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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24日夜晚，原南京市医

学院的大四女生林伶被人以残忍手法杀

害。凶手先用钝器击中她的头部、对她

实施性侵后，把她按进了窨井中。

时隔28年，2020年2月23日，警方

终于将犯罪嫌疑人麻继钢抓捕归案。

据邻居介绍，凶手麻继钢平时与街

坊四邻关系都很好，喜爱养狗，好读

《圣经》，乍一看真不像坏人。按常规

的推理方式，很难将他划进嫌疑人范围

。

这次之所以能追查到他，一方面有

赖于公安部门多年来不放弃追查真凶的

坚持，另一方面靠的是先进的刑侦科技

。

此次南京公安应用了DNA检验重

要手段——Y-STR家系排查技术（男性

家谱排查系统），通过与嫌疑人在犯罪

现场留下的DNA比对，确定其身份。

上一代DNA匹配手段，只有测到

嫌疑人本人时才能确定；而新一代

Y-STR家系排查技术，可以锁定嫌疑人

的家族范围。

这次正是因为凶手舅舅麻某的DNA

与证据高度吻合，警方才顺藤摸瓜抓到

麻继钢。

DNA技术近年来在案件侦破中屡立

奇功：

不仅让中国警方抓获了潜逃23年的

杀人犯劳荣枝、帮韩国破获了电影《杀

人回忆》原型“华城连环杀人案”，还

让美国警方时隔四十年后抓住了著名的

“金州杀手”。

上 世 纪 70-80 年 代 ， 迪 安 杰 洛

（DeAngelo）在被称为“金州”的加利

福尼亚州犯下12起谋杀案、至少45起

性侵案和100起以上的入室盗窃案，而

且杀人手段极为残忍，人称“金州杀手

”。

据说当年案发地区人人自危，很多

人晚上抱着枪睡觉。

虽然迪安杰洛多次作案，但除了大

概的外貌特征，被害人难以向警方提供

更多线索。

多年后，警方将嫌犯遗留的DNA

信息上传到一个开放的在线基因数据库

网站，先锁定了嫌犯的远房亲戚，再通

过绘制家谱才查到迪安杰洛本人，此时

他已经72岁。

当年难以抓到迪安杰洛的原因，可

能是他当过6年警察、具有强大的反侦

察能力。若不是因为DNA数据和分析

技术的成熟，这个禽兽可能到死都不会

被制裁。

“金州杀手”案件及其侦破过程相

当传奇，HBO甚至开拍了一部关于他的

纪录片。

根据法国犯罪学家埃蒙德· 罗卡提

出的“罗卡定律”，凡是实施犯罪，必

有痕迹留下。

从取证、追凶到庭审，刑侦技术一

直在凶案调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神探

李昌钰说过：“人工智能、专家系统、

物证联结系统将是21世纪破案的新方法

。”

影视剧中有不少与现实呼应的例子

，也反映了刑侦科技的威力和未来趋势

。

关于“取证”，美剧《犯罪现场调

查》（CSI）中有一个故事，也与DNA

有关，但更加复杂。

第四季第23集，一位女性在深夜路

上遭人性侵，还差点被杀害。她机智逃

脱后报了警并指认了犯罪嫌疑人，但精

液DNA证据却显示是嫌疑人兄弟作的

案。

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警方发现嫌

疑人身上竟然有两组DNA——他在给自

己的患白血病的弟弟捐献骨髓时，因为

手术流程问题，体内带上了弟弟的DNA

。

其实犯罪嫌疑人早就知道自己的奇

异体质，靠着这一“天赋”他奸杀女性

，并自信地认为自己不会被定罪。

科学调查确认了这个特殊的“奇美

拉现象”，最终找到真凶，并将他绳之

于法。

除了可提取DNA的毛发、血迹、

精液外，犯罪现场还有指纹、凶器、弹

壳、脚印、纤维等材料；这些都容易被

目击者破坏或被凶手伪造，记录和还原

真实的犯罪现场就成为破案的重要一环

。

科幻剧《机器之心》中，2048年的警察

都要与一名机器人搭档查案。

其实这种办案方式也正在走进现实

。英国杜伦大学的法医学教授Mehzeb

Chowdhury博士提出利用机器人成像系

统MABMAT调查犯罪现场。

这种机器人设计灵感来自NASA的

“好奇号”火星车，装载有360度全景

相机，可以拍摄高分辨率的现场照片和

视频，并转换成犯罪现场的360度全景

版本，保证作案现场的信息可以有效保

存。

最关键的一点是，法庭上的陪审团

可以通过VR眼镜，在虚拟现实的沉浸

式体验中真实了解当时的场景，避免因

为伪造的证据和照片影响判断。

这样的机器人的制造成本只有299

英镑，约2700元人民币。

VR还原犯罪现场的技术在国内也

有应用，而且就是用在庭审环节。

2018年 3月1日，张明明故意杀害

女友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检察官运用“出庭示证可视化系

统”，让证人董先生戴上VR眼镜，回

到虚拟的案发现场。

董先生戴上眼镜后，用手柄控制方

向和位置，大屏幕上的“案发现场”开

始转动，犹如3D电影，再加上证言陈

述，现场人员无不震撼，同时对案发情

况也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不仅要锁定案犯，更重要的是抓到

嫌犯，将他绳之以法。

“天网”的建成有赖于算法在近几

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图像识别领域和

语音的深度学习算法先后取得了重大突

破，使得通过摄像头识别人脸具备了可

实现性。

在过去的这十年间，中国已经安装

的摄像头数量接近2亿，这个数字还在

增长。

根据研究机构 IHSMarkit 估计，与

天网结合的动态人脸识别技术，目前准

确率已高达99%。

被称为“罪犯克星”的张学友，在自

己演唱会台上唱着《如果这都不算爱》，

台下几位警察就带走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此人开车近100公里来看张学友，

在检票口时，摄像头的人脸识别系统就

将他的相貌、穿着乃至身份证号一一认

清。

美剧《疑犯追踪》中，摄像头和人

脸识别技术是阻止犯罪，维护正义的关

键技术。

这套系统还能随身佩戴，2018年开

始中国警方就引入了墨镜形态的人脸识

别设备。

郑州铁路警察首先应用上了这种设

备，通过“面部识别”来核查乘客身份

，甚至抓捕犯罪嫌疑人。

不过这还并非刑侦科技的最高境界

。

在斯皮尔伯格的科幻悬疑片《少数

派报告》中，一家名叫“犯罪预防局”

的机构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他们提取三名特异功能者的大脑影

像，就能预判哪些人近期会犯罪，提前

抓捕。得益于此，2054年华盛顿的犯罪

率几乎为零。

《少数派报告》的“犯罪提前精准

预测”有望成为现实，芝加哥警方三年

前就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预测犯罪

可能发生的地点。

这项技术效果明显。据媒体报道，

芝加哥自1月至7月的枪击案件相比较

去年同期下降了39%，谋杀率下降了1

个百分点至33%，杀人事件最高减少了

18%。

无论当代还是未来，无论科技进步

到什么水平，都会有禽兽出来搞事情，

人性中的恶没那么容易克服。

但也正因如此，正义才始终与科技

联手，成为悬在罪犯头顶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

世界上刑偵技術強到什麼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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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实时查询系统，截至

美国东部时间3月19日晚6点，全美共

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350例，死亡

188例，治愈106例。在19日不到18小

时时间里，全美新增确诊病例3899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称，鉴于

检测能力不足等因素，美国实际感染人

数可能多于官方数据。白宫新冠病毒反

应协调员黛博拉· 伯克斯博士19日也表

示，“新病例数急剧增加”是“基于我

们增加了测试能力”。她预计接下来两

三天内，病例数将继续增加。

伴随着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留

学生安全备受关注。疫情升级，留学生

要不要回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19日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美留学生应了

解国内现在对境外回国人员的检测措施

，“确实有回国需要，如果遇到什么困

难，可找使馆和总领馆反映。”

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陈灏在霍夫斯

特拉大学电影专业读大四，在学校和社

会都出现确诊病例的情况下，经充分考

虑后最终决定回国。目前，正在国内进

行隔离的他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尽管回

国路程波折，但回到祖国怀抱的那一刻

感受到无比温暖。回国后，他如实申报

了健康状况，并严格按照要求隔离。

面对少数归国留学生引发的争议，

他希望所有在回家路上的同学，为了自

己和他人的安全主动申报，积极配合隔

离。“我们留学生想回家，并不想添乱

。”他还表示，因途中有不确定风险，

留学生应谨慎考虑回国，在国外也尽量

减少外出。

从零病例变全美第一
纽约转眼成了“重灾区”

