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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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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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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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辦
衍易女史 『2020年流年風水』 免費講座

（休士頓/秦鴻鈞）位於休
士頓中國城中心點上，百利大道
與 Corporate Dr. 交口上的 Chase

Bank ,小小的一隅面積，
卻創造了Chase Bank 在全
美5500個分行中前十名的
業績，著實令人刮目相看
。尤其該分行助理副總裁
李涵（Han Li ),入行不過
數年，卻創下驕人的業績
，每天銀行入口座椅上等
候的華人，幾乎都是來找
她的，因為她辦事俐落，
能力強，這次 Chase Bank
在佛羅里達，迪斯耐樂園
的全國頒獎大會上，李涵
榮獲該行的 「全國成就獎
」，成為休市僅有的二位
獲獎人之一，足見其成就
。李涵的敬業、專業、能
力強，使她成為銀行界的

一支獨秀，識者皆認為李涵的獲
獎，堪稱 「實至名歸」!

Chase BankChase Bank 助理副總裁李涵助理副總裁李涵
本週榮獲本週榮獲 「「全國成就獎全國成就獎 」」

（本報訊）多語言虛擬選
務員系統 (Multilingual Virtual
Poll-worker system program or
MVP program)將通過電腦連
線翻譯人員提供 29 種語言的
翻譯服務 (包括 中文及廣東
話)，同時也提供英文的手語
服務 (American Sign Language)
。藉此以提供選民與投票所工
作人員之間的口譯溝通。協助
選民在提前投票期間有任何語
言翻譯需要的服務。今日將現
場提供示範。

3 月 3 日政黨初選的提前
投票將從2月18日星期二至2
月 28 日星期五期間進行，投
票所開放時間為上午7點至下
午7點。除2月23日星期日外
，僅下午1點至下午6點開放
。總共 52 個投票地點，註冊
的選民可以選擇在任一投票地
點投票。每一個投票地點將提
供一個多語言虛擬選務員系
統 (MVP) 提供電腦連線翻譯
服務。

提醒大家:

政黨初選的每一個投票地
點將各設置共和黨及民主黨的
投票站，請務必問清楚您選擇
的投票站。
凡在此縣登記的選民均可參與
政黨初選的投票、但不得兩黨
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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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民可以自由選擇投票給任何
一政黨。選民即使未參與政黨
初選還是可以在決選投票。
然而，對於已經參與3月初選
投票的選民，在5月政黨決選
時，只能投給政黨初選時所投
選的政黨。

選票樣本和投票地點請至
www.HarrisVotes.com 查詢.

多語言虛擬選務員系統 (Multilingual Virtual Poll-worker system program or MVP program)

（本報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2020年第二個活動，特別邀請旅居休士
頓的專業風水諮詢師、休士頓華美易經學社的
發起人衍易女史，為大家主講 『2020年流年風
水』 。

時間: 2020 年 二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 1:
00-2:50

地點: 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 (10303 Westof-
fice D., Houston, TX 77042) 203會議室

衍易女史出生於書香傳家的鎮江世族。自
幼即在飽讀詩書的祖父指導下啟蒙易經，學習
陰陽五行。對中國的占卦、風水、醫道、命理
，都有自己獨創的見地。衍易先後於多所國立

大專院校任教，教授中國文學、哲學、修辭、
中文文法，以及理則學等課程。衍易致力於推
廣中國文化的實用性，揭開 「五術」的神秘面
紗。古文上的專業研習，衍易直接向古人取經
。衍易在風水命理上探討實證，去蕪存菁，領
悟出適應當今環境的適用法則.

中華文化與哲學的基本概念，永遠包含天
、地、人三個部分。民族英雄文天祥寫正氣歌
：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
上則 為日星、 在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
日月星辰為天，在上；山川河 嶽為地，在下；
我們這些身為萬物之靈的人，就在天地之間。
衍易老師認為，風水也需要分天地人三個部分

來看。房子本身的風水，為 『地』；個人所需
要的風水，為 『人』。而跟隨時間推移的流年
風水，為 『天』。屬於 『天』的風水每年改變
，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 『流年風水』。

衍易老師這次為大家說明 2020 年流年風水
的特色，讓大家對今年的風水能做好調整的工
作，以收趨吉避凶的效果。演講內容包含：
2020 年，住宅不同部分應該如何調整；住宅中
那些方位的煞氣比較重，需要化解；那些方位
的吉氣強 旺，應該善加利用。衍易老師的演講
，一向深入淺出，非常具有實用性。

感謝衍易老師能為我們介紹這個已經有千
年歷史的古老學說，讓大家都能分享老祖宗留

下來的智慧遺產，希望大家把握衍易老師一年
只有一次介紹2020 年流年風水的機會，善加利
用。講座免費嘉惠僑胞及會員歡迎大家踴躍參
加。

活動因在僑教中心203會議室舉行, 場地有
限確定能去的朋友請先與會長洪良冰 Nancy
Chen 832-818-6688 或秘書長何真 Christi Yao
832-866-3333 登記報名，不便之處請諒解. 感
謝大家的支持!

詳情或有任何問題請洽會長洪良冰 Nancy
Chen 832-818-6688 email: nancygri@aol.com

佛光山中美寺舉辦【菩提眷屬祝福禮】
（本報訊）由佛光山中美

寺主辦，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
會中美分會暨休城分會承辦的
首場《菩提眷屬祝福禮》。希
望已婚夫婦可以再次交換您們
的結婚誓言。屆時歡迎大眾踴
躍參加。

本次活動宗旨為落實佛光
山提倡的人我和敬、家庭和順

理念，隆重辦理 「菩提眷屬祝
福禮」，祈願參加的夫妻三寶
加被，眷屬和諧，家庭更臻圓
滿幸福。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2020 年 2 月 22 日(
星期六)2:22pm～6:22pm

地 點︰佛光山中美寺
參加對象：凡結縭夫妻皆

可報名，並歡迎子女親友一起

參加。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20

年2月16日或額滿為止。
報名費用：$88(夫妻); $10

(十歲以上觀禮者，十歲以下
免費)

