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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gtbetteridea@yahoo.com
9219 Bellaire Blvd. Ste 153, 
Houston (百佳超市對面)luke8327792838@gmail.com kim8329302788@gmail.com

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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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電視15.3
的《生活》已經開播9年了，壹直是美
南電視臺的重頭節目，《生活》節目每
月分為幾個主題，其中的《生活》、
《大嘴吃四方》、《味全小廚房》等節
目在休斯敦家喻戶曉。2018年9月9日
起《生活》改版為《三個女人壹臺戲》
，每期三個女人侃閑篇聊八卦，節目由
《生活》節目總制片人黃梅子主持，借
鑒鳳凰衛視中文臺的《鏘鏘三人行》節
目，不過《三個女人壹臺戲》的主持人
和兩位嘉賓均為女性，由於主持和嘉賓
見聞廣博，學識豐富，現場氣氛輕松愉
快，三位美女如同閨中密友般無話不說
，各抒己見，交流自由觀點，不掩飾真
實性情，所以談者津津樂道，聽者樂趣
橫生。

本期嘉賓邀請兩位醫生，糖城的家
庭醫生張玫和黃金醫療美容中心的李玉
靜醫生，談醫療美容。請今晚11月21
日晚7:30鎖住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
收看《三個女人壹臺戲》，重播時間為
周日上午9:30-10點，周壹晚8點，周
二下午1:30。

您也可以在手機上同步收看，請至
APP Store下載Southern News Group,
下載好以後點擊進去首頁，再點擊STV
就可以同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了。

網上收看請進去youtube頻道，搜
索 STV15.3 Houston Life，然後點擊
“訂閱Subscribe”，以後就能隨時收到
訂閱提醒，收看到新《三個女人壹臺戲
》了。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1515..33《《三個女人一臺戲三個女人一臺戲》》
本周看点本周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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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AA22 芝加哥時報Chicago Chinese News星期五 2020年11月20日 AA22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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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自從 COVID-COVID-1919 新冠病毒在世界傳染肆虐以新冠病毒在世界傳染肆虐以
來來,, 就一直糾結著我們就一直糾結著我們,, 現在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現在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
步步，，我們正活在創鉅痛深的年代我們正活在創鉅痛深的年代，，後代人在讀歷史後代人在讀歷史
時時,,恐怕不容易理解我們現在的心境恐怕不容易理解我們現在的心境。。

根據約翰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全球已有全球已有
超過超過54005400多萬個新冠感染案例多萬個新冠感染案例，，廿國確診人數超過廿國確診人數超過
5151萬人萬人，，其中美國最嚴重其中美國最嚴重,,累計超過累計超過11001100萬例萬例，，佔世佔世
界五分之一界五分之一,,而自去年而自去年1212月記載了第一個死亡案例月記載了第一個死亡案例
以來以來,, 迄今世界已有迄今世界已有131131萬人死亡萬人死亡,, 當中美國死亡人當中美國死亡人
數逾數逾 2424 萬萬,, 每天新增病例超過十多萬人每天新增病例超過十多萬人,,伊州已連伊州已連
續十天超過一萬人染疫續十天超過一萬人染疫,,給我們造成的恐慌與震撼給我們造成的恐慌與震撼
已達驚心動魄地步已達驚心動魄地步！！

回顧過去這一陣子回顧過去這一陣子,, 無論是封城或居家禁令無論是封城或居家禁令，，都都

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秩序與工作方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秩序與工作方
式式,,由於經濟的重創對大多數人所造由於經濟的重創對大多數人所造
成的財政拮据與精神傷害都極其嚴成的財政拮据與精神傷害都極其嚴
重重,, 許多人正面臨著孤立許多人正面臨著孤立、、孤獨和抑孤獨和抑
鬱鬱,, 這種負面和消極的心情潛藏在社這種負面和消極的心情潛藏在社
會各個階層之中會各個階層之中，，所造成的傷害是持所造成的傷害是持
久的久的。。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CDC)的調查的調查，，在疫情期間在疫情期間,,竟有竟有 1313%%
的美國人使用過藥物來應對的美國人使用過藥物來應對 COVCOV--
ID-ID-1919帶來的壓力帶來的壓力,, 令人驚悚的是令人驚悚的是,,其其
中有近中有近77..22萬美國人死於服藥過量萬美國人死於服藥過量，，且且
已有已有 4040 多州報告了大量阿片類藥物多州報告了大量阿片類藥物
導致的死亡導致的死亡,, 在每在每1010個成年人中就有個成年人中就有
44人表示自己在與吸毒或精神疾病作人表示自己在與吸毒或精神疾病作
鬥爭鬥爭,, 又據美國醫學協會報導又據美國醫學協會報導，，在在 1818
至至2424歲的年輕人中歲的年輕人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有四分之一的人

在過去在過去3030天裡曾認真考慮過自殺天裡曾認真考慮過自殺。。
從上面的數據可證從上面的數據可證，，新冠疫情對我們個人與社新冠疫情對我們個人與社

會所造成的傷害有多大會所造成的傷害有多大，，由於這一陣子美國大選的由於這一陣子美國大選的
激情所造成的疫情擴散可想而知激情所造成的疫情擴散可想而知,, 現在選舉已結現在選舉已結
束束,, 社會上不應再有激情的對立與抗爭社會上不應再有激情的對立與抗爭，，許多州長許多州長
也都呼籲大家今年應從簡度過感恩節以避免病毒也都呼籲大家今年應從簡度過感恩節以避免病毒
感染感染。。

總統當選人拜登已成立了由醫學專業人士組成總統當選人拜登已成立了由醫學專業人士組成
的顧問委員會的顧問委員會，，拜登強調他的新政府將完全尊重專拜登強調他的新政府將完全尊重專
家的意見家的意見,, 因此該封城就封城因此該封城就封城，，該開放就開放該開放就開放，，這種這種
觀念絕對正確觀念絕對正確，，防疫不是意識形態之爭防疫不是意識形態之爭,, 只要尊重只要尊重
專家的意見就對了專家的意見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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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塵歸塵土歸土 DUST TO DUST

I see a strand of poetic gemsI see a strand of poetic gems
coming out of the urncoming out of the urn
twinkle in the bright autumn suntwinkle in the bright autumn sun
before falling into the open armsbefore falling into the open arms
of the earthof the earth

that thirsts for lovethat thirsts for love
and nourishmentand nourishment
graceful and elegantgraceful and elegant
unhurriedunhurried
a real lady from the Southa real lady from the South

我看到一串溫馨的詩句

從骨灰甕徐徐湧出

映著初秋和煦的陽光

紛紛投入

渴需愛與營養的大地

敞開的胸懷

雍容大方

不慌不忙

典型的南方仕女

正當川普在華府對支持他的死忠群眾致意正當川普在華府對支持他的死忠群眾致意，，
依然不承認敗選依然不承認敗選，，企圖翻轉選情之際企圖翻轉選情之際，，由中由中、、日日、、
韓韓、、澳澳、、紐和東協十國合組的紐和東協十國合組的””區域全面經濟夥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 關 係 協 定伴 關 係 協 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
nomic Partnershipnomic Partnership））正在越南完成簽署正在越南完成簽署，，這個經濟這個經濟
夥伴的組成具有多邊相助夥伴的組成具有多邊相助，，同舟共濟的意義同舟共濟的意義，，不不
啻為對川普的單邊主義當頭棒喝啻為對川普的單邊主義當頭棒喝！！

RCEPRCEP 早於八年前即倡議早於八年前即倡議，，目的在於通過參目的在於通過參
與國之間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以建立統一市與國之間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以建立統一市
場的自由貿易區場的自由貿易區，，中心思想正確中心思想正確，，尤其是參與國尤其是參與國
在在1010年內把關稅降至零率例的目標更是不凡年內把關稅降至零率例的目標更是不凡，，
所涵蓋面向廣泛所涵蓋面向廣泛，，包括各國經濟技術合作包括各國經濟技術合作、、服務服務
貿易以及知識產權等各領域貿易以及知識產權等各領域，，朝向多邊主義與朝向多邊主義與

合作合作，，經濟一體化的目標前進經濟一體化的目標前進，，
對各國都產生重大改變對各國都產生重大改變，，所以必所以必
須經過各參與國政府的核准才須經過各參與國政府的核准才
能生效推動能生效推動，，前景可期前景可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參這次參
與與 RCEPRCEP 的的 1515 國人口共有國人口共有 3636
億億，，佔全球佔全球 11//33，，1515 國經濟總量國經濟總量
達達 2727 萬億美元萬億美元，，佔全球國內生佔全球國內生
產總值產總值 GDPGDP 的的 3030%%，，其貿易總其貿易總
額也佔全球額也佔全球11//33，，所以儼然成為所以儼然成為
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影響影響
力無遠弗屆力無遠弗屆，，這對美國所造成的這對美國所造成的
衝擊相當大衝擊相當大，，也是拜登的新政府也是拜登的新政府
上任後所要面臨的重大考驗上任後所要面臨的重大考驗！！

遠在歐巴馬主政時代遠在歐巴馬主政時代，，美國美國
為重返亞洲為重返亞洲，，曾召集亞太國家曾召集亞太國家
籌組了籌組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關係協定””( TPP( TPP））以圍堵孤立中以圍堵孤立中

國經貿實力國經貿實力，，但在川普上任總統後改變美國經但在川普上任總統後改變美國經
濟政策濟政策，，退出退出TPPTPP，，對亞太國家改採對亞太國家改採11對對11簽署簽署
自貿協議自貿協議，，試圖為美國獲取最大利益試圖為美國獲取最大利益，，對中國方對中國方
面面，，不惜以提高關稅來打貿易戰不惜以提高關稅來打貿易戰，，如今川普處心如今川普處心
積慮想把中國排除在全球生產鏈之外的企圖在積慮想把中國排除在全球生產鏈之外的企圖在
RCEPRCEP成立後顯然已完全不存在了成立後顯然已完全不存在了!!

現在拜登上任後必定要改弦易張現在拜登上任後必定要改弦易張，，重整被川重整被川
普攪亂的國際秩序普攪亂的國際秩序，，振興全球經濟合作振興全球經濟合作，，並且重並且重
視亞太經合組織視亞太經合組織(APEC)(APEC)等等等等，，先讓美國重返已先讓美國重返已
改名為改名為CPTPPCPTPP的的TPPTPP，，才可讓美國與亞洲新興才可讓美國與亞洲新興
經濟體合作經濟體合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修補美國和只有修補美國和
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全世界其他國家才會獲全世界其他國家才會獲
得更大的收益得更大的收益，，美國才能夠真正的偉大美國才能夠真正的偉大。。

台灣的中天電視因營業執照到期需續照台灣的中天電視因營業執照到期需續照,, 竟竟
遭遭NCC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悍然拒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悍然拒絕,, 而且七而且七
位委員做出了七比零的裁決位委員做出了七比零的裁決,, 真是滑天下之大真是滑天下之大
稽稽,,這是台灣媒體的莫大的悲哀這是台灣媒體的莫大的悲哀，，不僅新聞自由不僅新聞自由
已死已死,, 而且更使得民主政治面臨嚴峻的考驗而且更使得民主政治面臨嚴峻的考驗！！

檢視這七位委員所做出的裁決主張與見解檢視這七位委員所做出的裁決主張與見解
真是荒唐至極真是荒唐至極，，他們無疑地是民進黨執政當局他們無疑地是民進黨執政當局
的御用學者的御用學者,, 在談到新聞理論與管理時在談到新聞理論與管理時,, 雖然念雖然念
茲在茲茲在茲,,振振有詞振振有詞,,滿口的仁義道德滿口的仁義道德，，但字字句句但字字句句
都充滿了謊言和兩套標準都充滿了謊言和兩套標準,, 完全喪失了知識份完全喪失了知識份
子的風骨子的風骨,, 他們正像是一群偽君子在傳道他們正像是一群偽君子在傳道,, 明目明目
張膽的戕害了媒體的尊嚴張膽的戕害了媒體的尊嚴,, 真可謂無恥之尤也真可謂無恥之尤也!!

