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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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德州雪
災風暴，有壹些朋友發生了車禍或者
由於路面太滑而引起輕微的碰撞，有
些人傷勢嚴重，甚至危及生命；有些
人受了輕傷，簡單治療壹下就好了；
而有些人表面上身體沒有受傷，也沒
有痛覺，而後遺癥卻很嚴重，甚至因
為延誤診治，差點失去性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德州脊椎中
心李醫生，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
，治愈了十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
，尤其對車禍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
痛癥的治療，有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
明顯的治療效果。李醫生說，很多華
人對於輕微碰撞，只是自己搽點藥酒
或貼個膏藥，抗壹抗就過去了，根本
不當回事，等到壹段時間以後，才感
覺到身體出了問題，這就是車禍後遺
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隱患。
李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只
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以
幫您聯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
要花壹分錢，既能治病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30多歲的男
性工程師，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
也沒有任何癥狀，所以，就沒有看醫
生。然而，在車禍後的壹個多月，就
出現了頭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
癥狀，導致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
藥和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
工作。可他自己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
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
醫生得知他壹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
是輕微地碰撞了壹下，當時沒有任何
不適，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
查後，發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
才導致他頭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
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
以轉動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
他堅持每周看壹次，壹個多月後，癥
狀就全部消失了。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

醫生的例子很多，這裏再舉壹個病例

：壹位從臺灣來美的20多歲男子，撞
車後也是沒有癥狀、沒有痛覺，因此
就沒有看醫生。車禍2年後的壹天，突
然感到腰部疼痛，並越來越痛，痛到
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
，也診斷為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幾
次後，但未見好轉，癥狀沒有減輕。
李醫生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以其特
有的職業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壹
般的車禍後遺癥。以往類似的傷情，
治療幾次都會好轉，這個病人為什麽
沒有好轉的跡象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
查和詢問，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是
建議他馬上到專科醫生那裏作檢查，
以免貽誤了治療。病人聽從了李醫生
的建議。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
真的有個瘤子，是早期癌癥。經過西
醫的癌癥治療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後來繼續來找李醫生治療他的
腰痛病。經過李醫生細心地治療，腰
痛已經好了，並回臺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

有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
嘛要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
認為車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
，我不用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
己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
斷，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
利。如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
好車禍碰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
有經驗的醫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
光檢查、腦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
否有腦震蕩、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
；而身體則要做X光檢查等，來判斷內
臟是否有損傷、身體是否有骨折等。

通過各種檢查，進行對癥治療，使受
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

得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
出現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
來推拿按摩壹下，減輕痛感或腫脹。
這是不懂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
發炎期，或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
的醫生是不會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
如果按摩推拿，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
，加劇炎癥和紅腫，甚至會加重傷害
，造成“二次損傷”，增加治療的難
度，甚至會延誤治療。李醫生獨家牽
引療法，包您壹次就減輕疼痛80%！
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
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
壹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可
以幫妳免費治療！不用妳自己掏壹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妳
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訴

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

問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
的。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
左右，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次
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壹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
文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德州雪災德州雪災 車禍頻發車禍頻發
別讓車禍後遺癥成為終身傷害別讓車禍後遺癥成為終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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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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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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爾夫球巨星老虎伍茲再次成為世界頭條新聞高爾夫球巨星老虎伍茲再次成為世界頭條新聞
人物人物,, 不過這次不是在球場奪冠不過這次不是在球場奪冠,, 而是在加州駕車而是在加州駕車
疾馳釀造車禍疾馳釀造車禍,, 車子翻覆多次車子翻覆多次,, 險象環生險象環生,, 救護人員救護人員
需用救生鉗才把困在車中的伍茲解救出來需用救生鉗才把困在車中的伍茲解救出來,, 他雖存他雖存
活下來活下來,, 但雙腿嚴重骨折但雙腿嚴重骨折，，小腿脛骨和腓骨碎裂小腿脛骨和腓骨碎裂，，要要
靠金屬棒穩定靠金屬棒穩定，，腳骨和足踝亦靠螺絲釘固定腳骨和足踝亦靠螺絲釘固定,, 恐將恐將
終結高球生涯終結高球生涯，，真是令人唏噓真是令人唏噓！！

老虎伍茲的一生充滿傳奇故事老虎伍茲的一生充滿傳奇故事,, 他在球場上的非他在球場上的非
凡經歷與崢嶸歲月是值得世人閱讀的勵志章篇凡經歷與崢嶸歲月是值得世人閱讀的勵志章篇,, 但但
在球場外他的糜爛生活則讓人不敢恭維在球場外他的糜爛生活則讓人不敢恭維。。

身上流有泰國華裔血液的伍茲堪稱天才神童身上流有泰國華裔血液的伍茲堪稱天才神童,,從從
小在非裔父親栽培下小在非裔父親栽培下，，八歲嶄露頭角八歲嶄露頭角，，廿一歲投入廿一歲投入
職業賽事職業賽事，，廿三歲贏得名人高球賽第一座王冠廿三歲贏得名人高球賽第一座王冠，，從從

此打遍天下無敵手此打遍天下無敵手，，共贏得共贏得1515個個
大滿貫冠軍與大滿貫冠軍與 8282 個美國巡迴賽個美國巡迴賽
冠軍冠軍,,成為高球標竿人物成為高球標竿人物。。

但恃寵而驕的伍茲在經歷背但恃寵而驕的伍茲在經歷背
傷手術傷手術、、婚外戀情婚外戀情、、性愛醜聞性愛醜聞、、酒酒
後駕車以及離婚官司後萎靡不後駕車以及離婚官司後萎靡不
振振，，一度邂逅排名世界第一的滑一度邂逅排名世界第一的滑
雪運動巨星林狄雪運動巨星林狄••沃恩沃恩，，兩人閃兩人閃
電相交電相交，，也閃電分手也閃電分手，，又給他造又給他造
成巨大打擊成巨大打擊,,戰績不佳戰績不佳，，從世界排從世界排
名第一跌落到第名第一跌落到第11991199名名，，眼看大眼看大
勢已去勢已去，，沒想到他沒想到他20192019年東山復年東山復
出出，，戲劇般逆轉戲劇般逆轉，，兩次在兩次在 PGAPGA 巡巡
迴賽奪冠迴賽奪冠，，更在名人賽充份展現更在名人賽充份展現
出獨特悟性與強勁爆發力出獨特悟性與強勁爆發力，，以以4343
歲高齡奪下美國名人賽王冠歲高齡奪下美國名人賽王冠，，那那
是他第五次贏得名人賽冠軍是他第五次贏得名人賽冠軍，，與與
上次奪魁相距十四年之久上次奪魁相距十四年之久。。

伍茲一直是一個冷酷的運動員伍茲一直是一個冷酷的運動員，，他很少讓球迷或他很少讓球迷或
對手瞭解他的內心世界對手瞭解他的內心世界。。

當他在與自己衰弱的身體鬥爭時當他在與自己衰弱的身體鬥爭時,,這位有血有肉這位有血有肉
的冠軍手也會展現出溫柔的一面的冠軍手也會展現出溫柔的一面。。在去年底的在去年底的PNCPNC
親子活動上親子活動上，，伍茲和他伍茲和他1111歲的兒子一起玩耍歲的兒子一起玩耍，，從外從外
表舉止他都表現出非常溺愛孩子的一面表舉止他都表現出非常溺愛孩子的一面,, 在接受體在接受體
採訪時他曾憂心表示採訪時他曾憂心表示,, 並不確知自己的背部手術是並不確知自己的背部手術是
否會阻止他參加未來的比賽否會阻止他參加未來的比賽,,當時社群媒體都在議當時社群媒體都在議
論論，，如果老虎不打球了如果老虎不打球了,,會發生什麼會發生什麼??

現在現在,,這一刻這一刻，，竟匆匆到來了竟匆匆到來了,, 然而阻止他打球的然而阻止他打球的
卻非背傷卻非背傷,, 而是更嚴重的腳傷而是更嚴重的腳傷，，以這種意外車禍終以這種意外車禍終
結職業生涯結職業生涯,, 算不算是天忌英才呢算不算是天忌英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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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無性繁殖葬歌 CLONE FUNERAL SONG

With the sameWith the same
clonal expressionclonal expression
a group of clonesa group of clones
solemnly gathersolemnly gather

to witness the burialto witness the burial
of their originalof their original
died of exhaustiondied of exhaustion

一群一模一樣的

克隆人

聚攏在一起

用一模一樣的

克隆表情

目擊一個

齒落髮脫

精疲力盡的原版

消亡

附注﹕克隆為CLONE的音譯

美國在對抗新冠病毒戰役中再傳捷報美國在對抗新冠病毒戰役中再傳捷報----食食
品暨藥物監督管理局品暨藥物監督管理局(FDA)(FDA) 確定強生公司確定強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Johnson & Johnson)研製的一劑式新冠疫苗在防研製的一劑式新冠疫苗在防
止新冠病毒中度到重症病例有止新冠病毒中度到重症病例有6666%%的功效的功效，，如無如無
意外意外,, 強生疫苗將在美國獲得授權使用強生疫苗將在美國獲得授權使用,, 成為輝成為輝
瑞瑞(Pfizer)(Pfizer) 與莫德納與莫德納(Moderna)(Moderna) 之後之後,, 第三支抗疫第三支抗疫
生力軍生力軍，，那是可喜可賀的大事那是可喜可賀的大事。。

新冠疫苗的是人類救星新冠疫苗的是人類救星,, 不過因產量太少而不過因產量太少而
成為各方搶手資源成為各方搶手資源,, 美國各州因存有種族和經美國各州因存有種族和經
濟差異而分配不均濟差異而分配不均,, 加上缺乏詳細注射指引與加上缺乏詳細注射指引與
預約系統預約系統，，所以一些州陷入疫苗失效危機所以一些州陷入疫苗失效危機,,現在現在
一旦強生疫苗強力投入使用一旦強生疫苗強力投入使用,, 雖不能解決燃眉雖不能解決燃眉
之急之急,, 卻有鎮定人心的功效卻有鎮定人心的功效,, 該公司表示如獲允該公司表示如獲允
許許,,將在三月底生產兩千萬劑將在三月底生產兩千萬劑，，夏季前完成一億夏季前完成一億
劑供給量劑供給量,, 並於今年底在全球生產出五億劑疫並於今年底在全球生產出五億劑疫

苗苗,,哇哇,,強生的計劃如真能落實強生的計劃如真能落實,, 這這
將讓我們的世界充滿無限的希將讓我們的世界充滿無限的希
望望。。

或許有人會擔心強生疫苗的或許有人會擔心強生疫苗的
成效不及輝瑞與莫德納兩種疫成效不及輝瑞與莫德納兩種疫
苗苗,, 但是強生疫苗只需接種一次但是強生疫苗只需接種一次，，
而且不需要極低溫冷藏保存而且不需要極低溫冷藏保存,, 將將
有助於全面輸送與分發有助於全面輸送與分發,, 這是該這是該
疫苗非常突出的優勢疫苗非常突出的優勢,, 當然更重當然更重
要的是要的是，，如同其他兩種疫苗一樣如同其他兩種疫苗一樣，，
強生疫苗在防止住院或死亡方面強生疫苗在防止住院或死亡方面
的有效性接近的有效性接近100100%%。。

疫苗的接種疫苗的接種,, 除了成效外除了成效外,, 時時
效更是非常重要的效更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為止美目前為止美
國已成功注射了國已成功注射了55005500萬針疫苗萬針疫苗，，
高居世界第一高居世界第一，，不過在不過在33..33億美國億美國

人口中也不過只有人口中也不過只有1212%%的人有幸接受了一針疫的人有幸接受了一針疫
苗苗,,有多達八成的美國人還在殷切期待注射第一有多達八成的美國人還在殷切期待注射第一
針針。。拜登政府已兌現了之前的承諾拜登政府已兌現了之前的承諾,,與疫苗製造與疫苗製造
商通力合作增加產量商通力合作增加產量，，而在過去四周裡而在過去四周裡，，美國每美國每
天疫苗接種率幾乎翻了一番天疫苗接種率幾乎翻了一番,, 拜登本週又許諾拜登本週又許諾，，
保證每周向各州運送的疫苗量將增加一百萬保證每周向各州運送的疫苗量將增加一百萬
劑劑,, 輝瑞也承諾到三月中旬輝瑞也承諾到三月中旬，，每週將提供超過每週將提供超過
13001300萬劑疫苗萬劑疫苗,,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目標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目標。。

拜登新政府才掌權一個多月即讓抗疫工作做拜登新政府才掌權一個多月即讓抗疫工作做
得有聲有色得有聲有色,, 讓美國人的生命得到了安全的保讓美國人的生命得到了安全的保
障障,, 衷心期望新冠疫苗將來能從美國普及到世衷心期望新冠疫苗將來能從美國普及到世
界各國界各國,, 並讓注射新冠疫苗像注射季節性流感並讓注射新冠疫苗像注射季節性流感
疫苗一般疫苗一般，，每年都能注射一次每年都能注射一次,, 使新冠病毒對人使新冠病毒對人
類的危害降到最低點類的危害降到最低點!!

