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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的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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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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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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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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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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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華文作協訂于十二月廿七日改選會
並慶祝第十二期 「南軒集」 出刊

保健中心年終暨第四季慶出會保健中心年終暨第四季慶出會
高齡選美皇后洪家鶴演唱高齡選美皇后洪家鶴演唱 「「花好月圓花好月圓」」

（本報訊） 成立逾廿八載的美南華文寫作協會訂于十二月
廿七日下午三時舉行年度會議，並慶祝第十二期 「南軒集」出
刊，同時舉行新會長及理事會改選。地點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
心203室。

南軒集的主要內容匯集2018-19 年間美南作協所舉辦的十
次活動，其中以名家演講為主要內容，如: 知名媒體記者楊艾俐
談： 「我寫故我在 : 寫作的樂趣」、台灣雜誌龍頭老大 「天下
遠見」發行人王力行談 「變局中的媒体」、哈佛訪問學者毛文
芳教授談 「明清人文畫像的抒情演繹」、朱琦老師談 「蘇東坡

在歷史現場」……正如會長秦鴻鈞指出，作家的演講內容談寫
作的時代背景、或寫作的經驗和歷程，對於聽眾及會員的啟發
良多，此外還有會員發表成果的新書發表會。本期的南軒集是
由唐一美主編，編輯小組包括: 謝淑娟、劉緯、謝霖、錢莉、姚
嘉為和石麗東，共由卅餘位會員執筆，恰遇佳節親友家人歡聚
時刻，歡迎踴躍與會。

作協過去兩年活動之中以今秋郭小莊談京劇藝術，創下休
士頓今年僑社國慶系列活動之中 「單項」出席人數最多的記錄
，會長秦鴻鈞回顧兩年任期，去年她代表作協參加在內華達州

拉斯維加舉行的北美作家協會年會，當選理事，今春三月又參
加在台北天母召開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且登台介紹美南作協
近況。

作協理事會選務小組日前完成提名陳綺紅為下屆會長的程
序，她自台大外文系畢業，來美後在波士頓東北大學取得教育
學碩士，1976年隨先生及家人定居休士頓，除讀書寫作之外，
喜好旅行攝影，一直熱心支持作協活動，近年因夫婿任職台灣
公共衛生院研究員而奔波台灣和休士頓兩地，她期盼以相機捕
捉美感，喚起環保意識，保護美麗的地球。

國際貿易中心聖誕慶典

(本報訊)華人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榮獲德州地區 「高齡選美皇后」的洪家鶴女士，周日（12月
15日）在長輩成員為主的 「保健中心」高歌一曲 「花好月圓」，不僅歌聲柔美，韻味十足，其從頭到尾
精神十足，鏗鏘有力的演出勁道，更使人不敢相信，她已年破80大關，猶有甚者，她根本是唱京劇的，
歌唱只是 「半路出家」! 洪家鶴不僅歌聲迷人，有繞樑三日，
餘音繚繞的韻味外，她也向我們證明- 只要有心，人生沒有什
麼 「不可能」的事 !

一部小貨車停在大門前，上面寫
著＂宅急便＂三個字。一時還以為是
流動廁所，原來是送快遞的。醫院付
款的櫃台上寫的不是＂附款＂二字而
是＂批價＂我有些懷疑自己是回到了

生長的老家台北還是一個漠生的國
度裡，打聽一下才知道這些用語均
源自日語。

台北到處都有的方便店7/11價錢
不便宜但生意極好，給我的感覺是
沒了7/11台北有些人好像都沒法過
日子。需要什麼付了錢拿著就吃就
喝多省事。可是一個麵包也要一塊
美元，一杯咖啡也要一塊多美元。
我心裡納悶台灣年輕人的平均收入
能應對與美國如此接近的物價嗎？
走進這兒的7/11或是超市有種在休
斯頓走進日本小超市的錯覺，許多
商品上都標示著日文，不知是真的
還是假的這樣日常的食品和用品為
什麼要用那麼多日貨？

台灣有許多哈日、哈韓，卻沒聽
過哈中，電視新聞見到年青人是多麼
瘋狂某韓星、曰星的來訪，他們那裡
知道5000餘年的中國文化是如何影
響著亞洲諸國。

回鄉見聞

朱安平

圖文： 秦鴻鈞

(本報訊)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ITC )昨天（12月20日）中午舉行盛大的聖誕慶典活動，共有中外代表百餘人
參加。其中貴賓多為多年來與美南來往密切的各族裔政界人士及客戶。包括：Harris County 的Commissioner Rodney
Ellis ,Senator Boris Miles Office 代表Diana Weters, 國會議員Al Green, 中國駐休斯敦副總領事劉紅梅，以及競選福遍郡
稅務總長的張晶晶，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及各族裔的代表一百多人。而由ITC 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及總裁Hon.
Gezahgen Kebede 等人在會上致歡迎詞，祝賀在場的所有人聖誕節，新年快樂 !

（（圖二圖二 ））為出席大會的貴賓國會議員為出席大會的貴賓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右一右一 ），），中國駐休斯敦副總中國駐休斯敦副總
領事劉紅梅領事劉紅梅（（右四右四 ），），競選福遍郡稅務總長的張晶晶競選福遍郡稅務總長的張晶晶（（右五右五））及宴會主人美南及宴會主人美南
報業集團報業集團，，ITCITC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朱勤勤夫婦朱勤勤夫婦（（左五左五，，左四左四））((圖一圖一））為為ITCITC聖誕慶典的熱鬧場景聖誕慶典的熱鬧場景。。

圖文： 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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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平凡

普通，都是在当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

华人、华侨、留学生；他们善良淳朴，

相信“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们都

有金子般的心，乐于助人而不求回报；

他们热爱祖国，每每发生抹黑中国的事

情，他们都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他

们就是可爱的海外领事协助志愿者们，

他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背后，都有着感人

的故事。 驻土耳其领保工作座谈会暨领

事协助志愿者培训交流会不久前在安卡

拉举行，来自土耳其各地的优秀领事协

助志愿者齐聚一堂，交流经验体会。

叶蕾，是一位在土耳其费特希耶工作

、生活的“弱”女子，但就是这位“弱”

女子，在费特希耶滑翔伞行业圈内却是几

乎无人不晓。不仅是因为她的生意做得好

，更是因为她坚持维护祖国同胞的利益，

客观上推动了费特希耶整个滑翔伞行业的

大整顿；她在国庆日组织的“滑翔伞编队

”燃爆整个费特希耶，让世界各国游客共

同为祖国70华诞庆生。

今年3月，一家3口中国游客在费特

希耶乘坐滑翔伞时发生事故，接到使馆

的电话后叶蕾赶到医院与他们汇合。得

知出事旅游公司态度十分恶劣、拒不进

行赔偿时，叶蕾建议并陪同游客到当地

旅游局进行投诉，最终不仅成功维护了

中国游客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使当地旅

游局重新整顿滑翔伞市场，保护所有消

费者的权益。叶蕾说：“(当地)旅游局

发文对公司进行了处理，还进行了罚款

。所以对其他滑翔伞公司是一个非常大

的震动，整个滑翔伞行业下令停业一个

星期，每个公司必须把所有飞行员的资

料递交上来存档。如果不上交的话，就

不允许你飞。在所有的资质完成(备案)

之前，飞行员不能上岗飞行。”

叶蕾说，不仅如此，土耳其航空协

会还与费特希耶旅游局合作成立了一个

专门的监管小组常驻费特希耶，对当地

的滑翔伞市场进行监管：在出发点和降

落点检查安全设施是否佩戴完好；监测

天气情况，每天发布是否准许飞行的指

令等等。

叶蕾表示，因为祖国越来越强大了

，同胞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走出国门

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所以土耳其旅游

部门越来越看中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驻土耳其使馆领事协助

志愿者的身份也让自己挺起腰杆为同胞

代言，所以发生在中国游客身上的事故

才可能导致对整个行业的整顿。叶蕾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因游客事故整顿滑

翔伞行业)是以前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个人来做，和我

成为志愿者以后，有了大使馆在后面(的

支持)来做，其实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自己经营一家滑翔伞公司，叶

蕾在接待中国游客的过程中发现，语言

障碍是他们出游面临的一大难题。因此

，叶蕾目前正在驻土耳其使馆的大力支

持下，积极推动在费特希耶，特别是作

为滑翔伞基地的“死海”小镇设立中文

标识的指示路牌，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帮

助同胞出行。叶蕾表示：“我们接下来

明年准备跟(费特希耶)市长和旅游局一

起，开始在费特希耶设置一些中文的路

标。费特希耶小嘛，做起来容易一些，

这是我们下一步准备去做的。”

