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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Shirley LiShirley Li

國泰保險
奧巴馬健保免費申請
聯邦紅藍卡、白卡醫保
服務熱線:832-875-8084
微信：yiyichen6809

Email：gtbetteridea@yahoo.com
9219 Bellaire Blvd. Ste 153, 
Houston (百佳超市對面)



BB22廣 告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World Journal ' 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Name :                                                                                          Date :           /         /                Name :                                                                                               Date :           /         /

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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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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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 白先勇老師文學講座
[戲中戲～【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本報訊）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繼上個月主辦精
彩難忘的李寶春京劇演出之後，緊接著另一讓人期待且機會難
逢 -由文學大師白先勇老師主講的文學講座也即將登場了。

此番應【中美文化講壇】執行長之邀， 10/27 日下午二時
， 白先勇老師將第三度光臨休士頓佛光山中美寺，為休士頓聽
眾再做一場極為精彩的專題演講，這次的題目是 「戲中戲～ 紅
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所謂 「點題功用」，就是在文章的關鍵地方，用一兩句簡單
扼要的字句，點明題意。這個功用，不僅可以使文章主題頓時鮮
明，也把文章的中心思想彈跳突出，讓讀者讀起來更加清楚易解
。白先勇老師將以深入淺出的手法解讀【紅樓夢】詩詞、戲曲，
看它們如何呼應人物命運，以及如何預示其後故事發展。

白先勇老師認為 「《紅樓夢》是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

文化的極點。」他稱《紅樓夢》為史詩式的人生輓歌，深刻
揭示人生無常，並指出書中不少人物的衝突關係實為儒家與
佛道兩家思想的交鋒。他形容《紅樓夢》是集大成的一部書
，從中可看《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牡丹亭》

等文學著作等對其影響， 「曹雪芹是在前人基礎上創奇書，
書中詩詞及人物都並非裝飾，而是各有其點題功用和象徵性。

白老師亦多次強調《紅樓夢》是一部說不盡的小說。在他看
來處處充滿象徵，講述的其實是佛家寓言，女媧補天靈石墜入紅
塵，成為多情人賈寶玉，最後歸真，全書可謂道家
、儒家、佛家熔於一爐，互為引證。

白先勇出生於廣西省桂林市，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
學系，父親白崇禧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與第一任中華民國國
防部部長。白老師是頗負盛名的臺灣文學家、劇作家、小說家、

崑曲製作人、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其代表作品：【寂寞
的十七歲】，【孽子】，【遊園驚夢】，【台北人】，【紐約客
】，【玉卿嫂】----等均膾炙人口。

白先勇老師集其一生對紅學的研究，這次以 「紅樓夢的點題
功用」為主題，就註定了必定精彩的演講內容，絕對對大家會是
一次非常震撼的文學洗禮。

佛光山中美寺歡迎十方大眾再度蒞臨，敬請把握機會，踴躍
報名參加，期待與大家分享。講座免費入場，歡迎事先電話報名
登記

時間：十月27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點：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李燕伯先生和王美女士本周六主講
「長期護理給自己身體做個保障」 刻不容緩
美國嬰兒潮一代一一於 1946 至

1964年之間出生的人，達8000萬人之

多，自五、六年前起就以每天1.1萬

人的速度退休，美國也跟許多其他國

家一樣社會日漸趨於老齡化，雖然美

國人壽命比以前更長，但長壽不一定

就更健康更幸福，伴隨年齡日增很多

人有慢性病、或身體老化的現象慢慢

出現，因此規劃未來、具備長期護理

就是給自己做個保障，至關重要。

據美國流行病學統計，相當多的

退休人士及耆老有身體、情感和認知

產生障礙，影響他們獨立生活能力。

據統計，美國目前接受長期護理的民

眾約有1200萬人，其中高達87%是透

過沒有報酬的家庭成員來照顧，這對

提供照顧服務的家人(Caregiver)來說，

不論財務、情感、身體和時間上的消

耗相當巨大。因此事前準備工作就相

當重要，目前主要支付長期護理開銷

的方式有三種，分別是「自掏腰包、

長期護理保險的理賠、政府醫療補助

」等。

據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

man Services(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統計，6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70%會

因某種因素而需要用到長期護理。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ong-Term

Care Insurance(美國長期護理保險協會)

統計，所有長期護理保險理賠中，有

50%的人需要長期護理的時間平均是

3.9年。而全美各地的Nursing home (療

養院)及Assisted living facility (生活輔

助機構)費用各異，但可以肯定的是，

費用只會越來越貴。

很多美國民眾以為將來若需要長

期護理時，可以使用健康保險；或者

等年滿 65 歲時就有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聯邦醫療保險會照顧我們

，但實際上，健康保險不負擔長期護

理；聯邦醫療保險涵蓋的範圍也有限

，我們可能需要自己負擔大部分的費

用。

比方說，你需要長期護理時，住

進醫院至少三天才能轉院到聯邦醫療

保險核可的Skilled nursing facility(專業

護理機構)，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會全額負擔頭20天的費用；假如還繼

續需要Skilled nursing care(專業護理)，

第21到100天，聯邦醫療保險只負擔

部分費用，餘額需要自己Co-pay(共

付) ，超過100天時，聯邦醫療保險

不會負擔任何費用。而一般 Private

Medigap Insurance(私人 Medigap 保險)

，也只負擔部分 Copayment(共付額)

。

怎麼樣才符合長期護理的條件呢?

1. 日常生活中沐浴、進食、大小

便失禁、如廁、穿衣、下床走動這六

項中有兩項或以上不能自理，且超過

90天時，由醫生出具證明就符合需要

長期護理的條件。

2.如果是嚴重的認知失能，帕金

森氏症(Parkinson’s )或失智症(Demen-

tia)，其中一項經由醫生證明就符合。

需要住進療養老院或使用老年生

活輔助機構的花費相當多，即使自掏

腰包也是非常龐大的一筆開支，不是

每一個人都能支付得起，而且臨時需

用時不一定有空位，因此若沒有獲得

補助或是以保險支應，對財務將會是

個相當沉重的負擔。

加州南灣失智症教育聯盟主席

David Hart表示，「規畫未來重要的部

分，是了解長期護理系統，了解自身

需要，及早做出保險等規畫」。故而

，在比較年輕、身體健康狀況良好時

投保費用較低，而且應該投保足夠金

額；此外，應該在眾多保險計劃中選

擇優良的項目，最好是能由自己掌控

，而非受至制保險公司。

請不要錯過本周六（10月26日）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僑教中心203室

，由李燕伯先生及王美女士主講的

「如何掌控您的財務未來」研討會，

您將會深刻體會「長期護理給自己身

體做個保障」刻不容緩!（施慧倫供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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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健康講座的新聞稿健康講座的新聞稿:: 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

20202020年奧巴馬健保講座年奧巴馬健保講座--角聲社區中心角聲社區中心

「如何掌控您的財務未來」 研討會

（本報訊）近日電視台專訪知名律師談及主題 「公共
負擔」（Public Charge)時，律師特別說明 「公共負擔」的
定義是”Primarily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for subsistence
by receiving public cash assistance for income maintenance or
institutionalization for long-term care at government expense
”也就是接受政府現金補助維持生計和長照，並且指出”
Premium tax credit under the ACA” 以及”CHIP”是不屬
於公共福利，也就是說奧巴馬健保和兒童醫保不算是公共
負擔或公共福利。因此民眾不需要因為申請了奧巴馬健保
或兒童醫保而憂慮綠卡或公民會在面談時而受阻。角聲社
區中心在10/26下午二點奧巴馬健保講座中將會更詳細為
民衆解說釋疑。

2020年奧巴馬健保計劃講座
地址: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7001 Corporate Drive #379,

Houston, Texas 77036
時間:10月26日星期六2:00 PM – 4:00 PM
聯絡: 需要事先電話: 713-270-8660, 832-419-2084

預訂座位
內容包括:
A. 詳細解說奧巴馬健保計劃(2020年需要知道的重要

訊息, 年度申請，和特殊申請條件, 政府補助條件, 孩子們
的健康保險, 收入的資格條件, 申請醫保需要準備的資料,
如何看懂你的醫療保險, 基本醫療保險的術語解釋, 沒有收
入者的醫療保險, 其他的健康保險-非營利組織的醫保，短
期364天內的醫保，牙齒保險)

B. 特別介紹今年參與健保的新保險計劃（諸如：一改
過去高自付額為0自付額的低保費銅級計劃與低共付額的
銀級計劃等等）

C. 協助選擇真正適合自己需要的保險計劃
D. 介紹非奧巴馬健保的保險（PPO 或其他的健康保

險）
講員: 曾惠蘭 電腦教育博士,曾任職貝勒醫學院18年。

代理各類聯邦醫療保險的合格專業人員，且為號角月報
「醫療保險」(或問答)專欄作者, 有二十多年服務經驗。

（本報訊）日期： 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00AM – 11:30AM
活動： 健康講座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主講人：陳正德醫師
題目： 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

在僑社行醫多年的陳正德醫師，關心社區建康，致力於乙肝
篩檢、預防、早期治療及追蹤不遺餘力。

大多數乙肝患者在早期沒有明顯症狀，仰賴肝炎血液篩檢是
關鍵。慈濟德州分會與陳醫師在今年春季與秋季共同舉辦免費乙
肝篩檢服務。經過第一步抽血檢驗，下一步就是對檢測報告結果
關心的時刻。受檢人是否未曾接觸過乙肝而血液中無任何抗體、
或患有乙肝而不自知等等問題的答案都是受檢人或一般民眾亟想
知道的。

陳醫師以關懷的心將於10月27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三十分
於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提供健康講座，講解篩檢測試結果報告，
同時並討論乙肝的預防、症狀和治療。更重要的是，他將談論
「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

請大家告訴大家，慈濟與大家共同努力，改善自身、家庭成
員和社區健康。主辦單位並為來賓提供健康簡餐。請電慈濟德州
分會(713-270-9988, 713-981-8966)提前訂位俾便統計訂餐人數
。

（本報訊）九一一悲劇之後，人們發現已沒有什麼事不可能
發生；2009年金融海嘯來襲，大多數人財富巨幅縮水，世界整個
被顛覆了! 雖然美國經濟已經恢復、財報似乎相當亮麗，但 「看
壞經濟」的憂慮所在都有，似乎充滿了 「不確定」、 「不安感」
甚至 「恐慌」，面對這些變數，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做到 「掌控我
們的財務未來」! 因此具備財務知識及預做妥善安排不容輕忽。

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推廣”Financial Education”， 全美國只
有五個州在高中有財務教育課程，很多剛踏出校門的人不懂財務
管理，濫用信用卡的循環利息，造成助學貸款永遠還不完，年紀
輕輕的就背負債務…在在顯示Financial Education的重要。

您聽說過愛因斯坦72定律嗎? 您知道複利對財富增值的影響

嗎? 積少成多，您曉得從嬰幼兒、青少年開始，就可以輕鬆幫他
們累積財富嗎? 您聽說過幫孩子存529教育基金，有時反而會影
響獎學金的申請嗎? 您知道從21 歲起就規劃長期護理可以保護家
庭嗎? 人的壽命增長，退休生活需要準備更多的資本，怎麼樣可
以讓您儲存的退休金不致損失? 中國與100國家實施CRS(Com-
mon Report Standard) – 全球通報系統，您希望把國外資產轉換
為美國安全資產嗎? 人人都希望合法省稅節稅，您想知道怎麼做
嗎?