服 裝：正式禮服。
典禮程序：夫妻合照、溫

馨互動遊戲、祝福禮、晚宴。

聯 絡 電 話 ：
281-495-3100 Fax:
281-495-6622

Email: houston@ibps.org
報名表索取：佛光山中美

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

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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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關查貨鯊魚鰭美國海關查貨鯊魚鰭 鋪滿壹地重達鋪滿壹地重達635635公斤公斤

泰國呵叻府槍擊事件兇手被擊斃泰國呵叻府槍擊事件兇手被擊斃

泰國軍警在槍手藏身的商場附近戒備泰國軍警在槍手藏身的商場附近戒備。。泰國軍方當日上午宣布泰國軍方當日上午宣布，，呵呵
叻府槍擊事件兇手已被擊斃叻府槍擊事件兇手已被擊斃。。軍方最新認定軍方最新認定，，兇手壹共開槍殺死了兇手壹共開槍殺死了2020
人人，，並致並致4242人受傷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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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宣布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宣布，“，“世界夢號世界夢號””郵輪的檢疫措施已完成郵輪的檢疫措施已完成，，
全部約全部約18001800位船員的新型冠狀病毒測試結果均呈陰性反應位船員的新型冠狀病毒測試結果均呈陰性反應，，船員及乘船員及乘
客於下午客於下午55時時3030分開始陸續下船分開始陸續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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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贏圓石灘職業業余配對賽泰勒贏圓石灘職業業余配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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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裡斯縣實施虛擬投票工作人員的語言援助3
月3日初選 提前投票于2月18日開始（德克薩斯
州休士頓） – 哈裡斯縣書記辦公室正在實施即將
推出的初級的多語言虛擬輪詢輔助系統 （MVP）
幫助選舉需要語言援助的選民。提供語言線™
MVP 系統利用 iPad 的連接口譯員，可以提供協
助幾十種語言，包括美國手語。這項創新技術目
前正在德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司法管轄區
用於投票過程可進入和包容所有縣選民。新系統

不會取代雙語投票工作人員，但服務說其他語言
的人，除了目前需要的四種哈裡斯縣的法律 – 英
語、西班牙文、越南文和中文。

"我們非常高興能夠提供這項新技術，說明兩
者選民和投票工作者，"哈裡斯縣書記員黛安·特勞
特曼博士說。

"系統通過視頻螢幕即時連接到口譯員。
我們將在所有提前投票地點使用 iPad。
3月3日初選提前投票于星期二開始，2 月 18

日，2 月 28 日（星期五）結束。共有開放 52 個
地點, 投票從上午7時至下午7時，星期日除外，2
月23日下午1點至6點開放。

德克薩斯州是一個開放的初選州，這意味著選
民沒有登記一個特定的党，可以選擇是否投票給
共和黨或民主黨初選，但他們不能在兩個投票初
選。

"我很高興地宣佈，在哈裡斯縣第一次，所有
投票站都將有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投票，"特勞特曼

博士補充說。"沒有合格的選民將被拒之門外在錯
誤的位置。

如果沒有候選人在初選中獲得過半數的選票，
得票最多的前兩名候選人將參加初選
5月26日的決選。

兩黨單獨抽樣投票和完全提前投票排程可線上
HarrisVotes.com。截止時間要求通過郵件投票，
為這些初選（收到，不貼標）是2月21日星期五
。

師大附中校友會師大附中校友會 大年初一召開大會大年初一召開大會

多語言虛擬選務員系統 (Multi-
lingual Virtual Poll-worker system
program or MVP program)將通過
電腦連線翻譯人員提供29種語言的
翻譯服務 (包括 中文及廣東話)，同
時也提供英文的手語服務 (Ameri-
can Sign Language)。藉此以提供
選民與投票所工作人員之間的口譯
溝通。協助選民在提前投票期間有
任何語言翻譯需要的服務。今日將
現場提供示範。

3月3日政黨初選的提前投票
將從2月18日星期二至2月28日星
期五期間進行，投票所開放時間為
上午7點至下午7點。除2月23日

星期日外，僅下午1點至下午6點
開放。總共52個投票地點，註冊的
選民可以選擇在任一投票地點投票
。每一個投票地點將提供一個多語
言虛擬選務員系統 (MVP) 提供電腦
連線翻譯服務。

提醒大家:
政黨初選的每一個投票地點將

各設置共和黨及民主黨的投票站，
請務必問清楚您選擇的投票站。

凡在此縣登記的選民均可參與
政黨初選的投票、但不得兩黨都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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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民可以自由選擇投票給任何
一政黨。選民即使未參與政黨初選
還是可以在決選投票。

然而，對於已經參與3月初選
投票的選民，在5月政黨決選時，
只能投給政黨初選時所投選的政黨
。

選票樣本和投票地點請至
www.HarrisVotes.com 查詢.

多語言虛擬選務員系統多語言虛擬選務員系統 (Multilingual Virtual(Multilingual Virtual
Poll-worker system program or MVP program)Poll-worker system program or MVP program)

哈裡斯縣實施虛擬投票工作人員的語言援哈裡斯縣實施虛擬投票工作人員的語言援
助助 33月月33日初選提前投票于日初選提前投票于22月月1818日開始日開始

哈裡斯縣書記黛安哈裡斯縣書記黛安··特勞特曼主持新聞特勞特曼主持新聞
發佈會發佈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協調員瓊安協調員瓊安··芮提供華語語言線芮提供華語語言線™™ MVPMVP 系統系統
利用利用 iPadiPad 的連接口譯員的連接口譯員((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哈裡斯縣選舉行政長官邁克爾哈裡斯縣選舉行政長官邁克爾··溫恩和越語溫恩和越語
協調員協調員Ha KimHa Kim提供越語語言線提供越語語言線™™ MVPMVP 系系
統利用統利用 iPadiPad 的連接口譯員的連接口譯員((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哈裡斯縣書記黛安哈裡斯縣書記黛安··特勞特曼與美國手特勞特曼與美國手
語示範語示範((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20202020 新春新春““全旅假期杯全旅假期杯””乒乓球賽落幕乒乓球賽落幕
美國傳奇老將布特勒奪冠美國傳奇老將布特勒奪冠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運動員個個精神振奮運動員個個精神振奮，，充滿信心充滿信心，，沈著沈著
應戰應戰，，越戰越勇越戰越勇。。經過小組循環及出線經過小組循環及出線