依然生活在新冠疫情陰影之中的德州依然生活在新冠疫情陰影之中的德州，，這個這個
星期竟遭逢了百年難遇的嚴寒天候肆虐星期竟遭逢了百年難遇的嚴寒天候肆虐,, 從星期從星期
一開始全州籠罩在暴雪低溫之下一開始全州籠罩在暴雪低溫之下，，由於電力基礎由於電力基礎
設施遭到破壞設施遭到破壞，，造成電力極度匱乏以及網路頻繁造成電力極度匱乏以及網路頻繁
中斷中斷,,數百萬人生活在冰天雪窖的日子中數百萬人生活在冰天雪窖的日子中,,拜登總拜登總
統已宣佈該州進入緊急狀況統已宣佈該州進入緊急狀況,,聯邦政府將給予特聯邦政府將給予特
殊援助以讓該州及早恢復正常狀況殊援助以讓該州及早恢復正常狀況。。

氣象科學家多年前早已確認氣象科學家多年前早已確認，，惡劣頑強的天氣惡劣頑強的天氣
是由於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惡果是由於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惡果，，而這次德州極寒而這次德州極寒
天氣即是由天氣即是由““極地渦旋極地渦旋””(polar vortex)(polar vortex) 所形成的所形成的
結局結局,,德州由於長期缺乏應對冬季嚴寒天氣的能德州由於長期缺乏應對冬季嚴寒天氣的能
力力,,所以才會在疾風暴雪與冷鋒寒流突然襲擊時所以才會在疾風暴雪與冷鋒寒流突然襲擊時
措手不及措手不及,,面臨種種困境面臨種種困境,,而其中最讓人不解的莫而其中最讓人不解的莫
過於長時間的斷電與斷網過於長時間的斷電與斷網,,根據州長艾伯特的陳根據州長艾伯特的陳

述述,,德州這次所有的能源都被零德州這次所有的能源都被零
下寒凍的天氣影響到了下寒凍的天氣影響到了，，包括風包括風
能和太陽能可再生能源以及靠燃能和太陽能可再生能源以及靠燃
煤發動的能源和靠天然氣驅動的煤發動的能源和靠天然氣驅動的
能源都因為系統設備被凍結而無能源都因為系統設備被凍結而無
法運作法運作。。

從州長的陳述似乎說明了德州從州長的陳述似乎說明了德州
平時並未認真確實在能源系統方平時並未認真確實在能源系統方
面做周全的檢查與防備面做周全的檢查與防備,, 而主控而主控
全州的全州的ERCOTERCOT電力公司又是一電力公司又是一
個獨立的系統個獨立的系統,, 一旦發生跳電一旦發生跳電，，鄰鄰
近各州想要協助供電都愛莫能近各州想要協助供電都愛莫能
助助,, 所以在經歷過這次慘痛教訓所以在經歷過這次慘痛教訓
後後,, 聯邦政府應該重新檢討聯邦政府應該重新檢討，，是否是否
要把德州納入全美電力體系之要把德州納入全美電力體系之
中中，，這才是長久確保德州州民能這才是長久確保德州州民能
源不虞匱乏之計源不虞匱乏之計。。

就在這次德州遭受天寒地凍之際就在這次德州遭受天寒地凍之際,, 由該州選出由該州選出
的聯邦參議員克魯茲竟攜家帶眷到墨西哥旅遊的聯邦參議員克魯茲竟攜家帶眷到墨西哥旅遊
度假度假,, 這是非常不可取的這是非常不可取的,,若不因為被民眾拍到照若不因為被民眾拍到照
片上傳到媒體片上傳到媒體,,克魯茲也不會在第二天就匆匆趕克魯茲也不會在第二天就匆匆趕
回來回來,,克魯茲說他是因為想要做一個好父親克魯茲說他是因為想要做一個好父親,,趁著趁著
女兒因學校不必上課女兒因學校不必上課,,才帶著出遊才帶著出遊,, 這個理由對任這個理由對任
何一個父親都具有正當性何一個父親都具有正當性,,但就是不適用於克魯但就是不適用於克魯
茲茲,, 他不是才指責過奧斯汀市長在疫情期間到外他不是才指責過奧斯汀市長在疫情期間到外
地旅行嗎地旅行嗎？？為什麼別人不可以為什麼別人不可以,,他就可以他就可以？？正如他正如他
對暴民進攻國會以及川普彈劾案的包庇態度對暴民進攻國會以及川普彈劾案的包庇態度,, 克克
魯茲顯然太不接地氣了魯茲顯然太不接地氣了,,不能與民眾在冰冷天氣不能與民眾在冰冷天氣
中共患難中共患難,,克魯茲未來政治前景堪虞克魯茲未來政治前景堪虞！！

拜登才上任總統一個月即與副總統賀錦麗拜登才上任總統一個月即與副總統賀錦麗
在白宮舉行了默哀和燭光守夜活動在白宮舉行了默哀和燭光守夜活動，，代表美國代表美國
悼祭悼祭5050萬位新冠病毒逝世者萬位新冠病毒逝世者,, 備極哀戚備極哀戚。。在過在過
去去3030天裡天裡，，拜登念茲在茲的就是疫情拜登念茲在茲的就是疫情，，無論疫無論疫
苗注射苗注射、、經濟紓困或重返世衛組織經濟紓困或重返世衛組織,, 都與新冠疫都與新冠疫
情息息相關情息息相關,, 所以疫政成為拜登的當務之急所以疫政成為拜登的當務之急,,
也是他體恤民心疾苦的落實表現也是他體恤民心疾苦的落實表現。。

根據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根據霍普金斯大學統計,, 全球目前新冠病毒全球目前新冠病毒
確診人數已超過一億一千萬人確診人數已超過一億一千萬人,, 死亡數達死亡數達 246246
萬人萬人，，美國迄今確診數超過美國迄今確診數超過28002800萬人萬人,,從去年二從去年二
月底第月底第11個死亡人到現在的個死亡人到現在的5050萬名逝者萬名逝者,,佔全佔全
球五分之一球五分之一，，死亡數相當於整個邁阿密市的人死亡數相當於整個邁阿密市的人
口口,,然而美國人口不過佔世界總人口的然而美國人口不過佔世界總人口的55%,%,由此由此
可見美國是疫情超嚴重區可見美國是疫情超嚴重區,, 確診數比第二嚴重確診數比第二嚴重
的印度與第三嚴重的巴西兩國總人數還多的印度與第三嚴重的巴西兩國總人數還多,, 迄迄

今為止今為止，，美國新冠死亡人數已超過美國新冠死亡人數已超過
兩次世界大戰與越戰的總死亡人兩次世界大戰與越戰的總死亡人
數數,, 前朝政府沒有善盡防護與拯治前朝政府沒有善盡防護與拯治
責任責任，，才造成了生民塗炭才造成了生民塗炭。。

由於冠狀病毒在過去一年已蔓由於冠狀病毒在過去一年已蔓
延到全世界延到全世界,, 危及世人生命危及世人生命,, 所以所以
抗疫已讓人類成為生命共同體抗疫已讓人類成為生命共同體,,新新
研發的新冠疫苗成為拯救人類的研發的新冠疫苗成為拯救人類的
福星福星,, 由於美國疫情嚴峻由於美國疫情嚴峻，，所以拜所以拜
登政府選擇以美國人自己優先注登政府選擇以美國人自己優先注
射疫苗是無可厚非的事射疫苗是無可厚非的事,, 各國無須各國無須
指責美國獨善其身指責美國獨善其身,, 畢竟當前疫苗畢竟當前疫苗
產量仍十分短缺產量仍十分短缺,, 至今只有至今只有 1313..11%%
的美國人有幸接種了疫苗的美國人有幸接種了疫苗,, 八成以八成以
上的美國人還在殷切期待注射到上的美國人還在殷切期待注射到
疫苗疫苗。。

疫苗的成效是相當顯著的疫苗的成效是相當顯著的,, 從全美各州近來從全美各州近來
在確診與死亡人數的大幅遞減可以得到明證在確診與死亡人數的大幅遞減可以得到明證，，
不過全美目前每天仍有數千人因不過全美目前每天仍有數千人因covitcovit 1919而死而死
亡亡,, 專家們表示專家們表示,,到到66月月11日前日前，，美國總死亡數會美國總死亡數會
超過超過99萬人萬人,, 傳染病學專家福奇博士則預測最傳染病學專家福奇博士則預測最
快到聖誕節美國才可能恢復正常生活快到聖誕節美國才可能恢復正常生活,, 但這次但這次
的新冠浩劫將在未來幾十年內留在美國人陰影的新冠浩劫將在未來幾十年內留在美國人陰影
之中之中！！

在為在為5050萬無辜的新冠病毒殉難者悼祭默哀萬無辜的新冠病毒殉難者悼祭默哀
之際之際,, 我們除了悲傷外我們除了悲傷外，，就是等待完成疫苗注就是等待完成疫苗注
射射,, 並且遵守政府的防疫法規並且遵守政府的防疫法規,, 戴口罩戴口罩,, 勤洗手勤洗手
以及確保社交安全距離以及確保社交安全距離,,非必要非必要，，減少外出減少外出,, 如如
此就可以及早避開新冠疫情對我們的糾結與災此就可以及早避開新冠疫情對我們的糾結與災
難難!!

共和黨最近面臨嚴重內訌危機共和黨最近面臨嚴重內訌危機,, 因參議院少因參議院少
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彈劾川普案未成功後批評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彈劾川普案未成功後批評
川普要為煽動暴民攻擊國會負起責任川普要為煽動暴民攻擊國會負起責任,,於是川普於是川普
重砲回擊重砲回擊,, 稱麥康奈爾是沒有領導才能的二流政稱麥康奈爾是沒有領導才能的二流政
治人物治人物。。這是非常嚴重的詆毀這是非常嚴重的詆毀,, 兩人關係已從如兩人關係已從如
膠似漆變成水火不容膠似漆變成水火不容,, 政治之無情由此可見一政治之無情由此可見一
斑斑,, 而他倆內訌是共和黨衰頹的開端而他倆內訌是共和黨衰頹的開端,,有淪為長有淪為長
久在野黨的危機久在野黨的危機,,誠非政黨政治之福誠非政黨政治之福。。

經過川普魯莽粗暴的四年執政經過川普魯莽粗暴的四年執政,,歷經最高法院歷經最高法院
大法官提名爭議大法官提名爭議,,以及川普兩次被彈劾紛擾後以及川普兩次被彈劾紛擾後,,由由
於共和與民主兩黨壁壘分明於共和與民主兩黨壁壘分明,,所以美國民眾對當所以美國民眾對當
前的政黨政治十分氣餒前的政黨政治十分氣餒，，根據最新蓋洛普民調數根據最新蓋洛普民調數
據據，，認為這兩大政黨能代表民意的僅有認為這兩大政黨能代表民意的僅有3333%,%,而希而希
望出現第三黨的竟超過望出現第三黨的竟超過6262%,%,這是一個警訊這是一個警訊,, 相信相信