請不要錯過 10/26(週六)2-4PM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舉行的“Take control of
your future financially” Workshop，Senior FinancialServices Profes-

sionals 李燕伯先生及王美女士邀請您來參加 「如何掌控您的財務
未來」研討會。

您一定聽過: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切記: 你自己最重要
! 汽車房屋都需要保險以防萬一，難道你的身體不如汽車房屋重
要、不需要保障嗎? 長期護理不是老年人的專利，長期護理不一
定與壽命或疾病有絕對關係，它所保障的是一個人日常生活起居
的基本自理能力，包括穿衣、洗澡、吃飯、如廁、走動、失禁；
健康的青年人工作、運動、開車發生意外也會需要長期護理。假
如一個人因為任何原因喪失了兩種以上的基本自理能力，需要長
時間在日常起居上得到照顧，就需要長期護理，因此在健康及財
務兩方面都獲得保障是不可忽視的。

智能驅動 “網”連世界
——透視5G時代的智慧圖景

技術的更疊總像浪潮壹樣推動著社

會的變革。見證了4G時代數字經濟的蓬

勃發展，人們對5G將帶來的未知世界更

加期待。

工信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聞庫22

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透露，截至目前3

家基礎電信企業已在全國開通8萬余個

5G基站。近日於烏鎮舉行的世界互聯網

大會上，眾多5G新應用向世人揭開神秘

面紗。

5G將勾勒怎樣的智慧圖景？業界企

業家、專家學者、權威人士就此展開熱

議。

智能—— 5G時代“關鍵詞”
網絡的質量和速度在壹定程度上決

定著經濟發展的質量和速度。如果說4G

推動數字經濟的繁榮，那麼5G則加速推

動智能世界到來。

壹輛汽車正常行駛，“駕駛員”卻

坐在幾公裏外的操控平臺前；4K、8K等

超清視頻體驗，給人身臨其境的感受

……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壹批新應

用亮相。

“5G和4G相比，峰值速率提高了

30倍，能效和流量密度提高百倍。”中

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說，5G推動了人工

智能跟物聯網的結合，為互聯網以及整

個經濟發展註入新動能。

很多創新都將從概念走向大規模應

用。

不久前，百度自動駕駛出租車在長

沙部分測試路段試運營。經歷了研發、

試驗、道路測試等漫長歷程，無人駕駛

隨著信息技術的升級而“漸行漸近”。

“4G 時代反應時間是 100 毫秒，

‘5G+邊緣計算’則是1毫秒量級。”鄔

賀銓說，基於5G的機器視覺將讓生產、

生活、決策更加智能。

“數字經濟正進化到以人工智能為

核心驅動力的智能經濟新階段。”百度

創始人李彥宏說，人工智能切實融入生

產生活，交通、醫療、城市安全等各行

各業正快速實現智能化，智能經濟將催

生很多新業態。

聞庫認為，5G將為各種跨界融合和

跨行業應用開發提供支撐，推動人類社

會進入全面感知、可靠傳輸、智能處理

、精準決策的智能時代。

產業——5G時代著力點
“如果說4G更多應用在消費互聯網

領域的話，那麼5G將推動產業間互聯互

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王誌

勤說，5G未來將轉向以工業應用為主，

推動構建共享共建的產業發展生態。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5G產業經濟

貢獻》認為，預計2020至2025年，我國

5G商用直接帶動的經濟總產出達10.6萬

億元。

養殖業與人工智能會發生怎樣的

“化學反應”？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

，京東數科CEO陳生強給出答案。將養

殖巡檢機器人、飼餵機器人、3D農業級

攝像頭等串在壹起，京東數科構建了壹

整套智能化技術，可實現養殖場內實時

監測、精準飼餵、智能環控。

“用理性的數據預測代替感性的經

驗決策，將實現產業全鏈條的效能提升

。”陳生強說， 5G時代，萬物互聯進

程全面加速，企業運轉的操作系統和思

維方式也會發生質的改變。

工業互聯網也將隨著5G應用而全面

鋪開。工信部數據顯示，國內具有壹定

行業和區域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總

數超過了50家，重點平臺平均連接的設

備數量達到了59萬臺。

“國產高端數控機床技術水平和產

品性能與世界先進水平尚有差距。”中

國通用技術集團總經理陸益民認為，通

過工業互聯網構建智能化的制造模式，

將為工業企業帶來新機遇。

“發展工業互聯網要像消費互聯網

壹樣加強投入，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運

營商。”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說。

下壹步，工信部將加快建設國家頂級

節點及二級節點，推動標識解析集成創

新應用，做好“5G+工業互聯網”相關

工作。

連接——5G時代不變的方向
從1G到5G，移動通信技術跨時代

的進步，源於人們對“萬物互聯”的想

象和追求。早在計算機誕生之初，人們

就有了通過電腦連接世界的設想。此後

誕生於互聯網之上的諸多創新，同樣因

為連接。

今天，5G時代讓我們向“連接”的

願望跨越了壹大步。

業內普遍認為，5G將構築萬物互聯

的新壹代信息基礎設施。有分析認為，

到2020年，將有超過500億臺機器、設

備進行互聯，超過2000億個聯網傳感器

產生海量數據。越來越多的設備將在無

屏、移動、遠程狀態下使用，“萬物互

聯”引發的創新剛剛開始。

連接每壹個人。也許有人會說，人

與人的信息連接早在多年前就已實現。

然而，5G時代，數字技術將以更小的顆

粒度重塑現實世界，人們也將因此更多

了解自己，了解他人。

比如價值的交流與互動。快手科技

創始人宿華說，通過算法推動普惠價值

觀，快手在改善個人生活、傳播正能量

上發揮作用。最近壹年，有超過500萬

來自貧困地區的人們在快手上獲得收

入，社區網友自發點贊1400億次。5G時

代，通過內容生態推動科技向善的步伐

將加快。

小紅書創始人瞿芳表示，希望通

過互聯網新平臺將消費觀念與消費

行為連接，讓年輕人了解傳統文化

、優質國貨，讓傳統制造抓住新消

費機遇。

“5G的登場，壹定會產生我們現

在還想象不到的新應用。”鄔賀銓說

，互聯網乃至經濟發展的新篇章正在

開啟。

中國需求成為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動力
綜合報導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簽署國務院令，

公布《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這是中國堅定不移推動更高水平開放、促進高質量發

展的有力舉措。日前，媒體從世界銀行獲悉，世行將於

近日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把中國列為過去壹

年世界上營商環境改善度最高的20個國家之壹。

近年，中國營商環境迅速改善，是連續出臺的

壹系列深化改革開放措施的直接反映。作為深化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選擇之壹，全面實施減稅降

費為市場創造了更加寬松的營商環境。僅在今年前

8個月，中國已減稅降費超過1.5萬億元，既給企業

減了負，又促進了居民收入和就業增加，有效激發

了市場活力。中國還推出了包括研發費用加計扣除

、擴大對外開放領域、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

、大幅度削減在華外資金融機構業務範圍限制等政

策措施，打造更高水平的市場空間。

中國市場從成本驅動型轉向消費驅動型。過去

，中國市場以人力資本的低價格為特點。而現在，

中國市場的巨大規模和需求潛力才是最大吸引力來

源。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繼續保持增

長，同比增長6.5%，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實際使用

外資增長13.7%，醫藥制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

器儀表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實際使用外

資同比分別增長40.7%、33.1%和10.7%。這說明中

國市場已轉向以發展質量吸引投資。

中國從“世界工廠”升級為“世界市場”，

“中國進口”日益崛起。中國出口，世界獲得的是

產品；中國進口，世界獲得的是收入。中國正在成

為各國企業制定自身經營戰略時考慮的“利潤中心

”。曾經的“中國制造”，正在轉向“中國智造”

和“中國創造”。在全球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情況

下，中國經濟保持韌性增長，進口市場空間不斷擴

大，中國需求正在成為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動力。

中國將在新壹輪產業變革中為世界提供新機遇

。當今世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面對新壹

輪產業革命，中國作為全球中等收入群體人數最多

的大市場，正在發生新壹輪市場變革，為世界提供

無可替代的新機遇。中國經濟的發展及其在世界經

濟中的地位變化，體現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

及市場、產業等多領域的綜合創新，從而使中國市

場在當前世界貿易格局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中國的營商環境將持續優化。中國還會進壹步促

進投資便利化，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更加完善地

保護知識產權。在“壹帶壹路”合作框架下，以“海

陸空管道”基礎設施建設完善貿易渠道體系，以跨境

電商模式打造新型跨境貿易體系，以遍布全球的自貿

區網絡為基礎搭建貿易合作平臺，實現從“接入”到

“組網”的角色變化，為世界提供優質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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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Health Fair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Health Fair
光鹽社健康日活動光鹽社健康日活動

日期：10/26/2019 (Saturday) 星期六
時間：早上10:00~中午12點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 251室

9800 Town Park Dr, Unit 251, Hous-
ton, TX 77036

（中華文化活動中心樓內）
光鹽社將舉辦一年一度的 「健康日

」 活動啦！
茲定於 10月 26日（周六）上午 10

時至中午12時在光鹽社251辦公室舉行
2019年光鹽社健康日活動。

屆時，將向社區各界人士提供免費
C型肝炎快速篩檢、免費流感疫苗 (請攜
帶紅藍保險卡-Medicare以及 ID) 、並提
供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查登記 (請攜
帶健康保險卡) 。同時健康日將由數位內
科、專科醫師及中醫師提供一般醫療健
康諮詢。
注意！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查非當

日，報名後會再另行通知檢查日期。
醫師義診名單：

豐建偉醫師 – 心臟科
栗懷廣 –內科 (家庭全科)
林喬醫師 -中醫傷科
潘先樣 - 足科
曹有餘醫師 - 家庭全科
陶慶麟醫師 - 脊骨神經學科
王榕 醫師 -中醫
謝春醫師 – 腎臟科
謝齡慧 - 教育心理諮商碩士

本次健康日所有活動均為免費參加
，我們希望能藉此機會，宣導社區注意
自我健康維護及疾病早期篩檢的重要性
。大多數服務項目皆採用現場掛號登記
方式，先到先得，掛滿即止。

其 他 相 關 詢 問 請 致 電 光 鹽 社
713-988-4724。

不同其他州、根據德州法律規定您
必須是美國公民、滿 18 歲並且是登記
的選民才能參與該縣的投票。 如果您過
去八年以來都從未有投票紀錄、或是搬
遷至新的住處、您必須要重新登記、更
新資料。

有什麼不同投票的方式
為了方便民眾投票、選民可以選擇

提前投票、選舉曰投票、或是郵遞投票
。

今年我們的選舉方式有些不同的改
變、我們希望提供選民方便的投票方式
、讓您能 夠體驗投票可以是一件輕鬆愉
快的事情。

首先、在提前投票期間（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共 12 天）您可以選擇至
52 個投票所的任一地點去投票、今年新
增加了 UH and TSU 投票所地點、以方
便 50,000在學的學生及教職員.

