底報環保署。災點後
續短期坡面掛網噴槳加岩栓，輔以戒護通行，中
期提升會同專家學者研議明隧道結構強化耐受力
。

蘇花公路嚴重坍方 「大量土石」
崩落封死交通 估15日搶通

高教風暴拔管案 管中閔將出書揭露
（中央社）台灣本土疫情連續3天確

診數下降，出現降溫趨勢，但美國近期
受Omicron亞型變異株XBB.1.5侵襲，將
緊急公衛事件延長至4月底，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官王必勝昨天表示，目前仍是按
期程規畫於春節後調整通報定義或降類
，但 「美國此舉仍值得我方審慎了解與
思考」，恐影響我國指揮中心降級規畫
。

昨天新增病例較上周四同期3萬1078
例，減少27.1％，本土確診病例數連續2
天降幅都超過兩成，是否顯示本土疫情
已過高峰？王必勝表示，近日趨勢若持
續下降， 「看起來第三波疫情就是比較
小的波段，且快上快下」，會儘快修正
推估模型。

指揮中心昨天也公布 1 月 10 日自中
國大陸來台旅客採檢情況，共有1948名
旅客入境，陽性數為 235 人，陽性率為
12.1％。另外，1月10日金馬春節專案小
三通入境採檢結果，共計88人入境，陽

性數 13 人，陽性率為 14.8％，陽性率雙
雙下降。

而自1月1日實施中國大陸來台旅客
唾液篩檢，10天來整體陽性率已從第一
天 19％，一路下降至 16.9％，而除大陸
來台旅客落地採檢整體陽性率呈下降趨
勢外，變異株監測結果也出爐，檢出最
多的病例為 BA.5，占 60.2％、其次為
BF.7占比38.9％，BQ.1占比0.9％，顯示
中國大陸入境確診個案仍以BA.5為主流
。

新光醫院副院長、陽明交通大學醫
管所兼任副教授洪子仁日前指出，除對
岸疫情，更應該關注目前在美國快速成
為流行變異株的XBB.1、XBB.1.5。對於
指揮中心是否會在大陸之外，也增加對
美 國 的 監 測 ？ 王 必 勝 表 示 ， 美 國 的
XBB.1、XBB.1.5重症、致死率沒提高，
且美國疫情透明度高，暫不必對美國旅
客做防疫措施。

XBB.1.5變異株竄起 年後降級恐生變
（中央社）台大前校長管中

閔甫卸任台大校長，他昨日在臉
書發文回憶2017到2019年發生的
「拔管案」，坦言當年身陷風暴

，身心飽受摧殘，一直不願回憶
往事，直到宣布不續任校長後，
才邀請作家楊渡記錄台大校長遴
選案始末，並將出書把這件台灣
高教史的歷史事件記錄下來。

管中閔表示，2018 年的台大
校長遴選事件，幾乎摧毀了台灣
起步未久的大學自治。事件持續1
年，而他遭受各種力量夾擊，身
心飽受摧殘，最後雖然挺過來，
但自己並非勝利者，只是一位不
願也不曾被擊倒的倖存者。

「當政治力量介入，整個風

暴於是成形」，管中閔提到，即
使遴選委員會一再聲明遴選過程
並無疑義，反而因各方推波助瀾
更加擴大，也導致教育部長潘文
忠辭職。且在接任部長的吳茂昆
強勢主導下，教育部駁回台大校
長遴選結果，但不久後，吳茂昆
被揭發過去諸多違法行為，最後
狼狽下台。

管中閔說，過程中，他也從
未放棄當選資格，直到執政黨在
2018年11月的地方選舉大敗，前
教育部部長葉俊榮突然翻轉立場
，在同年12月24日宣布 「勉予同
意」，並在次日辭職，成為第3位
因此事件而去職的教育部部長。
而他也在2019年1月8日正式就任