3月13日下午3点整，距我离开纽

约长岛的家已过去将近四十个小时。我

正坐在山东某县城的一所快捷酒店的房

间内，回忆过去近两天所经历的一切，

“魔幻现实”大抵最能表达此刻心中所

想。

美国东部时间3月10日晚10点，我

收拾好回国所带的随身行李，把冰箱里

所有食物和房间内的日用品，外加两只

N95口罩交给留守的室友后，便离开了

纽约的家。我并不清楚这次回国后，下

次再来是什么时候。

我做出回国的决定并没有经历太多

内心挣扎。从3月1日确诊第一例病例

以来，短短9天，纽约州新冠肺炎病例

已飙升到167例，从0病例变成了全美

排名第一的“重灾区”。

令我恐慌的是学校出现疑似病例、

社区出现多例确诊病例，并在短时间内

持续增长。政府并没有透露病例所在的

具体街道信息。随着病例上升，感觉不

安全性越来越高，不知确诊病人离我们

有多近。所以这让我决定回国，尽管我

知道这一路上暗存的风险同样很大。从

美国回国十几个小时，飞机又是个密封

空间，感染风险也不小。

我还在飞机上的时候，纽约市长白

思豪于当地时间3月12日宣布纽约进入

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意味着市政府可随

时采取一系列“极端措施”，如宵禁、

关闭公共交通、禁止上街、限制饮酒等

。短短两周时间确诊人数持续呈指数暴

涨，现在已有超过5000人确诊，严重程

度跃居全美首位，已然成为美国的“武

汉”，现在想想都后怕。

回国路程颇多波折
找不到直飞北京的班机

虽然纽约州政府面对疫情做出的各

种举措比较积极主动，然而相较中国每

天能检测20万件病毒样本、韩国每天能

检测1.5万件病毒样本，根据美国卫生

及公共服务部的资料，美国只进行5000

件病毒检测，这样的检测能力远远不够

。大多数患者都选择在家隔离，甚至没

有去做检测。

我一个朋友现在是疑似病例，已连

续发热4天，后来才排上队检测，美国

轻症或疑似人员的治疗政策都是回家隔

离。中国的治疗经验则告诉我们，轻症

患者不加以医学干预，有很大可能转成

中症或重症。

当地时间10日，哈佛大学要求所有

在校学生3月15日前搬出宿舍，并要求

学生春假结束后不要返校。我们学校因

出现确诊病例或同此类病例有过接触的

学生和教职员工，改为远程授课，现在

美国几乎所有大学将课程转为网络。

在确认网络上课时，我决定订机票

回国。第一次计划中转摩洛哥再飞往北

京，因疫情原因取消了。后来再试着购

买了一次，这趟航线是我能买到最早，

性价比最高且转机风险最低的一班。要

知道我订票时，已找不到任何纽约直飞

北京的班机。再三比较后，我选择由香

港中转回北京。

在登机口看到了许多中国人，我们

相互亲切问好，我猛地意识到作为个体

的我对归属感多么看重，国家的安定和

繁荣让我们如此依赖。前不久，新冠肺

炎疫情在中国暴发时，美国很多华人纷

纷捐款、捐物、出力，把急需医疗物资

源源不断运往中国。

北京时间12日早上5点40分，在近

15个小时飞行后，终于到达了香港。登

机口外的同胞们焦虑地等待着，有太多

人因为这次疫情在外滞留，也有很多人

像我一样，心中奔向家的方向。

积极配合健康调查
我在申报表上“打了勾”

在转机时，入境旅客要填写更加详

细复杂的健康报告，在居住社区是否曾

报告新冠肺炎病例一栏，我毫不犹豫在

“是”的前面打了勾。虽然每日坚持自

测体温，而且没有感觉任何不适，但长

岛家附近的疫情，我不得不如实回答。

此前，我也已经让家人向社区进行了备

案、报告。

飞机降落前，空乘人员通知我和其

他16名旅客先下飞机接受检疫人员检查

。随后工作人员统一收取了我们护照，

带领我们排队接受新冠病毒咽拭子检测

。等待过程是焦灼的，因为我们这些旅

客全部是由其他国家中转香港地区入境

。

在统一接受咽拭子检测后，我们根

据个人情况填写申报明细。出关后，我

便与当地疫情防控中心取得联系，他们

告知我要在机场等待他们前来接我。在

经过9个小时的流程审批和车程后，终

于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踏上了回家隔离

的行程。

现在是我在隔离酒店的第8天，每

日两测体温，有医生和工作人员的照顾

。看到新闻上，大量海外人员归国，目

前外来输入病例增多。我也经常提醒海

外朋友，每个人都应当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依法如实报告旅行史、居住史、体

温检测、症状等情况，履行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等法定义务，自觉参与到疫情

防控中。

逃离纽约！中国留学生讲述40小时
回国路：只想回家

据美国《侨报》报道，受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加重影响，全美高校几近全部

停课，中国留学生的去留成为他们眼下

最纠结的难题之一。记者采访了多位在

美中国留学生，尽管疫情发展迅速，但

他们大多能结合自身情况研判形势，理

性应对。

居家隔离 理性应对

俄勒冈州波特兰州立大学已经停课

，春假后全部改为网上教学。该校有

300多名中国学生，目前绝大多数都没

有回中国。

两周前，该校电气工程学终身教授

李斧曾接受记者采访，当时俄勒冈州尚

有确诊病例15例，而截至23日晚间，

该州确诊病例已经倍增至191例。俄勒

冈州长和波特兰市长要求市民在家隔离

，日常生活秩序和供应较好。

兼任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导师

，李斧不敢有丝毫松懈，每天都督促学

生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做好防护，同时

通过学联会公号发布最新的疫情信息和

防疫科普文章。除了交换与合作项目的

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大部分中国留学

生居住分散，李斧和学联会干部都很着

急，每天都在了解和抽查中国学生状态

。“主要是担心学生考完试出去玩，前

两天发现几个原定去拉斯维加斯的，都

当面要他们把飞机票退掉。”李斧告诉

记者，“有些比较乖的孩子，已经开始

预习下学期课程。”

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斧正在帮助一

位感冒、咳嗽的中国留学生，联系有关

检查和医疗事宜。对此，校方和俄勒冈

州卫生部以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早有

详细预案。学生可以向总领馆报告，然

后联系学校学生诊所，即便是周末也有

值班护士。如果认为有疑似，会转去专

门医院测试。如果学生联系不上学校，

可以拨打免费电话，了解附近医院情况

。俄勒冈州卫生部门还专门印发了多篇

不同类型的中文资料，供华裔和留学生

对照参考。所幸该名留学生只是普通感

冒，目前还在继续观察中。

与该校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致，波

特兰州立大学金融学大四学生林坤选择

留在美国。“大部分同学害怕在飞机上

感染，我也是，家人有同样的担忧。”

部分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美国，也考虑

签证问题，担心回中国，后续能否顺利

返美。

再有两个学期，林坤就要毕业了，

他告诉记者，下学期学校也是全面网课

。尽管学校没有完全关闭，但是已经限

制入校时间。“现在也不用到学校上课

，在家待着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决定

不回(中国)去了。”