從兩年後的期中選舉開始可能會逐從兩年後的期中選舉開始可能會逐
漸浮出第三黨的力量漸浮出第三黨的力量。。

由於這次彈劾未能把川普逐出政由於這次彈劾未能把川普逐出政
壇壇，，使他能留在共和黨使他能留在共和黨，，未來無論他未來無論他
是否會被紐約州起訴而喪失參政權是否會被紐約州起訴而喪失參政權
利利,, 但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仍在但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仍在,,會形會形
成一股與麥康奈爾為首的建制派抗成一股與麥康奈爾為首的建制派抗
爭勢力爭勢力，，原本支持共和黨的金主們在原本支持共和黨的金主們在
各種選舉中深怕壓錯了寶而面臨痛各種選舉中深怕壓錯了寶而面臨痛
苦抉擇苦抉擇。。

川普的迷思是一直留戀著曾在大川普的迷思是一直留戀著曾在大
選中獲得選中獲得74007400多萬票的支持多萬票的支持。。其實民其實民
意如流水意如流水，，尤其在一月六日發生國會尤其在一月六日發生國會
暴動後暴動後,, 川普的支持度早已下滑川普的支持度早已下滑,, 更更
何況他在選敗後堅不認輸何況他在選敗後堅不認輸,,散播不實散播不實
謠言謠言,, 並威脅喬治亞州官員舞弊護航並威脅喬治亞州官員舞弊護航

等行徑已聲名狼藉等行徑已聲名狼藉,,喬州兩名現任聯邦共和黨參喬州兩名現任聯邦共和黨參
議員在他強力輔選下卻雙雙落敗議員在他強力輔選下卻雙雙落敗，，也正因此而使也正因此而使
麥康奈爾的領袖權位也從麥康奈爾的領袖權位也從””多數黨多數黨””跌落為跌落為””少數少數
黨黨””,,一葉知秋一葉知秋,, 川普激情負面輔選策略已徹底失川普激情負面輔選策略已徹底失
效效,,他的擁護者只剩下那一群逐漸流失的藍領川他的擁護者只剩下那一群逐漸流失的藍領川
粉粉,, 20222022年期中選舉共和黨若想靠他助選以重奪年期中選舉共和黨若想靠他助選以重奪
參議院控制權參議院控制權,,無疑是請鬼拿藥單無疑是請鬼拿藥單,,還不如紮實走還不如紮實走
麥康奈爾路線較符合民眾期待麥康奈爾路線較符合民眾期待。。

共和黨最大隱憂就是充斥政治邏輯混亂的自共和黨最大隱憂就是充斥政治邏輯混亂的自
私政客私政客,, 缺乏公認的領袖缺乏公認的領袖。。在兩次彈劾案中挺身在兩次彈劾案中挺身
而出的聯邦參議員羅姆尼堪稱為共和黨良知而出的聯邦參議員羅姆尼堪稱為共和黨良知,, 共共
和黨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物而給人民帶來信心和黨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物而給人民帶來信心！！

美國退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而簽訂的美國退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而簽訂的《《巴黎巴黎
協定協定》》是前總統川普執政時期最錯亂的決策之是前總統川普執政時期最錯亂的決策之
一一,,拜登上任後撥亂反正拜登上任後撥亂反正,,立即讓美國重返這個聯立即讓美國重返這個聯
合國所屬的最重要組織之一合國所屬的最重要組織之一，，拜登的明智之舉代拜登的明智之舉代
表了美國願意承擔對氣候的責任表了美國願意承擔對氣候的責任,,讓美國不再孤讓美國不再孤
獨獨,,也重新確立了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也重新確立了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全球氣候的暖化全球氣候的暖化(global warming(global warming））是人類面臨是人類面臨
的險峻課題的險峻課題，，所以在所以在 20152015 年聯合國召開了會議年聯合國召開了會議
決定在巴黎簽約制定了這個拯救地球的協定決定在巴黎簽約制定了這個拯救地球的協定，，目目
的是為全球設定一個到本世紀末控制全球氣溫的是為全球設定一個到本世紀末控制全球氣溫
較工業化前只上升攝氏較工業化前只上升攝氏22度的目標度的目標，，時任美國總時任美國總
統歐巴馬率先簽下合約統歐巴馬率先簽下合約，，成為各國表率成為各國表率，，但川普但川普
接任總統後竟以該協定對美國不公平接任總統後竟以該協定對美國不公平,,對美國造對美國造
成了難以忍受的經濟負擔成了難以忍受的經濟負擔，，並汙指全球變暖這一並汙指全球變暖這一

概念是中國製造出來的謊言概念是中國製造出來的謊言，，其目其目
的就是使美國的製造業喪失競爭的就是使美國的製造業喪失競爭
力力,,因此川普公然毀約因此川普公然毀約，，讓美國信用讓美國信用
掃地掃地，，國際威望盡失國際威望盡失！！

川普的決策突顯出他的格局太川普的決策突顯出他的格局太
小小,,太重視美國本身的利益太重視美國本身的利益，，只想獨只想獨
善其身善其身，，卻不願兼善天下卻不願兼善天下，，那種自那種自
我和獨我的本位思想太不可思議我和獨我的本位思想太不可思議
了了！！美國作為一個富裕大國美國作為一個富裕大國，，竟然竟然
無視世界其他國家對整個世界大無視世界其他國家對整個世界大
環境的關心環境的關心，，竟然沒有對改善氣候竟然沒有對改善氣候
承擔起相應的歷史責任承擔起相應的歷史責任，，卻要讓氣卻要讓氣
候變化帶來的惡果由安地卡及巴候變化帶來的惡果由安地卡及巴
布達布達（（Antigua & BarbudaAntigua & Barbuda））這樣的貧這樣的貧
窮弱小的國家去承受和買單窮弱小的國家去承受和買單，，真是真是

荒唐至極荒唐至極！！
由於人類一直依賴化石燃料來創造能源由於人類一直依賴化石燃料來創造能源，，科學科學

家一直在警告這個世界正在走向環境災難家一直在警告這個世界正在走向環境災難,,在發在發
展成為全球歷史上最富裕的經濟體的過程中展成為全球歷史上最富裕的經濟體的過程中，，美美
國大量消耗了煤炭國大量消耗了煤炭、、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所以所以
當然是罪魁禍首之一當然是罪魁禍首之一，，但川普無視科學共識但川普無視科學共識,,無無
視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國家安全威脅的基本常識視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國家安全威脅的基本常識，，
不顧一切退出巴黎協定為美國正式從回應者的不顧一切退出巴黎協定為美國正式從回應者的
角色降為觀察者角色降為觀察者，，這豈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退這豈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退
讓讓！！

所幸拜登擊敗了川普所幸拜登擊敗了川普,, 讓美國重返讓美國重返《《巴黎協定巴黎協定》》
的正軌的正軌,, 使美國不再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局使美國不再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局
外人外人，，拜登的決定令人興奮拜登的決定令人興奮,, 也值得稱讚喝采也值得稱讚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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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全球逾1億1295萬例確診近251萬人病亡
（本報訊）彙整官方數據顯示，截至格林威治標準

時間26日11時，全球至少250萬8786人死於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至少1億1295萬5460例確
診。

疫情從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爆發，迄今全球至少有
6927萬8500人被認為已康復。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當局每天提供的統計，不
包括俄羅斯、西班牙和英國等3國的統計單位其後提出
的重新估算數據，且數據只是實際染疫總數的一部分，
因為許多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一直未被檢測出。

全球25日通報新增1萬1340人病歿、45萬127起確
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數最多國家依序為
美國（3269死）、巴西（1541死）與墨西哥（877死）
。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50萬8314人病故、
2841萬3620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25萬1498人喪生、

1039萬461例確診）、墨西哥（18萬3692人喪生、206
萬 9370 例確診）、印度（15 萬 6825 人喪生、1106 萬
3491例確診）及英國（12萬2070人喪生、415萬4562例
確診）。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比利時是死亡率最
高國家，每10萬人就有190人染疫喪命；接下來依序為
捷克（187人）、斯洛維尼亞（183人）、英國（180人
）及義大利（160人）。

從區域來看，歐洲累計84 萬5199 死、3720 萬5424
例確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計67萬1087死、
2111 萬 8888 例確診；美國和加拿大共計 53 萬 160 死、
2927萬835例確診。

亞洲共計25萬5088死、1605萬18例確診；中東地
區共計 10 萬 3478 死、540 萬 8794 例確診；非洲共計 10
萬2825死、386萬9234例確診；大洋洲共計949死、3萬
2273例確診。

（綜合報導）根據國家癌症中心2019年發布的最新癌症數
據統計結果顯示，我國2015年惡性腫瘤發病人數約為390萬，死
亡人數約為230萬。此外，近10年來，我國惡性腫瘤每年的發病
率增幅約為3.9％，死亡率增幅約為2.5％。當惡性腫瘤通過血行
轉移、腦脊液種植播散等途徑累及腦膜，或鄰近腫瘤直接侵犯腦
膜時，就會引發腦膜轉移瘤。目前治療腦膜轉移瘤的主要方法是
通過影像學診斷確定病灶位置並進行放射治療，但是放療對大腦
和脊髓會產生嚴重的副作用。由於病情凶險且難於診治，腦膜轉
移瘤已經成為惡性腫瘤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腦膜轉移瘤主要包括硬腦膜轉移瘤和軟腦膜轉移瘤，二者均

為惡性腫瘤晚期累及腦膜導致的嚴重疾患。軟腦膜轉移
瘤可見於約5-10％的實體瘤患者。該研究高級作者，美
國麻省總醫院癌症中心的Priscilla Brastianos博士表示，軟
腦膜轉移瘤具有較高的死亡率，在確診後患者可能只有
幾週的生存期。
近日，美國麻省總醫院的一項研究發現，一種已用於治

療多種癌症的藥物或對軟腦膜轉移瘤也有效。派姆單抗
(pembrolizumab)是一種單克隆抗體，可阻斷PD-1與其配
體相結合，從而殺傷癌細胞。使用派姆單抗的免疫療法
雖只見效於一小部分患者，但是由於臨床效果顯著，近

年來在癌症研究和治療領域廣受關注。截至2020年1月，派姆單
抗已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批准用於治療十幾種實體
瘤。

Brastianos博士表示：” 我們一直致力於尋找針對軟腦膜轉
移瘤的療法，但是由於軟腦膜轉移患者的病情一般都很嚴重，幾
乎所有的腫瘤臨床試驗都會將他們排除在外。 ”

該研究團隊對派姆單抗在軟腦膜轉移瘤患者身上的療效進行
了測試。該研究有20名女性患者參與，其中17名患有乳腺癌。
乳腺癌是可能引發軟腦膜轉移瘤的常見原發灶之一。在70％的患
者中，原發腫瘤已擴散至腦膜以外的區域，包括淋巴結和骨骼。

在參與研究之前，所有患者均接受過強化治療，每人平均接受過
5次全身性治療。在該研究中，20名患者每3周靜脈注射200毫
克的派姆單抗，除非患者病情惡化或出現不可耐受的副作用。研
究人員表示，派姆單抗對於軟腦膜轉移瘤患者來說較為安全且有
效，可給患者帶來新的希望。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2019年，麻省總醫院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
為全美第二。

美國麻省總醫院研究發現有望治療惡性腫瘤的新療法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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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故事