選舉日（11 月 5 曰）您可以選擇至
757 多個投票所的任一地投票、同時延
長投票時間從早上 7 點至下午 7 點(星期
日除外、下午 1 點至下午 6 點）

也為了方便選民，選民可攜帶自己
標記的選票樣本及選民指南至投票所投
票。

需要語言協助的選民可攜帶任何恊
助人員為他們翻譯（但該人員不能是選
民的雇主、雇主的代表人、或是與選民
同屬一個工會的人員）。

同時選舉日當天可以至 Harrisvotes.
com 官方網站即時查詢各投票所的"投
票所排隊等待時間“以節省您等待的時
間、同時還具有可幫助選民尋找距 離最
近五個投票所地點的功能。方便選民以
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投票。或是傳簡訊
“VOTE” 至 1-833-937-0700

幫助選民尋找距離您最近的投票所
地點

對於行動不方便的選民、選務官
（人員）可以安排以插隊方式予許優先
投票。

同時還信增加路邊投票：選民因身
體障礙因素、無人恊助或無法自行進入
投票所、或是在有可能危及 選民健康的
狀況下、可以向投票所選務官請求在投

票所外進行路邊投票、您可甴一 名友人
陪同前往投票所、並由其進入投票所通
知選務人員您將在車內等候、選務人 員
將通知您排隊的位置、並在輪到您的時
候把電子投票設備帶到您的車上、讓您
在 保有隱私的狀況下投票。

對路邊投票有任何問題、您可以聯
繫選務部門 713-755- 5792。
在每個選舉、每一個投票所都會提供至
少一套路邊投票設備。特別設立過的
eSlate 選票機將提供殘障選民使用耳機
或是其他設備以便進行完成自主投票。

親自投票必須繫帶的證件：
投票時、請務必攜帶以下任何一項

合格的身份識別證： 德州公共安全部
（DPS)核發的這些證件

德州駕照
德州選舉身份證明
個人識別證
德州攜帶槍枝許可證
另外, 附有個人相片的美國軍人識

別證 以及附有個人相片的美國公民證 ,
美國護照（正本或護照卡）

選民若有合法理由無法出示以上任
何一項合格的身份識別證、仍然可以投
票。這種情形下 選民必須出示輔助文件
並簽署、說明選民無法持有合格身份識
別證的無識別證明合理原由具結書。

関於郵遞投票的資格
如果您在選舉日當天滿 65 歲或是

65 歲以上、殘障人士、海外軍人、或是
提前投票 期間或是選舉曰、您因為某種
原因不能親自投票、您可以選擇以郵寄
選票方式進行投票。 根據新法令規定、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申請郵遞選票、
申請表必須在傳真或電郵至提前 選務官
後的四個工作天內以郵寄方式送達至提
前選務官、該郵遞選票申請始得以生效
。 再次提醒、郵寄投票申請截止日期
是 10 月 25 日。您可以至 Harrisvotes.
com 下截申請表 格、或是直接與我們電
話連絡@7137556965、我們可以把申請
表格郵寄給您。

投票所是否有中、英文雙語工作人
員提供翻譯服務

為了協助不諳英語的華裔選民、我

們盡量在華人社區附近的投票所安排中
、英文流 利的雙語工作人員、希望能夠
提供選民一個友善的投票服務、以便鼓
勵更多的華裔市民出 來投票。同時、每
一個選舉前我們會舉辦數次華裔諮詢委
員會會議、以傳達即將到來選舉 的重要
信息。為了更好的為華人社區服務、現
場會有不同的語言翻譯人員（中文、廣
東 話、福建話、客家話、英文等）。歡
迎大家一起來參與討論。

如果您是 Harris 縣的登記選民、或
是居住在 Harris 縣府滿 16 歲數的高中
生（但是必 須是美國公民、有父母或校
長簽署的許可證明）中、英文流利、歡
迎您參加我們的行列。 立即加入！請致
電 713-274-9550 或是到我們的官方網
站 www.HarrisVotes.com 申請。也歡 迎
您直接與我連絡、我的電話號碼是
713-274-4325。

20192019年選舉年選舉 德州選民的資格德州選民的資格

慈濟慈濟20192019秋季愛心健康日溫馨秋季愛心健康日溫馨
在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舉行在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註冊護士於註冊護士於1010月月1313日上午在慈濟德日上午在慈濟德
州分會靜思堂為僑界人士量血糖州分會靜思堂為僑界人士量血糖、、血血

壓壓、、膽固醇檢測膽固醇檢測。。

慈濟德州分會楊師姊慈濟德州分會楊師姊、、黃希涵師姊黃希涵師姊，，慈慈
濟人醫會總幹事孫秀蕊濟人醫會總幹事孫秀蕊、、會長陳正德醫會長陳正德醫
師師，，副執行長王崑賢副執行長王崑賢，，林聰明師兄為慈林聰明師兄為慈
濟濟20192019秋季愛心健康日提供義診服務秋季愛心健康日提供義診服務。。

H.E.BH.E.B藥房部經理藥房部經理Stephen AuStephen Au（（二右三二右三））等藥劑師等藥劑師，，註冊護士註冊護士，，花店花店
經理謝碧蓮經理謝碧蓮（（一左一一左一））每年都參與慈濟義診活動每年都參與慈濟義診活動，，慈濟人醫會總幹事慈濟人醫會總幹事

孫秀蕊孫秀蕊（（二左一二左一））表示感謝表示感謝。。

慈濟德州分會於慈濟德州分會於1010月月1313日上午日上午99時時
3030分至中午分至中午1212時在靜思堂舉辦今年時在靜思堂舉辦今年
度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及社區健康度秋季免費流感預防注射及社區健康

日活動日活動。。

UT Health Clarissa Hoffman(UT Health Clarissa Hoffman(一一
右一右一）、）、Amanda Lin(Amanda Lin(二左一二左一））
等及慈濟師姊們等及慈濟師姊們（（二左二二左二、、二二
右一右一））提供脊椎篩檢服務提供脊椎篩檢服務。。

慈濟前執行長莊慈銘慈濟前執行長莊慈銘（（二左一二左一））
感謝王顧毓芬醫師感謝王顧毓芬醫師（（二右一二右一））提提

供中醫服務供中醫服務。。

慈濟德州分會副執行長慈濟德州分會副執行長（（右一右一））感感
謝牙醫江文德謝牙醫江文德（（左一左一））每年參加慈每年參加慈

濟義診活動濟義診活動。。

慈濟人醫會總幹事孫秀蕊慈濟人醫會總幹事孫秀蕊（（左一左一），），家庭家庭//內科內科
醫師陳章靜蓮醫師陳章靜蓮（（左二左二）、）、汪家成汪家成（（左三左三）、）、曹曹
有餘有餘（（右二右二），），高血壓高血壓、、腎臟科醫師謝春腎臟科醫師謝春（（左左
四四），），放射放射//腫瘤科醫師腫瘤科醫師T. Kuan Yu(T. Kuan Yu(右一右一））為為

慈濟慈濟20192019秋季愛心健康日貢獻心力秋季愛心健康日貢獻心力。。

慈濟人醫會總幹事孫秀蕊慈濟人醫會總幹事孫秀蕊（（二右二右
一一））感謝心臟科醫師豐建偉感謝心臟科醫師豐建偉（（一一
左一左一）、）、施惠德施惠德（（一右一一右一））參加參加
慈濟慈濟20192019秋季愛心健康日義診活秋季愛心健康日義診活

動動。。

主辦單位為健檢者提供義剪主辦單位為健檢者提供義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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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Kim: 832-691-4284 

Pour new concrete & repair concrete. 
We do driveways, backyard patio, & sidewalk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修復水泥地＆新水泥地
我們做停車道
後院和人行道
支持商業和住家Our Sample

COnCrete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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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
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
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
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診所有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
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
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
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最近李醫生又引進了最先進的MLS鐳射治療
儀，無痛、快速、有效！MLS鐳射治療儀是四級
雷射，非一般巿面上的二級雷射能比擬，儘管都
是雷射，但其波長和效果還是不一樣，MLS雷射
專利技術領先業界20年，是唯一不會燙的四級雷
射，快速安全有效！經過FDA認可，對於治療急
性及慢性肌腱損傷、挫傷、血腫(瘀青)、退行性
關節病變以及椎間盤病變有著驚人的療效。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動，
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
工作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根
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
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
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
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
做牽引治療和MLS鐳射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
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
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
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
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
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
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
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
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最新技術最新技術MLSMLS鐳射治療儀無痛鐳射治療儀無痛、、快速快速、、有效有效！！

陶翔醫生專欄 什麼是痛風
痛風又稱“高尿酸血症”，嘌呤

代謝障礙，屬於關節炎一種。痛風是
人體內嘌呤的物質的新陳代謝發生紊
亂，尿酸的合成增加或排出減少，造
成高尿酸血症，血尿酸濃度過高時，
尿酸以鈉鹽的形式沉積在關節、軟骨
和腎臟中，引起組織異物炎性反應，
即痛風。痛風多發人體各部位，關節
劇烈疼痛，痛不欲生的“痛”，很快
1-7天痛像“風”一樣吹過去了，所
以叫“痛風”。 40+男性多發（95%
），女性一般在絕經後常見，因為雌
激素對尿酸的形成有抑製作用；但是
在更年期後會增加發作比率。第一次
痛風後一般會有1-2年的間歇期，也

