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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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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鑑於上(二)月中旬，
休士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北極冷風暴，造成百萬戶停電停水，
多達三天以上之久，在恢復供電及水時，卻發現水管破裂，房
屋浸水，急忙找人修理，並尋求保險理賠。本會為恊助會員，
在受災後，如何與保險公司商討理賠事宜，並且若能在事前購
買保險時，多留意一些細節，對於未來在理賠上，會更方便些
；本會特別在年會中舉辦專題講座，邀請兩位保險專家，來詳
談大家關心的- 受災理賠問題：

楊明耕先生，Evergreen Insurance負責人，談商業物產受
災理賠。

常中政先生，常安保險負責人，談住宅受災理賠。
講座 WebEx 的資訊如下：
2021 年3月13日 下午2:40 至 4:00
鏈結加入
https://ocac2.webex.com/ocac2-tc/j.php?MTID=

m666361fb721bb9f5b1c3437440bd2058
會議號加入
會議號（存取碼）： 184 830 0386
會議密碼： houston

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今天下午
舉行綫上受災理賠保險專題講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
山學術研究會昨天（3 月 12 日，星期五
）上午十點半，在僑教中心後面停車埸
中山蘋果樹前舉行簡單隆重的國父逝世
紀念日及植樹活動，共有中山學術研究
會會友30多人參加。 包括中國國民黨美
南支部常委甘幼蘋,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
琴，及美南支部中評委葉宏志、黃泰生
、王敦正等人。全體在大合唱國歌、國
旗歌及國父紀念歌後，中國國民黨休士
頓分部常委、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會
長唐心琴首先致詞。

唐心琴說：今天是 國父逝世紀念日
，也是植樹節。 因 國父很注意 「造林」
，這是 「民生建設」的一部份，故在
1928 年，將這天定為 「植樹節」，一是
為紀念 國父，也是 「環保」的定義。唐
心琴會長特別提到陳煥澤在多年前在僑
教中心現址種了二棵蘋果樹，一棵枝繁
葉茂，一棵耐不住上次休士頓零下的冰
凍天氣已折損。故今天在僑教中心原地

，再種一棵橘子樹，取大吉（橘 ）大利
諧音好彩頭，並盼望牛年，能扭轉乾坤
，國泰民安。唐心琴也謝謝僑教中心陳
主任贈送大家的國父紀念章一枚，以及
贈送前20名報名來賓《走巡國父足跡》
CD 一片。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致詞時特別
提到，今天贈送給大家的 DVD ,是五年
前她僑委會通訊社擔任社長時所製作的
，那時為紀念國父150周年， 國父流浪
海外，跟大家一樣的為夢想而努力。而
國父的夢想是為肇造中華民國而努力。
陳奕芳主任也在現場代表僑委會委員長
童振源頒發 「僑務諮詢委員」的聘書給
在座的美南支部常委甘幼蘋。

國民黨美南支部中評委葉宏志在致
詞時特別提到 國父三個人格特質：（一
）堅忍不拔的毅力（歷經十次革命失敗
，為不退縮 ），（二 ）國父是有理想的
政治家（創建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
國大綱 ），三民主義在台灣實行，建立

自由、繁榮、民主的國家。（三 ）博愛
的精神：天下為公，國家是人民的，建
設民生樂利生活，愛護百姓，愛護國家
。葉宏志同時提到 「植樹」的重要，樹
木可減少碳化。而全球暖化，上次休市
的 100 萬人停水，停電，水管爆裂，都
是二氧化碳造成的。他最後祝福中華民
國國運昌隆，台灣永遠勝利健康。

負責種樹的陳煥澤最後致詞：他承
諾會照顧這樹至少二十年，並請一位園
藝專家協助指導，並點醒僑胞來此摘蘋
果的同時，不忘了給此樹澆點水，好好
愛護它。

最後，由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中
山學術研究會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
中評委葉宏志、王敦正、黃泰生共同主
持植樹動土儀式，及全體出席的中山學
術為究會會友一起合照，大家以實際行
動來遵行 國父遺訓。

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昨舉行
國父逝世紀念日及植樹活動

圖為出席國父逝世紀念日及植樹活動的中山會友在大會結圖為出席國父逝世紀念日及植樹活動的中山會友在大會結
束前合影留念束前合影留念。（。（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左起左起））中國國民黨中評委葉宏志中國國民黨中評委葉宏志、、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僑教中心主任陳奕僑教中心主任陳奕
芳芳、、中評委王敦正中評委王敦正、、黃泰生共同主持植樹動土儀式黃泰生共同主持植樹動土儀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盡管目前來說，全世界都在與新冠病毒和氣候
變化問題作鬥爭，但人類還面臨著的另壹個重大挑
戰：衰老。

隨著我們人類壽命的不斷延長，晚年的大部分
時間都處於健康狀況不佳的狀態。 這意味著人們的
身心更加痛苦，同時醫療費用也不斷增加。 但是壹
些科學家認為，我們也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使晚
年生活健康幸福快樂。

第壹部分---世界正面臨著兩個巨大的問題：
壹是環境，二是老化。

雖然衰老是符合自然規律的，但我們衰老的速
度卻增加了，這意味著晚年身體更容易面臨各種各
樣的問題：罹患與年齡有關的各種疾病，不僅痛苦
，還需要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

數百年來，由於恐懼和不安，我們壹直在尋找
神話中的“靈丹妙藥”，想要延年益壽。與年齡衰
老有關的身體機能衰退，成為西方社會的頭號威脅
。

而現在，科學家們提出了關於逆轉老化的研究
，找到人體衰老的原因，並且進行改善。這不是抗
衰老，而是逆轉衰老。用生物科技的方式幫助人們

重返青春。
人通常不會在20歲和30歲的時候得心臟病，

因為那時候的體內細胞很年輕，它們可以輕而易舉
的自愈恢復活力。衰老是產生常見疾病的根本原因
，雖然我們給疾病各種各樣的名字，但實際上疾病
就是衰老的表現。

第二部分----NAD基因療法
哈佛醫學院教授David Sinclair和他的科研團隊

認為：晚年疾病帶來的痛苦，我們不應該就這樣被
動接受。我們要做的是使身體和細胞盡可能延長健
康壽命時間。

那麼人類可以做到嗎？如果做到了，世界會變
成什麼樣子呢？教授說，我們可以做到，而且實現
的時間並不遙遠。近幾年來，抗衰老研究已經取得
了重大進展。主要表現為我們建立老化的標準：端
粒縮短，幹細胞損失，DNA損傷，衰老細胞，僵屍
細胞的累積等等。

David Sinclair帶領科研團隊研究了表觀基因組
。表觀基因組是基因組的控制系統。衰老的重要原
因之壹是表觀基因組失調。人在年輕的時候，大腦
中的神經細胞非常活躍。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大腦
的神經細胞開始慢慢衰竭，它們的表觀基因組變得
失調。教授正在研究的NAD分子, 可以針對這些衰
老特征進行防禦，NAD可以修復端粒，有助於保存
幹細胞，減慢表觀基因組的變化。

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小組正在研究：將細胞從人
體內取出，運用科技手段使細胞年輕化，然後再放
人體。同時，科學家們也在進行基因改造，也就是
NAD重編基因。這項實驗時小鼠的健康壽命延長了
40％。專註於此領域的科學家們已經證實，通過合
適的時間和方式，人可以逆轉衰老。

第三部分----氧氣療法 。
以色列科學家SHAI EFRATI PHYSICIAN（SHAMIR

MEDICAL CLINIC）通過研究證實，氧氣療法可以逆轉
衰老。

首先我們介紹壹下端粒：端粒存在於染色體末
梢，類似於壹個保護帽，裡面含有遺傳基因。隨著
人體年齡的增長，端粒開始不斷縮短，直到短到無
法保護染色體，細胞便會開始死亡。

研究人員將病人送往高壓倉，通過內部空氣壓
力的增加，使空氣進入肺部和免疫系統。數據顯示
，這壹行為有效增加了體內端粒長度。

氧氣療法也有益於幹細胞。作為人體內最強大
的修復細胞，可以刺激幹細胞產生的重要方式就是
缺氧。當氧氣不足的時候，身體就會得到信號。我
們可以做壹個小實驗，抱住壹個人，然後壹起屏住
呼吸，降低心率，這是我們就會缺氧，然後會有新
的幹細胞產生。
特拉維夫大學的壹項研究結果，發現了使用了氧氣
療法後，四個關鍵細胞的端粒長度增加了20％以上
。但這種療法是不健康的，並且不能長期使用。

第四部分--- 輕斷食。
其實很多人並不知道，有些疾病並不需要藥物治療
，我們只需要少吃壹頓飯，或者多跑步，養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來增強免疫力。 David Sinclair教授正在
研發藥物幫助人們提升體內NAD水平，但他仍然有
壹個延長壽命“免費的建議”：齋戒。輕斷食，吃
什麼和什麼時候吃並不重要，吃的時候，不要完全
吃飽。 因為NAD分子有壹個自噬的過程，來清除舊
的受損的蛋白細胞，而這個過程只有人在飢餓的狀
態下才能有效進行。 輕斷食，對於延緩衰老有很大
的好處。

第五部分----幸福的晚年。
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在地球上，65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了5歲以下的嬰兒數量。這
是過去幾百年來的人類歷史中第壹次出現這種現象
。

由於老年比例不斷上升，國家也擔負著照顧老
人的責任，每個家庭也要花費許多費用在老年身上
。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已經進行了大筆投資
，在自動化和AI等領域去彌補因為老齡化而導致的
勞動生產力下降。

世界上將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我們應該怎麼
做？要麼讓他們越來越老，躺在病床上；或者讓他
們成為健康充滿活力的人。科學正在蓬勃發展，逆
轉衰老的手段能讓人們獲得健康快樂充實的老年生
活。我們盼望有更多老人：八十多歲，環遊世界，
照顧家庭，幸福快樂.

