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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筐雞蛋半個月漲 20 元！

                   國內蛋價不“淡定”了

據央視財經《經濟資訊聯播》7 月 17 日報導，雞
蛋，是我們餐桌上最常見的食材。然而進入 7 月份以
來，隨著氣溫的不斷升高，雞蛋價格也一路走高。據
農業農村部監測， 7 月 17 日 14 點，全國雞蛋批發均
價為 9.73 元 / 公斤，與月初的 8.36 元 / 公斤相比，漲
幅超過 16%。雞蛋價格高漲，給市場帶來了哪些影響
呢？

雞蛋零售價每斤破“6”蛋糕甜品跟漲

在江蘇常州金壇區的一個菜市場，于女士剛剛花 8
元買了 8 個雞蛋。

江蘇常州市金壇區市民 于志立：這個雞蛋多少錢
一斤？

商戶：6 塊。
江蘇常州市金壇區市民 于志立：這麼貴？

商戶：對，今天雞蛋漲價了。 在江蘇常州金壇區
的一個菜市場，于女士剛剛花 8 元錢買了 8 只雞蛋。

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市民 于志立：總歸要吃，就
是 6 塊、7 塊也要買了吃，沒辦法。

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菜市場攤主徐群：6 月份開始
漲的，6 月份從 3.8 元（每斤）漲到（現在）6 元（每
斤）。我們拿貨也貴的，5.2 元（每斤），所以我們賣
到 6 元（每斤）。再去掉破損，利潤也只有幾毛錢一斤。

從事烘焙生意的高先生，每天都要從菜市場採購
大量雞蛋。他告訴記者，一筐雞蛋 13.5 公斤，半個月
來價格上漲了二十多元。經營成本提高後，作為商家

的他深感壓力。
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某蛋糕店主高華平 :（蛋糕）

價格沒有漲，我做的社區（生意）的話，都是老客戶，
你忽然之間把價格上漲，別人心理上可能承受不了，
現在我們只能是壓低自己的利潤空間來做這個事情。

而在四川仁壽，不少喜歡吃甜品的消費者已經感
受到了雞蛋價格上漲帶來的變化。

顧客駱睿軒：之前我們購買蛋撻是 4 元一個，現
在已經變成了 5.5 元一個。

四川省仁壽縣某蛋糕店負責人朱斌：現在雞蛋成
本 5 元左右一斤，對於烘焙蛋糕行業每一斤（成本）
漲了 1.5 元左右。

雞蛋供不應求價格或將持續上漲

雞蛋價格上漲了，那麼養殖戶的收入有沒有增加？
雞蛋價格還會不會繼續上漲呢？

在江蘇常州金壇區，養殖戶滕國富的蛋雞養殖基
地有 15 個大棚，共養殖蛋雞 5 萬隻。
滕國富告訴記者，雖然雞蛋價格一路
走高，但對他來說利潤並沒有增多。
這是因為一方面天氣炎熱，產蛋量下
降，另一方面每個養殖大棚都要用
上水迴圈空調降溫，每天電費約 400
元，養殖成本有所增加。

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蛋雞養殖戶
滕國富：像我們以前一天的話（產蛋）
是 200 箱，現在大約在 180 箱左右，
說不定天熱下去還要少一點。再加上
這個電費，算上基本上利潤是持平。

在 四 川 仁 壽 縣 的 一 家 生 態 養 殖
場，23 萬隻蛋雞分別排列在 6 棟雞

舍內，日產鮮雞蛋 13 噸以上。最近，他們的雞蛋開始
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四川仁壽縣某生態養殖場銷售經理張春梅：不少
新商家要提前 2-3 天預訂才能訂到當日新鮮雞蛋。

業內人士表示，近期受季節因素影響，雞蛋供應
緊張，是導致雞蛋價格走高的主要原因。此外，豬肉
價格的走高也進一步推升了雞蛋價格的上漲。

四川仁壽縣農業農村局工作人員鄭科林：由於當
前生豬存欄量持續下降，消費者飲食結構方面發生了
改變，導致雞蛋需求量增加，價格上浮。

業內人士預計，隨著中秋節及返校季等因素的影
響，後期雞蛋價格仍將出現小幅上漲。

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發改局價格管理科科長馮魯
明：隨著大中學校的開學，（雞蛋）市場需求量將進
一步增加，預計雞蛋的價格逐步上漲。

                                                     （央視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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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彥邦：
科學• 中醫•針灸• 著述• 發明• 農耕• 集大成

     〔本報訊〕一個傳統的中醫師要在主流醫藥發達列
前茅的美國第三大都市執業，已屬相當不容易了，成
彥邦不但在四十五年前在休士頓開業行醫，經他用針
灸及中藥治愈的病人眾多，其中一位名 John Walter 者，
深感德州病患無法選擇中醫治療的憲法保障的權益，
於 1978 年與極少數幾位針灸同仁，狀告到聯邦法院，
控訴德州醫務局違憲，由聯邦法官 Gabrielle McDonald 
審理，經一週庭審，僑界耆老何益民教授曾擔任控方
專家證人，極力陳述針灸為中國傳統醫術；復經一年
時間詢查，結果判決控方勝訴。德州醫務局必須讓民
眾自由選擇中醫針灸治療，成立針灸諮詢委員會，成
醫師身為針灸界先驅，被公推擔任委員之一。其後再
經針灸同仁合力推動，德州終於 1993 年完成立法，促
成醫務局核發執照。
       成彥邦醫師平日在懸壺之暇，亦勤於著述及寫作，
他對經典名著中的醫學部分，特感興趣，常加研究，
頗有心得。諸如紅樓夢第七回，周瑞家的問薛寶釵服
的冷香丸，其配方原句：「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

成醫師遍查醫典中無末藥一味，依他配製藥丸經驗，
應改為藥末，即零落各藥的粉末，「和在藥末一處，
一齊研好。」就合理了。
      他對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學部分，認為羅貫中過分
神化和渲染，選取華佗畢生醫案中一些特例作材料來
鋪陳，在今日講求科學的時代，華佗醫學顯得荒誕不
經。因此成醫師著有〈千古冤〉一文為華佗辯白。成
醫師盡搜坊間華佗醫書，沉潛研究二十餘年，曾在世
界中醫藥大會發表華佗精心創造的麻沸散之配方，及
其施行外科手術之縫合消毒使用藥膏促癒合等細節。        
他寫作題材不拘一格，凡與中外政治有關的笑話，或
與環保有關的散文，極短篇小說、兒童短篇故事，均
有涉獵。其文章特色為寓意深刻，留給讀者一片思考
空間。曾出版《政治笑話》、《愛探險的帝王亞歷山大》
及《擊出魔幻時刻～貝比魯斯》三本書。他在華佗醫
學上著述還有「豬牛馬糞都是藥」、「切割拔刮也是
醫」、「單方一味」、「門門精」、「棋高一著」、「我
思我寫」、「古今對話」等寓醫於文的豐富成果。

