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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全球疫情全球疫情全球疫情全球疫情3333天新增百萬天新增百萬天新增百萬天新增百萬﹐﹐﹐﹐歐美國家疫情回升現隱憂歐美國家疫情回升現隱憂歐美國家疫情回升現隱憂歐美國家疫情回升現隱憂

8日全球新增確診病例達到34萬9338例，連續兩

天都創下歷史新高，與前一周新增確診數相比，

增加了2萬5945例，成長率為8.02%。全球疫情3
天新增百萬，歐洲國家迎來第二波疫情，而美國

疫情則有回升現隱憂。

過去 72小時全球新增確診病例連三天都超過 30
萬，合計100萬970例，正式宣告全球進入3天新

增百萬確診病例的危及存亡之秋。其中，歐洲 8
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首度超過 10萬例，達到 10萬
2352 例。疫情嚴峻國家如荷蘭，出現單日 5822
確診新高，英國1萬7540確診、捷克5397確診、

比利時 3577確診也是歷史新高。但值得慶

幸的是死亡比率只有 1%上下。相較第一波

疫情死亡率下降了許多。

相較歐洲，美國疫情出現第三波回溫趨勢，

大量州出現新增確診病例數新高，且即將舉

行的美國選舉將可能進一步加劇疫情惡化到

更嚴重的地步。長久以來德、佛、加州確診

數與死亡人數都居高不下，如今除了這三大人口

密集的州已外，各州感染人數也急起直追，8日
共有 22州回報新增至少超過 1000例確診病例，

且單日確診人次還創下近兩個月新高。

好比威斯康辛州 8 日出現 3132 確診、阿肯色州

1265確診，皆是該州歷史新高。而德州雖然近來

疫情逐步受到控

制，然而確診人

次有4320人、103
人死亡，仍然是

美國疫情重災區

。

移民窄門再縮移民窄門再縮移民窄門再縮移民窄門再縮﹗﹗﹗﹗HHHH1111BBBB簽證薪資門檻大漲簽證薪資門檻大漲簽證薪資門檻大漲簽證薪資門檻大漲﹐﹐﹐﹐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HHHH1111BBBB 申請者恐被拒絕申請者恐被拒絕申請者恐被拒絕申請者恐被拒絕﹗﹗﹗﹗

10月6日美國勞工部及國土安全部發佈「史上最

嚴」的新規，將調漲 H-1B 工作簽證及 EB2、EB3
職業移民的的薪資門檻，意謂著薪水不夠多，恐

怕將無法留下來，移民申請難度攀升至新高度。

想留美想留美？？先看你薪水夠不夠高先看你薪水夠不夠高......
根據勞工部發佈的規則，將會對勞工紙(Perma-
nent Labor Certification)及勞工情況申請表(La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中最低薪水的計算方式進行

修改，全面大幅提升。據 DHS 聲明，新規是為了

更保護美國工人，根據這項新規，欲申請H-1B者
的 Level 1 初級職位工人，要求工資將從目前 top
17% 提高到 top 45%，相當於是目前 Level 2 及

Level 3之間的薪水。最高技能工人的工資要求將

從 67% 提高到 95%，意味著只有工資最高的高技

能勞動者，才能獲得 H1B 簽證，繼續留在美國。

舉例來說，電腦工程科系本科學生若在灣區工作

，並有三年工作經驗，那麼相應符合H-1B薪資申

請標準（Level 3）的年收必須達到14萬。

生效時日生效時日？？

這份規則於10月6日公布並自當天生效，目前勞

工部已經在 Foreign Labor Certification Data Center
網站上發布最新的薪資標準，根據州、所在地區

不同，薪資門檻也會有所調整，但可以確定的是

目前許多職業薪資門檻都大幅提升，達拉斯移民

律師陳威宇在臉書粉絲團上指出，在法院裁定暫

緩執行前，必須要用新的薪資表。但不少律師事

務所已經準備著手展開訴訟，並認為這個新規被

喊停的機率極大。

造成的影響造成的影響......
在這項規定之下，雇主要雇用外籍勞工的成本將

會大幅提高，也將降低雇主雇用外籍雇員的意願

，對於H-1B 申請者而言，留在美國將會成為一條

坎坷路。美國國土安全域進階官員 Ken Cuccinelli
指出：「新規定下，將有三分之一 H1B 申請者被

拒絕。」

目前就讀德州農工化學系博士班的學生指出，即

使是化學博士班畢業生，起薪要超過10萬都很不

容易，這項新規對於國際生太不友善。

目前就讀德州奧斯汀大學電腦工程博士班的學生

也表示，自己將著手開始進行NIW 國家利益豁免

綠卡申請，以免日後移民之門越縮越窄。

（圖源：Get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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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歡迎李著華臉書粉絲團加入李著華個人微信帳號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

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美國每次總統大選都會發生影響選情的美國每次總統大選都會發生影響選情的””十月十月
驚奇驚奇””,, 今年也不例外今年也不例外,, 才十月的第一天深夜才十月的第一天深夜,, 川普川普
總統用推特告知外界他與第一夫人梅拉尼婭都感總統用推特告知外界他與第一夫人梅拉尼婭都感
染了新冠病毒染了新冠病毒,,隨即白宮醫生也出具證明此事為真隨即白宮醫生也出具證明此事為真,,
突然之間川普的健康成了今年總統大選的最大變突然之間川普的健康成了今年總統大選的最大變
數數，，不過我相信以川普不服輸的鬥志不過我相信以川普不服輸的鬥志,, 新冠病毒是新冠病毒是
無法擊敗他的無法擊敗他的,, 大家也會祝福他早日康復大家也會祝福他早日康復！！
新冠病毒已導致美國有新冠病毒已導致美國有730730萬人確診萬人確診,,其中逾其中逾2121萬萬
人死亡人死亡，，如今領導美國對抗這場歷史災難的總司令如今領導美國對抗這場歷史災難的總司令
竟也成為受害人竟也成為受害人，，真使人不寒而慄真使人不寒而慄。。川普之前一再川普之前一再

淡化病毒的嚴重性淡化病毒的嚴重性,,認為它不過是一場流認為它不過是一場流
感感，，但當事態嚴重時但當事態嚴重時,, 他又把防疫不力卸他又把防疫不力卸
責給中國責給中國,, 還一再把還一再把COVID-COVID-1919稱為稱為““中中
國病毒國病毒””,, 後來又推動未經測試的治療方後來又推動未經測試的治療方
案案，，浥注億萬資金急著要在大選前推出浥注億萬資金急著要在大選前推出
疫苗疫苗,,只是事與願違只是事與願違,,現在他已派不上用現在他已派不上用
場了場了。。
川普感染新冠讓美國蒙上新的陰影川普感染新冠讓美國蒙上新的陰影，，多多
災多難的災多難的20202020年年,, 從新歲開始即不吉利從新歲開始即不吉利，，
無論是無論是 COVID-COVID-1919 在美國的肆虐在美國的肆虐，，還是還是
弗洛伊德被霸凌死亡弗洛伊德被霸凌死亡，，傳奇球星布萊恩傳奇球星布萊恩
特摔飛機身亡特摔飛機身亡,,抑或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忽抑或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忽
然離世然離世，，甚至加州大火甚至加州大火,,在川普領導下在川普領導下，，美美
國面臨着天災和人禍的混亂場面國面臨着天災和人禍的混亂場面，，一次一次
次的示威抗議活動與打砸搶的暴力行次的示威抗議活動與打砸搶的暴力行
為為,, 已使川普標榜的已使川普標榜的””法律與秩序法律與秩序””淪為淪為
口號治國口號治國,, 魯莽率性的他魯莽率性的他,,不尊重科學不尊重科學,,只只
相信權威與民粹治理相信權威與民粹治理,,終導致天不時終導致天不時、、地地
不利以及人不和不利以及人不和,,在防疫方面他離經叛道在防疫方面他離經叛道
的言行不僅使聯邦與各州政府陷入矛的言行不僅使聯邦與各州政府陷入矛

盾盾，，危及國家的穩定與安全危及國家的穩定與安全,, 現在更危及了他自己現在更危及了他自己
和他的家庭安危和他的家庭安危！！

目前川普還未出現目前川普還未出現COVID-COVID-1919相關症狀相關症狀,, 美國美國
民眾除了關心他的健康外民眾除了關心他的健康外,, 也擔憂一個月之後的大也擔憂一個月之後的大
選是否能夠平順舉行選是否能夠平順舉行,, 而他能否繼續擔任總統職務而他能否繼續擔任總統職務
也令人質疑也令人質疑,, 已經已經7474歲了歲了,,他患有肥胖症他患有肥胖症,, 未來的風未來的風
險不小險不小,, 他這一次確診給大家上了一堂實物課他這一次確診給大家上了一堂實物課:: 健健
康第一康第一,, 沒有了健康沒有了健康,, 一切都將成過眼雲煙矣一切都將成過眼雲煙矣!!

非
馬
雙
語
詩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冰山 ICEBERG
it started meltingit started melting
from its heartfrom its heart

our cheering and hailingour cheering and hailing
puffing hot airpuffing hot air
are nothing but a passing breezeare nothing but a passing breeze

從他的

心

開始融化

我們的歡呼鼓噪

大口大口吹送熱氣

都只是耳邊風

今年副總統辯論會在平和中完成今年副總統辯論會在平和中完成，，相較於一相較於一
週前舉行的混亂的總統辯論會週前舉行的混亂的總統辯論會,, 真是大異其趣真是大異其趣,,
兩位有可能成為未來總統接班第一順位的人選兩位有可能成為未來總統接班第一順位的人選
都戒慎恐懼都戒慎恐懼,,不敢暢所欲言不敢暢所欲言，，一再迴避敏感問題一再迴避敏感問題，，
使辯論會淪為各為其主辯護的解說會使辯論會淪為各為其主辯護的解說會。。
本來歷史上的副總統辯論會一向不受重視本來歷史上的副總統辯論會一向不受重視,,不過不過
今年情況特殊今年情況特殊,, 兩位總統參選人年事已高兩位總統參選人年事已高，，尤其尤其
在川普染疫後打亂了選情在川普染疫後打亂了選情，，所以兩位年輕的副所以兩位年輕的副
手都有可能接班手都有可能接班,,因此他倆的辯論不啻為因此他倆的辯論不啻為””準總準總
統統””的辯論會的辯論會,,各方高度期待他們能夠在辯論會各方高度期待他們能夠在辯論會
上各言爾志上各言爾志。。

但結果並非如此但結果並非如此,, 副總統彭斯保持他一貫支副總統彭斯保持他一貫支

持川普的堅定立場來為持川普的堅定立場來為
他辯護他辯護,, 而賀錦麗也是完而賀錦麗也是完
全站在拜登那一邊來說全站在拜登那一邊來說
話話,, 在九十分鐘的辯論中在九十分鐘的辯論中
兩人正面交火不多兩人正面交火不多,, 在主在主
持人資深女記者蘇珊持人資深女記者蘇珊··佩佩
奇的控場下以文明有禮奇的控場下以文明有禮
的方式完成了平淡的辯的方式完成了平淡的辯
論論,,反而使那隻停留在彭反而使那隻停留在彭
斯白髮上的黑蒼蠅意外斯白髮上的黑蒼蠅意外
成為關注的焦點成為關注的焦點，，我感到我感到
十分好奇的是十分好奇的是,, 辯論會的辯論會的
主辦單位連那麼大的一主辦單位連那麼大的一
隻蒼蠅都防衛不了隻蒼蠅都防衛不了，，他們他們
還有能力防治新冠病毒還有能力防治新冠病毒
入侵嗎入侵嗎?!?!