淘汰的激烈角逐淘汰的激烈角逐

長期在美國執教的來自天津的女子直拍高手長期在美國執教的來自天津的女子直拍高手
王慧靜王慧靜，，直拍弧圈加傳統推擋擊敗過許多美直拍弧圈加傳統推擋擊敗過許多美

國男子高手國男子高手，，積分一直在積分一直在25002500以上以上

旅居美國排名高達旅居美國排名高達26502650的李科威的李科威，，以及四以及四
次榮獲美國全國冠軍次榮獲美國全國冠軍，，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
運會的傳奇老將傑米運會的傳奇老將傑米..布特勒布特勒。。這兩人的知這兩人的知

名度高名度高，，水平接近水平接近

黃衣為布特勒黃衣為布特勒

紅衣為李科威紅衣為李科威專業組專業組AA組半決賽對陣為一號種子李組半決賽對陣為一號種子李
科威對科威對George TaGeorge Ta

22月月88日日，，正是農歷元宵節正是農歷元宵節。。美國德州乒乓球訓練美國德州乒乓球訓練
中心舉辦的中心舉辦的20202020新春新春““全旅假期杯全旅假期杯””乒乓球公開乒乓球公開
賽經過一天緊張賽經過一天緊張、、激烈的比賽取得圓滿成功激烈的比賽取得圓滿成功，，曾曾
獲美國四次全國冠軍的老將布特勒獲美國四次全國冠軍的老將布特勒（（Jimmy ButJimmy But--
lerler））奪得公開賽冠軍奪得公開賽冠軍。。

共有共有4545名乒乓球運動員報名參加名乒乓球運動員報名參加，，其中非其中非
華裔選手占華裔選手占8080%%。。各路好手雲集能源之都各路好手雲集能源之都

二號種子布特勒對陣王慧靜二號種子布特勒對陣王慧靜，，而布特勒對而布特勒對
王慧靜的半決賽應該充滿懸念王慧靜的半決賽應該充滿懸念，，因為王的因為王的

球許多人都不好打球許多人都不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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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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來吃飯》
是東方衛視周六檔，以賈
乃亮和王祖藍為常駐嘉賓
的國內首檔都市觀察類美
食紀實綜藝，也是國內第
一檔明星去素人家蹭飯的

暖心綜藝；探訪普通家庭
，品嘗家常美食，暢聊百
態人生；用一餐充滿溫情
的晚飯，記錄一個個奮鬥
中的、幸福的中國家庭。

iTalkBB《熱播劇場》

正在熱播的電視劇還有
《中國機長》、《精英律
師》、《畢業歌》、《人
間正道是滄桑》。

iTalkBBiTalkBB熱播熱播
《《親愛的親愛的，，來吃飯來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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鐳射治療儀無鐳射治療儀無痛痛、、快快速速、、有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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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自2020年2
月10日起，美國駐華北京大使館和美國駐成都
、廣州、上海和沈陽總領事館的常規簽證服務暫
停。美國駐華大使館和總領事館的人員非常有限
，無法回應有關常規簽證服務的請求。雖然可以
提供一些有限的緊急預約，但有意申請的申請人
應註意，2月2日星期日發布了總統公告，對在
抵達美國之前的14天之內曾前往中國的個人暫
停入境。

總統宣布除限制和暫停所有在入境或準備入
境前14天內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移
民或非移民類外國人入境美國，不包括曾在香港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者。

限制令對以下人員例外：美國任何合法永久
居民；配偶為美國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任何外
國人；作為美國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之父母或合
法監護人的任何外國人，但該美國公民或合法永
久居民需未婚並不滿21歲；作為美國公民或合
法永久居民之兄弟姐妹的任何外國人，但雙方均
需未婚並不滿21歲；作為美國公民或合法永久
居民之子女、領養子女或被監護人的任何外國人
，或作為即將被領養者按IR-4或 IH-4簽證類別
申請入境美國者。任何應美國政府邀請為控制或
緩解病毒相關事務之目的旅行的外國人；任何作
為非移民的船員或此外作為航空機組人員或海員
根據移民和國籍法第101(a)(15)(C) 或(D)款，即
美國法典第8篇1101(a)(15)(C) 或 (D)款赴美國旅
行的外國人。任何根據 A-1, A-2, C-2, C-3
（作為外國政府官員或官員的直系親屬），
G-1, G-2, G-3, G-4, 北約-1（NATO-1） 至
北約-4（NATO-4）, 或北約-6（NATO-6）簽
證類別要求進入美國或在美國過境的任何外國人
；由CDC主任或其指定的人員認定入境對攜入
、傳播或散布該病毒不具有重大危險之任何外國
人； 由國務卿、國土安全部長或各自指定
的人員根據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或其
指定的人員的建議，認定入境有助於促進美國重
大執法目標之任何外國人；由國務卿、國土安全
部長或各自指定的人員認定入境符合國家利益的
任何外國人。本公告所述之任何內容不應被解釋
為可影響任何個人的庇護資格、停止遞解或為執
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 或 處 罰 公 約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
ment or Punishment）按美國法律和規定頒布之
條例受到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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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別移民申請的申請費也會在近期調
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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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最新移民排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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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確定三月份是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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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最近幾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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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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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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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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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起開始新的電子抽簽程序：美國移民局

2019年12月6日宣布，新的H-1B註冊系統將
於2020年正式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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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將於2020年3月開放電子註冊系統。需
要註冊的內容包括：1. 雇主的名字，雇主的稅號
EIN，雇主的郵寄地址；2. 獲得授權代表雇主的
代表方的名字，職位，聯系方式（聯系電話和郵
件地址）；3. 受益人的姓名，生日，出生地，國
籍，性別，護照號碼；4. 受益人是否在美國獲得
了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5. 其他相關信息。移民
局會在有效的註冊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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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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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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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
等都列入了“政府補助”的範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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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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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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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
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
是：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
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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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
SOk