叶蕾告诉记者说，土耳其是旅游大

国，十分重视游客的反馈意见。近年来

，中国赴土游客数量增长迅速，特别是

到费特希耶的中国游客明显增加，今年

她的公司就接待了近八千名游客。她希

望明年中国游客访问费特希耶时，能够

看到中文的路标。

叶蕾说，在国外生活久了，在费特

希耶这个小地方见到国内来的游客她会

觉得特别亲切。如果再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帮助游客解决实际困难，她会觉

得特别自豪，“我是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心中会被放大，这也激发她以更大的

热情从事领事协助志愿者的工作。叶蕾

说，祖国对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和中国

游客的关心，也进一步激发了海外中国

人的爱国热情，爱国成为生活在海外的

中国人自发自觉的行为。

今年十一国庆期间，叶蕾和她的来自

国内的游客们自发组织的国庆活动，将费

特希耶变成了“中国红”的海洋。叶蕾说

，国庆当天早上6点多到店里后，国内的

阅兵仪式已经开始了，通过网络观看到阅

兵式的她感到由衷的自豪，就邀请还在排

队等待飞行的中国游客一起观看。一看直

播，调动了所有中国游客的爱国热情，大

家就一起唱《我爱我的祖国》，和叶蕾店

里的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合影留念。这一

动人场面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纷纷拍照

，并参与到叶蕾和她的中国游客自发组织

的庆祝活动中。

大家的爱国热情也激发出叶蕾一个

大胆的创意，她组织飞行员，带上大大

小小的国旗和各种烟花，在费特希耶

“死海”的上空组成滑翔伞飞行方队，

庆祝国庆，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叶

蕾说：“整个的‘死海’，所有的人都

在抬头看着天上。国庆节那几天是爆满

的人，那天在‘死海’那个小地方，至

少有4千人。大家都抬头看着，很多人

都在录视频。我们一降下来，所有人都

围上来了，然后加微信，把所有的视频

都发上去。大的国旗取下来以后，所有

人冲上去照相。那是完美的一天，我一

生中真的很难忘。”

土耳其领事协助志愿者
身在海外，爱国是自发的行为

浓厚香郁，入口回甘的咖啡乌，已

成为许多马来西亚人最爱的饮品，传承

传统炒咖啡工艺的陈文光介绍说，咖啡

乌也称为“焦糖咖啡”，是马来西亚独

特的咖啡文化。

陈文光认为要做咖啡必须先懂得咖

啡历史。他解释道，咖啡乌的历史追溯

到华裔先贤南下时在锡矿场当劳工，当

时日晒雨淋易患上伤寒等疾病，但是那

个年代的医疗不发达，矿工偶然下发现

一种果籽树，并摘下果实和叶子晒干以

慢火烘炒，加上生姜和肉类熬成浓汤，

当作药汤喝下去来治病。

他说，“对于矿工来说，这种果实

就是药，直到一日英国矿主巡视矿场闻

到香郁的咖啡味后，才发现原来那是咖

啡豆，之后矿主就教矿工炒咖啡和泡咖

啡。”

他介绍道，咖啡具有提神和保健的

作用，为了提高生产力，矿工对咖啡的

需求量也随之提高，但是那个时代的咖

啡豆很有限，为了最大化的应用咖啡豆

，矿工就将咖啡豆混合糖烘炒成粘稠状

的咖啡糖胶，之后一直流传下去演变成

如今的“焦糖咖啡”。

陈文光说，目前市场上的咖啡豆主

要分为四大类，即阿拉比卡(Arabica)、

罗布斯塔(Robusta)、赖比瑞卡(Liberica)和

伊克赛尔塞(Excelsa)，马来西亚大多采

用赖比瑞卡咖啡豆。

他说，咖啡豆的品质和口味因其原

产地而异，处理方式也不同，“烘炒方

式必须视咖啡豆本身的条件来变换，巴

西的咖啡豆通常香味浓，而墨西哥的咖

啡豆则带酸，所以巴西咖啡豆适合浅炒

将香味留住，墨西哥咖啡豆就可以用中

炒或深炒，淡掉酸味。”

他说，伊克赛尔塞是赖比瑞卡的分

支品种，与罗布斯塔和赖比瑞卡一样一

般在平原种植，采日晒手法。他说，制

作焦糖咖啡的咖啡豆大多采用中炒和深

炒手法。

作为义江咖啡第四代传人的陈文光

，对他而言优质黑咖啡的基本就是“黑

而不焦”、“黑而不酸”、“黑而不涩

”、“苦中回甘”和“苦中香醇”。

他说，传统咖啡豆烘焙法的要诀是

靠“听觉”、“视觉”、“嗅觉”和

“感觉”，若有闪失，所有材料和功夫

都会毁于一旦，所以炒咖啡必须凭靠深

厚的“功力”与经验。

他介绍道，“还没炒的咖啡豆水分

多，在滚炉内翻炒时所发出的声音会偏

沉，随着水分蒸发加上咖啡豆膨胀后所

发出的声响就会逐渐变得清脆，这时的

咖啡豆就差不多可以出炉了，这就是炒

咖啡要诀中的‘听’。”

他说，至于“看”就是看烘炉所释放

出来的烟。当烟越来越浓的时候，就得调

小火势慢火烘焙。“炒咖啡”期间需要紧

密观察咖啡豆的色泽，闻咖啡豆的味道，

加上凭感觉来判断是否已可出炉。

“出炉时间不容易拿捏，有时候看

咖啡豆外面的色泽是可以了的，可是出

炉一阵子后可能就变焦了，因为咖啡豆

内部还在烧，时间点和准确度拿捏得不

好的话就会失败了。”他说道。

他说，烘好咖啡豆后就进入“吹衣”

的步骤，也就是剔除掉咖啡豆的皮，之后

就尽快放入搅拌器中加入黄油和加上大风

吹来快速降温，这个动作除了能锁住咖啡

香外也可防止咖啡豆内部继续燃烧。

他说，“之后在锅中加入糖，煮熔

至金黄色后加入咖啡豆再煮至起丝，

‘拉丝’的步骤就是考验师傅功力的时

候，糖丝色泽太黄，味道就会带酸，煮

过头就会起沙，整锅都不能要了，棕色

透光是最美的。”

他说，咖啡焦糖煮好后吹凉，敲裂

成块状后就可搅碎入桶收藏起来。他表

示，煮咖啡最理想是在有自然光线的地

方进行，这样看糖丝会比较准确。

至于白咖啡的典故，陈文光叙述道

，白咖啡文化与英式咖啡密不可分，当

年马来西亚华人先贤南下时，有些人到

英国家庭当管家，在为主人准备餐点时

以简单的英语沟通，当主人要喝加牛奶

的咖啡时，就说“White cofee”，当要

喝黑咖啡时就说“Black coffee”。

他说，人称“白叔”的一位华人，

当年就是其中一名管家。在二战时期英

国人搬离马来西亚，白叔也就失业了，

之后他经过多番转折后去到现在的旧街

场河岸旁拉木头车卖咖啡。

他介绍称，“为迎合道地人的口味

，白叔就用道地的焦糖咖啡混合净炒的

咖啡豆，加入些许糖，研磨成粉，添上

炼乳和沸水冲泡咖啡，演变成地道的白

咖啡，他把自己加奶炮制的咖啡称为

‘White coffee’。”

马来西亚“咖啡乌”工艺传承者：制咖啡需先懂历史

(本報訊)(接12/20 B3)座談中還穿插了很多
有意思的問答，比如：

問：印裔孩子跟華人孩子有什麼不同？
答：我周圍很多印裔同學朋友，他們普遍

比較外向，比較funny，善於交朋友（social）。
問：印裔家長跟華人家長有什麼不同？

（這是一位對印度裔有執念的媽媽提出的問題
，誰叫現在美國學校裡的華人小孩周圍到處是
印度裔對手）

答：我所見的印度同學的父母，普遍比較
外 向 ， 比 較 funny， 善 於 交 朋 友 （social） 。
（此時聽眾席眾口再次念出那個高頻率詞彙......
）