台大校長，為歷時1年又2天的風
暴畫下句點。

管中閔指出，在這場風暴中
，整個社會目睹政治力肆無忌憚
介入大學自治。當權者動員政治
、媒體和網路力量，試圖以謊言
摧毀一個學者的人格與清白，也
粗暴干涉一所頂尖大學的校長遴
選結果，寧可讓其陷入長期空轉
也在所不惜。在號稱已民主化的
台灣，這場鬧劇竟堂皇上演1年之
久，令人匪夷所思。

而負責操刀的楊渡說，他與
管中閔是老朋友，書也已經寫完
了，出這本書的目的，是要為歷
史留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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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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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僑鄉廣東

【美南新聞泉深】俄羅斯雇傭軍組織瓦格
納（Wagner）聲稱已經控制了烏克蘭東部的鹽
礦小鎮索萊達爾（Soledar），這是莫斯科推動
占領整個頓巴斯地區的墊腳石，但戰鬥仍在繼
續。

合同民兵周二晚上表示，戰鬥仍在市中心
進行，基輔政府表示其部隊仍在堅守。

從郊區可以看到城鎮上空升起滾滾濃煙，
炮火無情地襲來。

一名路透社攝影師看到許多居民在嚴寒中
沿著道路逃離城鎮。

戰爭現已進入第 11 個月，俄羅斯指揮官將
索萊達爾作攻擊附近城市巴赫穆特的平台，該
城市已抵禦俄羅斯的猛攻數月。

在最近幾個月的一系列戰場挫折之後，索
萊達爾的勝利對俄羅斯具有象征意義，具有軍

事和商業價值，但戰鬥仍在繼續，周叁上午它
的命運並不完全明朗。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盟友、瓦格
納部隊負責人葉夫根尼·普裏戈任（Yevgeny
Prigozhin）周二晚些時候表示：“瓦格納部隊
控制了索萊達爾的整個領土，在城市中心形成
了一個包圍圈，城市戰鬥正在進行。”

瓦格納在電報頻道上張貼的一張照片似乎
顯示了普裏戈任和他的雇傭兵在索萊達爾的一
個鹽礦中。

激戰'
盡管他聲明整個城鎮都在瓦格納手中，但

他關于戰鬥在城市中心繼續進行的評論表明俄
羅斯的控制是不完整的。

基輔政府早些時候表示，其部隊正在堅守
。 烏克蘭軍方在早上的總結中提到了索萊達爾

，將其列頓巴斯頓
涅茨克地區遭到炮
擊的幾個城鎮之一
。
俄羅斯國家通訊社
RIA 稱，瓦格納在
“激戰”後接管了
索萊達爾的鹽礦。
礦山的入口位于瓦
格納的郊區。 華盛
頓表示，普裏戈任
可能希望個人控制
該地區的礦山。
烏克蘭公共廣播公
司 Suspilne 周叁上午

援引烏克蘭東部部隊發言人謝爾希切列瓦蒂
（Serhiy Cherevatyi）的話說，否認索萊達爾在
俄羅斯的控制之下。他說： “等待總參謀部的
細節。”

一位路透社攝影師說，他們的團隊最近幾
天曾試圖進入索萊達爾，但未能如願。

從索萊達爾到巴赫穆特的路上，救護車已
經整裝待發，准備救治傷員，野戰醫院現場一
片混亂。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漢娜·馬利亞爾周二晚
間表示，爭奪該鎮的戰鬥仍在激烈進行，俄羅
斯人損失慘重。

她說：“我們陣地的道路上到處都是死去
的敵方戰士的屍體。我們的戰士正在勇敢地進
行防禦。”

俄羅斯尋求重大勝利
在經曆了 2022 年下半年大部分時間的一系

列撤退之後，索萊達爾將成俄羅斯自 8 月以來
最可觀的收益。

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頓涅茨克省地區領導
人丹尼斯·普希林表示，奪取索萊達爾將開啓在
俄羅斯承認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西部奪取更
多重要城鎮的前景，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是其
宣布的四個省之一， 叁個月前合並。