      成醫師師法華佗的研究創造的精神，發明有四、
五 種 配 方， 非 常 獨 到， 有 特 殊 效 果。 其 中 之 一 為 
Phlobalance 富鹼寶，經他十七年的鑽研，突破種種難
關，已申請美、加、日、中及歐盟等將近四十國之專
利權。其功效在改善人的酸性體質為微鹼性的體質。
據他的臨床研究和醫學公佈數據，80% 以上的人都是
酸性體質；酸性體質是造成患病的因素，換言之，要
想身體健康，必需將酸性體質提升為微鹼性體質，即
血液中的 pH 值在 7.4 左右最佳。      1931 年諾貝爾醫
學獎得主奧圖華寶 Otto H. Warburg，在 1924 年提出癌
症的成因和治療方向，因而得獎，他歸納自己的學說
和研究報告，發表一個假說 "No disease including cancer 
can exist in an alkaline environment." 用中文直譯為「任
何疾病包括癌症都不能在鹼性環境裡生存。」 此言一
出，千千萬萬的生物化學家和醫學家都想證實華寶的
假說，可惜走錯方向，毫無結果。依照原係學習化學
化工專業的成醫師的解釋，他們失敗的原因是走強鹼
弱酸的無機鹽路子，這些無機鹽一經服入胃，便遭胃
酸 ( 鹽酸 ) 中和，無法達成改變人體體質由酸變鹼的作
用。
       他也解釋測量血液的酸鹼度，在十五年前可說是個
難題，要抽取剛離開心臟的血液來測量，會冒很大的
風險，普通實驗室無此經費來研發。成醫師克服種種
困難，不從無機鹽下手而從有機鹼 ( 生物鹼 ) 下手，走
進中醫的門路。當然生物鹼也有可能被胃酸破壞及中
和的。生物鹼的分子很複雜，千萬種中藥植物中，是
否有某種植物的生物鹼在胃酸攻克下仍穩定存在呢？
一經胃的消化過程，進到十二指腸便被腸吸收了，進
入血液達到改變血液的 pH 值的功效。
      皇天不負苦心人，歷經無數次實驗，成醫師找到了
關鍵的生物鹼，他以君臣佐使中藥配方，去蕪存菁發
明了 Phlobalance 富鹼寶。根據成醫師 600 多個臨床醫
案，短期服用富鹼寶後，95% 的病人體質成功改善為
微鹼性。糖尿病患者的體質大多異常酸性，很難改善，
但根據成醫師觀察，即使糖尿病患者，只要堅持服用
富鹼寶，也能使病況穩定，使生活品質得以改良。
      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成醫師為能服務更多病患，五
年前開闢一處專門種植富鹼寶所需之珍貴稀有的植物
大農場，他親自從培苗、栽種到除草、灌溉，皆親歷
親耕，目前已有 2500 餘棵樹，有些已長到 20 尺高，且
有 10 餘棵開花結果；果實的藥用價值最佳。全農場將
達 3500 棵樹，仍需三、四年才完全成熟，屆時將擴建
工廠及設備作企業化的經營。成醫師企盼國內外的生
物科技界或企業家來共同開發，則能早日造福人群。

圖為成彥邦（中）陳紫薇（左）夫婦攝於中醫醫藥學術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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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醫學助我                                                                             
作者：成彥邦

【杏林夜談】6

( 一 ) 偽科學與假說的爭論

當我寫「偽科學與假說」這篇論文時，
心裡所想的是如何把偽科學辯證為假說，
由於事出突然，有點兒匆促應戰，其實是
要同一部分主流醫學界人士唱反調，而這
反調是告訴他們無法解決的難題有解了，
可惜所謂的難「題」已被他們認定為世間
「根本無此題目了」。

因為過去八、九十年來主流科學界均
無法解決這個將人體酸性體質變為鹼性體
質的難題，他們雖費盡心血，卻徒勞無功。
因此近幾十年來得了一個無解的結論，他
們自圓其說的說：「人體根本沒什麼酸鹼
體質可言，更無法改變酸鹼度，新陳代謝
的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至於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酸鹼度又作何解釋呢？於是
他們又下了一個結論：那是因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新陳代謝的結果，那是新陳代謝後
的必然，用不著苦心去追求改變了。 

但仍有一部分人不死心，因人們的健
康與生活習慣和食物息息相關，是否可在
飲食上下功夫作某些酸鹼的改變呢？於是
一些有助增鹼的食物紛紛出籠，那些有助
的食物，歸納為新鮮的蔬菜與水果一類。
吃蔬菜水果是否在短時間見到效果呢？沒
有報導說得出確切的時間，但依筆者估計
固因人而異，一般至少要十多年、甚至廿
年才見到一些效果。長期以來，人們想方
設法要找出一種藥物或食物，可以將酸性
體質改變為微鹼的體質，可惜效果不彰。
而這些搞酸鹼平衡的人被目為偽科學、得
了妄想症、異想天開。

我雖知酸鹼對人之重要，沒想到為了
尋找酸鹼體質的來龍去脈，在追根究柢之
下，卻找到了 Otto Warburg 奧圖 • 華寶
這個寶，反而要拜被賜與搞「偽科學」之
福了。

( 二 ) 奧圖•華寶

首先簡單介紹奧圖•華寶這位雙博士
科學界與醫學界之寶。

華寶是 1931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他得獎的論述是 1924 年他提出癌症的成
因和治療的方向，他用簡單的一句話說 
“No Disease Including Cancer Can Exist 
In Alkaline Environment" 用中文直譯為：
「沒有任何疾病包括癌症可在鹼性環境下
生存。」此言一出，九十年來忙壞了一批
接一批的科學家、醫學家們，他們費盡方
式來證明華寶之言，可惜忙雖忙卻毫無有
效方法改變人體的酸鹼。正如本文前段所
述，其結論為「新陳代謝的結果是什麼就
是什麼，毋庸費心，要想改變它是不可能