問：作為華人學生，在學校裡感覺到過來
自其他族裔的偏見嗎？

答：多少會有，自信和幽默是解困的好辦
法。

問：媽媽在你讀書時管得嚴嗎？
答：沒有太多干涉，給我自由度比較大，

比如交友，比如熬夜看書（self-motivated！家
有自推娃是多麼幸福啊！）

問：哈佛錄取有針對華人學生的不公平嗎
？

答：還好吧，我當面試官那年，大休斯頓
地區錄取30名，沒有一位白人學生，如果華人
覺得不公，白人呢？ （這條可能聽得不准，需
查對）

問：如果孩子感興趣的是數學這類，考哈
佛會不會比較吃虧？

答：（反應了一下）我估計你的意思是說
喜歡數學會比較容易給人書呆子的印象，而數
學好到出類拔萃又很難—— 的確，這有可能在
申請某些名校時會吃虧，但如果小孩真的對數
學有passion，讓他順著興趣發展吧, 為什麼一定
要進哈佛，總有學校合適他，一樣會有很精彩
的人生！

問：當然哈佛不是唯一選擇，更重要的是
找到適合自己小孩的，那反過來，如何知道各
所不同的大學真正想找什麼樣的學生？

答：沒有簡單答案。但是像UT，UM，加
州伯克利這些較大的州立大學，不需要面試，
不需要你從各方面表現得與眾不同， no need
for distinguished social skills, no need for CEO po-
tentials, “學優”即可, you can get in only by
“PAPER”. 如果有讀研究生的計劃，college的
選擇就更沒必要局限於常春藤名校了（下面還
會談到）。

以下部分，直接用 bullet point 上乾貨，大
家自行勾重點。

* 哈彿看重的不僅僅是成績，在面試時甚至
不大關心成績，而是更看你是否有“人格吸引
力”，某方面與眾不同，是否積極主動，善於
交流，對未來有明確的熱情和規劃（Applicants'
“personal” rating）。

* 所有常春藤名校的錄取都會要求面試，而
大多數公立學校（包括UT Austin，加州伯克利
等）則不需要（但其中很多MBA專業都看重面
試）。

* 哈佛不是適合每個學生的，根據
自己孩子的特點選擇學校很重要。
如果你的目標是研究生院, 或者像
法學院/醫學院這樣的 professional
programs, ”I don't think which col-
lege undergraduate make any differ-
ence at all!” (Andy作為過來人的心
得）“我在讀醫學院時有不少非常
出色的同學朋友，他們可能來自'
德州農工'，甚至HCC（休斯頓社
區大學）！” 這些“常規”學校
的本科課程往往安排得相當紮實。
* 如果有上研究生項目/醫學院/法
學院的計劃，尤其要謹慎選擇哈佛
這類常春藤名校，因為他們的un-
dergraduate課程不一定很突出，但

絕對擠滿了“人尖”，你更難拿到基礎課的B+
以上成績，遑論從他們中脫穎而出。

* Ensuring the continuous succes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demands strong leadership skills that in-
clude ethics, communication, teamwork, grit, and
problem-solving, which can only be fully devel-
oped through a passion for excellence and compas-
sion for peo-
ple.

*
Asian-Ameri-
can students
make up 23%
of Harvard’ s
admitted class
of 2022. Con-
tinued in-
creases in par-
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will put pres-
sure on that
percentage to
increase next
year and in
the futur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嘉賓印象：
三位嘉賓給人的共同感覺是處事待人的自

如感，親和力和幽默感，這也算名校素質吧。
題外話：關於出席率
本次講座預設125席，發布活動通告的一天

內報名滿額，很多報不上名的只能上waiting list
。而活動當天在無人通知取消的情況下，實際
出席率大致只有一半。這個，和哈佛所要求的
personal rating 差距有點大，要想孩子上名校，
家長們尚需加油，做好role model。

Beyond Harvard
這次講座的題目雖然是“road to Harvard

”, 但聽完後覺得併不僅僅關於哈佛。幫助孩子
找到激情，塑造共情力，同情心，影響周圍的
小天地；從他們的“所需”，反思我們身為家
長的“所缺”；不單單只從事功技巧方面設計
，而是把人活精彩，大寫一個“PERSONALI-
TY”，哪裡不是路，哪裡沒有路。再好的哈佛
，也只是個起點。

上週六這兩小時座談，與其說是一堂名校
攻略課，不如說是接受一次“關於父母和孩子
如何精彩為人”的溫柔敲打。受教了，謝謝三
位，下次再見。

休斯敦華裔聯盟哈佛之路講座
" 不僅僅通往哈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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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學院中華文化學院文化活動文化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家長會長簡梓筠家長會長簡梓筠，，主辦年終餐會主辦年終餐會，，深受歡迎深受歡迎

林貴美老師教中國書卷製作林貴美老師教中國書卷製作

中華文化學院全校老師中華文化學院全校老師，，坐中間者是陳根坐中間者是陳根
雄校長雄校長

年終餐會年終餐會，，盛況空前盛況空前

總統服務獎得主及陳根雄校長總統服務獎得主及陳根雄校長

陳逸玲老師帶領志工們講述中華節慶故事陳逸玲老師帶領志工們講述中華節慶故事

黃悅如老師講解梅花吹画藝術黃悅如老師講解梅花吹画藝術

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舉辦的
第二十二屆舞展”絲路盈香”將
於 12 月 21 日晚上 7:00 將在 Staf-
ford Centre隆重上演!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每年都會
在年末為休斯敦僑民送上一臺陣
容強大的舞蹈晚會.今年由學校老
師新創編的舞蹈涉及中國古典舞,
中國各大少數民族民間舞,芭蕾舞,
當代舞等舞種,一定會給您帶來絢
麗的視覺沖擊!並以此藝術盛宴來
感謝中國國務院僑辦和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多年以來給與的大力
支持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以及僑社
各界朋友的幫助和信賴! 並為休斯

敦的僑民們送上辭舊迎新的祝福
和歡樂!

周潔曉慧舞蹈從97年創辦至
今已有22年的歷史,應該算得上是
北美地區影響力最大、發展最快
的舞蹈藝術學校,為數以萬計的華
裔孩子傳播中國文化! 被國務院僑
辦定為”海外華文教育示範學校
”; ”華夢計劃”的舞蹈培訓點;北
京舞蹈學院中國舞考級;承辦國務
院僑辦的”尋根之旅”夏令營;與
上海周潔藝校的6所學校保持中
美文化交流;舉辦中美國際藝術大
賽; ”中華文化大樂園”的舞蹈園
營地等等的殊榮和文化傳播活動

為中美兩國的文化交流和休斯敦
華僑的祖國文化傳承
作出了做越的貢獻!

12 月 21 日, ”絲
路盈香"7:pm, Stafford
Centre 不見不散!

少 量 余 票 咨 詢:
713-516-5186;

Houston, Sugar
Land, Katy學校春季招
生 進 行 中:
713-516-5186;
832-606-8809 www.
jhdancing.com; Email
：jh@jhdancing.com

微信公眾號: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二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二
十二屆舞展十二屆舞展””絲路盈香絲路盈香""

履歷上從未提及的事履歷上從未提及的事：：我是爸爸的照護者我是爸爸的照護者

「我想你在履歷中列出你的照護經
驗，」 爸爸在病床上喃喃說道。他一定
是看到了我臉上那為難的表情，所以才
補充說： 「Caroline，如果告訴他們你
照護我的經歷，獲得工作的機會更大。
」

我爸爸患上了肝癌，讓年僅14歲的
我就充當起了照護者的角色，它打亂了
我在高中期間找尋兼職工作的計劃。當
我們發現腫瘤時，癌細胞已經在爸爸能
夠進行有效的放射治療之前，蠶食了他
的髖骨。我們看著爸爸從能夠筆直地行
走，到倚靠拐杖，再倚靠那不斷磨損著
家中的瓷磚地板的助行器，然後只局限
於病床上。我下定決心要令他好起來。

我希望通過令他生活得舒服一點
來治癒他。
為他烹調美食是使他感覺好一

點的最有效方法。我為他烤黑巧
克力派、做意大利面、加熱意大
利水餃。看到他吃下我做的黑巧
克力派時，我感到很欣慰。就像
是我能夠用這樣的方式，使他最
後的時日過得甜美一點。
但是，還有更多令我感到沮喪

的情景。有一次，當我放學回家
時，看到爸爸僵硬且呆滯地躺在
地上，他一看到我就哭了，原來

他不小心吞下了過多的止痛藥。我急忙
扶起他，嘗試安慰他，給他喝杯水，跟
他聊天並一直陪伴著他。我抑制著心中
的憤怒，心想為什麼他吃藥時不跟隨指
示？我為自己的憤怒而生氣。爸爸正在
受苦，而我卻無法幫他好起來。