科學有效的補充NAD，首選黑科技產品MIRIKEL
NMN9000。提升DNA修復損傷的能力，因此適當補
充其前體NMN，也許可以扭轉損害。NMN含量高
（9000超高濃度），有效提升人體NAD+水準，提
供NAD+支援，增強細胞活力，保持大腦功能健康
，不僅可以保護視力，美容抗衰，還能增強記憶力
和免疫力，提高人體新陳代謝，改善脫髮現象。 同
時，添加了藍莓提取物。藍莓富含大量的花青素，
多種維生素以及對人體有利的礦物質等；可以改善
視力、抗氧化、抗衰老以及美容養顏；還能起到提
高記憶力、預防心臟疾病的功效。通過輔料配方，
能夠保持人體吸收的速率，進而減少刺激，同時增
強吸收效率；有效修復受損細胞，美肌逆齡，調節
睡眠，改善代謝，提升體能，延緩衰老。

NAD+如果不能得到及時和足夠的補充，就會出
現壹些生理問題，從而導致體內各種衰老的癥狀，
如記憶力衰退、心血管功能弱化、免疫力失調、睡
眠品質差、精力下降、血糖增加、便秘、脫髮、食
欲不振和各種神經元退化等等。 但是NAD+的分子
量太大，直接補充的話是無法真正進入細胞中發揮
作用的，所以這時候就需要我們的NMN閃亮登場了
。

NMN即β-煙醯胺單核苷酸。作為NAD+的前體
物質，能在口服數分鐘至數十分鐘後即經小腸到達
血液轉化成NAD+，並隨之被輸送至肝臟、肌肉、
心臟等器官，且沒有觀察到副作用。因此在若幹候
選前體物質（煙酸、色氨酸、煙醯胺、煙醯胺單核
苷酸和煙醯胺核糖）中成為了補充NAD+的首選物
質。

MIRIKEL NMN含量高（9000超高濃度），每粒
NMN膠囊含有NMN(β－煙醯胺單核苷酸) 150毫克
。

• 革命性技術突破：運用全球領先的酶催化
技術：相比於傳統化學合成方法，生物酶技術避免

了使用高溫高壓等嚴酷的反應條件，極大地減少副
產物的出現，提高合成的效率，同時還減輕了工業
生產對環境的壓力。

• 安全可靠：產品採用已長期被人類服用的
植物成分。

• 天然無害：不含人工化學品及激素物質，
對人體內分泌和平衡不會產生不良影響。

• 專有複合配方：通過大量臨床反饋製成配
方，協同作用遠優於單壹配方。

堅持使用最好的原材料，最好的工藝，以達到

最好的效果。億嘉國際在美國洛杉磯擁有80,000呎
符合GMP國際標準的生產廠房，採用德國博世和韓
國BoChang設備，具備GMP、HACCP、HALAL和UL
等資質認證，始終以高標準和嚴要求的態度，為消
費者配製美麗與健康的產品。

NMN知識小課堂
問：市面上NMN產品參差不齊，如何區分？答

：NMN 產品要看含量，消費者要學會如何看懂
「Supplement Facts」 包裝上的營養成分表。很多

NMN 產品，整壹瓶的 NMN 含量非常的低，只有
3000到4000不等。有些產品聲稱有10000mg，但
價格奇高。Mirikel NMN整瓶含量為9000mg，極高
性價比，原價US$150/瓶，現在買三送壹，均價只需
US$112.5/瓶，絕對性價比之王。

問：此前沒聽過NMN，這是新物質嗎？答：
NMM存在於大自然中，例如豌豆和西蘭花中就有
NMN，並非合成的新物質，但人體內部無法自己生
成NMN，而必須從外部攝取。NMN是壹種酶，在體
內有效轉化為NAD+，提高細胞的NAD+水平。哈佛
研究院和多個國際研究都表明，NAD+有助於抵抗衰
老、延長壽命和提高免疫力。

問：如果某些植物中含有NMN，那是否多吃這
些植物即可？答：植物中的NMN含量極低，西蘭花
為例，可能妳要吃數十斤西蘭花的NMN，才能滿足
壹天所需的NMN量，顯然，吃這麼多蔬菜是不可能
的。

問：NMN如何服用？答：壹般建議是每天2-4
顆，但嚴格來說，要根據每個人的實際情況，年齡
越高，應該服用更多。NAD+在70歲達到最低水平
，顯然70歲跟30歲不應該服用同樣的劑量。建議年
齡每增加十歲，就增加壹顆，例如妳50歲，要達最
佳效果，每天可服用五顆。

在北美，很多朋友們已經吃MIRIKEL NMN9000
有壹段時間了，大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體驗和感受
，壹致的反應都是產品效果好，見效快。
科學有效的補充 NAD，首選黑科技產品 MIRIKEL
NMN9000。

休斯頓咨詢電話：832-303-3883

科學大咖分享科學大咖分享：：逆轉衰老逆轉衰老？？即將實現即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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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應越過坎坷往前看
李克強冀兩國有多領域多層次對話 增信釋疑化解分歧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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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強調李克強強調，，中美兩國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兩國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
有許多可以合作的領域有許多可以合作的領域。。圖為圖為20192019年進博會年進博會，，
人們在美國波音公司展台前參觀人們在美國波音公司展台前參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過去幾年間，由於特朗普政府實施錯誤
對華政策，中美關係跌入建交以後的

低谷，中方高層官員多次表示希望美國新一
屆政府可以撥亂反正。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1日宣布：
應美方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
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
兼外長王毅將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於3月18日至19日
在安克雷奇舉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11日
中外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稱，在中美即將
舉行高級別會談之際，中方會不會調整或者
改變在疫情溯源以及香港、新疆等問題上的
相關政策立場，推動中美雙邊關係的重啟和
修復？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對此，李克強表示，過去幾年中美關

係的確遭遇了嚴重的困難，給兩國和世界
都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中美作為世界上最
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和則
兩利、鬥則俱傷。中美建交40多年了，風
風雨雨，能越過坎坷向前走，還是因為符
合世界發展趨勢，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
我們希望按照習近平主席最近和拜登總統
通話的精神，就是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和重大關切，互不干涉內政和內部事務，

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贏的原則，推動兩國關係向着健康穩定的
方向發展。這既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也
是國際社會的期待。

一時達不成共識 也可交換意見
李克強指出，中美兩國歷史文化、發展

階段、社會制度都不同，彼此相處難免會有
矛盾、有分歧，有的時候甚至比較尖銳，關
鍵是如何對待。中美兩國人民是有智慧、有
能力的，雙方還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地
進行對話溝通。我們希望中美有多領域、多
層次的對話，即便一時達不成共識，也可以
交換意見、增信釋疑，這有利於管控和化解
分歧。

去年中美貿易仍增8.8%達4.1萬億
李克強強調，中美兩國有着廣泛的共

同利益，有許多可以合作的領域。在去年
多重衝擊的背景下，中美兩國的貿易規模
仍然達到4.1萬億元人民幣，增長8.8%，
我們還是應當把更多精力放在共同點上，
去擴大共同利益。中美兩國作為聯合國的
常任理事國，對於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
進世界繁榮發展，都有重要責任。應該推
動中美關係越過坎坷往前看，向着總體穩
定的方向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今年初美

國新一屆政府上台後，如何推動中美關係重啟與修

復廣受關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日在會見中

外記者時坦言，中美兩國歷史文化、發展階段、社

會制度都不同，彼此相處難免會有矛盾、有分歧，

有的時候甚至比較尖銳，關鍵是如何對待。他強

調，中美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有許多可以合作的

領域。兩國還是應當把更多精力放在共同點上，去

擴大共同利益。雙方應該推動中美關係越過坎坷往

前看，向着總體穩定的方向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
報道） 11日的總理記者會上，外媒引
述美方稱中方對上月到訪武漢的世衞組
織專家組缺乏透明度，並詢問中方會否
願再次接待世衞組織訪華。李克強總理
就此表示，疫情溯源的確是一個複雜的
科學問題，需要各國加強合作，持續研
究。中國願意繼續同世衞組織一道，推
動科學溯源工作。

李克強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
突發的全球公共衞生事件，中方和各方
一樣都希望能夠盡快查清病毒是從哪裏
來的，這樣有利於切斷傳播的渠道，更
好更有效地來防控疫情。但疫情溯源的
確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問題，需要各國加
強合作，持續研究。中方本着實事求
是、公開透明、開放合作的原則和態
度，同世衞組織保持溝通，也支持世衞
專家在華開展溯源研究工作。下一步，
中方還願意繼續同世衞組織一道，推動
科學溯源工作。