台灣的民主政治得來不易台灣的民主政治得來不易,, 當年李登輝以權當年李登輝以權

謀之計任用郝柏村出任行政院謀之計任用郝柏村出任行政院
長長,,““新新聞雜誌新新聞雜誌””因畏懼軍人因畏懼軍人
干政干政,, 在雜誌的封面用在雜誌的封面用「「痛心疾痛心疾
首首」」四個大字嚴正抗議四個大字嚴正抗議，，而當時而當時
與政府站在對立面的與政府站在對立面的””自立晚自立晚
報報””也在社論中用這四個字表也在社論中用這四個字表
達作強烈不滿達作強烈不滿，，結果結果3030多年過多年過
後後,,軍人並沒有在台灣干政軍人並沒有在台灣干政，，台台
灣的民主更是不斷的在成長茁灣的民主更是不斷的在成長茁
壯壯,, 而新聞的言論自由更一直而新聞的言論自由更一直
引以為傲引以為傲，，成為台灣最珍貴的成為台灣最珍貴的
民主資產民主資產!!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今天台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今天台
灣最珍貴的民主資產竟然被這灣最珍貴的民主資產竟然被這
群所謂的憲法學者群所謂的憲法學者、、媒體專家媒體專家
與傳播教授組成的與傳播教授組成的 NCCNCC 徹頭徹頭
徹尾的破壞了徹尾的破壞了,, 在多元化的社在多元化的社
會裡會裡,, 有意見有意見,, 當然也應有當然也應有””異異

見見””,, 台灣多少的電視台為違憲主張台獨無罪不台灣多少的電視台為違憲主張台獨無罪不
犯法犯法,, 為何中天不能堅持一國兩制為何中天不能堅持一國兩制,,反對執政黨反對執政黨
作為呢作為呢！！

NCCNCC與民進黨政府內應外合與民進黨政府內應外合,,以以””政治正不政治正不
正確正確””來裁定一個電視台的存廢來裁定一個電視台的存廢,, 後患無窮後患無窮,,將來將來
政黨輪替後政黨輪替後,,必然會有下一個受害者必然會有下一個受害者!!

比起美國新聞自由比起美國新聞自由，，台灣真是差得遠台灣真是差得遠，，最近川最近川
普總統因在推特和臉書發表不實言論普總統因在推特和臉書發表不實言論,, 馬上被馬上被
貼黃標警告貼黃標警告，，他在電視現場轉播的談話立即被他在電視現場轉播的談話立即被
媒體切斷媒體切斷,, 美國媒體不畏權勢美國媒體不畏權勢,,善盡監督政府的善盡監督政府的
責任責任,, 但是台灣這些但是台灣這些NCCNCC學者卻代表政府來封學者卻代表政府來封
殺媒體殺媒體，，真是無恥之尤也真是無恥之尤也！！

在輝瑞在輝瑞（（PfizerPfizer））與與BioNTechBioNTech宣佈開發出效宣佈開發出效
力力9090%%的新冠疫苗一周後的新冠疫苗一周後，，位於馬州劍橋市的位於馬州劍橋市的
生技公司生技公司ModernaModerna也研發出效果高達也研發出效果高達9494..55%%的的
疫苗疫苗，，該公司計劃在該公司計劃在1212月初申請聯邦衛生部門月初申請聯邦衛生部門
批准後正式上市批准後正式上市,,預計今年生產預計今年生產20002000萬劑萬劑，，明年明年
產量將達產量將達55億至億至1010億劑億劑。。

這真是振奮人心的消息這真是振奮人心的消息，，俗話說俗話說””光明之前光明之前,,
必有黑暗必有黑暗”，”，這一陣子正是新冠病毒二度襲擊美這一陣子正是新冠病毒二度襲擊美
國的黑暗時刻國的黑暗時刻，，各州疫情十分嚴峻各州疫情十分嚴峻,,最新的感染最新的感染
總病例超過總病例超過11001100萬萬，，每日新增數比兩周前增加每日新增數比兩周前增加
8080%%，，密西根州再次封城密西根州再次封城,,芝加哥開始實施芝加哥開始實施3030天天
居家令居家令，，北達科他州和新墨西哥州有一系列限北達科他州和新墨西哥州有一系列限
制制，，包括臨時禁閉和學校停課以及強制戴口罩包括臨時禁閉和學校停課以及強制戴口罩
等等，，大流行病惡化的黑暗景象和大流行病惡化的黑暗景象和PfizerPfizer與與ModMod--

ernaerna疫苗不久將出現的光明形成了疫苗不久將出現的光明形成了
鮮明對比鮮明對比!!

平心而論平心而論，，疫苗能快速出世疫苗能快速出世，，川普川普
總統功不可沒總統功不可沒，，他斥資數十億聯邦他斥資數十億聯邦
經費一手創立的經費一手創立的””神速任務神速任務””小組小組
（（Operation Warp SpeedOperation Warp Speed））加速完成研加速完成研
發任務發任務，，值得肯定讚揚值得肯定讚揚，，相信相信 PfizerPfizer
與與ModernaModerna不會有政治的考量不會有政治的考量，，故意故意
延後在選後才宣佈佳音延後在選後才宣佈佳音，，不過話又不過話又
說回來說回來，，如果他們在選前就發佈消如果他們在選前就發佈消
息的話息的話，，一定會造成震撼和爭議一定會造成震撼和爭議，，反反
而使很多人不相信疫苗的藥效與安而使很多人不相信疫苗的藥效與安
全性而拒絕接種全性而拒絕接種。。

這次這次ModernaModerna與輝瑞都是使用最與輝瑞都是使用最
新的核酸疫苗新的核酸疫苗(mRNA)(mRNA)研發技術研發技術，，在在
安全方面皆無嚴重隱患安全方面皆無嚴重隱患，，兩者不同兩者不同

的是的是，，ModernaModerna的疫苗不需像輝瑞儲存在攝氏的疫苗不需像輝瑞儲存在攝氏
零下零下7070度超低溫冰箱中度超低溫冰箱中，，這使其更易進行疫苗這使其更易進行疫苗
運輸和分發運輸和分發。。

接下來國會兩黨議員將要就紓困法案進行接下來國會兩黨議員將要就紓困法案進行
討論表決討論表決，，該法案除了將提供新一輪援助金外該法案除了將提供新一輪援助金外，，
並為各州提供資金並為各州提供資金，，為疫苗推出做準備為疫苗推出做準備,,關於疫關於疫
苗的推廣苗的推廣，，例如誰能優先得到接種例如誰能優先得到接種？？如何分配如何分配？？
怎麼接種怎麼接種？？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白宮絕對白宮絕對
不可政治操作不可政治操作,, 總統當選人拜登已經宣布總統當選人拜登已經宣布,,疫苗疫苗
上市後上市後,,他的政府一定做到公平有效的分配他的政府一定做到公平有效的分配,,而而
且讓美國全體居民無論身份是否合法且讓美國全體居民無論身份是否合法,,人人皆人人皆
可免費施打可免費施打，，但願川普政府也是以相同的做法但願川普政府也是以相同的做法
施行仁政施行仁政,, 如此才是美國之幸如此才是美國之幸,, 百姓之福啊百姓之福啊！！

今年總統大選已結束半個月今年總統大選已結束半個月，，勝負已定勝負已定，，但川但川
普總統依然不認輸普總統依然不認輸，，主要的原因是他得到了主要的原因是他得到了73007300
萬張選票支持萬張選票支持，，再加上大多數共和黨領導層無意再加上大多數共和黨領導層無意
勸阻他停止非理性的抗爭勸阻他停止非理性的抗爭，，導致總統交接程序無導致總統交接程序無
法正常運作法正常運作，，讓民主選舉蒙羞讓民主選舉蒙羞。。

雖然領導抗疫不力是川普落敗的主因雖然領導抗疫不力是川普落敗的主因，，但是但是
根據根據CNNCNN所做的今年大選出口民調顯示所做的今年大選出口民調顯示，，川普川普
沒有獲得絕大多數少數裔的支持則是關鍵因素沒有獲得絕大多數少數裔的支持則是關鍵因素，，
尤其是在亞利桑那州尤其是在亞利桑那州，，眾多的西裔選民轉向支眾多的西裔選民轉向支
持拜登持拜登，，加上已故共和黨大老馬侃的遺孀公開加上已故共和黨大老馬侃的遺孀公開
力挺拜登力挺拜登，，所以使亞利桑那州選戰由紅轉藍所以使亞利桑那州選戰由紅轉藍,, 讓讓
川普輸掉最關鍵的一州川普輸掉最關鍵的一州。。

西班牙裔與拉丁裔是美國崛起最快速的少數西班牙裔與拉丁裔是美國崛起最快速的少數

族裔族裔，，根據上次人口普查根據上次人口普查,,已登錄的已登錄的
西裔人口達到了五千八百萬西裔人口達到了五千八百萬，，佔全佔全
美總人口的美總人口的 1818%%，，在剛剛完成的在剛剛完成的
20202020 年普查雖然數字還沒有統計年普查雖然數字還沒有統計
出來出來，，但最保守的估計絕對會突破但最保守的估計絕對會突破
2020%%，，他們人多勢眾他們人多勢眾，，無論是任何的無論是任何的
選舉選舉，，他們的選票都會說話他們的選票都會說話，，所以所以
是兩黨政治人物極力爭取的對象是兩黨政治人物極力爭取的對象，，
但是川普顯然沒有把他們放在眼但是川普顯然沒有把他們放在眼
裡裡，，無論是在美墨邊界築牆無論是在美墨邊界築牆、、封殺封殺
非法小移民夢想生法案以及諸多非法小移民夢想生法案以及諸多
蔑視新移民言論都創傷了西裔蔑視新移民言論都創傷了西裔，，所所
以他們的選票很難投給川普以他們的選票很難投給川普。。

反觀溫和理性的拜登一再呼籲反觀溫和理性的拜登一再呼籲
族群和諧與融合族群和諧與融合，，這是他獲得少數這是他獲得少數
裔支持的重要原因裔支持的重要原因，，拜登在競選團拜登在競選團
隊中重用許多西裔人才隊中重用許多西裔人才,, 所以今年所以今年