爸爸在生病期間，對我說了很多話
，一些我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去聽的話，
有的關於愛、有的充滿自責、有的出於
困惑。當我給他帶他想吃的食物時，我
會聽到他喃喃地說話，當中包括： 「我
愛你，我剛剛夢到你出生時的情景。」
還有使我困惑的話： 「相信我，你一定
要成為律師。」 另外還有： 「我夢見惡
魔對著我笑。」 他擔心自己會下地獄。

有時候，他會跟我說： 「我不是一
個好爸爸，對不起！我不是一個好爸爸
。」 他對自己存活的可能性失去信心，
這一點讓我感到很無助，覺得給予爸爸
的照護怎樣也不夠。

但是，爸爸卻堅持要我在履歷上列
出 「照護」 經驗： 「Caroline，聽我說
。你一定要讓他們知道你在照顧我。」
他知道我那時正在報讀大學，對我的前
景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他希望我擔任其
照護者的經驗能穩固我的將來。

我怎麼可以在履歷上寫下我目睹爸
爸被痛苦與羞愧折磨的經歷？醫療保險
支付了超過200萬的醫療費用。爸爸不
斷地向我道歉，為我必須看見這樣的他
而道歉、為成為了我的負擔而道歉。他
從來不想成為任何事情的受害者。他在
年幼時移居美國，那時他捱過了種族歧
視的對待。他也是在越南戰爭中倖存下
來的戰士。他一直堅信只要努力就能成
功。

他希望我在畢業典禮時能成為致告
別辭的學生代表，但是我並沒有做到。
他認為自己配不起 「戰士」 這個光榮的
形象，因為他未能擊退這個病。而事實
上，許多病患者也像他一樣，控制不了
病情，戰勝不了病魔。我所能控制的是
，透過為他做意大利面，或是給他送上

開水食物，盡可能令他的日子好
過一點。

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家裡來
了一名護士，代替我去照護他。
那名護士難過地看著我和弟弟握
住爸爸的手，聽著他在最後說出
那一字一句，逐漸化為痛苦的低
吟聲。我還記得她撅著嘴忍住淚
的樣子。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即
使是專業人士，面對這樣的處境
也一定很艱難。

就這樣，我的父親Vu Cao在他姐妹
們的陪伴下，握著我的手去世，享年44
歲。而我最後為他履行的照護工作，就
是朗讀《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因
為他未有機會讀完整部哈利波特

儘管爸爸不斷堅持，但我沒有將
“照護”寫上履歷表中。我不覺得我配
得上這個詞。
我也從來沒有在面試中提起它，直到那
一次我申請成為醫療抄寫員。當時我申
請那職位並不是因為對醫學感興趣，而
是因為我需要錢。我對面試官說：“沒
問題的，我爸爸患肝癌晚期時，我是他
的照護者。”而在第五天的在職培訓後
，我被解雇了。首席抄寫員跟我說：
“你來的第五天便退縮了，我們不可以
留下你。”我幾乎能看到爸爸那失望的

表情。
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這個痛苦的

想法不斷地在我的腦海裡迴盪。我能聽
到爸爸的助行器磨擦著地板，作為他的
照護者，我當時還可以做得更好嗎？有
時候，即使你做到最好還是不夠的。就
算你知道自己已盡了全力，你仍然會感
到失望。那麼，照護教曉我甚麼？有否
令我更有準備地去迎接生活中的苦難？
如果我媽媽的身體變得虛弱，我會成為
她的照護者嗎？回想著我最後給爸爸閱
讀的書本，我為他烤製的黑巧克力派，
得出的結論是：我的照護，確實減輕了
爸爸的痛苦，所以，就算我被留下來的
痛苦回憶侵擾，也是值得的。

作者：Caroline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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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Kim: 832-691-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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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冬天到了，
久坐辦公室的您全身血液不循環，陣
陣寒意迎風撲來，四肢發冷。人，真
的壓力很大！所以，下班後來盛世桃
園養生會館吧，你需要徹底的放鬆！
放鬆你的身體，也放鬆你的心靈！

如果你結婚了，嘮叨的妻子和吵
鬧的孩子，讓你想要逃避現實；如果
你是孤獨的單身漢，孤獨的黃昏和一

個人的周末，讓你寂寞難耐；如果你
是職業女性，堅強的外表下藏著的是
脆弱的身體和寂寞的心；如果你是疲
憊的家庭主婦，在孩子上學、老公上
班的時間裏想跟閨蜜訴訴苦；如果你
是步履蹣跚的老人，需要一個溫暖的
地方熱鬧熱鬧。那麼，趕快來盛世桃
園養生會館吧！新近開張的盛世桃園
養生會館，裝修豪華典雅，設計師巧
妙地將時尚現代元素與中式傳統形式
相結合，在喧鬧的都市中構築一隔清
香、水榭亭臺、詩情畫意，為客人提
供一個靜如止水、美輪美奐的休閑空
間。走進盛世桃園養生會館，不由得
眼前一亮，中式的紅木間架、門留，
墻上掛著大幅的山水卷軸畫，顯出東
方特有的情懷。客人躺在舒服的沙發
上，愜意地享受著，千年的故事在專
業的按摩師指間流淌。空間中巧妙的

運用橘黃和橘紅色的燈光，使得整個
空間中式元素散發古雅而清新的魅力
。

盛世桃園養生會館還有十幾個大
大小小的包房分列兩廂，每個包房的
裝修都各具風格，巧妙地將中國的傳
統吉祥圖案，如福祿壽禧、事事如意
等元素展示出來，更加古色古香。會
館還設有汗蒸房和冰蒸房，納米汗蒸
房的地面和墻面都用粉紅色的鹽磚砌
成，鹽磚產自巴基斯坦，是3億年前海
水結晶演變而成，經過上億年積存，
含有各種對人體中性物質，本身俱備
了三種天然的功能：釋放對人體有益
的負離子；放射與人體相同的天然頻
率；礦鹽釋放碘，鉀，鈣，鎂，鐵，
等其他多種對人身有益的元素。能減
輕過敏、哮喘、濕疹、高血壓、潰瘍
等癥狀，並能幫助減壓。

盛世桃園養生會館新張開業，優惠大
酬賓！身體按摩每小時$59.99，可以
在1小時之內免費得到搓澡、拔罐、熱
石、刮痧，一小時以外可以接著免費
做桑拿、淋浴、冰房。足底按摩每小
時$29.99，憑《美南日報》上的 5 元
coupon,，優惠價每小時$24.99，還能
得到免費拔罐、熱石、刮痧其中的任
意一項。哦，對了，新張期間茶水飲
料和幹果水果都免費，您就敞開了享
用吧！

盛世桃園養生會館不光環境好，
而且服務也好，所有的按摩技師都有
執照，而且經驗豐富，絕對讓您放鬆
輕松。哦，對了，新張期間茶水飲料
和幹果水果都免費，您就敞開了享用
吧！用一份錢，得到雙重的高級服務
，還有免費的零食小食，還等什麼？
快來盛世桃園養生會館享受吧！

盛世桃園養生會館就在中國城8號
公路旁，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way, Ste 103, Houston, TX77072
電話：346-701-8775

為慶祝2020年新春佳節，大休斯敦湖北同
鄉會將於2月1日晚在Lam Bo餐廳隆重舉行春節
晚宴暨聯誼活動。歡迎所有居住在休斯敦的湖北
同鄉歡聚一堂，共度春節！讓我們在Lam Bo精緻
的宴會大廳，舉杯同飲，鄉音話家常，一起度過
一個難忘的夜晚！
日期/時間: 2月1日（週六）5pm-10:30pm
地 址: Lam Bo Restaurant, 6159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湖北同鄉會於2019年9月在美國德州正式註冊成
立。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本同鄉會的宗旨在於
為大休斯敦地區的湖北同鄉建立一個交流的平台
，並倡導大家在職業與生活上團結互助，使大家
都有歸屬感。自成立以來，同鄉會成功舉辦了成

立大會暨燒烤大會，並組織了各種文體活動，包
括湖北網球愛好者群，楚韻旗袍隊，以及多個以
地市為單位的小微信群。短短幾個月，同鄉會的
人數迅猛成長，這充分顯示了休斯敦湖北人對我
們這一身份的認同以及對同鄉會工作的認可。
活動安排：
• 5pm-7pm 贊助商家聯誼酒會；
• 7pm-10pm 春節晚宴， 抽獎以及節目表演
報名方式：
• 如果在湖北同鄉會微信群，請在群內通過接龍
程序報名；
• 如果不在湖北同鄉會微信群，請添加微信號
na8322759786申請加入湖北微信群。
商家贊助：