“當前疫情還在全球蔓延，當務之
急不僅要溯源，還要做好各種防控工
作，包括接種疫苗等”，李克強表示，
新冠肺炎是人類共同的敵人，中國希望
各方攜起手來，因為在這樣一個人類共
同的敵人面前，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
其身。11日的總理記者會，是在新冠疫
情防控背景下進行的視頻記者會，也是
李克強第二次通過這樣的方式與中外媒
體見面。他表示，堅信人類有能力最終
戰勝這個病魔，“希望明年我們能夠面
對面進行交流”。

中美高層戰略對話選址阿拉斯加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

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長
王毅將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
事務助理沙利文於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
雷奇舉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觀察人士指

出，這次會晤比此前預想的時間表有所提前，向外界釋放出
謹慎樂觀的信號。會晤或將進一步釐清中美間“合作”“對
話”與“管控”的三份清單，並有望重啟中美間高級別對話
機制，其舉行本身和結果都將對中美關係下一步走向何方具
有指向性意義。

為什麼雙方會選擇阿拉斯加作為首次面對面對話的地
點？分析人士告訴記者，相較華盛頓，阿拉斯加是一個精心
而謹慎的選擇。近年來華盛頓的政治氛圍已極不健康，尤其
在對華政策方面日益極端化。對拜登政府而言，在華盛頓與
中方會面將直接面臨諸多國內壓力，很難取得任何突破；而
對中國而言，出於外交對等考慮，也不會答應前往華盛頓。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楊希雨認為，阿拉斯加在美國
本土以外，政治敏感性較低，這是雙方在重設中美關係時邁出
“謹慎的第一步”；而阿拉斯加也是當年中美開通直航時，因
飛行技術限制中途必須經停加油的一站，在中美交流史上有特
殊地位。“對雙方而言，這一地點的選擇既有技術意義，也有
政治含義”。“中間位置，相向而行，各讓一步”，美國克
里斯托弗紐波特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孫太一這樣對記者分
析會議地點選擇背後的考量。 ●環球時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外記者會上回應兩岸
關係問題時強調，我們堅持推進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和祖國統一，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
裂活動，也反對外部勢力的干涉。

李克強明確指出，大陸對台的大政方針是
一貫的，也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堅持一個中國
原則和“九二共識”。“在此前提下，我們歡
迎台灣任何政黨、團體同我們交往，也歡迎台
灣各黨派團體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與
我們開展對話。”李克強強調，我們一直秉持
“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這幾年出台了很多惠
及台企台胞的政策，不少台灣企業和同胞從中
受益，“我們會繼續讓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的發
展機遇，繼續推動兩岸融合發展。”

反對“台獨”分裂活動
反對外部勢力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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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李克強：GDP預期增6%不低了
大起大落會擾亂市場預期 走得穩才能走得有力

中 國 經 濟 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何佩珊

去年，新冠疫情影響之
下，中國成為全球唯一保持
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一些國際機構進而預測，
2021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可

能達到8%、9%左右，並寄希望於中國扭轉
世界經濟增速遲緩的局面。對此，李克強總
理強調，今年中國經濟仍是在恢復性增長的
基礎上進行，且世界經濟復甦的不確定性還
很大，因此6%的設定並不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何海峰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對中國而言，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就業優先。2021年中
國新增城鎮就業的目標是1,100萬人以上，
這項工作並不容易。此外，世界範圍內的疫
苗接種情況、國際供應鏈的恢復狀況都構成
了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國GDP佔
世界經濟比重達到了 17%，相比 2015 年的
15%已有明顯進步。今年所設 6%以上的增
長，從絕對量上來說，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已
經很大。”何海峰說，“同時，中國正積極
參與國際健康碼互認、國際旅遊組織協商等
工作，相信未來會加大進出口力度，拉動世
界經濟增長。”去年，為激發市場活力，帶
動經濟增長，中國推行了一系列圍繞市場主
體需求的改革措施。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
也重申，2021 年中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將
繼續圍繞市場主體轉。對此，有輿論指出，
中國的市場主體在市場環境、公平競爭等方
面仍面臨障礙。以去年興起的社區團購為
例，京東、美團等互聯網企業競相圍獵並獲
利的同時，一些個體工商戶蒙受損失。

三類市場主體缺一不可
何海峰指出，中國的市場主體可大約分

為三類：第一類是央企國企，這類企業發揮
着龍頭作用，面臨疫情衝擊時，需率先復工
復產；第二類是大型民企和互聯網平台，平
台企業能夠大幅提高市場效率，同時也容易
形成自然壟斷地位，所以要“放管並重”；
第三類是小微企業，它們是中國經濟的毛細
血管，牽扯面廣，能有效帶來新增就業。
“因此，三類企業各有所長，對於中國而言
都不可或缺，需要政府花大力氣支持。”

李克強在記者會上亦強調，未來中國的
老齡產業將成為巨大的朝陽產業，必然為外
企產品、服務和投資創造機會。何海峰說，
“以養老產業為例，北上廣深和海南自貿港
都已經開始擴大養老產業投入，引進日本等
國家的設施、管理、技術和服務。在2035年
邁入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下，中國還會不斷
擴大和升級國內消費市場，為世界提供貿易
投資的機會。”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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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指出，中國提出要立足新發展階
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

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
相互促進，這既是要做大國內市場，也是要
擴大開放。“中國會不斷地、主動地擴大開
放，這是中國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有利於世
界。”李克強表示，開放還需要各國共同努
力，相向而行。經過8年的努力，去年東盟10
國、中國、日、韓、澳、新15國談成RCEP
協定，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是不同社
會制度、文化習俗，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共同
建設的。“這說明，只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可以談出共識，找到共同利益，擴大各
國人民的福祉，而且有助於地區產業鏈、供
應鏈的穩定，會給世界經濟增添動力。”

續擴大開放 當世界大市場
李克強續指，中國是世界產業鏈供應鏈

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僅要發揮自身的作
用，而且要履行自身的責任，維護以世貿組
織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只要是對
互利共贏有利的，無論是多邊、雙邊的機
制，我們都持積極開放的態度。”

李克強表示，我們會進一步主動地對外
開放，繼續縮減外資來華投資負面清單，繼
續推動包括服務業在內的對外開放。“很多
外企關心中國的營商環境，我們還要繼續打

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總
而言之，通過多種努力，在擴大內需中不斷
擴大開放，繼續讓中國成為外商投資的重要
目的地、世界的大市場。”

提及6%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李克強則
表示，我們當然樂見經濟向好，但是我們也
清醒地看到，今年是在恢復性增長的基礎上
前行，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而且世界經濟
復甦不確定性依然很大。

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6%不低了。”他稱，“實際過程中也

可能會增長得更高一點。”但他也表示，我
們不是在定計劃，我們是引導預期，希望把
預期引導到鞏固經濟恢復增長基礎，推動高
質量發展，保持可持續性，尤其是和明年、
後年的目標相銜接，不能造成大起大落，否
則會擾亂市場的預期。“一時走得快不一定
走得穩，只有走得穩才能走得有力。”他
說，“我們還是希望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經
濟體，經濟能夠行穩致遠，保持長期向
好。”

他表示，中國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要讓中
國人民過上好日子，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
家，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
會立足於着力辦好自己的事。中國的發展對
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繁榮都是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日在會見中外記者時回

應“雙循環”提問稱，中國把內需市場做大，

帶動自身發展，也會給外資、外國產品和服務

帶來巨大的機會。“未來將在擴大內需中不斷

擴大開放，繼續讓中國成為外商投資的重要目

的地、世界的大市場。”而關於6%以上經濟增

長預期目標的相關提問，他則坦承，6%不低

了。“一時走得快不一定走得穩，只有走得穩

才能走得有力。”

●●李克強稱李克強稱，“，“一時走得快不一定走得穩一時走得快不一定走得穩，，只有走得穩才能走得有力只有走得穩才能走得有力。”。”圖為安徽圖為安徽
某車廠的生產線某車廠的生產線。。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李克
強11日在中外記者會上表示，支持互聯網+、
物聯網這些新業態，但是對坑蒙拐騙、造假失
信或者利用新業態的旗號去搞詐騙、非法集資
的要堅決予以打擊，“因為你把市場攪亂了，
沒有公平，這個競爭就不可能持續，就不可能
展現更強的活力。”

在回答有關今年政府將出台哪些措施助企
紓困的提問時，李克強表示，去年中國推進改
革，很突出的一點就是圍繞市場主體的需求制
定並實施宏觀政策，以助力市場主體脫困，並
激發活力，從而撐起經濟基本盤。今年政策的
制定和實施，還是要繼續圍着市場主體轉，這
就需要繼續推進“放管服”改革，讓市場主體
不僅生存，而且活躍。

