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0年12月5日 星期六
Saturday, December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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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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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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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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嘉賓為張玫醫生和李玉靜醫
生，談焦慮癥和憂郁癥。請今晚12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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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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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新歲之始川普總統為了在中東立威今年新歲之始川普總統為了在中東立威,,下令以下令以
無人機在伊拉克暗殺了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無人機在伊拉克暗殺了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
曼尼曼尼,,曾造成伊朗的報復曾造成伊朗的報復,,不僅伊拉克美軍基地被炸不僅伊拉克美軍基地被炸,,
而且一架民航客機失事而且一架民航客機失事。。就在川普即將結束任期之就在川普即將結束任期之
際際，，伊朗首席核武專家法赫里扎德竟在德黑蘭附近伊朗首席核武專家法赫里扎德竟在德黑蘭附近
遇襲身亡遇襲身亡，，雖沒有證據雖沒有證據,,但伊朗把幕後元兇直指宿仇但伊朗把幕後元兇直指宿仇
以色列以色列，，官方刻意以英官方刻意以英、、阿阿、、中中、、俄四種文字發推誓言俄四種文字發推誓言
報復報復,,似乎暗示川普政府參與策劃似乎暗示川普政府參與策劃，，現在中東危機再現在中東危機再
起起,, 腥風血雨之災必不可免腥風血雨之災必不可免。。

國際紛爭理應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國際紛爭理應透過外交途徑解決，，但聯合國效果但聯合國效果
不彰不彰，，達不到促進世界和平的宗旨達不到促進世界和平的宗旨,, 每當出現裂痕每當出現裂痕,,
聯合國所做的就是呼籲大家互相節制聯合國所做的就是呼籲大家互相節制,, 產生不了實產生不了實

質作用質作用。。因為美國霸權政治而因為美國霸權政治而
促使伊朗擁核自保促使伊朗擁核自保，，原本世界原本世界
六國與伊朗簽訂核武協定以六國與伊朗簽訂核武協定以
限制該國濃縮鈾生產限制該國濃縮鈾生產,,但川普但川普
上台後以伊朗不履行合約而上台後以伊朗不履行合約而
退出該協定退出該協定,, 並加大對伊朗經並加大對伊朗經
濟制裁濟制裁,,在美伊關係惡化下中在美伊關係惡化下中
東和平更加無望東和平更加無望，，如今伊朗的如今伊朗的
軍事強人與核武專家相繼遭軍事強人與核武專家相繼遭
政治暗殺政治暗殺，，中東地區猶如雪上中東地區猶如雪上
加霜加霜！！

擁有核工博士學位的法赫擁有核工博士學位的法赫
里扎德是伊朗首席核武研發里扎德是伊朗首席核武研發
專家專家,, 被尊稱為伊朗被尊稱為伊朗””核彈之核彈之
父父”，《”，《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曾將他與美曾將他與美
國原子彈第一負責人奧本海國原子彈第一負責人奧本海
默相提並論默相提並論，，他對伊朗核武研他對伊朗核武研
發重要性不言可喻發重要性不言可喻，，如今突遭如今突遭
殂擊亡命殂擊亡命，，對伊朗是莫大損對伊朗是莫大損
失失，，總統魯哈尼痛心的說總統魯哈尼痛心的說：”：”猶猶

太復國主義政權再次讓傲慢邪惡之手染紅伊朗太復國主義政權再次讓傲慢邪惡之手染紅伊朗,,我們我們
將適時回應科學家的殉難將適時回應科學家的殉難！”！”他還把耶路撒冷稱為他還把耶路撒冷稱為

““戰爭販子戰爭販子”。”。
以色列現在該緊張了以色列現在該緊張了,,他們駐外大使館隨時會成他們駐外大使館隨時會成

為攻擊目標為攻擊目標,,而且他們該如何去改善與美國新政府的而且他們該如何去改善與美國新政府的
關係也值得觀察關係也值得觀察。。

拜登在當選美國總統後曾表示拜登在當選美國總統後曾表示，，將讓美國重返核將讓美國重返核
協定以修復與伊朗的關係協定以修復與伊朗的關係,, 但在法赫里扎德遭謀殺但在法赫里扎德遭謀殺
後後,,中東政治氛圍變得詭譎多端中東政治氛圍變得詭譎多端,,如果未來兩個月內如果未來兩個月內
川普發起對伊戰爭川普發起對伊戰爭，，並以此做為延任藉口並以此做為延任藉口，，美國與世美國與世
界的情勢將會變得更加險峻了界的情勢將會變得更加險峻了！！

非
馬
雙
語
詩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留白#1 BLANK SPACE#1
turn the TVs the radios the computersturn the TVs the radios the computers
and the cell phones offand the cell phones off
let the overloaded ears eyes and heartslet the overloaded ears eyes and hearts

breathe a sigh of reliefbreathe a sigh of relief
and give the smothered dayand give the smothered day
some breathing roomsome breathing room

把電視機收音機電腦手機統統關掉

讓被塞得滿滿的耳朵眼睛與心胸

都喘一口氣

給烏煙瘴氣的日子

留一點空白

在世人引頸翹望下新冠疫苗終於上路在世人引頸翹望下新冠疫苗終於上路,,將在將在
本月中下旬運到美國各州本月中下旬運到美國各州,, 由輝瑞由輝瑞（（Pfizer)Pfizer)和和
ModernaModerna兩家製藥公司所研發出來的第一批疫兩家製藥公司所研發出來的第一批疫
苗在交付出苗在交付出40504050萬劑疫苗後萬劑疫苗後,, 將開始拯救陷入將開始拯救陷入
疫情災難的美國疫情災難的美國,, 新冠疫苗無疑是人類的救星新冠疫苗無疑是人類的救星,,
對於那些彈精竭慮研發出疫苗的醫學家們我們對於那些彈精竭慮研發出疫苗的醫學家們我們
應該以感恩的心向他們表達祟高的敬意應該以感恩的心向他們表達祟高的敬意,,相信他相信他
們必定會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們必定會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

由於疫苗相當有限由於疫苗相當有限,,所以如何妥善分發注射成所以如何妥善分發注射成
為當務之急為當務之急。。為符合社會正義為符合社會正義,,美國疾病管制與美國疾病管制與
預防中心預防中心(CDC)(CDC) 的專家們已訂出分發指南的專家們已訂出分發指南,, 並並
投票做出決定投票做出決定，，建議由各州醫護人員和護理機建議由各州醫護人員和護理機
構構(LTC)(LTC)的耆老成為第一批接種的人的耆老成為第一批接種的人,, 這是相當這是相當
合理的合理的,, 因為自從疫情撒播以來因為自從疫情撒播以來,,許多醫護人員許多醫護人員

感染了病毒感染了病毒,,甚至失去生命甚至失去生命,,讓這讓這
些具有高危險性的人員優先注射些具有高危險性的人員優先注射
是必然的是必然的。。

至於至於 LTCLTC 設施雖然病例只佔設施雖然病例只佔
全美的全美的88%%，，但其死亡人數竟佔全但其死亡人數竟佔全
美美4040%%以上以上,, 因此也應優先注射因此也應優先注射。。
此外此外，，那些站在第一線的軍那些站在第一線的軍、、警警、、
交交、、教教、、工工、、商和各領域必須拋頭商和各領域必須拋頭
露面的工作人員露面的工作人員,,依序成為下一批依序成為下一批
注射者也是合理的注射者也是合理的,,估計一般民衆估計一般民衆
必須等到明年中才有機會注射必須等到明年中才有機會注射,,
大家必須耐心等待大家必須耐心等待。。

在過往歷史上曾發生過疫苗在過往歷史上曾發生過疫苗
接種的爭端接種的爭端，，其原因包括注射優其原因包括注射優
先順序不合理先順序不合理、、疫苗資訊缺乏以疫苗資訊缺乏以
及許多人因對疫苗恐懼而拒絕注及許多人因對疫苗恐懼而拒絕注
射等等射等等，，這一次兩家公司都都宣這一次兩家公司都都宣

佈佈，，他們的疫苗不僅安全他們的疫苗不僅安全，，而且在預防疾病方面而且在預防疾病方面
的效能超過的效能超過9595 %,%,所以大家應樂觀的接受他們所以大家應樂觀的接受他們,,
況且必須有超過況且必須有超過7070%%的人接種疫苗才能達到所的人接種疫苗才能達到所
謂的謂的““羣體免疫羣體免疫””,, 因此千萬別放棄了免費注射因此千萬別放棄了免費注射
的機會的機會。。

當然這一次疫苗也存有一些問題當然這一次疫苗也存有一些問題,,如輝瑞的如輝瑞的
疫苗必須在極低的溫度下儲存疫苗必須在極低的溫度下儲存,, 而且兩種疫苗而且兩種疫苗
都要求幾周內接受兩次注射都要求幾周內接受兩次注射,, 這是必須要留意這是必須要留意
的的,,但與病毒本身造成的障礙相比但與病毒本身造成的障礙相比，，似乎微不足似乎微不足
道道,,由於在疫苗完全分發注射前還有一段疫情的由於在疫苗完全分發注射前還有一段疫情的
高峰期高峰期，，病毒對社會造成的禍亂也未停息病毒對社會造成的禍亂也未停息,,各州各州
必須遵循合理科學的方式來分發注射疫苗必須遵循合理科學的方式來分發注射疫苗,,才可才可
以終結這次的人類災難與浩劫以終結這次的人類災難與浩劫!!