有10年間歇期（5%），期間需積極治
療，預防痛風石的形成。

痛風的臨床表現分三種。 1，急
性發作期的痛風病症狀：發作時間通
常是下半夜。該階段的痛風症狀表現
為腳踝關節或腳指，手臂、手指關節
處疼痛、腫脹、發紅，伴有劇烈疼痛,
2，間歇期的痛風病症狀：該階段的痛
風症狀主要表現是血尿酸濃度偏高。
所謂的間歇期是指痛風兩次發病的間
隔期，一般為幾個月至一年,3，慢性
期的痛風病症狀：該階段的痛風症狀
主要表現是存在痛風石，慢性關節炎
、尿酸結石和痛風性腎炎及並發症。
此時痛風頻繁發作，身體部位開始出

現痛風石，隨著時間的延長痛風石逐
步變大。痛風可以由飲食，天氣變化
如溫度氣壓突變，外傷等多方面引發
。

飲酒容易引發痛風，因為酒精在
肝組織代謝時，大量吸收水份，使血
濃度加強，使得原來已經接近飽和的
尿酸，加速進入軟組織形成結晶，導
致身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敏感）而
造成炎症，痛風古稱“王者之疾”，
因此症好發在達官貴人的身上，如元
世祖忽必烈晚年就因飲酒過量而飽受
痛風之苦。

痛風的治療方法主要是控制尿酸
和控制炎症的症狀。根據痛風的輕重

，尿酸水平的高低， 治療手段也不一
樣。這些治療手段包括控制體重，減
少嘌呤食物的攝入，減低尿酸的藥物
和抗炎的藥物使用，以及關節腔內消
炎藥的注射。

風濕免疫內科專家 陶翔醫生診所
地址：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
樓內)
電話：713-541-1112
診療時間：9:00Am----5:00PM(週一
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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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移民是指通過血緣關系或婚姻關
系申請綠卡的移民程序。

有的親屬移民是沒有名額限制的，包
括以下三種情形：

1. 美國公民USC的配偶；
2. 美國公民USC的父母；
3. 美國公民USC的21歲以下的未婚

子女。
有的親屬關系是不能申請親屬移民的

,主要有以下幾類：
綠卡持有人不能為父母申請綠卡。但

是可以申請父母的探親簽證。
叔叔、伯伯、姨媽、姑姑等關系不能

直接申請親屬移民。但公民申請兄弟姐妹
時, 公民兄弟姐妹的孩子如果在排期到的
時候不滿21歲且未婚,則可以與父母同時
移民。

表兄弟姐妹等關系不能直接申請親屬
移民。

每個月中上旬美國國務院(Depart-
ment of State)都公布最新的親屬移民和
職業移民的排期情況(Visa Bulletin)。http:
//travel.state.gov/content/visas/english/
law-and-policy/bulletin.html需要排期的
親屬移民分為四類優先，每年大約一共有
226，000個名額。第一優先大約有23，
400個名額，是指美國公民的成年未婚子
女（21歲以上）；第二優先大約有114，
200個名額，分為第二A優先和第二B優
先。二A優先是指美國綠卡持有人的配偶
及21歲以下未婚子女；二B優先是指美
國綠卡持有人的21歲以上未婚子女。第
三優先大約有23，400個名額，是指美國
公民的21歲以上已婚子女；第四優先大
約有65，000個名額，是指美國公民的兄
弟姐妹。

親屬移民的申請步驟視優先的不同及
受益人是否在美國而有所不同。如果受益
人身在美國，不需要排期的親屬移民可以
直接在當地移民局申請I-130，受益人也
可以同時遞交轉為綠卡身份的I-485申請
，而其它優先的親屬移民必須先向移民局
遞交移民申請，等到排期以後，受益人才
能向當地移民局遞交轉為綠卡身份的申請
。請註意，在排期排到之前受益人一定要
保持其合法身份。否則，即使排期排到，
也將無法在美國境內轉換為綠卡身份。如
果受益人身在國外，所有的親屬移民必須
先向移民局遞交I-130移民申請。其移民
申請被批準後，案子會轉到美國國務院下
屬的國家簽證中心，而後轉到相應的美領
館，完成移民簽證的手續後，入境即可取
得綠卡。另外，美國公民還可以申請未婚
妻/夫簽證，來美後完婚再申請綠卡。

親屬移民的類別是可以轉換的。比如
在等待排期的過程中，如果綠卡持有人加
入了美國國籍，第二A優先的申請將轉換
為無排期,等待綠卡的時間就會縮短許多
。而如果美國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結婚了

，就會從第一優先變為第三優先，等待綠
卡的時間將會更加漫長。

最新移民消息
1. 川普10月 4日周五表示，所有

簽證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有醫療保險或有
能力支付醫療費用才能獲得簽證。該規則
將於11月3日正式生效。

2.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十一月份
移民排期，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綠
卡持有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不需等排
期，可以同時遞交I-130（親屬移民申請
） 和I-485 （調整身份申請）。這種情
形幾年才出現一次。現在不確定十二月份
是否會持續這個排期情況。一般而言，美
國綠卡持有者只能為自己的外籍配偶遞交
綠卡申請的第一步（I-130），等移民排
期排到後才能遞交綠卡申請的第二步。但
是在今年10月份，美國綠卡持有者可以
為自己的外籍配偶將兩步同時遞交。

這個政策有兩個巨大的優勢。第一：
在遞交I-485 （調整身份申請）的同時，
可以遞交工作許可和回美證的申請。一旦
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主工作。
而一旦拿到回美證，入境美國不再需要申
請赴美簽證。第二：在遞交I-485 （調整
身份申請）之後，外籍配偶可以不繼續維
持他們的其他非移民身份。

3. 今年5月13日，ICE表示已經對
休斯頓的206起婚姻欺詐案件立案，已有
96人被刑事起訴，50人被逮捕。此舉顯
示了美國國土安全局打擊婚姻欺詐案件的
決心。

4. 今年H1B抽簽於4月10號正式
結束。移民局共收到201,011份申請，比
去年略有上升。

H1B工作簽證改變抽簽順序：2019
年起，所有的申請將一起先進入第一輪抽
簽，其中包括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第一輪抽簽共有六萬五千
個名額。

第一輪沒有抽中，但是擁有美國碩士
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進入第二輪抽
簽，這一輪抽簽有兩萬個名額。抽簽順序
的變更讓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
位的申請增加16%（5340個中簽）的中
簽機會。對於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人來講是好消息。

H1B工作簽證恢復快速申請：移民局
從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起，全面恢復
H1B工作簽證申請的加急服務。移民局自
2001年7月30日起開辦了快速審理服務
。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多付出$1,
410美元的“加急費”， 並要求移民局加
速審理案件，移民局會在15天內決定是
否批準,補件或否決該申請。 如果移民局
在15天之內沒有作出決定，移民局承諾
退回加急費，並仍然加急處理該案件。從
2018年9月11日開始，移民局暫停了絕

大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的加急服務。
今年年初恢復了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
的加急服務。

移民局在聲明中特別強調，如果您的
H1B工作簽證申請被要求補交文件（RFE
），申請人應在要求加速處理的同時遞交
補充文件的回復 (RFE Response)。

對於被轉移至其它審理中心的申請，
申請人應將案件加速處理的要求遞交到正
在審理該申請的審理中心，並同時附上移
民局的案件轉移的通知 (Transfer Notice)
。

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美國移民
局在2018年12月3日公布新的H1B申請
程序草案：“電子註冊”申請程序。 這
個新程序要求H1B申請方在移民局規定
的時間內進行電子註冊。移民局會在有效
的註冊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的雇
主會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將有至少60天
的時間遞交H-1B申請。 由於系統調試
沒有最後結束，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
。

5.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於
2018年9月11日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民
和非移民申請采取省
略發出RFE（要求補充文件）或者 NOID
（意圖否決）通知， 而直接否決的審理
政策。

該備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的
申請：第一類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定提
供符合移民法對特定類別的證據要求而提
交的申請。 第二類是在提交申請的證據
中沒有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持證據。
備忘錄指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包括在家
庭移民的 I-485申請中沒有提供經濟擔保
表 （I-864），或者豁免申請中沒有提供
所要求的支持證據。 備忘錄提別指出，
移民官省略補件程序的範圍不局限於所舉
出的例證。

6. 川普總統於8月20日成立特別
辦公室，專門調查在申請綠卡和公民過程
中有撒謊行為的申請人，一旦發現撒謊，
立刻撤銷公民資格。

7. 川普總統表示，所有申請過美國
政府福利和政府補助的申請人，將在綠卡
和公民申請時被移民官視為“公眾負擔”
而拒絕申請並被遞解出境。除了食物券，
國土安全部（DHS）將一系列非現金類的
社會福利, 如讓美國出生的子女進入公立
學前教育項目，煤水電費補助，和Med-
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助”的範疇。

8. 美國移民局於2018年5月11日
發布的關於“計算持有F、J和M非移民
簽證的學生和訪問學者非法滯留時間規則
”的備忘錄將於8月9日生效。自2018年
8月9日起（包括8月9日當天），未能繼
續保留其居留身份的F、J和M簽證持有
人的非法滯留時間將在以下情況下開始累
積：1 學業或經允許的工作結束後的第二

天，或其參加未經允許的工作的第二天；
2學業或項目完成的第二天，包括任何經
允許的實踐培訓以及任何經授權的寬限期
限；3 I-94身份過期的第二天；4 移民法
官或在某些情況下，移民上訴委員會發布
除外、驅逐或移除命令的第二天。

非法滯留時間180天以上，3年不得
入境美國。非法滯留時間1年以上, 10年
不得入境美國。有遞解令，在未經允許或
假釋的情況下再次進入美國境內者，終身
不得入境美國。

9. 美國國務院於2018年3月30號
公布新規定：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需要提供
社交軟件用戶信息。幾乎所有申請美國入
境簽證的人都將被要求提交他們在過去五
年裏使用的社交媒體信息。2017年9月
，特朗普政府曾宣布，申請移民簽證的人
將被要求提供社交媒體數據，受這個計劃
影響的人約為71萬。新提議將更大地擴
大這條命令的覆蓋範圍，把每年約1400
萬申請非移民簽證的人包括進來。該提議
涉及20個的社交媒體平臺大部分是美國
的：Facebook、Flickr、Google+、Ins-
tagram、LinkedIn、Myspace、Pinterest
、Reddit、Tumblr、Twitter、Vine 以及
YouTube。也有一些是美國以外的：中國
的網站豆瓣、QQ、新浪微博、騰訊微博
和優酷；俄羅斯的社交網絡VK；創建於
比利時的Twoo；以及拉脫維亞的一個問
答平臺Ask.fm。