競爭須監管 要管出公平公正
此外，李克強指出，競爭應當是公平競

爭，競爭必須監管，要管出公平公正，這樣才
能讓企業顯示真正創造力，所以要“放管並
重”，創新監管方式，加強事中事後監管，這
些都是改革。要支持互聯網+、物聯網這些新業
態，但對坑蒙拐騙、造假失信，或者利用新業
態搞詐騙、非法集資也要堅決打擊。

堅決打擊利用新業態旗號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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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全聯生鮮
食材近日出現新面孔，不
少婆媽驚喜發現，蔬菜冷
藏櫃居然出現栗子的蹤跡
！有網友貼文分享，現在
天氣最適合吃栗子了，在
家煮栗子，神級口味迷倒
老人、小孩，她透露，昨
天上架瞄一眼，隔天剩不
到一半，嗜吃栗子的網友
馬上心動，留言要手刀補
貨去。

女網友日前在臉書社
團 「全聯消費經驗老實說
」上貼文指出， 「在家煮
栗子吃，小朋友跟老人很

愛，邊撥根本來不及給小
朋友吃，小朋友等在旁邊
靠很近專心的凝視，媽媽
表示壓力山大」，她還提
到， 「昨天目測大概只有7
至8盒，今天掃貨只剩3盒
了，偶爾吃真的很不錯，
適合現在的天氣」。現在
全聯正在特價促銷，栗子
每盒只要 35 元，價格相當
實惠。

另一網友則分享，本
來只是去買包米，亂逛到
蔬菜冷藏櫃，真是驚喜包
！好開心！她立刻去尋找
香腸（臘腸、臘肉、培根

），因為這些食材都適用
栗子炊飯，如果要做素食
版就拿掉香腸，栗子直接
搭配香菇也超級好吃，而
栗子炊飯用一般電鍋就可
搞定。

看到栗子貼文，網友
都流口水了， 「烤箱烤也
好吃」、 「用電鍋蒸，最
方便，好吃」、 「這個好
吃喔」，不過，也有網友
反應栗子超難撥， 「撥了
栗子想蒸飯，撥到第二顆
就投降了，真心羨慕會撥
栗子的家人」。

（中央社）英國開打AZ疫苗後，部分民眾出現
嚴重過敏反應，歐盟藥品管理局（EMA）今建議將
過敏反應及超敏反應列為Z疫苗副作用。另歐洲近期
多國出現血栓事件而緩打AZ疫苗，有專家也建議血
栓病史者別打AZ疫苗。對於台灣接下來的行動，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回應，會再參考專
家委員會的意見。

陳時中今受邀出席 「第91屆國醫節第13屆台北
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會前接受媒體聯訪時針對
AZ疫苗加註警語表示，還是要由專家委員會來做決
定。若有可能的副作用，當然在仿單，或是打疫苗的
時候清楚說明也是應該的。

歐洲接種AZ疫苗的500萬人中，有30人出現血
栓事件，其中奧地利有1名49歲護理師在接種後數日
死於 「嚴重凝血問題」，包含該國以及義大利、丹麥
、挪威等歐洲10國都為此緩打AZ疫苗，而亞洲地區
的泰國隨後也跟進緩打。

為避免血栓事件的風險，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
民建議，有血栓病史的人不要接種AZ疫苗。對此，
陳時中表示，血栓事件在台灣發生率很低，會再參考
專家意見。

另一方面，近期國際奧委會表示，將提供選手接
種陸製疫苗，對於台灣選手是否會打？陳時中表示，
會安排選手在台灣就先打好，再出境。

歐盟建議AZ疫苗加註警語
陳時中：由專家委員會決定

（中央社）教育部停辦109學年度全國學生表演藝術類競賽
團體賽，引發學生家長抗議。有家長代表在立院痛批教育部 「一
部兩智」，體育署可辦HBL高中籃球聯賽，師資培育及藝術教
育司卻不敢辦藝術競賽。民眾黨立委賴香伶說，希望下周三立院
質詢教育部時，事情能有好結果。

HBL高中籃球聯賽上周末風光落幕，反觀109學年度全國學
生表演藝術類競賽團體賽早早被宣判死刑，已是第二年停辦。家
長代表邱永林不平，全國那麼多比賽，為何獨獨表演藝術決賽不
能辦，應是教育部在人、事、時、地、物犯了錯誤。

他質疑，教育部是不是 「一部兩智」，智力不同，為何體育
署的比賽能辦，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的比賽就不能辦，是制度
不同還是智力不同。指揮中心去年3月4日就公布了新冠肺炎相
關指引，如果師藝司跟著做，怎會突然發現合唱、吹奏不能辦、
有口沫傳染疑慮，學藝術的學生戴口罩都不能上台，學體育的學
不戴口罩都能上場比賽， 「難道我們的學生身上病毒比較多嗎」
？

與會民眾黨立委高虹安說，應藉此深入探討 「入場實名制」
規範，呼籲相關部會應研議相關措施，如何提供軟硬體資源協助

，提高賽事及活動順利舉辦的比率。
對此，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重申日前已貼出聲明，

已規畫相關配套措施，但對於家長團體及學生們希望 「復辦比賽
」，以 「來不及借場地」為由仍決定停辦，且之前已經安排了多
項配套措施，包括決賽參賽資格證明書視同於競賽成績優等，並
將辦理線上觀摩展演、擴大辦理 「好優show學生藝團活動計畫
」及 「表藝在地亮點計畫」等。但與會家長不滿說，學生要的是
出場比賽的榮譽，學生長期苦練，明明可拿 「特優」，為何要視
同 「優等」，對學生十分不公平。

教育部挨批 仍決定停辦

全聯發現稀有 「驚喜包」
婆媽讚神級口感 網喊：手刀補貨

孫中山恐從歷史課本 徹底消失
（中央社）昨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96周年紀念日，不

過學者表示，過去20幾年來教科書中 「孫中山形象」以李登輝
時期的《認識台灣》為分水嶺，稱謂從 「國父 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先生」到直呼 「孫中山」，孫中山的事蹟更從過去專章

專節討論，到現在聊備一格；中國民國創建史猶如外國史，孫中
山猶如外國人。難保未來 「孫中山」3字會從歷史課本徹底消失
。

嘉義大學歷史系教授、新三自運動召集人吳昆財表示，過去
國立編譯館版本有專章或專節、很大篇幅介紹孫中山其人及他和
中華民國的關係，有很崇高地位。

降低尊稱 相關事蹟變少

但《認識台灣》之後，開始有教科書不稱 「國父」而改稱
「孫中山先生」，這幾年的教科書乾脆直呼 「孫中山」。這涉及

了史觀，也涉及對建國者的尊敬。
降低尊稱至少還不脫歷史的範圍，但現在教科書連孫中山的

事蹟都很少。吳昆財說，他手上108課綱龍騰版只有一兩處談到
孫中山，即民初政局孫中山讓位，以及孫中山反對內閣制、主張
總統制。 「歷史非常重要的是以 『人』為概念，過去以孫中山為
中心，現在教科書裡孫中山卻聊備一格了。」

現在的學生也不知道孫中山是國父了。吳昆財說，教科書談
民國的挑戰，沒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團體，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
立也沒有跟孫中山連在一起， 「去中國化」、 「去孫中山化」，

把孫中山當作外國人。
去中國化 國父變外國人
吳昆財說，教科書改變用語，也許枝微末節，但也含有春秋

大義。例如近年來課綱將 「武昌起義」改為 「武昌起事」，投射
了撰寫者的史觀。 「起義」指的是正義之事，為民眾揭竿而起；
「起事」指的是事件，把起事者跟被起事者平等看待，把事件當

作在外國發生。 「武昌起義」以中國的傳統史觀，當然是正大光
明，弔民伐罪、師出有名。令人憂心的是，未來教科書中的孫中
山，會不會像孫悟空和唐三藏西天取經卻取回無字天書， 「孫中
山」3字從歷史課本徹底消失， 「中華民國的創建者」變成空格
，讓學生填克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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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鐵 1 名曾姓員工於 2019
年 3 月間透過通訊軟體 「Zuvio」認識 1 名
女大生，兩人聊上癮後，女方大大意將自
己裸照傳給曾男，但兩天後曾男向女方示
愛遭拒，立刻翻臉恐嚇要將裸照傳給同學
觀看，還嗆： 「看樣子你不見棺材不知淚
」、 「傳給你們系吧，我歡迎你來告、」
，事後果然將裸照傳給女大生的同學，女
大生得知後報警，但曾男始終否認，花蓮
地方法院今年判曾男有期徒刑1年，仍可上
訴。

根據判決書記載，任職於台鐵的一名
曾姓員工，於民國 108 年 3 月 26 日利用聊
天軟體 Zuvio ，取得一名女大學生信任後
，取得裸照1 張，但雙方於3 月28日發生
爭執，於29日開始接續傳送 「看樣子你不
見棺材不知淚、我直接給系學會所有人、
看他們怎麼流傳、真爽、裡面一定有討厭
你的人、讓他們來對付你就好」、 「真爽
、以後去某某大學上課、大家只會說那個

拍裸照的、哈哈 哈、真開心」、 「我傳給
你們系吧、看看他們怎麼講、我歡迎你來
告、反正你就身敗名裂、我爽就好、看你
以後怎麼待」等訊息，讓A女面臨崩潰。

接著曾男開始在臉書上尋找與 A 女就
讀相同學校系所之網友，以臉書帳號傳送
裸照給 A 女同學，還留言表示這名女學生
借錢不還、借5000、和你們系學會的男生
是砲友關係、要找她出面」等。

