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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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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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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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天下奇聞

2021年的美国，还真的是多灾多难。

持续的高温天气还没有退去，西部的山火

规模也越来越大，同时，疫情也没有得到

控制，这些都让美国如今很糟糕，不过，

似乎这些对于美国来说还不够，近日，在

美国一种被专家称作“无法治愈”的超级

真菌，竟然又开始悄悄传播。

根据报道，7月22日，美国的卫生

官员表示，在美国的两家医院和一家疗

养院内，都发现了一种无法治愈的超级

真菌存在，目前，已经造成上百人被感

染，3人死亡。

从超级真菌爆发的地点来看，这一

次主要是在华盛顿特区和得州的达拉斯

地区，而且从药物治疗来看，感染了这

种超级真菌的患者，普遍都出现了耐药

性，而且这种真菌还可以在人类之间传

播，这也意味着，如果短期内无法控制

，可能后续会导致更多的人感染。

说起来，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爆发

超级真菌，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也曾

经爆发过超级真菌感染，而且真菌来源

并不明确，短期内就让美国数百人感染

，而且致死率超过了60%。

和这一次一样，2019年美国的超级

真菌感染的首发地点，也是在医院，同

样，患者也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抗药性，

并且传播速度极快。

而再早之前，美国出现这种超级真菌

的传播，则是从2013年开始的，没有人知

道这种真菌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只不过，

通过追溯发现，最早是在日本出现的，而

出现的时间，则是在惊人的2009年。

有观点认为，这种超级真菌可能是

某种进化后的产物，不过，这并不意味

着它是被人工培育出来的，这一点大家

不要担心，只能说自然界真的太强大了

，而且真菌作为微生物的一种，本身它

们也是和其它生物一样，都是不断在进

化之中的，再加上人类本身对于微生物

的世界，了解就没有那么多，这也没有

什么好奇怪的。

这种超级真菌究竟是什么？

既然这种超级真菌早在2009年的时

候，就已经出现了，为何过去的10多年

时间里，科学家们仍然没有办法应对它

们，解决它们感染传播的问题呢？

这种超级真菌，它的学名是“耳念

珠菌”，它是一种对抗真菌药物具有极

强抗药性的真菌，多年来，通过对“耳

念珠菌”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它们的颜

色一般为白色或者是粉色，主要对本身

就患有慢性病，或者是住院治疗的病人

，具有极强的感染和传播能力，甚至即

使是抗生素，对它也是丝毫不起任何抵

抗作用的。

除了美国，“耳念珠菌”目前已经

传播到了全球12个国家，包括我国，也

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出现了感染“耳

念珠菌”的病例，只不过当时很快就得

到了控制，不像美国导致了数百人感染

。

同时，研究者也发现，虽然“耳念

珠菌”的传播能力很强，但是，它对于

健康的普通人是不起作用的，这也意味

着，大家不要认为这种超级真菌在美国

爆发了，而且我国也曾经出现过感染病

例，就会认为它和如今的疫情一样，会

导致大范围传播，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除了可以在人类之间造成传播之外

，研究者发现，“耳念珠菌”还可以感

染动物，很多哺乳动物都可以成为“耳

念珠菌”的寄主，而且“耳念珠菌”也

可以在自然界中独立生存。

今年3月份，本身也存在“耳念珠

菌”感染病例的印度，来自德里大学的

科研人员，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发现了

“耳念珠菌”的存在，它们分布在沼泽

、沙滩和岩石海岸之中，所以，研究者

认为，这个发现也证明，“耳念珠菌”