感恩節傳來足球天王感恩節傳來足球天王””上帝之手上帝之手””馬拉度納因馬拉度納因
心臟病猝逝的噩耗心臟病猝逝的噩耗,,十分令人震撼十分令人震撼，，這是今年一月這是今年一月
籃球巨星布萊恩特飛機失事離世後再次憾動人籃球巨星布萊恩特飛機失事離世後再次憾動人
心的大事心的大事,,20202020年真是充滿了悲劇的一年年真是充滿了悲劇的一年,,從年頭從年頭
到歲末到歲末,,全球籠罩在新冠病毒陰影中全球籠罩在新冠病毒陰影中,, 迄今已有迄今已有
140140萬人因萬人因CovidCovid 1919喪命喪命，，更有無數顯赫人物去更有無數顯赫人物去
世世。。

稱馬拉度納為足球天王並不為過稱馬拉度納為足球天王並不為過,,在他之前在他之前,,曾曾
被封為球王被封為球王,,他們兩人前後相距他們兩人前後相距2020年年,, 堪稱為這堪稱為這
一代最偉大的兩位足球巨星一代最偉大的兩位足球巨星。。

出身阿根廷的貧寒家庭出身阿根廷的貧寒家庭,, 身高才身高才165165公分的馬公分的馬
拉度納從小就在球場上展現出過人的天賦拉度納從小就在球場上展現出過人的天賦,,才十才十
歲就出道歲就出道,,他的足球生命充滿了傳奇與驚艷他的足球生命充滿了傳奇與驚艷,,在球在球

場上他以左腳出神入化運球過場上他以左腳出神入化運球過
人的功夫人的功夫,,無人能出其右無人能出其右,,尤其是尤其是
在在19861986年他率領阿根廷奪得世年他率領阿根廷奪得世
界盃金冠所展現出來的精湛球界盃金冠所展現出來的精湛球
技深刻烙印在球迷腦海之中技深刻烙印在球迷腦海之中，，當當
時他除了為隊友助攻進球外時他除了為隊友助攻進球外,,個個
人起腳射門人起腳射門3030次次，，獨進獨進1010球球，，創創
下單屆世界盃歷史記錄下單屆世界盃歷史記錄,,為他的為他的
祖國贏得了冠軍殊榮祖國贏得了冠軍殊榮,,使他的足使他的足
球生涯達到了巔峰球生涯達到了巔峰。。當然他在西當然他在西
班牙與義大利參加職業賽也為班牙與義大利參加職業賽也為
自己建立了豐功偉績自己建立了豐功偉績，，除了歐洲除了歐洲
聯賽外聯賽外,,他奪得了各種大小殊榮他奪得了各種大小殊榮,,
在八十與九十年代好長一陣子在八十與九十年代好長一陣子，，
馬拉度納幾乎就是足球的代名馬拉度納幾乎就是足球的代名
詞詞，，他憑一己之力將足球魅力帶他憑一己之力將足球魅力帶
給了世界上更多的觀眾與球迷給了世界上更多的觀眾與球迷。。

只可惜吸食大麻給馬拉度納只可惜吸食大麻給馬拉度納
帶來了悲劇色彩帶來了悲劇色彩,, 加上個性桀驁不馴加上個性桀驁不馴,, 風流倜儻風流倜儻,,
許多出格違規行為讓他墮落許多出格違規行為讓他墮落,,19941994年世界盃賽因年世界盃賽因
為被查出使用大麻而被禁賽為被查出使用大麻而被禁賽,, 等復出後已不再有等復出後已不再有
往日光彩往日光彩,, 之後他又多次跌入吸毒和孤獨的深淵之後他又多次跌入吸毒和孤獨的深淵
中中，，一次又一次復出都無疾而終一次又一次復出都無疾而終,,後來轉擔任足球後來轉擔任足球
教練教練,,竟因為戰績不佳而被開除竟因為戰績不佳而被開除。。

檢視馬拉度的一生檢視馬拉度的一生,, 他具有非凡的足球天份他具有非凡的足球天份,,
他用自己超凡的能力他用自己超凡的能力，，造就了屬於自己的個人傳造就了屬於自己的個人傳
奇奇，，他絕對是頂級足球員中的頂級他絕對是頂級足球員中的頂級，，因為他不被因為他不被
足球技術所定義足球技術所定義，，而是他重新定義了足球而是他重新定義了足球，，並把並把
足球技術提升到藝術的境界足球技術提升到藝術的境界，，人非聖賢完人人非聖賢完人,, 馬馬
拉度納已經用腳創造了歷史拉度納已經用腳創造了歷史,, 他死無憾矣他死無憾矣！！

一直以來都與川普總統站在同一邊戰線上一直以來都與川普總統站在同一邊戰線上
的司法部長巴爾在接受美聯社的訪問時表示的司法部長巴爾在接受美聯社的訪問時表示::””
司法部至今為止尚未發現可以改變總統選舉結司法部至今為止尚未發現可以改變總統選舉結
果的廣泛舞弊證據果的廣泛舞弊證據。”。”此語一出震驚各界此語一出震驚各界,, 因為因為
巴爾顯然是決定與川普站在對立面巴爾顯然是決定與川普站在對立面,, 不願再為不願再為
總統辯護了總統辯護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司法部長是司法部長是
在勸退川普不要再做無理的抗爭了在勸退川普不要再做無理的抗爭了！！

令人訝異的是令人訝異的是,,川普並未立即對巴爾的言論川普並未立即對巴爾的言論
做出反擊或回應做出反擊或回應，，反倒是他的御用律師朱利安反倒是他的御用律師朱利安
尼痛批巴爾沒有展開任何調查就擅自做出結尼痛批巴爾沒有展開任何調查就擅自做出結
論論。。

朱利安尼真是睜眼說瞎話朱利安尼真是睜眼說瞎話，，因為早在選舉結因為早在選舉結
束束,,川普強烈指控選舉被操縱舞弊不公後川普強烈指控選舉被操縱舞弊不公後,, 巴爾巴爾
就已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就已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逕自授權聯邦檢察逕自授權聯邦檢察

官針對川普的指控進行徹底調官針對川普的指控進行徹底調
查查，，而且他還責令國土安全部和而且他還責令國土安全部和
FBIFBI進行了調查進行了調查，，這已完全打破司這已完全打破司
法部的常規作法法部的常規作法,, 因為在此之前因為在此之前,,
聯邦政府為確保行政體系選務機聯邦政府為確保行政體系選務機
關的公正獨立性關的公正獨立性,,當所有選舉結當所有選舉結
果尚未核准認證之前果尚未核准認證之前，，司法體系司法體系
的檢察官和調查局是被嚴禁從事的檢察官和調查局是被嚴禁從事
案件偵查的案件偵查的,, 但是巴爾為了表示但是巴爾為了表示
對川普的效忠對川普的效忠,,卻率先把自己的卻率先把自己的
手介入選舉手介入選舉,, 進行了大規模調查進行了大規模調查,,
而在國安部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而在國安部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
局長克雷布斯公佈調查結果表示局長克雷布斯公佈調查結果表示
選舉系統沒有被侵入後立即被川選舉系統沒有被侵入後立即被川
普開除普開除,,如果有偵查出違規行為如果有偵查出違規行為

和系統欺詐證據和系統欺詐證據,, 難道巴爾還會隱瞞真相嗎難道巴爾還會隱瞞真相嗎!!
司法部長雖然是由總統任命司法部長雖然是由總統任命,, 但應在不考慮但應在不考慮

黨派或政治情況下履行職責黨派或政治情況下履行職責,,然而巴爾長期的然而巴爾長期的
做法卻是把司法部變成保護總統及其追隨者的做法卻是把司法部變成保護總統及其追隨者的
盾牌盾牌,, 為了替川普辯護為了替川普辯護，，他經常模糊司法部與白他經常模糊司法部與白
宮之間的界限宮之間的界限,, 總是將川普的利益放在第一總是將川普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位,, 但是這一次他義正辭嚴發表了忤逆川普的但是這一次他義正辭嚴發表了忤逆川普的
言論言論,, 顯然已不再戀眷未來不到兩個月的官位顯然已不再戀眷未來不到兩個月的官位,,
而川普大概也無心把它開除了而川普大概也無心把它開除了。。

相較於巴爾相較於巴爾,,朱利安尼則有失法律人的風骨朱利安尼則有失法律人的風骨,,
他早已不是公正的律師他早已不是公正的律師,, 而是一位趨炎附勢的而是一位趨炎附勢的
政客政客，，政壇傳聞朱利安尼要求川普在離任總統政壇傳聞朱利安尼要求川普在離任總統
之前給他之前給他””預先赦免預先赦免””,, 那真是荒唐之極啊那真是荒唐之極啊！！

艾米艾米••巴雷特新上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新上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後後,,立即展現了她在司法領域所產生的重大影立即展現了她在司法領域所產生的重大影
響響,,在面對宗教起訴時她投出重要一票在面對宗教起訴時她投出重要一票，，反對紐反對紐
約州長在疫情期間對宗教活動的限制約州長在疫情期間對宗教活動的限制,,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以以55比比44的結果裁定州長所做出的限制人數是的結果裁定州長所做出的限制人數是
對修正案保護宗教自由的威脅對修正案保護宗教自由的威脅，，屬於違憲無效屬於違憲無效,,
最高法院並且聲明最高法院並且聲明：：""憲法無論何時都是神聖無憲法無論何時都是神聖無
法摧毀的法摧毀的。。""

巴雷特是一名信奉天主教的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是一名信奉天主教的保守派大法官，，
她堅定地站在保守派立場投票是必然的她堅定地站在保守派立場投票是必然的,, 如果如果
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還在世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還在世,, 這次的投票結這次的投票結
果當然會是果當然會是44比比55,, 所以完全是因為川普總統提所以完全是因為川普總統提
名了巴雷特後才直接逆轉局面名了巴雷特後才直接逆轉局面。。

最高法院具有解釋美國憲法最高法院具有解釋美國憲法
的權力的權力，，其判決結果對美國政策其判決結果對美國政策
指導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力指導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力,,自從自從
巴雷特進入最高法院後巴雷特進入最高法院後,,自由派自由派
和保守派大法官的格局發生了和保守派大法官的格局發生了
徹底變化徹底變化，，原先原先99位大法官中自位大法官中自
由派和保守派是由派和保守派是 55::44 的格局的格局，，如如
今變成了今變成了 33::66,, 所幸首席大法官所幸首席大法官
羅伯茲逐漸從保守趨向理性自羅伯茲逐漸從保守趨向理性自
由派的觀點由派的觀點,, 所以最高法院才不所以最高法院才不
至於一面傾倒向保守派至於一面傾倒向保守派。。

川普這一次提名巴雷特堪稱川普這一次提名巴雷特堪稱
破天荒創動破天荒創動,,從金斯伯格逝世到從金斯伯格逝世到
提名巴雷特提名巴雷特、、國會聽證國會聽證、、投票投票、、宣宣
誓與上任誓與上任，，短短一個月就倉促完短短一個月就倉促完
成重大程序成重大程序,,完全充滿了政治權完全充滿了政治權
謀與算計謀與算計，，但共和黨全面配合但共和黨全面配合,,民民