10.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國
移民政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投資
移民在內的職業移民排期日趨冗長。所有
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審理時間都明顯延
長。移民局加大人力物力對現有非移民簽
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度。派專人去學校，
工作簽證的任職單位調查申請人的就讀情
況和就職情況是否與移民局的申請信息完
全一致。一旦發現有任何不實情況，馬上
取消簽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公民申請兄弟
姐妹的移民類別也面臨被取消的風險。此
外，美國移民局還大大增加了對親屬移民
申請人的信息要求和審查力度。對於

11.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推翻
2004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策，即日
起以審查新申請的方式嚴格審查身份延期
。根據以前的政策，在審理H-1B工作簽
證身份延期時，如果和初次申請沒有實質
變化，可以繼續批準申請。移民官只有發
現重大錯誤，或者延期申請新問題的情況
下，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因此H1B
延期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而在新政策下，
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重新嚴格審查，和
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12.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
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入境
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
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延期或轉換身
份，改變婚姻狀況，或上學或找工作。一

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
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
簽證，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
的後果。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
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
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
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
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
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
。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
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11-1月
下午5點)在電臺調頻AM1050時代華語
廣播電臺播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
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
南國際電視臺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
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
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
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
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
約,生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
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
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
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
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
yan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
00AM-5:00PM, 周 六:10:00AM-1:
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
中 收 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親屬移民介紹和最新移民消息親屬移民介紹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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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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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新書發表會新書發表會

作協前會長石麗東介紹她的著作作協前會長石麗東介紹她的著作
「「在美華人雙創故事在美華人雙創故事......科技卷科技卷 」」 。。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 副會長姚嘉為介紹她主副會長姚嘉為介紹她主
編的編的 「「縱橫北美縱橫北美」」 共四輯的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共四輯的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

站散文精選集一站散文精選集一。。

姚鳳北介紹新作姚鳳北介紹新作 「「斑爛歐亞非斑爛歐亞非」」 是他過去數年是他過去數年
與妻子前往歐與妻子前往歐、、亞亞、、非三洲的見聞與心得非三洲的見聞與心得。。

現場觀眾聽得入神現場觀眾聽得入神，，十分投入十分投入。。

三位主講人三位主講人（（前排左起前排左起））石麗東石麗東，，姚鳳北姚鳳北、、姚嘉為與出席部分會友合影姚嘉為與出席部分會友合影。。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 副會長姚嘉為介紹她主編的副會長姚嘉為介紹她主編的 「「縱縱
橫北美橫北美」」 共四輯的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散文精選集一共四輯的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散文精選集一。。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
「「中醫現代治療新中醫現代治療新
觀念觀念」」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 上周六在上周六在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舉辦專題講座舉辦專題講座
，，盛況空前盛況空前，，一位難求一位難求。。

由陸嘉立針灸師主講由陸嘉立針灸師主講：： 「「中醫現代治中醫現代治
療新觀念療新觀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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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日本賞櫻花韓國日本賞櫻花 ★加開一團★★加開一團★1212天超值天超值
團費團費$$19501950包機票包機票 20202020年年33//3030--44//1010

歲月飛馳，轉瞬之間，儒生移居美
國德州已有44 年。在那16000 多天的
日子里，居住在休斯頓的，就佔去了絕
大部分的14 600 個日子。我之所以長
住於此，就是看上了這塊土地，具備人
傑地靈、物價穩定、治安妥善、交通方
便的4 大因素。近年來，美國各款人種
固然不斷從四方八面湧入，而中港澳台
的華人，亦趁勢加入行列，以至三幾年
間，休市人口突破300 多萬大關。

在那一批又一批的移民隊伍中，中
國大陸的隊伍，至少位列三甲之內。這

不是本書生七估八猜，而是有
一定的實例基礎來支持。我有
美方朋友在休市商業部門任職
，據他向我反映： 今年前半
年之內，單單是在休市中國城
方圓10 咪路之中，就已有15
間華人食肆開業！我對這個數
字深信不已。今時今日諸君走
在百利大道上，正正在百佳超
市對面新近開幕的百利大道食
街（Bellaire Food Street) 之
上，就已經有近十間食物店開

幕，為唐人街上東方食物，添加
了各種不同的色彩。

而離開百利大道食街不遠的對
面一方， 就是黃金商場，它又是
中國城中一塊凰凰寶地。在距今5
個月之前，一間別具風格、菜式
獨特的唐餐店，就在這裡脫穎而
出... 它就是近期口啤不絕的 「煲
來飽去」 的粵式煲仔飯館。

在一般食客的心目中，飯店的
名堂大多數是某某記、或是某某

樓。好像香港出名的新毛記、醉瓊樓。
但是我今次筆下的 「煲來飽去」 ，卻真
正是一間飯店名稱別樹一格的粵式煲仔
飯館。我跟店東陳氏夫婦交談時，第一
個向他倆請教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店
名取得那樣別緻而又與別不同呢？他倆
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開店的目的，就
是要讓到來光顧的食客，享受我們風味
獨特的粵式煲仔飯，在相宜的價格之下
，食得稱心滿意，腹飽而去。這就是我
們選擇店名的原因。」

聽其言，試其餐，以本人 「為食書
生」 大半生也是從事粵菜酒樓的經驗來
看， 「煲來飽去」 粵菜店，的確是實至
名歸。在休市近20 年的唐餐歷史中，
以專售煲仔飯的餐店，有過兩三間，我
也是他們的食客。不過那它們跟眼前的
「煲來飽去」 粵菜店相比，高下立見，
「煲來飽去」 是略勝一籌。相信我的讀
者朋友，何妨登門一試，便知我所言不
差！至於個中分別，容許我賣個關子，
下期可談。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煲來飽去煲來飽去」」 實至名歸實至名歸 楊楚楓楊楚楓

去日本賞櫻花，是很多人的心願，
王朝旅遊明年的賞櫻團定團後迅速售罄
，可依然有新老客戶絡繹咨詢。為了滿
足大家的願望，王朝旅遊決定加開一團
！第二團韓日超值賞櫻之旅，出發日期
2020年3/30-4/10日，只要$1950，機
票、團費、門票、小費全包！！！數量
有限，先到先得！

為什麼要去賞櫻花？
“十日櫻花作意開

，繞花豈惜日千回？”
櫻花的花語是愛情

與希望的象征，櫻花就
宛如懵懂少女般，在春天悄然綻放，似
是情人訴說愛情的最美語言。 一朵朵櫻
花像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精靈，或粉紅或
白嫩，甜美清純卻又自帶了幾分淡淡的
愁緒，令人憐惜。

這愁緒大概也是因為櫻花的花期實
在太短，日本人用“櫻花七日”來形容
櫻花盛放的短暫。美的如此超然，令人
無法不心嚮往之，不遠萬裏也要去親身
感受這櫻花世界，被粉嫩櫻花包圍的浪

漫。
為什麼要去日
本賞櫻？
“賞櫻日本盛
於唐，如被牡
丹兼海棠。”

日本人對
櫻花的喜愛溢
於言表，視櫻
花為國花，更
是將賞櫻演變
成了一種傳承
和文化，到如今已成為風靡日本的全民
盛事。

日本櫻花之美，盛開之艷麗，絢爛
之奪目，雲山花海，宛如仙境！櫻花更
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在日本人心中有著
不可替代的地位，代表著他們的精神與
審美。 “世間若無櫻花艷，春心何處得
長閒？”對於日本人來說，櫻花飄落的
短暫瞬間，不僅僅是美麗，更是一種情
懷，一種緣起緣滅的感悟，在落櫻中感
悟人生，這也是日本特有的文化吧！這

樣的賞櫻文化和氛圍，是日本獨有的。
為什麼要跟【王朝旅遊】去賞櫻？
“櫻花樹下送君時，一寸春心逐折

枝。”

每到櫻花季，各國遊客都會大量湧
入日本，一房難求，日本物價不菲，這

時候跟團去就是最好的選擇了！王朝旅
遊回饋客戶，12天的賞櫻團特價只要
$1950，機票、團費、門票、小費全包
！！！還有王朝旅遊專業帶隊，賞櫻花
，品美食，住得舒適，玩得輕松愉快！

2020年3/30-4/10櫻花時節，跟隨
王朝旅遊去著名的賞櫻勝地：東京、京
都、奈良、大阪等等，以最實惠的價錢

，看到一生難忘的櫻花美景！（圖片源
自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

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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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CROFT MEDICAL CLINIC

楊美伶醫學博士 
Lily Yang, DO 
ABFM certified 
832-500-1265 
通:國,粵,英語

謝培南醫學博士 
Paul Tse, MD 

ABIM certified 
832-500-1365 

通:粵,英語

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全科專業證書 

專精:內科,婦科,兒科,全科 
主治：高血壓,糖尿病,高血
脂,婦科年檢,年度年檢等

主治
各種內科疾病 

高血壓,糖尿病,
高血脂,傳染病,

年度年檢等

週一至週五，週六預約
1429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主機: 713-781-4600

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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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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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基督教對萬聖節的看法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鄭牧師在喜樂團契分享。