陈慈黉故居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

海区隆都镇前美村，有“岭南第一侨

宅”之称，其占地2.5万平方米，共有

厅房506间，是一座巨大的方形围楼，

潮汕地区标准的“驷马拖车”格局。

整座建筑层层叠叠，大院套小院，通

廊、院落、天井、荷花池等一应俱全

！

围楼的主人陈慈黉是有名的大华

侨，他开设的陈黉利行，专营进出口

贸易，以运输销售大米为主，在中国

的香港、汕头；新加坡；越南等地均

有业务。在陈慈黉的经营下，陈氏家

族财富不断激增，潮汕民间流传有

“再富也富唔(不)过慈黉爷。”的说法

。

1865 年，陈慈黉家族开始回乡建

造府邸，历经三代人，相继建起12座

宅第。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善居室”始

建于1922年，到 1939年日本攻陷汕头

时尚未完工，占地6861平方米，共有

大小厅房202间。

陈慈黉故居不仅面积大，房间多

，装饰也十分豪华。仅门窗的样式，

就有方形、圆形、拱形等各种形态；

门廊和窗套样式又各不相同，既有潮

汕嵌瓷，也有西方石膏泥塑；装饰花

纹不仅有传统的中式花鸟图案，还有

西式的几何图形。许多建筑材料从欧

洲等地进口，为了方便运输材料，修

宅时甚至从韩江入海口挖了一条小运

河直通村口。

据传说，他家当时专门请了一个

负责开关窗的工人，从早起开窗，到

关最后一扇窗，就直接天黑了。这座

豪宅到底花费几何，恐怕连陈慈黉本

人也不甚清楚。

不过，陈慈黉大兴土木并不是为

了“炫富”。陈慈黉回乡定居后，乐

善好施，对乡人有情有义，捐资修桥

筑路，倡建新村，创办学校。由他独

资创办的隆都前美乡成德学校，是粤

东地区最早的侨办学校。而兴建豪宅

，本质上也是对家乡的反哺。房屋修

建时并无图纸或规划，只听凭主人的

口头指示，往往一堵墙、一扇窗，就

要推倒重来好几次，进程缓慢，并且

把工程都交给乡里工匠，待工人也宽

厚。几十年工程做下来，惠及无数乡

邻。

在陈慈黉的家乡，流传有“梅座

山下好乘凉”的俗语。“梅座山”的

“梅”指陈慈黉之子陈立梅，“座山

”即大富人家，说的就是有了陈慈黉

家族的关照，前美乡亲都会得到好处

。

“中国第一别墅”——黄家花园

别墅

在福建厦门鼓浪屿上千余所别墅

中，黄家花园别墅最为豪华，被誉为

“中国第一别墅”。

2017 年，鼓浪屿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授牌仪式就是在黄家花园

中楼举行。

这座别墅是印尼“糖王”黄奕住

回国后的住宅，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

，共分为北、中、南三座住宅，呈中

轴对称布置。

整座建筑外装修全部采用洗石子

饰面，台阶、外廊的地面，室内楼梯

连接的走廊、扶栏等都采用上等意大

利白玉大理石，据说仅大理石一项就

花去白银20万。

这座别墅背后，还有一段“扬眉

吐气”的故事。

1884 年，16 岁的黄奕住因为得罪

豪绅，被迫出走他乡下了南洋。此后

四年间，黄奕住辗转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地，靠剃

头起家。后来，因为眼光

敏锐、擅觅商机，黄奕住

开始涉足制糖、银行、保

险等行业并屡获成功，终

成东南亚商界巨子。

1919年，黄奕住从印尼回

国，定居鼓浪屿。初到岛

上，黄奕住看到是在外国

列强统治下的鼓浪屿，岛

上由外国人兴建的别墅、

领事馆更显气派。

黄奕住暗下决心打造“中国第一

别墅”，以盖过岛上林立的洋房公馆

，彰显华人尊严。

遍寻中外名设计师后，黄奕住耗

资百万元修建“黄家花园”，规模之

宏大，建筑之优美，超过当时鼓浪屿

所有的别墅。

黄家花园别墅一建成，便声名远

播。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

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20世纪二三

十年代期间，当时达官显贵到达厦门

必住黄家花园。

如今，在黄家花园别墅依然能感

受到园主的华夏情结：青铜镂雕壁炉

、紫檀木博古架、随处可见的瓷器木

雕装饰……尤为使人触动的是，别墅

内的每个房间里，都悬有镶边明镜，

镜框上雕刻着剃刀、须刷、掏耳筒等

黄奕住曾经使用过的理发工具，希望

以此提醒后人勿忘先辈奋斗之路的艰

辛。

独树一帜的华侨豪宅——开平立园

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在开平兴

建的住宅，工程历时十年，于1936年

初步建成。

谢维立自幼赴美读书，深谙中西

文化的精髓。其父亲谢圣泮很早就在

美国经营药材铺和商行，并在中国香

港设立“佑和办庄”，经营出口贸易

、货币兑换等，谢维立长大后也在海

外从商。

20世纪 20年代，谢维立回开平兴

建立园。立园集传统园林、岭南水乡

和西方建筑风格于一体，建筑艺术风

格在中国园林中独树一帜。

园内分大花园、小花园和别墅区

三部分，不但有别墅、园林，还有开

平最为著名的碉楼，名为乐天楼。

这座碉楼用水泥捣制而成，碉楼

有 5层楼高，墙厚约 30公分，为方柱

形，四周遍布射击孔。碉楼里面的人

居高临下，远可射，近可砸，以守代

攻，游刃有余。而外面的敌人则无法

爬进碉楼和里面的人打斗。

据开平县志记载，1912 年至 1930

年期间，社会治安混乱，在这样的背

景下，谢维立家族也未能幸免，谢维

立的堂弟谢钦明就被土匪绑架两次。

于是家族开始筹划建一居守兼备

的新村——庚华村。经家族商议，由

谢圣湘带着侄子谢维立、谢钦明回国

筹建庚华村。

乐天楼作为最早建起来的建筑，

便成为村中民众防洪水、盗匪的公众

避难所。

随着社会的进步，乐天楼的防御

功能已经消失，但其作为历史的印记

，却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万里穿云燕，归巢恋旧枝。矗立

在侨乡的一座座豪宅显赫的背后，是

先侨在异国他乡奋斗的艰苦，也默默

记录着海外华侨华人的桑梓情怀，提

醒着后人勿忘先辈，砥砺前行。

这些侨乡豪宅背后，不止有钱……

提到广东、福建等地的侨宅，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

“壕”。

众所周知，当年许多华侨在海外奋斗，事业有成之后

，就会衣锦还乡，在故乡修建住宅，这些建筑花费大量金

钱，有些甚至历经两三代人才最终建成，中西合璧，设计

巧妙，成为侨乡一道独特的风景。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充满金钱味道”的

侨宅，还蕴含着华侨浓厚的桑梓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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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壹優先：2020年01月01日, 第

壹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
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年06月15日, 第
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
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8年01月01日, 第
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
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9年 04月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08月15日，第

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
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壹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
民

B 表
第壹優先：2020年11月01日, 第

壹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
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年10月01日, 第
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
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8年06月01日, 第
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
工人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9年07月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12月15日，第

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
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壹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
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壹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 2014年09月15日中國大陸2014年
09月15日

第二A優先：有名額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2015年07月15日中國大陸2015年
07月15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8年07月15日中國大陸2008年07
月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2006年10月15日中國大陸2006年
10月15日

B 表
第壹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 2015年08月08日中國大陸2015年
08月08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2021年01月01日中國大陸2021年
01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2016年05月22日中國大陸2016年
05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9年06月22日中國大陸2009年06
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2007年10月01日中國大陸2007年
10月01日

註： 第壹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
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
與21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
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隨著新總統拜登入主白宮，移

民政策有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
個方面： 恢復夢想法案（DACA）。取
消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國土安全部
將與其他機構合作，制定最能保護美國
人民並與美國的價值觀保持壹致的移民
執法政策。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
。在美國生活多年的利比裏亞人將被允
許在美國停留更長時間。為1100萬非
法移民爭取合法移民的渠道。

2. 2020年12月，美國已有三個

法院宣布，因為勞工部違反了行政程序
法關於頒布新政策前必須公示的規定，
新政策被判定無效。2020年10月8日
，美國勞工部發布新政策，大幅提高在
美H-1B簽證申請人的薪資要求。美國
雇主必須書面承諾支付外籍員工比以前
高出很多的薪水。這將嚴重打擊美國雇
主雇用H-1B員工的意願。

3. 最近美國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急
劇增加，加上新冠期間為了保護移民局
工作人員健康安全而導致的人員減少，
使得發放收據的時間大大延遲。甚至出
現了申請遞交之後兩個多月還沒有收到
收據的情況。通常移民局在收到申請後
，會初步審核壹下申請文件。 如果正確
提交了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壹
般會在30天內收到書面的收據通知。
如果您交的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
不完整或不正確，會收到退件通知，被
視為沒有按時正確的遞交申請。

4. 2020年 12月 1日起，入籍考
試有兩項重大變革：第壹，入籍考試的
題庫從原來的100題變為128題。第二
，申請人需要從20道題中至少答對12
道。原來的規定是從10道題中至少答
對6道。拜登政府上任後撤銷了這壹變
革。

5.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
事館在7月下旬突然關閉，原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事館的事務由位於美國首都華
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接管。認證程序
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6. 4月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正
式簽署移民暫停法案。法案主要內容包
括：美國暫停發放以下移民簽證六十天
：抽簽移民簽證；職業移民簽證；公民
申請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移民簽證；綠卡
申請配偶和孩子的移民簽證。6月22日
周壹下午，川普總統再次簽發總統令，
主要包含以下內容：四月份簽發的總統
移民禁令延長到年底；暫停境外的H1B
、H4、L1、L2、J1、J2簽證的發放；
要求制定法規使H1B、EB2、EB3的申
請不影響美國工人；境內H1B、H4、
L1、L2、J1、J2的延期和雇主轉換暫
時不受影響；護照上有相關有效簽證者
和持有回美證的人士不受影響。這壹法
案目前已經延到了2021年三月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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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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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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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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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綠卡申請人，增加了I-944
表的要求。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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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月份移民排期月份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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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副刊

有一段时间，美国人青睐法国生产的皮手套，可是海关税

很高，这让许多商人犹豫不决，望而却步。有一个商人叫加内

特，他决定利用这个商机大捞一把，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

一条锦囊妙计。

加内特亲自到法国购买了一万副皮手套，同时购买了两套

商标和外包装。加内特把皮手套左右分开，首先将一万只右手

皮手套重新包装，伪装成五千副手套，寄往自己在美国的住址

。妻子按照正常手续接收之后，他在法国的另一个港口，将一

万只左手皮手套寄往美国的另一个地址，并且伪造了一个名字

。

加内特回到美国，迟迟不去提取那一万只左手皮手套，而

是密切关注当地拍卖行的消息。一个月后，所有滞留海关的超

期货物——包括那一万只皮手套，被送往拍卖行。各种货物依

次被拍卖，轮到那一万只手套的时候，因为标明了“单手手套

”，所以无人问津，加内特得偿所愿，乘机低价买下。

加内特中标之后，在拍卖行的客厅里遇见了一个犹太商人

，寒暄之后，得知那商人叫约书亚。约书亚一语双关地说道：

“没有哪个商人会对单手手套感兴趣，因为美国人都有两只手

。”

加内特瞅了对方一眼，诙谐地说：“上帝用左手为人间送

来温暖，用右手送来寒冷。寒冬将至，所以，人们此时更希望

得到上帝的左手。”

约书亚赞同地点点头，他把名片递给加内特，然后说道：

“可惜有些人总是处在上帝的右手之下，加内特先生，如果您

遇到类似的尴尬境况，请打电话联系我，我一定不遗余力，帮

助您走出困境。”

加内特对约书亚的提议颇感意外和疑惑，但还是礼貌地留

下了对方的名片。加内特回到家里，得意地对妻子说：“亲爱

的，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我们不仅逃脱了五千副手套的海关税

，而且降低了五千副手套的进货价。”

妻子兴奋地附和着：“你的聪明睿智再次让我们的钱包像

面包似的鼓起来，赶紧动手干活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清点

钞票了。”

加内特欣喜地打开包装箱，两个人惊呆了，原来拍回来的

皮手套居然全部是右手的，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拥有两万只右

手皮手套！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无法起诉海关，因为海关

拍卖信息显示为“单手手套”，并没有标明是左手手套还是右

手手套。加内特认为也许海关察觉到了他的违法行为，故意设

了个圈套让他钻，如果他去理论，或者再去进两万只左手手套

，无异于自投罗网，而且，现在已经是秋末冬初，季节也不允

许他拖延时间。

加内特想起了约书亚，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电话，

想不到对方满口应允购买两万只右手手套。见面之后，两人很

快谈好价格，签了合同。当两人举杯祝贺的时候，加内特开门

见山地说道：“现在，我以最低的价格把两万只右手手套卖给

了你，你可以告诉我真相了。”

约书亚笑着说：“这很简单，我也在用同样的方法逃避海

关税，只不过我事先寄回的是一万只左手手套。海关署为了杜

绝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故意把我滞留在迈阿密的一万只右手

手套，在纽约的拍卖行拍卖，把你滞留在纽约的一万只左手手

套，在迈阿密的拍卖行拍卖。”