即於同日9 時21分許起，用臉書Mes-
senger 通訊軟體，向A女的同學傳送 「抱歉
，打擾到你，你們系有一位女生在 Zuvio
校園取名叫某某，他跟我借錢沒有還，請
問你能找到他嗎？」，並旋即傳送 A 女之
裸照，稱 「這是她的照片，我只有她這張
照片，她住在某地」、 「家住某地又住在
學校宿舍的大幾女生應該不多」、 「他有
說過和你們系學會的男生是砲友關係，男
生是腿控」、 「他不是系學會，借5,000 」
。

女方同學收到裸照後，私下告似她，
女方一怒之下立刻向警方報案。警方查出
假帳號發話時IP，竟然是台灣鐵路局電腦
，且查出曾男手機，一查身分，才發覺曾
男竟是台鐵員工。查出曾男持有的手機號
碼於台鐵資訊中心連續登入，且散布裸照
的時間點只有他這支號碼有登入紀錄，並
用同一號碼綁定聊天軟體。

但曾男辯稱，雖然他有使用 Zuvio 通
訊軟體，然矢口否認犯案，還說與 A 女聊
天之 Zuvio 帳號與臉書帳號均不是本人，
也沒有傳送女方的裸照給他人。

法官審理後，審酌曾男與 A 女為網路
交友認識，僅因為女方拒絕追求後，心有
不甘，竟傳送裸照及其他個人資訊與不實
之訊息予女方同學同校同學，為滿一己之
私欲，不惜破壞女方聲譽之心態，惡性重
大，也使女方身心備受煎熬，且犯後迄今
均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和解，因此判刑
一年，仍可上訴。

表白女大生遭拒怒傳裸照給同學表白女大生遭拒怒傳裸照給同學
台鐵員工嗆台鐵員工嗆：：不見棺材不掉淚不見棺材不掉淚

【華山殺人魔】陌生女被托夢靈異附身 回家叩謝父母哭訴 「對不起」
（中央社）2018年6月，轟動全國的華山草原分屍命案宣布

破案當天，受害高女的家屬輾轉接到一名女子傳來訊息指， 「我
是來分享死者想要試著傳達讓身邊家人朋友知道的事情，雖然有
些雜訊可能讓訊息部分內容失真，但我盡力了。」由於語焉不詳
，但內容似乎是在女兒死後透過 「陌生人」傳達給家人的一些訊
息，讓高家一家人感慨萬千。

而這樣的靈異事件之後又再度發生，另有一名女子被死者
「附身」跑至高家並當場對著高父、高母撲地泣訴 「對不起，讓

爸爸媽媽擔心了。」
高爸爸告訴記者，6月18日破案那天有一名女子輾轉傳來訊

息說，女兒托夢給她，但一直語無倫次，大意是 「她現在沒事，
謝謝30年來陪伴她的父母和妹妹，以及認識以及不認識卻熱心

找她的人，她感受到大家的關心，不要太為她難過，她經歷的痛
苦很短暫。」

該女子說死者一直用三字經辱罵那個變態（指兇手陳伯謙）
，還說 「後事幫她辦簡單一點，不用太複雜，不用請太多人來，
幫她埋在古蹟附近就好。死者也提出2個要求，一是請大家好好
過生活，另外就是她現在不知道要去哪，希望幫她指引一下路。
」

高爸爸說， 2018年6月20日晚上11點多，有一位媽媽社團
的朋友打電話到家裡，轉述說 「約30分鐘左右有人要來找我們
，要家屬都在樓下等候，當時全家還帶著非常哀傷的情緒，以為
只是其他的親友要來探望我們。」

等到約定時間，一輛汽車停靠路旁，先下來一位女士示意家

屬拉開乘客座車門，打開車門那一霎那，一位年齡與受害亡女年
紀差不多的年輕女子，一直痛哭流涕，哭喊著 「爸爸、媽媽對不
起」，旁邊另外有一位年輕女子在旁安慰著她，高家夫婦扶著痛
哭流涕女子下車，這名女子馬上又撲倒在地，哭喊著 「爸爸、媽
媽對不起、讓你們擔心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高爸爸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痛哭流涕的女子進入家裡後，
「她仍然一直哭喊著爸爸、媽媽對不起，安撫她一陣子之後情緒

有緩和許多，接著她說她要喝水，但是並不是這位女子要喝水，
而是要倒一杯水放在亡女床邊桌子上。」

高爸爸表示，該名女子說，晚上被死者附身托夢，無法入睡
、工作， 「輾轉第3天才找到我們，將亡女靈魂帶回家裡才得以
安寧，這位女子的媽媽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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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抽簽
美國移民局的H-1B電子註冊系

統於2020年3月正式啟用。今年的註
冊窗口期為3月9日中午到3月25日中
午。3月25日中午12點電子註冊窗口
將正式關閉。雇主需要設立網上賬戶
，填寫公司和受益人的基本信息，並
為每位受益人支付十美元的註冊費。

H-1B電子註冊程序要求H1B申
請方在移民局規定的時間內進行電子
註冊。移民局會在有效的註冊申請中
隨機抽取中簽者，被抽中的雇主會收
到移民局的通知，在規定時間內遞交
H-1B的申請材料。

新政取消
美國移民局於2021年1月7日宣

布H-1B新政，薪資高的申請人將優
先獲得H-1B簽證。但是因為該規定
距離今年抽簽日期太近，而在二月份
被取消。此外，美國勞工部於2020年
10月8日發布了另壹個新政，旨在大
幅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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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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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新政被判定為無效。

H1B工作簽證簡介
H1B工作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

作的專業人士，如工程師、律師、會
計、研究員、高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
業人士等。H1B由雇主申請，受益人
最長可在美國工作六年(已經提出綠卡
申請的可提出超過六年的H1B申請)，
在此期間並可變換雇主，轉換成其他
簽證，或申請永久居留（綠卡）身份
。

H1B適用甚廣，是企業或公司最
常申請的簽證，核準時間三至六個月
不等。H1B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
申請H4簽證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也
可以申請入學，但壹般情況下不可以
在美國工作。H1B身份的配偶必須符
合以下條件方可工作：H1B持有人的
I-140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準，而
該H4配偶為主要受益人或H1B持有人
已經處於H1B六年以後的延期階段。

H1B工作簽證申請條件

1. 申請人必須具有至少大學學士或
以上的學位（專科加相關工作經驗也
符合條件）
2. 所申請職位必須與其學位相關
3. 雇主必須同意支付不低於最低工
資標準的工資

H1B工作簽證配額
H1B工作簽證配額配額是65,000

。除去其中基於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留
給智利和新加坡的 6,800 個配額，事
實上,只剩下了 58,200 個名額給其它
國家的申請人使用. 另外,根據2004 年
11月 20日通過的法律，每年增加了
20,000 個名額供獲得美國碩士或碩士
以上學位的人才申請.

不受配額限制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案主要

包括三類：
(1) 現在是H1B的身份延期；
(2) 現在是H1B的雇主轉換；
(3) 雇主是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 「非
營利研究機構」 或是 「政府單位的研
究機構」 ； 比如醫療中心，大學等或
其附屬機構。

H1B工作簽證快速申請
移民局自2001年開辦了快速審理

服務。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多
付$2,500美元的“加急費”， 並要求
移民局加速審理案件，移民局會在15
天內決定是否批準,補件或否決該申請
。 如果移民局在15天之內沒有作出決
定，移民局承諾退回加急費。根據我
們律師事務所的經驗，移民局通常在
幾天之內就作出了審理結論。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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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壹

要求在2021年3月9日被拜登政府取
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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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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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拜登總
統撤銷了川普總統4月22日頒布的法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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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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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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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今年H-H-11BB截止日期改為截止日期改為33月月2525日中午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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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歲發現自己得了心臟病，四年後

又驚覺自己罹癌……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

師寇紹恩走進了死蔭幽谷的日子；但在生

命一次又一次的低潮絕境裡，他「絕處逢

神」經歷神滿滿恩典，也讓寇牧師懷著堅

定信心宣告：「神是避難所、是力量、更

是隨時的幫助！」

三月5日晚間在台北真理堂，舉行了寇

紹恩牧師的「生命見證會」；現場吸引了

850位人參與，其中53人為教會新朋友。雖

然這是一場針對慕道友而辦的佈道會，但

寇紹恩從分享中，也提醒信主許久的弟兄

姊妹，要在逆境中，再次回想神在我們生

命裡的恩典。

信仰不是溫室的花朵

「主耶穌，你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不論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難逼迫，都不