主政治真是令人擔憂主政治真是令人擔憂。。
如今在疫情相當嚴峻下如今在疫情相當嚴峻下,,各州對於宗教活動的各州對於宗教活動的

限制因為巴雷特的一票而不得不採取寬鬆放任限制因為巴雷特的一票而不得不採取寬鬆放任
方式方式,,由於宗教場所信徒流量非常大由於宗教場所信徒流量非常大，，病毒很可病毒很可
能在這一場所擴散能在這一場所擴散,,一旦這種不良風氣形成一旦這種不良風氣形成，，即即
便拜登上臺後便拜登上臺後，，想要執行全面的防控政策想要執行全面的防控政策，，也可也可
能因為受到各州的抵制而成為一紙空文能因為受到各州的抵制而成為一紙空文。。

現在大選已確定現在大選已確定，，但川普依然不服輸但川普依然不服輸，，共和黨共和黨
高層似乎也沒有完全背棄他高層似乎也沒有完全背棄他,,如果真把大選訴訟如果真把大選訴訟
鬧到最高法院鬧到最高法院，，巴雷特那一票有可能再度逆轉巴雷特那一票有可能再度逆轉
情勢而讓最高法院對川普做出有利判決情勢而讓最高法院對川普做出有利判決,,當然那當然那
將會引來一場憲政危機將會引來一場憲政危機,,相信九位大法官一定會相信九位大法官一定會
以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來做出判決的以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來做出判決的。。

感恩節感恩節,, 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會充滿感恩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會充滿感恩,,我們我們
的世界需要的是感謝與愛的世界需要的是感謝與愛。。

今年的感恩節很不一樣今年的感恩節很不一樣,, 全美都籠罩在新冠全美都籠罩在新冠
疫情陰影下疫情陰影下,,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與各州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與各州
長官都忠告大家不要外出過節長官都忠告大家不要外出過節,,尤其是不要與尤其是不要與
好友歡聚好友歡聚,,因為非常可能發生群聚感染與超級因為非常可能發生群聚感染與超級
傳播傳播，，他們的警告與規勸不無道理他們的警告與規勸不無道理,,只是有些人只是有些人
聽不進去聽不進去,,據官方統計據官方統計,,感恩節週末仍有感恩節週末仍有50005000萬萬
美國人搭機出行過節美國人搭機出行過節。。

關於感恩節的由來關於感恩節的由來,,人們耳熟能的是一個關人們耳熟能的是一個關
於歐洲白種清教徒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間友誼的於歐洲白種清教徒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間友誼的
故事故事。。傳說印第安人向清教徒示範如何種植玉傳說印第安人向清教徒示範如何種植玉
米米，，清教徒則通過展示自己的技能來回報他們清教徒則通過展示自己的技能來回報他們，，
於是他們聚在一起吃一頓晚餐來慶祝於是他們聚在一起吃一頓晚餐來慶祝。。

但事實上感恩節的真實故事是但事實上感恩節的真實故事是
血腥殘忍的血腥殘忍的,,據載第一次感恩節據載第一次感恩節
盛宴是在盛宴是在 16371637 年年，，在殖民者殘在殖民者殘
忍屠殺了整個佩科特村之後慶忍屠殺了整個佩科特村之後慶
祝他們野蠻的勝利祝他們野蠻的勝利。。到到 17891789 年年
美國國父華盛頓試圖將感恩節美國國父華盛頓試圖將感恩節
定為感恩與祈禱的公共節日定為感恩與祈禱的公共節日,,但但
未獲批准未獲批准,,直到林肯總統於直到林肯總統於18631863
年內戰期間才簽署成為官方節年內戰期間才簽署成為官方節
日日。。內戰幾十年後內戰幾十年後，，歐洲移民開歐洲移民開
始湧入始湧入,,信奉新教的美國人擔心信奉新教的美國人擔心
會被大量湧入會被大量湧入,,保留著歐洲血統保留著歐洲血統
的新移民所取代的新移民所取代，，新教徒決定將新教徒決定將
這些新移民美國化這些新移民美國化，，為此為此，，殖民殖民
思維成為移民能夠接受的標準思維成為移民能夠接受的標準。。

殖民意識形態成為真正的美殖民意識形態成為真正的美
國人的身份國人的身份，，他們開始實施教義他們開始實施教義，，為新移民確定為新移民確定
美國主義美國主義,,包括這個經過淨化的感恩節故事包括這個經過淨化的感恩節故事,,但但
他們卻忽略了發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死亡他們卻忽略了發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死亡、、破壞破壞
和掠奪土地和掠奪土地，，從本質上說從本質上說，，感恩節的真正起源已感恩節的真正起源已
被歷史沖走被歷史沖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美好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美好的故事，，這這
是值得深思的是值得深思的。。

今年的感恩節假期真是非常特殊今年的感恩節假期真是非常特殊,,因為因為COCO--
VIDVID1919病毒已經讓病毒已經讓13001300萬美國人感染萬美國人感染，，死亡人死亡人
數迄今已超過二十六萬人數迄今已超過二十六萬人,,昨天單日就有昨天單日就有 21002100
人死亡人死亡，，這是多麼驚悚的數字這是多麼驚悚的數字,,所以今年最安全所以今年最安全
的慶祝方式就是待在家裡和家人慶祝的慶祝方式就是待在家裡和家人慶祝,,同時也同時也
為那些不幸感染病毒的家庭祈禱和祝福為那些不幸感染病毒的家庭祈禱和祝福，，當然當然
我們更要感恩那些拯救生命的醫護人員我們更要感恩那些拯救生命的醫護人員,,這個這個
世界因為他們而充滿了希望和未來世界因為他們而充滿了希望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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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今年年初，有位读者在咱的文章后面问了

好几次苏联、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列装的R-36M“撒

旦”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情况，当时大伊万回复这

位读者说，哪天有了俄罗斯战略火箭军试射、或者

试验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新闻后咱们顺带着写。但

今年这都大半年过来了，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倒有点

儿“安静如鸡”的架势，大伊万决定不等新闻了，

咱们来把“坑”给填了，今天就专门开篇来谈一谈

苏联、俄罗斯战略火箭军手里面的这枚“撒旦”。

如何理解R-36M“撒旦”？

当然，提到R-36M“撒旦”，尽管不少读者脑

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都是“威力巨大”

、“苏联的暴力美学产物”、“分导式多弹头”什

么的。可能还有人会想到几年前由部分西方媒体传

出来的、或真或假的所谓“乌克兰南方设计局向东

亚某国转让‘撒旦’导弹技术”之类的新闻。但是

，要让大伊万来说，想了解“撒旦”洲际弹道，根

本不用这么复杂，您只要大概搞明白两个关键词就

可以了：第一是“首轮核突击”、第二是其前身

R-36“悬崖”洲际弹道导弹。

说R-36M是“首轮核突击”的产物，一方面昭

示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苏军战略火箭军核战争学说

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则昭示出了“撒旦”在苏军

战略火箭军中的实际地位。

按照当时苏军的想法，战略核力量包括“首轮

核突击”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一次打击”力量）

、也包括了“战略核反击”力量（即所谓的“二次

打击”力量），二者启动的先后顺序不同、使用场

景不同、承担的战略任务也不同。简单来说，按照

苏军的核战争想定：

“首轮核突击”力量将使用隐蔽性相对较差、

生存能力相对一般、但弹道终点精度较高、利用强

固地下井部署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承担所谓的

“解除核武装”战略攻击任务，即用来打击美军的

“民兵”、“大力神”导弹的发射架等；

而相反的，“战略核反击”力量一般使用隐蔽

性相对较好、生存能力同样相对一般、但弹道终点

精度较差、投掷重量相对井射弹也较差、却相对比

较便宜的机动发射型洲际弹道导弹，承担“毁灭对

方战争潜力”、也就是打击对方大城市、工业与经

济中心的战略任务。

故而，咱们在明确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苏军战略

火箭军的战略学说与战役想定后，很容易就会发现

，“撒旦”导弹尽管贵有“撒旦”之名，其投掷重

量、核弹头爆轰当量也的确令人生畏，但是实际上

，它的首要战略目标并不是用来往你我这种路人甲

乙丙丁的头上砸的，“撒旦”的首要战略攻击目标

，是美国空军战略打击部队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

与发射架。

R-36“悬崖”洲际弹道导弹

至于R-36“悬崖”洲际弹道导弹，那就更简单

了。该弹是苏军第二代重型井射洲际弹道导弹（第

一代是不成熟的、使用发射架发射的R-7A），分

为四个型号，但是弹体尺寸、整体构型基本相同。

其中，三型由于使用了低轨道轰炸系统、四型

由于使用了集束式多弹头，长度相比一、二型的

32.2米延长了2.3米，变成了34.5米，最大起飞重量

也从一、二型的140余吨提高到大约180吨左右。

“悬崖”洲际弹道导弹的基本弹体结构、液体

火箭发动机与燃料组份、尤其是为了部署这些“悬崖

”导弹而挖出来的多个3000psi超压地下井，后来全

都成为了用来研发、部署后续型号R-36的M型“撒

旦”的“现有成果”。故而，所谓的R-36M“撒旦”

，其实可以算作R-36“悬崖”导弹的更新换代产品。

至于“撒旦”洲际弹道导弹本身，恕大伊万直

言，尽管从目前的角度来看，俄军战略火箭军保留

的最后一批“撒旦”威力的确令人生畏，而当年

“撒旦”从其整体性能来说也确实不错。但是由于

其研制时间较早，“撒旦”的部分分系统技术其实

是乏善可陈、即使与美军八十年代开始实际部署、

同样承担“首轮核突击”任务的“和平卫士”洲际

弹道导弹相比，都有那么点儿不够看：

从弹体基本尺寸与重量来看，“撒旦”维持了

与“悬崖”基本相同的弹体长度，全弹长32.6米

（R-36MU长36米）、直径3米、起飞重量210吨

（R-36MU则重约 211吨），最大投掷重量 5.7 吨

（二型）或着8.7吨（四型）。

相比之下，美军的“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

全长仅21.6米，直径2.34米，起飞质量大约88.45

吨，在使用3.6吨投掷重量的前提下，还能达到

11000千米以上的射程，这个投掷效率是要好于

“撒旦”的

而从部分分系统设计来看，“撒旦”由于是上

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技术，壳体使用的

是普通的钢壳体与钛合金壳体，结构重量较大、限

制了性能潜力。

在火箭发动机与推进剂上，“撒旦”使用的是

苏联的“传统艺能”液体火箭发动机，第一级火箭

发动机由格鲁什科设计，系统代号RD-251，包括

三台闭式循环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四台游机。第二

级火箭发动机则由科诺帕托夫设计，系统代号为

RD-252，包括一台闭式循环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四台

游机，末端助推火箭发动机则采用变推力挤压发动

机，但各级液发使用的推进剂均为非常常见的偏二

甲肼/四氧化二氮，属于典型的“毒发”