他說：“解放阿爾喬莫夫斯克（巴赫穆特
）和西維爾斯克的機會現在成倍增加。這是期
待已久的進入斯洛文斯克克拉馬托爾斯克橋頭
堡的入口。這實際上是一個轉折點，現在正在
我們一直在等待的時刻做准備，了頓涅茨克人
民共和國的解放。”

自去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雙方
軍隊在一些最激烈的戰鬥中都損失慘重。

基輔政府最近幾天發布的照片顯示，據稱
有數十名死去的俄羅斯士兵散落在泥濘的田野
上。

俄羅斯于 2 月 24 日在烏克蘭開始所謂的
“特別軍事行動”，稱烏克蘭與西方的密切關
系以及加入北約的野心構成了安全威脅。 基輔
及其盟友指責莫斯科發動無緣無故的戰爭，從
烏克蘭手中奪取領土。

一名美國官員說，烏克蘭軍隊將很快抵達
美國，開始訓練愛國者防空導彈。 俄羅斯駐華
盛頓大使表示，此舉表明華盛頓“事實上參與
”了沖突。

烏克蘭東部的戰鬥升溫
俄羅斯軍隊聲稱控制了索萊達爾

侨 乡 广 东

　　“广东为侨志愿服务专家团”为侨

胞侨界提供法律政策、医疗健康、求学

创业、政务事务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欢

迎各位侨胞扫微信二维码获取更多帮

助和服务。

第十二届顺德恳亲大会日前在广东顺德开

幕。来自世界五大洲 12 个国家的 40 个社团、

200 多名乡亲欢聚一堂，近 90 个顺德旅外社团

通过网络直播在线收听收看，畅叙乡谊，共谋发

展。

此次大会围绕“百川溯源，同心致远”主题，

以“云直播 + 现场大会”形式，向港澳、海外乡

亲展示顺德发展新成果、新面貌，传递万里乡情，

激励广大乡贤反哺桑梓，携手全球乡亲共谋顺德

高质量发展。

顺德是著名侨乡，港澳同胞及海外乡亲超过

50 万人，旅外同乡会和异地顺德商会近 90 个。

为更好地联络旅居世界各地的顺德乡亲，促进各

地顺德社团的会务活动，推动顺德各项事业的发

展，世界顺德联谊总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恳亲大会，

以往十一届已分别在五大洲九大城市举办。如今，

恳亲大会已发展成为全球顺德人敦睦乡谊、团结

奋斗、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顺德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加强经贸合作、

文化交流的工作品牌。

“最美不过家乡美，最浓不过故乡情。”佛

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刘智勇在开幕式上致

辞表示，数十万海内外乡亲是推动顺德走向现代

化和国际化的强大动力，顺德今日的辉煌成就离

不开广大乡亲的不懈支持，顺德未来的发展更寄

托着乡亲们的殷切期望，需要乡亲们的鼎力相助。

今后，顺德将继续用好世界顺德联谊总会这个平

台，加强世界各地顺德社团和乡亲的联谊，凝聚

海内外顺德人的力量，全力打造最友好的制造强

区，聚力以水美城、以水兴城，建设高质量发展

先行示范区。

佛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锡丰为顺德海

内外乡亲浓浓桑梓情怀点赞。他希望广大乡亲一

如既往地支持和参与佛山、顺德的改革发展事业，

常回家走走看看，继续做中外友谊使者，弘扬中

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共叙桑梓情谊、共享发

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世界顺德联谊总会首席会长罗维满致辞表

示，顺德作为开放的窗口，一直坚持“引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开放的顺德显示了中国的

活力，高质量发展的前景会更加光明。他希望海

外侨胞、港澳同胞在共享顺德发展机遇中感受到

国家强大，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积极贡献力量。

开幕式上，顺德首次命名“顺德荣誉邑贤”，

致敬为顺德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的港澳台侨人士。19 名港澳台侨人士获此殊荣。