同鄉會理事會推出兩種贊助方式為本次春節晚宴
募集資金，以補助同鄉餐費以及作為抽獎用途。
1. VIP席位 - $100/位。座位臨近舞台，每位貴賓
將佩戴胸花，且有精美禮品贈送。同鄉會網站鳴
謝。
2. 商家贊助。所有商家可在5pm-7pm設置展台
，推介本公司產品或服務。同鄉會將印製宣傳海
報，以及向多家媒體推送新聞，刊登所有贊助
$300以上的商家 logo。同鄉會官網（haogh.org
）會設立鳴謝頁面為所有贊助商家宣傳。
a. 冠名贊助商：贊助金額$1,000或以上。商家可
獲得VIP席位四人，並上台發言；
b. 一級贊助商：贊助金額$500。商家可獲得VIP
席位兩人，並上台發言；

c. 二級贊助商：贊助金額$300。商家可獲得VIP
席位一人，並上台發言。
同鄉會也歡迎商家捐贈抽獎獎品。捐贈獎品商家
亦獲邀參加宴會前的聯誼酒會，並主持抽獎。
有意贊助的商家請聯絡蔣娜（832-275-9786）
或張翊（484-883-5626）。您也可登錄同鄉會
官網haogh.org獲得更多資訊以及後續報導。我
們期待您的光臨！

大休斯敦湖北同鄉會大休斯敦湖北同鄉會20202020年度春節晚宴年度春節晚宴

休斯頓最豪華的盛世桃園養生會館開業大酬賓休斯頓最豪華的盛世桃園養生會館開業大酬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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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7年05月22日, 第一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
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5年07月01日, 第二優先
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
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5年12月01日, 第三優先
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年04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11月22日，第五優先
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
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2018年10月01日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2017年10月01日, 第一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
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年08月01日, 第二優先
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
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7年03月01日, 第三優先
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年08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05月15日，第五優先
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
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9年01月01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9年01月01日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13年07月15日中國大陸2013年07月
15日
第二A優先：有名額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14年08月08日中國大陸2014年08月
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07
年11月15日中國大陸2007年11月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2007
年02月01日中國大陸2007年02月01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2014
年03月15日中國大陸2014年03月15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19年11月01日中國大陸2019年11月
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15年04月08日中國大陸2015年04月
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08
年07月15日中國大陸2008年07月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07
年07月22日中國大陸2007年07月22日
注：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上未
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
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
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請的申請
費從$1,410漲到$1,440.加急申請的項目
主要包括使用 I-129表的H1B, L1，E簽
證和I-140職業移民申請。
2. 川普10月4日週五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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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則原定於
11月3日正式生效。法院目前已經阻止了
該法案的實行。
3.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佈的十一月份移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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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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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今年H1B抽籤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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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簽證改變抽籤順序：2019年起
，所有的申請將一起先進入第一輪抽籤，
其中包括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
位的申請。第一輪抽籤共有六萬五千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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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
這一輪抽籤有兩萬個名額。抽籤順序的變
更讓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
申請增加16%（5340個中籤）的中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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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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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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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抽籤程序推遲至明年：美國移民局在
2018年12月3日公佈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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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抽籤程序推遲至明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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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採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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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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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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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等
都列入了“政府補助”的範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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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美國國務院於2018年3月30號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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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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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的社交媒體平台大部分是美國的：
Facebook、Flickr、Google+、Instag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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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平台Ask.f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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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移民局於公佈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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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繼續批准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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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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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視個人具體情況諮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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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台調頻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
台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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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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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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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713-779-4416，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
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
law.com 週一到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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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T11X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202020年年11月移民排期月移民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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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楨藝苑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言雪芬戲曲之家
慶祝言老師生日粵曲演唱會慶祝言老師生日粵曲演唱會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重要成員與壽星言雪芬老言雪芬戲曲之家重要成員與壽星言雪芬老
師師（（二排右四二排右四））在演唱會上合影在演唱會上合影。。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的成員逐個登台言雪芬戲曲之家的成員逐個登台
演唱一段粵劇名曲演唱一段粵劇名曲。。著名粵曲音樂名家現場演奏著名粵曲音樂名家現場演奏。。

言雪芬老師言雪芬老師（（中中 ））切生日蛋糕切生日蛋糕。。

汝楨藝苑最主要的演奏與演唱成員汝楨藝苑最主要的演奏與演唱成員。。

汝楨藝苑言雪芬老師汝楨藝苑言雪芬老師（（中中））接受成員好友的衷接受成員好友的衷
心祝福心祝福。。

言雪芬老師言雪芬老師（（右四右四））接受藝苑好友的祝賀接受藝苑好友的祝賀。。

言雪芬老師言雪芬老師（（後排左一後排左一））與藝苑好友合影與藝苑好友合影。。

言雪芬老師言雪芬老師（（後排右一後排右一 ））與藝苑好友在餐館合影與藝苑好友在餐館合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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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賀金冠賀金冠 四周年四周年

親身體驗狂歡節，順道遊新奧爾良
2020年2/24出發，三天團$268/人起

（楊楚楓）尚有不足十天，便是今年2019 年的歲晚年終，新歲2020 年瞬間
降臨 的時候。在今年聖誕及除夕之間的12月28號週六, 迎來了休斯頓市著名的粵
菜大酒家金冠的4週年的喜慶日子。
4 年歲月，說長未算長，但說短己非短。回想2015 年12 月28 號金冠大展鴻圖的
情景，彷彿仍是昨天。當天金冠大堂之內，馮老闆與總經理黃銳堅及一眾樓面員
工，熱情招待來自休市四方八面、各個行業的相熟親朋戚友，筵開四十多席，主
客舉杯共飲，恭賀金冠從此一帆風順，客似雲來。
本人居住休市已有40 年，大半生也是經營粵菜酒家，故此友朋之中，有不少隸屬
同行，而為金冠酒樓駭業宏開、大肆策劃的黃銳堅兄，更跟我相識相交廿餘年。
即使今時今日的堅兄早己絕塵而去，我仍然抱著 「友去人情在」 的心態，際此金
冠4週年喜慶，應有表態， 是以即使今夜風急氣冷，亦不忘執筆，寫下小詩乙首
，實行 「秀才人情紙半張」 ，贈與金冠酒樓馮老閭暨一眾內外員工笑納：
「欣逢四歲賀金冠，菜式豐富創意精。
點心常有新面貌，各方食客讚聲隆。 」
金冠酒家的出現，為休斯頓市中國城的圈子，打開一個嶄新面貌，在這之前，此
地唐人街內的大型粵菜酒樓，只有凰城、珍寶、金山、金殿四大家，它們的食物

出品，也屬上乘，尤其是茶市，經常都是人來人往，好不旺塲。鑑於休市是德州
第一大都會、美國第4 大名城，商業茂盛，商賈人仕、往來探訪旅遊人仕不少，僅
僅只是四大名店，不敷應用，是以金冠酒家的出現，正正滿足市場及食客的需要
。
家父楊松輝，出身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澳門陶陶居大酒家。之後遠赴南美洲秘魯
國首都利馬市，為當地華人僑領唐莊山先生先後開設中國、京華、金冠大酒樓。
家父生前不止一次向我及四弟指出： 一間酒家開業3 個月後，如果可以守得住，
繼續經營下去，便是有前途的食肆。依照家父這套經商守則，金冠酒家自啟業後
，生意一㠶風順，仿似 「春潮帶雨晚來急」 ，平日早晚，人出人入；每至週末週
日，仿似街市市場一樣，食客肩膀相碰，彩聲滿堂。
金冠酒家開業的日子，12 月28 號，粵語諧音便是： 「一二二發」 ，大有 「一於易
發」 的聲勢，真是選得大吉大利！當然，若非馮老闆領導有方、WIlliam 經理坐鎮
落力、頭廚佳哥廚藝出眾，多位點心師父精雕出品，金冠酒家難以置身休市飲食
行業前列呀！
各位諸君，趁萬眾歡騰的聖誕佳節及新歲將至，一家大小，呼朋引類，同上金冠
，開懷暢飲食，毋忘歡樂時光！

Mardi Gras Day新奧爾良狂歡節，是當地的
傳統節日，也是整個狂歡季的高潮日。這一持續
兩週的盛會每年都會在新奧爾良舉行，吸引數百
萬人參加，是全美最大的狂歡節，2020年的狂歡
節就在2月25日的這個星期二。