。

而美军的“和平卫士”在壳体设计与

火箭发动机设计上均更胜一筹，“和平卫

士”的壳体使用了新型凯夫拉-49型缠绕

复合材料壳体，第一级、第二级使用了

CTPB（端羧基聚丁二烯）固体推进剂，

第三级则使用了比冲更高的NEPE（硝酸

酯增塑聚醚）高能固体推进剂。不过，由

于苏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搞定了耐储液

体推进剂技术，故而“撒旦”与“和平卫

士”的快速反应能力从战术角度来考量，

倒是区别不大，二者均具备战备等级快速

转换以及即时发射能力。

当然，从投掷的热核弹头效能来看

，“撒旦”还是令人生畏的，目前已经

确认的“撒旦”共有多种单弹头或分导

式多弹头搭载方案：

来自苏联的远古巨兽，仍旧耸立的

R-36M“撒旦”是怎样的存在

在使用单弹头的情况下，单枚“撒旦”

可以携带一枚18mt到25mt的重型热核弹头，爆轰

当量相当于“大伊万”核弹头的大约1/3到1/2，是

投掷到广岛的原子弹爆轰当量的1000倍以上；

而在使用多弹头分导式载具或集束弹头的情况

下，单枚“撒旦”一般可以携带10枚750kt、或者

10枚500kt当量的重型核弹头，且可以另外配备同

样数量的全尺寸诱饵，以提高核弹头的突防效能，

估计750kt弹头是苏军上一代核弹头，而500kt弹头

是俄军新一代战略弹头。

相比之下，“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的投掷

能力咱们也说过了，在使用MK-21载具的情况下，

可以携带10枚W87型弹头（W78弹头加橙色合金

套环），单个弹头质量约为194千克，爆轰当量在

400kt左右，由于美军实际上没有部署爆轰当量在

10mt以上的巨型热核弹头，故而“和平卫士”的威

力显得有点儿不够吓唬人，但实际上它在对付军用

、民用目标时的打击效率，并不亚于“撒旦”这种

重型井射弹。

不过，“撒旦”使用的弹头爆轰当量这么高，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是：投掷精度依然不足。

“撒旦”采用了平台-计算机显式制导方案，陀螺仪

与加速度计以非正交配置安装，算是达到了当时苏联

的较高水平，但饶是如此，到R-36MU型时，其弹道

终点CEP（圆概率误差）精度也只有大概370米左右

，而北约则认为只有500米左右。这个水平虽然相比

它的前一代产品、CEP（圆概率误差）精度在1000米

左右的“悬崖”、“赛果”等有了成倍的提高，却依

然无法胜任直接命中美军洲际弹道导弹强固发射井的

任务，故而“撒旦”使用大型弹头，某种程度上来说

算是精度不够、威力来凑的权宜之计。相比之下，

“和平卫士”大家都知道，堪称美军陆基井射洲际弹

道导弹的最高水平，那弹道终点CEP高达50到70米

的精度，到现在还让咱们流口水。

最后，从“撒旦”的部署情况看，自1975年

年底开始列装部队，“撒旦”先后列装了290枚左

右，分别部署在俄罗斯的乌茹尔（64枚）、阿列伊

斯克（30枚）、卡尔塔雷（46枚）、杜姆巴罗夫

斯基（46枚）；此外，在哈萨克斯坦的捷尔任斯克

（52枚）、让吉斯（52枚）也都部署有苏军的

“撒旦”火箭师。

但是，伴随着冷战结束，也伴随着美苏一系列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生效，俄军现有的“撒旦”数

量已经大大缩水，现役的“撒旦”集中在俄战略火

箭军7个洲际战略火箭团的战斗序列中，共有46口

5000psi发射井。此外，本着“不能浪费发射井”

的原则，俄军现已启动了“复刻版‘撒旦’”，也

就是“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准备用于替

代已经垂垂老矣的老“撒旦”们。

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作为苏军光荣与威名

象征的“撒旦”，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变成“第

聂伯河”火箭，在地球轨道卫星发射任务中完成自

己最后的使命。

来自苏联的远古巨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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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經驗紹經驗，，力爭在明年春節辦好春晚力爭在明年春節辦好春晚，，讓休斯敦的華人華僑和美國朋友能過上一個快快樂樂的中國春節讓休斯敦的華人華僑和美國朋友能過上一個快快樂樂的中國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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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球根植物一直是我的心头好，无论

是出类拔萃的原生种还是令人眼花缭乱

的园艺品种，都是极具魅力的。从种下

的一个个光秃秃的球茎或者球根到最后

盛开的灿烂花朵，这个过程的巨大反差

总是充满惊喜，而这其中最丰富多变的

类群之一就是番红花。

球根植物泛指一大类观赏植物，包

含百合科、石蒜科、鸢尾科诸多类，但

其中鸢尾科算是具有真正的球茎（Corm

），即地下部位是一颗膨大成球状的茎

，球茎顶部有叶芽，典型如番红花和唐

菖蒲。除此之外的其他许多“球茎”植

物，它们的地下部位称是由许多鳞状叶

层层包裹而成的为鳞茎（Bulb），如百

合和水仙。图为番红花的球茎和百合的

鳞茎。图片：柏淼

育种高度发达的今天，现代的番红

花品种大多已经不具备野生种那种花瓣

纤细、轻盈的野性美了。如今购物网站

上琳琅满目的园艺番红花，不过只是这

个家族的冰山一角。

即使到今天，在那广袤的草甸，或

是人迹罕至的山头，依然还有无数无人

知晓的的野生番红花，在自顾自的开着

。图为今天的主角番红花（Crocus sati-

vus）。图片：Emilie40 / wikimedia

复杂的大家族

如果说鸢尾科里美人辈出的话，那

番红花属的美人绝对令人眼花缭乱。

2017年的最新专著《The World of Cro-

cuses》中记载并详细描述了235种番红

花，而且还在逐年增加修改。番红花属

极难以区分，一是因为种类众多，二是

物种变异范围极大，有很多不同类型，

所以导致它的鉴定和归类一直都是令人

费解的难题。

鸢尾科有相当多种类丰富的类型，

典型代表如小苍兰属、鸢尾属、番红花

属、唐菖蒲属等等，几乎每个类别都是

一个大家族。图片：柏淼

根据花期的不同，人们习惯将番红

花分为春花型和秋花型两种类型。不过

也有例外，双花番红花Crocus biflorus是

唯一的既有秋花类型又有春花类型的番

红花。现在系统学研究主要还是基于Bri-

an Mathew的分类进行改动和增补，像秋

花型番红花就分成了Series Kotschyani 科

氏系（如科氏番红花C. kotschyanthus）

、长花系Series Longiflori （如裸花番红

花C. nudiflorus）、番红花系Series Cro-

cus （番红花C. sativus）等几个支系。

如今，国内流通最广的几乎都是春

花型番红花的园艺品种。春花型番红花

早期品种的亲本来自土耳其，但是发扬

光大却是在荷兰。

16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

一世派遣大使访问君士坦丁堡，带回了

后来享誉世界的球根皇后——郁金香，

同一时期还有其他的植物被一起带回，

包括来自奥斯曼的番红花。不过由于所

有的番红花都不及郁金香那么花大色艳

变异性高，因此当时作为商品的流通性

远不如郁金香那么畅销。

直到17世纪郁金香泡沫结束后后，

其他球根植物的育种才被重视起来，番

红花也迎来了属于它们的高光时刻，经

典品种像“匹克威克”、“纪念品”一

直畅销不衰。如今早春时节在英国和荷

兰的公园漫步，可以见到大量的番红花

像地毯一样的铺开，灿烂夺目。

藏红花并不来自西藏

番红花属从地中海到中亚一带都有

分布，而被人们广为熟知的番红花本花

还有个更常用的名字——“藏红花”

（为了方便和其他类型番红花作区分，

以下药用番红花C. Sativus全部写为藏红

花）。

藏红花的应用于人类发展史密不可

分，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

，藏红花也被带到了世界各地。人们早

在3500年前就开始了对藏红花的种植，

在爱琴海圣托里尼岛就有一副关于采收

藏红花的壁画。

虽然药用番红花被称为藏红花，但

是西藏并没有它的自然分布（甚至连种

植地都算不上）。据说最早由波斯传入

印度，经印度传入西藏最后进入中国内

陆。于是，人们把由西藏运入内地的番

红花，误认为西藏所产，因而得此名。

世界上藏红花最大的两个产区一个

是在伊朗的马什哈德，另一个为印属克

什米尔的斯利那加。不过现在国内近九

成高价买到的藏红花几乎全是“出口转

内销”的国产货，并非来自遥远的中东

。崇明岛作为现在我国第三大岛，出产

两种地方特色植物商品——崇明水仙和

藏红花。崇明岛有着和中亚主要产地更

为相似的气候与种植条件，非常有利于

藏红花的栽培——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

和漫长而炎热的夏季，这是常年干冷的

西藏地区所不具备的。

藏红花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那

红色的柱头是享誉世界的名贵香料，价

格高昂堪比黄金。用于食用的藏红花尽

管没有观赏番红花那么色彩繁多，但是

栽培历史却悠久很多，它也是番红花属

体型最大的物种，具有最为硕大和鲜艳

的红色柱头。

有意思的是，新鲜采收的藏红花并

没有藏红花柱头干制品那种独特的香味

。在柱头干燥过程中，脂溶性的玉米黄

质降解产生藏红花酸、部分挥发油和藏

红花苦素；藏红花酸进一步糖苷化形成

特殊的水溶性色素；藏红花苦素进一步

降解氧化形成一系列以藏红花醛为代表

的具有特殊香味的挥发油，因而未经干

燥处理的新鲜柱头几乎是没有这种特殊

香气的。

藏红花具有独特的浓郁的香味，被称

作是“蜂蜜与干草的混合气息”。这其中

特殊干草香味来自番红花苦甙（picrocro-

cin）和番红花酸（safranal），其含有的类

胡萝卜素等色素则是许多食材的制作时需

要用到的天然色素。在欧洲，藏红花也是

许多烹饪料理中不可或缺的调料，例如西

班牙的海鲜饭、法国的马赛鱼汤、以及意

大利的米兰烩饭等，藏红花用它独特的香

味以及神奇的染色效果，给这些菜品注入

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而现在，藏红花经常作为必备药物

出现在宫斗剧中，似乎一碗红花汤就能

导致嫔妃终身不孕不育，每每到此刻我

都是非常无语的，毕竟如此珍贵的“植

物软黄金”藏红花就这么成了“堕胎”