　　基督徒應否參與萬聖節前夕的活動？
　　基督徒有不同的意見，有認為這只是

文化的一部分，亦有強烈反對參與；但從

萬聖節前夕的習俗如小孩子連家逐戶拍門

要糖(trick or treat)、 點南瓜燈(有驅散鬼魂

之用)，扮鬼等，其源起和意識仍與鬼魂

和超自然力量有關，故從聖經立場來看，

聖經強烈表示『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

巫術的，不可求問他們，以致被他們玷

污。』(利未記十九章31節)另一方面，這些

習俗亦反映人類對鬼魂的懼怕， 但耶穌卻

明言：「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

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

的，正要怕他。』(馬太福音十章28節) ，所

以基督徒不應參與有關活動。 
　　萬聖節商業活動
　　今天，萬聖節前夕的活動雖只是商業

性的活動，但商人只著重商機，不甚理會

萬聖節 前夕的意義，把靈體的可怕形像變

成娛樂的形像，甚至把交鬼的意識隨著廣

告宣傳出去，潛而默化地茶毒人的心靈，

讓人忽視靈界的危險，結果中了魔鬼的詭

計。更糟的就是很多幼稚園、中小學(甚至

有基督教團體所辦的) ，把萬聖節前夕的一

週定為萬聖節前夕週，只教導畢生有關萬

聖節前夕的意義和歷史，但卻掩蔽裡面的

邪惡，誤導了學生的思想。所以基督徒在

這世代裡，如保蘿所言，我們應靠主作剛

強的人，穿著全副軍裝抵擋魔鬼各樣的詭

計(以弗所書六章1-11節)。 
　　潮流文化與聖經真理
　　面對潮流文化與聖經真理或基本原則

有明顯違背時，教會不單採取消極不參與

的態度，更應在教導上直接指出其錯誤，

教導基督徒成為明亮的燈台。身為基督徒

教育工作者及家長，更應以真理教導下一

代：勿讓他們慶祝西方鬼節，給魔鬼有作

工的機會。

基督徒可否參加萬聖節活動？ 
十月底便是「萬聖節」市面上已不

少有關這節日的玩具販賣。早一、兩年這

些玩具多集中在「玩具反斗城」，但今天

已在普通的超級市場（或稱超級城）可買

到。這反映著這節日已越來越受人注意，

普及化。連下週六晚放電影之社區中心也

有這類活動，作為基督徒 －特別年青的基

督徒若有人邀請出席Party或一起去玩，或

小孩子鬧著要玩這些玩意，但因這節日可

稱為「西方的鬼節」應怎樣面對呢！

讓我們先了解這節日的來源：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前夕是塞爾特

族人（即目前的蘇格蘭人、愛爾蘭人等）

的年度豐收祭典，象徵著一年的結束，以

每年帶著自己的孩子，和祖父母共度假

期，維繫感情。鄭牧師說「2016年初夏，

藉夏威夷事工暫告一段落，師母和我趕緊

把握機會，邀請睽違已久的兒孫們，齊乘

郵輪，遨遊太平洋上，來次別開生面的

“郵輪家庭歡聚”」。「原來我們作祖父

母的邀請五個兒子、媳婦、女兒、女婿，

孫子，孫女全家24人一起旅遊，有幾家孩

子較大、課業繁重、或交友頻繁的，父母

替孩子耽心，恐怕不易全聚首，但祖父母

宣佈這次的家庭團聚，祖父母要邀請大家

坐郵輪！一聽說要乘郵輪，沒有一人不能

參加、全部出席！在郵輪上不必為飯食操

心、沒有電話、沒有網路可划手機。每天

的靈修、交談溝通、團契、格外專心、親

切！非常享受、難得啊！大享天倫樂、不

亦樂乎。」

10-20（主日）探訪病人

主日禮拜後，下午 2 : 2 0 p m我們搭

Angela(芸慧)姐妹的車去安寧醫院探訪曲

弟兄小淑姐妹，小淑說今天她先生臉色與

精神是最好的一天，曲弟兄可以喝營養

奶，很高興見到我們來探訪他們，筆者介

紹今天來探訪的四位愛心天使給曲弟兄夫

婦認識。

小淑說在美國，沒有親人，在住院期

間一個月深感有海灣華人教會與西南國語

教會牧師師母暨弟兄姐妹與溪水旁教會的

一位護士的扶持安慰鼓勵，真是要感謝上

帝的恩典，說到激動處，小淑哽咽，紅了

鼻子，眼眶滿了淚水。感謝孔莉姐妹，

美秀姐妹，Angela,潘師母同心同行。我

們手牽手為曲弟兄，小淑禱告祝福。禱告

完，曲弟兄也說阿們，我以為他閉眼睡覺

了，小淑說他先生週六整夜沒好睡覺，把

她也忙得累極了。我們勸她自己要找時間

睡覺，勿忘照顧自己，小淑說兒子本週四

10-24自中國來探望，感謝西南國語教會古

弟兄樂意幫忙接機，請我們繼續為曲弟兄

家代禱。

「你藉著我，日子必增多，年歲也必

加添」(箴言九章11節)
@友人來信

關心生命的人神會記念她們！姐妹們

對靈魂的安慰，是神愛的天使，神必祝福

你們，福杯滿溢！阿們！杜伯伯

及新一年的開始！每年的這一天是塞爾特

族人表達他們對太陽神的敬意。因為太陽

神讓他們的穀物豐收，以應付即將到來的

冬天！可是在這一個夜晚也是他們認為惡

靈力量最強大的一天，因此塞爾特族的祭

司思會主持祭典，安撫掌管死亡的神！後

來，羅馬人用果仁和蘋果來慶祝的豐收節

與凱爾特人的10月31日溶合了。

在中世紀，人們穿上動物造型的服

飾、戴上可怕的面具是想在萬聖節前夜驅

趕黑夜中的鬼怪。儘管後來基督教代替了

凱爾特和羅馬的宗教活動，早期的習俗還

是保留下來了。現在，孩子們帶著開玩笑

的心理穿戴上各種服飾和面具參加萬聖節

舞會。

美國和加拿大的孩子們在這天穿戴

上古怪的服飾去按鄰居家的門鈴，並按傳

統發出‘是款待我還是要我耍花招’的威

脅。鄰居們不管是否被嚇著，總是準備了

一些糖果、蘋果等點心，孩子們則一一收

入自己的袋內。

但事實有多少玩樂的人了解這節日

的背景呢！有多少人真的相信那天鬼怪的

力量是最強呢！若真的，人又怎敢隨便出

外玩，很多時人只是借題發揮 －乘機推銷

一些產品，促使人消費（預計甚至一些色

情場所也會趁此機會弄一些甚麼萬聖節之

夜吸引人）可惜我們卻往往成為這些推銷

下的「貢獻者」。其實在這一天玩玩，個

人而言是沒有太大問題（當然還有另一些

觀點，請切記要看下去）。正如剛過去的

中秋節有多少人會想到有關此節日的一些

「神話故事」：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但

人不是一樣送月餅、出來賞月嗎！（少年

時代這是我出外玩的藉口呢！）新年 －要

被燃點爆竹用紅色的東西是趕走「獸」這

怪物。而初一是祭鬼的日子，但我們又有

多少人理會這些，豈不一樣講一些吉利如

意的說話嗎！同樣地此時萬聖節已如中秋

節、新年般給人一些玩樂的機會了。故此

藉此節日玩玩是無妨的。

然而，作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我們

便應引用保羅的教導 －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

人。」若我參予這些派對會引起人質疑基

督徒為何也如此，那麼我便會甘心放棄，

事實是否只有這一天才可聚首、玩

樂呢！平日又如何，可否改在平

日玩玩、交往呢！（當然氣氛會

稍減）。再者，我們更應關注這些

派對的性質會否較易使我們放縱自

己、失落，若然，我寧願拒絕。

事實有不少的事情不是律法規

定般可行或不行，但真正的金科主

律乃是我們這事會引來甚麼效果。

若榮神益人，不論怎樣辛苦，我仍

樂於承擔。反之，則不再講論其麼個人權

利、為主放棄。最後若你被邀請出席時，

請先禱告，看看聖靈可有甚麼指示，深信你

坦誠向神詢問定有滿意答案呢！

（作者：梁永善牧師）

此風不可長
萬聖節雖以「聖」為名，但一點也不

神聖，所以有人只會稱之為萬靈節。它的

起源與塞爾特人故作猙獰、手提燈籠、四

處收集祭品去供奉死神有關。後來它演變

為扮鬼扮馬、到處索糖（trick or treat）的習

俗，甚至演變為許多以驚嚇別人為樂的搗

蛋玩意和瘋狂派對。 
萬聖節的本質雖然如此可怕—其起源

顯明與鬼怪、死亡及邪惡有關，其賣點亦

只在於扮鬼扮馬、搗蛋作弄和瘋癲驚嚇，

不過最可怕的還不是它的可怕本質，而是

眾人那種不理美醜善惡，但求快樂滿足的

異常品味。

商人（諸如大型遊樂公園、百貨公

司及超級市場等）固然會不管好壞，只要

有利可圖，就會各出奇謀，趁萬聖節去尋

找商機，謀取厚利。普羅大眾（只可惜也

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內）自然亦懶理是非好

醜，但求趁機尋歡作樂，追求情慾上的滿

足。但最遺憾和不幸的，就是那些有識之

士，包括某些從事教育的大學教授、中小

學及幼稚園教師，以及某些服務社區的社

工和區議員，也來湊個熱鬧，舉辦各式各

樣的「應節」活動。他們的跟風，甚或是

「跟瘋」，自然也就助長了這個一發不可

收拾的歪風。

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許

多往事和故事都清楚地向我們說明了這一

點，只可惜許多人還未學會謹慎行事、警

醒提防，以致成了魔鬼吞吃的對象。魔鬼

最喜歡使用的技倆，就是扮作光明的天

使，利用一些表面看似沒有甚麼問題的事

情或活動，去傷害或吞吃那些給魔鬼留地

步的人。所以既知道萬聖節一點也不神

聖，我們就不僅不要跟風（或跟瘋），更

應該努力撥亂反正，用一些積極有益的活

動去取代萬聖節的種種恐怖、猙獰、威嚇

和搾取。

其實早期教會也曾為了幫助異教徒

擺脫迷信的傳統風俗，把每年的十一月一

日定為「諸聖日」，為的是要將祭死神的

節日轉化為古聖先賢（尤其是殉道者）的

紀念日。如今在十月三十一日流行的萬聖

節，本來只不過是諸聖日的前夕。所謂

Halloween，其實就是「A11 Hallows Eve」
的縮寫。

相信我們不容易去力挽狂瀾，叫基督

徒不再湊熱鬧，為了防備魔鬼的吞吃而不

去跟風或跟瘋。但我們絕對可以在商人開

始宣傳有關萬聖節的商品和節目的同時，

就在教會報刊或網站上提醒信徒，要他們

小心提防萬聖節的禍害。

我們也可以舉辦另類萬聖節的活動，

鼓勵不再扮鬼扮馬，反倒扮成光明的天

使、正義的人物；鼓吹不要問人要，倒要

給人送上「愛心的禮物」；呼籲「不要驚

嚇，只要祝福」。除了舉辦不一樣的萬

聖節派對（如Hello Win「喂！當靠主得

勝」）或活動（如天使行動嘉年華），還

可以在萬聖節當日或之前舉行祈禱會。好

叫基督徒在萬聖節這個狂歡驚嚇、以扮鬼

為樂的日子，能以另類的形式去慶祝，得

到真正的喜樂與滿足。又讓我們可以盡上

基督徒的本份，為城的人（尤其是家的基

督徒）守望，藉禱告與魔鬼爭戰到底，叫

所有屬上帝的人都可以不再隨彼俗流，能

夠不再跟風！

（作者：李鴻標－教會之聲）

基督徒應該怎樣面對萬聖節
偶然和其他弟兄姐妹談及萬聖節這個

問題，當然，基督徒也會有不同的見地﹕

“基督徒要有愛心，要與眾人和睦，鄰居

小孩子一場高興來到，給他一些糖果又有

何防？又不是交鬼!”。“唉呀!這是一個節

日，歡樂歡樂而已，並非向撒但拜祭，何

必這樣拘謹？”。“煩死人，一天到晚都

聽見你說有鬼，那裡來這麼多的鬼？難道

你是個靈恩派的狂熱者？”