這一次辯論會的九個這一次辯論會的九個
議題包括了新冠疫情應議題包括了新冠疫情應
對對、、大法官提名大法官提名、、醫療保醫療保
健健、、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擁槍權利擁槍權利、、

墮胎權利墮胎權利、、種族歧視種族歧視、、經濟振興以及對選舉結果經濟振興以及對選舉結果
的態度等的態度等，，其實這些都是這一次大選中老生常其實這些都是這一次大選中老生常
談的問題談的問題,, 一般關心大選的選民對於兩陣營的一般關心大選的選民對於兩陣營的
立場與說法應該都耳熟能詳立場與說法應該都耳熟能詳,, 所以保守派的彭所以保守派的彭
斯和自由派的賀錦麗兩人的答案了無新意斯和自由派的賀錦麗兩人的答案了無新意,, 毫毫
無創見無創見,, 對於有害於他們主子的問題如氣候變對於有害於他們主子的問題如氣候變
遷的影響以及增加大法官人數等問題他們都通遷的影響以及增加大法官人數等問題他們都通
過糾纏過糾纏、、打太極與改變話題等戰術打太極與改變話題等戰術，，避免給出明避免給出明
確回答確回答,,導致辯論缺少實質性內容導致辯論缺少實質性內容，，所以主持人所以主持人
蘇珊蘇珊··佩奇一度向他倆抱怨佩奇一度向他倆抱怨：：難道選民不配了解難道選民不配了解
你們的答案嗎你們的答案嗎？？

川普總統在宣佈感染新冠病毒後曾短暫工川普總統在宣佈感染新冠病毒後曾短暫工
作作，，隨後因突然出現疲倦與呼吸困難等症狀隨後因突然出現疲倦與呼吸困難等症狀，，緊緊
急由專機送往國家軍事醫學中心進行治療急由專機送往國家軍事醫學中心進行治療。。外外
界有人質疑其真實性界有人質疑其真實性，，認為川普從染病到住院認為川普從染病到住院
皆是打悲情牌以爭取總統大選的同情票皆是打悲情牌以爭取總統大選的同情票,,但我並但我並
不相信川普那麼權謀不相信川普那麼權謀,, 就像我不相信郵寄投票就像我不相信郵寄投票
會有人做假一樣會有人做假一樣。。

根據根據CDCCDC疾控中心統計疾控中心統計，，6565歲至歲至7474歲之間歲之間
的老人在感染新冠後需住院治療者是年輕羣體的老人在感染新冠後需住院治療者是年輕羣體
的的 55 倍倍；；而死亡風險更是而死亡風險更是 1818--2929 歲年輕人的歲年輕人的 9090
倍倍,,川普今年已川普今年已 7474 歲歲，，所以屬新冠高危險人羣所以屬新冠高危險人羣,,
在他今年在他今年44月的體檢報告中月的體檢報告中，，體重指數達體重指數達3030..55，，
面臨着肥胖問題面臨着肥胖問題,,現在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祝福現在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祝福

他早日康復他早日康復,,等他出院後讓一等他出院後讓一
切國務恢復正常切國務恢復正常,, 在他出院在他出院
前前,, 國會的大法官提名程序應國會的大法官提名程序應
立即停止立即停止,, 副總統辯論也不宜副總統辯論也不宜
進行進行,, 討論總統接班人的事更討論總統接班人的事更
不妥不妥,, 我們應深切檢討為什麼我們應深切檢討為什麼
醫學公衛最先進的國家為什麼醫學公衛最先進的國家為什麼
處理新冠疫情束手無策連國家處理新冠疫情束手無策連國家
元首都保護不了元首都保護不了！！

據據CNNCNN統計統計，，川普在感染川普在感染
前一個禮拜前一個禮拜，，到過五個城市到過五個城市，，在在
這期間內與他一起參加活動有這期間內與他一起參加活動有
過接觸的人共有過接觸的人共有 2323 人確診感人確診感
染染：：當中除了川普夫婦外當中除了川普夫婦外，，還有還有
川普競選經理和助手川普競選經理和助手、、前白宮前白宮
顧問顧問、、共和黨主席共和黨主席、、兩名共和黨兩名共和黨
聯邦參議員聯邦參議員、、聖母大學校長聖母大學校長、、三三
名白宮記者以及十一名川普競名白宮記者以及十一名川普競
選團隊人員選團隊人員，，上述這些人大多上述這些人大多

於上星期六在白宮參加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於上星期六在白宮參加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
人巴瑞特的發佈會以及川普的造勢大會人巴瑞特的發佈會以及川普的造勢大會,, 由此由此
可證群聚場合是病毒感染的途徑可證群聚場合是病毒感染的途徑,, 川普如沒有川普如沒有
堅持提名新的大法官以及遵照堅持提名新的大法官以及遵照 CDCCDC 的社交距的社交距
離規定離規定，，不舉辦現場造勢大會的話不舉辦現場造勢大會的話，，他們都可倖他們都可倖
免於難免於難,, 不過現在說來為時已晚不過現在說來為時已晚,, 我們只能從此我們只能從此
事吸取教訓事吸取教訓,, 嚴禁再舉行大型活動嚴禁再舉行大型活動。。

據華盛頓大學預測據華盛頓大學預測，，美國新冠死亡人數於今美國新冠死亡人數於今
年底可能達到年底可能達到3737..55萬萬,,如果防疫措施放鬆如果防疫措施放鬆，，死亡死亡
人數將達人數將達 4343..77 萬人萬人,,這些數字真是讓人觸目驚這些數字真是讓人觸目驚
心心,, 縱使疫苗研製出來了縱使疫苗研製出來了,, 我們的防疫工作還有我們的防疫工作還有
一段艱險的路要走啊一段艱險的路要走啊！！

川普總統因新冠病毒入院治療才短短的川普總統因新冠病毒入院治療才短短的7272
小時就回到了白宮小時就回到了白宮，，匆匆的去匆匆的去，，匆匆的來匆匆的來,, 令人令人
匪夷所思匪夷所思,,根據總統醫生團隊的報告根據總統醫生團隊的報告,, 他在醫院他在醫院
接受了瑞德西韋療程接受了瑞德西韋療程，，服用了類固醇激素服用了類固醇激素，，所以所以
他並不是輕度或中度新冠病毒患者他並不是輕度或中度新冠病毒患者,, 風險仍在風險仍在,,
應繼續留在醫院治療才對應繼續留在醫院治療才對,,但川普卻急著回白但川普卻急著回白
宮宮,, 顯然違反了疾病管制預防中心的規定顯然違反了疾病管制預防中心的規定,,換句換句
話說話說,,川普又一次踐踏了法律與秩序川普又一次踐踏了法律與秩序！！

川普經常強調法律與秩序川普經常強調法律與秩序,, 但言行不一但言行不一,,經常經常
以威權心態處置事情以威權心態處置事情,,現在他是新冠病毒的帶現在他是新冠病毒的帶
菌者菌者，，也是一位危險的傳播者也是一位危險的傳播者,, 他應該把自己的他應該把自己的
角色定位為一位病患角色定位為一位病患，，而不是一位總統而不是一位總統，，但從他但從他
在治療中外出見支持者以及提前出院的舉動顯在治療中外出見支持者以及提前出院的舉動顯

然是把政治凌駕於醫學與法規之然是把政治凌駕於醫學與法規之
上上。。

川普試圖淡化病情來展現出自川普試圖淡化病情來展現出自
己的強勢己的強勢，，就連他的主治醫生康利就連他的主治醫生康利
都說他還沒有脫離險境都說他還沒有脫離險境，，但他卻不但他卻不
願示弱願示弱，，他在回到白宮後他在回到白宮後,, 從招手從招手、、
敬禮敬禮、、豎拇指到摘下口罩豎拇指到摘下口罩,,一舉手一舉手，，
一投足一投足，，都是在作秀都是在作秀,, 他還連連發他還連連發
出推特告訴大家出推特告訴大家””不要害怕新冠病不要害怕新冠病
毒毒,,不要讓它主宰了你的生活不要讓它主宰了你的生活,,我們我們
都能夠戰勝它都能夠戰勝它!!””,, 事實上他自己已事實上他自己已
被病毒打敗被病毒打敗，，全美國像他一樣被病全美國像他一樣被病
毒征服的已超過毒征服的已超過750750 萬人以上萬人以上,, 其其
中更有中更有2121萬人死亡萬人死亡,, 在過去兩週有在過去兩週有
3333個州新增確診病例又出現增加個州新增確診病例又出現增加,,
二次疫情蓄勢待發二次疫情蓄勢待發,, 在這麼嚴峻的在這麼嚴峻的
環境中環境中,, 川普怎麼能夠要我們不去川普怎麼能夠要我們不去

畏懼呢畏懼呢！！
川普回到白宮後川普回到白宮後,, 白宮必將成為高風險感染白宮必將成為高風險感染

地帶地帶，，在過去在過去--一週之內一週之內,, 除了川普外除了川普外,, 第一夫第一夫
人人、、他的貼身保鑣他的貼身保鑣、、親近女顧問親近女顧問、、白宮女發言人白宮女發言人、、
資深女顧問資深女顧問、、競選主席操盤人競選主席操盤人、、共和黨主席共和黨主席，，再再
加上三位共和黨參議員加上三位共和黨參議員、、一位大學校長和前任一位大學校長和前任
州長共有十餘人全都因為參加了白宮的大法官州長共有十餘人全都因為參加了白宮的大法官
提名活動而被新冠病毒感染提名活動而被新冠病毒感染,,，，白宮有將近白宮有將近400400
位職員位職員，，川普回宮後川普回宮後,,人人自危人人自危，，除非川普在宮除非川普在宮
內採取自行隔離內採取自行隔離,, 否則不可預知的疫情將讓白否則不可預知的疫情將讓白
宮帶來更大的災難啊宮帶來更大的災難啊！！

川普總統不顧強大民意反對川普總統不顧強大民意反對，，執意在大選前執意在大選前
川普總統在入院治療不到一天後就在醫院內的川普總統在入院治療不到一天後就在醫院內的
臨時辦公室復行視事臨時辦公室復行視事，，開始辦公開始辦公，，當我看到這張當我看到這張
由路透社由路透社ReutersReuters傳來的照片時傳來的照片時,,內心深深被打動內心深深被打動
了了，，在被新冠病毒感染在被新冠病毒感染,,健康未卜下健康未卜下，，川普能鎮靜川普能鎮靜
工作工作,, 絕非凡人可為絕非凡人可為,, 我相信這張照片一定會感我相信這張照片一定會感
動萬千人動萬千人,,也將成為歷史性的照片也將成為歷史性的照片,, 如果川普能在如果川普能在
大選中翻盤獲勝大選中翻盤獲勝,, 我認為這張照片建功厥偉我認為這張照片建功厥偉！！

““總統的狀況堪憂總統的狀況堪憂,,未來未來 4848 小時將是關鍵時小時將是關鍵時
刻刻!!””這是白宮所透露的訊息這是白宮所透露的訊息,, 雖然川普表明自己雖然川普表明自己
很快就可康復很快就可康復,, 他的醫生團隊也說明他目前狀況他的醫生團隊也說明他目前狀況
在掌控之中在掌控之中,,但他們除了知道川普確診但他們除了知道川普確診,, 也不可能也不可能
確知他未來的狀況確知他未來的狀況,, 畢竟這個堪稱世紀殺手的病畢竟這個堪稱世紀殺手的病
毒迄今已在全球造成三千四百萬人確診毒迄今已在全球造成三千四百萬人確診,, 除了奪除了奪
走一百多萬條無辜的生命外走一百多萬條無辜的生命外,, 其餘確診者的症狀其餘確診者的症狀

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千奇百怪不一而足，，所以川普的症狀所以川普的症狀
無人可預知無人可預知,,任何以陰謀論或椰揄詛任何以陰謀論或椰揄詛
咒式的語言來對待此時的川普都是咒式的語言來對待此時的川普都是
不道德與非人性的不道德與非人性的,,我們應以人道關我們應以人道關
懷來看待這件事懷來看待這件事,, 因為這是一件健康因為這是一件健康
的事件的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 不過因為不過因為
川普的健康影響到美國政治危機川普的健康影響到美國政治危機,,所所
以變得複雜以變得複雜，，我不相信這是川普自導我不相信這是川普自導
自演的苦肉計自演的苦肉計，，我不認為他有那麼權我不認為他有那麼權
謀謀，，我平時一向不認同川普的政策與我平時一向不認同川普的政策與
行事作風行事作風，，並嚴詞批判他並嚴詞批判他,,但此時此但此時此
刻我願與他站在一起刻我願與他站在一起,, 他是無辜的他是無辜的
COVID-COVID-1919病患病患，，如果感染新冠使他如果感染新冠使他
因禍得福逆轉勝連任成功因禍得福逆轉勝連任成功,, 那也是天那也是天
意啊意啊！！

川普確診告訴我們一件事川普確診告訴我們一件事::連世界連世界
上被保護得最安全的一個人都會被新冠病毒入上被保護得最安全的一個人都會被新冠病毒入
侵侵,, 那其他的人更不用說了那其他的人更不用說了,, 川普應從此得到教川普應從此得到教
訓訓,, 防禦病毒只能靠自己防禦病毒只能靠自己,,特勤局或任何人是幫不特勤局或任何人是幫不
了忙的了忙的,, 痊癒之後他必須幡然醒悟痊癒之後他必須幡然醒悟，，重視防疫工重視防疫工
作作!!