的代名词，真是可笑又可气。

复杂的大家族

和其他番红花不同的是，藏红花是

高度不育的三倍体（2n=24），因此只能

靠无性繁殖。每年夏季藏红花进入休眠

的时候，母球已经分化成为了几个新的

种球，这些新的仔球就是人工大量栽培

的种源。无论是原生种还是园艺品种，

番红花这个家族的成员并不难种植，作

为一个资深的球根植物爱好者，它也绝

对算是适合新手入门的。

无论是春花型番红花还是秋花型番

红花，种植的环境都需要排水透气的介

质、足够的日照和适宜的温度。

大部分番红花分布在夏季干燥炎热

，冬季温暖湿润的地中海地区。秋花番

红花通常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进入休眠期

，秋季温度降低后开始萌发；有些种类

原产地夏季极为干燥，秋季甚至不需要

浇水就能开花；而春花番红花大多数需

要冬季寒冷甚至有降雪的环境，经过适

当低温才能完成正常的开花生长。

尽管园艺品种的适应性更好，但是

对于环境的整体需求也是一致的。这也

是为什么季节分明的江浙沪地区的番红

花可以正常生长开花，而海南广州这些

常年湿热的地区则完全种不来它们。

现在正是种植春花型番红花的最佳

时节（10~11月），无论是秋番还是春

番，都是值得一种的球根。看似不起眼

的小球，盛开时的模样总会让人为之心

动，你不妨也尝试一下。

现在种下球根，明年就能收获“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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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NBC電視臺爆光有數
以千計的在美外籍學生涉嫌在OPT期
間掛靠, 為“虛假雇主”工作。Find-
ream的老板黃凱莉（音譯）已經被提
起刑事訴訟。檢察官指控其為超過
2700名左右的留學生進行過非法的
OPT“掛靠”。雇傭OPT人數最多的
雇主名單包括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名
字，如亞馬遜，谷歌和微軟。但是，
還有壹個鮮為人知的名字：“ Find-
ream，LLC”。目前，Findream的創
始人黃凱莉（音譯）在伊利諾伊州的
聯邦法院被指控犯有刑事欺詐罪。根
據法院文件，Findream通過OPT為尋
求工作的中國F-1學生簽證持有人提
供“虛假的就業證明”。

請註意：申請者在任何時候只要
提供過虛假的文件，都有可能被列入
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黑名單。即便有
留學生認為自己是受害者，但只要是
通過不真實的方式留在美國，都有壹
定的風險存在。在以後申請其他類型
的簽證、綠卡、或入籍的過程中，都
有可能被移民局拒絕。

背景知識：
1 什麽是OPT？
答: OPT 是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的縮寫，是讓外籍學生將所
學的專業知識到

校外運用於實踐的壹種臨時工作
許可。

2 申請OPT應具備什麽樣的條件?
答: 第壹，必須是全日制 (Full

Time)學生； 第二，在遞交OPT申請
之前至少上完壹學年的課程；第三，
遞交申請時有有效的學生身份；第四
，準備從事的工作與自己所學的專業
直接相關。

3什麽時候可以申請OPT
答: 只要外國學生上完壹整學年課

之後便可以申請OPT。壹般提前90天
遞交OPT申請。

4。 最早什麽時間可以遞交OPT申請?
我最晚可以什麽時候遞交申請?
答: 可以畢業之前的120天遞交申請。
最晚畢業日當天移民局收到OPT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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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6月4日起重新對公眾開放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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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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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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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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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tube.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OPTOPT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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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我們曾住在台灣髙雄，向勞工