居家隔离需要自己做饭，对一些动

手能力较差的中国留学生，则主要依靠

外卖。外出购物，除了厕纸和消毒用品

已经脱销，粮食、蔬菜和肉蛋鱼类等均

保持正常供应。此外，林坤告诉记者，

旧金山中国领事馆承诺为留学生提供经

费支持，统一采购口罩和消毒液，也让

留学生更加心有所依。

研判形势 科学防护

受疫情影响，在华盛顿留学的王姓

同学所在的学校将春假延长一周，春假

结束后于23日开始网上教学。

对于是否返回中国，他和家人纠结

了很久，最终决定踏踏实实留在美国上

网课，尽量不出门。“我们最开始讨论

不回(中)国的原因，是因为需要转机，

接触人会非常多，可能会意外感染；而

我待在家里，不会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少接触人，勤洗手，戴口

罩，只要做到这些就可以。”尽管做好

防护，但王同学坦言他仍有些紧张。

尽管平日不是特别喜欢户外活动，

也很少和朋友一起出去游玩，但彻底不

能出门后，王同学表示，身体上还是有

些难受，“闲得慌，闲得难受”。

王同学住在一位华裔寄宿家庭里，

其寄宿家长是一名阿姨，因为身体状况

不佳，一度十分紧张，因此防护措施也

相当到位。此前，王同学和寄宿家长一

直在关注中国入境政策，但随着客观冷

静的思考，他们都选择留在美国。前几

天，寄宿家长还给附近医院捐赠了300

个口罩。

与王同学同住的，还有一位来自广

东佛山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决定3月底

回中国。王同学告诉记者，室友马上要

毕业，受疫情影响，继续留在美国也难

以找到实习和工作的机会，所以选择回

中国。

在美中国留学生
结合自身研判形势

理性应对疫情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国土

安全调查项目(HSI)的学生和交流访问

者项目(SEVP)发布了一份详细介绍非

移民学生人数的报告。

这份报告重点介绍了学生和交流

访问学者信息系统(SEVIS) 2018年的

数据。SEVIS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系统

，包括非移民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及

其家属在美国的信息。

报告指出，2018 年 SEVIS 共有

155万名F-1和M-1非移民学生的活动

记录，比2017年减少了1.7%。

SEVP认证的8936所美国学校招

收非移民学生，它们中有65%在这一

年接待了1至50名非移民学生。只有

四所学校——哥伦比亚大学(18,573)、

纽约大学(18,481)、南加州大学(18,

345)和东北大学(18,123)——在2018年

招收了超过15,000名非移民学生。

2018年，85%的非移民学生攻读

了高等教育学位，与2017年攻读高等

教育学位的学生数量相当。

大约85,000名非移民学生参加了

K-12课程，其中92%的学生参加了中

学课程(9-12年级)。2018年，中国送

出的K-12学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约占K-12非移民学生总数的一半。

亚洲仍然是最大的非移民学生来

源地，2018年 SEVIS有 117万学生记

录，比2017年减少了1.9%。

2018年，只有南美大陆和澳大利

亚/太平洋岛屿的非移民学生人数有所

增长，分别增加了2703人和102人。

2017年和 2018年，中国(478,732

人)、印度(251,290 人)和韩国(88,867

人)的非移民学生人数最多。在这些

国家中，只有印度学生的数量从2017

年增加到 2018 年(+4157)。来自中国

(-147名)和韩国(-6403名)的学生人数

同期下降。

2018 年，有 145,564 名非移民学

生获得了就业授权文件(EAD)，参加

了毕业前和毕业后的选择性实践培训

(OPT)，比2017年下降了5%。

2018年，近7万名非移民学生获

得了EAD学位，受聘于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而2017年为

64,481人，增幅超过8%。

2018 年，有 151,525 名非移民学

生获得了EAD学位并参加了课程实践

培训(CPT)，而2017年这一数字为132,

380人，增幅超过14%。

2018 年，加州接收了 302,073 名

非移民学生，是非移民学生比例最高

(19.5%)的。纽约、德克萨斯和马萨诸

塞各接收了10万多名非移民学生，成

为2018年入学人数最多的几个州。

SEVP监测100多万在美国进行学

术或职业学习(F和M签证持有者)的

非移民学生及其家属，它还对招收这

些学生的学校和项目进行认证。国务

院监督交换访问者(J签证持有者)及其

家属，并监督交换访问者项目。

两者都使用SEVIS来保护国家安

全，确保学生、访客和学校遵守美国

法律。SEVP还和包括美国海关与边

境保护局以及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

在内的政府合作伙伴收集和共享SE-

VIS信息，以减少欺诈。

HSI审查SEVIS的潜在违规记录

，并将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安

全的案件提交其外地办事处进行进

一步调查。此外，SEVP的分析和操

作中心分析学生和学校记录，以确

保其符合与在美国留学有关的联邦

法规。

美国公布留学生数据

中国仍是主力
小留学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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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的月初，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下，澳门赌场全部停止了营业。这