最早是来自于大自然的。

至于“耳念珠菌”究竟是如何进入

人类世界的，有观点认为，这可能与全

球变暖有关，在环境的变化之中，“耳

念珠菌”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化，最终

让它们变得更强大，一直都2009年的时

候，出现在了人类世界之中。

这一次的发现，也为研究“耳念珠

菌”，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数据，也可以

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它，以及想办法去

对抗它带来的伤害。

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它究竟是通过

什么途径，进入到人类世界之中的，要

知道，在2009年日本首次发现“耳念珠

菌”感染的病例之后，在溯源的过程中

，就一直都没有任何的线索表明，它究

竟是来自哪里。

美国“超级真菌”，一旦感染便无法治愈

在温室效应出现之后，全球变暖让

冰川和永冻土融化速度越来越快，在这

个过程中，也让很多远古生物“穿越”

来到了现代。

比方说，在西伯利亚的永冻土中，

发现了大量的史前生物遗骸，同时，也

发现了很多肉眼看不到的远古生物——

微生物。

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团

队，在青藏高原的融化冰川中，发现了

几十种特殊的生物，它们都来自于1.5万

年之前，其中28种都是完全未知的。

研究者表示，微生物作为地球上无处

不在的成员，在冰川形成的过程中，它们

也一点点伴随着灰尘、气体等的沉积，一

点点冻在其中，由于过去，地球上的冰川

融化速度并没有这么快，所以，它们已经

很长时间没有和外界“接触”了。

一直到如今地球变暖速度加快，最

终伴随着冰川的融化，它们也重新回归

地球生态圈，只不过，由于它们都来自

于1.5万年前，所以，科学家们对于它们

是完全陌生的，通过与已知病毒进行对

比，这28种未知病毒竟然没有一丝线索

，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究竟有

哪些影响，这也是关键所在。

说起来，早在2006年的时候，这些

研究者就曾经在青藏高原的融化冰川中

，发现了远古病毒的痕迹，并且在实验

室中，它们竟然也都可以苏醒，这也意

味着，伴随着冰川和永冻土的融化，或

许会有更多未知的微生物已经进入到自

然界。

很多研究者也是担心，害怕这些未

知的病毒可能会引发某种流行病，此外

，它们的出现背后，也意味着，地球的

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因为在冰川融化

的同时，不仅会释放远古病毒，同时，

也会释放埋藏在其中的温室气体，这也

会让地球变得更加温暖。

过去的10多年来，很多科学家们都

在关注地球冰川、永冻土的融化情况，

不过，在那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伴随着

融化，会让远古病毒复活。

一直到2014年，研究者在西伯利亚

融化的永冻土中，发现了来自3万年前

的远古病毒，这种远古病毒在实验室完

美复活，虽然证明它对人类无害，但是

，它的复活仍然令人担忧。

毕竟病毒也是在不断进化之中的，

现在地球环境和当时已经截然不同了，

如果它们为了生存，在复活后进化成“超

级病毒”，那么，也会对我构成危害。

那么，远古病毒究竟为何会复活呢？

说起来，这其实与地球上原始的低等生命

，它们的生命力都非常“逆天”有关。

大自然似乎赐予了这些低级生物很

多特别的本领，当外界环境恶化的时候

，它们可以进入到“隐生状态”，从而

度过漫长的休眠期，等待着外界环境重

新变得适合生存，就好像是《三体》中

的三体人一样。

特别是在冰川和永冻土之中，本身

就是低温的环境，自然也就成为了病毒

的“天然冷藏箱”，因为冰川和永冻土

都是与世隔绝的环境，所以，这也让病

毒们的基因和病毒粒子，都得到了完美

的保存，自然，在没有任何受损的情况

下，也就有机会复活了。

简单来说，概率很大。来自美国疾

病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们，曾经在阿拉斯

加的永冻土中，发现了一具100年前的

人类遗骸，经过化验，这个人当时是因

为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死亡的，而在他

的体内，竟然还有着当时的病毒基因。

而且在实验室中，这株病毒也重新

复活，同时，在小白鼠的实验中，来自

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仍然可以

感染小白鼠，并且威力惊人。

此外，研究者还曾经在永冻土中发

现了天花的病毒，要知道，天花病毒是

为数不多的，可以感染人类，在人类之

间大流行，但是却最终被人类“消灭”