新型冠狀病毒對於移民簽證者的影響和新型冠狀病毒對於移民簽證者的影響和
最新移民消息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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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33月選舉亞裔候選人社區初選論壇月選舉亞裔候選人社區初選論壇
——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UCA )UCA ) 主辦主辦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競選福遍郡稅務主計長的競選福遍郡稅務主計長的JamisonJamison
JosephJoseph 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競選郡第四區警長的競選郡第四區警長的Nabil ShikeNabil Shike
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德州福遍郡第德州福遍郡第505505 區家庭法庭候選人區家庭法庭候選人
Daniel Lee (Daniel Lee ( 李中原李中原 ））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德州第德州第2626 區州議員候選人區州議員候選人 Leonard N.Leonard N.
ChanChan 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德州第德州第 2626 區州議員候選人區州議員候選人 Rich OberoiRich Oberoi 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德州第德州第137137區州議員候選人吳元之區州議員候選人吳元之（（Rep. Gene Wu )Rep. Gene Wu ) 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競選德州司法系統第一上訴法庭第競選德州司法系統第一上訴法庭第
三位置的候選人三位置的候選人Dinesh SinghaiDinesh Singhai 發發

表政見表政見。。

競選聯邦國會議員第競選聯邦國會議員第2222區候選人區候選人
民主黨的民主黨的Sri Preston KulkarniSri Preston Kulkarni 發發

表政見表政見。。

主辦人主辦人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 （（UCA )Helen ShihUCA )Helen Shih
((施慧倫施慧倫））主持此論壇主持此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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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V.R. Faukner律師是第14
上訴法院法官place 7的候選人。第14上訴法院的
治權負責審理10個縣的縣級法院和地方法院提起
的上訴中級民事和刑事案件，這些縣包括：Aus-
tin, Brazoria, Chambers, Colorado, Fort Bend,
Galveston, Harris（人口最多 10 個縣），Grimes,
Waller, and Washington。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有
一個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小組來審理每個案件，除
非針對一個重要的案子，法院下令作出所有法官
都必須出庭做出裁決，將命令所有9名法官審理和

裁決一個重要的件。 以確保或維持法院判決的統
一性，或在特殊情況下需要這樣做。

我要競選這個特定法官席位的原因是第十四
上訴法院已經存在超過52年。 在這些年裡，從未
有黑人美國女性當選該上訴法院的上訴法院法官
。 現在是改變這個法院的歷史的時候了！如果當
選，我將是第一個參加這一上訴法庭的美國黑人
法學家，這將是德克薩斯歷史上一個重要而關鍵
的時刻！ 我正在競選這個席位，以便為所有訴訟
人帶來上訴權，公正，正直和正義。 我想告訴公
眾，第十四上訴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是每個
人（不是少數人）都有權利擁有的司法權並有權
訴諸上訴法院和上訴程序，並期望有司法管轄權
公平與尊重。

我競選這個特定法官席位的資格包括我是擁
有30年以上的資深執業律師，曾代表成年人，未
成年人和殘疾人客戶爭取他們的合法權益。。我
已經處理過複雜的民事訴訟，並在訴訟雙方的兩
方代表了客戶。 在我3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我處
理過輕罪和重罪案件。 我已具有處理民事和刑事
上訴案件的豐富經驗，並多次向刑事法院提出了
口頭辯論。我執行過案件包括在刑事上訴法院前
上訴和在德州最高刑事法院上訴。 我精通口頭辯
論的上訴程序和陳述。 在事先司法監督下做出不
利決定期間，我發表了上訴陳述的《刑事意見》
。

為什麼這次法官競選活動對每個人都很重要
？這場法官競選可能是德州和美國歷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義的時刻，當時選民決定將我安置在這個
位置，而不是將這個寶貴的公務員職位委派給毫
無根據的政治任命。我想成為“人民的法學家”
。我打算為司法機構帶來正直，能力，經驗和司
法公正。否則，我們的法律制度，包括我們的司
法制度，將繼續陷入衰敗，無政府狀態和不尊重
的狀態。每個訴訟人都有權進入上訴法院，而不
會受到威脅或擔心受到恐嚇，或擔心收到高昂的
訴訟費用或承受重大的經濟損失。無論學識淵博
的法學家的政治偏好如何，都必須遵守並適用於
所有案件的本州法律和美國憲法。無論個人或政
治派別如何，都必須遵守法律程序指南。所有選
民應根據選民的“初始”選擇而非次要的選舉選
擇合格且適當的法官。 如果我當選，在工作
的第一天，我準備開始擔任“人民法學家”的工
作。 我將仔細閱讀，審閱和認真聽取訴訟當事人

或其代表的意見，然後根據法律和程序對案件進
行裁定，並為“所有”訴訟當事人做出法律上合
理的決定。 公眾需要知道，第十四上訴法院對於
某些人來說可能是萬不得已一定要去的法院，因
此必須以公正，公平和不偏不倚的方式進行治理
。

FaulknerFaulkner 律師是第律師是第1414上訴法院上訴法院placeplace 77的法官候選人的法官候選人
FaulknerFaulkner擁有豐富和公正的民事和刑事上訴案的經驗擁有豐富和公正的民事和刑事上訴案的經驗
請票投請票投FaulknerFaulkner 律師律師 讓她為您的合法權益而戰讓她為您的合法權益而戰

V.R. FauknerV.R. Faukner律師已具有處理民事和刑事上律師已具有處理民事和刑事上
訴案件的豐富經驗訴案件的豐富經驗，，並多次向刑事法院提並多次向刑事法院提
出了口頭辯論出了口頭辯論，，包括在刑事上訴法院前上包括在刑事上訴法院前上

訴和在德州最高刑事法院上訴訴和在德州最高刑事法院上訴。。

圖為圖為V.R. FaulknerV.R. Faulkner 律師律師（（左左））拜訪本報拜訪本報
，，與美南報系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與美南報系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右右））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V.R.FaulknerV.R.Faulkner 攝於美南報業大樓門攝於美南報業大樓門

口口。（。（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無論任何時刻無論任何時刻，，王朝旅遊都會與您同在王朝旅遊都會與您同在

新春已至，儘管這個鼠年不一樣，
由于疫情嚴重，導致很多國家飛機停飛
，城市封閉，無奈大家暫時不能周遊列
國，瀟灑暢遊全世界，但…..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本地旅遊啊，美國是可以安