是从 1847 年，澳门博彩业合法化以来

，第二次发生停业的现象。上次是台风

山竹的时候。

今天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入行 17

年的澳门荷官，她叫孟乐儿。她所在的

葡京赌场刚刚恢复营业不久，而她也结

束了这次难得的假期。

其实在武汉封城之前，我们和很多

人一样，并不知道这次的疫情这么严重

。突然有一天，老板通知我们上班要戴

口罩。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强制赌

场的客人要戴口罩，只是明显感觉，客

人变少了。

2 月 4 日，有一位赌场的员工确

诊了。第二天，澳门特首就宣布，关闭

赌场半个月。

2 月 20 日凌晨，赌场重新开门。

头一天的下午，我们赌场的员工就已经

去做准备工作了，清洁部的同事也做好

了消毒和清洁的工作。

当天夜里十一点多钟，赌场门口已

经有客人在排队了。按照规定，他们需

要戴口罩，进场的时候还得量体温。我

们撤掉了大部分的赌桌，还严格限制了

每张赌桌的人数。相比以往，赌场里的

客人少了很多很多，甚至显得有些空旷

。

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二期亲身经历如

此大规模的传染病。上一次是 2003 年

的非典。而我也正是在那一年入行的。

我是广东人，九十年代跟随家人移

居到澳门。而那正是香港特有的「赌片

」最兴盛的年代。但是，对于像我这样

在澳门生活的普通年轻人来说，电影里

那个浮夸的世界其实很遥远。

刚搬到澳门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

宁静的小城，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年

轻人也没有什么发展前景。

1998 年左右，我进入了一家石油公

司，当一个文员。工作了几年后，薪水

慢慢地从三四千涨到了将近五千。

2003 年，非典期间，我的一位朋友

建议我说，不如我们一起去赌场工作吧

。一开始，对于这个建议，我是拒绝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教导我

，「赌」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沾的。

因此，对于任何和「赌」相关的事情，

我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但我朋友劝我说，「你知道吗？在

赌场当荷官，一个月薪水有一万块呢，

你看你工作了这么多年，薪水也才不到

五千。」

如此一想，我便有些心动。毕竟，

在哪里工作不都是一样的吗？

在 2003 年，「荷官」这份工作在

澳门的年轻人中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

以当时，赌场对荷官的招聘门槛也是比

较高的。

就以我应聘的葡京赌场为例，他们

要求应聘者必须拥有澳门的永久居民身

份，年龄不得超过 25 岁，有高中以上

的学历。除此之外，还需要在政府的行

政部门开具一份《民事证明书》，证明

自己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而满足了这些

条件后，我才刚刚迈入初选的阶段。

面试那天，我先是和很多年轻女孩

一起被带进了一个房间，量身高和体重

，测试色盲。然后，我们被带到下一个

房间，被要求在几分钟内做出一定数量

的心算题。

最后，我和另外二十来个被选出的

女孩儿一起被带去见了人事部的考官，

被问了一系列问题。

全部的考核结束后，我们被带到了

外面，进行等候。5 分钟后，一位工作

人员出来了。他要求点到名字的留下，

剩下的回去等通知。而在二十多个候选

人中，被他点到名字的只有一个人，那

就是我。

就这样，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这辈子第一次进赌场，就是去报

到的那天。当时，我按照面试官的指示

，带着体检报告去葡京赌场的人事部提

交资料。刚一进赌场，我就迷路了。那

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大厅，每一个出口看

起来都差不多。

然后，我找到一个穿制服的人给我

指路，这才顺着一条狭窄的楼梯，找到

了位于三楼的人事部。

入职后，我先在赌场做了三个月的

服务员，同时，还需要接受各项专业技

能的培训。

除了基础的写录、心算，和常常在

电影中看到的花式洗牌的技能以外，我

们还要熟知各种赌博游戏的「规则」。

好比其中最受欢迎的「百家乐」

， 它的基本规则很简单：每个玩家会

被发两到三张牌，点数加起来，个位数

最接近 9 的获胜；那一局游戏中，拿

出最多筹码的就是庄家，剩下的都是闲

家；最后，根据获胜者在游戏中的角色

，每个下注的人会按照不同的赔率拿回

相应的筹码。

这整个的游戏过程中，我们荷官除

了要发牌，还要负责计算每局游戏中各

位玩家的盈亏数额。

刚开始作为荷官上场的时候，我挺

紧张的。在那个时期，我们赌场用的赌

桌比现在的要大，最拥挤时，一张桌子

往往有四五十人围着，游戏过程中，会

出现大量无法预测的场面。

在培训中，我们管这种复杂情况的

处理意识叫「场面意识」。比方说，场

上有人浑水摸鱼，你需要及时察觉；有

赌客输急了，当场闹事，你也需要用合

适的方式应对。

在我的经验中，赌场里有很多客人

在潜意识里是把荷官当成假想敌的，一

旦输钱，他们就会把气撒在荷官的身上

。

比方说，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我的一

位前辈被一个女客人骂得狗血淋头。

当时，那位客人自言自语，「我输

惨了，我连项链都当掉了」。

我前辈便好心劝阻她，「不要这个

样子啦，都已经输很多钱了，就不要当

项链啦」。

那女人立即大发雷霆，「关你什么

事？我有项链拿去当，你有吗？」

类似这样的客人，我们每天都会遇

到。有一次，我桌上有个客人也是输了

钱，而我什么也没说，就只是保持微笑

，他竟然也恼了：「你笑什么？我输钱

你很开心是不是？我要投诉你。」

所以说，我的前辈们经常嘱咐我，

不要随便跟客人说话，最好连表情都不

要有。

就在我入行后不久，2003 年 7 月

，港澳自由行政策正式实施。从此，越

来越多的内地游客涌入了澳门赌场，博

彩业迎来了十年的爆发式增长。

大约在 2007 年，我认识了一个本

地的女客人。她当时大约四十来岁，每

天定时定点来赌博。

稍微熟悉了一点之后，有一天，我

问她，每天都来玩，不用工作吗？她说

自己是家庭主妇，在家带孩子，没有工

作。我更加好奇了，又问她，她丈夫对

赌博有没有意见。她告诉我，她赌博花

的不是丈夫的钱，而是自己过去十年工

作攒的积蓄。

过了一段时间，我转去了别的公司

，跟她也很久没见了。几年后，当我再

次遇见她时，竟吓了一跳——她才五十

岁，头发却全白了，整个人都脏兮兮的

。

她也认出了我。我和她攀谈了几句

，了解她的近况。她说，她还在赌钱，

但已经没有再和家人一起生活了，「我

这么烂赌，不想连累他们」。

我当时还有别的客人要招呼，便没

有多聊，但心里总觉得很不是滋味。

其实很多澳门本地人都是这个样子

的，一赌就是几十年。

还有一种赌客，也是让我一度感到

费解的，就是那种专门从外地来澳门赌

博的客人。他们的状态都非常痴狂，常

常废寝忘食。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从浙江来的女

客人。有好几次，当我在赌场看见她的

时候，她都是一副筋疲力竭的样子，仿

佛站着都能睡过去，却还是在赌。

我劝她先回酒店睡一觉再过来玩，

她却说，「我的证件只能停留一个礼拜

，我要是把时间都花到睡觉上面去，那

我来澳门干嘛？」

在我的印象中，像她这样专门来赌

博的游客，十有八九这是这个状态。当

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

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控制不了

」。

面对这些客人，我常常会劝他们说

，不要太认真，更不要总想着翻本，甚

至赚钱。不要忘了，这里终究是消费场

所，赚钱的是我们这种打工的，或者我

们老板那种做生意的，而顾客来这里是

为了花钱娱乐，不要总指望赚钱。

其实在赌场中，我最不希望看到的

是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他们很有可

能是第一次进赌场，一不小心就把卡里

的钱全部输光了，立刻慌了神，不知道

怎么跟家人交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很容易就会被高利贷控制。

对荷官来说，我们很容易分辨出场

上有哪些人是借了高利贷来赌钱的。因

为高利贷一旦把钱借给了赌客，每次赌

客赢了钱，按照约定，他们都会要求抽

成。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一定会派出好

几个人一刻不停地盯着赌客，以免耍赖

。所以，我们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的关系

。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只能看着他们

受骗。毕竟，如果我们真的找机会提醒

，谁知道会不会被反咬一口呢？谁知道

会不会丢工作呢？

每个进赌场的人都听过「十赌九输

」这个道理，但同时呢，每个人都以为

，自己会是那个幸运的十分之一。他们

踌躇满志地走进赌场，幻想自己会像电

影里的赌神一样，在赌桌上大杀四方，

给人生翻盘。

但事实上，赌博根本就没有真正的

技巧可言。哪怕是我见过一些所谓比较

会赌的，那也只是因为他心理素质好，

不容易受情绪影响，跟技巧没什么关系

。

大约十年前，我在赌场里认识了一

个「洗码仔」，也就是那种把自己手里

的大宗优惠筹码卖给客人，从中抽成的

人。

这位「洗码仔」是本地人，当时大

约四十来岁。有一阵子，他突然开始研

究百家乐的赌博技巧，想靠赌博赚钱。

他所研究的赌博技巧叫做「打缆」

。这是百家乐玩家所研究出的一种所谓

的「赢钱秘籍」。

简单来说，他们研究认为，当百家

乐的游戏玩到数十轮，甚至数百轮以后

，庄获胜的概率大约在 50%。因此，只

要每一局都押庄赢，时间久了，胜负的

几率就能对半分。而与此同时，考虑到

赌场在其中的抽成比例，这些研究者试

图去计算，每局游戏之间，按照什么样

的比例下注，最终赢的钱能比输掉的多

。而他们所研究出的比例，就是所谓的

「方程式」。

在百家乐玩家的理论中，这种「方

程式」从简单到复杂，不计其数。

于是，按照这种方法，这位「洗码

仔」每次会拿出两三万的本金，第一

局 100 块，要是庄赢了，他就赢钱；

要是输了，下一局，他就按照方程式，

把赌金向上累积。

有一段时间，他运气真的蛮好，半

年之内赢了几百万。但在那之后，他便

逐渐输多赢少，之前赢钱时买的奢侈品

一样一样全都当掉了，连房子都抵押了

。

之后，他尝试着戒了赌，安分守己

地做回了洗码的生意。但不久后，他就

又忍不住，换了一种方程式，开始赌博

。而同样的情况又再次轮回了一遍。半

年后，他再次一无所有。

其实直到今天，他还是在赌，十年

来经历了起起落落。最近一次见到他时

，他看上去瘦了好多，据说是刚生过一

场大病，做了手术。我们没多聊，寒暄

一下而已。

其实关于他的经历，我始终觉得惋

惜。如果他没有动贪念，没有下场赌博

，原本也是有机会发财的。

其实，在澳门的赌场中，很多资深

的洗码仔已经发展出了类似于「中介」

的生意。他们会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

介绍有钱的富豪来赌场赌钱，为他们提

供洗码服务，再从中赚取巨额抽成。

在澳门，「洗码仔」是一种合法的

职业，凭着港澳通行证就能行得通。

所以，这些年间，越来越多的大陆

人做起了这门生意。他们会跟赌场合作

，组织各地的有钱人去澳门赌博，从中

获利。

以前，我在贵宾厅服务的时候，认

识了一位浙江来的洗码仔 。他的老板

认识很多浙江的富商，他常常会带他们

来澳门赌钱。

一般来说，向他们这种情况，都会

给富商们安排好一切食宿和娱乐，甚至

还会根据他们的「实力」准备好现金赌

资，回浙江以后再结账。

他告诉我，如果一个洗码仔手里有

这种级别的客源，一天最多能赚 300

万。

他们带来的客人一般都会被带进赌

场里的「贵宾厅」。

在澳门赌场中，相比普通的赌桌，

所谓的「贵宾厅」最特别的地方不仅仅

是空间上的私密性。一方面，「贵宾厅

」一般都是一些和赌场关系密切的商人

经营的，需要经人介绍才能进入；另一

方面，它「限红」，也就是下注的最低

门槛比普通赌桌要高得多。所以在这里

赌钱的，大多都是赌场里所谓的「贵人

」。

我至今都还记得，有一天下午，我

在贵宾厅里亲眼看到两位客人面不改色

地输掉了五千万。从他们风轻云淡的态

度来看，他们眼里的五千万，也不过是

五千块那么简单。

时间来到 2020 年，在我进入赌场

工作的 17 年后，同时也是非典的 17

年后，又一场瘟疫来袭，给澳门博彩业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粗略估计，这些天以来，客人相

比以往，减少了 80%。可尽管如此，我

所熟悉的一些本地的老客人竟然还是风

雨无阻，每天都来赌场打卡。

比方说，有一位八十多岁的上海老

先生，他已经搬到澳门四十多年了，这

些年，我每天都能见到他，而在赌场停

业复工之后，也依然如此。

但他赌得不多，赢个十几二十块就

很高兴，要是输了三五百，也就回家了

。没想着翻本儿。

他很健康，整个人的心态也很健康

。他觉得，自己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

该尽的责任都尽了，每天来赌场，也只

是拿着儿子给他的零花钱来玩玩，不会

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他总说，自己不知

道哪天就不在了，何不趁着身体健康，

做一些自己开心，又不伤害别人的事情

呢？

其实，有很多的澳门老年人都是这

个样子。对他们来说，赌场就像一个公

园，他们每天来转转，赌两把钱，喝点

饮料，再跟熟识的荷官聊聊天，就很开

心了。

这种状态其实挺好的。我还记得当

年刚进赌场的时候，我总觉得每个来赌

博的人都是烂赌鬼。但慢慢地，我意识

到了，只要你的心态不出问题，这只是

一种无伤大雅的娱乐方式。

现如今，每次有亲戚来找我带他们

进赌场玩，我都乐意奉陪。但我也会提

醒他们：其一，做好输钱的心理准备，

一旦输掉一定金额，及时收手，不要急

于翻本；其二，玩一个小时，过了把瘾

，立刻就离开，否则，很难保证你不会

沉溺于此。

我是澳门荷官，在赌场里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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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BuzzFeed”记者米拉亚

姆· 埃尔德在撰写的报道中分享了这样

一张照片：一间冷藏车内，尸袋整齐地

码放在两旁。

埃尔德称，这是纽约曼哈顿一所医

院的一位护士发给她的，而这名护士发

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前线

的医护人员所经历的，是“令人毛骨悚

然的现实”。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可怕现实”

据“BuzzFeed”报道，周日（29日

）上午，这名38岁的纽约护士快下班时

，走向了医院的救护车停靠点。在那，

有一辆体型巨大的冷藏车停靠，准备运

走那些死于新冠肺炎并发症的病人。他

走向卡车，打开门闩，拍摄下照片。

这名急诊

室护士在接受

“BuzzFeed”

采访时表示：

“我把这张照

片给别人看，

这就是我们所

面对的可怕现

实，我们中的

一些人生命已

经结束了。”

他 要 求

“BuzzFeed”

隐去他的姓名

，以及所在的

医院，因为担

心有“不良后

果”。

让这名护

士感到难过的

，正是他所遇

到的病人。他

回 忆 说 ， 28

日的晚上，他

还在看护一名

71 岁的病人

，握着她的手

，直到她眼下

最后一口气。

而现在，这名

病人的尸体已

横躺在冷藏车

之中。

“我从未如

此有耐心，和

一个认识没多

久的人坐在一

起，直到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我真

的很喜欢这位女士的开襟羊毛衫和睡衣

，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多了解她一些。

利落、精美的发夹把她的头发梳妆得很

优雅，随意挽起的一条大围巾，也和她

的衣服很配。也许如果她用围巾挡着脸

，就不会来到这（医院）。不过，她并

不是孤独地死去。”

护士继续回忆称，这名病人今年71

岁，但其他方面都很健康。大约一周之

前，她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结

果却被送回了家。28日来到医院后，呼

吸十分急促，她曾要求不要插管，但一

天之后她就去世了。

“如果感染了，只要无症状就要继续工

作”