大選大選，，除了佛州因特殊選民結構除了佛州因特殊選民結構，，絕大多數西裔絕大多數西裔
來自古巴來自古巴,,向來強力支持共和黨向來強力支持共和黨，，使川普受益外使川普受益外,,
其他各州西裔選票絕大多流入拜登囊中其他各州西裔選票絕大多流入拜登囊中。。

相較於西裔相較於西裔,,華裔在這次大選展現的力量顯得華裔在這次大選展現的力量顯得
薄弱薄弱，，但華裔楊安澤參選總統在民主黨內初選的但華裔楊安澤參選總統在民主黨內初選的
表現不俗表現不俗，，燃起華裔參政的希望燃起華裔參政的希望，，然而華裔在支然而華裔在支
持拜登或川普的立場上涇渭分明持拜登或川普的立場上涇渭分明，，整合不易整合不易。。值值
得注意的是得注意的是，，亞裔共和黨人全國委員會倒戈支持亞裔共和黨人全國委員會倒戈支持
拜登的舉動有些令人突兀拜登的舉動有些令人突兀,,不過不過，，美國是一個多美國是一個多
元化的社會元化的社會，，我們除了投票給自己屬意的人選我們除了投票給自己屬意的人選
外外，，也應該尊重別人的選擇才對也應該尊重別人的選擇才對！！

在聯邦與地方選務官聯合聲明此次大選並未在聯邦與地方選務官聯合聲明此次大選並未
發現舞弊證據發現舞弊證據，，是美國史上最可靠的選舉後是美國史上最可靠的選舉後，，川川
普的去職已成定局普的去職已成定局,,他所提出的法律訴訟不可能他所提出的法律訴訟不可能
扭轉選局扭轉選局，，國務卿蓬佩奧聲稱一定會把政權移交國務卿蓬佩奧聲稱一定會把政權移交
給第二任川普政府的談話也將成為歷史笑柄給第二任川普政府的談話也將成為歷史笑柄。。

川普這次大選失敗了川普這次大選失敗了，，但我們不能低估他的實但我們不能低估他的實
力力，，他獲得了他獲得了72007200萬張選票的支持萬張選票的支持，，這是美國史這是美國史
上所獲得的第二高票上所獲得的第二高票,,只可惜比拜登少了只可惜比拜登少了 500500 萬萬
張張，，何況在選舉人團票上輸了拜登何況在選舉人團票上輸了拜登,,由於獲得由於獲得4747%%
的民意支持的民意支持，，顯示有近一半的美國人是擁護他顯示有近一半的美國人是擁護他
的的，，他的支持者仍然認為他是一個傳奇的戰士他的支持者仍然認為他是一個傳奇的戰士，，
一個反抗媒體和文化精英的圖騰一個反抗媒體和文化精英的圖騰，，在民氣可用在民氣可用
下下，，他應展現可曲可伸的大度他應展現可曲可伸的大度，，蓄積自己的能蓄積自己的能

量量，，給共和黨的未來一個豐富的想給共和黨的未來一個豐富的想
象力象力。。

川普的人格特質很另類川普的人格特質很另類，，他有三他有三
次婚姻與六次破產的紀錄次婚姻與六次破產的紀錄，，更被更被2626
位女性指控過性騷擾與侵犯位女性指控過性騷擾與侵犯，，一生一生
共累積了共累積了40004000多起大小訴訟多起大小訴訟，，他還他還
有九億美元債務與三億元未償貸有九億美元債務與三億元未償貸
款款，，他的報稅記錄也充滿了疑雲他的報稅記錄也充滿了疑雲，，
在這樣的窘境與困局下在這樣的窘境與困局下，，他還能在他還能在
四年之後東山再起逐鹿中原嗎四年之後東山再起逐鹿中原嗎??

這似乎要端視他未來的官司與這似乎要端視他未來的官司與
運道了運道了，，畢竟他現在身為總統畢竟他現在身為總統，，擁有擁有
分配國家資源的權力分配國家資源的權力，，更具有官司更具有官司
訴訟的豁免權訴訟的豁免權，，一旦走出白宮一旦走出白宮，，這這
兩權都沒了兩權都沒了，，他還能夠維持高人氣他還能夠維持高人氣
嗎嗎？？我不認為會存在什麼我不認為會存在什麼””川普主川普主

義義””,, 我也看不出川普的施政有完整體系或思維我也看不出川普的施政有完整體系或思維，，
在過去四年中在過去四年中，，各界對他的政治風格與施政方式各界對他的政治風格與施政方式
見仁見智見仁見智,,褒貶毀譽皆有之褒貶毀譽皆有之，，但是他的單邊獨大與但是他的單邊獨大與
壓縮移民的政策顯然與美國立國精神背道而馳壓縮移民的政策顯然與美國立國精神背道而馳,,
而他主張的而他主張的““法律與秩序法律與秩序””則言過其實則言過其實，，層出不窮層出不窮
的族群紛爭也不可能讓美國更加偉大的族群紛爭也不可能讓美國更加偉大，，現在他所現在他所
展現出來高人氣的展現出來高人氣的””川普現象川普現象””能夠維持多久能夠維持多久？？真真
的很難預測的很難預測！！

常言道常言道，，民意如流水民意如流水，，或許只需要一年的時間或許只需要一年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知道他能不能夠在政壇我們就可以知道他能不能夠在政壇、、商場或媒體商場或媒體
界站有一席之地了界站有一席之地了，，現在我們別低估了川普現在我們別低估了川普，，但但
也別高估了川普也別高估了川普！！

--紀念美國女詩友格蘭娜紀念美國女詩友格蘭娜••豪勒威豪勒威 -In memory of Glenna Holloway-In memory of Glenna Hollo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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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7月 1日俾斯麦号战列舰（Bismarck）