的。」如是產生了這項鐵律。
華寶發現癌細胞與健康細胞有一個根

本區別，正常細胞進行有氧呼吸，將葡萄
糖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而他觀察癌細胞
偏好無氧發酵，將葡萄糖分解為乳酸。此
為華寶 1924 年所提出的癌症成因和診治
的方向。

華寶於 1883 年 10 月 8 日在德國柏林
出生，去世於 1970 年 8 月 1 日，得年 86 歲。
初入柏林大學習化學，畢業後，又於 1911
年畢業於海德堡大學醫學系，獲理、醫
兩科博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投筆從戎，
任厄龍騎兵團軍官，英勇功績獲鐵十字勳
章。他父親伊默 • 華寶為大學物理教授，
與愛因斯坦相交甚篤，愛氏曾寫信給伊
默，促他力勸奧圖別待在軍中，那是埋沒
人才，趕緊轉入研究機構或當教授去。

奧圖 • 華寶聽了父親與愛氏之言，
擇善固執，終其一生作學術研究，連婚都
沒結過。以後成為愛因斯坦的好友，愛氏
在物理學的獨特創見也影響和造就了華寶
在癌症醫學和生物化學的成就，被奉為祖
師爺的地位。

1918 年 華 寶 任 凱 薩 威 倫 (Kaiser 
Wilhelm) 研究所生物教授，該研究所得洛
克菲勒基金之助，大展宏圖，華寶於 1931
主持該研究所細胞生理系主任。以後該研
究所改名麥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成
為世界知名科技研究之重鎮。

1944 年華寶因發現黃酵素 (Flavin) 及
菸醯胺 (Nicotinamide) 的機制，又被提名
獲第二次諾貝爾獎，但被希特勒 1937 年
發布的條律，禁阻德人尤指猶裔（華寶
有 1/4 以上的猶太血統）接受諾貝爾獎。
據好面子的諾委會辯稱此係謠言，無此一
說，但承認確曾慎重考慮過他入選。

不過在華寶領導下的這個研究機構，
許多年後，有三名科學家也分別得到諾
貝爾獎，其中之一為著名的檸檬酸循環
(Citric Acid Cycle) 又稱三羥酸循環，或稱 
Krebs Cycle 的克雷布斯 (Hans Adolf Krebs)
生物化學家。

華寶除了諾貝爾獎，他還得過二項德
國醫學貢獻獎。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共被
提名參選諾貝爾獎達 47 次之多。

評論一個科學家的重要性，視其發表
論文的多寡為其一，其次再檢視其論文被
引用的次數。從 2000 年到 2015 年，15 年
之間，發表過的重要科學論文，因涉及華
寶效應中 ATP 之論述，即達 18000 次之
多。

三 磷 酸 腺 苷 (Adenosine Triphosphate) 

簡稱 ATP，人體新陳代謝葡萄糖時經 ATP 
載體在細胞間提供能量，使肌肉能運動、
神經能傳導，ATP 的功能相當於細胞間生
化反應的鈔票。

( 三 ) 第一道難題

按道理這項富鹼寶（Phlobalance 簡稱
pHB) 突破性的發明，應該由主流科學家
和醫學家們所研發出來的，如今卻由一個
搞針灸、搞中醫的老醫生獨自研發了十七
年，而且申請了美國、加拿大、中國、日
本、及歐盟等四十餘國的專利，寧非怪
哉！

在此我再作一番解析。要改變人體的
酸鹼體質，其中有兩大難題需要解決。其
一為，要找到不被胃酸完全破壞或不被完
全中和的鹼性物質。可惜，多年來科學家
們多在無機鹽上下功夫，效果極微。商
家在市面上促銷所謂由酸變鹼的商品和鹼
性礦泉水等，這些被主流科學家們早劃入
不值一顧之列，因為確實沒多大效果。這
些商品都走進前述主流科學界下的鐵律結
果：絕大多數鹼性無機鹽無法改變血液中
的酸鹼度；因為，過不了胃酸這一關。

( 四 ) 第二道難題

其二為如何測試人體血液中的酸鹼
度？醫學家公認該取剛離心臟進入大動脈
之時的血液為準，如此便產生了技術上的
大難題，沒人願冒生命之險去作測無謂的
血液 pH 值；當然，拿動物作實驗是可以
的，一旦進入臨床人體實驗時便困難重重
了。

很幸運，由於科學和材料力學近二十
年來的進步，這個難題便輕而易舉地解決
了。由於量子共振 (Quantum Resonance) 
將人體心臟與大動脈間的電磁波能量，經
由拓樸材料鉅細彌遺地傳送到儀器，經儀
器放大，電腦處理，將共振譜比對，換算
為精準的 pH 值，這些都在儀器的法眼之
中，誠嘆為觀止的神技。

筆者雖不是量子力學這方面的專家，
僅用量子共振儀來作臨床分析，但深具化
學和化學工程的背景，樂以科普方式花點
筆墨來解說：拓樸材料相當於為電子搭建
單向高速公路，電子可暢行無阻地運動，
不會與導體的電子產生碰撞。碰撞的結
果，以交通來說，在高速公路上產生車禍，
後果一目了然。電子碰撞的結果產生熱能
消耗掉了，失去電子原來的信息，一事無
成。

量子共振儀由無數的量子力學家、電
磁電子學家和工程師們，研發出來的，能
將人體新陳代謝後所產生的微弱的電磁波

的能量，解析為數量。舉例來說，正常人
產生的胰島素在拓樸量子信息中顯示該在 
2.845 ～ 4.017 之間，如果有人測出的電磁
波在這範圍之外，他就可能得了糖尿病或
胰臟方面的疾病。血液中的 pH 值測 H+
氫離子 ( 缺一個電子的氫 ) 的濃度，也相
當於測電子的濃度，對這類儀器來說是拿
手好戲，可測出小數點以下三位數，測區
區 pH 值算什麼呢？！筆者用石蕊試紙和
pH Meter 相互比對量子儀的精準度，確信
無誤，醫學家不應該懷疑其準確度。如此
解決了要冒生命危險抽取心臟附近的血液
來測 pH 值的難題了。