心暢遊的。美國這麼大，您節日這麼多
，怎可以不去看看！去過的也沒關係，
跟不同的玩伴去同一個地方有著不同的
旅遊體驗，趁這機會可以好好留在美國
遊玩一下。接下來我們王朝好好給大家
介紹一下我們都有哪些特價優惠團吧：

1. 美東 6 天經典豪華團超特價：
$325起+買二送二，遊玩紐約、費城、
華盛頓、尼加拉瀑布、波士頓。。。等
。

2. 美西團大部分(買二送一) 洛杉磯
、舊金山、拉斯維加斯、 迪士尼樂園
、好萊塢環球影城、聖地亞哥海洋公園

、洛杉磯市區遊、大峽谷、玻璃橋 、
胡佛水壩、 舊金山大橋、漁人碼頭、優
勝美地國家公園。。。等。

3. 如果不想坐飛機，我們還有德州
本地團，馬上迎來的新奧爾良狂歡節
2020年22-24日出發的3日/6日遊，最

低才$219/人起，升級後更可享受豪華早
餐和VIP遊行座位！可以親身感受世界
聞名的北美最大狂歡節。

4. 黃石路線也是不錯的選擇，2020
年黃石行程4-15天$266/人起，最高折
扣22%，多條不同線路安排行程供您選
擇，黃石路線可以遊覽世界最長、景點
最豐富、路線最完整。黃石路線是您最
明智的選擇！

更多精彩行程盡在王朝旅遊，詳情咨詢
請電話或者微信我們
服 務 專 線 ： 713-981-8868 微 信:

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A14，敦煌廣場隔
壁，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醫生專頁 BB1010
星期六       2020年2月15日       Saturday, February 15, 2020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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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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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緣千里來相會 ~
愛心天使出航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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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的危難

中，我們需要更多愛！也願我們作〈天

使〉為身邊的人帶來祝福！

2-3（週一）
今天我們號角月報13位義工上午

9:30裝寄號角月報七千多份後，也去郵

局寄出，我和美秀再去醫院探望小淑。

護士說上午肝膽科醫生N.S來會診小

淑，看MRI報告，現在小淑去照膽囊掃

瞄。

2-4（周二）下午4:50pm思牡來探

望陪伴小淑，檢查得知小淑是急性膽囊

炎，膽結石。晚上她用視頻和在山東煙

台的大姐聯絡，告訴大姐明天上午八

時她要作切除膽囊手術，請大姐放心，

她大姐也說「感謝潘師母的陪伴照顧小

淑。」小淑手術後第二天可能會出院，

我看她身體軟弱說要接待她來住我家，

方便照顧她，她沒有親人在休士頓，兒

子在中國。小淑握著我的手，流淚說著

「師母:我可以自己走路，就回自己家

住。感謝你像姐姐，像母親照顧我。」

我鼓勵安慰她「我們是有緣千里來相

會，你自中國大連來休士頓，我自台灣

來休士頓，感謝神，我們若有彼此相愛

的心，彼此幫助，神就住在我們中間，

世人也看到神的愛。今天我身體好，來

照顧妳，當我有需要時，相信天父也會

安排愛心天使來照顧我的。你安心療養

身體，不要擔心掛慮什麼?」
我們為她手術醫護人員與麻醉師，

為小淑姐妹代禱，求主賜福手術順利，

早日康復。

小淑說她告訴她的朋友暨親人:「教

會就是我的家，弟兄姐妹就是我的親

人。」她體會到信耶穌基督真好，不孤

單。如果沒有信主，沒有教會幫助，此

次生病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馬太福

音25章36節》「…..我病了、你們看顧

我…。」

 2-5（周三）早上8點小淑開始作

切除膽囊手術。上午11:40am我到HCA
醫院，小淑姐妹已完成切除膽囊手術，

12:15pm剛剛醒來看看我和劉世鍵吳晚

霞姐妹，我們為她禱告完小淑又睡了。

小淑說傷口痛，護士給她打嗎啡止痛，

不想吃午餐只說口渴要喝水，喝果汁。

我給她喝蘋果汁，紅莓汁，溫開水，醫

院的晚餐她不想吃，說是沒有食慾，她

想睡覺。護士感謝我幫她翻譯成中文給

小淑聽， 6:10pm回到家。晚上7:30pm
去參加教會禱告會。

《聖經舊約‧以賽亞書40章1節》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

百姓。」

2-6(周四)2 :40pm接到小淑電話

說「醫生來看我，說可以出院回家

了！」，真是好消息。

4:40pm和美秀到醫院載小淑姐妹，

去藥局買醫師開的止痛藥，消炎藥，

5:45pm回到「潘家客棧」。

◎小淑的兒子小宇自中國大連來信:
感謝上帝，感謝主，感謝我母親有

你們的陪伴。謝謝潘師母對我母親的照

顧。我剛跟我母親通了電話，因為剛做

完手術，身體軟弱傷口有些痛，我讓她

好好休息了。感謝潘師母和教會的兄弟

姊妹對我們這個家庭的多次照顧，真心

感謝有你們，感謝上帝，阿們。

●友人回響
1.接待遠客者，不知覺中竟是接待

了主耶穌。照顧病人，即是主耶穌的綿

羊，主必記念您-綿羊~進入天國。何健

屏

2.感謝您為主而作的。趙德光師母/
康福教會

3.潘師母，你們辛苦了！主記念報

答你們。謝謝師母對小淑的愛心照顧。

韓友惠牧師師母

4. 潘師母的愛心是我們學習的榜

樣！愛神愛人是上帝通過聖經給我們立

的總綱！杜伯伯

5..潘師母，更多向您與耶穌的愛學

習。您辛苦了…有您真好。求主憐憫保

守與醫治小淑。 劉慧寧/紐約

6.潘師母，謝謝你，欣賞你的愛心

服事！梁德舜牧師

7.讚美耶和華，小淑她被愛心天使

賜予她如此豐盛的祝福，感謝愛心天使

為榮耀耶和華而做出的善舉。Kathy

科學家紅凌弟兄因新冠肺炎
安息主懷……

一位基督徒醫生含淚寫下的悼詩。

我不想當英雄。
我還有爹娘，
還有孩子，
還有懷孕臨産的妻，
還有許多的病人在病房。
儘管正直換不來善良，
儘管䢛途迷茫，
可還是要繼續進行，
誰讓我選擇了這國這家，
多少委屈，
等打完這仗，
垂淚如雨仰天遠望。