在汉堡的布洛姆· 福斯船厂铺下龙骨，这是一艘长

251 米，装备 8门 380 毫米主炮，满载排水量达

50300吨的大家伙。等情报传到英国，英国海军不

禁背脊发凉。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过去也没多久

，英国海军对德国人的操舰打炮水平是印象深刻

的。

1939年2月14日，俾斯麦号下水。英国人的神

经更紧绷了。

二战爆发后，德国海军进行破袭战，英国人

的担心变成噩梦。光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

两艘战列巡洋舰在1941年头三个月击沉的商船总

吨位就超过11万吨。在1940年6月8日，这两舰还

把英国海军的光荣号航空母舰给击沉了。再加上U

艇狼群的袭扰，给英国的海上运输造成巨大损失

。如果两艘俾斯麦级也加入其中，英国的海上生

命线就更岌岌可危了。所以英国海军必须死盯着

俾斯麦号，不能让它溜进大西洋。

1940年8月24日俾斯麦号入役，服役三周后的9

月15日俾斯麦号开始试航。年底俾斯麦号返回汉堡

进行最后的栖装修整。1941年1月俾斯麦号准备出征

，却被一艘在基尔运河沉没的商船给堵到了3月初。

1941年3月9日俾斯麦号抵达基尔补充了弹药

等物资并刷上了伪装条纹。5月19日凌晨2点，俾

斯麦号起航驶向丹尼斯海峡开始莱茵演习行动，

当天中午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汇合，

在驱逐舰和扫雷舰以及空军飞机护送下出击。由

于姊妹舰提尔皮茨号2月才服役还不具备作战能力

，而沙恩霍斯特号因为锅炉问题在修理，格奈森

瑙号因触雷也在修理，俾斯麦号只好与满载排水

量不到两万吨的欧根亲王号结伴同行。

俾斯麦号出港的消息由英国间谍获知，20日

瑞典飞机和巡洋舰也发现了德国舰队并把消息告

知英国。英国立刻派出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胡

德号战列巡洋舰，萨福克和诺福克号重巡洋舰前

去围堵。21日俾斯麦号在格里姆斯塔峡湾抛锚并

把舰体上的迷彩条纹给刷走。22日4时许，3艘护

航的驱逐舰返回，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则企图

突入大西洋。

5月23日19时，俾斯麦号开始与前来拦截的英

国舰队接触并开火。24日5时许，双方再次遭遇爆

发丹麦海峡海战。关于这次海战，本号《一发入

魂,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一文中有详细介绍，不再

多絮。

在1916年5月31日的日德兰海战中，英国无

敌号战列巡洋舰被命中炮塔引爆了弹药库被炸成

两截，海军上将霍拉斯· 胡德命丧黄泉。在丹麦海

峡海战中，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也在交战中被俾斯

麦号主炮的第五次齐射命中炮塔引爆弹药库而一

发带走。（注，这艘胡德号是以塞缪尔· 胡德海军

上将命名，而非死于日德兰海战的胡德）

胡德号被击沉后，俾斯麦和欧根亲王的

炮火都集中到了威尔士亲王号上。很快威尔士亲

王号被揍得身负重伤，但它也立下大功，命中俾

斯麦号三发，令俾斯麦号一座锅炉被击毁，并且

进水漏油。正是威尔士亲王号的奋勇还击，搅黄

了莱茵演习行动，并为英国海军继续追击俾斯麦

号创造了条件。

06：10左右，身负重伤的威尔士亲王号施放

烟幕开始脱离，丹麦海峡海战结束。胡德号被击

沉的噩耗传回，但这还不是悲痛的时候，丘吉尔

命令该地区所有军舰参加对俾斯麦的追击。包括6

艘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2艘航空母舰，13艘巡洋

舰，21艘驱逐舰和其他辅助舰船加入到追击队伍

。威尔士亲王号则带伤和2艘重巡洋舰继续尾随跟

踪着俾斯麦号，并在次日再和俾斯麦号交火，这

次短暂交锋双方都没命中。欧根亲王号趁机成功

摆脱英国军舰的跟踪和俾斯麦号分道扬镳。在和

威尔士亲王号再次交火前，俾斯麦号遭到英国胜

利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攻击。这波攻击胜利号航

母上的剑鱼轰炸机投下9枚鱼雷，俾斯麦号成功规

避了前8枚，被第9枚命中。鱼雷击中舰体中部水

线装甲带，造成的损伤不大，但本已受伤的俾斯

麦号因为机动折腾了这么一下更伤了。12台锅炉

又坏一台，还进了更多的水。继续执行莱茵演习

行动已经无望，俾斯麦号只好折返驶向法国西部

的布雷斯特，欧根亲王号则继续南下大西洋。

5月25日凌晨3：00左右，经过损管抢修的俾

斯麦号提速到28节（52公里/小时），并一度摆脱

了英国军舰的跟踪，从英舰雷达上消失。匆忙拼

凑的英国舰队有些舰船开始燃料不足，失去俾斯

麦号踪影后也变得急躁。要是被俾斯麦号逃回德

国空军的航程范围就不好办了，英国舰队只好分

兵去搜索。双方距离越拉越大，但俾斯麦号也是

命数已尽，并不知道已经摆脱跟踪的指挥官刚瑟·

吕特晏斯竟然向总部发了长达30分钟的电报。电

报被截获，英国人在失去俾斯麦号踪影4小时后也

再次获知了它的位置。

5月26日10：30，一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发现

了俾斯麦号，报告了它的具体位置。英国舰队加

速追击。20：47分左右，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

的舰载机攻击了俾斯麦号，命中两枚鱼雷。第二

枚鱼雷很要命，把俾斯麦号的左舵打坏并卡死在

12°的位置，俾斯麦号已经无法正常航行。21：40

，刚瑟· 吕特晏斯向总部发电表示俾斯麦号已经无

法操纵，将战至最后一弹。22：38左右，5艘英国

驱逐舰首先追上俾斯麦号，双方开始交战。混战

一晚，大家都没伤到彼此。5艘驱逐舰这一晚发射

了数十枚鱼雷无一命中，但也把俾斯麦号上的官

兵吓得够呛，无法休息更无法进行抢修。

5月27日破晓，俾斯麦号想起飞一架水上飞机

带走航行日志和战场录像，但由于在和威尔士亲

王号的交战中弹射器受损而未果。这些珍贵资料

就随俾斯麦一起沉入海底。

8时许，两艘英国战列舰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

号也赶到。8：47罗德尼号在约22000米距离上首

先开火，一分钟后乔治五世号开火，俾斯麦号也

展开反击。此时俾斯麦号的航速只剩7节（13公

里/小时），而且无法转向还舰体倾斜，火炮射击

的精准度大减。8：54，两艘英国重巡洋舰也加入

战斗，朝俾斯麦号开火。8：58左右，俾斯麦被英

舰命中，随后又挨了多发，舰桥，前后射击指挥

仪陆续被摧毁。俾斯麦号虽奋死还击，却无法命

中英舰。

战斗开始后约26分钟，俾斯麦号已经丧失机

动能力和反击能力。没有降下舰旗和投降迹象的

俾斯麦号继续被英国人围殴。4艘英国军舰一共发

射了2800多枚炮弹，命中400多枚，尽管上层建筑

基本被夷平但俾斯麦号始终没有沉没。英国人只

好又发射鱼雷补刀。10：35左右，俾斯麦号开始

向左侧倾覆，10：40消失在海面。

俾斯麦号沉没后，大约400名舰员落水，英国

军舰救起其中110人后发现有U艇出没就离开了。

后来赶到的一艘U艇和拖网渔船救起另外5人。最

终俾斯麦号上大约2200人中只有114人幸存，被英

国救走的一名伤员在次日死亡。

俾斯麦号被击沉对英国来说是个大喜讯。不

但报了胡德号的仇，还解了海上运输线的威胁，

而且分散了公众对克里特岛战役失败的注意力。

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英国被击沉4艘巡洋舰，6艘

驱逐舰。

1989年6月8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罗伯· 巴拉

德发现了俾斯麦号遗骸。它沉睡在距离布雷斯特

以西约650公里4790米深的海底。经过调查，俾斯

麦号舰体处于良好状态，并没内爆迹象，结合幸

存者的证词，他得出俾斯麦号是打开通海阀自沉

而非被击沉的结论。

2001 年深海探险公司，2002 年卡梅隆指导

《重返俾斯麦战舰》纪录片拍摄时两次对残骸进

行考察，也得出相近的结论。

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但专家学者们一致的看

法是被揍成那样子，就算俾斯麦号不自沉，最多

也就漂上一两天，沉没是必然的。击沉俾斯麦号

，还是英国海军的功劳。

追击，围歼俾斯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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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德州文藝復興節第德州文藝復興節第4646屆德州文藝復興節進入第七週屆德州文藝復興節進入第七週，，主題為蠻族入主題為蠻族入
侵侵(Barbarian Invation)(Barbarian Invation)。。遊客可以加入大部落遊客可以加入大部落，，在這個野蠻的狼瘡中大飽口福在這個野蠻的狼瘡中大飽口福，，喝酒喝酒，，掠掠
奪村莊奪村莊。。亮點包括服裝比賽和吃火雞腿比賽亮點包括服裝比賽和吃火雞腿比賽。。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電影電視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電影電視
部主任部主任、、青年電影人青年電影人JoJo WangJoJo Wang及美國旗袍大賽冠軍得主及美國旗袍大賽冠軍得主、、婷美國際美妝董事長趙亞楠婷美國際美妝董事長趙亞楠
一起品嚐馳名中外的德州燒烤火雞腿一起品嚐馳名中外的德州燒烤火雞腿，，體驗異國文化氛圍體驗異國文化氛圍。。

德克薩斯州斯坦福市政學區德克薩斯州斯坦福市政學區(Stafford Municipal School District(Stafford Municipal School District，，
SMSD)SMSD) 明 星 學 區 學 校 最 新 創 立 的明 星 學 區 學 校 最 新 創 立 的 SMSDSTEMSMSDSTEM 磁 鐵 學 校 將 於磁 鐵 學 校 將 於
20212021--20222022學年正式開學學年正式開學，，目前正在面對華裔和其他族裔招生中目前正在面對華裔和其他族裔招生中
，，學生從學生從33年級至年級至1212年級均可報名年級均可報名。。為滿足為滿足2121世紀教育需求的同世紀教育需求的同
時時，，斯坦福市學區在擴展科技工數磁鐵學校的同時斯坦福市學區在擴展科技工數磁鐵學校的同時，，保持學區原保持學區原
來特有的風格來特有的風格，，優異的學校環境優異的學校環境。。學區學校內綠樹成蔭學區學校內綠樹成蔭，，五個綜五個綜
合教育大樓合教育大樓，，可滿足全日制幼兒園可滿足全日制幼兒園、、小學小學、、初中初中、、到到1212年級高中年級高中
學生的教學需求學生的教學需求。。所有教室都配備了現代化的教學技術所有教室都配備了現代化的教學技術，，包括計包括計
算機算機，，交互式白板和投影儀交互式白板和投影儀。。圖為圖為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世界名人網世界名人網
資深副總裁黃琛前來考察資深副總裁黃琛前來考察，，為華裔子女享受優質教育了解校區環為華裔子女享受優質教育了解校區環
境境。。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414日晚日晚，，休斯敦浸會大學休斯敦浸會大學HBUHBU在巨大的在巨大的Husky StadiumHusky Stadium露天體育場舉行畢業典禮露天體育場舉行畢業典禮。。在藝術在藝術
系音樂學院擔任聲樂教授的女高音歌唱家系音樂學院擔任聲樂教授的女高音歌唱家、、教育家宋海燕女士教育家宋海燕女士(Professor Summer Song)(Professor Summer Song)喜迎自己辛勤教喜迎自己辛勤教
學結出的碩果學結出的碩果。。圖為音樂學院全體畢業生與院長教授們合影圖為音樂學院全體畢業生與院長教授們合影。。 。。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414日晚日晚，，八雅歌舞群在群主楊賀民八雅歌舞群在群主楊賀民、、主持人主持人 GraceGrace何芙蓉等何芙蓉等400400多位會員的多位會員的
支持下舉行支持下舉行《《20202020重陽感恩文藝晚會重陽感恩文藝晚會》，》，共表演了共表演了2222個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多彩的個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多彩的
節目節目。。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德州安徽同鄉會舉行疫情下的德州安徽同鄉會舉行疫情下的ZoomZoom視頻理事會視頻理事會，，議程包括張聞董事因工作原因即將回國旅任議程包括張聞董事因工作原因即將回國旅任，，大家云端歡送大家云端歡送，，安徽安徽
省各市僑聯到年底開年會省各市僑聯到年底開年會，，紛紛徵集賀函賀電紛紛徵集賀函賀電，，同鄉會接龍表示祝賀同鄉會接龍表示祝賀；；省僑聯外聯部發來僑情數據庫統計表格省僑聯外聯部發來僑情數據庫統計表格，，同鄉會成員可自願填表同鄉會成員可自願填表;;
商討籌備商討籌備20212021年雲端新年聯歡會年雲端新年聯歡會，，歌舞表演歌舞表演，，朗誦朗誦，，樂器演奏等樂器演奏等，，自願分享日常歡樂小視頻自願分享日常歡樂小視頻；；省僑聯年底開聯歡會省僑聯年底開聯歡會，，張聞董事將代表同張聞董事將代表同
鄉會參加鄉會參加；；到會到會1919位理事舉手錶決一致同意趙美萍連任位理事舉手錶決一致同意趙美萍連任20212021年同鄉會會長年同鄉會會長。。圖為出席會議成員舉手錶決圖為出席會議成員舉手錶決、、全票通過的視頻畫面全票通過的視頻畫面。。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414日晚日晚，，由由HEBHEB贊助推出的贊助推出的，，亞美舞蹈團在米勒露天劇場獻演的亞美舞蹈團在米勒露天劇場獻演的““當代世界舞當代世界舞
展展””(Contemporary World Showcase)(Contemporary World Showcase)，，舞展匯集了才華橫溢的舞展匯集了才華橫溢的DAADAA以及出色舞團的舞者以及出色舞團的舞者，，展展
示了文化和多種舞蹈流派的世界示了文化和多種舞蹈流派的世界。。出演公司包括出演公司包括：：旋轉舞團旋轉舞團，，NobleMotionNobleMotion舞團舞團，，Ad DeumAd Deum
舞團舞團，，融合表演藝術融合表演藝術，，創意思維合作社創意思維合作社，，德克薩斯芭蕾舞團和德克薩斯芭蕾舞團和HSPVAHSPVA！！在這種大流行中在這種大流行中，，
DAADAA致力於將藝術帶回我們的社區致力於將藝術帶回我們的社區，，為舞者創造機會為舞者創造機會，，並振奮我們的集體精神並振奮我們的集體精神，，為世界帶為世界帶
來和平與康復來和平與康復。。亞美舞蹈團是一個非營利性亞美舞蹈團是一個非營利性501501（（cc））組織組織，，通過正宗的中國舞來促進和保通過正宗的中國舞來促進和保
存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存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保持傳統保持傳統，，建立國際聯繫建立國際聯繫，，對休斯頓人進行跨文化理解的教育對休斯頓人進行跨文化理解的教育，，
並培養新一代的專業藝術家並培養新一代的專業藝術家。。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德州皇后德州皇后Ms TexasMs Texas桂冠得主桂冠得主Eileen DongEileen Dong積極參與美國主流忙積極參與美國主流忙
碌的小蜜蜂康養中心碌的小蜜蜂康養中心(BeeBusy Wellness Center(BeeBusy Wellness Center））感恩節第五屆每一張桌上都有火感恩節第五屆每一張桌上都有火
雞慈善活動雞慈善活動，，與國會議員希拉傑克孫李與國會議員希拉傑克孫李、、州議員州議員RonRonaldRonRonald、、哈里斯郡專員哈里斯郡專員EllisEllis
、、休斯敦市議員等一起給受災民眾發放免費火雞休斯敦市議員等一起給受災民眾發放免費火雞