同时还举行了《侨韵凤城——顺德华侨博物馆陈

列》《扬帆济沧海——顺德华人华侨港澳同胞故

事》《顺德品味四海同享》《顺德美食竹枝词》

四本书籍首发仪式，全方位展示顺德海外侨胞历

史文化和侨务工作的衍变和发展。

大会期间，还开展了旅外顺德联谊总会会务

交流、书画作品展、“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

地”揭牌及顺德招商项目推介等活动。

中新社 郭军

百川溯源、同心致远 第十二届顺德恳亲大会开幕

广交会四期展馆已正式投入使用，并

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迎来第二十届广州国

际汽车展览会。目前，广交会展馆展览总

面积增至 62 万平方米，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会展综合体之一。

南方日报 张梓望 昌道励 摄影报道

广交会四期展馆
投入使用

广东顺德恳亲大会现场。 陈楚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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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此次發布的十五運競賽規程總則，
在競賽項目的設置上與2024年巴

黎奧運會看齊，33個奧運項目除了過
去奧運會常設的體操、射擊、游泳、賽
艇、皮划艇、乒乓球、羽毛球、馬術等
項目外，還設有巴黎奧運會新增的霹靂
舞、滑板、攀岩等新興項目。而且，在
競賽項目設置中還特別說明，國家體育
總局將根據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設項
情況完善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競賽項
目。
作為全國規模最大、競技水平最

高的運動會，全運會從最初融合奧運和
非奧項目的“全國體育大會”，逐漸過
渡到設項以奧運選拔競技人才為重要宗
旨。不過，過去兩屆全運會為了帶動更

多普通群眾關注和參與體育運動，增設
了大量的群體比賽項目，讓全運會又返
回到全國體育大會模式。

項目設置服務國家奧運戰略
據《廣州日報》報道，十五運競賽

項目設置和競賽規程總則說明，全運會
重新回到以“服務國家奧運戰略，提升
競技體育綜合實力和為國爭光能力”為
目標。
另外，各項目需通過資格賽確定

決賽資格，資格賽採用積分賽、達標賽
等方式。而各項目資格賽前進行體能測
試，達標者方可參賽。至於備受關注的
足、籃、排（不含沙灘排球）三大球項
目，則分別錄取男女各12支隊伍進入

決賽階段比賽，手球、曲棍球、水球、
欖球、棒壘球項目分別
錄取8支隊伍進入決賽階

段 比

賽，如港、澳參加上述
項目決賽階段的比賽，
則相應增加決賽階段
參賽隊伍數量。此
外，作為東道主，香
港、澳門及廣東三地的
代表團可以豁免足球、
籃球、排球（不含沙灘
排球）、手球、曲棍
球、水球、欖球、棒球及壘球項目的資
格賽，直接躋身決賽階段的比賽，令香
港有望組成一支史上最龐大的代表團參
賽。

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十五運）將於2025年由香港、澳門及廣東省

三地共同舉辦，這是全運史上首次在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舉行。日

前，國家體育總局競體司發布了十五運競賽規程總則，共設置34個大

項，即33個奧運項目加1個武術項目。另外，東道主可在籃足排等9

個球類團體項目豁免資格賽、直接躋身決賽階段的比賽，令本港有望

組成一支史上最龐大的代表團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第

十

五

屆

全

運

會

競

賽

項

目

1. 游泳（游泳、馬拉松游泳、跳
水、水球、花樣游泳）

2. 射箭
3. 田徑
4. 羽毛球
5. 籃球（籃球、三人籃球）
6. 拳擊
7. 皮划艇（靜水、激流迴旋）
8. 單車（公路、場地、山地、自由

式小輪車、競速小輪車）
9. 馬術（三項賽、盛裝舞步、場地

障礙）
10. 擊劍
11. 足球
12. 高爾夫球
13. 體操（體操、蹦床、藝術體操）
14. 手球
15. 曲棍球
16. 柔道
17. 現代五項
18. 賽艇
19. 橄欖球（7人制橄欖球）
20. 帆船
21. 射擊
22. 乒乓球
23. 跆拳道
24. 網球
25. 鐵人三項
26. 排球（排球、沙灘排球）
27. 舉重
28. 摔跤（自由式、古典式）
29. 霹靂舞
30. 滑板
31. 攀岩
32. 衝浪
33. 棒壘球
34. 武術