为接诊不断涌入的病人，纽约市周

边的医院都已经达到了收治的极限，然

而医生的个人防护装备却仍旧紧缺，让

他们身处危险之中。

英国《独立报》驻美记者理查德·

霍尔26日在曼哈顿贝尔维尤医院外拍摄

到的临时停尸房。推特图

对此，这名护士描述了自己所处的

危险境地。

“如果我们感染了新冠病毒，只要

没有症状，就应该继续工作。他们不想

对我们进行检测，因为按照我们接触的

速度，我们可能都生病了，而我们自己

并不知道。”他将此形容为“可怕的22

条军规”。

27日，美联社的一篇采访中描述了

类似的规定：一些医护人员透露称，他

们被告知，即使他们自己的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呈阳性，只要没有表现出症状，

都可以继续工作。

除此之外，一线医护人员还面临着

物资短缺的现状。这名护士表示：“我

们的个人防护用品是定量配给的，这太

荒谬了。医院方面给了我们一个一次性

口罩，以及一件一次性的防护服，但要

求我们签字同意。这些物品被替换以前

，我们预计要使用5个12小时的轮班。

面对物资紧缺的情况，纽约州州长

安德鲁· 科莫州长已经承诺，将为医生

和护士提供更多的医疗用品，并表示他

的办公室正在“积极调查”疾控中心对

关于这些物品的使用指导是否足够。

但这名护士描述了他所在医院的混

乱局面：应对疫情的规则在不断变化之

中。“在工作中，每件事每天都在变化

......一周前，我们被要求在工作时摘下

口罩。现在我们又被要求一直戴着它们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病毒检测结果都呈

阳性。”

“BuzzFeed”引述护士的话称，29

日他在发短信（接受采访时），感觉自己

必须去睡觉，因为醒来以后还有一个漫长

的轮班“在等着他”。他没有办法把冷藏

车内的画面，从“脑海中抹去”。

“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可能会把这

个画面和所有大屠杀的镜头联系起来，

因为这是我对如此人类形象的唯一参照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25日，《纽约时报》上传了一段来

自艾姆赫斯特医院急诊室医生科琳· 史密

斯拍摄的视频，同样揭示了纽约医院内的

场景。她在视频中称，医院找了一辆冷藏

车来存放尸体，呼吸机紧缺以至于不得不

四处去求，罹患新冠肺炎的病人在垂死挣

扎，但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紧缺。

她苦笑着说：“这是美国，我们本

应该是第一世界国家。”

特朗普：若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以内就

算很不错

据新闻网站Axios等多家美媒报道

，当地时间3月29日，特朗普在白宫玫

瑰园就新冠肺炎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

特朗普引用预测模型称，如果不采取社

交距离防疫建议，美国可能有220万人

或者更多的人死于新冠肺炎，（而）如

果美国能把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人以内

，那么“我们做得还不错”。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29日报道，特朗普当天还描述了新冠肺

炎疫情下，在纽约皇后区埃尔姆赫斯特

医院出现的糟糕场景，包括装尸袋和取

遗体的冷冻卡车。他称，此前从未在美

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顶级传染病专

家、有“抗疫队长”之称的安东尼•福

奇在CNN一档节目中给出预测称，“我

会说，在10万与20万之间”。起初，

人们以为他预测的是美国可能的新冠肺

炎感染病例数，但据英国《每日邮报》

报道，福奇随即更正：10万到20万是可

能出现的死亡病例，而美国感染病例总

数应该会有数百万。

美国疫情前线有多可怕？
纽约护士发来一张图

3月14日，在密歇根州上学的中

国学生张宇清（音译）终于踏上了回

北京的路。他给自己这趟需要辗转几

站、几十个小时的飞行旅程准备了10

个N95口罩，还有一瓶消毒洗手液。

据 WorldCrunch 援引 The Initium 报

道，作为“北美百万口罩支援队”

（Million Masks North America Support

Team）中的一员，曾和其他志愿者们

一同协调北美华人线上捐赠，为湖北

武汉市募集防护物资的张宇清从未想

过，仅一个月后，他也会成为2019冠

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受害者。

美国是全球首个接回在华国民的

国家。那之后的1月 24日，美国又发

布命令，禁止14天内曾去过中国的外

国人士入境。截至 2月底，全美境内

只有不到 100 例新冠肺炎病例。而刚

刚过去一个月，这个数字就骤增至 6

万。

同样是 3月 14日，在马萨诸塞州

留学的蒋雨欣（音译）也赶到机场，

等待乘坐飞机去往中国东南部的深圳

市。3月 10日，蒋雨欣所在的曼荷莲

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发布了

紧急通知，宣布学校宿舍将被关闭，

要求所有住宿学生离校。

“我完全崩溃了。”蒋雨欣说。

与此同时，相比中国学生的紧张

，蒋雨欣被美国同学忽视这场灾难的

做法震惊到了。“他们坚信新冠病毒

只是另一种流感，他们甚至向校方提

出抗议，反对闭校。”

蒋雨欣的机票花费了她4500美元

，她于凌晨1时 15分乘飞机离开了美

国。登机之前，她仔细阅读了父母发

给她的安全须知，包括穿两层袜子，

以便在经过安检之后将外层的袜子换

掉，给行李推车和护照消毒，还有要

穿上一次性雨衣。

“还有别忘了正确佩戴口罩。如

果你感染了，我们也会被感染！”她

的父母说。

所有订票网站显示，3 月底和 4

月初几乎所有从如纽约、洛杉矶这些

大城市直飞中国的航班都已被取消。

其余的航班都需要中途至少转机一次

，转机地都是像日本和韩国这些也需

要过境签证的国家。

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回

家的机票。

胡不凡（音译）在美国中部一所

知名高校就读。她很担心回中国会影

响她在美国的学习计划。胡不凡学习

的是材料生物学，由于是敏感学科，

所以她的美国签证每年都需要续期。

如今有37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

习，他们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

。其中 45%的学生就读的是 STEM 学

科，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他

们中还有许多人仅持有单次入境签证

，尤其是那些生物科技、计算机科学

、机器人制造应用和航空专业的学生

。这些学生每次离开美国都要面临再

次入境时重新申请签证的问题。

胡不凡说，如今的情况充满了巨

大的不确定性。她所学习的专业和美

中关系的动荡都让她身处拒签和签证

审核时间延长的窘境。

南加州大学一名毛姓学生之前

拿到了今年夏天去谷歌（Google）

实 习 的 机 会 ， 但 如 今 她 十 分 担 心

实 习 会 被 取 消 。 最 好 的 情 况 就 是

远 程 实 习 ， 但 那 却 会 让 她 失 去 同

公 司 高 层 面 对 面 交 流 以 及 建 立 社

交联络网的机会。

从特朗普总统开始称呼该病毒

为 “ 中 国 病 毒 ” 起 ， 已 在 波 士 顿

居住了 6 年有余的安德鲁（Andrew

） 就 开 始 紧 张 不 已 。 疫 情 暴 发 以

来 ， 在 高 峰 期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时 他

都 戴 着 口 罩 。 但 自 从 3 月 全 美 开

始 疫 情 宣 传 以 来 ， 安 德 鲁 不 敢 再

戴口罩了。

“我怕戴口罩会将我置于相对感

染病毒来说更危险的处境。”安德鲁

在提到全美不断蔓延的恐华情绪时说

道。

张宇清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学

的是国际关系专业，所以张宇清他很

熟悉美国历史。接受采访时，他举了

19 世纪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

clusion Act）和 1992 年洛杉矶暴动的

例子。对张宇清来说，特朗普上任以

来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和中国侨民中

相对较低的枪支拥有率都可能会让中

国学生成为种族主义暴力的受害者。

因为身份是外国学生，张宇清无

法购买枪支。但为了保护自己，他给

自己买了胡椒粉和防弹背心。

在美中国留学生
戴口罩会将我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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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IRS）將所得稅申報日延至7月15日。正常情況
下，報稅提交截止日期是4月15日。

這是應對眼下疫情的一項措施，但是很多民眾卻因此對
報稅產生了很多問題。

對于美國人來說，4月15日左右是每年雷打不動的報稅
截止期，如今突然的變化，讓很多人感到無從適應。

首先必須民眾瞭解一點：如果納稅人在報稅後可獲退稅
，或需現金周轉，還是儘快完成報稅為好。美國財長表示“由
于許多美國人在報稅後將獲得退稅，我們建議美國人繼續以
4月15日為完稅目標。”

以下是對您一些疑問的解答：
問：我已經提交了2019年所得稅申報表，並計劃在4月

15日支付稅款。IRS會自動將這筆付款延遲至7月15日嗎？
答：不可以，但是納稅人可以采取行動重新安排或取消

其付款。許多在報稅時授權以電子方式支付補稅的納稅人
可以致電888-353-4537與美國財政部聯繫，但必須至少在
IRS提取稅款的兩個工作日之前完成。如果您使用的是IRS
Direct Pay或電子聯邦稅收支付系統（EFTPS），您也可以取
消付款。

但必須在付款日期前兩天取消付款：對于 IRS Direct
Pay，請使用“查找付款”功能。對于EFTPS，登錄並單擊“取消
補稅”。計劃通過信用卡或借記卡自動付款的納稅人應與髮
卡行聯繫以更改付款日期。