20202020 年年 1111 月月 1414 日是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日是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
福生來到美國度過的第福生來到美國度過的第3030個生日個生日。。風風雨風風雨
雨滄桑盡歷雨滄桑盡歷，，把美國的精華和華人社區的把美國的精華和華人社區的
點點滴滴都展現在世人面前點點滴滴都展現在世人面前，，世界名人網世界名人網
成功的故事就在我們的身邊成功的故事就在我們的身邊！！貼近生活貼近生活，，
貼近社區貼近社區，，關心社會關心社會，，回饋人群回饋人群。。以弘揚以弘揚
世界優質文化和優質生活為引導世界優質文化和優質生活為引導，，以連接以連接
中國和西方為切入點中國和西方為切入點，，以商業經濟為基礎以商業經濟為基礎
。。世界名人網以人為本世界名人網以人為本，，強調包容強調包容，，重在重在
參與參與，，宣揚積極的人生態度和社會責任感宣揚積極的人生態度和社會責任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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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没什么人会讨厌“便宜大碗”商品，不过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多越好，比如西瓜里的籽或者鸡

爪里的骨。有需求就会有供给，相信无籽西瓜和无

骨鸡爪这两种东西你们应该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吧。

除此之外，还有些更为特殊的需求，就比方说

无咖啡因的咖啡和无酒精的啤酒，当然这些特殊产

品的售价也会比常规产品要高出一些。

当然，随着全球肥胖问题的日益严重，我们可

以在市面上看到一种脱脂牛奶，大大的“零脂肪”

标在商品包装最醒目的位置，似乎是专为有健身需

求的人士研发的。

乍一想，把普通牛奶里的脂肪去除了，肯定工

艺更复杂了，看一看售价，国内某些知名牛奶品牌

的脱脂牛奶产品的确要卖得比普通纯牛奶更贵。

最初，你可能会出于好奇购买品尝，却发现少

了脂肪的奶淡如水，属于牛奶的香味已经大大减少

，大概率不会对它提起兴趣，在心里给它贴上又贵

又难喝的标签。

事实上，评价牛奶的风味有很多个维度，这也

和牛奶中极为复杂的成分有关。牛奶的甜味和乳糖

含量有关，咸味和盐类含量有关，酸味和柠檬酸、

磷酸的含量有关，镁、钙等物质还会贡献苦味。

至于牛奶最关键的香味，也就是我们记忆中的

奶味，贡献最大的应该是牛奶中游离的短链脂肪酸

，除此之外还有多种有机化合物都对牛奶的风味有

贡献，其中不少为脂溶性物质。

这样一来，脱脂牛奶淡如水的原因就比较明朗

了。脱去脂肪的同时，大量风味物质也一同被带走

，因此奶味也变得寡淡。

既然全脂热量高，脱脂又淡如水，那么有没有

一种可以兼顾的产品呢？当然有，低脂奶（又叫部

分脱脂牛奶）就这么一种妥协的产物。

一般而言普通纯牛奶的脂肪含量在3%以上，

脱脂纯牛奶的脂肪含量在0.5%以下，而低脂牛奶则

介于两者之间，含量通常在1-1.5%的范围内。

如果你有一点钻研精神的话，可能会对低脂牛

奶的生产有些疑问，要么全脂要么脱脂，脱脂还能

脱一半的吗？

精准脱去牛奶中指定含量的脂肪当然是不现实

的，实际上这一半的脂肪是被重新加进去的。

生牛乳从奶牛养殖场运送到加工厂后，需要经

过多道工序的处理，第一步通常是过滤处理，目的

是去除混在牛奶中的杂质，比如少量的牧草或者灰

尘等。

接下来原料乳将会被离心分离，即通过物理手段

将牛奶中尺度较大的成分分离出来，也包括脂肪。

注意，在比较先进的大型牛奶工厂，所有生牛

乳都要经过这道工序将脂肪分离，不管生产线最终

产出的是全脂、低脂还是脱脂牛奶，都要经过这一

个步骤。

脂肪被分离出来后再按照产品的标准重新添加

回牛奶中，制成全脂、低脂或脱脂等不同规格的牛

奶。

那么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把脂肪分离出来又

添加回去呢？关键在于标准化。任何一款走进超市

的商品，我们希望它们的品质都是统一的，不希望

今天购买到的与昨天购买到的有什么差别。

牛奶就不是一种容易标准化的商品。对于一家

大型的乳品企业来说，奶源地有很多，供应原料奶

的养殖场也有很多，由于养殖水平或者气候存在差

异，奶源的品质也存在差异。

另外，奶牛并不是“无情的产奶机器”，它们

的身体状况也会随着环境或者气温的变化发生改变

。就以最常见的荷斯坦牛来说，冬季产奶的品质要

显著高于夏季，主要体现在乳脂肪的含量上，差值

可以达到1g/100g的水平，换算下来达到27%。

所以想要生产出一年四季品质稳定的牛奶，工

厂就必须对牛奶中主要的营养成分进行调配，乳脂

肪作为一种含量波动最大的成分，同时也是比较容

易通过物理手段分离的成分，自然就成了标准化的

重点关照对象。

分离出来的乳脂肪被重新按照商品的标准添加

进牛奶中，还需要经过匀质化处理。由于油水不亲

，乳脂肪实际上是以脂肪球的形式分散在奶中的，

通常直径在2微米左右，由于布朗运动的存在，这

些脂肪球有相互聚集上浮的倾向。

匀质化处理就是通过物理手段将脂肪球打碎，

让脂肪球的直径小于0.8微米，脂肪上浮的问题就

会得到加大的缓解。否则牛奶在放置一段时间后就

会出现脂肪附着在包装内层表面的现象，此时用吸

管喝到的其实也是一种脱脂奶。

总之，在现代牛奶生产的工艺中，对脂肪的处

理是比较复杂的。而脱脂牛奶从加工上来讲，与全

脂牛奶其实没有太多差别，甚至反而少了重新添加

脂肪的步骤。

原本属于脱脂牛奶的那一份乳脂则会作为冰淇

淋或者其他乳制品的原料，成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理论上讲，脱脂牛奶应该比全脂牛奶更便宜。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家可以随手查查一些国

际品牌的脱脂牛奶产品，往往都要比同系列的全脂

牛奶产品更便宜，至少也是同价。

而在国内，某些大品牌的脱脂牛奶却比全脂牛

奶更贵，甚至可以一箱贵上十几块，这部分溢价主

要是由市场营销、供求关系和消费者心理带来的。

脱脂牛奶当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在西方

有消费乳制品习惯的地区，黄油是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食品，而脱脂牛奶就是黄油生产过程中剩下的副

产品，由于风味损失很大，并不受消费者的欢迎。

早些时候，这些口味不好的脱脂牛奶只能卖给

养殖场，用作给猪育肥的饲料，根据一些古早味文

献资料的描述，增肥效果还不错。曾经被认为能育

肥，今天又被认为有助于减肥，真是非常奇妙。

理性地讲，脱脂牛奶的热量的确要比全脂牛奶

低不少，因为脂肪是牛奶中热量的主要来源，脱脂

牛奶的热量只有全脂牛奶的热量的一半多一些。

但凡事也要看量，对于还在为“每天一斤奶”

奋斗的国人来说，从牛奶摄入的脂肪量还是很少的

。以每天喝500毫升牛奶计，选择脱脂牛奶能减少

大约15g左右的脂肪摄入，热量约为135千卡，相

较于成年人每天约2000千卡的热量需求，其实并不

高。

一项针对1782名男性的调查研究发现，摄入较

多高脂乳制品的男性要比摄入量中等的男性更健康

，前者发生腹部性肥胖（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一种肥

胖）的风险是后者的48%。

另一项针对20000名女性的研究显示，保持每

天饮用全脂牛奶习惯的女性，要比不喝牛奶或只喝

低脂牛奶的女性在9年内体重增加的可能性要低

15%。

还有观点认为，全脂牛奶能带来更多的饱腹感

，从而降低人们额外进食的概率。

虽然这些研究不一定能说明饮用全脂牛奶就一定

更好，但至少能驳斥全脂牛奶会导致发胖的观点。

曾经主流观点认为，脂肪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

，随着建议低脂饮食的膳食指南发布，脱脂牛奶和

低脂牛奶的市场扩大，才逐渐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

的牛奶品类。

然而，越来越多证据指出早年制糖业通过资金

操控研究，将心血管疾病的矛头指向了脂肪，间接

隐瞒了糖类对健康的损害。

目前，越来越多研究认为脂肪并非洪水猛兽，

一些脂肪甚至有益于心血管的健康。牛奶中的乳脂

肪就被认为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优质脂肪。

首先，乳脂肪中含有卵磷脂、脑磷脂和神经鞘

磷脂，并且携带多种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A、

维生素D、维生素E、维生素K，对牛奶中钙的吸

收有促进作用。

次之，全脂牛奶中omega-3脂肪酸的含量是脱

脂牛奶的数十倍，这是一种被认为能够改善心脏和

大脑健康的优质脂肪酸。

再之，乳脂肪显然给牛奶带来了迷人的风味，

在年轻人高呼“芝士就是力量”的今天，有多少人

会拒绝馥郁丰润的奶香味呢？

写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本文并非贬低脱脂

牛奶这一类产品。它的存在肯定有相应的市场需求，

如果是单纯希望通过牛奶来大量补充蛋白质，每天大

量饮用的情况下，脱脂牛奶对降低热量摄入是有意义

的。当然，选择一款商品也可以不需要理由。

问题在于某些商家，利用年轻人群体对好身材

的追求，利用消费者对食品工业的不了解，把脱脂

牛奶包装出一种小众的“高级”感，榨取更多消费

者剩余。

脂肪的含量既是牛奶中变化最大指标，也是衡量

牛奶品质的重要指标，甚至是决定牛奶和乳制品价

格的重要因素。许多品牌都在以高乳脂含量为卖

点，冲击高端乳制品市场，而某些品牌却能反其

道而行把脱脂牛奶卖出高价，令人佩服。

对没有特殊需求的普通人来说，喝牛奶无非

为了美味和健康，那么全脂牛奶显然更符合需求

，况且高品质的全脂牛奶更能让人爱上喝奶。

选择口碑好的奶源地近的品牌，有条件的

话一定要购买冷藏的巴氏鲜奶，你会明白曾经

因为被父母逼着喝常温奶而讨厌牛奶的自己有

多么天真。

脱脂牛奶，有什么理由比全脂牛奶更高贵？

飲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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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2月24日起全面修改
移民表格，嚴格限制移民申請美國福利。若是親
屬移民，則在美國的親屬必須收入在貧窮線
125%以上。如果是已經在美國境內的綠卡或公
民申請人，但曾經使用過美國的社會福利，如住
房補助等等，則會被拒絕綠卡或公民申請。

移民局也將審查以任何形式申請美國簽證的
申請人，如果認為未來有可能申請社會福利，就
會被拒絕入境。

移民法要求所有親屬移民申請和部分職業移
民申請，必須提供經濟擔保書（Affidavits of
Support）。經濟擔保書（Affidavits of Support
）由擔保人為被擔保的移民申請人遞交，保證該
移民申請人不會成為美國社會的公眾負擔。如果
被擔保人向政府申請某些福利，政府有權向擔保
人要求補償。通常擔保人必須證明自己有貧困線
125%以上的收入。如果申請人收入不夠，可以
用動產和不動產擔保。也可以請共同擔保人。

移民法將“公眾負擔”定義為“可能需要依
靠政府補助，比如接受政府公眾救濟金來維

持收入或需要政府長期進行醫療救助的個人
”。

被列入公眾負擔考量的福利項目主要包括
1. 安全補助救濟 (SSI: Supplemental Se-

curity Income)
2. 困難家庭臨時救助的現金福利(TANF: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3. 用於支付長期看護中心的醫療救助金