港十五運代表團
東道主可豁免9個球類團體項目資格賽

規模或破紀錄

◆◆霹靂舞成為十五運比賽霹靂舞成為十五運比賽
項目項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武術將是十五運唯一武術將是十五運唯一
非奧運項目非奧運項目。。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3年1月12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亞足協日
前確定巴黎奧運會女足亞洲區外圍賽賽制及
賽程，共31支亞足協會員協會女足代表隊報
名參賽。亞洲盃冠軍中國女足將於今年10月
直接參加外圍賽第2階段賽事。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巴黎奧運女足

亞洲區外圍賽將分3個階段進行，目前在亞
足協範圍內，世界排名前5位的朝鮮、日
本、澳洲、中國和韓國隊，將直接參加第2
階段比賽。
參加首階段外圍賽的26支球隊，將依據

去年12月9日公布的世界排名，分成4個檔
位，比賽定於今年4月3日至11日按集中制方
式進行，7個小組的頭名晉級第2階段賽事。
中國女足在亞足協位列第4，暫列前3

位的球隊分別是朝鮮、日本、澳洲隊。據
悉，本階段小組賽同樣將採用賽會制，各組
通過單循環比賽來決定小組賽名次。比賽時
間安排在10月23日至31日進行，各組首名
及成績最好的1支小組第2名球隊，躋身第3
階段比賽。
比賽中，如果中國女足無法成為種子球

隊，那麼就必將與朝鮮、日本、澳洲中的一
隊在小組賽中遭遇。而即便成為種子球隊，
亦可能在同組中遭遇韓國隊。由第2階段晉
級的4支球隊將通過抽籤產生對陣形勢，比
賽雙方將通過主客場雙循環比賽來產生勝
者，兩支獲勝球隊最終獲得巴黎奧運會女足
正賽入場券。可想而知，中國女足在奧外賽
面臨的競爭非常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乒賽亞
洲區外圍賽當地時間11日續在多哈進行，港
隊分別在男女單及女雙賽事率先獲得4張決賽
周門票。
首先為港隊奪得世乒賽入場券的是港乒

“一姐”杜凱琹，她在女單賽事以4：0擊敗
中國台北球手李昱諄；其後，朱成竹也以
4：0戰勝新加坡球手王歆茹，為港隊取得第
2個女單出線資格。另外，港隊女雙組合李
凱敏/吳詠琳以4：3 險勝新加坡的張菀玲/
周靖禕出線；林兆恆則先以3：4負韓國名將
趙承敏，再以 4：1勝印尼的Harmeet De-
sai，成功奪得世乒賽男單決賽周參賽資格。
國乒方面，大滿貫球手馬龍當地時間10

日晚打滿七局，意外地以3：4不敵日本的吉
村真晴。不過，11日，他極限完成救贖，以
4：2擊潰另一日本球手戶上隼輔，成功拿下
一張寶貴的世乒賽門票。至於國乒其他球
手，男單的樊振東、王楚欽、梁靖崑、向鵬
及女單的陳夢、孫穎莎、王曼昱、陳幸同、
王藝迪則悉數出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2023世界
羽聯巡迴賽首站賽事──馬來西亞公開賽，吳
芷柔一日雙賽可惜兩戰皆北，而中國國家隊新
秀鄭雨/張殊賢則力挫身為世界冠軍的日本女
雙組合過關，有望成為國羽於巴黎奧運的爭牌
主力。

港將吳芷柔11日分別夥拍李晉熙及曾曉
昕於一日內出戰混雙及女雙賽事，可惜兩仗皆
未能取勝，32強止步。

目前港隊只剩下鄧俊文/謝影雪仍於混雙
角逐，這對港隊拍檔將於12日與印尼對手爭
入8強。

至於國羽方面則捷報連連，最令人驚喜的
莫過於女雙組合鄭雨/張殊賢以2：1淘汰世界冠
軍廣田彩花/福島由紀，“鄭張配”目前世界排
名已升至第四位，有望出戰巴黎奧運爭奪獎牌，
而兩名國羽主力趙俊鵬及陳雨菲亦分別在男女單
順利晉級。