加内特恍然醒悟，自己买了约书亚逃避关税的右手手套，

约书亚买了自己逃避关税的左手手套，只不过约书亚比自己更

精明。所以，今年冬天自己处在上帝的右手之下，而约书亚则

幸运地处在上帝的左手之下……

上帝的手

老陆名叫陆军，是华润电力湖北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在项目上一干就是15年。

他已经连续9年春节在单位值班了，没想到

当他有机会回家过年的时候，竟会眼看就

要到家门了，却又返身离去。

这事儿要从2019年腊月二十八晚上说

起，那会儿，忙了一天的老陆回到宿舍，

掏出手机给妻子发了条微信：“今年春节

终于能回家吃个年夜饭了，我明儿坐火车

，后天就能到家，等我！”

“我晓得，咱妈可高兴呐，等你回家

！”

老陆脸上挂着些期许，又有些惭愧，

他在心里思忖着，妻子刚刚退休，母亲年

纪也大了，自己常年在外，陪伴她们的时

光本就很少，又缺席了好几个团圆年。老

陆不禁叹了口气：哎，今年终于能够回家

过年了！他提前安排好了工作，又采办了

好多年货，给母亲买了几件新衣，准备好

好享受一个久违的团圆年。

大年二十九，老陆出发了。这趟回

家可不容易，老陆家在广西南宁市郊，

得先从项目所在的湖北赤壁坐火车到湖

南衡阳，凌晨再从衡阳坐 8 个小时卧铺

到南宁，下了火车还要再坐 40分钟汽车

才能到家。

在晃晃荡荡的卧铺上，老陆眯起了

眼睛。离家越来越近，妻子肯定烧好了

一桌团年饭在等着他，女儿这时候应该

也到家了吧？家乡的年味仿佛已经飘进

了他的鼻孔里，梅菜扣肉、白斩鸡、柠

檬鸭……

老陆正沉浸在美滋滋的画面里，突然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拿起手机，电话那头传来同事急促的声

音：“陆总，武汉封城了，疫情很严重！

公司运行人员现在只有50人在岗，休班回

武汉的人回不来，估计接下来周边城市也

会采取限制措施，这可咋办啊？”

老陆的心陡然一沉，猛地从卧铺上坐

起来。公司要启动应急响应，重大技术方

案的审核和现场工作离不开他。

“好，知道了。你们别着急，我这就

回去！”

挂掉电话，老陆打开微信，给妻子拨

了一通视频通话，看着屏幕里妻子笑盈盈

的脸，老陆心里泛起一丝内疚。

“是这样啊，湖北疫情挺严重的，项

目上人手有限，我得赶紧赶回公司了，我

把给你们带的年货寄存在车站，你让孩子

来拿一下……让咱妈接视频吧。”

老陆的妻子也在电力系统工作过，知

道特殊时期安全保电的重要性，她很能理

解这个倔老头儿作出的决定，就默默把手

机递给了婆婆。

“妈，今年过年又回不去啦！您也听

说了吧，湖北疫情挺严重的，我这得自我

隔离，避免传染……今年又只能远程给您

拜年了！您也要保重身体！”老陆边说边

和视频那头86岁的老母亲挥了挥手。放下

手机，老陆恍惚觉得母亲脸上的皱纹又深

了几道。

下了车，老陆赶紧跑去售票处买返程

的票，无奈春运期间车票早已售罄，咨询

处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先绕道岳阳，那里离

湖北最近。

“行，就买这趟！”老陆心一横，先

往回走再说。

在“哐当哐当”的绿皮火车上，老陆

度过了己亥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安排部

署要越早越好，老陆蜷起身体，窝在空

间狭小的硬座里，两手紧紧抓着手机，

一会儿敲字，一会儿接打电话。既要保

供电、保机组安全，又要防止人员过于

聚集，要组织编制疫期消缺应对措施、

生产区域活动范围限制划分等方案，还

要考虑现场人员隔离保护措施……不经

意间，时间已经默默跨越了零点，老陆

的新一年，就在这紧张的工作部署中开

始了。

凌晨5点，老陆到达湖南岳阳站，这时

已是庚子年的第一天了。麻烦随即而来

，没有前往赤壁的火车了。因为疫情，

出租车司机也不愿往两湖交界处走。老

陆在寒风里拦了一个多小时，凌晨6点多

终于拦到一辆车，愿意送他去临湘。

半小时后车子到达临湘市政府，老陆

开口道：“司机师傅，接我的车子出问

题了，你能不能送我到羊楼司那边？我

给你加钱！”

师傅流露出一丝畏难情绪：“羊楼司

都到两省交界了，那边疫情好厉害。我

送你到郊区吧，不能再往北走了！”

到了郊区，师傅不愿再往前开，没办

法，58岁的老陆骑上了共享单车。湖南的

冬天可不是一般冷，风好像一把把小刀子

，到羊楼司这一路有9.5公里，老陆骑了快

40分钟。公司来接老陆的车按防疫指挥部

要求，只能停在赵李桥检查站。眼看就剩

下最后一段路了，老陆实在蹬不动了，咋

办？

老陆一咬牙：“算了，豁出去了！”

他跑到路边村子里，拉下脸，挨家挨户敲

门，恳求好心人送一程。跑了好几家，终

于有人答应送他到赵李桥。

大年初一10点整，很多人还没从熬夜

跨年的补觉中醒来，老陆却已经折腾了40

多个小时，辗转数千公里，跨越三省区，

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

从公司赶来的同事小喻终于接到了

老陆，看着风尘仆仆的老陆，小喻喉头

好像被塞进了一颗柠檬，一股酸涩直冲

鼻管，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倒是老陆

用胳膊肘碰了碰发呆的他，伸手转动车

钥匙，默默地发动了汽车，说：“赶紧

走，回公司去！”

陆军，男，广西上林人，中共党员，

高级工程师，现任华润电力湖北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历任华润电力湖北有限公司工

程技术部助理总经理、技术支持部部长等

职务；曾获华润集团疫情防控优秀共产党

员、华润电力年度优秀员工等荣誉。2020

年湖北武汉疫情发生后，已多年未回家过

年探亲的陆军本已临近家门，却因为心中

沉甸甸的责任放弃与家人的团聚，毅然逆

行，辗转多地，用尽办法返回公司，为湖

北地区防疫保电作出突出贡献。

老
陆
的
年
三
十

39年中，他们闪亮登场，又悄然离

去，春晚从一个制造明星的现场，变成

了流量场，随后，诸神散去。

大概是从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的20

世纪80年代末开始，晚会逐渐演变成了

家庭的凝聚剂。春晚的内容全龄向，又

槽点不断，久而久之，观看春晚也就成

为了一种家庭仪式。即便是在网络内容

暴增的今天，人们也会选择在大年三十

这天，打开客厅神坛上落满灰的电视机

。

人们对于春晚的期待，在近十年中

保持着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个数字在

2020年达到低谷。庚子年的春晚，几乎

所有人都是在疫情隔离中度过的，除了

临时增加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特备节目《爱是桥梁》外，观众难以产

生共鸣。

2021年的牛年春晚，可以看到明显

的改变，没有太多重量级的主持人和参

演嘉宾，甚至看不到诸如潘长江、蔡明

这些春晚专业户的出现，因为观众都戴

着口罩，所以也看不到现场热烈的反应

。本来牛年是可以加以发挥的，但节目

中只是轻描淡写、或是一笔带过，节目

中那些“大”的东西似乎都荡然无存了

。这届春晚，确实可以算作毫无重点的

一年。

节目正式播出前，节目主持人盘点

了历届春晚的经典节目，但其中不见赵

本山的小品，这似乎也带来了一个信号

——我们将很难在春晚里看到过去那样

多的东北元素和笑料。

八点，牛年春晚在吉祥歌曲《万事

如意》中开场。不得不说，这几年的歌

舞表演越来越没有新意了，除了空洞之

外，看不到任何的美感。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黄

豆豆和杨丽萍在90年代春晚上的表演，

1993年杨丽萍的《两棵树》和1995年黄

豆豆的《醉鼓》这两支舞蹈都不是专为

春节联欢晚会而创作的，但这两支舞蹈

都因春晚而家喻户晓，它所表述的内容

简单、直接，舞蹈不突出炫技，饶有意

境，带着朴素的美感，恰好符合了当年

观众的某种心态，而这种表演是无法满

足今天这种舞台的。

这几年的春晚歌曲也是如此，主题

宏大且不易传唱，因此在听过之后很难

对其印象深刻，久而久之，似乎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流派，听得多了，似乎还能

猜出这歌是为哪种晚会所作。在今年的

春晚歌曲中，最好听的一曲当属《明天

会更好》，这首创作于1985年的作品没

有华丽的伴奏，也没有高亢的副歌，记

得前几年采访罗大佑的时候，他说他当

年写的歌词完全不是后来的样子，是晦

涩的，那时的创作，不需要做太多的掩

饰。

春晚还有一种魔力，就是能把人们

熟悉的明星打造出另一种表演状态。如

果不是看了节目表，我甚至很难察觉到

那些熟悉的歌手也参与到了节目里，因

为这和他们平时的表演相差甚远。即便

如此，云舞台的周杰伦还是带来了一种

本色的魅力，这是他第六次登上春晚的

舞台，从2004年至今，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照亮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不得不说，这也是充满“技术”的

一年。花里胡哨的科技运用，始终让节

目看不出主次，抓不住重点，歌舞加时

装秀、魔术加小品、二次元和三次元的

联手，像违和的跨界组装；除此以外，

明星的渗透参演也越来越多，他们在小

品表演中很难发挥出搞笑的作用，反而

折损了喜剧的幽默。

不敢想象的是，今年的大多数小

品创作仍围绕着一个主题——催婚，

不脱单变成了团圆的打击目标，在

《开往春天的幸福》《每逢佳节被催

婚》以及魔术剧《喜从天降》中表现

得尤为明显。小品和相声的笑料，在

失去了“东北支援”后，也大多集中

在误会和代沟中，贾玲的小品《一波

三折》这个故事情节老套，看了开头

，就能猜中结尾。

反而《阳台》的题材，让人印象深

刻。不过在看《阳台》的时候，我想到

了另外几部同名作品，一个是郭达和郭

冬临在“正大综艺”中饰演的小品，还

有一部是陈佩斯执导的话剧。

开心麻花、潘长江和蔡明也都无缘

春晚，在语言类节目中，贾玲和岳云鹏

就变成了流量担当。不过在昨天的舞台

上，他们似乎都没用启用日常的表演功

力，几乎创造了零笑点，他们的角色仿

佛不再是喜剧演员，而是被架空的，肩

负搞笑使命的吉祥物。

这也是没有金句出现的一年。在过

去，春晚的段子能在民间流行一年甚至

更久，比如，“忽悠，接着忽悠”，

“薅社会主义羊毛”，“眼睛一闭不睁

，这辈子就过去了”等等，而今天春晚

所用的段子，大多已在互联网上流行了

一年甚至更久。创作空间变得越来越狭

小，节目组似乎也放弃了制造金句，取

而代之的是那上亿元不知道在哪儿席卷

的红包。

半年前，陈佩斯登上了热搜，B站

里的“改革春风吹满地”的混剪视频

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大概所有的观看

者都能从中读到一点怀念，一种对年

味的怀念。在过去的39年中，他们闪

亮登场，又悄然离去，春晚从一个制

造明星的现场，变成了流量场，随后

，诸神散去。

红绿的配色充斥着牛年的春晚舞台

，看得久了，反而想看看过去的春晚洗

洗眼睛，在单调的舞美中，在朴素的话

语间，寻找一点年的味道。

如
今
春
晚

诸
神
散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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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2月15日
雪災發生迄今，因