在川普確診後在川普確診後,,他的競爭對手拜登主動撇下對他的競爭對手拜登主動撇下對
他的負面文宣他的負面文宣,, 這是化解美國紛爭的契機這是化解美國紛爭的契機,, 一場一場
疫情下來美國已千瘡百孔疫情下來美國已千瘡百孔,, 再也經不起分裂再也經不起分裂,,但願但願
他們拋棄恩怨他們拋棄恩怨,,未來展開君子之爭未來展開君子之爭。。由於有三名共由於有三名共
和黨參議員參加了上週六川普在白宮舉行的提和黨參議員參加了上週六川普在白宮舉行的提
名大法官巴雷特的活動而確診名大法官巴雷特的活動而確診,, 但願參議院不要但願參議院不要
再舉行聽證會再舉行聽證會，，就留給新當選的總統來重新提名就留給新當選的總統來重新提名
吧吧,,這是展現兩黨團結的指標這是展現兩黨團結的指標,, 美國當前需要的是美國當前需要的是
團結團結，，共和黨必須三思而不行啊共和黨必須三思而不行啊!!

入院治療中的川普總統竟在特勤人員保護下入院治療中的川普總統竟在特勤人員保護下，，
乘坐防彈汽車到醫院外街道上向支持者揮手致乘坐防彈汽車到醫院外街道上向支持者揮手致
意意，，這種政治舉動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這種政治舉動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他顯然他顯然
並沒有在感染疫情後學到慘痛的教訓並沒有在感染疫情後學到慘痛的教訓！！

在領導全美抗疫歷程中在領導全美抗疫歷程中,, 川普曾因淡化疫情川普曾因淡化疫情
而造成今日之慘狀而造成今日之慘狀，，現在他在病中外出慰問支持現在他在病中外出慰問支持
者的舉動明顯是在淡化病情者的舉動明顯是在淡化病情,, 當然那也表明了他當然那也表明了他
並沒有企圖利用感染新冠病毒而去打悲情牌來並沒有企圖利用感染新冠病毒而去打悲情牌來
換取選票換取選票。。不過川普的外出卻是非常危險的舉不過川普的外出卻是非常危險的舉
動動,, 很可能直接造成對他人的感染風險很可能直接造成對他人的感染風險,,難道沒有難道沒有
人可以阻止川普這種愚蠢粗魯的作法嗎人可以阻止川普這種愚蠢粗魯的作法嗎?!?!

川普的健康現在已成為大家關注的焦川普的健康現在已成為大家關注的焦
點點,, 原本每一個人的健康屬於隱私範原本每一個人的健康屬於隱私範
疇疇，，企圖挖掘別人的病情隱私都是不企圖挖掘別人的病情隱私都是不
道德甚至違法的行為道德甚至違法的行為,,但是身為總統但是身為總統，，
為了證明自己的身體足以日理萬機為了證明自己的身體足以日理萬機，，
他就必須經得起公眾的檢驗他就必須經得起公眾的檢驗，，但那也但那也
應該有所節制應該有所節制，，並不是所有病情病歷並不是所有病情病歷
都必須公開都必須公開，，在過去短短幾天有關於在過去短短幾天有關於
川普被感染後的病情與各種傳聞不脛川普被感染後的病情與各種傳聞不脛
而走而走,, 尤其是他有沒有使用過呼吸機尤其是他有沒有使用過呼吸機
的問題的問題，，真有那麼重要嗎真有那麼重要嗎 ?? 媒體真的媒體真的
不需要在這方面大做文章不需要在這方面大做文章，，畢竟川普畢竟川普
有第一流的醫療團隊在醫治有第一流的醫療團隊在醫治,, 他們真他們真
正關注的就是川普本人的健康正關注的就是川普本人的健康，，至於至於
對外的發言對外的發言，，當然也要尊重川普個人當然也要尊重川普個人
的意見的意見,, 畢竟他是無辜的畢竟他是無辜的 COVID-COVID-1919
病患者病患者，，並不是什麼狀況都要原原本並不是什麼狀況都要原原本
本的說出來本的說出來,,若川普不願意別人分憂他若川普不願意別人分憂他

的某些病情的某些病情,, 我們豈可責怪他的醫療團隊隱瞞不我們豈可責怪他的醫療團隊隱瞞不
說呢說呢！！

我們真的不須去懷疑川普病情我們真的不須去懷疑川普病情，，他的醫療團他的醫療團
隊不可能去為他虛報與造假隊不可能去為他虛報與造假，，更何況我們從他每更何況我們從他每
日發送的推特就可以判斷出他身體的狀況日發送的推特就可以判斷出他身體的狀況,, 事實事實
證明證明,, 他最近幾天的推文的確減少了很多他最近幾天的推文的確減少了很多,, 但迄但迄
今為止卻從未中斷過今為止卻從未中斷過,, 川普是一個活在群眾掌聲川普是一個活在群眾掌聲
中的人中的人,, 他永遠不甘寂寞他永遠不甘寂寞,,如果等到那一天如果等到那一天，，甚至甚至
很多天很多天，，當我們讀不到他的推文時當我們讀不到他的推文時,, 那才是真正那才是真正
讓我們擔憂的時候了讓我們擔憂的時候了,, 讓我們再次為他祈禱和祝讓我們再次為他祈禱和祝
福吧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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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先说我们吃的食用油，目前多为植

物油，当然动物油也还是有人在用的，

最常见的就是猪油了，小时候外婆家最

喜欢用猪油炒菜，或者在菜泡饭里加上

一勺猪油，不仅喷香，味道也木姥姥好

。现在想想，也依然很美味啊！

其实，我们吃的不是油而是脂肪！

你可别想着说：那我不吃总行了吧！那

就大错特错了，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一个健康成人体重的14%~19%基

本都是脂肪组织，保护着人体

的所有脏器，而皮下脂肪组织

能维持体温恒定。按饱和度划

分，脂肪酸分为饱和脂肪酸和

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

又分为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

饱和脂肪酸。

那么，是所有的食用油都

可以用来炸东西吗？不同种类

的油怎么使用最好？

大豆油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由于含有不饱和键，稳定性差

，在加热过程中容易氧化，生

成过氧化脂质，这种物质能引

起脑血栓和心肌梗死等疾病，

因此不适宜高温煎炸，以炖煮

为主。

和大豆油属性一样的，还

有玉米油、葵花籽油、小麦胚芽

油等，都可以在煮汤粥时加几滴调味调

香。

橄榄油

橄榄油中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油酸含量丰富，能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和

坏胆固醇的水平，同时保证好胆固醇水

平不变，所以较适合高血脂和心脑血管

疾病患者使用，应成为中老年人食用油

的首选。

橄榄油不耐高温，不可用来油炸东

西，但如果炒菜时温度不超过190度，

使用不受影响，190度最直观的一个判

断就是看有没有冒烟。

橄榄油分为初榨和精选，一般初榨

的适合凉拌，精选的适合炒菜，购买时

需要需注意区分。

花生油

花生油含有大量油酸、亚油酸、卵

磷脂等营养成分，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也较为丰富，虽然较橄榄油含量较低，

但好在胜在价格较为便宜，并且比橄榄

油更耐受高温，不易被氧化，是很多人

炒菜烹饪的首选。

但需要注意的是，患有高脂血症、

糖尿病以及肥胖患者要尽量少用花生油

。

猪油

猪油、牛油等动物油富含饱和脂肪

酸，稳定性好、不易被氧化产生有害物

，可以用来油炸食品，但饱和脂肪酸是

血清胆固醇升高的主要脂肪酸，会引起

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等疾病，建议还是

少用。

油炸的东西虽好吃，不过更多人担

心的是，炸过食物的油会产生致癌物，

危害身体健康？

的确，反复高温加热的食用油会发

生一系列化学反应，产生醛、低级脂肪

酸、氧化物和环氧化物等有害物质，破

坏人体酶系统，若长期积蓄于体内可能

诱发癌症。而且美国爱荷华大学一项发

表在BMJ上的研究表示，相比不吃油炸

食品的人，每周至少吃一次油炸食品的

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8%。

炸过食物的油不能重复使用，那么应

该怎么处置呢？医生也提了一些妙招！

做成辣椒油

趁热将油上层澄清部分转移到另外

锅中，放一些花椒、小茴香，小火5分

钟，捞出小茴香和花椒，加入辣椒碎、

花生碎、芝麻粒等继续2-3分钟关火，

做成酱料油用，装小瓶或用容器密封好

放冰箱冷藏，并尽快食用完毕。

做不需要高温加热的食品

做花卷、烧饼等面饼食物时会在和

好的面团上刷一层油，然后蒸烤，这时

候油脂不直接高温加热，而是在淀粉的

包裹下发挥增香增味的作用，是剩油食

用的一个良好途径。

当然了，如果还是怕浪费的话，那

最简单粗暴的建议就是，不要油炸食物

就行了嘛！

营养科专家指出，单一油种的脂肪

酸构成不同，营养特点也不同，因此建

议经常更换烹调油的种类，食用多种植

物油。但不管用什么油做菜，都注意不

要“冒油烟”，这说明油的温度已经很

高了，容易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也

容易产生有致癌风险的物质。

最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

议的是每人每日25g—30g的食用油，也

就是两三白瓷勺的量。合理选择有利于

健康的烹调方法，是减少烹调油的首选

方法，建议以蒸、煮、炖、焖、熘、拌

、急火快炒为主。

今年不妨过一个不油腻的夏天吧！

炸过食物的油会致癌？其实还能这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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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疫情報告
(本報訊)美國總統辯論委員會8日

宣佈，原定15日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舉行的第二場總統候選人辯論將改為
線上形式。出於防疫安全考慮，川普
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將在不同地
點以遠程方式辯論，而主持人和觀衆
將被安排在邁阿密的一座大劇院中。
辯論過程中，雙方候選人將回答觀衆
提問。

這一決定，隨即遭到川普拒絕，
並引發雙方競選團隊針鋒相對的博弈
。

川普先是在採訪中表示，自己不

能接受且不會參加線上形式的辯論，
相關安排旨在“保護拜登”。他認為
自己已不具傳染性。

隨後，拜登團隊建議，將第二場
辯論推遲一週至22日。川普團隊又提
出，22 日原定是第三場辯論的日期，
如果推遲，第三場辯論應順延至29日
。

美國 2020 年總統大選日是 11 月 3
日。如果按照川普團隊的方案，美國
總統候選人第三場辯論距離選民投票
將只有5天時間。

美總統候選人辯論日程懸而未決(

本
報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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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人禍？ 論美國新冠肺炎之疫
作者: 耿 新 (傳染科醫生，教授)

(本報訊)新冠肺炎之疫，在美已
造成毀滅性的災難。公共衛生部門完
全無法對應，美國竟成為世界疫情最
高的國家！九月中已有超過六百萬確
診案例，三十八萬餘人住院治療和近
廿萬人死
亡。經濟的挫折，二千多萬人因此失
業，疫情高時全國失業率竟高達百分
之十五，這種慘烈情況至今尚方興未

艾！
美國的情況怎麼(how)會如此呢？
首先要問，上述情況難道是不可

避免的嗎？不！不是！只要人人保持
社交距離、不涉足群聚場所、戴上口
罩和履行其他合情理的日常衞生保健
守則，即可有効的將疫情減緩。南韓
丶台灣和病疫起源的中國都如此履行
，已將染疫案例和死亡大幅減少！

其次要追究：
難道是美國缺少醫學(藥)專業嗎

？不是！今日全球醫學界各種創新研
發幾乎全始於美國，在病毒性流行感
冒、愛滋病丶癌症和心臟等領域，美
國在醫療和藥品都有傑出的研發，成
果可說是全球第一。

再說，是美囯公衛人員不知如何
應對流疫嗎？不是！美國疾病管控中
心早已印製疫病手冊，精確的呈現各
種模擬情況，制定防止擴散策略與步
驟，供參考和應用。往常凡有疫情，
人們也知保持社交距離。當奧巴馬總
統時，還設置流疫防禦專案工作小組
，特別是防範呼吸噐官病毒的流疫，
然而川普總統上任後，就被拆除了。