群體傳福音:後勁加工區女子宿舍，中鋼宿

舍及前鎮加工區女子宿舍。後來主耶穌要

我們夫妻成立《後勁福音中心》從全家五

人開始聚會。

1993年9月15日美籍劉德貞教師來到

我們福音中心，聚會中為我禱告，她說：

「神非常喜悅妳，神將寶座上的火球打進

妳的腹中使妳釋放神的全能，教會很大是

未曾想過，有許多菲律賓人，有許多的華

人，許多人被建造被差到世界各地，許多

基督徒和未信者都來幫忙，此教會是有醫

治，各樣權柄。」

果真在台灣1994年《後勁福音中心》
週年感恩聚會在高雄聖光神學院租場

地，菲律賓人來了七百位，那些人在台灣

只能工作兩年，接下來就往其他國家去，

也把所信的耶穌介紹給他們周邊的朋友。

我因氣喘病發作吸入擴張劑過多，肺

部破了17 顆花生米大的破洞，台中中國醫

藥學院醫生告訴我活不過6 天。真的一天都

不多，病40 天，1994 年11 月6日早上看到

自己的身體與先生躺在一起，自己的靈魂

卻站在房間，我呼求主耶穌救我，我的靈

魂又回到身體，主的話臨到我一小時，祂

要我們全家搬到貝里斯，我們住在貝里斯

差5天滿19 年。

1996 年復活節主耶穌要我禁食禱告40
天，只喝白開水。1997 年孩子放暑假了，

主耶穌要我再次禁食禱告40 天，只能喝空

心菜煮的湯不能加油和鹽，可以排掉兩年

所吃的1000顆抗生素留在體內的毒素。之

後，氣喘病就很少發作。到了美國服侍主

傳福音沒有氣喘病了，感謝榮耀歸給主耶

穌。

2001 年主耶穌要我們開一家Helen and 
Warren Massage Center 按摩中心，祂說：牧

師、師母、宣教師、弟兄姊妹會來尋求幫

助，我們醫治前會帶領一起禱告主耶穌，

感謝主，有15 位中風的人，痊癒可以去工

作了，臉部中風恢復正常，車禍，意外運

動傷害。連巿長和部長及副總理因着找我

們推拿中醫按摩，我們都成了好朋友，

連國家醫院醫生，也將癱瘓5年的病人

介紹給我們，那老婆婆可以自由翻身、並

起來走路，轟動了那地區，她80歲生日請

我們參加他們的家庭聚餐，她也可以與家

人一起玩遊戲，榮耀歸給主耶穌。

另外有一位帕金森病人三年也得到完

全醫治，她可

以跑步，手舉

高不會抖，可

以做任何家務

事  ，轟動了

整個村，連他

的主治美國人

醫師也把受傷

的人親自帶來

求醫，外島的

人搭飛機，坐

船也都來求醫

榮耀歸給主耶

教會拿禮物暨謝卡，周光祖弟兄也來拿你

們給的愛心禮物與謝卡，也幫忙轉交其他

「角聲天使團隊」團員們的禮物暨謝卡。

每位「角聲天使團隊」天使團員們都

說請我轉告謝謝Kathy，美蘭暨海灣華人教

會同工，感謝你們的大愛心，老遠送來感

恩節禮物暨謝卡等，賀卡內所寫的內容，

真感人啊！

求主記念你們默默付出，加倍賜恩福

給你們二位暨海灣華人教會。

我暨周武籐牧師劉美師母也要在此特

別感謝您們的愛心，我們已在主施恩座前

為你們感謝神，求祂施恩賜福給你們。祝

福你們全家有個快樂的感恩節！

11-26(周四)
1984-11-24感恩節筆者自台灣移民到

美國，轉眼已有36年，感謝天父同在到保

守到如今！

今天中午我和李水蓮牧師，Jenny姐妹

應邀去周武籐牧師劉美師母家吃火雞餐、

炒米粉、冬瓜魚丸湯、黃瓜炒鮑菇，我帶

南瓜，鮮蝦。我們感恩歡聚一堂。

晚餐我和周牧師師母一起吃Jenny送的

韭菜包、雞爪、鴨脖子、鴨肉。餐後，我

幫助周師母寫的文章校稿-感恩節數算主

恩。

回家途中，我送給兩個路邊乞討的每

人一條長麵包(美蘭姐妹親手做的) 祝他們

感恩節快樂！他們都很高興說「上帝賜福

給你！」今年的感恩節是真的不一樣！

◎摘錄謝卡與讀者共享
Dear 潘師母，主內平安！

在這感恩的季節裡我們由衷地獻上我

們的感恩，感謝神差派您/您們長期以來扶

持我們教會的遊學生事工，雖然今年2020
年因新冠疫情的緣故無法再次一起同工，

來服事一批一批的遊學生們，但我們堅信

神的計劃不會受到任何的攔阻，祂的旨意

必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盼望這疫情

能夠早日得到控制，讓我們再度攜手相伴

服事下一批的遊學生們。非常想念您/您
們！

感恩節快樂！但願神的恩典和祝福，

加倍地賜給尋求祂的人，愛我們的天父時

時看顧您/您們，直到永永遠遠！

海灣華人教會同工敬上  2020年感恩節  

11-25(星期三)
今天有位80歲

高師母愛心送我和

周武籐牧師師母3個
午餐飯盒暨贈送許多碗裝泡麵，我們一起

共享午餐。過去六年，我去Helen師母周牧

師家每天看到中國大陸華人、越南華人、

台灣華人、香港華人、墨裔、老美、乞丐

等送來美式早餐麥片、泡麵、牛奶、鳳

梨、起司、雞肉、火雞、青蔥11box,肉桂

麵包、罐頭、義大利麵、通心粉、皮薩、

橘子汁、男女用衣物、鞋子、手搖鈴鼓、

冬瓜、青菜、苦瓜、葡萄柚、午餐飯盒、

貴妃雞、23條黃花魚、燻鴨、乾蝦仁、麵

包、蜂蜜、新鮮魚、蝦、雞蛋、牛排、鴨

脖子、雞爪、韭菜生煎包、饅頭、鹽水鴨

等。

筆者見證周牧師師母他們常主動關

懷，與鄰舍分享西瓜、中國美食、水、

水果等，我對周師母說：「你們每天活在

神蹟中，耶和華祝福給你們的恩典滿滿啊 
！」

11-23(周一) 11:30am Kathy，美蘭相伴

自Galveston島開車來休士頓探望王曉明教

授夫婦暨小兒子Mark，Mark兩個月前在家

發生出血性中風，送醫急救作開顱手術，

許多教會的弟兄姐妹切切為Mark禱告；上

帝垂聽眾人的禱告，使Mark經過死蔭的幽

谷，脫離了險境，疫情期間醫院限制只能

一人入院探訪，Mark的父親日日愛心耐心

陪伴身旁，目前已出院作復健中。感謝上

帝憐憫保守醫治Mark，筆者和Johanna會
合Kathy，美蘭同去探望Mark，王教授健

華夫婦高興見到我們來訪，彼此寒暄後，

王教授推坐輪椅的Mark出來和我們四位愛

心天使見面。王教授一一介紹我們給Mark
認識，也請潘師母為Mark暨為作父母的禱

告，請美蘭也為Mark為作父母禱告。

簡短探訪結束後，Kathy,美蘭託筆者

轉交海灣華人教會同工贈送給「角聲天使

團隊」的愛心禮物(蜂蜜、乾蝦仁暨美蘭烘

培的長型麻花麵包)暨謝卡10份。Johanna
愛心訂購給每家兩道菜(肉絲炒豆乾絲、茄

子炒肉絲)帶回去享受。

Alex梁弟兄11-23已來拿海灣華人教會

同工贈送給「角聲天使團隊」的愛心禮物

暨謝卡，梁弟兄當天是來送周武籐牧師師

母一個大火雞。

11-24(周二)上午12時Raymond帶他母

親暨孫子來中國城周牧師師母他們迎主

◎徐恆夫

常常歡喜接待客人，宣教士，鄰居。

周劉美師母接待三位客人。

感恩節數算主恩

愛心天使探訪Mark暨王教授健華夫婦。

耶和華祝福恩典滿滿

◎周劉美 師母

穌，哈利路亞！

我們服務當地居民，連德國村民阿米

許族人(Amish)都來尋求幫助。我應邀連續

九年每年去三個月吃住那裡，醫治各樣疑

難雜症，他們的牛吃不下東西躺在地上，

也要我們去為牛禱告。她們說人都醫好

了，牛也沒問題，找你們倆個來就對了，

我問我先生何時成了獸醫呀，這就是宣教

師的另一種服務，禱告完牛可以爬起來吃

草，那位德國女孩笑得好甜哦！

有一位美國去的醫生，他車禍34年受

的傷也當場醫好，他要給我邀請函希望我

能來美國到他的醫院服務，我謝絕，我是

宣教師只聽主耶穌差遣。

2014年4月30日來美國對華人傳福音，

也有人在我們夫妻同心合一禱告中，得到

醫治，第二天見醫生再度檢查安排洗腎的

時間，醫生很驚訝說：李先生你的腎正常

了不用洗腎，感謝主，榮耀歸給主耶穌。

李先生特別請我們夫妻到餐廳吃龍蝦，我

也邀潘師母一起聽李先生分享的快樂，在

場做見証人。

有位越南年輕人21歲，因為幫父親做

水泥工，扛水泥腰直不起來有五年了，有

一位越南人護士聽到我們會幫助人，就介

紹他來，我們夫妻同心合意禱告，我用兩

個月時間幫助他的背和腰按摩推拿，現在

可以站直走出去，榮耀感謝歸給主。那些

看過他第一次進來的人，好像在撿地上的

東西，腰站不直，都稱奇感謝榮耀主。

這年輕人的護士又介紹另外一位越南

坐輪椅32年的女孩手腳變形，全身扭曲僵

硬她的母親小聲問：她女兒從來沒有走過

路 ，可以醫嗎？我聽見主耶穌對我說「可

以醫」我快樂的說出來。果真二個月時間

內奇蹟不斷發生，手腳正常，伸縮自如，

她現在完全正常可以走路，她的鄰居特別

來告訴我她親眼看到的神蹟，榮耀歸給主

耶穌。哈利路亞，感謝主。

2015 年4月1日在中國城惠康超巿旁警

察局前面佈道，我先生周武籐牧師帶領越

南華僑蔡汗炎信主，蔡先生他一路陪伴眾

人幫忙周牧師翻譯成英文，他看到神蹟、

奇事，滿心感謝主醫治了他的同鄉人，這

些人是住在窮人區，那一年的感恩節，我

從被醫好的越南兩位病人的母親手中接受

60個鷄蛋，一條夏天用涼被，還有她們滿

滿的感恩，我都受感流淚，這是我們夫妻

在美國宣教的其中一段故事。(我因他們越

南人貧窮，免費幫助他們20多位。)
今年在美國過第六個的感恩節，有人

好奇問這六年多做義工沒有薪資，怎麼走

過來?感謝主耶穌早就說了「有許多基督徒

和未信主者都來幫忙」讓我們沒有缺乏還

能把得到的恩惠分享給住在室外的朋友，

如衣服，被子，食物或熱水冲泡麵等，真

是越分享就得到更多，有釣到魚的周先生

就會送魚來，有種菜的楊大哥王老師收成

時也沒有忘記分享給我們，搬家或回中國

的朋友會把帶不走的東西，冷凍食品，衣

服，家具電器用品送來，我們左手收右手

分享。

潘師母常常把號角月報或美南日報送

到我們家，（我們夫妻配搭做了六年多送

報義工，送到好幾家超市和銀行報架上，

有一天一對夫妻看到我們用菜籃子（淑惠

姊送的）拉著號角月報往超市的路上走，

他們夫妻倆以為我們是小偷說：拿一份就

好了，還拿了一整捆報紙，對我們很不禮

貌，我追上去對他們說：我們是號角義工

送了多年的報紙，現在要去送另外一家超

市，他們很不好意思說:啊！!對不起，誤會

了。）原來她們也是號角忠實的讀者。

潘師母她也會帶來別人送她的食物來

共享，我們常常一起禱告，她說她在我們

家看到許多神蹟奇事，沒有缺乏，還能分

享，要我寫下來鼓勵人，我對潘師母說 :
妳如果願意留下來一天，看到的神如何供

應我們的需要，妳是見證人。我以前禱告

「只要有客人來，求主耶穌預備接待用的

食。」所以潘師母妳吃到的都是送來的，

並且潘師母也親眼看到人把食物送來，又

吃到了才神奇，感謝讚美榮耀歸給主耶

穌。

今年遇到疫情許多人沒有工作，睡

在我們門口，人行道，車庫或院子，要衣

服，食物，被子，也要工作機會，那一段

日子餐廳，按摩業都休業那有工作呀，大

家都不出門，怕�還是怕（沒命）好多人

失去工作沒辦法。

感謝主，感謝美國愛心團體分送食

品，有一天我和先生想要去超市買一點吃

的，在路上被天主教高中女學校的交通管

理員應強迫我們進到校園去領食物，後來

才發現不要錢，我們兩個牽著腳踏車載著

三大箱，哈哈大笑回家，我先生說：「好

像是從天上掉下來」我說是嗎哪嗎？哈哈

哈好快樂哦!趕快去通知左鄰右舍去領，有

一位希望我陪她去，我們去了，汽車隊這

一頭結果又送給我一份，我帶回家快快分

送給人。有一位乞丐也去領了麵包拿來要

送我.…（我感動的要哭，平常是他向我們

要，今天他拿好多卻說也為我拿了一些）

我為門外的人一個個禱告，希望他

們快快回去工作，感謝主，聴禱告，他們

走之前也送聖經給他們。有一位要求幫忙

買西班牙語聖經，我先生騎著腳踏車快速

地到王朝商場樓上証主書房買了西班牙語

聖經回來，剛好他的雇主也到了，把他帶

走。哈利路亞，阿門!
感謝主，最後一位也有聖經，又有工

作，他是從宏都拉斯來的，去過教會。

角聲今年38週年線上視頻，潘師母來

迎主教會三天，她説在我們教會過三天退

修會，看電視(春愛送的）大螢幕用手機接

電視更清楚好像面對面。

這三天潘師母領教了主耶穌如何供應

我們三人曰用的的飲食，許多基督徒和未

信者都來幫忙，他們送來各種食物讓我們

無缺，還能成為轉運站分享給異鄉人，有

北區Woodland中美團契天娜姊妹知道我們

這裡在做什麼事，天娜姐妹帶著美國約翰

弟兄願意提供每月一次晚餐美式飯盒，為

這些出外人補補營養，有人拿到飯盒打開

吃，卻有三隻手同時抓住他的食物，哇哇

哇...這人來向我告狀，我安慰他感恩節還會

有食物來，他聽見就笑了。

11月22日我們提早預備感恩節飯盒23 
份，每個人都笑了，我順便提醒12 月20日
聖誕節聚會4點半見，吃完飯盒有人專程回

來來感謝，好好吃的美國餐太感動了，約

翰弟兄希望有人能轉告你，謝謝你為大家

提供的營養美味佳餚，感謝主，祝福大家

感恩節快樂。

周劉美師母與感恩節火雞。

感謝上帝的慈愛保守供應 ， 以及弟兄

姊妹朋友們的愛心關懷支援。天天悶在屋子

裏，可以說沒有春天， 沒有夏天， 也沒有

秋天。

 二 O 二 O 就差不多過去了。

我們二月之後也未曾出訪朋友，也不

曾在屋子裏接納親朋，中止了原來的籌畫探

索，也許這就是那種被軟禁的感覺吧！自由

慣了的人受到限制之後日子不會好過，煩躁

憂鬱憤怒無奈的情緒會自然湧現，原有的優

雅自信以及對萬軍之耶和華的信賴依靠有

時候似乎被邪惡黑暗勢力的張狂的現實顛

覆殆盡，有些恐怖。還好有聖經的話給我安

慰勇氣支撑下去，好聽的音樂詩歌陪伴，生

活沒有缺乏，身體也沒有大礙，這是何等的

恩典，於是我就釋然低，也不敢像小孩一樣

耍頼了。堅信上帝依然掌權也必然看顧，曙

光乍現烏雲將會消散，打過疫苗我們可以正

常生活禮拜、期盼明天會更好，祝福大家感

恩節快樂！

《以賽亞書》46 章 4 節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

髮白，我仍懷搋。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 
必懷抱，也必拯救。

感謝上帝的慈愛保守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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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慈濟雲端讀書會   把佛法用在生活中

素行動聯盟夥伴分享：

德州新冠肺炎（COVID-19）確診人數居高不下，成為

全美第一個確診患者突破百萬的州份，考量到疫情

期間不便外出聚會，慈濟德州分會志工在疫情剛開始在美蔓

延之際，透過小組聯繫線上教學，讓志工們熟悉如何居家使

用個人電子設備，並於5月12日起一同於網絡平台相聚進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讀書會，透過參讀佛經分享心得，穩定