我不想當英雄。
只是做爲醫生，
我不能眼看著這不明的病毒，
傷害著我的同行。
還有那多無辜的人們，
他們儘管已奄奄一息，
可眼睛裏總望著我，
帶著生命的希望。

誰成想我競死了！
我的靈魂分明在天上，
望著那張白色的病床，
床上分明是我的軀體，
軀體上還是那熟悉的臉龐。
我的父親母親在哪？
還有我親愛的妻子，
那當年我苦苦追求的姑娘。

天上有一道光！
那光的盡頭是人們時常說起的天

堂。
我寧願不去哪裏，
我寧願回到武漢我的家鄉。
那裏有我新買的房子，
每月還要還貸的賬。
我怎能捨得，
我怎能捨得！
沒有兒子的爹娘，
該有多麽悲傷；
沒有了丈夫的寶貝，
該如何面對這未來的滄桑。

我分明死了。
我看見他們把我的軀殼，

裝進一個袋子。
在袋子的近傍
有許多死去的同胞，
象我一樣，
在黎明時分，
被推進火的爐堂。

再見了，難舍的親人。
永別了，武漢我的故鄉。
但願你們在灾難過後，
還記得曾經有人，
努力地讓你們儘早知道真相。
但願你們在灾難過後，
學會正直，
不再讓善良的人們，
遭受著無盡的恐懼，
和無奈的悲傷。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完了，
應行的路我已行盡了，
當守的道我守住了。
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爲我留存。”
《聖經》提摩太后書 4．7

李文亮是國內第一個察覺這個疫症
的醫生，他當時以爲是沙士。他是黨員
所以無公開信徒身份

紅凌弟兄匆匆離去，激勵著我們繼
續向前！

美國時間 2 月 7 日，一位姐妹在群
裏發了一條讓人難過落泪的消息：

“加州中華歸主伯克萊教會是我和
先生成長的教會。紅凌弟兄曾是該教會
職青團契的主席。今晨在武漢醫院因肺
炎感染安息主懷。

我們非常震驚，因爲他昨天還一一
的向我們致謝，說病情有好轉。我們非
常傷痛難以接受。”

聽到這樣的消息，弟兄姐妹都很憂
傷，都迫切爲他的家人禱告，求主安慰
他的親人。

紅淩弟兄生前是華中科技大學生命
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
校方信息瞭解到：

紅淩弟兄 1988 年 7 月獲得武漢大學
生物系、生物化學專業學士學位；1994
年 12 月獲得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生化博
士學位；1995 年 1 月至 1999 年 1 月在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分子和細胞生
物學系實驗室作博士後研究；1999 年 2
月至 2002 年 1 月爲美國加州伯克萊、
勞倫斯國家實驗室科學家；2007 年 3 月
至今在華中科技大學工作，被聘爲教
授、博士生導師。

除了教學，在他所從事的科研領域
也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認識他的弟兄姐妹對紅淩弟兄的
評價，我們知道紅淩弟兄不僅僅是杰出
的學者，同時是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
又是我們主內的好弟兄。

紅淩弟兄的妻子對丈夫的匆匆離去
萬分悲痛，她對愛人的追思催人泪下，
這裏我引用其中的一段：

“親愛的，我們再說說話好嗎？你
不要嫌我囉嗦。

我知道你在天上有上帝的賞賜，也
有天使的歌聲迎接你。

你總說地上的一切是暫時的，天上
的榮耀是永遠的。

但求你放慢脚步，因爲我想再抱抱
你，再感受一次你的溫暖……

你是好丈夫，平時總是遷就我，讓
我胡鬧任性。

你是好兒子，每周再忙也要回家陪
父母聊天問安，讓他們開心。

你是好父親，每星期都要打電話囑
咐孩子不可打游戲，要努力學習。

你是好老師，對學生如嚴父慈母，
總希望把知識多傳授一些給他們。

你是好信徒，對上帝的信仰任何時
候都是堅定不移。

你是好同事，從不與他人爭執，凡
事忍讓。

你溫順謙和，處事小心，常常遇到
別人欺負你，你也不會欺負別人。

你胸有大愛，從不算計別人。
你滿有童心，喜歡簡單的快樂。
你是一個那麽善良可愛的科學家。

54 歲英年早逝，你有多少未了
的心願，多少未盡的事業，才幾個小
時，你就撇下這老的老，小的小突然走
了……”

1996 年紅淩弟兄在加州伯克萊大學
作博士後期間信主，幷在加州中華歸主
伯克萊教會受洗。一信主他就積極參與
教會事奉，成爲教會的主要同工，爲更
好的裝備自己他還到神學院進修。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紅凌因新冠肺炎
醫治無效逝世

在弟兄姐妹的眼裏，紅淩弟兄非常
謙卑溫和，雖然在事業上有很大的成
就，却從不張揚。他以教會爲家，樂意
奉獻，殷勤服事，在牧會、講道、教導
和管理上都有很大的恩賜。他愛神愛
人，常常幫助軟弱的、扶持貧窮的，用
生命彰顯出基督的愛。

紅淩弟兄愛每一個失喪的靈魂，爲
主火熱傳福音。姐妹發在群裏的一段視
頻，大大激勵人心。從視頻我們看到，
一群弟兄姐妹在武漢街頭高唱“十字
架，永是我的榮耀”，站在前排身穿潔
白詩袍肩頭扛著十字架的就是紅淩弟
兄。（視頻是在 2017 年復活節拍的） 

在街頭傳福音布道需要很大的信
心、愛心和勇氣。我在華人超市和中文
學校派發福音傳單時，每次都會遭到過
路人的冷眼、譏誚和辱駡，在美國尚且
如此，更何况是在沒有信仰的中國。弟
兄太棒了！想到他在天上要得的冠冕，
弟兄姐妹一定和我一樣大得安慰。