至於疫情危及至失業大增呢？難
道是因美國經濟一直都是脆弱的？非
也！美國在新冠肺炎流疫前是世界經
濟大強國之一。當然，是有些其他國
家經濟勝於美國的。

為什麼(why)美國情況會如此糟？
兩千多年前，韓非子論及災難，

闡述了天災與人禍之異。天災是不可
抗拒的自然災害如地震和洪水等，這
災難是否釀成生靈塗炭，餓殍遍野，

全取決於政府治災是否得法。人禍不
同，一是比天災的殺傷力更大；二是
應可防止和避免的。

有史以來都有疫災的肆虐。今有
新冠肺炎，以往的病疫更不勝枚舉，
將來也會連接不斷。

這些＂病疫＂，跟水災等一樣是
＂天災＂。人們都曾盡力應對，卻從
來不曾百分之百有効防止和消滅。天
花丶肺結核病和黑死病等流行性病就
不斷的肆虐和摧殘著人類。今日美國
，三月以來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已過
廿萬，令人震驚！大家應明白，這疫
災是＂人禍＂不是＂天災＂!！染病者
日日增多，是＂人禍＂所致！經濟的
崩潰和失業率大增也都是＂人禍＂造
成的！

這肇禍之＂人＂，就是川普.
三月川普為新冠病毒不久會＂消

失＂(go away )，事實是疫情大大擴散
。他爭辯說確診染病人數增多，只是
因為受了測檢的人太多了，才會有這
麼高數字(不測不知，就等於沒有病患
？ )。他還認為這病毒就跟流行性感
冒(flu)一樣，沒啥大不了！因此當防
疫中心有幾位官員警告他此疫兇惡將

會蔓延擴大，川普不悅就把那些人降
職或開除。

至於個人的防疫，身為總統的＂
人＂，不但自已拒戴口罩，也不建議
他人戴。有個他的鐵桿粉絲，喬治亞
州長名肯樸Kemp ，竟廢止州內一些
城鎮和郡縣推行的戴口罩法令。

此＂人＂甚至不知疫情中應保持
＂ 社 交 距 離 ＂ 的 ＂ 常 理 ＂ (com-
mon-sense)。至今仍不斷的在室內場
合舉行競選造勢大會。

我是一個醫生，終身從事流行傳
染病的醫療。我明確知曉，流疫衝擊
力的大小，是取決於公共衛生應對的
防治措施，而不是追究病因。今日的
防疫治災，檢測不足。大家沒有同心
合力。一些人沒有保持社交距離，還
拒絕戴上口罩。川普總統對災疫愚昧
無知，沒盡心盡力，還耍嘴皮子，說
新冠流感是“Kung Flu”,怪罪中囯人
。

總之，如新冠流感是為政者治事
的測試，十一月三號總統大選時，請
考慮！你投的票就決定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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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既然很多朋友家中的采光不佳

已成定局，那么，大家能做的，唯

有在选购花卉时尽量避开那些对光

照要求较高的品种，比如下面四位

，它们可都是圈内出了名的喜光植

物。不管是何植物，光照对它们的

重要性都不言而喻，一方面，植株

需要通过充足的光照顺利完成光合

作用，实现内外物质的交换；另一

方面，光照不足可能导致植株过分

徒长，久而久之，它们会有向杂草

发展的趋势。因此，人们在决定养

花时，务必要将因地制宜四字牢记

心间。

第一种，牡丹花。从气候层面

来看，眼下正是养殖牡丹花的有利

季节，无论盆栽还是地栽，人们只

要能保证植株可接收到充足光照，

那么，它们就能花繁叶茂的生长。

反之，植株就会一味抽枝长叶

而不见花苞萌发，时间一长，即使

呈杂草状生长的植株间偶有几朵粉

红色小花，它们的大小都会肉眼可

见的缩水不少，导致牡丹雍容典雅

的滤镜烂个稀碎。

第二种，月季。和牡丹的情况

类似，月季也是种对阳光需求较大

的植物，植株的开花情况直接受光

照时长、强度影响。原则上，人们

应保证月季每天的光照时间不能少

于四个小时。

如果只是短暂遮光，像于盛夏

时分未免植株被强光灼伤而将盆栽

搬回阴凉通风的室内养殖，当时植

株的生长不会受到明显影响，但夏

去秋来，大家还不赶紧对其恢复正

常的阳光照射，那么，它们就算真

的开花，品相也不会很好。此外，

月季还是出了名的容易招惹病虫害

，人们务必要保证盆栽生长环境内

具有良好的通风状况。

第三种，扶桑花。相比月季、

牡丹这样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植物，

扶桑仅生长于我国部分地区，它们

的典型优势为花径较大、花色艳丽

多彩，抗晒能力一流。大概是受原

产地影响，要想养殖扶桑花的朋友

，大家最好对自家房屋的采光具有

清楚认知，阳台朝向南面的朋友可

以直接把植株露养在阳台上。

第四种，沙漠玫瑰。除了格外

抗旱外，沙漠玫瑰还像仙人掌一样

足够耐旱，就算人们偶有几次忘记

给植株浇水，它们都能继续坚挺生

长，不会因体内缺水就干死。之前

有养殖过沙漠玫瑰的朋友应该都了

解，这种植株不仅开花艰难还容易

烂根，前者只能在光照充足的情况

下才可发生。

小花认为，光照、浇水、施肥

算是可能对植物正常生长构成干扰

的三大基础元素，特别是对于赏花

型植物，光照情况会直接影响到植

株的花量以及花朵品质，有时明明

花期已至，植株却久不见花开，原

因就出自此处。

家里采光差，这几种花别养了

红绣眼鹦鹉，它们的中文学名：红眼

镜亚马逊鹦鹉。

它们是十分稀有的鸟类，被列入《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易危物种，受到法

律保护的野生动物，科学家研究它们就是为

了更好的保护它们。

西布耶教授说，这种鹦鹉非常聪明，

学习能力很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只是

半信半疑。

当我们来到巴西西部考察时，教授说

要对这种鹦鹉进行考察，我反而更期待能早

日见到这种神奇的鹦鹉了。

我们一行4人，教授和我，日本鸟类学

家——木村，还一名当地的保护区工作人

员（司机，也负责保卫我们的安全）。

一大早我们离开驻地，去山林中寻找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只有远离人类的山林深

处才能观察到这种鹦鹉。

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带领下，我们3个小

时内就找到这种鹦鹉了，它们头上的红色羽

毛十分显眼，常常是群体性活动，每个群体

规模都不大。

这种鹦鹉身长30多厘米，体重290克

左右。它们的眼睛很秀气，不同于其它鹦鹉

圆圆的眼睛，有点像人的眼睛，眼角明显。

当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它们时，你一看

它们的表情，就能得到一个信号，它们已经

观察你很久了。

我们在观察它们，它们也在观察我们。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警觉性很高，刚才

还能听到它们的吵闹声，现在全都静下来了

，它们早就发现我们了。

我不敢说话，怕惊走它们，西布耶教

授说不用担心，我们就在这里等它们过来。

果不其然，最后在我们上方的树枝上

就出现了几只胆大的鹦鹉，它们是来仔细研

究我们的，分析我们有没有危险性。

直到它们认为没有危险，然后离开我

们回到鹦鹉群体中继续活动。

这种鹦鹉的真是非常漂亮，身上翠绿

的羽毛和大红色的眼圈形成鲜明的对比，绿

色衬托着红色，恰到好处。

西布耶教授说：“判断一种鹦鹉智慧

如何，只需要对这种鹦鹉的欲求行为进行研

究，就可以得到结论。”

那么什么是欲求行为呢？比如某种鹦

鹉为了食物，去积极的寻找和探索，直到找

到食物停下来吃，就停止了欲求行为；等到

下次饿了，才会重新出现这种欲求行为。

研究鹦鹉的欲求行为，是可以考量一

种鹦鹉具有生存和智慧的能力，也就是说，

欲求行为越是复杂，就越具备有学习能力，

智慧也就越高。

在我们考察期间发现这种鹦鹉有一个

奇怪的习惯，我们给鹦鹉群体里的一只成年

鹦鹉取名叫“吉米”。

我们发现吉米会离开群体一段时间，

去接近另外的一个群体，不是别的鹦鹉群体

，而是一种叫做扁嘴山巨嘴鸟的群体。

吉米接近巨嘴鸟群体，对它们进行观

察，虽然不是经常的行为，只是偶尔会有。

吉米为何有种行为呢？

后来教授说这是吉米在观察扁嘴山巨

嘴鸟的繁殖情况，看看巨嘴鸟的雏鸟出窝了

没有。

如果出窝了，就会有弃用的巢穴，自

己好去利用起来作为自己的巢穴，繁育小鹦

鹉。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记忆力很好，能牢

记它观察过的鸟类群体的特征。

虽然吉米现在还没有进入繁殖季节，

但是有了这种欲求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持续

时间久，也很复杂。

这不只是吉米有这种欲求行为

，整个红眼镜亚马逊鹦鹉群体都有

这种行为，有的会跟踪、观察其它

鸟类，这是鹦鹉的喜好不同。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的这种欲求

行为持续时间久，自己又不会建造

巢穴，使得它们在生存中学会了思

考和观察。

有一天我和西布耶教授、木村

，在野外的宿营地讨论——为什么

其它鹦鹉会观察别的鸟类，出现这

种不统一的情况呢？

我当时发表的意见是——红眼镜亚马

逊鹦鹉如果是在扁嘴山巨嘴鸟的栖息地出生

的，使用的是扁嘴山巨嘴鸟遗弃的巢穴，那

么它们接触这种巨嘴鸟的机会就多，可能心

存感激之情，更愿意接近这种鸟类。

木村发表的观点不同与我，还驳斥了

我，“这是你具有的思想和思维，可能和你

接受的教育有关系，我不认可你的观点。”

木村又说：“红眼镜亚马逊鹦鹉喜欢

跟踪和观察哪种鸟类，完全取决于这种鸟类

的群体大小，群体越大，遗弃的旧巢越多，

找到的机会越大；更不存在什么感激之情，

扁嘴山巨嘴鸟丢弃的巢穴，并不是刻意留给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的，只是丢回了大自然，

鹦鹉再次利用也是适应自然，不需要感激巨

嘴鸟。”

木村还说：“为什么你非要人性化的

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搞得这么复杂，非要有

各种情感纠葛存在，一点都不自然。”

我当时也绝的木村说的有一定道理，

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心里别扭，咽不下这

口气。晚上在自己的帐篷里低声说了一声

“打倒**帝国主义”，才安心睡下了。

记忆力最强的鹦鹉 看你一眼就能记住你

闺蜜来我的城市出差，办完公事找

我叙旧。

恰好是周末，老公善解人意地决定

带孩子去奶奶家蹭一天饭。老公领着孩

子出门后，我跟着来到电梯口，在孩子

脸上亲一口，然后小声对老公说：“你

今天真体贴，谢谢！”老公笑着挥挥手

，表示谢意已收到。

虽然刻意回避，但闺蜜还是看到了

这一幕，她被肉麻得龇牙咧嘴，说：

“服了你们了，老夫老妻还谢来谢去？

！”

老公走后，我们欢快地进入闺蜜时

间，像单身那几年一样备好零食，一人

敷一张面膜，窝在沙发上看剧。

看的是《亲爱的客栈》，王珂洗着

碗池里的脏碗催促刘涛早点儿去睡，感

念王珂的体贴，刘涛跑过来亲他一口，

说：“谢谢老公！”

闺蜜突然问我：“快到感恩节了吗

？咋都这么见外！我和我家老张可不这

样，我从来不对他说谢谢。”

我一边给自己的脸做按摩，一边接

下她的话：“以前，我和老公也不相互

说谢谢，因为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我们

才改变了。”

之前，我和老公的相处模式是这样

的：有了不满就吵几句，有了感动就藏

在心里。都是最亲密的人了，实在不必

那么客气。

可是九寨沟地震，给了我们很大的

震撼。当时我加班刚回家，而老公在四

川出差，因为签单签得很顺利，那天客

户请他到九寨沟游览。地震的消息对我

来讲，简直就是一颗炸弹，“嗡”的一

下把我脑袋炸蒙了。

当然，因为震级不高，老公住处相

对安全，所以并没有事，虚惊一场的我

也很快将这件事遗忘了。毕竟每一天遇

到可能发生的危险有很多，我们没必要

脑补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可是老公回到家后，却与以前有些

不一样了。那就是很多年没对我说过谢

谢的他，变得有礼貌起来。

给加班的他倒杯咖啡，他说：“老

婆辛苦了，谢谢你！”

给他购置厚一些的衣服，他说：

“谢谢老婆，你真体贴！”

给孩子爷爷买只水杯，他说：“谢

谢，真是个好儿媳妇！”

……

我挺高兴，但也有些不习惯。这还

是我老公吗？摸摸他脑门，也不发烧啊!