（如養老院或福利院Housing Program）
4. 食物券 (SNAP: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不在公眾負擔考量範圍內的福利項目主要包
括
1. 緊急醫療救助
2. 緊急災難救助
3. 短期非現金緊急救助
4. 根據“國家學校午餐及小孩營養法”規定的
援助
5. 根據中小學相關法律法規提供的援助
6. 公眾免疫
7. 傳染病檢測和預防
8. 勞動獲得的支付（如社會保險Social Secu-
rity）

經濟擔保人的責任在以下條件下解除：
1． 被擔保人成為美國公民
2． 被擔保人在美國工作時間達到四十個季度
3． 被擔保人放棄美國綠卡

4． 被擔保人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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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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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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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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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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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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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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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
uSOk

““拿福利就沒綠卡拿福利就沒綠卡””已經正式啟動已經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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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華

我出生在台灣美濃，家是基督教的

家庭。父親在我三歲時因中風而回天家，

留下我和三位姐姐，是母親一手把我們帶

大。因上帝豐富的恩典，我們也都讀到大

學畢業。

記得我小學四年級時得了盲腸炎，痛

到一直翻滾，醫生說要開刀，不過我媽堅

持不要。可我真的很痛，那時媽就迫切為

我禱告，幾天之後就漸漸不痛了，後來真

的就好了。這是我第一次經歷上帝醫治的

大能。

因為母親早出晚歸，疏於管教，不

懂事的我中學時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學

業成績很差，甚至學期平均分數只在個

位數。那時我的阿姨在加利利祈禱院當

同工，就把我接去同住。在那兒常常有聚

會。上帝的愛和真理改變了我，學習成績

從此長進，甚至我國三（初中三年級）

時，六次考試都是全班第一名。這也是我

再次經歷上帝的大能。

這段時期，我的生命有了徹底的改

變。我立定志向，將來要為上帝工作。我

在高中成立了基督徒團契，上帝也讓我當

了學生會會長接替團契的主席，甚至讓我

考上了我想要的第一志願輔仁大學宗教

系。這對一個曾經學期平均成績都在個位

數的我來說，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如果

不是上帝的帶領，這一切不可能發生，我

的生命不可能有如此改變。

終於上了大學，卻因貪玩而忘了服事

主。功課學業也不是我期待的，聚會也不

固定，有時要去打工賺生活費，生活真的

沒甚麼目標，只是一團亂。大學的我就像

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出埃及就忘記

了上帝。

我忘記讓上帝在我生命中掌權，所

以心覺得很亂。感謝主耶穌，讓我後來在

教會和團契當中又重回到祂的懷抱。記得

在一次聚會中，講員講的題目是苦難。會

後分享時，我就說：「希望我能經歷苦

難。」當時很單純地認為，苦難能使我的

生命更加成熟！

我在準備考宗教研究所的時候，不

知不覺大四上學期結束了，我開心地回家

過年。那段時間，有時覺得背部不舒服，

有抽痛感，看了許多家醫院不見效果。後

經介紹到台中中國醫藥學院照斷層掃描。

那天是阿姨陪我去的，輪到我時心真是極

不安，而且還要打顯影劑。阿姨就幫我禱

告，我被推進圓筒形機器，過程需要幾十

分鐘。就在這當中，我眼睛閉時主讓我看

到一幕很清楚的異象：我看到身旁有兩個

火柱，有人牽我的右手往前，使忐忑不安

的我一下有了安全感。對此，我印象特別

深。結束後，我跟阿姨分享了這件事。

原本打算隔天看完報告就回台北，

把大學最後一學期唸完。可是當我看完報

告，醫生卻說有問題需要住院。就在二

○○四年的二月初，我住進了醫院，想不

到隔天醫生就宣佈我得了急性淋巴性白血

病，也就是血癌，癌細胞已散佈我全身。

次日便化療，而且醫生說，我這一病型是

兒童比較容易得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成

人患此病的治癒率很低，化療也比較麻

煩，要分成三階段療程。後來我看了一些

相關資料，也發現這一類型成人五年存活

率不到三成。我跟上帝說：「主啊，我那

麼年輕，不過是背痛，有那麼嚴重嗎？」

那時才發現那異象中原來主已早先一步牽

我；我就向主祈禱說：「主啊，我管不了

這些，我只有全部都交託給 了。」

感謝主，透過一些教會弟兄姊妹的禱

告和禁食禱告，在住院十幾天中，一次醫

生巡房時告訴我說，我全身的癌細胞都不

見了，哈利路亞！我真的很感激主。但是

療程還是要完成，這過程真是痛苦。我的

手被針扎超過百次，因為需要常常扎針，

醫生就在我胸口裝了人工血管；之後甚至

還要承受高劑量的化療，又因我有Ｂ型肝

炎，所以也擔心我的肝會承受不了。給我

打的化療藥和抗生素加起來就超過百支以

上，吞了超過千顆的藥丸。化療後嘴破令

我三星期不能吃東西，只得裝了胃管。還

有腰椎穿刺，把長針刺入腰中；打化療藥

到腦脊髓液；刺入你的骨頭抽骨髓等等。

這一切做完，醫生跟我說還要吃兩年的化

療藥。我問醫生吃藥的時候會不會復發，

醫生回答說：那要問你的上帝。」

和聚集環境很常見。”

Fauci博士指出：“它不僅在咳嗽和打

噴嚏-傳播病毒 ，且還在唱歌，大聲說話

或呼吸沉重時 。”

天氣寒冷，在室內晚餐的朋友和家人

正成為無症狀傳播的主要來源。

Fauci還指出， 酒吧--人們不戴口罩

或維持較遠的社交距離，也是傳播的問題

點。

據Fauci和CDC說法，多人聚集在一起

運動的健身房也是傳播病毒的危險場所。

儘量不要熬夜！儘量睡足七、八個小

時，增強你自己身體免疫力，每天堅持去

走路運動，曬曬太陽，多喝水，勤洗手，

均衡飲食，讓你有能力戰勝冠狀病毒，

不要熬夜 :睡覺是養生的一大功能。

邁克爾·羅斯巴殊教授，說起了一組罕見

病例。近二十年來，各國醫生發現了一些

“睡不著覺的家族”，這些家族的人得了

怪病，就是至少三四十年都沒好好睡過。

熬夜會打破人體內精妙的時鐘，疾病匍匐

而來。另一位邁克爾·楊在2015年的一項研

究中發現，由於熬夜缺乏睡眠，神經突觸

部分被星形膠質細胞大量吞噬。通俗的說

就是：熬夜將造成大腦開始吞噬自己。他

還發現，調節節律的關鍵基因失效後，會

促使腫瘤發生。

其實，熬夜對肝臟的傷害是最大的。

因為肝臟是我們身體裡最大的解毒器官，

而晚上又是肝臟集中精力的“工作時

間”。人的最佳睡眠時間是22點，最晚不

超過23點。睡個好覺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吧！

1984年11月24日筆者移民來美國，轉

眼已過36年，感謝上帝日日同在，保守我

到如今！

敬祝您 有個美好的感恩節！

11-19美國大選

舞弊記者會

今天中午在華

盛頓川普律師團出

來開一個半小時的新聞發佈記者會，譲全

國及世界了解，民主黨人及作弊人士如何

作票，情節嚴重，美國一些主流媒體包庇

民主黨，媒體掩蓋事實，不報導真相，

只報導假新聞。川普總統的律師朱利安尼

先生與許多支持川普總統的律師們清查數

州選舉舞弊，發現許多選舉舞弊證據與證

人也願冒生命危險站出來作證，成千上萬

的許多百姓支持川普總統，朱利安尼先生

說：「讓我們靜靜地的向上帝禱告，願祂

拯救我們的美利堅共和國免於這種腐敗墮

落和災難。」鮑威爾律師也一度激動哽咽

說道為有許多選舉官員腐敗參與選舉舞

弊，令她太震驚、太悲痛、太憤怒…

所有參與選舉舞弊幕前幕後的人，他

們說謊言的嘴，他們暗中所行虛假事的

人，能騙得了一時，豈能欺瞞一世呢？我

們華人也常說:「人在做，天在看，老天

有眼，必明察秋毫。」我們基督徒安靜繼

續為美國禱告，相信在天上的天父必睜眼

看，側耳聽，有一天祂再來時必按我們個

人所說所行照祂的公義審判我們。

啟示錄21:8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

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

切說謊話 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

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保護自己遠離病毒的地方
好友小立姐轉發摘錄的11月 19日BBC

新聞給我看：Fauci博士: 最易感染冠狀病

毒的地方。筆者願轉刊與讀者共享；

在 Virginia維吉利亞大學醫學院的採

訪，美國傳染病專家，美國國家過敏和傳

染病研究所長Anthony Fauci博士透露: 保護

自己遠離-易感染到致命病毒的地方。

 Fauci博士指出，40％到45％感染者是

無症狀的，且“很大部分是從無症狀的人

傳播出来的”。 Fauci說，COVID是“由

呼吸道飛沫傳播的呼吸道傳播病毒，常在

幾英尺內掉到地面上。”“因此要保持六

英尺的社交距離。”

他指出：“最近，氣溶膠發生了一定

比例的傳播，即含病毒的顆粒足夠輕，隨

時間及在不同時間段保持懸浮狀態。” 此
外，它在受污染的表面和“多種體液”中

被發現，但在傳播中作用尚不清楚。

他補充說，傳播的風險“隨暴露類型

和不同的持續暴露時間而變化--這取決於

上呼吸道的病毒載量。”“在家人間傳播

◎鄺錦珠

不做笨乞丐

生命在苦難中成熟

老天有眼，必明察秋毫

◎鄭穎宗

2020年對我們來説是一個不平凡的一

年。當我們與家人和親友歡度春節時候，

全球都特發了Covid-19 疫症肺炎，很多人

失去生命，生活受到了影響，精神壓力真

是很大。我們覺得世事變幻莫測，有些人

因而沒工作失業了，口罩不夠用，醫護人

員忙壞了，超市人們瘋狂搶購，各樣的物

品，弄得人心惶惶，作為基督徒，我們更

應該把目光放在永恆的神國裡。我們相信

神會給我們提供一切所需。希伯來書4 章 
16 節是這麽説的，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