新奧爾良狂歡節又稱“油膩星期二”，這是
一個狂歡與浪漫、瘋狂與音樂、遊行與舞會、街
頭喜劇服裝和宏偉的私人假面舞會交織融合的嘉

年華。
狂歡節雖然看似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頭戴

面具、裝神弄鬼，但其實這是上古文明的遺風。
狂歡節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羅馬的“開春節”。
春回大地，萬物復蘇，被嚴冬壓抑已久的人們需
要放縱，於是奉了酒神、愛神之名，痛飲、群宴
、狂舞。

狂歡節少不了的是各式各樣的彩車和盛大遊
行。每輛彩車都會有一個主題，比較流行的是神
話傳說、兒童故事、名人、娛樂和文學等。新奧
爾良狂歡節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習俗，就是從彩
車中拋出各種小物件！令狂歡節的遊行變成了一
場眾人參與、無與倫比的活動。

狂歡節的3種主要顏色是紫色、綠色和金色，
分別象徵著公正、信念和權利。從彩車上灑下的
大部分珠串都是這3種顏色。

新奧爾良雖然挨
著德州，但開車也需
5-6 個小時。平時大
家可能會選擇自己開
車前往，但在狂歡節
時期，不管是酒店機
票甚至租車都非常昂
貴，停車也十分不易
。而狂歡節後的身體
疲憊，也會讓回程的
旅途變得更加勞累。
這個時候，跟著旅行
社遊玩的好處就體現
了出來。

王朝旅遊推出新奧爾良狂歡節三/六日遊，最
低價只要$268/人起，都是從休斯頓遊玩出發，前
往新奧爾良的法國區住宿一晚，正好趕上第二天
的狂歡節。價錢已包括全部來回行程巴士費用、
住宿及酒店早餐。行程中還可品嘗最地道的新奧
爾良海鮮美食自助，在巴圖魯日登頂全美最高的
州議會大廈——路易斯安那州議會大廈，還可遊
覽新奧爾良和密西西比河。

新奧爾良的狂歡節是美國最瘋狂的節日之一
，雖然現在很多城市也有花車和狂歡節，但全世
界真正的狂歡節，還是只有巴西和新奧爾良。歸
根到底，狂歡節是只有親身經歷過，才能感受和
理解到的一項活動和一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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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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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聲義工感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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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7日(週
六)天氣晴

2 0 1 9休士頓

角聲義工感恩讚譽餐會，於12月7日 上
午10時在《北海道餐廳》舉辦， 我們

歡迎「角聲輔導中心」同工暨義工們，

「號角月報德州版」同工暨作者們、寄

報、送報天使們，「角聲天使團隊」、

「愛心天使們」，社區服務事工義工

們，角聲休士頓分會策劃委員們共約有

40位踴躍出席盛會，彼此認識、互相聯

誼、彼此共述見證事奉主的甘苦與喜

樂。

筆者摘錄部分感言與讀者共享:
郭文仁牧師:今天能參加《角聲義工

感恩餐會》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我搬到

Galveston海灣華人教會當牧師才一年兩

個多月，看到你們爲主付出，真是我的

榜樣。

回想「角聲天使團隊」在暑期游學

生的事工上──無論雨有多大，風有多

強，天氣有多悶熱，你們無怨無悔每週

五晚上(從六月中到八月中)來海灣華人

教會配搭事奉，個人關懷、分享信息與

見證，帶來幾大盆菜、甜點（海綿蛋

糕、海帶綠豆湯）、油飯、皮蛋瘦肉

粥、烤叉燒、韓國泡菜、茶葉蛋、烤鶏

腿等等，來分享給這些第一次出國的中

國游學生，有游學生感動的說:「這是我

們在中國所沒有看過的事」。

你們的愛心激勵了我們教會的弟兄

姐妹，也大大分擔海灣華人教會的重

擔，沒有你們的付出，這事工可能會停

擺。在此我要跟「角聲天使團隊」說聲

誠懇的感謝，我知道那些不能來的長輩

也出錢出力（禱告）來與我們搶救失喪

的靈魂。

燒傷兒童醫院也在Galveston島上，

這些從中國來的兒童，被燒傷的太慘

重，你們也愛心探訪，送愛送暖，出錢

出力，與他們分享福音的好處，『我實

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

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馬太福音25章40節。

我爲你們這樣愛戴這些燒傷孩子，

我也向你們再次說謝謝，願榮耀歸給天

父；我相信聖經所說的: 「所以，我親

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

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爲知道，你

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聖

經·哥林多前書 15章58節 》願主耶穌基

督的名永遠被高舉。阿們！                   
編輯註:「角聲天使團隊」2011年開

始參與關懷燒傷童事工。2012年參與遊

學生事工。

7-5-19郭文仁牧師與遊學生暨角聲   
天使團隊

國宏姐，思牡，喜江
安琪回響(號角義工):郭牧師的分享

簡結有力，身為「角聲天使團隊」的成

員，自2011開始，不同的教會，配搭海

灣華人教會的燒傷與遊學生關懷事工，

一路上主恩典的扶持，滴滿了脂油，在

被關懷的成員受洗歸入主名時，主的名

被高舉，歡樂感恩聲充滿了海灣教會。 
林喜江:12/7因爲在等修車，國宏

姐臨時帶我一起去參加《角聲義工餐

會》，沒想到在那裡遇見妳（潘師

母），感謝神那麼美好的安排，真的非

常高興認識妳，謝謝妳為我和忠慈的禱

告和支持，相信以後有機會去拜訪妳們

教會。感謝妳在角聲忠心的服事，使我

們許許多多的人從角聲得到祝福，求神

繼續帶領妳在各樣服事上有從上頭來的

智慧，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自北

卡來，在休士頓有半年受訓，住在國宏

姐家）

角聲義工餐會作者們

送報樂/周武藤(號角義工)
自從我們搬到休士頓，2014年九月

開始參與號角月報的事奉做義工，體會

了幾個的心得。

一、面對廣大的華人群體，讀號角

月報是有效的媒介，每月一期的月報文

章不斷提說耶穌的福音和許多的見證，

幫助朋友能認識主，能够進入教會更多

的學習。有一次有對夫妻還因爲讀完了

號角月報，找到我們教會的地址，幷且

參加聚會。

二、送報的事工使我們不斷有機會

關懷拿報的朋友們，盼望他們能因文章

內的見證，能認識主耶穌的福音。

我 們 五

年派報下來

腿力增强許

多 ， 可 以

說是健步如

飛，因爲一

周有三次，

每次至少走

路一個小時

多，一周共

走 了 四 萬

步。

寂靜的夜，一個真實的聖誕節故事

辦事處的左鄰有一間燈飾店，老字
號，規模比較大，以水晶燈著名。我
每天經過，總不免要看看櫥窗。那些
水晶，在不同時段的光線和不同角度
下，晶瑩燦爛，十分好看。

我喜歡燈，但不太注意它的裝飾功
能，我尤其拒絕家中安裝任何純裝飾
用途的燈，那不合乎環保原則。小時
候我住過沒有電力供應的地方，晚上
點的是火水燈，情調有餘，實用不

足。我不是詩人，卻愛閱讀，光線
不足，只有遺憾。燈，對我來說，是
要讓我看得清楚。在外旅行的時候，
也住過不少酒店的房間，不少同樣是
情調有餘，照明不足，我不禁懷疑，
這些酒店之所以燈光幽暗，是特意不
讓你看見地毯和傢俱上的污漬。

我喜歡燈，燈光讓人溫暖安全。從
前住鄉郊地方，晚上回家，一路上黑
黑的，令人提心吊膽，直到看見家中
燈火，心裡高興，急步投向家的蔭庇。
現在在繁華都市，晚上遠眺萬家燈火，
也常有一種感動之情，點點燈火，是
一戶戶人家，小孩子在其中長大成人，
老百姓在其中過日子，猜不透其間多
少悲歡離合，多少溫馨美滿。點點燈
火，因此令人神往。

耶穌曾對門徒們說：「你們是世上
的光……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
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耶
穌的時代沒有電燈，他們點的是油燈，
光線有限，但在黑夜的時候，燈總是
好的，可以照亮，讓人可以活動。耶
穌所指的燈，不是那些強力水晶燈，
照在金飾、鑽飾和名錶上，為要勾起
人無窮的物慾；而是實實在在黑暗中
的亮光，讓人看見，給予人黑暗中的
活動空間。這種燈光，很有限，很卑

微，但卻是切合需要，不可或缺。耶穌
呼召門徒，不是讓他們關上門來自己享
受救恩，而是要去分享生命，燃亮自己，
在黑暗當中，成為照亮別人的燈。燈本
來的意義，就是為了照亮；而人生本來
的意義，也在於透過付出，活出全部的
潛質。燈不會因燃盡而自覺犧牲，因為
它存在的意義本在於照亮；同樣，人一
生的勞碌，如果能照耀別人，讓人「看
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
天上的父」，也就無所謂辛勞徒勞了。