因疫情惶恐不安的心。

◎ 讀書會洗滌心靈塵埃
◎ 轉壓力為歡喜心

◎ 從芬蘭到休士頓推素

採訪／許維真、黃芳文、林桂英
撰文／錢美臻

作者／曹旋律

9
210

志工黃希涵
一邊看電腦
螢幕，一邊
看書參與讀
書會討論。
圖片來源／
黃希涵

志工楊修碧
在家布置出
一個溫馨讀
書空間。圖
片來源／
楊修碧

我要不停地、持久地修

學佛法，落實證嚴法師

的法於日常生活中。人

生只有使用權，發揮生

命的寬度及深度，成就

生命中的真空妙有。

            志工　溫倉彬

我們全家都覺得吃素很好，大家身體都變好，而且家人

之間，彼此的關係也更好了。

                       素食餐廳VG Wok業主 Tammy Pham 

	 去年Tomy來美國休士頓探望姐姐Tammy時，決定在休士

頓開分店，全家人都非常支持。親身經歷素食帶來的美好變

化，Tammy希望把素食種子播撒出去，要開素食餐館，她用

心勘察休士頓中國城環境，制定適合當地、品種豐富的菜單。

	 來自越南的Tammy Pham説

起了弟弟Tomy，在芬蘭圖爾庫

(Turku,	Finland)	創辦VG	Wok連

鎖餐館的故事：「他曾經很愛吃

肉，但突然有一天，覺得自己應

該過更健康的生活，於是他決定

開始吃素，不僅自己吃素，還買下了一個小的豆腐作坊。」

	 一心推素的Tomy，覺得豆腐作坊影響力不夠大，於是

又買下一家即將倒閉的漢堡店，轉變為主打東南亞味道素食

粉麵及三明治的素食快餐。沒想到VG Wok一開張，就受到

近年素食者快速增加的芬蘭人喜愛，生意好到爆棚，短短四

年閒便開了十家連鎖店，榮登芬蘭素食餐排行榜，引領當地

素食健康風潮。

	 其實Tammy全家人都是素食擁護者，她提到自己的父親

以前每頓飯都要吃肉、喝酒，脾氣不好還有肥胖和糖尿病問

題。家裡從媽媽開始，全家都開始吃素，家人用耐心影響爸

爸，現在父親偶爾吃一點魚和海鮮，完全不吃紅肉，身體明

顯變好，一年内減重30磅，體檢指標趨於正常，過去的慢性

病也都消失了。

餐館名稱：VG Wok 
地址：12313 Bellaire Blvd Suite O,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 809-5593
網站：www.vgwokhous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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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分會轄區包括德州休士頓（Houston）、奧斯汀

(Austin)、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與佛羅里達州奧蘭多

(Orlando) 等地的慈濟志工，藉由每週二晚上的讀書會在雲

端相會，共同學習與討論研讀佛法的心得，也透過螢幕關懷

老朋友，分享個人在居家避疫期間的感想。

	 每一次的讀書會，會有一位志工擔任導讀帶領著大家，

共同閱讀《靜思法髓妙蓮華》的每一頁內容，之後有小組討

論讓大家分享個人心得，最後是練習慈濟手語曲目，深入經

藏演繹佛法妙音，舉手投足把經藏字句化為人人可理解共鳴

的影像。

	 《妙法蓮華經》被喻為「諸經中王」，古來即有「開悟

楞嚴、成佛法華、富貴華嚴」之說。慈濟行願半世紀，慈濟人

跟隨著證嚴法師的腳步在人間學習「福慧雙修」。證嚴法師過

往晨間為弟子開示講述《妙法蓮華經》經義，相融靜思法脈、

慈濟宗門法理與事相，彙整成為其親定書名的《靜思法髓妙蓮

華》系列叢書，是2020年慈濟社區讀書會選讀的素材。

	 因疫情關係讀書會改為線上參與，節省下班後趕往會所

參加讀書會的交通時間，加上疫情期間心情壓抑煩憂，研讀

佛法能平撫動盪的心情，因此德州分會的慈濟人參與讀書會

的意願更高了。

	 志工黃希涵認為，此次參與《靜思法髓妙蓮華》的序品

讀書會，將二十多年來多次誦讀《法華經》的內容，透過讀

書會慢讀細品下整合起來，最大收穫是清楚看到《法華經》

的全貌。自己也開始學習把佛法印證在現實生活中，在對人

處事上慢慢改觀，並對人及事有更大的容忍。

	 志工白淑宜坦言在準備導讀過程中頗感壓力：「讀到佛

經中的故事時，頓時豁然開朗，心念一轉，何不學習這種精

神，轉壓力為歡喜心。從此不但壓力盡除，所做的每一件事

也能更圓滿完成。」

	 經歷了疫情衝擊，志工溫倉彬透過讀書會交流獲得更多

體悟。

	 志工陳菊貞認為參與讀書會使自己身心清淨，因為證

嚴法師傳說《法華經》是配合經文，向大家說人間事，所以

弟子可經由學習法來改變習性，讓心情變得寧静寬廣，讓慈

悲和愛的力量不斷成長，減少錯誤行為產生。個人修習佛法

後感受變得少抱怨、少瞋怒、少挑剔，多包容、多善解和多

感恩，更能體諒讚嘆他人，有誤解時能自在放下身段道歉懺

悔，更體會到生命的價值。

	 志工安美娟透過讀書會包容工作中碰到的不如意事。她

表示，當別人顯現出不好的習性和脾氣，若能即時善解、包

容、轉個心念，就能心情輕鬆、順心適意。所以要把佛法用

在生活中，學習將智慧用於處事之道。

	 疫情期間的線上視訊讀書會，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隔

離阻礙，讓眾人面對疫情提高警覺，做好防疫措施保護好身

體，並能用心相聚

來凝聚善念面對自

然反撲的警示，這

份愛的能量需要更

多的人互助互愛，

以最虔誠的心祈禱

疫情早日消弭，期

許社會恢復祥和，

天下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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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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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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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螢幕志工溫倉彬神情專注分享
讀書後的感想。圖片來源／溫倉彬

「素食，打開一扇新生活的門。」
Tammy欣然加入「素行動聯盟」，與慈濟共同推素。攝影／林書賢

◎ 帶起健康飲食的風潮
	 「我弟弟芬蘭的店大部分賣簡餐，而我們根據休士頓中

國城的顧客群，調整了菜單，增加了很多品種。」在休士頓

VG Wok的菜單上，不僅有越南風味的湯粉、燉素魚、青木

瓜沙拉、清爽的蔬菜春捲、越式三明治、沙爹串烤蔬菜、泰

國冬陰功湯與各色泰國咖喱；還有中式風味的炒菜、煲湯，

甚至有韓式炒粉絲。

	 「我們希望能夠打破人們對於素菜等於單調、等於淡而

無味的看法，讓大家了解素食可以有這麼多變化，我們店裡

有60到70道菜。」Tammy滔滔不絕介紹自家的素食料理：

「菜單60%來自我媽媽的菜譜。還有我們品嘗其他料理後，

自己改作素食所詮釋的風味。」

	 為確保食材的新鮮，每天早晨Tammy和先生會一起親自

去菜場挑選蔬菜，並試著用不同風味料理，她說：「素菜有

很多不同風味，比如越南和台灣就有不同料理方法，吃素不

是吃單調的蔬菜，而是一場回歸自然的味覺探險。」

	 在今年6月15號剛開張的VG Wok，遇到新冠疫情民眾

減少出門用餐，經營上雖然較困難，但仍不失希望，Tammy

説：「還好社區內很多人對素食有好感，比如越南人、中國

人、泰國人都喜歡吃素食，還有印度人是素食餐廳主要顧客

群體。所以一切在慢慢好起來。」

	 Tammy希望VG Wok在融入社區後，可帶起健康飲食的

風潮。因此在慈濟志工到店裡介紹「素行動聯盟」，聽到這

是為眾生祈福的理念時，Tammy馬上被吸引並欣然加入「素

行動」，不但提供加入的成員15%優惠，還把慈濟手冊和雜

誌放在店內，為顧客提供滋養身心的機會。		 	

	 越來越多餐飲業主和個人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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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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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现实生活中，有过吃饭塞牙经历的人，不在

少数。食物残渣在嵌入牙缝后不但会压迫牙龈，

在牙齿之间产生挤胀感，而且在口腔细菌的作用

下也可能引起口腔异味。吃饭塞牙，真的只是因

为牙缝变大？或者另有原因？遇到这种烦恼，我

们该如何解决？

吃饭塞牙的原因不简单

吃饭塞牙有个学名，叫食物嵌塞。它可以分

为两种类型：垂直性嵌塞和水平性嵌塞。所谓垂

直或水平，主要指食物嵌入牙缝的方向与牙齿咬

合面平面的关系。由咬合力（方向与牙齿咬合面

平面垂直）导致的塞牙，为垂直性嵌塞；由唇、

颊或舌压力（方向与牙齿咬合面平面平行）导致

的塞牙，为水平性嵌塞。

垂直性嵌塞的形成原因有以下3种情况：

1、🦷牙缝异常

具体表现是牙齿之间接触异常，可能出现真

正的缝隙（尤其窄缝）。

正常牙缝的状态应该是牙齿与牙齿“分而不

离”。所谓“分”就是每颗牙齿各自独立，牙齿

与牙齿并无结合；所谓“不离”就是牙齿与牙齿

会在特定部位（专业名称为接触区）相互接触、

相互倚靠。

蓝圈所示部位为接触区，不同牙齿间的接触

区位置和大小均不同

牙齿因邻面龋（起源于牙缝的蛀牙）导致接

触区或边缘嵴（前牙舌面或后牙咬合面的边缘隆

起）遭到破坏，牙齿因蛀牙或损伤等原因经过充

填或修复后未能恢复正常接触区，牙齿因扭转或

错位导致接触区大小或位置异常，牙齿因一侧邻

牙齿缺失而发生倾斜导致其与另一侧邻牙失去接

触，牙齿因患牙周病而出现松动导致其与邻牙接

触不佳等，均会造成牙缝状态改变，引起食物嵌

塞。

牙缝异常不仅是吃饭塞牙的原因，也是牙齿

存在健康隐患的提示信号。

2、🦷咬合力异常

这种情况是指对应牙齿咬合之间存在楔力等

异常咬合力。

在没有缺失牙齿的口腔中，除下颌中切牙

（红色1，左右各一颗）和上颌最后两颗牙齿（黑

色8，左右各一颗）只与一颗牙齿对应咬合之外，

其余牙齿均与两颗牙齿对应咬合。

牙列中各个牙齿的对应咬合关系

一方面，这些牙齿中的任何一颗牙齿都可能

因为形态异常而产生楔力。比如，有突出或位置

异常牙尖的牙齿，可以使对应咬合的两颗牙齿的

接触区发生瞬间分离，从而将食物挤入两者之间

。这种牙尖被称为“充填式牙尖”；还有因不均

匀磨耗产生尖锐牙尖或边缘嵴的牙齿，也能起到

同样作用。

另一方面，咬合力也可以将食物压入边缘嵴

高度不一致（由牙齿不均匀磨耗、伸长或倾斜造

成的）的相邻两颗牙齿之间。比如，上颌智齿可

因下颌智齿缺失而伸长，

其边缘嵴因此超出上颌第

二恒磨牙边缘嵴，则食物

很容易塞在上颌智齿和上

颌第二恒磨牙之间；而下

颌智齿常有近中倾斜的情

况，其边缘嵴因此低于下

颌第二恒磨牙边缘嵴，则

食物很容易塞在下颌智齿

和下颌第二恒磨牙之间。

下颌智齿向近中倾斜

，边缘嵴低于下颌第二恒磨牙，易引起塞牙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上下颌牙齿对咬可产生