國羽女雙新秀力挫世界冠軍

中國女足奧外賽“搶票”難度高港
隊
率
先
奪
4
張
世
乒
賽
門
票

◆◆林兆恆奪得世林兆恆奪得世
乒賽男單決賽周乒賽男單決賽周
門票門票。。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足今年中國女足今年1010月將征戰奧月將征戰奧
運外圍賽運外圍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足將直接躋身十五運決賽階段的比賽港足將直接躋身十五運決賽階段的比賽。。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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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生死有命，當在
這個世界的旅程結束時，免不了的，親
人或是朋友會與我們告別，奔向下一個
旅程，面對親愛的家人離開，要如何送
這最後一程？讓所有的親朋好友，記得
他的一生。休斯頓有一家殯儀公司，以
頂級的服務承辦喪事，從美國總統到各
界領袖、社區達人、名貴、學者，都找
這家殯儀公司來服務。

這家公司是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
(Geo. H. Lewis & Sons Funeral Directors)

，從1936年以來，便承辦休斯頓最負盛
名的喪禮，包括火葬、土葬、和追悼會
，提供從頭到尾的一條龍服務。 80 多
年來，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為許多有
眼光的家庭提供最高質量的“白手套”
服務，重視每一個細節。

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曾經承辦像
雷根等許多美國總統的葬禮。在中國人

圈子中，蔣宋美齡、孔家後代、不少休
斯頓的醫生、律師等也由這個公司承辦
。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以其專業的精
神，最高品質的服務，得到民眾的信賴
，把最後一程的大事，交由他們去處理
，可以放心的與親人告別。

中國人注重風水寶地，許多家屬也
有宗教上的考量，無論是選擇墓地或是
火葬、靈骨塔，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
都能提共各種符合需求的服務，與家屬
討論最適切的方案。80多年來，喬治•

路易斯殯儀公司提供的服務，讓所有參
加告別式的親友印象深刻，經驗豐富的
殯儀經理周到的照顧每一個層面，精湛
而專業，讓所有親友能真正尊重並了解
逝者的一生。

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擅長提供溫
馨的氛圍，他們備有休斯頓最大的殯儀
館，環境極為優雅精緻，並且有不同的

場地選擇，能適合各種宗教儀式。加上
其地點便利，就位於休斯頓上城/ Gal-
leria地區，設有寬敞安全的停車空間，
就整體環境而言，可說是休斯頓地區的
首選。

喬治•路易斯殯儀館的設備上乘、
高貴，為了讓家屬更了解其服務，他們
在網站上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虛擬展示，
把豪華的家具、美輪美奐的空間、和精
緻的細節活生生地呈現出來。憑藉著這
些優雅的設施、和對每個細節的謹慎關
注，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希望能達到
並超越每個家屬的期望，知道他們做了
最對的選擇。

在告別式當天，有些家庭會安排餐
飲招待，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也提供
餐飲服務，其場地相當豪華，菜單可以
依照家屬的喜好，選擇從簡單到最高級
的餐飲。

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的母公司，
是全北美規模最大的殯儀、火化和墓園
服務公司Dignity Memorial® network of
funeral，在北美擁有超過2,500家供應社
，提供各式喪葬服務，保證質量、服務
、和客戶的滿意度。此公司亦提供生前
契約，讓人提前安排，若是晚輩因為工
作或搬家而遷移到其他地方，公司會協
助轉換服務地點與墓地，並且不收額外
的費用。

此外，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還有
全球運送服務，包括護送您過世的親人
到最終的休歇地，無論目的地在哪裡
（美國或是全球）。喬治•路易斯殯儀
公司也提供各種最高質量的定制棺木和
產品，有關喪禮的一切，都交給喬治•
路易斯殯儀公司處理。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電話:
(713) 789 – 3005。 網 站: www.
GeoHLewis.com。 地 址: 1010 Bering
Drive. Houston, Texas 77057-2110。