在有機會眺望萬家燈火時，我常常
心裡祝願這些點點燈火的人家，平安和
洽，盡享天倫。我也不由想像，天父俯
瞰塵寰，也會渴望，在塵世中有無盡燈
火，有許多兒女遵行主訓，奮力發光，
這是多麼美麗的圖畫。

原載《中信》月刊第 539 期（中國信
徒佈道會）

已故美國總統裏根在紀念二戰勝利
40 周年的演講中，講述了一個感人的聖
誕故事，鼓勵國家之間的寬恕和和解。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 1944 年的聖誕夜。此
時，歐洲戰局已經出現逆轉，越來越不
利于納粹德國，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對
德軍發起反攻，德軍節節敗退。但希特
勒不甘失敗，于 12 月 16 日，即聖誕節
前8天，命令德軍在比利時的阿登地區，
發動一場戰役，突襲盟軍，切斷盟軍供
給綫，迫使盟軍談和。這是二戰中最爲
血腥的一場戰役。整個戰役進行了一個
多月，雙方傷亡慘重。德軍傷亡人數達
10 萬，盟軍傷亡 8.1 萬，其中美國士兵
占 95% 以上，達 7.7 萬人，犧牲近 2 萬
將士，是美軍歷史上傷亡人數最多的一
次戰役。其慘烈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我們的故事發生戰鬥最激烈的時
候。在戰區德方一側的許特根森林
（Hürtgen Forest）深處，一位名叫伊麗
莎白•維肯的德國婦女，因在城內的家
和糕餅店被盟軍空中轟炸摧毀，爲了逃
避戰亂，帶著 12 歲的兒子弗瑞斯，住

在林中一個小木屋裏。
聖誕之夜，母子二人極其盼望在鎮

上工作的父親休伯特回家團聚，共度聖
誕。弗瑞斯的父親此刻應徵在德國民防
消防隊服務，一家人還指望他送食物活

命；不過大雪封山，父親回家的機會很
小。突然，小木屋門前傳來了一陣梆梆
的敲門聲。小弗瑞斯以爲父親回來了，
跑過去開門，但母親伊麗莎白自己上前
把打開門，兩名戴著鋼盔的士兵站在門
前，另一名則躺在雪地上，像死去一樣。
伊麗莎白意識到這是敵方的美國兵！

原來，這三人是美軍第 8 師第 121
步兵團的士兵 , 在滿天風雪中與自己部
隊走失，他們一面躲避德軍的追擊，一
面尋找己方陣地，已在森林徘徊了三天
三夜，饑寒交迫，身上滿是凍傷。其中
一個美國兵大腿中彈，失血很多，能否
活下來還是個未知數。他們有槍支，但
是却禮貌地敲門請求小木屋主人留宿。

伊麗莎白雖然聽不懂對方的話，但
她明白美國兵的意思。沉默了一陣後，
伊麗莎白請他們進屋。她將傷兵安置到
小弗瑞斯的床上，將床單撕開做成綳帶
爲傷兵裹傷。她讓兒子去弄一桶雪，爲
凍傷的士兵揉擦手脚，又讓他去把鶏捉
來殺了，另外多拿6個土豆做聖誕晚宴。

不久，小木屋便彌漫著烤鶏的香
味。與此同時，伊麗莎白發現她可以和
另一位美國兵用法語交流，緊張的氣氛
立刻緩和下來。不一會兒，又傳來梆梆
的敲門聲。弗瑞斯開了門，結果發現 4
名德軍士兵站在門口。弗瑞斯頓時僵在
哪裏，儘管是孩子，但連他也知道納粹
德國規定，收留敵軍者格殺勿論。

伊麗莎白冷靜地出來對帶隊的德軍
下士說，“聖誕快樂！”下士說明他們
與自己部隊走失，在森林中迷了路，希
望借宿一晚。

伊麗莎白說，“歡迎進來暖和身子，
也歡迎和我們共享聖誕晚餐，不過我們
還有其他客人，這些人不是你們的朋
友，希望你們容納他們。”德軍下士馬
上警覺地追問，“裏面什麽人，是美國
人嗎？”伊麗莎白問答說是，說，“今
天是聖誕之夜，誰也不准在這裏動干
戈，請將武器放在門外。”德軍下士盯
著伊麗莎白的眼睛，過了一會兒，放下
武器，走進小木屋。

小木屋內的美國大兵頓時緊張起
來，連忙掏槍。一名叫拉爾夫•布蘭克
的士兵已經亮出了手槍，準備射殺進門
的德軍，但伊麗莎白喝住了他們。她用
法語說了同樣的話，“今晚是平安夜，
不准殺戮，把槍給我。”伊麗莎白從布
蘭克手上收繳了他的手槍。

她安排狹路相逢的敵對士兵坐在桌
前，因爲房子狹小，美、德士兵不得不
緊緊地擠在一起，肢體碰觸，氣氛仍然
緊張。他們彼此提防著，誰也吃不准會
發生什麽事情，伊麗莎白面帶微笑一邊
和他們說話，一邊忙來忙去準備聖誕晚
餐。

幾分鐘後，小木屋的溫暖，食物的
噴香，尤其是主人的熱情，讓對立雙方
緊綳的神經慢慢鬆弛下來。

美國兵將自己的香烟盒掏出來，請
德國士兵抽烟，德國兵則從背包中拿出
一瓶紅酒和一塊麵包與大家分享。其中
一名德國兵看見受傷的美國兵，走過去

爲他檢查傷口，幷用自己的急救包爲他
處理包扎槍傷。

這位德國士兵幾個月前曾是海德堡
一所醫學院的學生，他能用英語與美國
兵交流。他告訴美國兵說，因爲天氣寒
冷，傷口沒有感染，僅是失血太多，幷
無生命之虞，休息和營養會使他恢復健
康。此時，彼此的疑心已開始消失。

晚餐端上了桌，伊麗莎白開始做飯
前祈禱，她含著眼泪禱告說，“感謝主
的恩典，讓大家能在這場恐怖的戰爭中
和平地共聚一室；在這個聖誕之夜我們
承諾不分敵我，友好相處，分享這頓幷
不豐盛的聖誕晚餐；我們祈禱儘早結束
這場可怕的戰爭，讓大家都能平安回到
自己的家鄉。”

話音未落，士兵們已泪流滿面，他
們爲伊麗莎白的禱告深深打動，戰場上
結下的仇恨已經烟消雲散，心中嚮往著
家鄉和親人，充滿著對和平的期待。

用完晚餐後已至午夜，大家踱出小
木屋。此時，暴風雪已停，暗藍的天空
群星閃爍。

隨後，曾相互殊死厮殺的 7 名士兵
在一個屋檐下同床共眠，溫暖舒適地度
過了平安夜。

第二天早上，伊麗莎白給美國傷兵
喂了鶏蛋湯；德國下士用地圖告訴美國
兵他們陣地的所在地，幷特意告訴他們
不要去蒙夏鎮；因爲德軍已重新占領該
地區，去那裏等于自投羅網。德國兵還
做了一副擔架，給美國傷兵使用。雙方
再三感謝伊麗莎白和弗瑞斯之後，握手
告別，朝不同方向離去。

故事幷沒有到此結束。
1958 年，弗瑞斯結婚幷移民到夏威

夷開了一家比薩餅店。在美國朋友的敦
促下，他把這個經歷寫了出來，投稿給
《讀者文摘》發表。

1995年，美國電視節目《未解之謎》
將他的故事製成視頻播出。不久，馬裏
蘭州弗雷德裏克鎮一家養老院的一位工
作人員打電話告訴《未解之謎》，他那
兒的一名二戰老兵多年來也在講述同樣
故事。

很快，相隔 50 年後，弗瑞斯和拉爾
夫再次見面。二人相擁，喜極而泣；拉
爾夫對弗瑞斯說，“你母親救了我們的
命！”

後來弗瑞斯又聯繫上了另一名美國
兵，但他未能找到德國士兵。

弗瑞斯 2002 年過世。同年，好萊塢
出品了一部根據這個故事改編的電影，
片名叫做《寂靜的夜》。

裏根總統引用這個故事來總結二戰
經驗。他說，“善一定會壓倒惡，自由
一定會壓倒極權！”