問：此次報稅補稅延期適用于州稅嗎？
答：不。各州的報稅和補稅期限有所不同，儘管其中許多

州都效仿聯邦政府並將日期推遲到7月15日，具體請向您所
在州的稅務機構查詢其他詳細信息。

問：我是否必須提交特殊表格才能將報稅補稅期限延至

7月15日？
答：不用。只要您在7月15日之前報稅，

並在此之前補稅，無需支付任何利息或罰款。
問：我可以申請將報稅日期延到7月15

日以後嗎？
答：可以，只要您在7月15日的截止期前

遞交4868表（企業是7004表），即可將報稅
截止期延後半年。

問：我的退稅會延遲嗎？
答：目前不會。如果您正在等退稅，建議

您儘快報稅，這樣才能儘早收到退稅。大多數
納稅人會在21天內收到退稅。IRS 稱，通過電
子方式直接打入銀行帳戶是獲得退稅的最快
方法。

問：我是否必須是新冠確診患者冠或被
要求隔離才能使用新的期限？

答：不是。
問：我去年從退休帳戶中提取的款項要

多付10％的稅。該付款是否也延遲到7月15
日？

答：是。根據寬限政策，這筆付款已延至7月15日。
問：哪些情況不符合IRS三個月寬限計劃的條件？
答：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報稅和補稅截止期維持不變。
此外，IRS稱，超過100萬未提交2016納稅年度納稅申報

表、但有機會拿到退稅的個人仍面臨2020年4月15日提交
申報表的最後期限。截止日期尚未延長。根據現行法律，2016
年申報表必須在2020年4月15日之前提交。

問：第一季度預估稅款的截止期是7月15日。第二季度
的預估稅款的截止期仍是6月15日嗎。

答：是的，第二季度預估所得稅付
款期限仍在6月15日。

問：向個人退休帳戶，Roth IRA或
健康儲蓄帳戶打款的截止日期是否也
延長了？

答：是。
另外民眾還需要注意本身2020年

報稅就有很多新的規定。你的2020稅
務年度（2020 Tax Year）的標準扣除額
已經發生了變化。美國國稅局把個人申
報的稅務標準扣除額（Standard De-
duction）從去年的12,200美元提高到了
12,400美元。已婚聯合申報人的標準扣
除額為24,800美元，較2019年的24,400
美元有所上升。為老年納稅人和盲人納
稅人提供的額外標準扣除額仍然有效。

雇員退休儲蓄
美國國稅局已經將401（K）、403（B）

的 雇 員 供 款 限 額（Employee
Contribution Limit）提高到了 19,
500美元，高于 2019年的 19,000
美元。如果你已經50歲以上，你
還可以享有額外的6500美元個
人供款限額，這比2019年的6000
美元有所上升。個人退休賬戶的

供款限額，無論是傳統的IRA還是羅斯（Roth）IRA，都維持在
6000美元，另外50歲及以上的人士還可額外多存1000美元
。

有一點需要注意：美國國稅局限制了高收入者直接向
“羅斯退休賬戶”（Roth IRA）供款的能力。在羅斯個人退休賬
戶中，你可以存下稅後美元，讓這筆錢免稅增長，並在退休時
免稅使用。但在2020年，如果你的調整後總收入超過124,000
美元，而且你還是單身（已婚夫婦共同申請的收入為196,000
美元），你將不能直接向Roth IRA全額存款。

但是，這些存款者仍可以考慮使用一種被稱為“後門羅
斯”（Backdoor Roth）的策略，他們可以用稅後美元對傳統的
個人退休賬戶進行不可抵扣的存款（Nondeductible Contri-
bution），然後將其轉換為羅斯賬戶存款。但小編也想奉勸大
家一下，如今的股市，你要如何存儲401k，一定要根據目前的
實際情況決定。

節省遺產稅和饋贈稅
對于坐擁數百萬美元資產的人來說，這是個好消息：《減

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幾乎將可以免于繳
納40%的聯邦遺產稅和饋贈稅的死者遺產或終生贈與的數
額提高了一倍。

在川普的2019稅收改革之前，贈與稅和遺產稅的免稅
額為每人549萬美元。而在2020年則更進了一步，個人終身
贈與和遺產稅的免稅額將從2019年的 1140萬美元上升到
1158萬美元。

最後，在2020年，每年的禮物免稅額（不計入終身免稅
額的情況下，你可以給任何其他人的數額）將維持在1.5萬美
元。（（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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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穿梭于中美兩地的華人綠卡持有
者(即：永久居民Legal Permanent Resident
，簡稱LPR），近年來大概都體會到在進入美
國時，接受海關人員的審查越來越嚴格了，
常被質疑該綠卡持有者是否因在美國居住
的時間不足，而違反了維持美國綠卡相關規
定。

不少LPRs甚至被關小黑屋，盤問了幾個
小時才放行；更甚的是部分LPRs的護照還被
海關人員手寫了"I-327 Advised"或是"Out
XX Months"的備注。

無論是出于工作、家庭或有其他長期回
國需求的綠卡持有者，該做什麼以及如何做
才能保持自己的身份？這還是很有必要弄清
楚，否則因不知該做什麼而導致失去身份，
得不償失。

那麼我們在弄清楚之前，首先要明白一
個美國法律文件，I-327(回美證)。

關于I-327(回美證)
一、什麼是I-327(回美證)I-327是回美證

在移民局正式文件的官方編號。它是一本貼
有綠卡持有人的照片的和護照一樣大小的
小本子。這個小本子俗名叫“回美證”，顧名
思義，是可以保證你可以回到美國的法律文
件，所以，為了便于理解，也有客人把它稱為

“請假條”。回美證是一份可以證明你沒有意
願放棄美國綠卡的法律文件，他一般允許你
在離開美國兩(2)年(從簽發之日開始計算)內
，都可以不需要再申請其他簽證就可以入境
美國。

二、回美證作用回美證主要是可以提前
防止以下兩種情況的發生：

1、如果綠卡持有人在美國以外的地方(
如中國)一次停留或者連續居住了超過一年
以上，那麼，嚴格法律意義上來講，你的綠卡
已經是因超期而無效；

2、如果綠卡持有人在美國以外的地方(
如中國)是常住國住半年以上，就算是離開美
國的時間少于1年，也會被認為你已經放棄

你的綠卡身份。
三、常見的請假理由一般而

言，回美證的請假理由包括以下
的理由和例子：A. 需要在外國工
作，特別是為美國的海外企業工
作；B. 身體原因，需要在海外長時
間治療；C. 需要在海外長時間照
顧親人，比如年邁的父母；D. 需要
在海外長時間讀書，比如，需要在
中國的某大學攻讀一個學位。

回美證的申請、辦理、
延期等政策解釋
一、回美證如何申請
1、申請文件申請回美證，需

向美國移民局提交I-131申請(Ap-
plication for Travel Document)。一般而言，
申請者打算離開美國國境前，需提前遞交這
個申請。

2、申請地點此外，需要申請人在美國國
境內提交I-131申請回美證。如果本人已經離
開美國，I-131的申請會被美國移民局拒絕，
因為I-131的表格規定，遞交該表格的前提是
綠卡持有人本人在遞交表格時，其本人是在
美國國境以內。

3、面試流程必須麼？回美證申請一般說
來不需要進行面試，但是，移民局其實有權
這麼做。

4、如何獲取移民局在對申請者遞交的
申請材料進行審查後，如果最終批准了這份
申請，移民局會將回美證直接郵寄給申請者
本人或代理律師。所以，提供一個正確的收
信地址，十分重要。

5、申請人有限制麼？對于臨時綠卡的持
有者也可以申請回美證。常見的兩種臨時綠
卡，婚姻綠卡及投資移民的臨時綠卡都可以
申請回美證。也就是，婚姻臨時綠卡在遞交
(I-751)移除條件前，或者是投資移民臨時綠
卡在遞交(I-829)移除條件前，如果有特殊原
因，也是可以申請I-327(回美證)的。

6、申請的次數很多綠卡持有人都在傳
播，說I-327(回美證)不可能被批准兩次以上
。實際上，目前，移民局對于連續申請的問題
並沒有一個明確規定。回美證申請的案子已
經出現過三次以上連續被批准的情況。比如
，一個客人是被美國一家大企業，外派回上
海擔任其中國全資子公司的高管，已經成功
地給她聯繫辦理了4次回美證，以方便她長
時間的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當然，每一次的
新申請，都盡可能地提供了比上一次申請更
加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綠卡持有人需要長
時間請假的原因。

二、回美證的申請材料
一般而言，提交的材料主要包括：
1、I-131表格(簽好名)和遞件費

2、2張護照照片
3、護照首頁及有蓋章的頁面；
4、綠卡的正反面；
5、駕照的正反面；
6、闡述請假理由的申請信；7、支持請假

理由的證據。

三、回美證申請辦理和審批的時間
根據美國移民局的官網的提示
一般而言，辦理回美證(I-131)申請，需要

預留最少60天的時間。這是因為，一般而言，
申請人會需要一到兩周才收到移民局的收
件通知(Receipt)。而一般需要額外的3周左
右才收到打指紋通知。而打指紋通知的打指
紋時間一般又是預留了一些時間，一般是收
到指紋通知的2-3周以後的某一天。所以，粗
略估算一下，大約需要停留2個月左右的時
間。按照美國移民局官網顯示的進度，Ne-
braska服務中心處理I-327回美證的時間，
也因為川普的移民政策，令很多綠卡持有者
都希望防患于未然，紛紛申請回美證而大幅
度地延長，由原來的3個月左右的審批時間，
變到了目前需要大約半年左右，審批時間比
原來增加了一倍。