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

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在這段等待過程中對主的信靠顯得更

為重要。我們更要專心愛主，把眼睛注目

在耶穌身上。我們堅持每天一起感恩，禱

告，祈求主加添我們的信心和力量有健康

的身體，但我們有耶穌，在衪�面我們找

聖經中，詩人感歎說，「我的心哪，

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面煩躁？應當仰

望上帝，因祂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

祂。」這節經文曾給我很大的力量。當我

在隔離病房接受長期化學治療，痛苦使我

憂悶煩躁；但因這句話，我知道天父用笑

臉幫助我。我們的上帝不是愁眉苦臉的

神，祂的笑臉使我們有信心。

從此，我更多地仰望上帝，更加稱謝

上帝。當我如此行的時候，發現過程很順

利，甚至睡覺作夢都夢到我在上帝的殿中

唱詩讚美祂。而當我血球數很低時，護士

也跟我說為甚麼我一點都不像血球數低的

病人。感謝主，因祂與我同在。

因治療，我才體會到上帝的犧牲和

祂的愛。主啊，我這點痛苦跟所受的鞭傷

和刀刺入肋骨的傷不能比啊！更何況現在

還有麻醉藥。感謝主，因二千多年前所受

的鞭傷，我們的靈得醫治，得救贖，得平

安。

在這過程中，我體會到屬靈最大的

福氣就是：承認自己的絕望，上帝才會動

工。以前總覺得自己能做許多事，沒有真

正把自己交託給上帝；如今，我體會到最

美的人生規劃就是順服上帝的帶領。

到最大的快樂，平安和盼望。還有眾弟兄

姐妹鼓勵，彼此代求，使我們真正體會到

大家庭的溫暖和團結。馬太福音，第六章 
33 節，“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一切都

會加給你的。”我們相信神的應許，相信

祂完全掌控我們的一切。

感謝主的恩典! 神的工作非常奇妙。我

主的慈愛，主的信實，主的公義，主的供

應超出我們所求所想，感謝讃美主！

相信神會給我們－個完美的計劃。

感謝神賜給我們平安喜樂，信心和勇氣去

勇敢的面對這個Covid-19疫症的挑戰。神

是我們的依靠，我們的山寨，我們的避難

所。在我們軟弱無助的時候，主給了我們

力量，在漂泊不安的時候，主做我們的指

引，在經歷艱難的時候，主與我們同在。

願疫症早日停止！在這恭祝大家感恩節快

樂，感謝讚美主，哈利路亞！

感謝上帝使我們有平安有盼望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夢到自

己在翻一本書，上面清楚寫：「你要成為

傳道人。」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後真的很

興奮，馬上跪在床邊向主禱告，向主獻上

感恩。

接我便準備去聖光神學院就讀了，

在開學前做了一次肝炎病追蹤檢查。十多

年來，我一直是Ｂ型肝炎帶原者，一直吃

藥；可是表面抗原總是呈陽性，說明病毒

一直很活躍，指數也一直超過正常值數

倍。奇妙的是，這次檢查發現，上帝醫治

了我，結果是表面抗原呈陰性，指數一切

都很正常，醫生還跟我說我的肝很好，而

且免疫力越來越好。我真的不知如何感謝

主。入學時，我的身體非常健康，所有檢

查報告都正常，相信這是主在我入學前給

我最好的入學禮物。

醫生現已停了我所有的藥。如今我也

沒有服任何西藥了，直到最近一次報告，

那位基督徒醫生看完後告訴我：「感謝

主，你的骨髓恢復正常了。」

經過這一切之後我發現，原來上帝一

直都與我同行。祂是今在、昔在、永在的

真神。

（文載自［中信］）

一個乞丐窮困不堪，有一天正蹲在牆

角發呆，一陣風吹來一張舊紙片，上面印

上帝愛世人的字樣，原來是一張福音單張。

乞丐盯看了一會兒，心有一個主意，就開始

向上帝祈禱︰「上帝啊，袮看我是多麼窮

困，難道袮就不能幫助我一下嗎﹖求袮給我

一千元吧﹗我不貪心，一千元就夠了。」他

再想一想，又說︰「我答應袮，袮給我一千

元，我會捐五百元到慈善機構，我一定會這

樣做。如果信不過我，袮也可以單單把五百

元給我，另外五百元袮就直接給慈善機構

吧﹗」

你覺得這故事匪夷所思，其實類似的

事天天發生。你見過一些到廟宇求福的人

嗎﹖他們拿一柱香，對著那披金戴銀的木頭

塑像說︰「求你保佑我，一切順利，生意賺

大錢，如果這樣，我就帶燒豬來酬謝你。」

如果那人真的賺了錢，他就真的買來燒豬，

作揖一番之後，自己把燒豬吃掉。如果他沒

有賺錢，他就找另一處「靈驗」的地方去祈

求。

人都以為自己可以欺騙神靈。當然木

頭、石頭塑像不是神更不是上帝，但拜偶像

的人以為自己正在和神交易，而他只需答應

做一些好行為，就可騙取天降的福氣。無論

對象正確與否，人總是打算蒙混過關，大做

無本生意。很多人都覺得只要自己循規蹈

矩，不做壞事，就是好人，好人就應該得到

上天賜福。這種想法跟上述的乞丐正是五十

步與百步之差。人過好自己的生活，負起應

有的責任，原是其本份，有甚麼功勞可言；

可是他們以為生活有序，就已是向上帝邀功

的本錢︰「我不做壞事，做工過活，養兒育

女，袮不應該賜我長壽嗎﹖」

人其實並沒有

任何好行為值得上

帝賜福。上帝賜福

給人類，是因祂自

己的憐憫和對人的

愛；而不是因為人

做到了甚麼。人類

社會的不公不義、

人對其他人的欺壓或是漠視、彼此的屠殺與

暴力相待，已足以說明人類徹底陷在罪惡

中，就像大家都活在細菌和病毒的包圍中，

沒有絕對的潔淨，也沒有人可以免於罪惡的

污染，或說自己沒有參與集體的罪過，可以

獨善其身。根本上一個人要過正直的生活極

其艱難，實在沒有人配得得福。

但事實上直到今日，人類仍獲得上帝

賜福，沒被滅絕，這是恩典，也是我們本來

不配得的。基督徒領會恩典是白白得來的，

是因為上帝對人無條件的愛；既是白白得

來，便無以回報，只可以聽從吩咐，同樣

去以愛待人。有一位神學家說，傳福音是

甚麼呢﹖就是一個乞丐去告訴另一個乞丐，

他可以到哪裡取得麵包。

笨乞丐與上帝討價還價，以為藉此可

得好處；聰明的乞丐則會去告訴人，寬大為

懷的上帝給予人生命之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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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多元族裔合作      慈濟廣伸愛的觸角

素行動聯盟夥伴分享：「我們做素食是很幸運的」

我在特殊兒童小學當老師，我同事的先生原本在機場

塔台工作監控氣候，疫情影響航班銳減，機場人員

都隨之減班，家庭收入瞬間大減。疫情確實影響許多家庭，

包括原本有穩定收入的中產階級家庭都可能很辛苦。」慈濟

美國德州分會志工林桂英（Joyce Lin）在談到食物發放感想

時，有感而發說起鄉親的處境。 

 德州新冠肺炎（COVID-19）感染人數在11月11日突破百

萬，成為全美疫情最嚴重的州。疫情讓經濟日益嚴峻，慈濟

人在憂心醫療體系乘載負荷量之餘，更掛心接連面對颶風侵

擾的德州居民，在經濟蕭條時該如何維持生計。  

◎ 愛的觸角伸得更遠

◎ 心裡都藏著善的種子

◎ 推廣素食最好的時候

◎ 讓資源能物盡其用

作者／錢美臻

作者／曹旋律

9
209

居住在德州分會鄰近的長者，推著菜籃車或助走車來領取食物。
攝影／吳育宗

志工把食物銀行送來的食品分門別類擺放，進行裝箱成可發放的
一份物資。攝影／吳育宗

有可能是部分居民擔憂領食物需填個人資料，會洩漏個

人移民身分，所以未來要加強與不同族裔團體溝通。
 
                                       德州分會執行長　黃濟恩

「想吃素，隨便哪天開始都可以，
甚至是隨便吃一餐素都是好的。我
想為所有想嘗試素食的人，提供美
味的食物。」
                              心緣素食老闆
                                       蔡永權

 2 0 2 0 年 初 新

冠 肺 炎 開 始 侵 襲 美

國 之 際 ， 慈 濟 德 州

分 會 已 預 想 到 此 將

嚴 重 衝 擊 居 民 ， 積

極 與 休 士 頓 食 物 銀

行 (Houston Food 

Bank）協商舉辦食

物發放，從六月起經三次試辦，之後獲准十月開始成為食物

銀行例行發放站。每月兩次大型發放，讓志工累積不少經驗

和心得，並檢討需改進之處。

「

 每次食物發放志工預先準備的350戶物資，皆順利在兩

小時內發放完畢，但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提到，觀察到來

領取者多為華人和亞裔，明年將加強與不同族裔社團組織合

作，就像現在有僑委會「海外青年文化志工」（FASCA）的

學生來幫忙，邀請多元族裔民眾參與發放，可讓愛的觸角伸

得更遠更廣，讓更多人知道慈濟有例行發放。

 德州分會負責食物發放項目的志工林書賢解說，該會設

在休士頓華埠，該區居民多為越柬寮難民和中南美洲無證移

民家庭，但統計領取單卻發現此類居民比例較少。

 新冠疫情中無數

老牌餐館客源驟減而

倒閉。但在休士頓和

拉斯維加斯兩地經營

的 心 緣 素 食 （ C h e f 

Kenny’s），其業主蔡

永權加入「素行動聯

盟」後透露，以其30

年餐飲業的經驗觀察：「我的素食生意比去年還要好。」

 在拉斯維加斯經營素食餐廳七年多的蔡永權說：「拉斯

維加斯是很好的地方，很多人吃素，我的餐館還帶領起當地

素食風潮。」他曾在聖地亞哥開餐館，移居拉斯維加斯後改

做肉類和海鮮批發。2009年金融危機是他的機緣：「洛杉

磯一個朋友罹患大腸癌開始吃素，竟然慢慢治好了，他痊愈

後鼓勵我開素食館。」

 聽了朋友建議，蔡永權在2012年創辦心緣素食，以素美

式中餐打響名號。2016年又開了一家素漢堡店。「那時候店

門口排長隊，一天可賣800個漢堡。」他認為：「吃素的人分

好多種，大家有各自的原因和目的，但心裡都藏著善的種子。

」他認為，無論基於信仰、保護動物不殺生、保護環境、維護

身體健康而吃素，疊加起來都能發揮很大的善能量。

 素半生熟牛肉卷（Medium rare steak roll）濃醬調味，

淋上蔡永權特調的素奶油芝士醬，口感濃郁肥美。素辣吞拿

魚壽司卷（Vegan Spicy Tuna）有魚類特有的微涼鮮美口

感。素廣式化皮燒肉以米飯焦香的鍋巴，模仿燒肉最上層脆

皮的口感，呈現素食的精緻風味。

食材選用豆類和穀物生產製成的人

造肉，經過蔡永權花心思設計菜單

和試做嘗試，每一道心緣素食的經

典菜品，都讓客人驚嘆不已。

 去年蔡永權在休士頓開了一家心緣素食分店，原本計

畫在今年五月，開一家全素的廣式早茶餐廳，但因新冠疫情

重創餐廳業，其另闢新店計畫暫時擱淺。不過他感恩地說： 

「疫情中我們餐館生意一直還是很好，甚至比去年還好要，

我的全體員工都得以保住工作，全員都來上班。可能疫情影

響到很多人開始吃素，現在是推廣素食最好的時候，我一直

都跟我的員工說，我們做素食是很幸運的。」

有越來越多餐飲業主和個人，紛紛加入「素行動聯盟」，不

只為了健康、更是愛惜生靈、為地球的永續而努力。邀請您

一同參與「素行動聯盟」，發揮大愛、守護未來，就是現在！

餐館名稱：心緣素食馆 (Chef Kenny’s Asian Vegan Restaurant)