一位牧師當得知弟兄離世的消息，
安慰勉勵弟兄姐妹說：

“求主安慰紅淩弟兄的家人，賜他
們力量來面對此憂傷時刻！弟兄受武漢
肺炎感染！人太有限，有許多事我們無
法明白，我們只有完全順服，神絕對不
會做錯事。只是我們難以接受這樣匆匆
的離別。

生命不在乎長短，乃在乎生命的內
容和意義。將來到主前必能曉得！這提
醒我們要把握現有的神所托付的一切，
爲祂而活！榮耀祂！”

紅淩弟兄匆匆離去讓人難過不舍，
我們感嘆這世上又少了一位好兒子、好
丈夫、好父親；學生們失去了一位好老
師；學術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科學家。我

們更爲失去了一位敬虔愛主、爲福音火
熱的好弟兄心裏憂傷。

然而靠著主，我們心裏充滿盼望！
此刻，十字架上的救恩顯得格外的寶
貴，感謝救主耶穌基督捨弃自己換來我
們活潑的新生命！因著祂，死亡已經被
踐踏在脚下。

我們是客旅，是寄居的。這世界非
我們的家，我們的家在美麗榮耀的天
上！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
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却羡慕一個更美
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稱
爲他們的上帝，幷不以爲耻，因爲祂已
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希伯來書
11：15-16）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
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
路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
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
我的，不但要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
顯現的人。”（提摩太后書 4：6-8）

紅淩弟兄跑盡了當跑的路，打過了
那美好的仗，如今回到榮耀的天家，這
是他全心嚮往的心靈歸屬，此刻他安息
在主溫暖的膀臂裏，我們當爲他歡喜快
樂！

親愛的弟兄姐妹，武漢衆教會的家
人，患難中我們與你們的心緊緊相連，
求主堅固你們的信心，賜你們力量！願
弟兄的離去激勵我們加倍愛惜光陰，好
好爲主而活！願那天在天上相見，我們
都能說：在世上短暫的日子，我們沒有
白白度過！

爲紅淩弟兄親愛的家人迫切禱告，
願主用祂完全的愛撫慰親人們短暫離別
的憂傷！願親人們把盼望放在永恒的團
聚中！

“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爲跳舞，將我
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好讓我的
靈歌頌，幷不住聲。”（詩篇 30：11-
12）

主啊，榮耀、尊貴、全能的君王，
從死裏復活寶座上的羔羊，我們要擦乾
眼泪，我們要高聲贊美、揚聲歌唱！願
此刻我們一同領受從你而來的喜樂和盼
望！

轉載自小珺的家書

李文亮 一位基督徒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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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建構愛的防疫網絡
撰文：王偉齡、錢美臻／美國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慈濟美國不但關心疫區第一線抗疫的醫護人員，發起【心繫疫區・啟動愛的防疫機制】募心募款行

動，更付諸行動關懷撤僑專機返回美國的旅客，平撫他們對疫情的憂慮。

◎困難一一克服

◎打防疫戰愛心接力

◎用愛膚慰恐懼

◎愛的防疫網絡

心繫疫區 
啟動愛的防疫機制

慈濟美國總會密切關注疫情動態，
經與中國的慈濟志工聯繫，結合官方抗疫

資訊，了解到當地的醫療物資需求後，
發起【心繫疫區・啟動愛的防疫機制】

募心募款行動。

$1便可以購買一個N95口罩，
$15可購買一件防護衣。

每一元的捐款，都可以幫助我們購買
防護衣、N95口罩、醫療／外科用口罩、

面罩、防護眼鏡／護目鏡 、防護帽 、
一次性消毒床罩 、84消毒液 、

酒精類洗手液、與個人防護用品。
醫療物資，運送到疫情爆發的第一線，

給武漢與周邊縣市醫療團隊和居民最直接
的馳援。

請立即加入救援行動，與慈濟一同把醫療
物資送進疫區。捐款與物資捐贈方式：

 支票捐款
註明 

“Tzu Chi”
郵寄至

慈濟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慈濟美國中文網
tzuchi.us/zh

發送簡訊 “medicalaid” 至 91999
簡訊捐款

手機應用程式

*醫療物資捐贈：因運輸考量 ， 我們僅接受大量的醫療物
資捐贈 ， 防護衣2500件以上 ， N95口罩4000個以上。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執行長葛濟捨與多位志工，在2月7