數年前加洲洛雅圖市（Los Altos）有

基督徒居民反對慶祝萬聖節，當然到處受

罵，最後敵不過洪大的反對力量而撤回建

議。我聽了之後，不禁心中納悶，這世界

始終是“伏在那惡者手下”，基督徒只好

等候主耶穌的再來，魔鬼和罪惡才會被真

正的制服，但是如果有人如此激烈地反對

的話，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今天的基督徒如何面對萬聖節才好

呢？首先，我們不能否認靈界的存在，而

且魔鬼仍然有計劃的影響和控制人類社

會，如果硬要忽略這事實的話，只會中了

撒但的詭計。誠然，扮作小鬼不能算犯

罪，給小孩子送糖也不算交鬼，可是經上

記著說﹕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

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林後六17）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

聖潔。”（希十二14）
所以基督徒的反應實在是反影出他

對主的心志。我們是否覺得對魔鬼讓步是

無傷大雅的事呢？在本來是屬于魔鬼的節

日和非基督徒一同歡樂，是否表現出愛心

呢？如果一個平常有愛心的基督徒不參與

萬聖節的慶祝，反而是一個作見證的好機

會。況且，今天的慶祝方法百害而無一

利，放棄又有何可惜？

而今萬聖節，我再一次思想這問題，

心中老是覺得“送糖果”有一種對魔鬼讓

步的味道，於是把心一橫----只派單張，不

送糖果！

（作者：張逸萍－《使者》）

愛心天使探訪小淑 (左二 )。

老 當 益 壯  奔 走 天 路
1975年，鄭隆

保牧師師母他們夫

婦率領恩惠家庭合

唱團巡迴台灣演

唱，來到屏東基督

教醫院，筆者當年作護士，首次見到鄭隆

保牧師師母暨五個子女。2018年鄭牧師師

母來休士頓探望住在休士頓的小女兒全家

與二女兒全家，我們有幸再度見面。

1977年，協同差會將鄭牧師一家，由

台灣調職美國總會，當差會代表。

1978年暑期，鄭牧師夫婦帶兒女組成

的「恩惠家庭合唱團」環繞美國一圈舉行

音樂佈道會，在紐約應當時「中華海外宣

道會」總會創辦人史祈生牧師的邀約在該

會主領三天佈道會，史牧師夫婦與鄭家一

見如故... ， 鄭牧師全家委身宣教的精神

深獲史牧師青睞，兩方相談甚歡，自此結

緣。

1983年，帶領中宣會近二十二年的史

祈生牧師，正式將牧會的重責大任，傳給

鄭隆保牧師，使其成為中宣會第二任主任

牧師。鄭牧師夫婦在中宣會牧會的五年三

個月中，雖然歷經艱辛，但憑著對上帝的

信心倚靠，和來自弟兄姊妹的鼓勵支持，

他們謹守神的託付，在牧會、宣教、植

堂、教導、關懷等各方面，佳果累累，後

來奉差遣轉往加州開拓牧會。 
10月19日(周六)
西南國語教會"喜樂團契"今天有特別

的講員，鄭隆保牧師師母，鄭牧師分享主

的信息，相信大家必蒙福。鄭牧師師母數

年前曾到訪西南國語教會，也參加"恩慈團

契"。他們曾在紐約中宣會牧養上千人，也

在長島，新澤西州，南加州開拓教會;也去

遠東台灣、創啟地區傳福音暨培訓20年;在
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作顧問牧師三年

（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去參加聚會，張

學良是那裡的會友、也是在那裡過世的那

間教會），夏威夷台灣長老教會應邀去講

幾次道。鄭牧師雖然已屆82歲，但為愛主

事奉主的心仍不減，更是老當益壯，如鷹

展翅上騰，努力奔走天路。

鄭牧師喜樂說到「約40年前全家移民

來美國，一個兒子，四個女兒，而今兒女

學有所成，各個成家立業，感謝神我們兒

孫滿堂，現在更有了第四代孫輩。今年三

月自台灣回美國，先去西雅圖大女兒家也

主領當地教牧同工培訓，爾後去紐約、新

澤西州、南加州(四女兒全家)、北加州(兒
子全家)休士頓(小女兒與二女兒全家)去了

26間教會主領聚會，感謝神，看見神還使

用我們來祝福鼓勵許多教會牧師師母暨教

會長執同工們，弟兄姊妹們，不灰心、不

喪膽，努力傳揚福音，拯救失喪的靈魂，

擴展神的國度。」

鄭牧師鼓勵“喜樂團契”的弟兄姊妹

們不但自己信主耶穌得救，也要去傳福音

給四周尚未信主的朋友們。

看重家庭的鄭牧師夫婦，要求兒女們

鄭隆保牧師師母與潘思牡，饒健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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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舍法師訪德州 
飄洋過海法脈相傳
撰文：黃芳文

美國慈濟三十周年，由精舍德悅師父及德䊔師父帶領的台灣關懷團，帶著證

嚴法師的愛、叮嚀、關心與祝福，在10月7日抵達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相聚德州分會	

◎中長期復原計畫	

◎聞法中得答案	

除德州分會志工，亞特蘭大、奧蘭多、邁阿密、奧斯汀

及聖安東尼的志工，懷著歡喜與感恩的心，10月8日

齊聚德州分會相聚。

	 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分享「喚回慈濟魂，活化四

合一」，認真思考美國如何永續經營發展，要把制度活化，

並與眾人互勉感念師恩，就要做到「承擔、負責、用心」。

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帶領關懷團前往大愛幼兒園參觀，德

悅師父與德䊔師父親切和藹地與小朋友互動，在一問一答

中，充分感受到孩子的純真可愛。

超過八十歲的資深志工王珠基與趙耀文，精進日依舊不

懈怠來到分會聞法。

	 來自邁阿密聯絡處的志工陳麗蘭分享，精進後再次提起

當初那一念心及發心立願，感覺自己過去十年做的還不夠。

邁阿密志工張鴻鳳說，生活有許多挑戰與困難，覺得自己很

沒有智慧去面對解決，精進後了解到所有答案從聞法中得。

奧蘭多志工詹翠華與美裔林智夫妻，兩人攜手做慈濟，為了德州分會是全美第一個啟動災難中長期關懷計畫的分

會，今年（2019）二月在重災區亞瑟港、洛克港、華

頓三地，啟動「災後中長期復原計劃」。志工林華音分享這

半年多來，所進行的中長期關懷內容。

	 哈維颶風災民芭比·福坦貝瑞（Barbara	Fortenberry），

是現在行動志工（Just	do	it	now）組織總指揮，目前擔任慈

濟與當地災民的聯絡窗口。她提到對慈濟志工的慈悲和投入

感到非常的驚訝，每位志工都充滿愛心，在急難發生時，給

當地居民們一股安定的力量。

	 當風災發生時，芭比的家和她親人的房子都淹水了，家

族成員必須分開借住在別人的家裡。因此，她了解受災戶的

心情和經歷。她說：「很多時候你是聽說他人的困境，但是

只有親身經歷過，才可以真正體會那種心靈上的苦。」

參與精進日，特別提前從台灣返美，因時間緊迫飛回奧蘭

多，在機場把行李交給兒子，便轉搭飛機到德州參加精進

日。

	 精舍師父帶來證嚴法師的叮嚀與祝福，將象徵慈濟精

神及法脈根源的粽串，傳承給德州分會所有各分支聯點負責

人。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感謝志工的配合與承擔，學員都

領受了「靜思法脈慈濟宗門綱要」及菩提葉徽章，代表證嚴

法師期許靜思弟子能夠深入瞭解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

讓慈濟法脈代代相傳。

來自台灣慈濟本會靜思精舍的師父10月8日在德州分會，帶領志工們繞佛繞法。攝影／溫倉彬

哈維颶風災民認識慈濟參與慈濟擔任志工的芭比·福坦貝瑞（左一）和
志工林華音（左二）向精舍師父說明中長期關懷計畫。攝影／溫倉彬

志工齊聚德州分會專心聆聽精舍師父開講。攝影／馬樂

低收社區幸福校園計畫 關懷弱勢學童
撰文：王偉齡

潔白樸素的外觀，在車水馬龍的紐約曼哈頓街頭，讓人

有種想要緩步沈靜的清新感。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

思賢站在曼哈頓東60街229號「大愛人文中心」前回憶：「

找這個地方等了一、二十年。華爾街、尤其是聯合國一、兩

百個國家，都有代表在這。要有一個據點，把證嚴法師的理

念推廣出去，讓全球的人知道世界上有那麼好的一個組織叫

做慈濟。去年接手這幢大樓，設立『大愛人文中心』，這個

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走進「大愛人文中心」，會見到約一層樓高，由回收寶

特瓶所製作的紐約自由塔地標模型。2008年12月10

日大愛感恩科技創立至今，志工已回收超過六億五千萬個寶

特瓶。垃圾變成資源，喚醒人們惜物愛物、與地球共生息，

是慈濟和世界綠色覺醒潮流不謀而合的理念。

	 一樓區域展示「大愛感恩科技」回收再製的24項產品。

當天也是「大愛感恩科技」在美國正式上市的日子，向世界

宣告，只要有心、用心，「環境污染」是可以一步步解決。

	 同在一樓的靜思小築，展示證嚴法師的各項書籍出版

品，深入淺出講述佛經義理，入世修行無我利他的信念。

一樓電視牆地圖是「大愛日不落」世界。手點在電視牆

觸控螢幕的國家地圖，會顯示慈濟在全球一百個國家

地區的足跡。

	 轉進二樓是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法印，顯示慈濟如何用實

際行動，成為安定社區的力量，這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

契合：消弭貧困飢荒、倡議平權、綠色消費生產、提升人類

健康福祉。

	 呈現慈濟緣起的三樓，有三十個家庭主婦「竹筒歲月」

積小成大，積少成多，成就慈濟世界，作為推動世界改變力

量的介紹。

	 1013不僅是一個全世界慈濟人新家的啟用，更是凝聚所

有志工、幕前幕後工作人員的心力，目標一致：傳播無疆界

的大愛，用悲用智，改變世界。

◎一人一善	

◎與地球共生息	

◎大愛日不落	

18年前紐約九一一恐怖攻擊後，慈濟志工不僅協助救災賑災，證嚴法師在同年10月13日，取諧音「1013一人一善」

發起全球慈濟為美國、為世界祥和祈禱，此後每年不間斷。

	 「大愛人文中心」歷經一年設計整建後，選定於2019年

10月13日10點13分，在台灣慈濟本會關懷團、美國各州近兩

百位嘉賓親臨祝福中，正式啟用。這是來美國走訪六個分會

的本會關懷團，此行主要任務之一，也是最後一場活動。

出席觀禮的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表示，再怎麼忙都要參與

這場盛會，相信這將能凝聚全美國慈濟人的心。

	 今年是慈濟美國三十週年，「大愛人文中心」負責人沈

慈知說：「我們想吸引不知道慈濟的人，來進一步了解慈濟	 ，

了解慈濟是做什麼的。」
外於紐約曼哈頓的「大愛人文中心」10月13日開幕啟用。攝影／朱澤人

中外來賓參觀「大愛人文中心」三樓慈濟緣起的介紹。攝影／朱澤人

健康講座 -「 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
大多數乙肝患者在早期沒有明顯症狀，仰賴肝炎血液篩檢是保健關鍵。慈濟德州