能叫我與你愛隔絕……」由詩班獻唱詩歌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後，

寇牧師緩緩步上台，他以詩篇

四十六篇1節：「神是我們的

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

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貫

穿整場大會內容。

寇紹恩表示自己從小體

弱多病容易昏倒，小跑一下也

喘不過氣。55歲時他發現自己

得了心臟病，四年後又驚覺自

己罹癌；去年八月時，寇牧師

也曾因心律不整住院。他從小

愛「出事」，經歷種種在人們

眼中的「不平安」。

不過寇紹恩說，「神沒有承諾我們受

洗成為基督徒後，生命會一帆風順、平步

青雲。」基督徒必定有面對風浪的時候，

但神的恩典夠我們用，祂承諾成為我們的

避難所。同時他也提醒：「基督徒不是溫

室中的花朵，神也會將我們從避難所推出

去。我們會經歷不同大風浪，但這些風雨

將成為我們生命中美好的祝福。」

讓神成為改變生命的力量

他緊接說，「生命中最寶貴的一件

事，是讓神成為我的力量。」他表示，現

今世界眾多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然而

當人腳踏泥濘、深陷苦難時，需要的不是

道理與勸勉，而是一份能推使我們改變的

力量。

過去曾在電視台工作的寇紹恩，在

一次採訪工作中到訪戒毒所。那裡有一位

年輕人經歷四次戒毒失敗，來回進出戒毒

讓我們做敬畏祂、思念祂名的人，

在患難中，意外中...雪災中停電停水四天

多，廚房下面水管凍爆裂，廚房地板，客

廳地板遭浸水，天花板漏水，筆者真的是

仍然歡歡喜喜的享受天父的同在與顯現，

八天中有幸蒙三家愛心天使接待思牡五

天，雪中送電送水，有愛心天使來家送食

物、送暖氣等，讓我感受到溫暖，在基督

裡我們是一家人。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

敬畏他的一無所缺。《詩篇 34篇9》 
●友人來信

1) 天父會記念報答你們手作的工。阿

們！　～方伍麗芳師母/香港

2) 感謝潘師母，周師母再次有行動分

享了什麼是愛，見證了什麼是主的恩典。

感謝潘師母和周師母給我們做榜樣。

　～黃楷/Galveston,TX  
3) 愛心天使(潘師母)，你要保重，別

工作太累，每期号角我都一定想法拿來

看，來美35年看着号角出生的我真有些自

傲啊！願主祝福所有号角月報的同工，日

益發展更高峰，成為讀者的精神食糧。   
　～Margaret Tao/休士頓懷恩堂

4) 實踐愛心、令人感動！

　～周簡艷珍師母/號角月報總編

5) 主真是記念妳們所做的工，Y媽媽

不像美國的印地安人，倒像在台湾的原住

民。我現就在台中原住民的教會。

　～何姊/台中

6) 感謝讚美主，Joy( 思牡)的愛心蒙主

祝福記念！　　～光化

7) 讚美主，您的愛心讓多人蒙福。

　～楊老師

8) 讚，主記念了。～張進益牧師/桃園

9) 你們的生命真是活出了上帝的旨

意。多麼有價值及有意義！願天父永恆祝

福你們！　　　～鄭心本老師/休士頓

10) 潘師母，看到您在美南福音版上

的分享，了解您雪災時的情況，感謝主！

總派天使相助，天天經歷神的恩典與大

能，哈利路亞！　～莫師母/休士頓靈糧堂

11) 感謝主，你願意人怎麼待你，你

就怎麼待人。回餽到了！

　～Helena/加拿大多倫多號角主編

12）妳們都恢復正常運作了嗎？妳依

然在關心，服事需要的人，在上帝那兒，

妳的賞賜是大的，神要上尖、下流，加倍

賜給妳。　　　　　　～慧寶/台灣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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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角聲陳(熾)

牧師自紐約發微信

來問候「潘師母：

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即便在雪災遭受患難

中，我們更能看見天父額外的恩典，弟兄

姐妹彼此扶持的愛心。」

感謝角聲葉(啓明)牧師自紐約打電話

問候筆者，感恩角聲大家庭的關心代禱，

2-27我們家廚房下水道水管與水龍頭與前

院後院水管與水龍頭也完成換新，修理

老闆說3-15安排時間來完成廚房天花板補

放隔熱石棉與補洞。感謝天父，每天為有

水有電就要感恩了，為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了。謝謝大家的關心禱告，感恩，感恩。