運用拓樸材料設計的 Computer，叫量
子 Super computer ，比原來一般的要快百
萬倍以上。近年來的量子醫學、無人駕駛
汽車和無人駕駛飛機也都用到了這材料。

( 五 ) 迎刃而解

現在又回到第一道難題，從筆者中醫
的經驗，無機鹼或無機鹽如此不管用，何
不從有機鹼即生物鹼著手呢？溶於水的生
物鹼其 pH ≧ 8 的雖然非常稀少，但中醫
藥材千千萬萬，難道就找不出一種生物鹼
管用的嗎？這種生物鹼不但要在胃酸下較
穩定，且在消化過程中不完全被破壞或中
和，一旦進入十二指腸便發揮餘鹼的作用
了；不但發揮餘鹼，還要考慮無不良副作
用。歷經 90 多年個寒暑，如今終有人為
華寶假說提供有力的證明了。

凡搞中醫的人都知道，中藥裡的有效
純化學成分，並不相當於中藥，因為中藥
從來不用純化學製劑，那些附帶的中藥纖
維，其中的礦物質溶解出來，發揮調節酸
鹼的重大作用。這就是為什麼中藥方可以
治這個、那個病，一旦使用純化學製劑反
而效果不彰。這一點被許多主流科學家們
詬病為「不科學」。中藥配方大多數為複
方，採君、臣、佐、使原則，依君臣佐使
來增強效用，和免除不良副作用，及決定
分量和劑量。附帶說明 pHB 的配方無需
「使」這一項，反正是改變人體血液中的
pH，也就是酸鹼度，血液一定會進入身體
的各個器官及組織的。

由此看來 pHB 這個百年來突破性的
發明，冥冥中非得要有一個中醫師隱於其
中呢！被主流科學界視為「偽科學」、「不
科學」終於有機會吐出一口壓抑的氣。難
道這是科學界的意願和走向？難道不能共
生共榮嗎？還是天意如此呢？我說不清
楚；總之，有奧圖• 華寶這個主流科學的
祖師爺護航，吾何其幸也！



05美南周刊   2019 年 8 月 9 日 李著華專欄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在美國看天下
facebook.com/ChicagoChineseNews

newslee100@gmail.com

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請登入
            

微信公眾號 芝加哥資訊網 chicagochineseweixin
李著華臉書www.facebook.com/danny.lee

李著華觀點

       章瑩穎 (Yingying Zhang) 與劉婧
堯 (Jingyao Liu) 這兩位中國留美女學
生的名字近兩年一再出現於美國主流
媒體，留學生受到如此重視，實屬罕
見！ 
      善良純潔的章瑩穎因錯失公車而
搭上素昧生平陌生人的車子而慘遭姦
殺，魂斷異鄉，使這位北大高材生的
美國留學夢碎，讓人一掬同情之淚。
心術不正的劉靜堯因參加私宴而勾搭
上企業名人，進而發生一夜姦情，惡
名遠播，她的美國夢已成幻影，使人
嗤之以鼻，感慨係之。
       人的青春有限，人世間阡陌縱橫，
充滿歧路與錯路，往往只在一念之間
走向不同道路，下場迥異其趣。
      章瑩穎出身寒門，來到伊利諾大
學不久，卻因時空交集搭上邪惡博士
生克里斯滕森的便車，卻結束了青春，
如不是被街道監視器錄影及兇手被女
友錄音，在其住所驗出的 DNA 與血

跡，章瑩穎的冤屈將永得不到伸張。
劉婧堯家境富裕，到明尼蘇達大學留
學，住豪華公寓，參加在同校短暫遊
學的京東大老闆劉強東的私宴，宴後
竟大膽私邀這位電商巨擘至其閨房姦
宿，如不被公寓監視器錄影到她歡欣
勾搭著劉董的手到自己房裡，再加上
她在第一時間對警察的回答，她污陷
劉強東強暴的罪名恐將成立，在劉強
東未被起訴後，利令智昏的劉婧堯竟
不善罷甘休，向劉強東進行民事訴訟，
目的就是錢錢錢，青春遭蹂躪，寡廉
又鮮恥！
     克里斯滕森讀書多，卻滿腦子邪
念，犯下十惡不赦滔天大罪，是學界
殘渣敗類，法律終給他制裁，讓他在
牢獄度過餘生。
      劉強東創業有成，但色膽包天，
婚姻不忠，道德淪落，絕非新好企業
家典範！

    芝加哥市中心區右側密西根湖昨天
有六十九位不同族裔的人倘仰在漂浮
圈上，他們手牽手，紀念所謂的”紅
色夏季 100 年”。
      100 年前此時此湖，一名白人青
年向一群湖中的黑人投擲石塊，以懲
罰他們超越白人在海灘的特權區域，
結果名叫尤金·威廉斯的黑人被打中
淹死湖中，白人警察竟包庇兇手，爆
發黑人憤怒，一週內芝加哥發生最嚴
重的種族暴力事件，憤怒之火延燒至
全美卅多個城市，到處有黑白鬥毆、
廝殺、搶劫與縱火等事件，傷亡人數
難計，輿論稱此暴亂為紅色夏季 (The 
Red Summer) ，由於牽連錯綜複雜的
族群關係，各種陳述據說紛紜，所以
The Red Summer 未列入美國正式歷
史章篇，如同台灣 228 事件，迄今依
然有爭議。 
      追溯歷史，在 100 年前一次大戰
結束，美國表面恢復寧靜，但戰爭實