水平方向的分力，可致牙齿接触区发生瞬间分离

，进而引起食物嵌塞。

3🦷外溢道消失

如果牙齿的邻面和咬合面磨损，咀嚼后的食

物就会失去正常的溢出通道，进而被挤入牙缝。

外展隙（牙缝中接触区以外的空间）和咬合面上

从中心位置延伸到颊、舌面或边缘嵴的沟裂均为

食物的溢出通道，边缘嵴则有助于防止食物嵌入

牙缝。食物溢出的过程类似于磨细后的粮食从磨

盘上溢出的过程。

磨细的粮食从磨盘上溢出

水平性嵌塞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牙周炎患者

可能出现牙龈乳头退缩和牙槽骨吸收等症状，病

变区域牙龈附近的外展隙增大，唇、颊或舌压力

有可能将食物压入牙缝。

频繁塞牙后果很严重

塞入牙缝的食物残渣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清

理，将在一定时间内与牙菌斑共存，频繁塞牙者

上述情况的存续时间更长。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

恰好又是龋易感者，那么他很有可能因为牙缝里

的致龋菌发酵了食物残渣中的糖分而发生邻面龋

。蛀牙可能导致塞牙，塞牙也可能导致蛀牙。

同样，食物嵌塞是牙周炎发生的促进因素之

一，它不仅会压迫牙龈，对牙龈直接产生机械性

刺激，而且有助于牙菌斑（牙周炎的始动因素）

的堆积，加重牙菌斑对牙龈的生物刺激，使人更

容易出现牙龈炎、牙龈退缩、牙周袋形成和牙槽

骨吸收。在牙龈退缩的基础上，根面龋也很容易

发生。牙周炎可能导致塞牙，塞牙也可能导致牙

周炎。

食物嵌塞可以与牙病互为因果，使牙病陷入

恶性循环模式。

解决塞牙需对症下药

鉴于塞牙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因此一定要追

根溯源，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相应办法有磨改法

、修补法、拔牙法、矫正法和护理法。

磨改法是针对部分病因磨改牙齿外形的方法

，包括重建或调整边缘嵴，重建食物溢出沟，恢

复牙尖生理形态和加大外展隙。这种方法只适用

一部分垂直性食物嵌塞，其有效性需在再次进餐

后才能得到验证。

修补法则针对邻面或咬合面蛀牙造成的食物

嵌塞，可通过充填术或冠修复解决。拔牙法常用

于处理有食物嵌塞情况的智齿。矫正法可通过排

齐牙齿解决牙缝异常。

护理法是解决食物嵌塞的最基本方法，也是

其他方法不能奏效情况下的最后一招。具体操作

是使用牙线或牙间刷清洁牙缝。值得注意的是，

牙间刷仅适用于牙周炎等牙缝较大的情况。

吃饭塞牙
不要紧？
牙齿可能隐藏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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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心感恩的心 感謝有您感謝有您
快速核酸檢測快速核酸檢測，，王朝獨家私人訂制旅遊路線王朝獨家私人訂制旅遊路線

又過了壹年壹度的感恩節，感恩節是美
國人民獨創的壹個古老節日，美國舉國上下
熱鬧非凡，就如同中國人的春。節壹般，是
美國人合家歡聚的重要節日，全家人在壹起
享受豐盛的節日大餐，意在感謝生命中遇到
的人和事。感激這個世界的魅力，感激妳們
的存在，感激我們的相識，祝妳們感恩節快
樂！

最近有壹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這
些顯然是非常令人興奮的結果，”美國頂級
傳染病醫生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
說。“它就像獲得的壹樣好-94.5％的確是
傑出的。”Moderna首席醫學官Tal Zacks
博士說：“這是我壹生和職業生涯中最重要

的時刻。能夠開發這種疫苗並看到能夠以如
此高的效率預防癥狀性疾病的能力絕對令人
驚訝。” 福奇說：“疫苗接種可能在12月
下半月開始。最初，不會為所有人提供足夠
的疫苗。優先級最高的人群，包括醫護人員
，老年人和有潛在疾病的人，將首先獲得疫
苗。我認為其他人將在四月底開始接受疫苗
接種， 那將持續到五月，六月，七月。這

將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並於明年春季為其余
人群提供。”這個消息真的令人鼓舞，在等
待接種疫苗的期間我們千萬也別掉以輕心，
該做的防疫工作繼續做，該註意的衛生壹定
要註意。還是那句老話：少去人流密集的場
所、保持社交距離、在公共場所壹定要佩戴
好口罩、勤洗手、勤消毒。

另外，我們王朝旅遊還是壹直致力於給
客人提供雙檢測預約服務，政府
認證測試機構【雙檢測+雙報告】
，保證24小時或當天出報告，特
惠價僅$195起，更安全，更可靠
。目前已經有不少客人成功做完
檢測回國了。

如果待在家中悶得慌，又想安
心地出去遊玩，王朝旅遊幫到您
，現正推出為客人私人訂制路線
，我們會把路線行程規劃好，提
供專人專車，壹條龍服務讓您安
全又放心。行程中每天消毒車輛
兩次；備有口罩和免洗洗手液；
資深司導全程佩戴口罩，並提醒
相關防疫要求的貼心服務。免費

上門接送，安全有保障，遊玩時間您做主，
全程帶您細細遊覽。當然想去外州走走的我
們也有私人小眾團:

①紐約/費城華府/尼亞加拉瀑布 ②
亞特蘭大 德國村/大霧山國家公園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
英廣場A14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擋藍光鏡片特價擋藍光鏡片特價 平光平光8888元一副連鏡框元一副連鏡框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 「山水眼鏡」 負責人禹道慶師傅於

日前表示：2020年因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每個人的生活都發生
了巨大的改變。網路世界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幾乎每個人都
受到了影響。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待在家中工作、上學、團體活動，
甚至多位朋友之間的互動，都利用Zoom 之類的軟體在銀幕上進行
交流。至今，各級學校都採用遠距網路教學，學生在家中看著電腦
銀幕來學習，整個社會型態都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禹師傅表示：近幾年來由於3C 產品的大量使用，醫界也開始注
意到3C 產品螢幕上的藍光對於眼睛的傷害，尤其是對視網膜黃斑部
的傷害最厲害。早期尚未有電腦大量使用之前，我們知道有紫外線
對眼睛的傷害，所以配眼鏡時都特別注重鏡片要加紫外線防護，起
到了保護眼睛的作用。但是傳統式的鏡片卻無法阻擋藍光。所以常
常我們會看到新聞中提到看太多電腦、手機的使用者眼睛遭受到永
久性的傷害，而這個傷害是不可逆的，因為黃斑部一但，受到傷害
後是無法修復的，而黃斑部又是視網膜上看得最清晰的部位，所以
在各類資訊中都會看到眼科醫生呼籲使用3C 產品多的人配戴阻擋藍
光的眼鏡片來保護眼睛，尤其是正在成長中的小朋友或青少年。禹
師傅說：很多三、五歲的小孩子父母為了使其安靜，常會拿手機或
平板電腦給他們看而安撫他們，殊不知這是對眼睛的慢性傷害，而
近半年來由於新冠病毒的肆虐，不論是大人的工作和學童們的課業
，都依賴電腦來完成，可想而知都對眼睛造成多大的傷害。

「山水眼鏡」 的禹師傅關心大家的眼睛健康，特別推薦最好的

阻擋藍光鏡片，目前市面上有擋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
八十的產品，而山水眼鏡會使用擋百分之八十最好的產品，起到最
良好的保護作用。可作單光，無線多焦點，有度數的鏡片，現正特
價，八折優待。對於不需要度數矯正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 「山
水眼鏡」 也提供平光擋藍光鏡片，連同鏡框八十八元就有一副。這
是禹師傅特別關心成長中的小朋友能有健康的眼睛而特地不計成本
提供大眾，希望大家能作一點投資來保護您珍貴的雙眼。

「山水眼鏡」 目前受到疫情影響，開店時間有所調整，週一至
週六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三點，週三休息，週日是下午一點至下午
四點。值此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絕跡之際，為確保該店員工及廣大客
戶的健康安全， 「山水眼鏡」 請所有客戶遵守下列規定：

1，入內客人請戴上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消毒。
2，只允許四名客人同時在店內，並保持六尺安全距離，每位客

人只能有壹位陪同。
3，如須選新鏡框最多只能試戴五付，碰過的鏡框請放在事先交

給您的盒內，我們要進而消毒。
4， 如鏡框需調整服務，目前我們只能作標準調整，請諒解無

法作細部調整減少碰觸。
5， 如需花費時間修理，請交待後於店外等候，完工後我們會

拿出去給您。
6， 請在最短時間完成您的交易。
7， 每位客人離開後我們會消毒。

「山水眼鏡」 由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的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
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接受Medicaid和Medicare配鏡。所有鏡片
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為正牌擋藍光鏡片，徹底保護黃斑部。

「山水眼鏡」 服務項目包括：配鏡，隱形眼鏡販賣，鏡框修理
，免費調整，免費清洗，可舊片配新框或新片配舊框，內設全套工
廠設備，自己研磨，壹貫作業，品質保證，壹小時可取，上千副各
種名牌鏡框，任君選擇。

「山水眼鏡」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252,Houston ,TX
77036 (位於敦煌廣場 「歡樂小棧」 對面 ），電話：713-774-2773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的的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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