日當日下午至洛杉磯國際機場附近，陪伴免費協助慈濟申辦

貨運通關程序的鞏傳蔚，一起把貨載到南方航空洛杉磯貨運

倉庫，親眼見證裝滿近6千個口罩和3百個護目鏡的十一箱物

資被送出。

	 葛濟捨表示，慈濟美國總會發起的「心繫疫區・啟動愛

的防疫機制」募心募愛行動，獲得很大的迴響，也確實遇到

很多的困難，不過慈濟人皆一一克服。

	 首先，個人防禦用的醫療物資緊缺。葛濟捨解說，當

前醫療物資緊缺，要確實買到、收到，才是成功，因為東西

沒收到都可能被取消訂單、降低貨量或延後取貨。第二個挑

戰是運輸，很多航班已被取消，物資要運到疫區只能依照現

有航班及到達地點做為目標。葛濟捨提到：「幸好我們（慈

濟）有教授、醫生團隊，可從特殊管道買到防護衣、口罩、

護目鏡；且在中國不同口岸，都有慈濟的接應機構與人員，

這是我們（慈濟）的強項。」

	 在貨運界工作多年的鞏傳蔚證實，當前坊間要送中國

的貨，確實越來越難擠上飛機。航班銳減是重要因素，鞏傳

蔚說：「中國要放春假前沒出貨，貨運班次已大減；之後遇

上疫情，嚴格管制飛機不能向外飛，客運航班一直在持續減

少，確實很難能發貨。」

慈濟美國總會第一批援助疫區的物資7日成功發貨，志工在貨運倉庫集
合確認貨物送出。攝影／蘇慧情

	 本次慈濟美國物資送往疫區，幕後真是一波三折。2月4

日收到第一批訂購的物資後，志工連夜打包裝箱，希望搭上

原定2月6日的貨機，但5日一早卻接到航班取消通知。鞏傳

蔚臨危受命去找機位，他透過運輸界人脈得知7日南航客機

有空間，但慈濟是「未知發貨方」（unknown	 shipper）無

法上客機，需再等候9日的貨機。

	 在募款與籌措援助疫區物資同時，慈濟志工也就近在南

加州，用愛膚慰搭乘撤僑專機回國旅客的倉惶心靈。

	 主導該項目的慈濟志工曾慈慧表示，慈濟是聯邦疾

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緊急事務跨信仰委員會

（Emergency	Program	Interfaith	Committee）成員，政府

若有新項目推廣前，慈濟都會先看到內容，並可就種族、宗

教、文化面提出改善建議。在美國政府準備撤僑前，CDC便

邀請慈濟，參與協助撤僑服務的工作小組，一同加入該項目

的還有美國紅十字會、食物銀行、救世軍等組織。曾慈慧解

說，經多次會議討論和職能分工，慈濟美國除提供隔離旅客

所用的部分物資，慈濟志工另需承擔透過電話會議模式，幫

助營區內不會講英語的被隔離旅客，引介美國文化習慣，協

助語言翻譯，並幫助營區管理單位傳達每日活動的項目，志

工也會在電話中安撫民眾因隔離產生的焦慮情緒。

	 好不容易離開疫區回到美國的旅客，14天生活在隔離營

區，許多人都曾出現過恐懼、氣憤、抱怨等負面情緒，志工

用耐心與愛心幫助他們紓解壓力。令人欣喜的是，結束隔離

期，第一批195名的撤僑旅客因全數都沒有被感染，已確認

可在2月11日結束隔離返家。許多旅客在電話中向志工道謝，

並展現出歡喜雀躍的心情。

	 同時在2月11日上午，慈濟志工再次將撤僑人員需使用的

物資，包括260條環保毛毯、100條圍巾、200個發放袋和三

盒牙線，送到聖地牙哥的紅十字會。慈濟志工邢敏解釋：「

因防疫隔離規定，工作團隊只有紅十字會三位工作人員接受

了防疫訓練，所以要送入基地的物資，都需統籌先運到紅十

字會，再由這三人送入基地。」

	 疫情發生後，美國從武漢進行了多次撤僑行動，多批旅

客送入位於南加州的軍事基地進行隔離，1月29日第一批的

195名旅客進駐河濱縣的馬區空軍基地（March	 Air	 Reserve	

Base），之後在2月5日和2月7日，又各有一批旅客進入

聖地牙哥縣的米拉瑪海軍陸戰隊航空站（Miramar	 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蒸騰，讓許多民眾身、心、靈承

受極大壓力。普天本一家，此時更需要懷著「知足、感恩、

善解、包容」的心，來面對這場疫情，用虔誠的祈禱，並化

祝福為實際行動，來降低病毒對人心、對社會安定所帶來的

衝擊。

	 防疫少不了您，防疫少不了我，讓我們一起為世界建構

起愛的防疫網絡。

共振祝福送疫區 
全球慈濟人串連祈禱

 慈濟志工將物資運往聖地牙哥，要送給被隔離的僑民。攝影／萬培娟

撰文：劉又榕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全美慈濟人從二月起一同為消弭災疫同心祈

禱，並鼓勵民眾齋戒茹素，為世界祈福希望疫情早日平息。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左1）帶領志工每日加入祈禱
的行動。圖片來源／慈濟德州分會

◎戒慎虔誠、尊重生命 ◎心懷感恩勤行善
	 新冠肺炎疫情從爆發開始，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

師與全球慈濟人持續關注疫情發展，更關心當今人心的恐懼

與無助。證嚴法師近期頻頻在開示中深切提醒：「要茹素，

並宣導公筷母匙。要謹慎、心靈要虔誠，我們擔心自己的生

命，要先尊重一切動物生命。」

	 「戒慎虔誠、尊重生命」，慈濟基金會呼籲全球民眾從

2月3日起，參與「全球祈禱、蔬食齋戒！同心行動、消弭災

疫！」行動；每一個人無論身在世界何處，只需在每天中午

一點半（1:30PM），以各自的宗教、習俗進行祈禱，共同加

入為疫區祈福的行列。

	 位於南加州的慈濟美國總會，首先響應每日祈禱的行

動，近四十位志工齊聚總會園區， 雙手合十虔心祈禱 ，

盼匯聚全球善念，疫情早日消散、患者痊癒、人人健康、

全球平安！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陳濟弘在祈禱前勉勵志工們要響應

蔬食，來為疫區的病患祝福，也減少對環境與動物的傷害。

此外，美國總會愛滿地（El	 Monte）與喜瑞都（Cerritos）

聯絡處，也響應了此次每日為災區祈福的行動。

	 慈濟德州分會志工在執行長黃濟恩帶領下，每日一同在

會所祈禱，期盼人人在生活中做出改變，勤行善、做環保、

多素食，心懷感恩、尊重、愛，以大愛為前提，提升自我心

靈成長。

	 祈禱行動是全球愛的共振串連，從東岸紐約、新澤西、

華盛頓特區，中部芝加哥、達拉斯和西海岸北加州，以及離

島夏威夷的慈濟分支聯點，皆加入祈禱行列。大家在不同時

區、不同地點祈禱，讓愛心善念持續不斷的串連，以正念與

祝福產生共振效應，期許人人互愛、自我防護，讓生活能早

日恢復常態，也期待疫情傷害減到最低。

	 鞏傳蔚指出，因九一一事件新安全規定，與乘客同行進

客機的貨品必須是「已知發貨方」（	known	shipper	），且

貨物需經過一系列周密檢驗。貨機規定沒這麼嚴，雖可接受

「未知發貨方」（	unknown	shipper	status	），但還是有必

需的手續。

	 為搶防疫時機，鞏傳蔚以豐富經驗讓慈濟在6日通過飛

航審核成為「已知發貨方」，還取得防疫物資免運費的「綠

色通道」批准，順利讓第一批援助物資7日啟程，真是幫了

大忙！中國慈濟志工也在10日確認領到物資。

 裝著大家愛心的援助物資被堆貨機拉入貨倉中。攝影／蘇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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