一再询问之下，老公才吐露了实情。原

来，那次地震对他影响很大。虽然他没

有目睹惨烈的伤亡，但从山上大规模滚

下石块的轰隆声、大地忽然裂开一条缝

给心灵带来的恐惧和震动，没亲临现场

的人是不能懂的。

那天晚上，人们害怕更大一次的地

震来袭，不敢睡觉。帐篷不够，就尽着

老人、妇女和儿童用，男人们只能靠着

大树打盹。老公靠着一棵树，听着大山

深处犹如成群飞机飞过的轰隆声，第一

次做了个大规模的人生盘点——

欠某某一顿酒钱，欠父母养育之恩

，欠孩子更多呵护和陪伴……想到我，

他觉得欠我最少，只欠一句话。

不善言辞的他简洁地说：“好多年

没对你说过谢谢了，可是你分明为我做

了那么多，我欠你一句谢谢。”

隔了这么久，提起老公说的这句话

我还会眼圈泛红。

是啊，如果内心有本账，大概每个

人都会觉得与另一半的“实际”账面是

平的，两个人饭在一起吃，劲往一起使

，用温暖抵了温暖，用感情抵了感情。

如果要说欠，还真的只是一句谢谢。

谢谢你，对我好！

谢谢你，选择了和我共度此生。

谢谢你，在柴米油盐的岁月里与我

荣辱与共。

……

这么多年，我也欠了老公很多个

“谢谢”。

我脑海里储存的、最应该感谢老公

的一件事，是有一年我妈生了很严重的

胃病，我们带着她到各大医院初诊、复

诊。

为了挂个名医的号，一向爱睡懒觉

的老公会凌晨5点起床。这还不算什么

，最感动我的是有一回带我妈去一个老

中医的诊所看病，那个诊所是个两层的

小楼，患者像赶集一样多，而且好多都

是老年人。

诊所没有电梯，来看病的老年人排

成一队，紧紧地扶着楼梯扶手，一个台

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蹭。我担心妈妈被碰

倒，紧紧抓住她的胳膊，正要扶着她下

楼，老公却直接一弯腰，说：“妈，我

背你！”说完背起来就走，噔噔噔，一

口气背下楼去。

同来看病的人投来赞许的目光，以

为他是我妈的儿子，我心里暖烘烘的，

满满都是感激，可是那句“谢谢”却是

哽在喉头，怎么也说不出来。

鉴于老公的改变，加上想起这么多

温暖的事，我也开始和老公说谢谢。

一开始我还不太好意思，毕竟我没

经历过地震那么重大的事，而且这么多

年不和他说谢谢已经形成习惯，说起来

真的很拗口。

比如有一天，我深夜从外地出差回

来，下了飞机，大家睡眼朦胧，杵在原

地回神。这时，只有一个刚毕业的90后

小美女说男友要过来，我们一群80后的

“中老年妇女”默默无言，准备各自坐

大巴回家，可这时却接到了老公发来的

微信：“我在出站口，广播说你们到了

，拿到行李箱了吗？”

当时我的心情差点儿美到炸裂，抱

着手机幸福地回复他：“拿到了拿到了

，还有几个顺路的同事，你也顺便送一

送吧。”

对这件事，我很想对老公说谢谢，

但是扭捏来扭捏去，还是没能开口，便

发挥了爱写字的优势，闷骚地制作了一

张“致谢纸”。

第二天，我上班离家前把致谢纸贴

在了洗手台的镜子上，上书：“老公，

昨天那么晚了你还来接我，真的十分感

动，谢谢你！”落款：“老婆”。

我不知道老公看到致谢纸是什么感

受，反正我还没到单位，他的电话就打

了过来，没提致谢纸的事，而是笑眯眯

地拣了最平常的话题问了问：“到哪一

站了？早饭吃了没有？晚上想吃什么？

”而且晚上这货分明说要在单位加班的

，却提前回来了，手里还提着我最爱吃

的糖炒栗子。栗子往茶几上一放，他什

么也没说，脸上全是笑。

只要不傻，谁都知道这好心情是那

张致谢纸的功劳。

看过一句经典的话，是著名心理学

家黄维仁博士说的“活在爱中的秘诀，

是拿着心灵的笔，常常标明别人的长处

、善意和所做的努力。”而夫妻俩常常

说谢谢，无异于手中拿了一个记号笔，

把对方的善意和努力一下子画了个重点

。

后来，“谢谢”说得多了，我也不

再扭捏了。感谢的话一点儿不觉得肉麻

，张嘴就来；他若感念我做了一件体贴

的事，张口谢我，我也笑嘻嘻地照单全

收。

虽然我们谢来谢去的行为，在很多

人眼中很“古怪”，偶尔还会难为情地

被人怀疑是新结婚的二婚夫妻，但是我

们的婚姻确实有了很好的改变。

以前，在习惯与老公相互不言谢的

那些年，我也是有着一些失落和委屈的

。有时会腹诽：明明自己付出了，你却

没有丝毫反馈，难道我做这些是应该的

？也有时会在心里感激，像老公背我妈

下楼，我明明很想说谢谢，念头一闪而

过，慢慢便淹没在了柴米油盐的日常里

，不刻意搜索都不能再想起。

《颜氏家训》里有这么一句话：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意思

说一个人进了兰花盛开的房子，时间久

了就闻不到香味了。为什么很多人明明

走进的是一个美好的婚姻，却时常觉得

自己不幸福？这大概和在兰花房待久了

的人的感受差不多。

他对你一直好，你一直没感谢，觉

得这是生活的日常，那么时间长了，自

然感受不到婚姻的温暖和善意。

仔细回忆之下，我们并不是从来就

不会说谢谢的，而是有一天，我们走到

了某一步，你对对方说：“谢谢你！”

对方佯装生气说：“和我不用说谢谢！

”于是大家不再见外，走进了更近一层

的关系。

然而，当我们携手走进婚姻深处，

再次说：“谢谢你！”也并不是我们见

外了，而是在亲密的关系里懂得了感恩

和感激，懂得了如何让温暖和爱意在婚

姻内传递。

常想起不善言辞的老公那句简洁的

话：“好多年没对你说过谢谢了，可是

你分明为我做了那么多，我欠你一句谢

谢。”

其实，这何尝不是我想说的？

那么，谢谢你！

婚姻里，欠最爱我的人一句：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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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移民分為五個類別：
第壹優先包括：傑出人才；傑出的

教授和研究員；跨國公司經理與高級管
理人員。

第二優先包括：具有高等學位的專
業人士或“特殊才能”的人士
1、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專業人士；
2、在科學、藝術及商業領域有“特殊
才能”者。

第三優先，包括專業人士、熟練工
人及其他工人。其中包括：

1、擁有學士學位的專業人員；2、
需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熟練工人

第四優先，特殊職業移民，其中包
括神職人員等。

第五優先，投資移民。
在上述五類職業移民中，第壹類、

第四類及第五類不必辦理勞工證，只要
符合條件，即可直接辦理移民手續。而
第二類（除國家利益豁免外）與第三類
職業移民壹般要辦理勞工證。在勞工證
批準後，方能辦理移民。

勞工證基本介紹
勞工證是美國為防止外國勞工沖擊

美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的移民程序。根
據美國移民法，勞工部在審批每壹件勞
工證申請時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工證申請時，沒有合
格的美國工人存在、願意並且能夠從事
雇主為外國申請人提供的工作；

2、雇傭該申請人不會對從事類似
工作的美國勞工的工資條件造成負面影
響。

3、雇主支付外籍工作人員的工資
，不得低於勞工部規定的薪資標準。

勞工證基本程序
雇主在遞交申請前三十天至壹百八

十天內需要完成PERM所要求的招聘活
動及證明文件；準備招聘報告，詳細陳
述招聘的過程，有多少人被聘用或被拒
絕，以及拒絕聘用的正當理由。雇主需
妥善保存所有的招聘和面談的文件，以
備勞工部的抽查或審查；雇主通過互聯
網提交勞工證申請，或將申請郵寄到勞
工部所指定的全國審理中心；如果申請
被批準，勞工部將批準書寄出。申請人
必須在勞工證批準的180天內，提交職
業移民申請的第二步。

勞工證招聘和廣告
招聘必須在遞交勞工申請前三十天

至壹百八十天內進行。

所有勞工證的招聘都需要登載兩個
星期日的報紙廣告，並且在州勞工部公
布三十天的招聘通知。

對於要求本科或本科以上學位的職
位，除了以上廣告要求之外， 雇主還必
須從以下十種招聘方式中選擇三種：a
）出席招聘會；b）在雇主網站上張貼
招聘啟示；c）在其他招聘網站上張貼
廣告；d）在學校招聘；e）通過行業或
專業組織招聘；f）通過獵頭公司或組織
招聘；g）雇員有償推薦；h）通過大學
招聘辦公室招聘；i）在本地報紙或少數
族裔的報紙刊登廣告；j）通過電臺或電
視廣告招聘。

目前，在其他類別的移民都大幅滯
後的大環境下，勞工證的處理速度相對
喜人。

最新移民消息
1. 川普總統自從上任以來，對於移民
政策有很多新的提議，有的已經開始實
施，而有的在法院的介入下胎死腹中。
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則，正常情況下，已
經遞交的移民申請和已經批準的簽證，
綠卡和入籍不受總統政策調整的影響。

2.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
務院做出以下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2020年3月
1日到2021年1月1日之間所發出的所
有補件(RFE),拒絕意向書(NOID),N14,和
上訴（290B）的回復，在原有的截止日
期基礎上，給予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 3月20
日起接受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c. 美國國務院從2020年 3月20
日星期五開始暫停所有的移民簽證和非
移民簽證服務。現在已經逐步恢復。

d.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 3月18
日起取消了所有的打指紋，面談和公民
宣誓，但是移民局還在接收新的申請和
審理案件。移民局從6月4日起重新對
公眾開放。但是根據各州的疫情調整開
放時間。

e.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 3月16
日開始取消了加急申請。從6月1日起
逐漸恢復。

f.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疫情
為由要求延期。如果申請材料合格，延
期等待期間是合法的。

工作簽證的申請人延期等待期間
240天之內可以合法工作。
因為疫情的原因而耽誤延期申請的遞交

，移民局會根據個案情況寬限處理。
通過豁免簽證進入美國的，可以延期30
天。30天之後如果情況沒有好轉，可以
繼續延期30天。

3. 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
心5月4日宣布：從今年6月1日起不再
接受郵局或快遞信件的查詢。所有的查
詢必須通過網絡查詢系統提交。

4.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 2月24
日起全面修改移民表格，嚴格限制移民
和非移民申請美國福利。綠卡或公民申
請人如果曾經使用過美國的社會福利，
如TANF, SSI, SNAP, Medicaid, 食物券
、住房補助等等，則會被拒絕綠卡或公
民申請。移民局也將嚴格審查以任何形
式申請美國簽證的申請人，如果認為申
請人未來有可能申請社會福利，就會拒
絕其入境。

5.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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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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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不確定11月份是否會持續這個排期情
況。壹般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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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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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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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旦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
主工作。而壹旦拿到回美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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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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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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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自從川普總統就職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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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的申請信息完全壹致。壹旦發現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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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治庇護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推翻
2004年以來壹直延續的申請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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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次申請的標準壹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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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旦有上述情況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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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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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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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ni@solisyanlaw.com 周壹到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壹期的電視節目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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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移民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職業移民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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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思牡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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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聖雅各之路(Camino de Santiago)
兩千多年前，第一位因跟隨耶穌犧