分會與陳正德醫師在10月27日共同舉辦「乙型肝炎和我及我的家人關係」健康

講座。健康講座會以篩檢測試結果報告為範例，討論乙肝的預防、症狀和治療，

並說明抽血檢驗和確認檢測結果，可讓民眾知道血液中有無任何抗體，避免民眾

罹患乙肝而不自知。

本次講座時間為10月27日上午10點至11點半，

地點在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有意出席講座者請致電訂位：慈濟德州分會（713-270-9988； 713-981-8966）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近期還有許多活動，詳情請見網站：tzuchi.us/zh/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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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45週年

客 戶 齊 分 享 精選泡參買3送1

董事長 許恩偉 
Wil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Paul Hsu 

＊優惠僅限本廣告呈現產品項目

#0111-4 泡參大號 4oz #0112-4 泡參中號 4oz #0113-4 泡參中小號 4oz

關注許氏
微信公眾號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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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十一长假期间，集人文历史、美景、美食于

一体的黄埔古港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位于广

州海珠区的黄埔古港成为时下不少年轻人“打卡”

的首选地，这个港口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

经之地”，2017 年被列入南粤古驿道出海口纪念

地之一。在这里，游客走着走着就会看到一所纪

念馆——粤海第一关纪念馆，它虽然“年纪轻轻”

但总有办法吸引游客，《古港之旅》的 PC 游戏

带你穿越古今。

同样忙碌的，还有以海口埠为重要节点的台

山古驿道建设，在居民吴老伯等的宣传下，海外

乡亲们回来看看和建设故乡的热情日益高涨。

岁月悠悠，驿道漫漫。回眸历史，南粤古驿

道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陆路起点，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展望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

的新发展背景下，焕发新生的古港再度扬帆远

行……

记者 陈治家、麦蔼文、严建广  

通讯员 黄志青

“第一关”：《古港之旅》里的大风景
粤海第一关纪念馆负责人易琳是越过节越

忙，记者约她的那天恰巧是中秋节，她当时站在

纪念馆入口处正跟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事宜，用她

的话来说，“越是节日，越多人来参观展馆”。

2011 年毕业后，易琳恰逢正在推进的“黄埔

古村人文历史展览馆”文化项目。之前对黄埔古

港、黄埔村不熟悉的易琳逐渐对古港、古村有了

更多的了解，开始尝试向参观者讲解这里的故事。

此后，她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为成为第一关的“守

关人”自豪。

在纪念馆里，易琳一边带着记者参观，一边

缓缓讲起古港的故事：明清以后，黄埔村逐步发

展成对外贸易的港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关闭了江、浙、闽三地口岸，仅保留了黄埔村里

的粤海关，广州成为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

即我们熟知的“一口通商”，兼备收税和停泊船

只两个主要功能。

馆藏外销爆款产品

可见当时贸易繁盛

记者在粤海第一关纪念馆内可以看到不少外

销产品，例如檀香广绣龙纹折扇，较完整地保留

了扇子和扇盒。据易琳介绍，当时手工精湛的外

销扇在海外引起了“中国热”。不仅如此，易琳

还介绍了几款名片盒展品，她介绍，“名片盒在

19 世纪比较罕见独特，由银、檀香等材料制造而

成。”

在易琳看来，唯一对外贸易口岸的黄埔古港

为黄埔村带来的不仅是繁华贸易，还培养了一批

海贸人才，并为他们提供了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发

展机遇。易琳指着纪念馆内的展览牌，细数黄埔

村的那些往事：“受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黄埔

村哺育出不少历史名人，广州十三行行商梁经

国、追回庚子赔款的梁诚、身兼三国公使的胡璇

泽……”

古村发展迎机遇
古港文创爆款多

据易琳介绍，“名人效应”带来了越来越多

的乡思，更为小村带来了机遇。2017 年 12 月，

她参加了纪念梁诚逝世 100 周年座谈会，和与会

者们一起参观了梁诚故居遗址，并对今后成立“梁

诚研究会”、建立梁诚纪念馆以及如何加快黄埔

古村的文物保护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二三十

年以来，多位历史学家致力于黄埔古村的保护，

2009 年，黄埔历史文化古村保护整治工程正式启

动，“抽疏保旧、完善配套、适度开发、商业运作”

的原则引发社会关注。古建筑经过保护修缮，成

为广州传统民间艺术工作者的阵地，广彩、广绣、

剪纸等传统手艺纷纷进入黄埔古村的私塾、祠堂、

老房子，全方位展示民间工艺。

尽管百年前“夷舟蚁泊”的古港繁华已经远

去，但是黄埔古港矗立在历史长河中，折射着广

州作为全球贸易中心之一的繁华往事。2017 年南

粤古驿道定向大赛总决赛暨世界定向排位赛暨中

国南粤古驿道文化之旅（广州站）在黄埔古港站

举行，担负“重走海上丝绸之路”使命的仿古帆

船“阔阔真公主号”也从海心沙转移到黄埔古港

码头，并长泊于此。

易琳发现，为筹备好这项赛事，黄埔村发

生了不少喜人的新变化。例如水体整治，其中

包括拆除违法建筑，关停违法排污餐饮，南城

河、大鱼塘、二埗头的截污、连通工程，环境

变美了 , 黄埔古港的商业街也跟着日渐热闹了

起来。

不仅如此，与南粤古驿道相关的周边文创产

品也火了起来。其中，“黄埔古港的传说”作品

设计就运用了跟黄埔古港相关的元素，将其融入

到人们常用的手机壳、抱枕等物件中。此外还出

现了《古港之旅》PC 游戏，为黄埔古港提供了

更潮、更丰富的文化载体。

易琳介绍，随着黄埔古港文旅商综合体的建

设，游客们现在来黄埔古港，不仅会走进粤海第

一关纪念馆参观，更会在古港周边走走看看，品

古港历史尝特色小吃，“馆”和“港”在创新中

实现了共同发展。

海口埠：台山谱新传 情牵侨胞情
古港古村的新生牵动的还有与之血脉相连的

海外乡亲们。9 月 7 日，2019 首尔建筑与城市主

义双年展正式开幕。以“渐进式都市主义”为主题，

通过江门台山市的台山侨圩和周边骑楼来讲述台

山故事的项目成功入选。

台山桥圩创新发展

文化融合独有魅力
2019 年 首 尔 双 年 展 主 题 为“ 集 体 城 市”

（Collective City），有来自世界各地超过 80 个

重要城市的参展方参与展出，包括北京、武汉、

太湖、深圳和台山，带来了各地关于城市创新发

展的案例以及解决方案。以梅家大院为代表的台

山桥圩，以其独特的中西文化融合和侨乡文化魅

力走进世人的视野。

台山是广东省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上具有代

表性的海港型节点。台山古驿道以台山县城为中

心，外延至开平、阳江、恩平和新会，并通过南

部广海、川岛等地区出海，开启了五邑先人移民

的大门。

记者了解到，台山古驿道示范段由一条水上

游线和一条陆上游线组成，沿线将利用既有村落

形成 5 个驿站和 9 个驿亭。水上游线尽可能沿着

上世纪初期先侨出洋的古水道——大同河设置，

沿线的梅家大院和海口埠码头于旧址进行复原设

计，游船向南联通上下川岛，既是对出洋之路的

复原，也便于将上下川岛的游客吸引过来，形成

联动发展。陆上游线则尽可能连接既有的文化资

源，将翁家楼、庙边学校、上泽圩、梅家大院、

海口埠乃至斗山镇及浮月村、五福村等连接起来，

将碉楼、骑楼街市、独栋洋楼等多样的人文景点

一网打尽。

“台山古驿道自开始建设以来，就受到海内

外乡亲的关注。”台山市端芬镇相关负责人李晓

春说。

海外乡亲爱家乡

支持建设热情高
对台山古驿道进行建设，必然会牵扯到对附

近一些乡村的改造。家住海口埠的当地居民吴老

伯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开心。“他第一个站出

来支持。”李晓春说，“今年 80 多岁的吴老伯

经历过海口埠的兴衰。他不但赞成，而且发动海

外乡亲支持家乡建设。”

以海口埠为重要节点的台山古驿道建设，在

吴老伯等居民的宣传下，触动了年纪大的老华侨

回来看看的冲动。李晓春告诉记者，每次他去海

口埠做讲解员，都会见到老华侨带着后辈回来看

看家乡的变化。“不少老华侨告诉我，多年没有

回乡，他们对家乡的印象还是村里牛栏猪舍随处

可见，鸡鸭满地跑。”他说，“但是，当他们回

来之后，才发现，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古

驿道的建设，不仅让老一辈华侨很开心，也带动

了包括新生代华侨在内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

持家乡建设。

东宁里是驿道旁的一个村落。这里的居民基

本上都是李姓。村中的老房子多数在 20 世纪初

由华侨和港澳同胞修建。经历过岁月，尽管多数

闲置，但是多数仍保存完好。李晓春告诉记者，

当得知古驿道建设要对村子进行整体环境改造，

要打造成传统村落时，旅居海外的乡亲都非常支

持。“海外乡亲自发组织积极捐款筹集资金，根

据古驿道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需要，修葺房屋统一

布局，村前村后建起小公园。”他说，“现在村

子和周边的环境和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

古港扬帆 湾区新传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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