停電停水筆者有幸

在八天中被愛心天

使接待留宿在三個家庭，衷心感謝黃太太

Johanna(以勒教會) ，董世民長老劉惠莉夫

婦(福遍中國教會)，賴坤泉徐松玉夫婦(第
一教會)，感謝迎主教會周武籐牧師劉美師

母隨時提供愛心熱食、水果、提供瓶裝水

給需要的人。

感謝角聲主任Nancy在嚴寒當日突然蒞

臨寒舍，雪中送暖器乙台，且送來熱騰騰

的越南河粉兩份、暖手包、人蔘雞等。董

世民長老劉惠莉夫婦也來愛心探望思牡送

暖器乙台，送親手做兩個便當。筆者在休

士頓雪災期間享受到愛心天使們的送暖送

愛，溫情滿人間。

2月16日雪災停電停水中自助
休士頓在情人節晚上八時下雪了，半

夜1/3停電....。
我尚有水洗臉，刷牙，感恩，喝冰開

水，吃冷沙拉蔬果，香蕉，蘋果，梨子，

Chia see,四季豆，雞蛋洋芋絲煎餅，ok,學習

克難生活幾天，門縫堵塞防冷風侵入，窗

戶用膠布封住，保暖些。彼此靠天父自求

多福，昨晚穿棉襖，雪衣，蓋兩床棉被與

加蓋兩件風衣，穿三雙襪子，戴圍巾，睡

覺暖和，只是自嘲穿很多真像愛斯基摩人

啊！

2月17日  1:24pm
鼓勵休士頓有電的家庭，趕緊煮熟

雞蛋，地瓜放著，以備又停電時可以吃，

準備蕃茄、生菜、青椒、黃瓜、香蕉、蘋

果、土司、餅乾、堅果、營養奶、營養餐

包等也很好準備等以備無電時可以有食物

果腹。

今天4 p m多我和黃醫師太太回到我

們家拿我儲存的水，再回黃太太家用，無

水沖馬桶很辛苦的，我也拿豆奶，雞蛋，

生菜等可以吃的食物，因為黃太太原訂周

五回台北一個月辦事，現在也延後一周回

台，周六有人來她家修復壞的東西暨電

燈。

許多家有水管破裂要搶修，我剛看我

們家尚好，下雪前我有打開冷熱水龍頭滴

水也儲水40 加侖多。

下午回家拿水路過我們的鄰近社區發

現有家房子發生火災燒光光，真嚇人！真

是雪上加霜，牛年難過啊！

2月18日  (星期四)
下午4:15pm我收到我的鄰居太太說今

天早上來電 ，剛剛來水了...,我趕緊收拾打

包準備回家。

黃太太加滿車油回來載我回家，

4:40pm到家後，我們發現廚房下面PVC
水管爆沖出很多水，也竄流出到廚房地磚

上，水也流至客廳有2/3木地板也遭水浸，

我請鄰居老美Fred先生趕緊關閉水總開關，

黃太太和Fred父子倆愛心幫我清理積水，

Fred先生父子倆幫助我廚房天花板開兩個長

方型開口，因為屋頂水管凍爆裂出來，把

天花板隔熱石棉弄潮濕了，所以Fred先生清

理出潮濕的石棉。

感謝鄰居美國人Fred他們父子愛心幫

助我清理，求天父報答賜福給他們暨黃太

太。7:35pm暫時停工，Fred說明天來繼續完

成尚未完成的工作。忙碌清理修理時，我

幫忙拍照記錄，日後申請房子保險公司理

賠可以有證據。第二天Fred去Home Depot排
隊三小時買水管，但現在缺貨，故要再等

PVC水管。

2月19 日  2:37pm~2:49pm
送暖送愛
今天休士頓有陽光普照，室外39°F氣

溫降低，我們家室內53°F...雖然寒冷，但充

滿神恩典與慈愛。

中午角聲休士頓分會主任Nancy Liu
愛心天使突然來探望我，送給我驚喜，

她說送我乙台暖器機和越南河粉兩盒，讓

我午餐，晚餐有吃的，也送神奇暖手包

(HotHands可以保暖10小時，只需用手握著

暖袋“如茶袋大小”即生暖氣喔！)和瓶裝

水12瓶，感謝天父，感謝Nancy主任的送暖

送愛。

爾後，另有休士頓福遍中國教會董世

民長老/區牧暨妻子劉惠莉區長愛心來看望

我關心我，送來暖器乙台，蕃茄，香蕉，

生菜，兩個飯盒(三文魚豆腐，蕃茄，青花

菜等)。

寒天飲冰水，冷暖自知，休士頓冬季

裡的冰雪天，感謝愛心天使你們來送愛送

暖，真的溫暖了我的心啊！

感謝神，感謝你們愛心天使！神大大

賜福給你們，使用你們成為多人的祝福。

感謝紐約水牛城袁安娜姐妹，明湖城

袁昶黎長老，休士頓徐松玉姐妹，陳美菊

姐妹，周劉美師母，唐健華姐妹打電話關

心我的情況，感謝許多美國外州，台灣，

中國，德國等朋友們用line,facebook,微信，

Messenger, WhatsApp等關心我。

感謝你們關心德州的雪災，真的知道

有人在為我和德州上百萬的百姓需要水需

要電，需要快快修復凍爆裂水管誠懇的祈

禱。

2月19日   (星期五)　7:20pm　
彼此相愛相助
昨天下午回家中途，我和黃太太說 :

「還好在冬天發生停電停水，我們可以作

酸菜人，如果在夏天停電停水那可就悽慘

了，全休士頓上百萬人人人流汗淋漓，有

酸臭味，大小便臭氣沖天啊！回家住一

宿。

今天上午有角聲主任Nancy與福遍中國

教會董世民長老惠莉夫婦愛心天使先後到

訪寒舍關心我，送愛送暖。

今晚餐前接獲惠莉姐妹電話說要我

去她們家住，不要在冰冷屋子中睡覺，上

午來訪時就邀我去她家住，實在盛情難推

怯，恭敬不如從命。相信天父把我帶到每

個家住，有祂的美旨美意，我也要順服。

來美國37年來是自己甘心樂意愛心幫

助需要的人，接待無數台灣、中國、阿根

廷、巴拿馬等來的留學生、宣教士、牧師

師母傳道人、訪問學者暨家屬等，現在接

受主內姐妹弟兄愛心接待留宿，還真不好

意思，聖經說:彼此款待，彼此相愛，主耶

穌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讓世人知道

你們就是我的門徒了。

惠莉說她吃完晚餐來接我去糖城她們

家住一晚，明天再回家。

感恩不盡。讚美神，祂怎樣安排我的

道路，我就順服起行收拾行李。

2月20日　9:30pm
在基督裡我們是一家人 
早上安靜禁食禱告，近11:00am有福遍

中國教會的丁弟兄秋媛姐妹夫婦來董世民

長老惠莉夫婦家來探望我，送來親手作的

芋頭糕，雞肉乙盒，新鮮蝦，芝麻包，餛

飩等，他們是和董長老夫婦同小組組員，

也是很會關心人，前天秋媛姐妹打電話說

要來我家送食物給我，我謝謝她的愛心，

她知道我們家前四天無水無電，感謝神，

在基督裡我們是一家人，雖然我們在不同

的教會事奉敬拜主耶穌，我告訴他們兩對

夫婦說:「我昨晚想到我現在好像是“高級

感謝以勒教會黃蔡淑娟姐妹愛心接待潘師
母兩天。

◎周劉美師母

難民”，但比敘利亞難民好太多了，有幸

被不同教會愛心天使們接待，他們聽我說

後哈哈笑，我們彼此快樂交談分享事奉的

甘苦，我幫他們兩家夫婦拍照留念，感謝

惠莉姐妹送我回家。

中午12:30我把前天用來吸收水管凍爆

裂致廚房，客廳積水數條髒毛巾與一件床

單帶到周劉美師母家，她愛心用雙手在冰

冷水中搓洗浸泡，再脫水後讓我拿回家去

烘乾，周牧師則幫忙我灌滿四加侖金字塔

能量水(冷開水)，切梨子給我們一起享用。

下午三點我們吃周師母做的手工山東水餃... 
晚上6:40pm我和周劉美師母同去送食

物雞肉，起司，火腿肉，巧克力牛奶、紅

蘿蔔、洋芋、優格乳等送去給印地安人Y媽

媽，她很高興見到我們持續關愛她和六個

孩子，一個孫兒。她熱情擁抱我和周師母

說:「謝謝，我愛你。」

自去年三月開始，我留意關心在街頭

乞討的Y媽媽，感謝天父給我機會作愛心天

使去關愛Y媽媽，爾後，感謝天父感動不同

教會姐妹弟兄送衣物、食物、冬季夏季用

衣物、鞋子、書包、毛毯、夾克、毛衣、

嬰兒服、聖誕禮物、巧克力、餅乾等請我

轉送給Y媽媽。我們同心送暖送愛給單親Y
媽媽暨六個孩子，一個外孫兒。他們非常

高興有華人基督徒來愛他們。 
◎友人來信
1）潘師母，你愛主愛人，神都知道，

祂藉着弟兄姊妹的愛來回報你，願你平

安，一切顺利，主愛充滿。晚安。

～Margaret陶/休士頓

 2)潘師母平日非常關心大家，這次是

大家回饋感謝您，感謝主在這個時候豐富

的供應。

感謝主，讓愛人如己的潘師母也處處

受到熱情接待，這是潘師母平日在接待弟

兄姊妹中接待了天使，所以現在天使也安

排弟兄姊妹來接待師母。讚美主的奇妙！

～黄楷/Galveston,TX海灣華人教會

 3) 師母， 感謝神有那麼多人幫妳， 
因為妳平常有很多愛心幫助別人。我和母

親很好， 沒有停電。 ～郭大衛/休士頓

 藉著作號角與休士頓許多教會弟兄姐

妹，牧師師母們認識，連結，關心每個認

識的，為他們禱告，也是使我自己蒙福。

2月21日
感謝神恩典多而又多，聖經中說 :耶

和華在人受患難時祂是祂兒女們的保障，

祂要搭救屬祂的人，搭救那些認得祂名的

人。

今晚8:30pm劉惠莉姐妹來接我去他們

家住，我家Wifi有問題無法上網..
今天上午我在家清理客廳與廚房吸水

髒報紙與潮濕的石棉，也拿碗盤去周師母

家洗乾淨。

今晚也要傳去1.角聲天使團隊相片2.關
懷燒傷童事工相片，3.關懷遊學生事工相片

與祝賀海灣華人

教會祝賀詞p d f
檔給海灣華人教

會薛輝弟兄收。

也要趕號角

月報交出數張相

片與今晚編寫雪

災寫真文章周一

交稿。因要排版

印刷出版三月份

號角月報了。

◎友人來信
1 )  親愛的

潘師母，很高興看到您周圍環繞著那麼多

天使，來幫助扶持您這位天使長。

願 神保守德州盡快恢復正常 ～Tina 
Chao/Austin,TX(昔日角聲天使團隊團員)