3-6為主多走一哩路

今晚應邀在周師母牧師家吃晚餐，我

提供韭菜，蘆筍，請周師母炒韭菜煎蛋，

她說她首次吃韭菜煎蛋，因為在她們家常

是用韭菜包水餃。感謝天父預備豐盛晚

餐，有烏骨雞燉湯，豬肉炒蘆筍，紅蘿蔔

絲，豬肉炒雪豆，涼拌青木瓜絲等。

晚餐後7:10pm我和周劉美師母開車去

分送食物一滿車給印地安人Y媽媽。

周六下午有H姐妹，X伯伯去食物銀行

領許多食物，也愛心分送給周師母牧師家

吃，周師母也分送給左右鄰居老美，老墨

吃，也分送起司，牛奶，美式麥片早餐，

花生醬，麵包，甜點，零食洋芋片，糖

果，牛肉，全雞，優格乳，酸奶，洋芋，

高麗菜，地瓜等給印地安人Y媽媽家吃，

我們也告訴Y媽媽再與她們的鄰舍分享食

物，美國政府是豐富有愛心的，免費提供

食物銀行給貧困低收入的百姓。

上周六我們沒有去送食物給Y媽媽。

今天天父給她加倍恩典慈愛臨到她們家。

讚美神，祂的慈愛永遠長存，祂的信實直

到萬代。

Y媽媽見到我和周師母非常高興，離

去前她給我們一個hug擁抱，說「非常謝

謝，我愛你」。去年三月我開始關心在街

頭乞討的Y媽媽，時間過得飛快，認識她

關心她暨六個兒女，一個外孫子，每周送

食物、冬夏衣物、鞋子、嬰兒衣物、毛

衣毛毯、帽子、手套、圍巾、巧克力、杯

子、餅乾等等，不知不覺已滿一年了，這

全是天父奇妙供應，感動許多基督徒陸續

提供日用飲食與所需，讓我和周師母同心

合意來關愛印地安人Y媽媽這一家。為主

多走一里路，相信天父阿爸喜悅我們所做

的愛心關懷社區貧窮人。

3-10

涤潘師母與印地安 Y媽媽

逆境中走盼望路 
寇紹恩牧師：神是避難所、力量及隨時幫助

◎周劉美師母

為主多走一哩路

所。這讓寇紹恩感到疑

惑，難道他不知道毒品

的禍害？沒想到年輕

人對他說：「我都知

道。」這更讓寇紹恩費

解，既然都知道為何還

脫離不了？

沒想到這位年輕人

回答他說：「我什麼都

知道，但我什麼都做不

到……」看著眼前這位

年輕人道出的無奈，寇

紹恩極為心疼。他向年

輕人傳福音，並邀請這個孩子透過禱告接

受信仰，讓神成為推動他改變的力量。17
年後，他收到這位年輕人的來信，得悉這

位孩子如今也成為一名牧師，並且決心幫

助他人戒毒。

流沙中依靠隨時的幫助

說到這裡，寇紹恩語帶哽咽地說，

「我們的生命就像活在流沙裡，越是掙扎

便越往下陷，唯有一個從上而來的力量，

能將人從困苦中拉出，這位拯救我們的便

是神。」

最後他引述經文末句，並強調神「隨

時的幫助太重要！」聖經記載神不打盹也

不睡覺（詩篇一二一篇4節），他幽默地表

示神不會對我們說「有事請留言」、「下

班了，明日請早」，而是像7-11二十四小時

不打烊！每當我們有需要時，不論何時何

地神都在，這便是「隨時的幫助」。

他承認，即使成為傳道人卅多年，內

心仍會經歷衝擊與軟弱。不過成為基督徒

後所走的不是一條一帆風順的路，而是一

段逆境中的盼望之路。他並祝福現場所有

與會者，若如今正經歷生命的低潮期時，

不論是個人、家庭、工作等方面，回想神

永遠是我們困苦中的避難所、力量及隨時

幫助。

（文載自［基督教論壇報］）

小時候我住在眷村，男生多於女生，玩

在一起的時候就不知道誰是女生啦，嗓門是

一個比一個大。長大之後去工作，我就不習

慣穿洋裝，取代的是上衣長褲，因為當時騎

腳踏車較方便。由於從小跟男生玩的機會比

較多，所以就不那麼女性化而是偏向中性。

去了台中喜信聖經學院讀書，後來信主

受洗，因為嗓門比較大一點，就被弟兄們戲

稱為「劉弟兄」。當時的教會，常在星期日

的晚上到附近的夜市做街頭佈道。所以常常

有機會為主耶穌做見證，而講話聲音大也真

的是件好事，因為路人聽得較清楚，佈道的

效果較好。

感謝主，後來祂給我勇氣和機會跟周弟

兄做朋友，當發展到論及婚嫁的階段時，我

探他的意願，他很誠懇的說：「妳優點很多，

而且很熱心愛主，可是妳嗓門那麼大很使我

為難 ...」那我時就立刻降低聲量…溫柔地對

他說：「現在這個音量小一點，你覺得怎麼

樣？」他高興的說：「嗯，這樣子很好！」

（長這麼大居然有人嫌棄我大嗓門）沒關

係，為了要結婚什麼大嗓門都可以改。

等到婚禮那天，稱呼我劉弟兄的那幾位

弟兄們非常的驚訝，原來劉姊妹也是有很

溫柔、婉約的一面啊！（天哪他們現在才發

現）婚後，有一天我和公公婆婆聊家常，講

著、講著正高興的時候我的嗓門就不自覺的

大了起來，我的婆婆驚訝的看著我說：「阿

美呀，妳講話怎麼像打雷呀？」當時，我很

鎮定的笑着回答她「媽，您不覺得嗓門大的

人比較健康、豪爽嗎？」她點點頭笑着回答

說：「這也是事實」哎呀不得了大嗓門又回

來了 ....... 哈哈哈。

幾年後，我的先生到台北拿撒勒人神學

院讀書，那學校的面積約有三甲地大，我常

常找不到他的人，所以就必須要大聲叫他，

這下子練了四年，嗓門就更大了。我先生畢

業後加入「工業福音團契」後來必須搬到高

雄去事奉。

那幾年我們經常在夜市佈道，有一次路

人不小心把電線和電插頭踢掉了，而我正

在講見証，講到一半麥克風卻沒聲音了，我

朝我先生看了一眼，他回我一個手勢，表示

繼續講下去！那時我深深感謝主，我有一副

大嗓門

超乎平常人的大嗓門，能在吵雜的夜市場裡

為祂做見證。就在他找人去修復的時段裏，

我這大嗓門適時的出場，把整個場面都保住

了。感謝主，那個時候我好喜樂，終於明白

什麼叫「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到益

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有一天我跟孩子們聊起這往事，突然孩

子說：「爸爸你上當了！」，我回頭問什麼

事情上當啦！她說媽媽還是大嗓門啊！孩

子的爸說：「嗓門大表示中氣十足，肺部健

康，我喜歡！」

後來，我遇到一個姊妹，她講話聲音細

細的沒什麼力氣，她說：「我好羨慕妳喔！

能有這麼健康的肺」我告訴她這要感謝主耶

穌，因為我從兩歲發高燒之後就得了氣喘

病，而且常常發作，如果不是主耶穌，把我

於 1994 年 11 月 6 日那天早上從死亡中救回

來，我那能為主耶穌做見證呀？衪是我最偉

大的醫生也是最偉大的神，配得我們一生事

奉祂，無論在那裡我們都可以用我們的口、

我們的嗓子來為祂做見證，我們也不必在意

我們的嗓子是大還是小，衪都要用我們。大

嗓門是主賜给我的，為的是榮耀見証祂，聲

音細柔也很好聴、很討人喜歡。無論嗓門大

或小都可為神做工，你們覺得有道理嗎？

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師寇紹恩。

周師母與印地安 Y媽媽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

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 8】
神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但我們和

一般社會福利機構不一樣的是，我們的態

度是「謙卑」的，我們的帶頭者是「神」。 
我們去服務人的人，不是居高臨下，不是

我們比較好、或比較優秀、或比較有愛心。

不是我們愛人，而是神愛人，我們是與神同

【每日得勝寶箋】
行，按神心意服事。我們服務的人借著順服

行動，讓神聖潔公義及愛世人的心意彰顯出

來。

**【禱告】** 主耶穌，我願謙卑地與

你同行，按你心意，行公義好憐憫，活出你

對我們的呼召。求你教導我在每天生活中，

如何行公義，如何對人有憐憫的心。禱告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系

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

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申六

6-9】
耶和華，我要將你的話，都要記在心

上；早想晚想，晝夜思想你的話語，存記在

心，免得得罪你 ; 幫助我活出在你裡面的馨

香的生命，讓周遭的人看到你的榮耀，渴慕

在你裡面的生命；

耶和華，我也要殷勤地教訓 _______
（孩子名字），讓他認識你；不管在家或在

【父母心】
外，不管是在工作或休息時，我都要利用機

會，好好開導他認識你；求你賜我智慧，讓

我知道如何說活，讓他不會覺得我嘮叨，覺

得被強迫勉強去作一件事；賜我靈敏的心，

知道如何抓住地點機會，説明他認識你；

耶和華，願 _______（自己或配偶的父

母）與你建立親密的關係，孤獨時，從你那

裡得安慰；害怕時，從你那裡得力量；病痛

時，從你那裡得醫治；願他在遇到各種挑戰

困難時，想到你，尋求你，經歷你，因而真

認識你，你成為他自己的神，使他不再是風

聞有你，而是真知道你是天地掌權者，萬物

在你手下，全心愛你、敬畏你、尊崇你，堅

心倚靠你直到最後一天；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之名 阿門。 

詩班獻唱詩歌〈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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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如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經流行一年多，但人們
對於口罩的佩戴仍有很多疑問。雖然研究明確表明，佩戴口罩能
有效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但很多人仍不確定佩戴兩個口罩
是否比一個口罩更好。

麻省總醫院感染控制科副主任Erica S. Shenoy, MD, PhD，對
非醫療環境下佩戴口罩的常見問題進行了解答，並詳述了最適合
外出以及在社區環境中佩戴的口罩類型。

優質口罩有什麼特點？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在其頒布的指引中明確

指出，口罩的質量和貼合度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如佩戴口罩存
在縫隙，則飛沫會漏出或進入。而口罩的質量和貼合度可以通過
如下方式得以實現：

佩戴單個緊密貼合臉部的具有多層防護層的口罩，或在一次
性口罩外套一個布質口罩，讓一次性口罩（一層）更加貼緊臉部
，達到貼合的效果合格口罩的特點

佩戴兩個一次性口罩有用嗎？
要注意的是，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並不建議佩戴兩個一

次性口罩，也不建議在布質口罩外套一個一次性口罩。這兩種方
法都不能有效地提高口罩的防護作用。

選擇貼合的優質口罩對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有什麼好處
呢？

研究表明，如佩戴者患病，貼合的口罩不僅可以有效遏制感
染的傳播，還可以保護佩戴者不被其他感染者感染。為保證貼合
度，可能需要佩戴第二個口罩，但更簡單的方法是，選擇佩戴一
個充分貼合臉部的優質口罩：

選擇帶有鼻樑條的口罩，通過彎曲鼻樑條來使口罩貼合您的

臉部在一次性口罩或布質口罩上使用口罩支架，以封閉臉部側面
的所有縫隙確保佩戴具有多層防護層的口罩在單個多層口罩的掛
耳繩上“ 打結 ”，使口罩緊貼臉部但是，不需要同時滿足這些
要求。例如，如果您選擇佩戴有鼻樑條的多層布質口罩，可確保
其緊貼臉部，那麼這就是個貼合度高的優質口罩。在這種情況下
，您可能都不需要使用“打結”，也不需要使用口罩支架等產品
。

同時佩戴多個口罩有什麼風險嗎？
只有需要提高一次性口罩的貼合度時，您才需要佩戴兩個口

罩。如果是這種情況，可使用一個布質口罩來將一次性口罩緊貼
合您的臉部。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不建議佩戴兩個一次性口罩，因為
這樣並不能提高貼合度。此外，他們強調不要佩戴超過一個
KN95口罩，或在KN95口罩外再套一個口罩。 KN95口罩有一
個面罩式過濾器，與美國醫療機構中常用的N95類似。

要注意的是，美國60%的KN95口罩都是假冒品，不符合美
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的要求。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曾發布能夠買到的各類口罩及其使用方式概述。

佩戴布質口罩是否有問題，還是大家應選擇佩戴N95口罩？
佩戴布質口罩不僅沒有問題，而且我們還推薦大家佩戴！在

選擇布質口罩時請遵循CDC發布的簡單指引。
接種疫苗後，出門還需要佩戴口罩和/或保持社交距離嗎？
目前，即便我們已經接種了疫苗，但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

離仍然非常重要。
因為：
1. 大多數美國人還沒有接種疫苗

2. 雖然我們
知道疫苗可以保
護您免受病毒感
染，但我們還不
知道疫苗是否可
以防止接種過疫
苗的人將病毒傳
染給其他人。這
意味著，有可能把其他沒有接種疫苗或未對病毒產生免疫的人置
於風險之中

3. 大多數地點仍然存在廣泛的社區傳播。我們終究會開始回
到疫情前的生活，但現在，我們需要繼續執行目前的安全措施
閱讀麻省總醫院布列根（Mass General Brigham）的新型冠狀病毒
疫苗常見問題解答

我來麻省總醫院的話，需要佩戴什麼類型的口罩？
我們將為前往麻省總醫院的患者和訪客發放一個醫院級別的

醫療口罩。這種多層口罩符合醫院標準。而佩戴非醫院發放的口
罩將不被允許進入我們的醫療場所。

佩戴兩個口罩比一個好嗎？
總而言之，佩戴一個充分貼合臉部的口罩就能提供足夠的防

護。而當您和與您交流的人都佩戴貼合的優質口罩時，就能實現
最好的防護。如果您目前佩戴的口罩與您的臉部存在縫隙，可以
考慮上述提及的一些方法。

閱讀CDC發布的最新口罩建議，了解如何提高口罩的貼合
度，使其發揮最大效用。

華人市議員譚秋晴宣布參加連任競選
強調經濟增長、教育和疫情控制

（本報訊）擔任德克薩斯州斯坦福市
（Stafford City）議員譚秋晴已正式宣
布，開始投入第二屆連任的競選。譚
秋晴最近當選該市副市長，並且旨在
對全市工作經濟增長，推動該市學區
建立更強大的教育基礎設施，努力控
制COVID-19疫情。譚秋晴議員表示
：“我很高興正式宣布參加連任競選
。並為自己在第一任期內突出的業績
感到非常自豪。這其中包括為年輕人
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疫情中組織救援
工作，並能在艱苦的環境中提供服務
，去履行自己的職責。作為移民，我
非常感謝這個國家和這座城市給我的