的病毒。

然而，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天花病人

死后，尸体都是焚烧销毁的，这也意味

着，在永冻土中，也可能和阿拉斯加的

西班牙流感病毒感染者一样，也存在着

天花病人的尸体。

这也意味着，在永冻土中，这些天

花病毒也是同样处于假死状态，有可能

伴随着永冻土的融化，未来重新回归到

人类世界，如果真的如此，显然，对于

人类社会的安全和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

，人类又该怎么办呢？

15000年前的史前病毒，首次在青藏高原现身

中國成品油價迎年內“第二跌”
綜合報導 在連續多次上漲之後，中國成品油

價出現今年以來的第二次下調。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6日消息稱，根

據近期國際市場油價變化情況，按照現行成品油價

格形成機製，自2021年7月26日24時起，國內汽

、柴油價格每噸分別降低100元(人民幣，下同)和

95元。

此次調價落實後，折合升價，全國平均來看，

92號汽油與0號柴油每升均下調0.08元。

卓創資訊成品油分析師戴田東指出，調價落實

後，消費者出行成本將稍有降低。以油箱容量在

50L的家用轎車為例，加滿一箱92號汽油將較之前

少花4元左右。以月跑2000公裏，百公裏油耗在8L

的小型私家車為例，到下次調價窗口開啟(2021年8

月9日24時)之前的時間內，消費者用油成本將減

少6.4元左右。

物流行業成本將小幅下降。以月跑10000公裏，百

公裏油耗在38L的斯太爾重型卡車為例，在下次調價窗

口開啟前，單輛車的燃油成本將節省152元左右。

今年以來，中國成品油零售限價共歷經14次

調價窗口，其中10次上調，2次下調，2次擱淺。

標準汽、柴油價格每噸累計上調1375元和1325元，折

合升價，92號汽油每升累計上漲1.08元，0號柴油每升

累計上漲1.13元。與年初相比較，消費者加滿一箱50L

的92號汽油將多花54元，出行成本增幅較為明顯。

展望後市，卓創資訊成品油分析師孟鵬指出，

一方面，“歐佩克+”增產相對適度，暫時難以彌

補供應缺口，供應端依舊存在較強支撐；但另一方

面，近期歐美疫情出現反復，導致市場對於需求恢

復產生擔憂。卓創資訊預計，近期原油價格或整體

呈現寬幅震蕩行情，主流波動區間在每桶65美元

至70美元之間，連續下跌的可能性較小，油市依

然存在反復。

直播電商表現出強大帶貨能力力
激發更大消費潛力

今年上半年，我國消費市場總體呈

現穩步恢復、持續回暖的發展態勢，對

經濟穩定恢復起到重要支撐作用。其中

，網絡銷售保持較快增長，全國實物商

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18.7%。

隨著直播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快

速發展，線上線下消費模式加快融合，

為消費市場註入了強勁動力。

“這件衣服不僅款式新穎，面料也

很舒服，喜歡的朋友趕快點擊鏈接下

單。”近日，在福建石獅青創城國際網

批中心的青創直播基地裏，一個服裝品

牌的電商主播王蕊拿著一件防曬服，對

著鏡頭銷售自家商品。在今年“618”促

銷當天，她一個人直播帶貨的銷售額，就

趕上了去年全店“618”全天的銷售額。

今年上半年，我國消費市場復蘇勢

頭不斷增強，其中，網絡銷售保持較快

增長。上半年，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

額同比增長18.7%，增速比去年同期提

高4.4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16.5%，

比一季度加快1.1個百分點。在直播電商、

生鮮電商等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帶動下，

電商為消費市場註入更強動力。

直播電商表現出強大帶貨能力