最後的隆重最後的隆重 以特別的方式告別親人以特別的方式告別親人
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提供最高服務路易斯殯儀公司提供最高服務

2023年1月21日，中華文化服務
中心（簡稱文化中心）將舉辦春節園
遊會，以慶祝農曆兔年的到來。中華
文化服務中心是一個服務休斯頓社區
的非營利組織，也是美國聯合公益基
金會（United Way）成員。從2003年
起，連續20年在固定地點舉行春節遊
園會，已成為休斯頓多元文化的一個
傳統和重要組成，也是該中心被僑社
認可的一個響亮的品牌。

遊園會將全程在室外舉辦，一共
設有五個主要區域，一個是室外的舞
龍舞獅及武術舞蹈表演，二是豐富的
美食攤檔，三是包括休斯頓火箭隊等
各個機構提供的免費精彩互動遊戲，
四是乒乓球室裡將會開設茶藝、傳統
剪紙、摺紙、書法等等手工活動，五
是免費現場接種流感疫苗或新冠加强
針。除此之外，今年還新加入了自拍

區和抽獎活動，最高獎項為一臺液晶
電視！

活動免費入場、免費停車，現場
設有戶外洗手間、洗手池，並隨處提
供洗手液，以便大家使用。

此次遊園會可吃可玩可看，從第
一次舉辦以來就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
，不僅華人扶老攜幼而來，也是美國
人民了解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平台。
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們歡聚在一
起，一同感受亞洲文化的魅力，歡慶
農曆新年，是休斯頓華人和美國友人
的春節必訪之地。

如想獲得更多2023年春節網絡聯
歡會的更多資訊，請前往官方網站
ccchouston/2023lunarnewyear，或聯繫
文化與社區部門主任李冬梅，電話
713-271-6100 分 機 號 147 ， 郵 件
meili@ccchouston.org。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舉辦2023春節園遊會 參與抽獎贏取液晶電視

每年新年開始之際，很多人都想在新的一年有所作為，譬如注意飲食，運
動健身，或是學習一種新的技能等等。今年1月21號 (周六) 上午10點在休世
頓西南的福遍中國教會（7707 Highway 6, Missouri City, Building 2, Room A157
）有一場免費的專題演講可以幫助你改善你的人際關係！

「建立信任的十三種策略」教導你運用非常實際並容易理解的方法，與四
周的人有效的交流，應用同理心，以清晰，簡潔而有說服力的方式溝通，並建
立互信的基礎，進而全面改善與上級，下屬，同事，客戶之間的關係。當然這
些方法也能應用在家人和朋友的方面。促進家庭生活和社交關係的和諧。也是
給自己新春的一份好禮物！

講員孔雷漢卿女士(Elaine Kung) 早年自香港來美，人地生疏，開始學習英
語，勤奮苦讀，畢業于康奈爾大學本科、獲普林斯頓大學電機材料工程碩士。
33年成功的職業生涯後, 從AT&T總監退休, 並獲得多項業界榮譽 : 傑出商業女
性, 職業成就獎, 最具活力管理者等。在1996年創辦 「Called To Work 職場使
命」事工。現任基督使者協會等10個國際機構的董事和顧問, 神學院和國際事
工的講師。擔任康奈爾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錄取面試官至今已22年。疫情高
峰期間每個月有二十多次1對1督導、有三十多場講座祝福上萬會眾, 將信仰融
合於工作、領導力、婚姻親子關係, 幫助職場人士面對挑戰并發揮影響力。擁
有三代同堂的幸福家庭。著有 「職場溝通八達通」, 「三全其美的人生」,
「職場使命」等系列課程。

本講座由職場使命機構 (Called To Work)，中信，証主以及福遍中國教會聯合舉辦，歡迎大家 參加。
先注冊並到現場參加的前100位會獲贈 「職場溝通八達通」電子書一份。

新春講座 閃亮登場
建立信任的十三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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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 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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