給美國經濟和社會帶來深刻變革。
大戰在工業發達的北部和中西部創造
成千上萬與國防相關工作，引發黑人
從南方向北大遷移，改變美國人口結
構，在戰前，北方幾沒有黑人，大遷
移後，以白人為主的州市政府頒布以
街道分隔族群的法條，造成嚴重黑白
對立，偏偏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是種
族主義者，他不介意 40 萬黑人去法
國打仗，但對他們回美國卻沒有積
極接納，正因黑人回歸平民生活遭困
境，變成了血腥夏季騷亂。
      經過一世紀的努力，美國種族歧
視問題已逐漸解決，不幸的是現在又
出現一位極端種族主義的川普總統，
為了選舉，他裂解族群關係。
      在紀念紅色夏季之際，川普總統
應該記取 100 年前威爾遜總統的教
訓，使美國多元化族群的路途步入正
軌！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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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天， 皎陽似火，暑氣蒸人， 
這本是正常天候，但今年夏天卻異
常炙熱，在北半球創下有史以來最
熱六月天後，歐洲這幾天慘遭熱浪
襲擊，英、德、法和荷蘭都創下 歷
史新高紀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大
火，燒毀大片森林，真是熱死人，
也嚇死人！
     為因應惡劣天氣，各國紛紛採取
特殊防暑措施，例如為防止因高溫
造成路面惡化影響而在高速公路限
速行駛，禁止老舊汽車進入市中心
區以減少污染， 有的暑期學校則因
太熱而關閉。
      根據氣象預告，非洲大陸未來幾
天氣溫會達到攝氏 45 度，西班牙 50
個省中有 33 個省將達到破紀錄攝氏
44 度高溫，一股熱氣流將從撒哈拉
向北移動，大西洋上空的一場風暴
和中歐的高壓把這股熱氣向北吹襲
而去，後患無窮。 
     毫無疑問，是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的 效應造成了今日世界惡
劣的天氣。科學家們一致認定，不
但今年熱浪襲擊歐洲與氣候緊急暖
化密切相關，而且在未來幾十年，
這種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將
增加許多倍，當然熱浪與人為造成
的二氧化碳過多排放量更是息息相
關。
      隨著全球變暖，全球熱溫升高比
以往都快，而且越來越明顯。全球
變暖帶來的最大危害在於人們來不
及適應新高溫氣候而使生活步調大
亂！
      值得注意的是，熱浪釀成的死亡
率雖然遠高於其他災害造成的死亡
率，且死亡人數也是最多的，但往
往卻比洪水或暴風雨造成的死亡所
引起公眾關注的少太多。
      全球變暖，這一殘酷的現實將給
我們這一代以及今後幾代的人類文
明帶來嚴峻考驗與負擔，我們需要
更睿智的科學來解決這個問題。

      盛產大蒜的加州北部農業小城吉
爾羅伊舉行年度大蒜節（Gilroy Garlic 
Festival）將近尾聲之際，竟遭暴徒開
槍掃射，造成死傷慘劇，警方在一分
鐘內把槍手格殺，平息這場災難。
      美國許多小城鎮常利用假期舉辦
不同特色節慶活動，總吸引大量外地
遊客參加。吉爾羅伊人口不到五萬，
因大蒜林立，整個城市文化圍繞大蒜
發展，被喻為”大蒜城”，大蒜節已
辦了 40 年，遠久皆知，兇手選擇在這
個標誌性慶祝活動行兇，心機卑劣 , 
罪無可逭。
     發生這樣不幸災難，槍支自然又受
到討論。儘管槍支是無生命的，但對
人們帶來的傷害是巨大的。此次兇手
使用的軍用步槍是為戰場設計的，因
此推說是為了狩獵或自衛而出售的說
法是荒謬的！
     在暴力事件後會促使川普或國會採
取行動嗎？

     答案是否定的，川普除了只會用推
文和口頭為受難家屬哀禱外，他毫無
作為可言。
     事實上，白宮和國會因需要支持，
所以長久以來都未能打破槍支遊說團
體對聯邦槍支政策的鉗制。
     在美國，由於槍枝氾濫成災，根據
統計，遭受槍害的平均每天有數十人，
每年有數萬人，許多節慶活動都籠罩
在槍枝暴力陰影下，槍擊事件無處不
在，沒有任何場所是安全的，校園、
教堂、工作室、電影院、音樂節………
都曾遭到槍擊危害，種族主義者、極
端分子和精神病患者用各武器對人群
進行射擊。
      加州是槍支管制最嚴格州之一，
但這次槍擊案證明再嚴的槍支法也有
疏漏，這次槍手使用的 ak -47 式步槍
就是繞過加州在內華達州合法購買，
所以槍枝管控如不能普及到每一州，
那是不會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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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眼瞼內映著紅與綠的偏差，艷陽里的盛夏，空氣在燃燒蒸發，紫外線覆蓋皮膚落下，那
個躲在後巷錯落形成的遮蔽，偷偷躲著休假。

1. 不休眠畫廊的藝術與攝影展覽（Houston Hoods: Art & 

Photography Show at Insomnia Gallery） 

這個週末的不休眠畫廊將舉辦展示休斯頓本地藝術家獨
特作品的藝術與攝影展覽。
時間：8/9，8pm-11:55pm
地 點：Insomnia Gallery (708 Telephone Road Houston, 
TX 77023)
費用：免費

2. 完美小子音樂會（Dude Perfect at Toyota Center） 

著名 YouTube 綜藝團體“完美小子”將他們的首個現
場巡迴表演帶到了豐田中心。
時間：8/9，7pm
地 點：Toyota Center (1510 Polk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20
3. 斯 圖 爾 特 海 灘 的 沙 雕 教 學 課（Sandcastle Building 

Demonstration & Lessons at Galveston’s Stewart Beach） 

這個週末的斯圖爾特沙灘將有專業沙雕建造師為各位民
眾教授如何建造沙雕。
時間：8/10，8am-3pm

充滿人與情的街 為煙與火透了夜

地 點：Stewart Beach (201 Seawall Boulevard Galveston, 
TX 77550)
費用：免費

4.2019 年度休斯頓德州人隊訓練營（Houston Texans 2019 

Training Camp at NRG Park） 

2019 年度的休斯頓德州人隊訓練營將在 NRG 公園舉
行。
時間：8/10，9:10am
地點：NRG Park（1 NRG Pkwy Houston, TX 77054）
費用：詳情請見官網
https://www.ticketnetwork.com/en/sports/tickets/nfl/
houston-texans/c/99000439

5. 科迪約翰遜與朋友們的

音 樂 會（Cody Johnson & 

Friends in Concert at Toyota 

Center） 

科迪約翰遜與他的特約嘉
賓們將會在豐田中心帶來
一場精彩的音樂盛宴。

時間：8/10，7pm
地 點：Toyota Center (1510 Polk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43.30

6.DIY 汽 車 塗 裝 之 夜（DIY Art Car Paint Night at Bungalow 

Heights） 

聖阿諾德酒廠將舉辦本次 DIY 汽車塗裝之夜，歡迎各
位將獨特的創意揮灑在塗裝顏料之上。
時間：8/10，7pm-11pm
地 點：Bungalow Heights (1919 Beall St Houston , TX 
77008 )
費用：免費