地址：6820 Spring Mountain Rd, Suite 111 

    Las Vegas, NV 89146

電話：(702) 889-0939

網站：www.chefkennysasianvegan.com

新冠肺炎（COVID-19）世紀災疫中，人們開始意識

到短暫滿足口腹之慾，病毒重創全球生命與生計

的惡果。為儘快消弭災難，慈濟美國從2020年7月15日

起，邀約餐廳和食品工廠加入「素行動聯盟（Very Veggie 

Movement）」，以優惠折扣和多樣美味素餐點，吸引更多

人茹素，推動更健康、環保的飲食文化變革。

 此外，林書賢觀察到近期食物銀行配送的食物，數量

和品質有下降趨勢。一車十個棧板的食物量，經志工整理打

包，其中1/5是必須丟棄的變質食物。林書賢說：「每一份

送出食物，對挨餓的家庭來說，都是珍貴的物資。志工樂見

所有食物，能真正物盡其用。」

 「在發放中，偶爾會看見民眾開名車來領食物。但就像

我的鄰居是建築工程升降機司機，因疫情失去高薪工作八個

多月，現在生活很艱困；當有志工看到開名車來領發放興起

疑慮時，我都會用同事和鄰居失業來舉例，畢竟我們並不瞭

解對方的困難之處。」志工林桂英說道。

 當前有越來越多居民陷入經濟低谷，需要援手的人很

多，但善心的社會資源得來不易，因此慈濟人格外感恩有發

放的機緣，同時也希望來領取食物的居民能珍惜每一份食

物，切莫浪費或貪求，才能讓愛心擴及到更廣的地區。

慈善星期二  讓愛加倍！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的訊息，
請前往：www.VeryVeggieMovement.org/zh

 在新冠肺炎（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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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餐廳設計和推廣優惠折扣的

宣傳品。

慈悲的飲食
文化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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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與 1 2 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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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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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嚴上人教導：「感恩有福——平安就是福，感恩每一

秒鐘的平安。」今年，我們將度過一個很不一樣的感恩節，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風聲鶴唳，許多人無法全家團聚，但至

少，我們還能健康地迎接節慶的到來，更能珍惜所有、更懂

得感恩平日習以為常的「日常」。

 在感恩節過後的第一個星期二，在12月1日，是全球凝聚

愛的『慈善星期二』。這天，世界各地的人都將加入行善行

列，在世紀災疫中相互扶持共度難關。邀請您共同參與，在

慈善星期二捐款讓愛的力量加倍，因為這特殊的一天，企業

和民間團體將針對您的捐款100%相對應贊助，贊助金額高達

60萬美元。更多訊息： www.tzuchi.us/GivingTuesday

休士頓慈濟蔬食發放活動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12月5日與12月12日，
上午11點開始發放，
發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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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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20202020年年1111月出臺了什麽樣的公民入籍考題月出臺了什麽樣的公民入籍考題
2020年 11月 13日，美國移民局即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
es (USCIS) 出臺了新的公民入籍知識部
分 的 考 題 Revised Naturalization Civics
Test，要求入籍申請者從二十個問題中
最少答對十二個問題。以前公民入籍考
試只問十個問題，只須答對六題就通過
了知識部分的考試Civics Test。此外，
移民局以前給出的考題範圍是壹百道題
(100), 而現在給出的範圍是壹百二十八
道題 (128)。

同時，壹些考題的正確答案也有很
大修改，若按照以前給出的建議答案去
回答則會考試失敗因而無法成為美國公
民。比如，以前對於“美國參議員代表
的是哪些人” (Who does a U.S. senator
represent?) 給出的建議答案是“本州內
的所有人”(all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而現在給出的正確答案卻是“本州內的
美國公民” (citizens of their state.) 這個
調整是非常及時和正確的，因為各州選
出來的聯邦參議員，只能代表其所在州
的美國公民citizens，而且必須由本州的
美國公民選舉產生，不是美國公民的其

他居民甚至非法移民是沒有資格投票和
參與選舉的。非公民如果參與投票選舉
，則構成了很嚴重的違法，其結果可能
包括坐牢甚至被驅逐出境。即使是美國
公民，如果沒有達到法定18周歲的年齡
，也是不可以投票的。看看眼下正在鬧
得不可開交的2020年美國大選，就明
白修改這些入籍考試題目的標準答案是
多麽及時了，因為共和黨投訴和指控幾
個搖擺州出現了大量的假票、沒有簽名
的選票、和死人的投票等等。那麽，有
沒有非公民甚至非法居民參與了2020
年大選的投票呢？很快就有分曉，這裏
我們要強調的是，只有美國公民才有資
格參與選舉和投票，因此，只有美國公
民才有資格選舉他們所在州的聯邦參議
員。也就是說，美國聯邦參議員只能代
表他們本州的美國公民。有些來美國觀
光的遊客出於好奇，在好客的美國公民
朋友邀請他們去投票站投票時，替美國
公民朋友往票箱裏投票。這樣純潔天真
和活潑可愛的舉動並不好玩，其實反而
非常危險，因為壹旦被人拍攝到您不是
美國公民而在投票站往票箱裏投票，將

來就是十張巧嘴您無法辯白，如果被舉
報到移民局，您這輩子就別指望拿到美
國綠卡或者成為美國公民了。

新的考題還添加了壹些新問題，比
如 “為什麽選舉人團很重要？” (Why
is the Electoral College important?) 這也
是被2020年的大選鬧的，因為現在兩
周過去了，大選仍然懸而未決，整個美
國甚至大半個世界都在問：美國人還在
等什麽，誰最終確定贏得大選的是床鋪
還是板凳？選舉人團的含義和重要性明
白之後，整個問題就不是問題了。另壹
個新題目是“美國政府是什麽形式的政
府？”正確答案裏並沒有“民主 de-
mocracy”，因為“民主”指簡單多數
的政府，而美國政體是“共和國 Re-
public”，“憲政制的聯邦共和國Con-
stitution-based federal republic” 或 者
“代議制民主政體 Representative de-
mocracy”，也就是說，大是大非不是
簡單多數舉手表決，而必須由各方面廣
泛利益的代表坐下來協商和妥協來定奪
。這些新的題目顯然是對想成為美國公
民的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您更深

入地了解美國的法律和政治常識。
最後要說明的是，新版的考題何時開

始使用呢？凡是在2020年12月1日以後
遞交N-400 入籍申請的，則必須考新版
的考題。凡是第壹次考試沒有通過的，
可以在後面的兩到三個月之間再考壹次
他們沒有通過的版本的考題。在此，祝
您在入籍考試中順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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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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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即將到來之
前夕，可惡的新冠病例，繼續在全美大
幅飆升，美國50州的染疫數字，令我看
得心驚膽跳；疫情的 「殺到」 ，迫使州
政府及地方官員，紛紛調整加強防疫措
施，除了收緊包括感恩節家庭聚會在內
的各種集會的人數限制之外，有的州甚
至開始實施宵禁，連一向反對戴口罩的
多位共和黨籍州長，現在也發出強制性
戴口罩的命令。

綜合美聯社、NBC新聞、《華盛頓
郵報》等傳媒報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的統計顯示，11月18日證實的新冠新病
例超過17萬宗，總計死亡數超過25萬。
平均每天的死亡人數從兩周前的838人
上升至1175人。而到16日因感染新冠病
毒而住院的人數,在一天內 也增加超逾
3000人至超過7.3萬，成為疫情以來的
最高位。

NBC新聞的數據顯示，全美50個州
，加上華盛頓特區、美屬維珍群島及關
島，過去16天的新冠病例均呈現增加趨
勢，其中12個州的感染率，在過去兩周

的增幅中，達到100%或以上，當中包括
佛蒙特、緬因、新罕州、愛荷華、科羅
拉多、德州、密歇根、內布拉斯加、堪
薩斯、賓州及紐約。

說到疫情，即使貴為國會議員，也
不能倖免。目前有兩位共和黨參議員，
愛荷華州的格萊斯利（Chuck Grassley）
，及佛州的斯科特（Rick Scott）因曾接
觸感染者而在自我隔離。現年87歲高齡
的格萊斯利17日宣布，他的新冠病毒檢
測呈陽性，但目前感覺良好。

與此同時，面對疫情日益嚴峻，各
州紛紛被迫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措施。包
括俄亥俄、馬里蘭及伊利諾的多州從17
日起，對商家營業時間及人群聚集規模
，實施了新的嚴謹限制。加州17日期實
施更嚴格的戴口罩規定。州長紐森表示
，加州居民在室外要按規定戴口罩，只
有少數情況例外。

在紐奧良，由於該市將室外人群的
聚集人數，限制在250人之下，因此市
府將一年一度的狂歡節及嘉年華巡遊活
動，無奈取消。俄亥俄州由於擔心若是

病例大增時，會令到地方醫院不堪重負
，因此共和黨籍州長德懷恩（Mike
DeWine）17日宣布，從19日開始，全州
從晚上10時至清晨5時實施宵禁。宵禁
令將實施至12月10日，但有可能會延期
。伊利諾州長普利茲克（J. B. Pritzker）
當天宣布新的限制，包括聚會僅限於家
庭成員，室內活動場所、博物館、賭場
、健身室及室內娛樂活動應暫停。葬禮
人數限制在死者的10名家庭成員。有關
措施將在20日起生效。

愛荷華州長雷諾茲（Kim Reynolds
）發出一系列新命令，規定在從11 月17
日至12月10日期間，在室內公共場所如
果不能保持社交距離15分鐘或更長時間
就必須戴口罩，餐館、酒吧、保齡球場
、室內泳池、遊戲機室及室內游樂場，
必須按規定在晚上10時關門，私人聚會
人數不能超過15人，室外聚會人數限制
在30人，其中包括婚禮、葬禮、家庭聚
會及大型會議。

俄勒岡州從11 月18日起，開始為期
兩周的凍結期。社交聚會將限制為最多

兩個家庭、總人數不能超過6人，餐館
將只提供外賣及送餐服務及其他限制措
施。包括南達科他州、拉斯維加斯及西
維珍尼亞州部分地區的校區，先後決定
暫停課堂授課，改為遙距教學。

更多州實施戴口罩規定，包括愛荷
華、北卡和猶他這些州的共和黨籍州長
紛紛扭轉向，實施戴口罩規定。各州州
長也促請聯邦政府提供更多資助。據估
計，從現在至2022年6月，地方政府可
能面對至少4000億元的預算缺口。

回頭再看一下我們身處的德克薩斯
州，它剛剛成為美國第一個超過一百萬
例冠狀病毒病例的州。同時，德克薩斯
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目前都有超過一百萬
的感染病例，是美國排名前兩位的地方
。 隨著冠狀病毒情況的惡化和冬季假期
的來臨，醫學專家建議人們盡量減少家
庭聯合聚會，並嘗試留在自家中進行自
我保護。

走筆至此，我要求休市華人一起共
勉： 遵守防疫規則，自求多福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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