2)  感恩，您寫下札記，把主差來的

愛心天使成為如雲彩般的見證，患難見真

情，在主內的人有福了，彼此相顧，彼此

担當，減輕了很多担子。

～陳熾牧師/角聲紐約總幹事

3) 感謝主的大恩大愛，藉著愛心天

使，藉由接受及給予，分享祂的愛！

～白胡美華師母/休士頓

4) 患難知人心。願上帝永遠保佑你平

安喜樂健康至到永遠！～鄭老師/休士頓

5) 施與受都是恩典。妳過去大都是

施，現在經過受，恩典加倍！

感謝主！妳是滋潤人的，所以必得豐

裕！　　　　　　　～劉少青教授/東北部

2月22日 (星期一)
感恩的淚
昨天主日禮拜後，我在家清理客廳

與廚房吸水髒報紙與潮濕的石棉，下午

2:30pm也拿鍋子與碗盤開車15分鐘去周師

母家洗滌。

感謝周師母愛心作煎餃，牧師準備梨

子，香蕉給我享用，言談間我

分享早上在line看到幼蘋姐妹來信說:
「我在福遍中國教會的小組，弟兄，姐妹

會支持你，我也將支票寄角聲紐約總部你

的account.神保佑你。

筆者回信:「太感謝天父恩待我，也感

謝你們小組支持我，求天父記念各位弟兄

姐妹們的愛心。」

謝飯禱告:「親愛的天父，Joy為休士頓

2/15~16此次遭遇到的暴風雪水管凍爆裂，

1/3百姓遭到停電停水，雖然我也在其中，

我沒有自憐自怨 ，昨天讀聖經《帖撒羅尼

迦前書》3-7節，使徒保羅說:我們受患難原

是神命定，在受患難期間也要活出信心與

愛心。神啊！Joy知道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

的“命定”，藉此患難讓Joy更活出信心與

愛心與喜樂，感謝神，祢也讓Joy經歷到祢

的同在，賜下平安喜樂，讓我更感動是祢

為我安排許多代禱者與愛心天使無私幫助

我共渡時艱，我沒有擔心憂慮水管與天花

板修復工程要花費的錢，祢卻感動興起親

人與主內弟兄姐妹愛心支持我，孩子感謝

讚美祢，祢向敬畏祢愛祢的人所顯恩典是

何等浩大啊！......
此次休士頓雪災患難中，我蒙受天父

保守與許多愛心天使的照顧接待，激勵感

動我的心，禱告哽咽...流下感恩的淚，我告

訴周師母這是感恩的淚！許久沒有禱告流

淚了。禱告完，我們歡喜用餐。

福遍中國教會董世民長老劉惠莉夫婦雪災
中愛心贈送乙台暖器給無電無水的潘師母。

休士頓今年 2 月 15 日下雪停電時有位

86 歲的高師母需要瓦斯罐燒熱水，我過去

協助時，她就問我：「妳們自己有沒有食物

啊？有沒有水啊？」我說：「有啊！感謝主

神的應許成就在我們這幾十年中。聖經《出

埃及記 23 章 25 節》你們要事奉耶和華你們

的 神，祂必賜福與你的糧與你的水，也必

從你們中間除去疾病。有一些人在疫情的當

中沒有工作，而去食物銀行或教堂，機構領

到的食物會帶來分享給我們，我也會再分享

給失業的鄰居大家都有吃的。」

得知下雪預告後，之前有些人送我們讓

我所收集的糧食，又再分給失去工作的鄰

居，我也預備了充足的水，需要的時候也可

以分享。得到的人都非常的歡喜，而乞丐也

有食物可以吃，我煮的很簡單，但是吃在他

們的嘴中，從他們的表情，我知道他們是很

餓的。

我告訴潘師母很希奇的事情，像我們這

樣子六年多過信心生活，卻能夠在下雪之前

將得著豐富的食物，我把它匯集起來，分享

給周遭失業的人，這次雖然停電三天，但是

仍然有水，也有瓦斯可以煮東西，冰箱沒有

因為停電食物壞掉。

這讓我想起我先生在台灣台北拿撒勒人

神學院讀書的時候，二女兒喝牛奶的日子，

我們家錢用光，當時米桶內只剩下一磅左右

的米和一罐沙拉油，還有瓦斯可用，在三個

星期的日子毎日三餐經歷上帝的供應，米和

油沒有短缺，這一磅的米和油吃三星期的神

蹟奇事，讓神學院的同學稱奇榮耀歸給主耶

穌。並且學校三甲地的野菜也非常的豐富。

當老二的奶粉喝到最後一瓶，我們就收到台

中喜信聖經學院老師寄來愛心的匯票，感謝

主耶穌，也謝謝沒有留下名字的老師願主紀

應 ◆許 ◆成 ◆就
念賜福給你們。

疫情的當中我們接待人，煮飯菜分享出

去，回頭食物又送來，煮了食物分享出去，

得了越多食物進來，我不斷地煮，查經班的

桌子因為停電變成了廚房工作台。有人問我

為什麼你要做壽司，我回答：因為今天早上

一位失業的美國人送來雞蛋，又可以煎蔬菜

餅和做壽司，回頭我拿壽司請美國人吃，他

好高興說華語「謝謝啦！」

除了神所吩咐的禁食禱告，我們家從來

沒有人有一餐是餓肚子，主耶穌養我們全

家，感謝主，我們全家也沒有疾病，祂的話

語如此信實，在我們服侍的日子裡成就。願

榮耀歸給主耶穌，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潘師母，秋媛姐妹，惠莉姐妹

～思牡札記～

休士頓雪災送暖送愛

感謝福遍中國教會丁弟兄，秋媛夫婦來探望
潘師母，感謝董世民長老惠莉夫婦愛心接送
接待潘師母來家住宿數天。

感謝迎主教會周武籐牧師劉美師母愛心接待潘師母提供熱食水餃，魚頭
湯，冷熱開水等，也幫忙洗刷碗盤，鍋子，毛巾，床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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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雪中飄出香積飯的香氣

辭舊迎新時訪視休士頓資深慈濟人

◎ 世紀暴風雪來襲

◎ 關懷年長的慈濟人

◎ 慈濟大家庭好溫暖

◎ 風雪中熱騰騰的飯

作者／錢美臻

作者／錢美臻

9
216

近期德州因遭遇極端氣候的罕見暴風雪，讓400萬戶超

過1,400萬居民處於停電狀態超過30個小時，多處水

管因低溫結冰而爆裂，供水系統整個癱瘓，民眾在缺水斷電

中艱苦度日。如何烹煮和準備每日三餐成了一項難題，超市

的乾糧幾乎被搶購一空，餐廳外帶車道大排長龍，嚴重影響

正常的生活起居。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因正巧在年終前，把裝載著證嚴法師

關懷的香積飯和香積麵，送給了慈濟志工和會眾，沒想到小

小一袋香積飯，卻在本次德州的世紀暴風雪中，讓慈濟人的

家庭免去了在風雪中出外奔波四處覓食的痛苦。

在辭舊迎新的農曆新年時，華人傳統中除了家人團聚過

節，新年期間走訪親友，相互傳遞問候新年祝福，也

是人們藉以表達對未來的期盼願望。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每年除了在會所熱鬧舉辦「歲末祝

福」活動，廣邀志工、會眾齊聚一堂，回顧過往並立下新年

新志願外，志工們更會在年節前，帶著一份暖心的祝福，去

探視年長或不便外出參加活動的慈濟人，以此關懷慈濟大家

庭中的每一位成員。

	 從電視氣象預報中得知總統纪念日的2月15日（週一），

將有超強冷鋒抵達休士頓，戶外溫度會降至個位數，志工黃希

涵原本樂觀地認為，當天是假日，就乖乖待在家裡不出門就

是了。

	 沒想到星期二（16日）一大早，黃希涵才警覺到事態嚴

重。當她們一家人從黑暗中起床發現停電了，當時瓦斯和水

仍有繼續供應；但餘電不多的手機卻接到壞消息，原來是通知

要斷水。她在緊急時刻趕緊從水龍頭中接了一罐水後，連水也	

停了。

	 黃希涵想著，一家倆口加上已九旬的婆婆，接著的幾餐

要怎麼吃？而且只有一罐水，要維持多久也不知道，沒電無法

用電鍋煑飯，冰箱裏的蔬菜雖可拿出來炒，但洗菜又要用掉些

	 同樣的，另一位志工楊美梅也是用瓦斯爐煮香積飯、香

積麵，度過了雪災的不便。她提到這次停水停電，大家都很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的訊息，請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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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沒暖氣，停水停電的兩天當中，都能有香積飯，能吃

到暖暖地簡單易煮的菜飯，感覺自己真是有福氣。 

                                                         志工  黃希涵

新冠病毒的疫情，隔絕了大家見面的機會，我們因此決

定在過年前，要去關懷數位年長的家人，帶給他們一份

驚喜，讓大家高高興興過個平安年。 

                                                         志工  楊修碧

時間：3月20日（六）美中時間下午6時 
晚會線上直播網頁： tzuchimedical.us/2021gala

	 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讓每個人深刻體會到，「健康」是人生最重要的
資產。誠摯邀請您，加入慈濟美國的雲端募款晚會，一同成為慈濟人本醫療服
務溫柔而綿長、堅定的東風，在美國更多需要的社區揚帆，為病苦之人帶去
身、心、靈兼顧的全人醫療服務。
 雲端募款晚會免費連線欣賞，您的護持將幫助：
	 國際與國內的慈濟義診活動，將醫療資源帶入偏鄉，讓低收入戶或遭逢
災變的家庭，獲得醫療援助。
	 帶動健康社區，給予癒後調養照顧、各種疾病預防等醫療新知普
及。在南加州阿罕布拉市 (Alhambra)、南愛滿地 (S. El Monte)、威明頓
(Wilmingtong)，提供可負擔的高品質醫療服務。讓大愛醫療車能為醫療資
源缺乏、交通不便的地區，提供即時、便利、高品質的牙醫、眼科等服務。
	 讓我們一同延續慈濟美國醫療志業28年來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守護愛的堅持。

短片
《Stung by Climate》

	 慈濟美國製作，由Nils Aucante
導演的短片《Stung	 by	 Climate》，
曾榮獲許多影展肯定，並多次受邀在
美國、法國戲院放映。
	 影片內容為探討人類行為、氣候
變遷對蜜蜂所造成的影響，從古老養
蜂技術如何做到天、地、人和合，反
思現代生活中蜜蜂與人類該如何和諧
共處，以及人類又該如何與萬物眾生
共生存	。