7. 安 迎 溪 谷 早 間 市 集（Heights Morning Market at Onion 

Creek） 

本週的安迎早間市集將囊括美味的早午餐、精彩的現場
音樂和豐富的本地藝術品等。
時間：8/11，10am
地 點：Onion Creek (Onion Creek 3106 White Oak Dr 
Houston, TX 77007)
費用：免費

8.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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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外國留學生又成了網絡的熱點，

從山大的“異性伴讀”事件到福州農大留

學生當街推搡交警被輕罰的事件，外國人

在中國是不是享受著“超國民待遇”，引

發了網友的熱議。作為一個曾經有着十二

年警齡的離職民警，作者只想根據自己的

親身經歷跟大家聊聊為什麽民警不願意拘

留外國人。其實原因只有一個：煩，太

TM 煩了。

  案件其實很簡單，一個持用偽假幾
內亞比紹護照的黑人兄弟從南方某空港口
岸入境（以前給六局證研網寫文章都這麽
寫，習慣了），然後從我當時工作的口岸
出境時被我們查到了。案件審查完畢後，
因為當事人身上沒錢，我們原來準備開一
個限期繳納的處罰決定書，然後讓他出
境，列個不準入境，不讓他回來就行了。
至於錢交不交其實無所謂了，別滯留在國
內就行。但是這個請示報到總站指揮中心
後被打回來了，總站明確要求，沒錢就改
處拘留，不能便宜了他。我當時剛剛從從
魔都邊檢總站調到新單位，不由的感慨這
執法力度，杠杠的。

  立馬按總站要求開了行政拘留處罰決
定書，準備送去拘留所了。這時，第一個
問題出來了，送哪裏？隊裏老民警說，我
們站剛成立一年多，以前沒拘留過人，不
知道送哪裏，更不知道外國人送哪裏？沒
辦過，沒關系，問兄弟單位啊，全國最大
的邊檢站和行政級別最高的邊檢站都在我
們總站，打電話問。結果兩個站都答復，
印象中職改後就沒辦過。然後又打電話給
本地的機場邊檢站，他們遇到的外國人
多，應該見多識廣。結果機場站的值班副
隊長直接回復“沒辦過，拘留外國人？你
們站腦抽了吧”。沒辦法，只能自力更生。
終於有個老民警說，以前送過外籍網逃，
好像是去市局預審監管支隊的“三所”。
有門，出發。開著警車押著人到了三所，
門口大大的“某某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
讓我心裏咯噔一下，好像有點不對。但是
老民警信誓旦旦的說，當時就是送到這
裏的。接下來的故事，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三所門口那個保安大爺蔑視的眼神，“你
們這是行政拘留，行政拘留送四所。外國
人？外國人行政拘留也送四所，四所是治
安拘留所，我們這是看守所，看守所！懂
不懂？”。

  好吧，雖然被鄙視了，但是至少知道
送哪裏了。又趕緊挪窩跑到四所。驗過文
書材料後通知我們帶當事人去體檢。第二

個問題來了，這哥們怎麽都尿不出來，一
瓶怡寶飲用水喝下去，還是不行。黑人兄
弟說他從沒進過監獄，緊張，尿不出來。
我只好耐心的給他做思想工作，“你看
你，這麽高，這麽壯，裏面關的都是越南
人，他們只有這麽高，還很瘦，根本打不
過你，你進去絕對就是裏面的 Boss，不要
怕”。好說好歹尿了一點出來，終於可以
送進去了。說句良心話，這哥們不錯，沒
吸毒，沒艾滋，跟我們後來抓的相比，簡
直是一朵純潔的黑蓮花。我們站後面抓到
的幾個，不是吸毒就是艾滋，根本送不進
去，只好自己監管了。（吸毒、艾滋、開
放性肺結核、高血壓等等，拘留所是不收
的，而外籍嫌疑人中前兩類比例很高）

  人好不容易送進去了，又開始操心
下一個問題。拘留外國人要通知對方國家
的駐華使館。雖然我們國家和幾內亞比紹
之間沒有簽署領事協議，但是因為詢問的
時候，當事人要求通知使館，沒辦法，還
得通知。根據上峰的有關指示，我們基層
邊檢站是不允許私下直接聯系外國駐華使
領館的。於是，我給總站打電話，請他們
通知幾內亞比紹大使館。結果總站回復我
們，這種事情，你們站裏自己處理。當時
我正好從辦案科隊調到了站辦公室當參
謀，於是這個活轉了一圈又回到我頭上。
反正有上面的授權，打個電話嘛，簡單。
結果幾內亞比紹駐華使館，網上找了一
圈也沒找到聯系電話，連個網頁都沒有。
然後我勇敢把電話直接打到了外交部，詢
問聯系方式。現在想起來當時最聰明的一
件事就是沒有告訴外交部我的身份，而是
“杜撰”了一個準備前往幾內亞比紹淘金
的“普通中國公民”的身份打的電話，不
然估計又是要求正式行公文過來。拿到電
話以後，用值班室的錄音電話給一個不知
道是大使還是參贊的人打了一個電話，通
報了有關情況，順便提醒他們一下，根據

有關國際條約，遣
返的費用應該由大
使館承擔。然後，
電話那頭斬釘截鐵
的回答，人隨我們
處置，錢他們一個
子 都 不 會 給 的。
（感覺像在通知我
們可以撕票了）