讓我們在這個日子，靜思聖誕的真
正意義，以基督的精神，化解仇恨 , 祈
願受害者施予寬恕，祈願旁觀者獲得勇
氣，祈願作惡者回歸人性，祈願天下所
有人免受戰亂、暴虐和恐懼，共度一個
快樂祥和的聖誕節。

發布于 2018-12-25 原載互聯網 + 中國
大養老新觀念開創者

燈，是為了照亮  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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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用愛相伴 
與哈維災民同行重建路
撰文：趙嘉萾、劉本琦／德州報導

2017年颶風哈維（Hurricane  Harvey）重創美國南方休士頓地區，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在2018年10月

啟動災後中長期復原計畫 C.O.R.E.（Community Outreach Recovery Education Program），

落實「招募當地志工投入災區重建」、「社區家訪找出需要家庭」、以及「推廣社區資訊建立互助系

統」等三大項目。

◎全人全家關懷 ◎表露慈濟精神 

◎菩提種子發芽 

慈濟CORE計畫團隊在12月13日，回到哈維颶風登陸點

德州洛克港（Rockport）參加會議，會議目的是希望

群策群力，共同為哈維受災戶提供適切的復原計畫。連同慈

濟基金會，共有洛克港市長與十三個政府、民間組織與會。

洛克港專門協助兒童的組織「阿蘭薩斯縣兒童聯盟」

(Children's Coalition of Aransas County)，是慈濟在社區

的合作夥伴。該聯盟執行長黛安娜·尼爾森（Dianne Nielsen , 

President) 稱呼慈濟是「帶來新價值的超級夥伴」， 其讚揚

的新價值就是「慈濟全人全家關懷」與「竹筒歲月善念時時

生」的精神。

慈濟CORE計畫團隊12月14日，再度重回洛克港，要在

該市舉辦冬令感恩餐會及冬令發放，本次活動嘉惠29

個家庭，嘉惠一百多位居民。

 當團隊說：「大家好，我們是TZU CHI（慈濟）」的時

候，一名才7歲的小男孩歡喜的接著志工後面說：「Com-

passion and Relife（慈悲為懷，救世濟人）」！

 活動在「阿蘭薩斯縣兒童聯盟」辦公室舉辦，看到慈濟

月刊擺在辦公室的迎賓處，慈濟的竹筒展示在接待處桌上，

這確實是慈濟在當地的聯絡點。

 這兩日美南的慈濟青年志工（慈青）全力支援CORE計

畫團隊 ，大學生志工和民眾溫馨互動，主動回收餐會遺留的

垃圾，慈濟理念、精神自然表露，合作夥伴也對慈濟的孩子

讚嘆不已。

年終佳節到來，慈濟CORE計畫團隊12月15日轉往華頓

市（Wharton），除了做例行性個案協助，還進行冬

令發放，為有需要的家庭預備團聚時刻。

 在家庭探視期間，有民眾稱慈濟人為：「慈濟，我最愛

的一群人」；有必須去工作的民眾，請慈濟在當地的專案經

理巴比（Barbie）問候慈濟人，並轉告他終於在慈濟幫忙、

鼓勵下，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有民眾哭著跟志工說：「你們給我的200美金，對我意

義重大」；帶著孩子來感謝慈濟的Ｒ女士開心分享，只剩下

一學期，就完成護理學位；長期失業靠手工維生的Ｔ先生謝

謝志工建議，並開始上網進修拿證照。

 該項復原計畫融合不同種族、宗教、語言、年齡的志工

參與，計畫推展可看見逐漸成長的家庭，看見受慈濟精神啟

發而發心當志工的居民，看見回娘家的竹筒，還有自願變成

慈濟當地聯絡點的合作夥伴，最重要是，已看見菩提種子在

這此生根發芽。

無疆界的承擔 
牛仔的堅韌
撰文：王偉齡、趙嘉萾、劉本琦／德州報導

1989年慈濟在美國成立後，慈濟人將悲心化做行動，在美

國播下善的種子；如今菩提善種不但遍佈美洲，更遠播

獅子山共和國，即使一路上困難重重，但志工們相信持續耕

耘，最終菩提善種必將花開。從12月2日起美國慈濟三十年

的歷程，化為23集有著感人故事的【美國慈濟三十年特別節

目：無疆界的承擔】，在台灣大愛電視台、美國慈濟中文網

和社群媒體中播放。 為災區提供支持性團體、情感支持，是重建團隊在經

濟協助外的重要目標，慈濟美國德州分會的志工在

2018年10月啟動災後中長期復原計畫C.O.R.E.(Community 

Outreach Recovery Education Program)，透過和災區非營

利組織合作，深入瞭解這個社區需求，並提供適切的幫助。

 儘管美國聯邦政府雖為災區提供「房屋重建補助款計

劃」，但部分居民卻連申請表都看不懂，也無法獲得資源。

越南裔災民礙於社會文化和教育背景，無法獨立填寫補助款

申請表格，慈濟結合當地講越語的志工，一對一協助災民填

表，提供慈濟「全人全家關懷模式」，不只提供物質上的需

要，連身、心、靈都要照顧。

 無情的自然風土水火侵害，是大自然對人類的警訊，但

慈濟人以愛的溫暖關懷，膚慰災民了無語問蒼天的苦楚。透

過觀賞【美國慈濟三十年特別節目：無疆界的承擔】系列節

目，您將能更了解慈濟人對世界萬事萬物的大愛。

◎牛仔的堅韌

◎把愛送到手上

◎身心靈的照顧

這裡將介紹第七集「牛仔的堅韌」－講述美國南部地區

的故事。

 印象中，美國南方有著廣大的土地，和牛仔堅韌、不退

卻的熱情。但那裡也同時是天災頻仍的地區。

2005年卡崔納颶風來襲，大量災民從紐奧良跨州湧入鄰近的

達拉斯，達拉斯慈濟志工急忙馳往官方災民收容所，卻因當

地政府不認識慈濟，不得其門而入，慈濟賑災物資遲了一個

星期，才送達災民手裡。

 但因此開啟德州政府對慈濟的了解。德州急難管理局看

到慈濟志工尊重對待災民印象深刻，主動向把慈濟正式列入

卡崔納颶風在慈濟賑災史上樹立另一個里程碑，促成「

現值卡」的發行，取代原本的應急慰問金支票和超

市購物卡，在災區銀行通通停擺的情況下，順利將愛送給災

民。

 2017年，昔日美麗港灣城市的德州洛克港(Rockport) 

95%以上房屋遭颶風哈維（Hurricane Harvey）損毀，熱帶

風暴在一天內增強為五級颶風，居民根本無法應變。

 直到今天，哈維颶風過去兩年，這座濱海小城還是滿目

瘡痍，當初暫避的居民已陸續搬回，但是過高的房價、不夠

多的工作機會、待解決的重建費用、生活的壓力，讓該市自

殺率節節升高，往日的美麗何時能再重現？災民的臉上有著

不知所措的茫然。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招生中
適齡適性的啟發性活動，啟發學習興趣的主題式角落教學。中英文雙語教學，
將東西方文化節慶融入課程教學。歡迎2.5～4歲孩童報名。

詳情請洽李園長 713-395-0303
Tzu Chi Great Love Preschool & 

Kindergarten, Houston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活  動  看  板

聯絡單位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家長中文班等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713-270-9988

713-270-9988

713-270-9988

770-458-1000

512-491-0358

954-538-1172

407-292-1146

504-782-5168

210-875-6932

361-987-7130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亞特蘭大支會

奧斯汀聯絡處

邁阿密聯絡處

奧蘭多聯絡處

紐奧良聯絡點

聖安東尼聯絡點

康福聯絡點

電話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慈濟CORE計畫團隊2019年7月在亞瑟港 (Port Arthur) 協助越南社區
居民。攝影／劉本琦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在2019年9月與社區合作夥伴的組織進行會議。
攝影／許維真

慈濟志工在12月14日餐會中膚慰災民。攝影／劉本琦

籌備12月14日冬令感恩餐會的志工和慈青們合影。攝影／劉本琦

慈濟CORE計畫團隊12月15日在華頓市進行冬令發放。攝影／劉本琦

德州政府救災團體，邀請志工加入該州急難救助平台。當時

慈濟是唯一參與的亞洲慈善團體，得以第一手了解最詳盡的

災情和整體救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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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參保健

精選
特惠產品

買3送1
限時限量

花旗參片 #0126ＭＭ花旗參粉 #1174 花旗參丸 #1001

>>> 請洽全美
超市及參茸行

＊全球花旗參第一品牌＊＊全球花旗參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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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佳超級市場 (糖城分店) 832-856-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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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