四、申請辦理回美證時
打指紋的規定

1、海外打指紋可以麼？辦理回美證，可以
在美國境內交申請表，一般不可以在海外打
指紋。移民局明確規定，申請人必須在打指
紋信規定的時間和地點(移民局指定的指紋
采集中心ASC)去打指紋，沒有按時間打指紋
的話，需要去延期打指紋的時間。但是，如果
申請人一直在海外，沒有去打指紋，那麼，其
I-131回美證申請會被移民局拒絕。

2、可以提前打指紋麼？拿到打指紋通知
以後，有可能可以提前去本地ASC打指紋。
如果的確是有急事，需要離開美國，可以在
打指紋通知還沒有到達的時間，提前去ASC
去要求打指紋。這個有碰運氣，有些ASC會
允許，有些是不允許。一般建議，可能的話，
帶上離開美國的機票，這樣，很
多時候，ASC的工作人員都是會
特殊處理，允許提前打指紋的。

3、可以去當地打指紋麼？
申請人收到打指紋信時，正好在
外地，這也有可能可以去當地的
ASC打指紋。如果運氣好的話，
有時，申請人前去的不是打指紋
通知上面的ASC中心，工作人
員有時也允許申請人去那裏打
指紋。

4、拿到 I-131收據以後，可
以先離開美國，在收到打指紋通
知以後再回美國嗎？按照目前的
經驗，這是允許的，在收到移民
局已經受理該 I-131申請，並且

已經有了收據號以後，申請人可以先離開美
國，然後，在收到打指紋通知以後，再回來美
國打指紋。

5、可以重約時間(Reschedule)打指紋嗎
？如果收到打指紋通知以後，申請人有急事
不方便回美國，可以重新預約時間打指紋麼
？這是可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申請重約時
間時，一般不宜申請太遠的時間，一般而言，
建議申請人申請一個原來指紋時間的30天
以內的某一天比較合適。另外，如果是多次
提交重約時間的申請，還建議可以適當地加
上一些相關的證據，解釋重約時間打指紋的
原因。

五、回美證批件
有效期、過期、延期的政策

1、回美證的批件的有效期是多長時間？
一般而言，回美證的有效期是自簽發之日起
的2年時間內有效。但是，一個常見的例外是
，如果綠卡申請人持有的是有條件的臨時綠
卡，那麼，回美證的有效期是到臨時綠卡的
過期日截止，而不是2年。

2、回美證過期了，可以延期嗎？回美證
沒有延期這個說法。如果原來的回美證過期
了，必須重新申請一個新的回美證。這是一
個全新的過程，移民局會對這個申請作出一
個全新的獨立判斷。

3、回美證很快過期，可以先辦理麼？如
果回美證還有三個月過期，可以先辦理一個
嗎？答案是不可以。理論上說，一個人只是可
以有一個在有效期裏面的回美證，所以，如
果在過期前提前很多時間去申請回美證，申
請有可能會被拒絕。但是，這個規定有一些
例外情況。比如，如果回美證被偷盜，或者不
小心毀壞了，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是原來的
回美證還在有效期內，移民局也會批准新的
回美證申請，但是，比較保險的辦法是在
I-131申請表格中清楚地注明這次申請是一
種例外特殊情況。（（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
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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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初期，全球喧嚣不断，非洲却

一直在焦点之外。

进入三月下旬，非洲各国确诊病例

才开始陆续出现，此后一直以远低于欧

美各国的速度传播。

尽管如此，全球的公共卫生专家们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在非洲爆发的担忧似

乎正在一步步成现实：病毒已经在非洲

大陆四散。

根据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数据，截至

东部非洲时间3月29日，非洲地区共有

46个国家报告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

计为4282例，其中有134例死亡病例。

其中，南非确诊病例最多。据约

翰· 霍普金斯大学实时数据，截至3月30

日，南非共确诊1280例，死亡2例。3

月27日，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在声明中

确认了首例病死者。同日，南非开始全

国封锁。

非洲一直遭受着众多传染病的折磨

，在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南非，全国

八分之一的人口都感染艾滋病毒。

这不免使人担忧，非洲糟糕的公共

卫生状况和贫乏的医疗资源能否应对传

染性如此强的新冠病毒，一旦传播之势

无法遏制，病毒在民间潜滋暗长，只怕

一场可怕的灾难，又将击溃这里。

"国家灾难"

3月5日，当看到南非首现确诊病例

的消息时，在开普省东伦敦市出差的中

国人刘易斯忍不住担心。他每天盯着那

串数字看很多遍，又盯着回国的日期看

。直到南非封国，工作计划改变，他不

得不再待三个月。

他的心中充满忧虑：“疫情会在全

国蔓延吗？接下来会是一段煎熬的经历

吗？”

刘易斯是一名程序员，1月20日，

他到南非出差。当日，钟南山院士肯定

了新冠肺炎病毒的人传人现象。落地以

后，刘易斯才看到新闻报道。“开始那

几天都急死了，天天嘱咐家里一定要防

护好。那时候还比较担心家人，现在反

过来家人开始担心我。”

在3月5日确认了首例由意大利输

入的确诊病例后，南非的确诊病例慢慢

增多，两周时间内确诊数突破一百。

彼时，刘易斯所在东伦敦尚未有确

诊病例。豪登省跟西开普省是南非疫情

的“重灾区”，辖内的约翰内斯堡机场

和开普敦机场是进出南非两个最主要的

机场，因此早期的输入病例大多出现在

这两个地区。

3月27日，南非福斯卢勒斯，一家

购物中心的工作人员戴着口罩进行清洁

工作（图源：美联社）

防范于未然。一直关注国内疫情发

展的刘易斯从2月下旬就开始戴口罩。

有时候，一些南非人看到了戴口罩的中

国人，会做咳嗽状来表达某种情感。嘲

笑？不解？刘易斯无暇去理会。

随着疫情发展，口罩开始成为稀缺

物资。刘易斯从几位本地人那里得知，

他们即使想戴口罩，也根本买不到。

“一开始华人买了很多寄回国，这边口

罩在3月中旬就很难买到了。”

好在，公司每周会给员工发放5个

口罩和消毒用品。刘易斯也尽量避免出

门。

3月15日晚，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就

新冠肺炎疫情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南非

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随后启动危机管理

机制，实施限制人员聚集、要求中小学

校停课、加强出入境检测、提高监控和

病毒检测能力、发起全国公共卫生预防

宣传行动等一系列措施。

3月16日起，南非政府关闭了多达

35个陆路口岸，限制政府官员出国，限

制民众在南非国内不必要的旅行，禁止

举行超过100人的集会，取消节日聚众

庆祝活动等。

3月 18 日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高风险国家”公民入境的旅行禁令生

效，同时宣布学校将停课直至４月中旬

复活节假期结束。

从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开始，南

非政府放弃了此前采取的较温和的防疫

措施，防疫力度逐渐变得强硬。南非政

府成立了全国指挥委员会，由总统拉马

福萨领导全国抗击疫情。

看完电视讲话后的第二天，刘易斯

和同事出门采购。他们开始储备米、油

、肉菜等食物，甚至学习别人囤了一些

纸巾。刘易斯已经做好了在南非再待三

个月的打算。

按照原本的计划，他将于4月17日

回国。没想到的是，国内的同事迟迟办

理不了签证，无法到南非接替他的工作

。虽然很想回国，刘易斯也只能提交护

照办理续签。近期回家的愿望落空了。

全国封禁

3月20日，南非确诊病例数达到201

例，连续三天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确诊人

数。疫情抬头趋势明显。

3天后，拉马福萨就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从3月27日凌

晨起实施全国“封禁”，持续至4月16

日午夜，共21天。

此次全国封禁的主要措施包括限制

人员流动、暂停商业活动、强化公共卫

生管理、升级入境管控等。这意味着在

封禁后，所有人不得外出，只有在就医

、购买生活必需品等情况下才可允许离

开住所。药店、医院、银行和部分超市

等维持正常营业，其他商铺和企业将暂

停经营。

“我觉得南非的政策还是比较及时

的。”刘易斯对我说，“15号宣布全国

18号停课，23号宣布26号午夜封国。速

度已经算是很快了。”

拉马福萨早有忧虑。3月3日，他就

在开普敦出席南非国家编辑论坛会议时

表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在南非传播，

将对本国经济带来毁灭性影响。

南非政府成立了全国指挥委员会，

由总统拉马福萨领导全国抗击疫情

遗憾的是，忧虑并无法阻挡现实的

残酷脚步。穆凯兹在3月20日的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当前南非面临着艰巨的抗

疫压力，按照眼下病毒扩散规模，南非

极有可能将有60%以上民众感染。“我

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病毒席卷南非只

是时间问题。”