一切，也十分感謝斯坦福市（Stafford）人民為我提供的回饋社區
的機會。”

雖然目前才擔任了一屆市議會議員，譚秋晴仍取得了驕人的
成績。她在全市範圍內與當地社區組織和斯坦福市地區企業和非
營利組織一共募款7.5萬美元，將Stafford MSD樂隊帶到美國大
學美式足球的年度碗賽現場表演。同時，她還在領導疫情救援工
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市縣官員一起提供急需的個人防護裝備

材料，例如口罩，手套，醫護面罩，為該市的一線工作者和斯塔
福德居民提供消毒濕巾和洗手液。她還與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line Heroes Project機構一同工作，向急救人員和城市的醫護
人員運送了15,000多餐飯。此外，她還在平衡預算並達成一致方
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幫助了納稅人，保證了城市的良性運轉。

此次譚秋晴議員的競選活動已得到社會各界廣泛背書支持，
其中包括福遍縣27區州眾議員羅恩·雷諾茲（Ron Reynolds），

福遍縣專利律師布萊恩·米德爾頓（Brian Middleton）。福遍
縣第二區警長達里爾·史密斯（Daryl L.Smith Sr.），福遍縣警長
埃里克·法根（Eric Fagan），斯坦福市市市長塞西爾·威利斯
（Cecil Willis），斯坦福市市議會議員肯·馬修（Ke Mathew），
斯坦福市市議會議員弗吉尼亞Rosas，斯坦福市市議會議員Don
Jones，斯坦福市議會議員Xavier Herrera，SSD董事會，SMSD董
事會受託人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SSD
董事會受託人Greg Holsapple，Jacqueline Jean-Baptiste，SMSD董
事會董事 Manuel Hinojosa，SMSD 董事會董事，Ash Hamirani，
Fort Bend WC＆ID＃2主任John Rose，Fort Bend WC＆ID＃2主
任，規劃和分區委員會副主任Harvey Koudelka，William K. Bos-
tic，Jr.，規劃與區劃專員 Aldrin George，規劃與區劃專員 Mary
Ann Smith，規劃和分區專員拉娜·霍辛（Lana Hoesing）以及規
劃和分區專員亞當·桑切斯（Adam Sanchez）。 （部分背書列表

）。斯坦福市長威利斯說：“我認為譚秋晴是優秀公務員的典型
代表。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她對社區服務的熱忱承諾。在理事
會上，她自願拿出一半的津貼來幫助保持城市預算的浮動，並表
現出所需要的領導才能。作為前理事會成員，我想說，她在社區
領導和理事會成員中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位置。作為市長，我要
說，她在建立斯坦福市的未來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譚秋晴議員表示，如果連任，計劃爭取保持零財產稅，專注
於為小型和本地企業創造更多機會，發展STEM兒童計劃，簡化
居民的COVID-19疫苗分發過程。

譚秋晴議員擁有MBA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且是德克薩斯
州註冊會計師（CTI）和小型企業所有者。她擔任國會議員艾
爾·格林（Al Green）的社區聯絡官長達12年之久。她還曾在多
個董事會任職，包括亞洲商會，PBS和休斯頓社區學院基金會。
她曾任休斯頓華人註冊會計師協會會員，斯坦福市規劃與區劃專
員以及斯坦福市公園委員會成員。

她目前任職斯坦福市財務委員會和SMSD Stem Focus Group
的成員。

佩戴兩個口罩會比一個口罩更好嗎？了解如何在社區環境中確保口罩的貼合度和保護功能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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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鼠迎牛送鼠迎牛 瑞雪兆豐年瑞雪兆豐年

頸痛頸痛 頭痛頭痛 膝蓋酸痛膝蓋酸痛 手腳麻痺不用愁手腳麻痺不用愁
何成宗醫生以幹細胞療法為您作不動刀的治療何成宗醫生以幹細胞療法為您作不動刀的治療

（本報記者秦鴻鈞 ）您正遭受著
因為老傷、頑固性關節炎、頭痛、頸
痛、關節痛、各種運動受傷、手腳麻
痺、

椎肩盤突出、手術後復健、肩周

炎...t的種種痛苦嗎? 當有人告訴您，
手術是緩解膝蓋，肩膀，臀部或背部
疼痛的唯一方法。而 Houston Re-
generative Therapy (脊椎骨神經科）
提供了新的選擇,值得您親自嘗試這種
療法。

這就是為什麼科學發展療法的原
因。它們可幫助您恢復受損組織而無
痛苦，沒有類固醇，用身體治癒自身
再生細胞的手術再生藥物，可以恢復
受損的組織，而外科治療帶來的所有
令人恐懼的浪費，都可一筆勾銷。

「脊椎骨神經科」 的何成宗醫師

，運用 “臍帶” 內的幹細胞療法，
治療藥檢班突出，膝蓋韌帶磨損，不
用開刀，即可長回來，使您的身體恢
復原狀。看診約會後,您將可以自行走
出去，然後開始美好的一天。沒有失
去的工作時段，不需長期的恢復。

「脊椎骨神經科」 何成宗醫師，

主治：各種疼痛，頸痛，頭痛，關節
痛，運動受傷，手腳麻痺痛，椎間盤
凸出，手腳麻痺痛，椎間盤凸出，手
術後復健，肩周炎。他除了專業看
「膝蓋」 、專業看 「手腳麻木」 ，還
治療車禍受傷，做牽引，他們並備有
「脊椎腰椎牽引床」 。

該診所接受車禍、勞工賠償和各
種保險。

「脊椎骨神經科」 共有二家Lo-
cation， 位於 Memorial Location：地
址 ： 947 Gessner, Suite A250，
Houston Texas77024， 電話：（713
） 587-0900， Fax： （832）
831-9061， Email： MemorialCi-
ty@houstonrt.com, 西南區中國城，
位於百利大道，中國餐廳旁，地址：
9798 Bellaire Blvd. # K, Houston ,
Texas 77036, 電 話 ： （713）
777-7888， Fax: (713)777-7855,
E-mail: Bellaire@Houstonrt.com

2020年，鼠年就這樣戰戰兢兢，
小心翼翼的過去了，經歷一整年的疫
情，心情由緊張擔憂到已經麻木免疫
。隨著時間的過去，雖然疫情還在繼
續，萬幸的是疫苗已經陸續面世了，
大家都已經紛紛預約打上了疫苗。
2021年2月15日，美國國家廣播公
司（NBC）一項數據顯示，過去14
天，全美50州以及華盛頓特區、美屬
波多黎各和北馬里亞納群島，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專
家表示，美國近期新增確診下降，主
要是因為人們妥善遵守防疫措施和疫
苗接種的迅速擴展。儘管疫情有所好

轉，公衛專家和政府官員仍提醒人們
注意防疫。有了這數據和振奮人心的
消息，大家對未來也就有信心了，仍
然還是那句老話：“預防勝於治療”
。

2021年，牛年的到來，我們的疫
情都還沒過去，又迎來了德州百年難

得一遇的雪災，根據新聞報導：“北
極寒流襲擊了德州後，電力供應出現
了嚴重問題，一度多達430萬戶居民
沒有電。僅僅休斯頓地區，就有138
萬戶家庭沒有電，處於寒冷之中。這
是德州十年來最嚴重的電力危機。這
次風暴和低溫、降雪、凍雨的組合程

度是歷史性的，它對電力系
統的需求量遠遠超過了過去
任何一次極端的預測。居民
斷水、斷電、斷網了幾天，
冰天雪地裡，感覺就是與世
界隔絕了，更甚的是還多處
水管爆裂漏水，這個牛年又
是對我們休斯頓人民的重大
考驗。希望我們與這個世界
彼此能夠溫柔相待。

常年道：“瑞雪兆豐年一個漢語
成語，意思為適時的冬雪預示著來年
是豐收之年。是來年莊稼獲得豐收的
預兆。”其實要怎麼想決定於自己的
心態，只要大家用正面良好的心態去
面對，心態決定一切，要想活得開心
，先要讓自己安心。真正的安心，不
是達成自己的願望，因為慾海無邊，
而是淡然。災情過後，讓我們邁向新
的一年，要相信人定勝天，嚴冬過後
就是暖春！
最後，我們王朝旅遊祝愿大家新的一
年：一帆風順，二龍騰飛，三鼠開泰
，四季平安，五福臨門，六六大順，
七星高照，八方來財，九九同心，十
全十美！新年快樂，牛氣沖天，“牛
”轉乾坤！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
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
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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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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