  使 館 通 知 完
了，第四個問題出
來 了， 拘 留 結 束
後，按規定我們要

把當事人遣送出境。按我的意思，隨便找
個非洲國家的航線扔上去就行了。領導義
正言辭的跟我說，不行，你把他扔一個人
生地不熟的地方，萬一他餓死了怎麽辦，
我們要承擔責任的，一定要把他安全的送
回幾內亞比紹，你去聯系機票。乖乖龍地
洞，去幾內亞比紹的機票，怎麽買。淘寶，
攜程，藝龍，當時的幾大訂票網站都無法
提供去幾內亞比紹的機票，包括轉機的方
案，這種偏僻的地方，系統根本規劃不
出航線。沒辦法，只好自己上網搜，找了
一家挺大的票務公司，把需求告訴他們。
為了避免票務公司因為是遣返人員而拒絕
出票，我打電話的時候還特別說明當事人
是我一個“關系很好”的幾內亞比紹的朋
友，鬼曉得我怎麽會認識這樣的朋友。沒
多久，票務公司的小妹興高采烈的打電話
來了，“我們給你規劃的航線是從上海出
發到美國的芝加哥，然後……” 。“打
住，我的朋友去不了美國，換個方案”。
又過了一個多小時，小妹又打來電話，
“可以先從廣州飛法蘭克福，然後……”。
“停，德國我的朋友也去不了，反正航線
不能途徑發達國家，你們再看看”。最後
票務公司回復我，搞不定。哎，又得自力
更生。自己上網查，正向不行，我就反著
推，從幾內亞比紹有幾條航線開始倒推。
結果一查發現，幾內亞比紹的首都比紹只
有三條國際航線，承運商分別是葡萄牙航
空公司、佛得角航空公司、塞內加爾航空
公司。葡萄牙裏斯本到比紹的線路可以排
除，佛得角比幾內亞比紹還要偏僻，也可
以排除。可以考慮的只剩下塞內加爾首都
達喀爾到比紹的航線。於是問題就簡化為
如何把當事人送到達喀爾。這下問題立馬
簡單了，找非洲天空的霸主，埃塞俄比亞
航空公司。最後一番計算後，航線規劃完
畢，從香港啟程，經曼谷、亞的斯亞貝巴、

達喀爾到比紹。除最後一段是塞內加爾航
空公司執飛以外，其他航線都是埃塞俄比
亞航空公司，完美。最後小吐一個槽，那
時候 Google 中國還是可以用的，但是上
面根本查不到我要的東西，反而是通過百
度查到了我需要的幾內亞比紹的航班信
息，所以我一直認為百度比 google 要好
用。

  最後在香港入境處的大力協助下，這
位兄弟被送回了他的祖國，機票共花費人
民幣一萬元左右，還不包括開警車去廣州
買票的油錢。這個案子，本來我們只是收
不到 2000 塊罰款的問題，最後我們的納
稅人還倒貼了 1 萬元進去。絕對，腦抽了。
好在這個案子結束後，我就離開了一線執
法崗位，後面幾次更慘的執法任務都躲過
去了。但是我們有民警在執行押解外籍嫌
疑人的過程中被艾滋病毒攜帶者抓傷，還
有民警為了監管不符合羈押條件的外籍嫌
疑人在賓館的房間同吃同住近一個月，也
不知道這到底是誰把誰拘留了。

  其實涉外案件的辦理過程中，還有
許許多多的問題，比如翻譯問題，剛剛還
一口京片子和你談笑風生的黑人兄弟，可
能一進詢問室立馬就告訴你，“sorry，I 
can‘t understand Chinese ？”你以為給他
找個英語翻譯就行了，不好意思，你又掉
坑裏了。人家國家的官方語言是斯瓦西裏
語，除非他明確用英語寫下他通曉英語，
可以用英語接受詢問，否則你就得給他找
一個斯瓦西裏語的翻譯。很多小語種的翻
譯別說一般的二三線城市了，就算帝都
魔都都是鳳毛麟角。比如要是抓到了巴鐵
兄弟就要先問清楚是普什圖語還是烏爾都
語，整個魔都當時都只有兩個普什圖語翻
譯。有一次，一位學阿拉伯語的兄弟休息
日被領導叫到現場當翻譯，還打了一百多
塊錢的的士，進詢問室才知道對方是伊朗
人。Excuse Me，伊朗人講的是波斯語，
你把我一個學阿拉伯語的叫過來幹嘛。邊
檢已經是公安系統中小語種人才儲備最多
的單位了，很多邊檢民警都擔任了地方公
安系統的義務接警員，利用三方通話技
術為 110 報警服務臺和出警民警提供翻譯
服務。每個月只給幾十塊錢的通信補貼。
那時候手機接聽也是要收費的，幾十塊錢
的有時候還不夠兩次出警的通話費用呢，
都是民警自己貼錢進去的。連邊檢在翻譯
問題上都要撓頭，那其他警種就可想而知
了。

                                       （新浪微博）

為什麽中國民警不願意拘留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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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總是把垃圾出口
到我的國家？你們為什麼不自
己 處 理 自 己 的 垃 圾？ 為 什 麼
我們要受來自你們垃圾的影
響？”

 據《 雅 加 達 郵 報 》13 日

報 導， 來 自 印 尼 東 爪 哇 省 的

一 名 12 歲 女 孩 阿 茲 紮 赫 拉

（Aeshnina Azzahra） 近 日 給

美國總統特朗普寫了封信，就

“洋垃圾”問題發出質問。

 阿茲紮赫拉說，她必須給
特朗普寫信，因為美國是對印
尼最大的垃圾出口國。她在信
中寫道，現在印尼河流“非常
髒臭”，許多工廠將垃圾隨意
地排放到土地和河流內，而這
些垃圾大多數來自美國。

“現在印尼的河流又髒又
臭，我們不能游泳了，不能釣
魚了，不能在河裡玩了。我們
的沙灘以前很漂亮，現在也變
髒了，” 阿茲紮赫拉稱，美國
的垃圾還污染了印尼的海洋，
並被海洋動物吃掉。

 她還提到，印尼目前是世
界第二大塑膠垃圾生產國，而
“其中的一些垃圾就是你們
（美國）的垃圾。”“我的夢
想是，未來印尼的河流能再次
變清澈，印尼的海灘也能再次
變美麗。”

 “所以，請停止將你們國
家 的 垃 圾 出 口 到 印 尼， 請 幫
助我們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
來。請把你們垃圾從印尼帶回
家！”

除了給特朗普寫信之外，
阿茲紮赫拉 12 日還參加了環
保主義者在美國駐印尼東爪哇省泗水總
領事館前舉行的抗議活動。報導稱，參
加抗議活動的環保組織布蘭塔斯河聯盟
（Bracsip）將阿茲紮赫拉的信和他們的

事實上，面對來自歐美國家的
大量垃圾，東南亞國家已經不堪重
負，國內反對進口處理外國垃圾的
呼聲日益提高。《雅加達郵報》7
月 2 日報導稱，印尼正在將 49 個
裝有有害廢品和垃圾的集裝箱送回
它們的原產國。該國海關人員表
示，這些垃圾主要來自美國、澳大
利亞、法國、德國等。

這並不是印尼對“洋垃圾”的
首次“退貨”。《雅加達郵報》6
月 14 日報導稱，印尼環境和林業
部在當天將 5 個裝有垃圾的集裝箱
退回了美國，並宣稱印尼“不會成
為另一個世界垃圾桶”。