牲生命的門徒，雅各(Santiago)，在耶路

撒冷殉道之後，因他曾經到西班牙Galicia
地區傳教，遺體被送到今天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安葬，後來在這裡蓋起大教堂，

成為天主教徒重要的朝聖地。

西文Camino意思是「the way，路」。

聖雅各之路，嚴格來說不是一條路，而是

指從出家門，直到抵達朝聖地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這一路就叫聖雅各之路。在歐

洲的朝聖地圖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路

線，都是沿途有指標，幫助旅人可以依循

標示往Santiago de Compostela前行；其中最

有名的一條是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法國之

路(Camino de France，CF)，從法國出發，

翻越庇里牛斯山，全長約800公里。根據西

班牙朝聖者辦公室統計資料，2019年有登

記的朝聖者總計345,578人，其中有189,937
人走法國之路，佔總人數的54.65%。

十幾年來至少有四部電影和法國之路

有關：紐西蘭電影「聖雅各的天空(Camino 
Skies)」(2020年)；德國電影「我出去一下

(I’m Off Then)」(2015年)；西班牙電影

「朝聖之路(The way)」(2010年)；西班牙

電影「三個朝聖者（Tres En El Camino）」

(2004年)；每一部電影演繹的都是在Camino

路上的生命故事，但都與「朝聖」無關，

這樣的故事，永遠也挖掘不完。

我的聖雅各之路

一般人提到聖雅各之路，總聯想到法

國之路，也以為所謂聖雅各之路就是法國

之路。2019年春天，年過六旬的我選擇徒

步行走的是全程都在西班牙境內的銀之路

(via de la plata, Silver way)，一年不到一萬

人走的冷門路，從西班牙南境的Savilla北
行，經過Salamanca、Ourense、到Santiago 
de Compostela，再續行到世界盡頭Fisterra，
背上揹著超過十公斤的背包，50天，超過

一千公里。一路上：

有晴天、有雨天、有下雪天；有爬

山、有涉水；有一望無際的牧場、有森

林；有村莊、有小鎮，有大城市。

有時，行路過程中4-5小時，只見成群

的牛、豬、羊，或者橄欖樹、葡萄園，就

是見不到任何人。

有時，沒注意到路標，迷路了，總有

天使適時的伸出援手！

有一回，離開大城市，一路看不到路

標，在關鍵轉彎處有人停車提醒；

有一回，在森林中錯過路標約三百公

尺，正好有人經過，提醒、陪伴回到路標

處。

也曾經，被好心的警察叫上車，載

了十幾公里之後，在小鎮外兩公里讓我下

車，和其他背包客一樣用雙腳走進小鎮。

我感恩，路途中唯一的一次小小跌跤

是在進了小鎮的馬路上，當時，旁邊正好

有位來自比利時的醫師。如果是在沿路上

發生意外，以我總是落後的腳程，恐怕要

到第二天才會有人發現。

有一天，跟夥伴講好第二天要走32
公里，但說完就後悔了！走32公里可能沒

問題，但按我的腳程恐怕搶不到床位！我

哭喪著臉跟荷蘭人訴苦，荷蘭老兄問我：

Are you a religious person.(你有信仰嗎？）

言下之意，除非神蹟！話才說完，旁邊帶

著老婆和三個孩子一起行走的西班牙人對

我說：我可以幫妳載背包！得到西班牙人

的幫助，第二天輕鬆上路，卻也演出有史

以來最離譜的迷途，最終被陌生人載到幾

十公里外的高速公路旁和西班牙人一家相

包烤雞肉、皮薩，腦海中我馬上聯想到要

轉贈送給路邊乞討的老墨A媽媽，看看手

錶已是下午6時39分，不知道她回家了沒

有？或是尚在街頭乞討呢？

筆者在百利大道上往西開15分鐘後，

遠遠看到A媽媽尚在街頭乞討，趕緊拿給

她烤雞肉、皮薩，只見她高興的說「謝

謝！謝謝！我拿回家給孩子們吃！」。雖

然我們很難得碰上面，也不知道A媽媽名

字，但她深咖啡色的皮膚身影與笑容常在

我的腦海中，休士頓夏季氣溫酷熱沒有難

阻她站在街頭乞討，有時遇上天空下著小

雨，我也看到她那偉大的母愛為養育兒女

甘心在街頭乞討。

◎友人來信

2020年西南國語教會支持的神學生牟

忠慈弟兄(住在北卡)信
潘師母：我八月底自台北已回到北

卡。我母親的情況曾好轉出院，這兩天全

身發腫又進了醫院。台灣因正逢中秋節休

假，我們還在等醫生進行更仔細的檢查。

謝謝教會弟兄姊妹持續為我母親代禱。我

很感謝神應允眾聖徒的禱告，讓我有一段

非常珍貴的時間在病床旁陪伴我母親。求

神完全清除我母親體內的癌細胞，醫治我

母親，不是為人的榮耀，而是為祂的榮耀

和見證！

謝謝潘師母的分享，給我很大安慰。

母親和我們兄弟之前已同意不讓母親

回天家前受太大的苦。也請為我禱告，當

神的時間到時我能夠放手。

請轉達我再次誠摯感謝劉華華姐妹禱

告和教會長執們不斷以禱告托住我母親。

願神的旨意成就！神祝福西南國語教會眾

弟兄姐妹們！

會。

五十天的路程上，除

了一路同行，但腳程幾乎是

我兩倍的鄒老師外，沒有碰

到過任何一位講華語的人，

但天使不斷；其中最讓我懷

念的除了為我載背包的西班

人一家外，就是來自義大利

的Sandra 和Mira陪伴我們在

最開始的階段，走了將近一

半的路程；以及最後一段，

已來過無數次的比利時人

Geert，帶我到世界盡頭覓

一面海處安靜沉思，然後分

享靜思的體悟。

有人說：對有信仰的

人來說，最遠的旅程乃是內心之旅 (inward 
Journey)。我感恩上帝給我這樣走出去的機

會。Camino，原意就是道路，腳下走的是

千年古道，也是人生路。

我不是去朝聖，我是去走路；在行路

中，享受在大自然裡，與自己對話、也享

受與上主對話。

我不是去朝聖，我是去體悟生命；

人生可以何等簡單，生命旅程中真正需要

的，其實不多，兩套可以換洗的衣服、一

老墨的眼睛有如鷹的眼
六月中旬有天

黃昏約七時我開車

載小淑姐妹回去打

工，路經百利大道

與八號公路交界遇紅燈時停下車，筆者右

轉回頭見有位老墨正向我說話、比手勢，

我搖下車窗，他又大聲疾呼「太太，我看

到你的右前輪的車胎扎了個大釘子喔！」

不知道是真是假，我還是謝謝他。我告訴

小淑我們折返開去“豪克”修理廠，請林

老闆幫我檢查看看，延後再送你回去主人

家。我告訴小淑「我近兩周總是感到開車

怪怪的，感覺車胎不平穩，另外也有感到

不知道在車子哪裡有問題，總是有聽到風

吹吱吱作響聲哩！」

感謝林老闆延後下班，愛心幫忙我找

到右前輪的車胎上的確扎了個大鉚釘，也

在汽車前面橫槓下發現有塊東西懸墜著，

導致汽車行進間有風吹它，它就不時發出

吱吱作響聲。感謝林老闆完全處理完後，

讓我們可以安心上路，送小淑平安回到主

人家中。

我稀奇這位老墨先生的眼睛有如鷹的

眼，怎麼這麼巧就在等紅綠燈時，他竟

然就看到有大鉚釘扎在我的右前輪車胎上

面，深信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
感謝天父賜給我們女人第六感靈覺靈

敏，猶記得三十年多前，在紐約水牛城居

住時，有一天我開車，潘牧師坐在右邊前

座上，中途我聞到撲鼻而來的排放出來的

汽油廢氣味，我告訴先生，他不以為有什

麼臭氣味，還說我怎麼常挑剔他的車子有

問題呢？我們開去車行請修理汽車工人檢

查時，修理汽車工人說「潘先生，你太太

真厲害，用她的鼻子聞味道聞出來車子真

的有問題喔！你們的汽車前面排廢氣管破

裂一個洞，故未完全排出去汽油燃燒的廢

氣，反而從冷氣風口進入到汽車內了」潘

牧師聽修理汽車工人解說後才明白，他也

看著我笑瞇瞇，心服口服了，先前錯怪了

筆者。

《箴言書9章10節》敬畏耶和華的是智

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老墨A媽媽的愛
3月至 8月中筆者陸續收集夏天大人用

衣物與男女小孩子用的冬用雨絨衣服暨點

心餅乾等，轉送給路邊貧困乞討的老墨A
媽媽，老墨A媽媽非常高興與感恩。

8月中我在中國城有人贈送筆者兩大

Camino 一路上的指標。

◎楊麗瑾在西班牙徒步千里行

雙好走的鞋子、一支輔助上下坡時支撐兼

嚇嚇小動物用的登山杖、口袋有一點零

錢。

行過的這一路上，有柏油路、有泥土

路；有碎石路、有爛泥路。這就是人生！

走過去，柳暗花明，另一村又到了！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
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
樂。(詩篇 16:11)

親愛的朋友們， 
這是我在 11 月 3 日美國投票日前寫給

80 萬人的最後一封信。我們正處在美國歷

史上驚心動魄的時刻。請允許我複述我在 8
月份的公開信中的簡短評論，因為它與今天

的局勢有關。

 許多政治評論家都說，2020 年這次

選舉，是自 1864 年以來，最重要的選舉。

1864 年的選舉，是亞伯拉罕•林肯爭奪連任，

他的對手是民主黨人喬治•麥克萊倫（George 
McClellan）。 

1864 年那一年，我們深愛的美國岌岌

可危。如果林肯輸了，南北戰爭就會草草了

結，邪惡的奴隸制會繼續在南方各州，甚至

在北方，合法存在。如果林肯輸了，聯邦就

會四分五裂。感謝上帝，林肯先生贏了，儘

管這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現在，這即將來臨的總統選舉，是另

一場對我們民主政體的穩定性（存亡）至

關緊要的選舉。金裡奇（Newt Gingrich）曾

說，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可能會扼殺我們所

熟知的文明。他也許指的是一場可能爆發的

革命。不管怎樣，我相信他對我們國家的深

切擔憂，是有道理的。幾個世紀以來，美國

一直是自由的明亮之光，照耀著美國國內和

世界各地。

 如果我們放棄我們立國的核心價值，

世界也會因此受苦。擺在我們面前的二選

一，是如此黑白分明。 

美國同胞們，你如何決定投票給誰？

如何選擇我們的首席執行官？最近幾周，

我從幾十個朋友和熟人那裡聽到，他們僅

僅根據候選人的言辭、語氣、風格或受歡迎

程度，來做出決定。這是否也是你的選擇方

式？

 就在剛才，我正要回應上面的選擇方

式時，我的妻子雪麗給我看了幾分鐘前來自

她朋友的一份電郵。電郵引用了一段匿名的

陳述，直戳心窩，內容如下。 
“這不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人氣秀或

個人秀的競賽。我投票，不是選個人，而是

選政策！ 
“我投票，是選擇維護第二修正案，

是選擇下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選擇維護

選舉團，是選擇維護我們賴以生活的共和

國，是選擇維護員警、法律與秩序，是選擇

支持軍隊和為國效力和犧牲的老兵，是選擇

支持在公共活動中經常被消失的國旗，是選

擇維護我的話語權及不被審查的權利，是選

擇支持邊界的安全，是選擇維護毫無恐懼地

讚美上帝的權利，是選擇保護每一個可能被

流產的未出生的生命，是選擇保護自由和美

國夢，是選擇美善抵擋邪惡。我不是投票選

擇一個人！ 
“我是在為我國家的未來投票！” 
這段話說得再好不過了。我還想在作

者的單子上，再加上一些。 我投票，也是

選擇能夠在國際上行正道的領袖，是選擇那

杜布森博士
致基督徒的公開信：

如何面對即將來臨的大選
◎文：杜布森     翻譯：狄鉑娜

些支持以色

列的人，是

選擇那些保

護兒童免受

左派課程洗

腦的人。是

選擇國家的

財政廉潔，

是選擇父母

的權力，選

擇在家教育

的權力，是

選 擇 郊 區

的自由，是選擇支持窮人小姐妹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和其他基督教組織，是

選擇各種族的合一，是選擇“我們相信上

帝”，選擇支援在校園中禱告，是選擇支持

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士的良心自由，是選擇傳

統婚姻，是選擇保護所有階段（母腹中）的

生命，是選擇反對安樂死，反對醫生協助人

自殺，是選擇用智慧來處理這場疫情，是選

擇保護教會不受政客的壓迫。

最後的思想：從各種角度來看，這次

大選不是關乎你，當然也不關乎我；而是關

乎到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孫子，以及未來的

子子孫孫——若他們還能夠出生的話。

這次選舉對我們的後代，我們至愛的

國家，具有極深遠的影響。這關乎我們的憲

法及其所保護的永恆不變的上帝賦予的權

利。關乎到價值，真理，偉大和希望。為什

麼說以人的個性特徵選擇總統是非常不幸

的？這就是原因。 總之，這次選舉，是選

擇（建造美國這棟大廈）所有的大理石：總

統，眾議院，參議院和最高法院。是他們共

同制定了這個國家的議程（路線）。

 如果你愛美國，不希望它“從根本上

被改變”，是時候做下面的三件事了。 
1.  空前殷勤地禱告，求上帝使這個偉

大的國家免於遭受暴政，免遭對宗教自由的

壓迫。 
2.  做義工幫助你的候選人。 
3.  投票選擇那些最能維護你的價值觀

和信念的候選人。 
另外，請將這封信轉發給你的朋友、

家人和其他你能影響的人。 
願上帝祝福美國！  
                      ——詹姆斯·杜布森博士

有主相伴的人生路。

　　作者介紹：杜布森 James Dobson博士為美國著名基督徒領袖，Focus on Family（愛家
協會）的創始人。2020年 10月 1日，他寫了這封“致基督徒的公開信”，以下是譯文。
原文連結：https://www.drjamesdobson.org/newsletters/October-newsletter-2020。