短片《Stung by Climate》
連結：

video.tzuchi.us/videos/
stung-by-climate-full-
short-film/

3.202021.
慈濟美國雲端募款晚會

飲用水。她正掙扎著要怎麼煮

飯才省水，忽然想到年前曾收

到一些慈濟香積飯和香積麵，

馬上決定就吃香積飯了。

	 一袋香積飯中有脫水的米

飯和蔬菜與調味包，只要加

水，無論冷熱水均可，可泡可

煮即可上桌。黃希涵趕忙把一

包香積飯加水，放在瓦斯爐上

加熱，就成了一鍋熱騰騰的

菜飯，一家三口吃上一頓還有

剩。她終於鬆口氣，幸好沒讓婆婆感受到雪災的威脅，仍可

飲食如常。

	 香積飯後，黃希涵下一餐改煮香積麵，放入三包泡菜口

味的香積麵，就全家飽餐了一頓。星期三中午她煮了香積稀

飯，把冰箱𥚃的蔬菜全都加入稀飯中，搭配上麵包一起吃。

不方便煮東西。聽到朋友也說，他們家人還好有香積飯，即

使沒有電、沒有水，沒辦法燒熱水，用冷水泡香積飯也很	

好吃。

	 楊美梅感激地說：「這個時候就想到師父與常住師父的

偉大，香積飯真的是救了很多人，也特別感謝師父們為我們

準備了香積飯、香積麵，覺得自己好幸福！」

	 香積飯源起於一年在中國北方的冬令發放，當證嚴法

師了解當地老人要搬很重的米，在寒冬中跋涉回家後已無力

燒柴煮飯，以悲憫的心感概，若有一種米能又輕又能直接沖

泡成飯或粥，讓受困災區的鄉親能及時溫飽，該有多好？花

蓮靜思精舍的常住師父絞盡腦汁，研發出可便捷食用的香	

積飯。

	 香積飯不但保有原有米飯營養，用冷水泡40分鐘、或用

熱水泡20分鐘，也可以用瓦斯爐快煮5分鐘即可食用。而且

每包香積飯都搭配有乾燥蔬菜與調味包，營養均衡更美味可

口，是慈濟在全球緊急救難時，可用於提供給災民便捷飽腹

的儲備糧食。

	 去年證嚴法師和精舍師父為了關懷受美國疫情影響的慈

濟人和居民，遠渡重洋送來了大批香積飯和香積麵，卻意外

在本次雪災中，幫助了許多慈濟家庭免於飢餓恐懼，也讓志

工們親身見證了香積飯對急難救助的重要性。

每包香積飯除乾燥米飯外還調配了乾燥蔬菜與調味，加水即可
享用。圖片來源／慈濟美國總會

志工們2月6日
到會所打包為探
視資深志工準備
的年節禮物。
攝影／許維真

	 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因政府發布居家避疫規定，許

多過往活躍地慈濟志工只好避免外出，保護自己不被感染，

更是保護群體的重要防疫措施。多數高齡八十以上的慈濟志

工，更是足不出戶，已有一年時間沒有出來與大家聚會；儘

管可以透過讀書會或晚間祈禱時，在雲端相聚互相問候，但

志工們依舊頗為想念資深的慈濟人。

	 趁著歲末年節到來，休士頓志工在2月初便著手進行歲

末居家訪視的項目。一面召集少數志工2月6日到德州分會會

所，為十八位年長家人準備禮物，除了一整籃的新鮮水果，

還準備了靜思書軒的產品：香積飯、香積麵、淨斯穀粉、淨

	 由於尚在疫情期間，志工以最精簡的兩、三人為一組去

探視年長志工，且遵守防疫規範，只把禮物放在門前，戴著

口罩、隔著社交距離問候居家避疫的夥伴。

	 看到志工夥伴來探視，已經好久沒出過家門的鄭惠美高

興地說：「很高興看到志工來探望進行居家關懷，好感恩，

還收到了很好的禮物；雖然我們沒有去慈濟，但大家還是這

麼地關心我們。真的很溫暖，謝謝你們。」

	 志工去探視當天，剛好許芝蘭正準備要出門去打疫苗，

因此志工們趕著在她出門前去問候；她看到許久不見的朋友

非常欣喜，隔著門雙手合十的頻頻說感謝。志工們看到居家

休養的林美菊打扮得很精神等著訪客到來，交流中得知她身

體越來越健康，眾人都很高興，互相鼓勵問候要平安健康的

度過每一天。

	 趕在大年初一（2月12日）前，志工們已完成了探訪行

程，確認每位年長志工們都平安健康，大家也放下了心中的

掛念，更期許疫情能在新的一年中平息，讓全體志工團隊能

早日重新相聚。

皂、餅乾等，一併裝到禮物袋中，同時打電話給每位要去拜

訪的家人，約定拜會的時間。

	 負責慈善事務的志工楊修碧解說，中國人都很重視農曆

過年，尤其要能全家團圓最為美滿，我們也希望在過年時能

與志工家人團圓。

德州分會志工在農曆新年
前，一一去探視居家的資深
慈濟人。攝影／楊修碧

林美菊（左）特地打扮得很
有精神，迎接志工的訪視。
攝影／吳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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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聞

德芙巧克力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甜蜜

美味的巧克力，总是能让人的心情都变得

美丽。你知道德芙巧克力的故事吗？在巧

克力的背后有一个美丽又悲剧的爱情故事

，下面为大家简单讲诉一下这个故事。这

是一个关于错过爱情的故事，结局虽然并

不美，但是巧克力还是美味的。

在1919年的欧洲，夏洛特公主继承

了王位，并且嫁给了费力克斯王子。作

为王室后厨的一个帮厨，莱昂可是忙绿

坏了，手上裂了好多口子，当他用盐水

清洗伤口的时候，遇见了影响他一生的

芭莎公主。在两人认识之后，两人因为

相同的境遇开始相识相知。

芭莎只是费力克斯王子的远房亲戚

，在王室的地位很低，美味稀罕的冰淇

淋总是轮不到她品尝。但是莱昂总是晚

上偷偷溜进厨房，为芭莎做冰激凌吃，

两人会一边品尝一边谈论往事，芭莎还

教莱昂英语。然后两个情窦初开的少年

少女相恋了，但是在那个保守的年代，

身份的差距让他们谁也没有说出心中的

爱意，只能将感情埋在心里。

在20世纪初的时候，卢森堡和比利

时订立了盟约，为了巩固两国的关系，王

室决定联姻。芭莎公主被选为联姻对象，

莱昂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她，在一个月都

芭莎出现在餐桌上，但是她整个人都憔悴

了很多。莱昂在准备糕点的时候，在芭莎

的冰淇淋上，用热巧克力写下了“ DO

YOU LOVE ME”的缩写“DOVE”，以

为她能够猜透自己的心思。

但是最后芭莎还是出嫁了，莱昂带

着伤痛离开了王室后厨，到美国一家高

级餐厅工作，那里的老板赏识他，将自

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之后莱昂在美国结

婚生子，但是初恋却成为了他的心结，

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他最后一直单着

带着儿子，经营着一家糖果店。

有一天莱昂收到一封来自卢森堡的

信，从信中他得知芭莎一直在打听他，

希望他能够去看望她。当两人再次见面

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老了，而芭莎也虚

弱的躺在床上。两人在误会解开之后没

过多久，芭莎就因为疾病缠身离开人世

了。莱昂无比悲伤，想着如果当年热巧

克力不融化，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之后他经过苦心研制，有了现在的德

芙巧克力，并且在上面印有“DOVE”

，以此来纪念两人的爱情。

德芙巧克力背后的凄美爱情故事

为什么是爱情的象征

根据6月25日的《每日邮报》报道

，最近在泰国的罗布里市爆发了一场严

重的“猴子灾难”。疯狂的猕猴在街上

扎堆，占领了电影院作为总部。在新皇

冠被封堵之前，这些猕猴是该市的“旅

游之星”，但现在它们已成为“灾难之

星”，许多公民遭到了猴子的袭击。

在新冠状病毒爆发之前，该地区有6,000

只恒河猴。他们的进食行为吸引了大量

游客，并支付了大量的水果来进食。在

这种情况下，当地人仍然可以与猴子和

平共处。

但是现在游客不来了，没人给他们

喂水果，猴子由于缺乏食物而生气又不

安，对人类的攻击行为激增了。三月份

，猴子被拍到在街上为香蕉而战。

政府兽医苏帕卡恩· 考肖特（Supak-

arn Cowshot）说：“猴子习惯于给游客

喂食，而这座城市还无法为他们提供觅

食的空间。”目前，这些猴子已经变得

富有攻击性，抢夺了人类生存所需的食

物。泰国中部城市的一些居民现在处境

十分糟糕。他们要么被猴子强迫无家可

归，要么只能在阳台上建立隔离网，而

不能关门。

一些当地居民试图用垃圾食品来安

抚这些愤怒的猴子，但是含糖饮料和食

物使它们变得精力充沛且更加狂热，现

在它们的繁殖速度比以前更快。猴子数

量的迅速增加已导致到处都是粪便，尤

其是在下雨天。 无所畏惧的猴子在墙

壁上巡逻，并占领了废弃的电影院作为

据点，任何试图进入的人都会被他们的

凳子攻击。当地居民指着阳台上安装的

网子，对记者说，他们感觉像自己家中

的囚徒。她说：“我们住在笼子里，猴

子在外面看着我们。”

在大街上，一个店主冒充老虎和鳄

鱼玩具，试图吓跑猴子，因为猴子经常

从他的商店偷油漆罐。 为了控制猴子

数量的迅速增加，当局本周在全市各地

放了大笼子，上面放着诱人的水果。野

生动物部的官员计划用水果将这些动物

引诱到笼子里，并带他们去诊所消毒。

据报道，他们计划在6月26日星期五之

前治疗500只猴子。

泰国猴子霸占地盘疯狂繁殖
“旅游之星”变成“灾难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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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餐館業者走出疫情困境餐館業者走出疫情困境，，擴展流量渠道擴展流量渠道，，打晌知名度打晌知名度
AIYA OrderAIYA Order 為您量身訂做的為您量身訂做的【【無抽成無抽成】】綫上點餐系統來了綫上點餐系統來了!!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一場棉亙一年
多的新冠疫情，打亂了大家生活的步調
。尤其疫情居高不下的美國，更面臨百
業蕭條，倒弊失業的惡潮，連與大家每
日食衣住行最密切的餐館、百貨業，也
受害嚴峻，倒閉、關門者彼彼皆是。常
言道：這是個最壞的時代，也是個最好
的時代，機會永遠是留給一群永不向現
實低頭，從困境中開創新境的人。

AIYA Order 是一款集高效與智能為
一體的免費在綫點餐系統，操作便捷，
步驟簡單，除了語音通知功能外，還擁
有中英文雙語系統，並且不用下載軟件
，顧客只要掃碼就能瀏覽菜單，輕鬆點
餐；不僅可以節省點餐時間，降低人工
成本，而且全程無接觸，疫情期間全方

位保證商家和顧客的安全。
這種將餐館綫下訂單直接搬到綫上

，告別傳統的電話訂單，手忙腳亂的記
錄手抄訂單，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商
家可在後台隨時檢查日營業額情況，無
需設備，日常只要使用手機、電腦、
Ipad等瀏覽器即可登錄後台管理訂單。
操作便捷、步驟少，並且不用下載軟件
，手機就是點餐機。消費者在家輕鬆點
餐，增強消費者體驗感，提高消費者滿
意度。同時餐廳需付出的成本也是最低
的，只需要使用AIYA Order的錢上點餐
系統，即可節省至少30%以上的人工成
本和提升50%左右的效率，同時也節省
餐廳材料成本，如菜單製作費等。

這種免費的線上點餐系統，精美又
方便操作的設計，讓您不用花大錢也可
以輕鬆擁有自己的點餐平台。忙不過來
沒有人員送餐? AIYA 還可為您連綫配送
員，隨時取餐外送，時刻方便五英里使
命必達。其特殊的功能特色還包括：

節省人工成本：
AIYA Order 將綫下訂單直接搬到綫

上，告別傳統的電話訂單，手忙腳亂的
記錄手抄訂單，為餐廳節省了大量的人
力成本。

一鍵掃碼下單：
消費者只需打開訂餐網站，選擇取

餐時間，開始點餐，加入購物車，結算
付款，即可成功下單，界面簡單明瞭，
訂餐一步到位。

智能後廚管理：

商家收到訂單後，查看訂單,把訂單信息
傳到後廚，開始備餐。餐品完成，等待
客戶取餐。安全便捷，全程無接觸 !

多種配送方式：
除了到店取餐外，還有貼心的外賣

配送服務，商家還可根據餐廳自身的需
求選擇自行配送或是第三方配送。

擴展流量渠道：
專業的推廣團隊幫助解決 Insta-

gram、 yelp 、 Facebook 、 Twitter 、
Google、 微信朋友圈等平台的推廣，開
拓新市場，守住回頭客，打響餐廳知名
度。

專屬客服：
專業的策略分析團隊和24小時在綫

專屬客服，貼心的為您解決各種疑難問
題。

超值午餐：
餐館在節省平台成本和人工成本的

同時，還可以在網上推出超值午餐優惠
活動，吸引更多的食客，擴大銷售；管
理老客戶，增加回頭客。” 開源 “ 和
“節流”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後台管理：

精準的數據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杜
絕了服務人員利用現金收銀結帳之便，
從中竊取差額的可能性。

語音彈窗提醒：
顧客付款成功，同時廚房即可收到

訂單，廚房即時開始烹飪。
精準的數據分析：
數據備份，系統安全，管理清晰，

一鍵查看；多種語言，隨意切換；功能
齊全，操作簡便。

優惠券：
優惠券是最常見的促銷方式，AIAY

Order 為商家提供了優惠券營銷功能，
通過優惠券激活老顧客，帶來更多的新
顧客，優惠券是免費使用，可以自由的
設置優惠額度和使用時段，方便顧客點
餐消費，不需要提前支付任何金額。

提高服務增強品牌形象：
AIYA Order 自助點餐體系既能做到

零錯單、零漏單等現象，又能縮短顧客
等候的時間，使用服務系統，享用全程
智能化的完美體驗。

提高效率、增加營業額：
AIYA Order 自助點餐能夠吸引顧客

更好的體驗，提高客流量和人氣。顧客
自助點餐、廚房適時顯現點餐狀況，可
大大縮短點餐時間和上菜時間，全面提
高效率 !

AIYA Order 最適合什麼餐飲模式呢
?

AIYA Order 自助服務系統最適合快
餐服務業。快餐服務業以方便、快速吸
引消費者，自助系統一方面減少了消費
者排隊等候的時間；另一方面，由於快
餐業第一綫的服務人員是影響服務質量
的關鍵因素，自助服務系統能以較少的
人力提供上乘的服務，很快地解決了人
力資源的配置問題。AIYA Order的創舉
，是幫助餐館告別傳統的經營方式，向
數字化、智能化時代升級，運用科技手
段提高效率、降低浪費、擴大銷售，解
決餐館的管理與服務難題。

心動不如行動 ! 請今天就致電AIYA
Order ： 888-999-6002， 或 上 網 ：
www.Aiyaorder.us 了解詳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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