“今日俄羅斯”（RT）在此前
報導中稱，印尼環境和林業部長巴
卡爾早在 6 月初就發出過警告，稱
任何非法入境的垃圾都會被立即
“遣返”。巴卡爾還強調，印尼政
府將會著重調查與此相關的瀆職或
違法行為。該國已於 2015 和 2016
年退回了數十個裝有非法塑膠垃圾
的集裝箱。

報導稱，隨著中國在 2018 年 1
月停止進口“洋垃圾”並發佈相關
禁令，缺乏垃圾回收處理能力的
西方國家被迫在亞洲尋找新的“市
場”。印尼的塑膠垃圾進口量在去
年增長了 141%，總量超過 28 萬噸，
打破了近十年來的記錄。

而在印度“跟隨中國的榜樣”
禁止固體塑膠垃圾進口之後，西方
國家面臨的形式更加“嚴峻”。大
量來自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的垃
圾開始流向馬來西亞、泰國、越南
和菲律賓，而這些東南亞國家也紛
紛拿出對策：馬來西亞和越南對垃
圾進口做出了更多限制，而泰國則
宣佈禁止從國外進口塑膠垃圾。同

時，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最近都將大量垃
圾“遣返”回原來的國家。

                                     ( 觀察者網 )

聲明一起寄了出去。
布蘭塔斯河聯盟的協調員艾瑞三蒂

（Prigi Arisandi）說，他們鼓勵東爪哇
省的居民說出進口垃圾對他們社區生活
造成的嚴重破壞。

該聯盟稱，2018 年，美國向印尼出
口了超過 15 萬噸廢紙，是去年同期的 6
倍。而“洋垃圾”爆發式進口的背後，
是印尼工廠給出的處理垃圾的低廉價
格。

  印尼 12 歲女孩致信特朗普 :

        為啥把垃圾送到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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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擁有一張美國護照或者美國綠卡，那不一定

是一個護身符，有時候這都是一個催債符。今天英國後

任首相詹森，在五年之前就把自己的美國護照退掉了，

他本來是出生於美國的，按說他現在是美英雙重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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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麼不講理？為什麼要退掉？原因很簡單，他自己
都說，我當年在英國把我英國的一個房子賣了，結果美
國的稅務部門跟我收稅，說我是美國公民，你在英國取
得的所有收入都得給美國交稅，憑什麼？我除了出生在
美國之外，我這一生大半時間都在英國度過的，乾脆我
把美國護照退了，我不當美國人了，我就不用交這個錢
了。

  那個時候我們就講，不光你有美國護照要全球性的
交稅，你有美國綠卡你也得全球性的交稅，有的人還不
理解，說理論上講你有美國綠卡你不是美國人，你可能
是別的國家人，只不過有了美國的永久居留權而已。

  但是美國的法律就是這麼霸道，只要你有綠卡了，
甭管你實際是哪一國人，美國的稅務部門都可以全球性
的征你的稅，只要你有收入你就得給我交稅。好吧！誰
讓你有了美國護照或者美國綠卡的？那麼你掙了錢了，

你就得給政府交稅，這是天經地義。
  全球各國政府都徵稅，咱也能理解，可是大家知道

嗎？有了美國護照和綠卡可不只徵稅這麼簡單，你在全
球範圍內的金融帳戶都要向美國政府報備。這幾天在北
美華人圈還流傳一個故事。

  有一個華人女子，咱得講清楚她的身份，她是一個
中國人，只不過她取得了美國綠卡，擁有美國的長期居
留權。這個中國人因為沒有告訴美國稅務部門她在中國
有銀行帳戶，現在面臨牢獄之災了。

  因為美國就有相關法律規定，只要你有綠卡，那麼
你在全球任何一個國家有一個銀行帳戶也好，基金帳戶
也好，投資理財帳戶也好，股票帳戶也好，那個帳戶在
過去一年峰值的時候達到過 1 萬美元，你就必須向美國
的稅務部門報備。

  大家記住，那個財產可能是你長久以來就存在海外
的，並不是你的收入，也不應當交稅。但是你只要有這
樣的金融帳戶，你就必須向美國稅務部門報備，如果不
報備怎麼辦？一旦被人查出來了，就是巨額罰款加上牢
獄之災。這個女子現在就面臨她的帳戶要被罰掉 5 萬到
10 萬美元，同時還有五年的牢獄之災。

  有的人說這是不是歧視華人？現在中美之間不是
在貿易上有點摩擦？我跟大家講，完全不是！這是人家
美國的國內法律，而且人家針對的絕對不是華人這個群
體。兩年前有個韓國人，他也有美國綠卡，他就是因為
沒有向美國稅務部門報備他在海外的金融帳戶，那個金
融帳戶上有接近 2800 萬美元，結果怎麼樣？美國的稅
務部門起訴了他，要求對他進行罰款，罰一半，你那兩
千八百萬美元要沒收 1400 萬美元，而且有可能對他要
施以十年以上的徒刑。

  大家看到了？不光是收入你要給人納稅，你在外國
的帳號也必須讓美國政府知道，你不讓它知道，這就不
是簡單的違法行為了，這是犯罪行為了，要罰款要坐牢
的。為什麼美國會推出

  這麼嚴厲的措施？很簡單，作為一個美國護照或
者美國綠卡持有人，你在海外有帳戶，你帳戶上有很多
的資金，你不把這個事告訴美國稅務部門，不告訴美國
政府你就有洗錢逃稅之疑，你就是準備隱匿你未來的收
入，不把你的收入放在我們監管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就先下手為強，只要知道了你有隱匿的
海外帳戶，直接就對你罰款讓你坐牢。所以大家看到了
吧？在美國，稅務這個事可真的不是鬧著玩的，你有收
入要納稅，你有海外帳戶要申報，你到銀行存錢還不能
存大額現金，存大額現金你要告訴人家你的合法來源，
你也不能把大額現金像老鼠搬家那樣，每次就存個不到
1 萬美元，小額多次存人家也會自動報警。

  就是在這一整套嚴密系統的監控之下，才能保證
美國稅務局把每個人該交的稅全都拿到口袋裡來。所以
那些想拿到美國護照和美國綠卡的人，你真得掂量掂量
點。

                                                                  ( 文學城 )

華裔隱匿中國帳戶被抓  罰款 10 萬
入獄 5 年！這麼不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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