杜布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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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是唯一給我們現值卡的組織

新冠肺炎與颶風  重創蘿拉颶風受災家庭

四級颶風蘿拉重創美國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慈濟美

國德州分會志工在多次勘災和協助災民登記申請

補助後，在10月3日前往距離兩個小時車程外的災區，為

橙市（Orange）、杜威（Deweyville）、德昆西市（De 

Quincy）的災民進行發放。這裡的受災戶多數沒有房屋保

險，且因災戶數不足無法列為聯邦災區，災民得不到重建補

助，只能帶著孩子住在車上或是庇護中心。 

 當天發放855包的香積飯、450包香積麵、223條環保

毛毯、280只口罩，另發出257張共計121,900美元的現值

卡，共有339戶家庭受惠。

8月27日從路易斯安那州卡梅倫市登陸的四級「蘿拉颶

風」(Hurricane Laura)，對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瀕臨墨

西哥灣沿岸地區社區造成嚴重破壞，幸好在颶風來襲前許多

居民被撤離，但颶風過後，這些居民只能無奈面對全毀的家

園，根本無法回家......。

◎ 被聯邦忽略的災區

◎ 善與愛的循環

◎ 三年才能回家

◎ 民風堅韌強悍

採訪：劉本琦 / 作者：王偉齡

作者：劉本琦、許書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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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在趕路途中正要進休息站停車時，載著大批慈濟環

保毛毯、香積麵、香積飯等物資的慈濟小貨卡正巧爆胎，眾

人都覺得是菩薩保佑，否則若在高速中突然爆胎會更危險。

志工們當即決定發放不能延後，志工馬上把部分香積飯、香

積麵搬到另一輛載著賑災現值卡、發放帳篷桌椅的車，讓其

他車輛繼續前行，留下少數志工聯絡拖吊車來維修小貨卡。

 志工趕到發放現場杜威高中時，看到校外已排出長長的車

陣，有70多台車等候在路邊，後面還有車陸續加入，許多受

災家庭到慈濟發放會場，找尋一絲希望。發放開始進行一個半

小時後，慈濟小貨卡用新輪胎載著其他物資抵達，除了現值卡

外，志工又奉上環保毛毯、香積麵、香積飯和防疫口罩。

 被撤離到休士頓的受災戶透過社群媒體，分享他們蝸居

在德州撤離旅館的情況，以及對重建家園的無助心情，令無

數休士頓居民感同身受。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經過數日聯

繫和準備，在9月26日準備了現值卡、個人生活用品、香積

飯、香積麵、醫護口罩包、嬰兒奶粉等物資進行發放。

 志工到休士頓魏斯契斯區（Westchase）的萬豪居家酒

店（Residence Inn by Marriott)，位於休士頓西北區的凱

悅酒店（Hyatt)，以及位於休士頓凱蒂區（Katy）的另一家

居家酒店，關懷災民並進行發放。共計提供21個家庭生活物

資，發放6個家庭急難救助的現值卡。

 原居住在路州查爾斯湖市（Lake Charles, LA）的佛

蘭西絲·柯爾（Francis Cole)，看到丈夫賴瑞·柯爾（Larry 

Cole）分享手機中的照片，她哭著說：「這個房子有我們全

家8個孩子、11個孫子的成長回憶，現在全都失去了，即使

再重建修復也不一樣了......」
育有多名子女的母親珍妮佛·蔻密爾（Jennifer Cormier）回

憶，2008年古斯塔夫颶風（Hurricane Gustav）緊急撤離

日期：2020年10月17日 (六) 德州時間下午6點
慈濟美國官網直播：tzuchi.us/zh/concert

慈濟美國臉書直播：facebook.com/TzuChiUSA

請透過下列方式護持本次音樂會： 
立即捐款或音樂會贊助：
tzuchi.us/zh/TogetherWhileApart#donate

音樂會直播中捐款：facebook.com/TzuChiUSA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猛烈衝擊美國家庭，唯有愛，能膚慰
傷痛。慈濟美國在全美各社區不斷動員，化慈悲心念為行動，
一步步弭平疫情對社會、家庭、和個人造成的傷害，在接近歲
末時節，慈濟美國將首度於10月17日星期六，在雲端舉辦「慈
善感恩音樂會」，凝聚眾人之力馳援全美陷入困境的家庭。
 若您願意成為慈善感恩音樂會的贊助者，我們將會在慈
濟美國的多媒體（如活動網站、電子報、社群媒體、或音樂
會直播時的銘謝字幕⋯⋯等），致上對您的感謝。請聯繫慈
濟美國德州分會洽詢贊助項目，地址：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713-270-9988

 因人們在傳統市場內宰殺動物販售，讓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迅速蔓延全球，重創生命與經濟。
在此世紀疫情的當下，慈濟美國深刻反省催生成立 
「素行動聯盟」，廣邀餐廳和蔬食產品製造商，共同
推動飲食潮流2.0，讓吃素成為方便、美味、營養、有
趣的飲食選擇。讓我們攜手，大範圍大規模推動茹素
理念，為地球和人類的永續而努力。
 參與的餐廳和食品製造商僅需以素餐點為主，提
供產品折扣或優惠，即可加入「素行動聯盟」。合作
夥伴將獲「素行動聯盟」為您的餐廳設計和推廣優惠
折扣的宣傳品，一旦您確認後，就可開始使用並進行
媒體宣傳。

慈濟美國雲端慈善感恩音樂會
慈悲的飲食
文化變革

當地消防局局長（紅衣者）和幾位當地居民也加入發放行列，
幫助災民走出絕境。攝影／吳偉雄

 十點鐘前志工布置好發放場地，在高中籃球場上分四個

車道發放。當志工彎腰恭敬地把現值卡遞給卡迪加時，年輕

的非裔媽媽哭著說：「我們到處去不同的發放會場，有些給

我們食物，有些給我們衣服和祝福，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的；

但慈濟，是唯一一個給我們現值卡的組織⋯⋯。」

 發放過程中，天空出現隆隆作響的軍用直升機黑鷹，

七、八台聲勢浩大，為鄰近的路易斯安那州送去救災物資，

但同樣被颶風摧殘的德州東部邊境社區居民，只能眼睜睜看

軍機飛過，沒有一台會為他們降落。

在杜威消防局服務三十多年的局長馬克·麥考爾（Mark 

McCall）和當地居民，也披上慈濟志工背心來幫忙：「過

去四年，每一年這裡都有大規模天災。」馬克是在九月份結

識勘災的慈濟人，當志工承諾一定會帶資源來時，他深受感

動：「當晚我跟太太說，有個從沒見過的組織竟從休士頓跑

來，承諾要幫忙。」

 馬克表示，當地人個性堅毅，遇到災難能自己撐過捱過

的，就不會輕易開口要別人幫忙，但過去幾年接連的自然災

害，再加上新冠疫情打擊，毀了許多人的生計，家中資源都

被耗盡了。他充滿感情的說：「你們的出現，充滿了祝福與

恩典。」

 志工同時發給災民一封慰問信，其中感謝災民願意走

出來對外界求援，讓慈濟人有服務他們的機會。志工黃力禾

（Scott Dyson）說：「這對當地居民來說，很不容易，要

放下他們的自尊，所以我內心充滿了感謝。馳援的關係是平

等的，愛的流動是雙向的，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馬克聽了黃力禾這段話，綻放出笑容，他所守護的社區

有了支撐的力量，雖然無情的天災和疫情，正重創著他的社

區，但他從慈濟人的行動中感受到愛的支持力量。

 請加入慈濟美國『有愛無懼・慈悲相繫』雲端慈善感恩

音樂會，同心同願，化愛助人，讓我們攜手渡過！

慈濟發放除
了現值卡，
還奉上環保
毛毯、香積
麵、飯、防
疫口罩。
攝影／林書賢

 柯爾夫妻在幾個月前，剛因心臟病失去了長子麥可

(Michael Cole)，並經過法院程序取得四歲孫女及三歲孫兒

的監護權。沒想到蘿拉颱風形成的小型龍捲風，把他們的家

整個颳飛。面對喪子之痛和家園被毀，佛蘭西絲樂觀地說：

「我每天一定要為一位自己認識的人及一位陌生人做一件好

事。希望別人能因為我做的好事，而有一整天的愉悅心情。

很感謝慈濟幫助我們，我相信這是善，也是愛的循環。」

時，她和家人在途中發生嚴重車禍，有家人因此往生。這次

又遭遇颶風撤離，儘管她有一個兒子住在休士頓，但考量到

她另外兩個兒子和一個媳婦先前都感染了新冠病毒，雖然當

前已康復，但為了家人健康安全，她們家選擇到撤離酒店暫

時安置。

 珍妮佛一家的房子被一顆倒塌的大樹壓垮了，她三個姊

妹的房子全因颶風全毀，家人流離失所，她激動地說：「我

很感謝你們多次聯絡我，並真正來這幫助我，我雖然感到困

難孤獨，但看到還是有人這麼關心我，這對我意義重大。」

 災民凱拉·愛德華（Kyla Edwards）向志工描述自己房

子被樹打到有多處損壞，目前還沒有恢復電力。2018年麗塔

颶風（Hurricane Rita）她被撤離到達拉斯，又遷到休士頓，

之後住在「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提供的活動

屋，直到三年後房子修好才搬回家，這次她預估又需三年才

能再回家。

感受到慈濟人的關懷，珍妮佛忍不住落淚。攝影／劉本琦

休士頓志工到撤離災民的酒店訪視，了解居民需求並進行發放。
攝影／李建明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和
颶風重創德州家庭，慈
濟美國德州分會與休士
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
10月10日與10月24日舉
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
動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家
庭，幫助居民了解到他
們並非孤單無助。
 本次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
受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口罩。
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完為止。

休士頓慈濟蔬食發放活動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10月10日，上午 11 點
開始發放至1點止

食物發放地點：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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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日，美國移民局在
移民政策手冊(USCIS Policy Manuel)中
發布了了壹條政策警告，明確規定共產
黨員或其他極權組織成員申請移民美國
時會被美國政府拒絕。此後，“共產黨
員不能移民美國、” “黨員不能入境美
國”等傳言不絕於耳。