这次长达21天的全国封禁，成为南

非延缓疫情蔓延的重要举措，能否取得

成效至关重要。

封禁日到来前一天，刘易斯和另一

位同事在下班后特地又去超市采购物资

。进入超市前，门口的工作人员给每位

顾客的双手喷洒消毒水。刘易斯注意到

，工作人员都没有戴口罩，仅仅戴了一

个透明的面罩。超市里的顾客也基本上

都没有戴口罩。

超市里与平常的人数差不多，货物

充足，没有抢购，价格也比较稳定，还

有不少人囤酒（南非对酒精饮料的销售

进行了限制）。

在西开普省，正在当地学习飞行课

程的中国学生阿博也在封禁之前到当

地超市购买牙膏、洗发水等生活必需

品。人流量和往日一样，但他注意到

，罐头等食品上贴有标语：“限量销

售，每人只能买三个”。

这或许是由于此前在约翰内斯堡的

一些超市曾出现抢购商品的情况。从3

月 19日开始，南非政府还对厕纸、口

罩、罐装冻肉等数十种物品实行紧急

价格管制，以稳定物价。

阿博所在的西伯福特是一个小城市

，没有出现确诊病例。去年11月，阿

博来到南非，开始为期15个月的飞行

课程学习。

航校每周会给学生们发一个口罩，

阿博自己也从当地华人购买了一些。

阿博对我说，南非每个地方都有开超

市的中国老板，他们多是福建人。这

些老板算得上是“万事通”，是国内

外寄送物品、买卖东西的一道桥梁，

办号码、买口罩都可以找他们。

但在西伯福特的街上，几乎没有人

戴口罩。南非人很重视消毒，进出门

都要洗手。但是不重视口罩，在他们

心中，只有出门的病人才戴口罩。航

校也建议学生别戴。

总统电视讲话的第2天，航校通知

停课。负责人告诉学生们：“一定要

遵守规则。”阿博称，50多个中国学

生一起住在一个酒店里，为了其他人

的健康着想，大家也都会严格居家。

隐忧重重

3月27日，南非确认首例死亡病例

的背后还有个小小的乌龙。

当日早上，南非卫生部报告称有两

次因新冠病毒肺炎死亡。其中第二例

死亡患者为疑似病例，临床表现相似

，但是她和直系亲属的测试都是阴性

，因此被排除。

比起死亡病例，更值得注意的是，

新冠病毒肺炎在南非本土的传播速度

正在加快。

穆凯兹称，目前在许多省份都

已经发现了没有出国旅行史的患者

。他举了自由州省的一个例子，在

61 名感染者中大多数来自教会会议

，会上有 5 名国际访客检测阳性，

许多当地教会领袖在后来也检测阳

性，他们还与许多教会成员有直接

接触。

这是一个糟糕的信号。

一位在约翰内斯堡生活多年的华人

告诉我，当地医疗条件不好，尤其在

贫困地区，卫生得不到保障。因为当

地疫情越来越严重，他已经暂时搬到

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一个小镇哈特比斯

波特。他很担忧疫情：“感觉爆发就

在眼前。”

南非公共卫生医疗条件欠佳是一大

隐患。在医疗杂志《柳叶刀》2019年

发布的全球各国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

名中，南非排名127位。在榜单中，整

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医疗质量都非常

堪忧。南非人民还受到贫困、高失业

率等问题影响，食不果腹的贫困人民

根本没有获得卫生服务的途径。

这位华人朋友每日写下抗疫日记，

他还看到，在封禁的第一天，有些镇

区仍有许多没有口罩的工人仍然挤着

黑巴去上班，情况堪忧。

另外一点，南非还是一个有着众多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国家。在现有

5570万人口中，有700多万人感染艾滋

病毒。这部分的病患抵抗力较弱，身

体素质较差，会成为数量庞大的易感

人群。

不少公共卫生专家已指出，对于包

括南非在内的多数非洲国家，这次疫

情是对卫生体系的一次巨大挑战。

全国封禁的第一天，在西伯福特的

阿博看书，看剧，玩游戏。这仍是一

段称得上愉快的时光：努力充实的学

习、闲暇的放松娱乐以及相处融洽的

集体生活。在东伦敦的刘易斯开始居

家办公，安心地写程序、整理文档，

对他而言，这21天是一次难得宝贵的

假期。

南非已经入秋，正是秋高气爽的时

节。刘易斯说，这里晴天的时候天空

很蓝，海水清澈，他很喜欢南非，

“希望南非的确诊病例不再增加，也

希望一切都好”。

非洲，疫情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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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麥考爾正在為小型國會議員麥考爾正在為小型
企業而戰企業而戰

在大家共度的疫情艱難時期在大家共度的疫情艱難時期
並於三月份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官並於三月份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官
員們合作下通過了第三階段的冠員們合作下通過了第三階段的冠
狀病毒立法狀病毒立法，，為美國家庭為美國家庭，，工人工人
和小型企業提供救濟和小型企業提供救濟。。美國國會美國國會
議員邁克議員邁克••麥考爾麥考爾（（MichaelMichael
McCaulMcCaul））表示除了直接減輕美表示除了直接減輕美
國人的負擔外國人的負擔外，《，《 CARESCARES法案法案
》》最關鍵的要素之一是對小企業最關鍵的要素之一是對小企業
的幫助的幫助。。這項立法設立了這項立法設立了35003500
億美元的基金億美元的基金，，為小型企業提供為小型企業提供
貸款和貸款贈款貸款和貸款贈款，，這樣他們就可這樣他們就可
以通過保留其僱員的工資以通過保留其僱員的工資，，以及以及
支付房租和水電費來節省工作支付房租和水電費來節省工作。。
事實證明事實證明，，該計劃在美國很成功該計劃在美國很成功
。。整個整個35003500億美元在幾週內分億美元在幾週內分
配給了小型企業配給了小型企業，，,,這就是為什這就是為什
麼麥考爾麼麥考爾（（McCaulMcCaul））努力為該努力為該
計劃再分配計劃再分配25002500億美元的原因億美元的原因
。。

麥考爾捍衛德克薩斯能源工麥考爾捍衛德克薩斯能源工
作作

德州的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僱德州的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僱
用超過用超過3030萬人萬人。。由於新冠病毒由於新冠病毒
的爆發以及阿拉伯與俄羅斯之間的爆發以及阿拉伯與俄羅斯之間
的國外價格戰的國外價格戰，，德州的石油工業德州的石油工業
正在苦苦掙紮正在苦苦掙紮。。麥考爾麥考爾（（MiMi--
chael McCaulchael McCaul））正在與川普總統正在與川普總統
及其政府合作及其政府合作，，以確保我們保護以確保我們保護
德州的能源德州的能源。。在許多德州居民失在許多德州居民失
業的情況下業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必須記住，，德德
州的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對我們的州的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對我們的
州和整個國家至關重要州和整個國家至關重要。。在過去在過去
的幾年中的幾年中，，德州的石油和天然氣德州的石油和天然氣
工人使美國成為了全球能源領導工人使美國成為了全球能源領導
者者。。這就是去年美國成為能源淨這就是去年美國成為能源淨
出口國的原因出口國的原因。。國會議員麥考爾國會議員麥考爾
（（Michael McCaulMichael McCaul））一直不斷努一直不斷努
力捍衛這些工作力捍衛這些工作。。

在在COVID-COVID-1919期間保護家庭期間保護家庭
暴力的受害者暴力的受害者

在建議美國人呆在家裡的時在建議美國人呆在家裡的時

候候，，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必須記住，，有一群人的有一群人的
住所除了是避難所以外住所除了是避難所以外。。麥考爾麥考爾
（（Michael McCaulMichael McCaul））確保我們為確保我們為
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緊急救援服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緊急救援服
務及幫助他們擺脫曾在家中經歷務及幫助他們擺脫曾在家中經歷
過的噩夢過的噩夢。。因此因此，，他支持立法為他支持立法為
家庭暴力預防和服務計劃提供家庭暴力預防和服務計劃提供44,,
500500萬美元萬美元，，為國家家庭暴力熱為國家家庭暴力熱
線提供線提供200200萬美元萬美元。。

國會議員支持我們的社區國會議員支持我們的社區
國會議員麥考爾國會議員麥考爾（（McCaulMcCaul

））和團隊們不斷在尋找更多有效和團隊們不斷在尋找更多有效
益方法來度過這段艱難時期益方法來度過這段艱難時期，，以以
向社區提供支持向社區提供支持，，並感謝那些正並感謝那些正
在加強工作的人在加強工作的人，，包括警察包括警察，，執執
法人員法人員，，急救人員急救人員，，醫療保健專醫療保健專
業人員業人員，，卡車司機卡車司機，，送貨員送貨員，，廢廢
物收集者等等物收集者等等。。他一直在為當地他一直在為當地
企業提供支持企業提供支持，，同時還通過甜甜同時還通過甜甜
圈圈，，咖啡咖啡，，冰淇淋冰淇淋，，午餐和手工午餐和手工
縫製的口罩送達縫製的口罩送達。。

國會議員麥考爾提供德州居民國會議員麥考爾提供德州居民
疫情福利補助政策法案疫情福利補助政策法案（（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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