請註意，這裏只是壹條細則或者警
示，而不是壹條新規。其實，禁止共產
黨員移民美國是從1950年國內安全法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實施以來美
國的長期政策，並非2020年10月2日
的細則發布之後才有。而這次發布的細
則內容其實只是把長期遵循的規則用文
字確定下來，使今後對這壹類人群移民
申請的裁定有章可循；同時，對共產黨
員的移民申請拒絕的理由做出了更為細
致的解釋。比如，在移民與入籍歸化法
INA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的 INA 212 (a)(3)(D)條例中，規定了那
些對美國國家有威脅的人(包括共產黨
員)不可以申請美國綠卡、不可以申請入
籍成為美國公民。為什麽呢？因為共產
黨員的身份與在入籍宣誓時的誓言嚴重
不符、甚至直接對立和不相容。值得壹
提的是這項細則中寫的不僅僅是現在擁

有黨員身份的人，還有加入過共產黨或
者有關聯的人(affiliation)，這就包含了
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的人。那麽，這是否
意味著共產黨員沒有辦法移民美國，不
能申請移民了呢？其實不然，凡事總有
例外，在凡事嚴格照章辦事的美國，您
只要符合例外的情況，也是可以申請移
民美國，獲得美國綠卡的。

首先，共產黨員或者曾經是共產黨
員的人有權利申請各種類型的移民，雖
然不是那麽容易被批準，但是在符合如
下特定條件的情況下也是可能被批準的
，不能壹概地盲目相信網絡上的謠傳。
究竟哪些特定條件屬於例外呢？壹是政
治庇護申請者因為其身份的特殊性而可
能獲得諒解和批準，因此曾經是共產黨
員的政治庇護申請者就不用擔心這個問
題。當然，遞交了庇護申請後，共產黨
員的身份是必須放棄的，也就是必須及
時辦理退黨手續，並有可信的證據。如
果還沒有辦理的，在遞交庇護申請前就
應該及時辦理；如果遞交後還沒有辦理
退黨手續，則必須提供證明，說明沒有
辦理退黨手續的特殊原因。現在辦理退
黨的辦法比較多，比如遍布美國的退黨
辦公室，或者是當地的壹些受理退黨請

求的報社或者服務機構。總之，在什麽
都講究客觀證據的美國，這麽嚴肅的問
題，肯定是口說無憑的，必須有可信的
證據。其二，美國政府在1951年對內
部安全法(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進
行補充時就明確指出，只有自願成為黨
員的才不允許移民美國。而年齡在16歲
以下且由於法律法規被動成為黨員的；
由於就職被強行要求必須成為黨員的；
由於必需的生活食品供給被強行要求成
為黨員的，這些人都是可以申請移民美
國的。 其三，在其移民美國的申請被
受理前，也就是收到移民局的 receipt
通知前兩到五年就已退黨且對美國的國
家安全沒有威脅的人，是可以申請移民
美國的。其四，為了確保家庭團聚，出
於人道主義的考慮，美國公民的配偶、
父母、兒女、兄弟姐妹不受該法律影響
，前提當然也是要求退黨的。其五，若
不在下面範疇，雖是共產黨員，也可通
過申請豁免而獲準移民美國、拿到綠卡
、並成為美國公民：間諜、恐怖主義、
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公共安全包括具有
犯罪刑事和幫派活動歷史、知識產權侵
害、信息安全風險包括虛假宣傳活動、
選舉安全的風險、和對公共健康的風險

等等。可見，不要因為您以前加入過極
權組織而害怕移民美國。

總之，這次並沒有發布任何新的規
則，更不是美國政府惡意限制移民，而
只是對過去制定和頒布的法律翻出來再
次強調或者警示。只要您認真看了以上
分析，就應該更加全面認識這個細則，
並對移民美國仍然充滿信心。以上內容
僅供參考，不作法律依據。

編者按：田律師是美國律師協會和
德州律師協會會員，以擅長經辦各種移
民案件著稱業內，特別是政治庇護和職
業移民申請，且於2017年和2020年連
續四年被評為德州十佳移民律師。田律
師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地上庭經驗，
同時精通於撰寫各種上訴狀、上訴成功
率高。另外，田律師博采眾長，擁有美
國法學博士學位、英美文學本科和碩士
學位及電腦方面碩士學位，還曾擔任華
中科技大學外語系專業英語教師。他為
人謙虛、熱情、責任感強，極具親和力
，視客戶如家人，把客戶的事當自己的
事，急客戶之所急，憂客戶之所憂，樂
客戶之所樂。

Attorney Fangzhong TianAttorney Fangzhong Tian
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

Dallas Office:Dallas Office: 1104611046 Chanay Dr.,Chanay Dr.,
Frisco, TXFrisco, TX 7503575035

Houston Office:Houston Office: 21272127 CobblerstoneCobblerstone
Ct., Sugar Land, TXCt., Sugar Land, TX 7747977479

Tel: (Tel: (972972)) 978978--29612961; (; (713713)) 559559--20782078;;
((214214)) 646646--87768776; (; (832832)) 789789--19971997

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tianfangzhong@yahoo.comtianfangzhong@yahoo.com

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

共產黨員真的不能移民美國了嗎共產黨員真的不能移民美國了嗎？？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Sri KulkarniSri Kulkarni 施瑞施瑞--庫卡尼庫卡尼：：20202020年大選中將可望成為第壹位德州亞裔國會議員年大選中將可望成為第壹位德州亞裔國會議員

2020年美國大選已經拉開帷幕。在全美亞裔
候選人中，休士頓的Sri Kulkarni （施瑞-庫卡尼
），最引人註目，成為佼佼者。他在休士頓郊區
Texas 第22國會選區競選聯邦眾議員（包括Sug-
ar Land, Katy, Pearland, Clear Lake, 等）。
Image for post

Sri 在2018年中選和兩次初選中，因團結亞裔
和為他們發聲，而打破共和黨的40年長期控制和

對弱勢群體的忽視，迫
使當了10年之久的現任
國會議員 Olson 退選
【Yahoo/Business In-
sider 新聞】。此選區
亞裔人口已突破20%，
是德州亞裔人口最高和
增長最快的國會選區，
但目前還沒有過亞裔代
表。德州亞裔人口突破
壹百萬，但歷史上，也
從來沒有亞裔國會代表
。如果成功，Sri 將成
為德州第壹個會中文的
亞裔國會議員。

Sri 的成功來自於他的不同尋常的經歷。他曾
任職於美國國務院外交部14年，會中，俄，西班
牙等6種文字。他曾出使過俄國，臺灣，和戰火紛
飛的中東地區，擅長解決國際糾紛和移民事務。
在美國的“內戰”混亂，疫情肆虐，種族矛盾，
黨派分裂，國際關係緊張的今天，特別需要清醒
理智，有經驗才幹的領袖，挽救危機，治理國家
。正所謂“亂世出英雄”。因此 Sri 在2018年，

就已經成為全美亞裔國會候選人的新星, 得到多項
重要背書推薦，包括Houston Chronicle，前總統
Obama，現副總統候選人Kamala Harris, 等。

Sri在休士頓西南地區長大，母親是17世紀最
早從歐洲到德州的Sam Houston家的後裔，父親
來自印度，是Rice大學語言系專家和教授。 Sri曾
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公共管理學院深造獲得公共管
理碩士，並曾在聯邦參議員辦公室工作。

他提到，之所以回到休士頓參選，是因為他
痛心於目前美國的分裂和倒退，族裔和黨派之間
的仇視和暴力。再加上現任川普政府對疫情的失
控，造成社會大癱瘓，失業和國債暴漲。這個最
先進，移民最嚮往的國家卻陷入全世界最落後，
最混亂的狀態。壹種對歷史和國家的使命感驅使
他回到老家休士頓，為國報效，聲張正義，為老
百姓解決疾苦。

Sri 在民主黨壹方參選，競選綱領包括重整經
濟和社會安全，恢復以科學為核心的公共政策，
給與大眾健康保險和安全保障，盡快使美國脫離
疫情，社會回到正軌。同時他來自亞裔家庭，深
知移民的努力和工薪階層的貢獻，因此對教育和
移民政策更加關註和重視（詳見網頁 https://
Sri2020.com/)。

Sri 擅長外交和矛盾調解，這也將對華裔社區
帶來幫助。否則大國之爭，戰火打響，只能是百
姓遭殃。自特朗普打美中貿易戰以來，華裔就背
負了各種反華和反移民的壓力，加之“經濟間諜
”和“功夫病毒”的雙重標籤，使每個人都生活
在歧視和壓力之下。 Sri 曾強烈譴責共和黨領導人
利用新冠點燃仇視華裔，把美中關係當政治把戲
的做法【Texas Tribune 新聞， Texas Monthly新
聞】。

他號召全體華裔，抵制種族歧視，抵制反智
反科學的歷史倒退，反對戰爭，反對暴力，用每
個人的力量，保護美國建國的基石，真正的價值
，移民的地位，和社會的進步。美中矛盾是否繼
續惡化，“排華法案”是否重演，疫情是否控制
，就看每個人在2020年大選的投票。

提起投票在10月13日周二開始，到10月30
日結束。Sri 將於本週六10月 10日晚7：00PM
（中部時間），參加休士頓地區亞裔社區後選人
見面會，與選民溝通並回答問題，共商挽救社區
和國家的大計。參加網上社區會議, 請提前註冊
Zoom：https://bit.ly/3n9fRMG 。華裔助選，請聯
系施慧倫博士：Helen.Shih@Sri20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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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慶祝金城銀行慶祝3535周年慶周年慶
為低收入民眾提供免費流感疫苗注射為低收入民眾提供免費流感疫苗注射，，並致贈口罩並致贈口罩

為慶祝創行35周年慶並回饋社區的長久支持，
並避免COVID-19疫情傳播，金城銀行取消原訂十月
舉辦的三十五周年行慶活動，並將活動經費捐出，
邀請希望診所為社區低收入民眾提供免費流感疫苗
注射。10月8日星期四一早在金城銀行總行營業大
廳外，許多社區民眾陸續抵達，有秩序的填寫資料
並接受疫苗注射。為感謝客戶的持續支持並提醒防
疫的重要性，周年慶當日親臨金城銀行的客戶均致
贈口罩，以分享金城銀行行慶的喜悅。

當日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楊明耕副董事長
、Al Duran副董事長、董事譚秋晴議員、林懿明執
行長、吳國駒總經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
處長、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奕芳主任與希望診所負
責人及他們的團隊，均於百忙中撥冗參加，為金城
銀行三十五周年慶獻上祝福。

吳光宜董事長表示： 「感謝所有客戶和社區好
朋友們對於金城銀行的一貫支持！金城銀行自1985
年創行以來，由最初的規模，一路努力耕耘，直至
2019年總資產額突破十億美元。我們在南加州阿罕
布拉市(Alhambra) 和塔斯汀(Tustin) 設立分行，並有
二個貸款辦公室，將服務據點延伸至加州。近幾年
來金城銀行均榮獲鮑爾財務公司(BAUER FINANCIAL，
INC) 最高五星評級。每個被鮑爾財務公司所推薦的
銀行均是財務健全，營運良好，並具備高於其主管
機關所要求資本適足率。而這一切都要感謝所有股
東、客戶和社區好朋友們的相挺和肯定！金城銀行
董事會、經營團隊和所有同仁也將秉持專業和熱誠
，與所有客戶攜手並肩，相互支持，共創榮景！今
天的免費疫苗注射也是金城銀行對社區的回饋，希
望幫助更多民眾增强抵抗力，避免病毒感染。」

金城銀行林懿明執行長表示： 「 2020年不論是
COVID-19疫情傳播，或是加州野火，對全人類都是

從未經歷過的災難。金城銀行自創行以來的設立宗旨就是服務社區
和民眾，金城銀行對於社區的關懷從不間斷。自疫情爆發以來，為
感謝第一線工作人員，我們除了贊助《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
》(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line Heroes) 的活動，更支持北美洲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捐贈口罩的募款活動，迄今在休士頓捐贈超過25萬
個口罩給療養院、弱勢團體、休士頓市政府、斯丹佛市政府、糖城
市政府、哈里斯縣政府、國會議員和警消人員等。金城銀行所有經
營團隊和同仁將持續強化作業流程，幫助企業度過難關，以服務社
區為宗旨，在金融專業領域中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以協
助客戶創造企業和個人的最大利

金城銀行感謝社區朋友們與我們歡慶35周年，特別推出貨幣市
場儲蓄帳戶，特惠利率0.68%APY, 相關存款限制及詳情請洽各分行
。金城銀行也將秉持服務社區的宗旨，與您共創利益，共享金色未
來！金城所致，點石成金！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話888-320-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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