“做主播有幾年了，帶貨量一年比

一年大。”電商主播徐菲從2016年就開

始了自己的直播帶貨之路，經過5年多

的歷練，今年在“618”促銷期間單日帶

貨銷售額破2000萬元。在她看來，直播

行業將越來越成熟，消費者也更加理性

，主播需要更加垂直、專業，才能更好

地服務消費者。

近年來，新業態、新模式快速發展，

直播電商表現出強大的帶貨能力。商務

部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研究院發布的

《2021年中國直播電商產業研究報告》

顯示，截至去年底，我國網絡直播用戶

規模達 6.17 億，其中電商直播用戶達

3.88億。2020年，我國直播帶貨整體規

模突破1萬億元，預計2021年將接近兩

萬億元的規模。商務部 4月底舉辦的

“雙品網購節”(品牌建設和品質消費)

活動期間，全網直播約71萬場次，累計

40億人次觀看。

線下商場和購物心也在加速擁抱直

播帶貨這種新業態。今年上半年，銀泰

百貨直播銷售額同比大幅度增長。在線

下商場，直播帶貨還催生了直播銷售員

這個新職業。和傳統銷售員不同，他們

的主要工作是服務直播間的顧客，確保

顧客能夠獲得優質的購物體驗。

得益於直播帶貨的發展，線上線下

消費模式相互融合的步伐加快。新技術

、新商業模式改變原有的消費模式，直

播帶貨打通了線上線下眾多消費場景，

為消費者提供了優質的購物體驗。

升級類產品銷售快速增長
上半年，在新業態的帶動下，消費

升級類商品增長有所加快。二季度，化

妝品、金銀珠寶和體育娛樂用品類商品

零售額兩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分別加快

3.2、1.7和2.9個百分點。

“小而美”的網絡品牌成為消費亮

點。這類品牌創立時間普遍較短，經過

網絡培育，在細分領域快速形成較強競

爭力。在“雙品網購節”活動中，部分

洗地機、電動牙刷、彩妝等“小而美”

網絡品牌零售額同比增速均超過100%。

個性化定製成為消費新趨勢。電商

平臺充分發揮大數據優勢，精準匹配供

給端和需求端，不斷滿足年輕群體的消

費需求。在“雙品網購節”活動中，定

製家具網絡零售額同比增長95.4%。

上半年，在線服務消費也在加快恢

復。“雙品網購節”活動期間，在線餐

飲銷售額同比增長51.1%。上半年，我

國餐飲收入同比增長48.6%，餐飲消費

規模基本恢復至2019年同期水平。各地

依托智慧旅遊平臺，對客流進行精準預

測和管理，在線旅遊銷售額同比增長3.3

倍，高品質出遊趨勢明顯。

消費市場穩步恢復、持續回暖
商務部相關負責人介紹，上半年，

我國消費市場總體呈現穩步恢復、持續

回暖的發展態勢，對經濟穩定恢復起到

重要支撐作用。上半年，我國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3%，消費對GDP

增長貢獻率回升到61.7%。上半年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與2019年比較，增幅達

到9%，其中一季度增長了8.5%，二季度

增長9.4%，二季度比一季度加快0.9個百

分點。

汽車等大宗消費較快增長。上半年

汽車零售額達到2.2萬億元，同比增長

30.4%，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貢獻率達

到13%。

文化旅遊消費加快恢復。電影票房

收入恢復到2019年同期近90%，鐵路和

民航客運量恢復到近80%，紅色旅遊、

鄉村旅遊、自駕遊紅火。

綠色健康智能消費備受青睞。比如

新能源汽車銷量占汽車銷量比重達到

9.4%，5G手機出貨量占手機出貨量的

73.4%。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疫

情防控更加精準有效，各項政策措施落

地見效，居民消費信心逐步增強，預計

消費市場總體將會繼續朝著回暖向好方

向發展。”商務部市場運行和消費促進

司司長朱小良說，商務部將堅定實施擴

大內需戰略，推進落實全面促進消費各

項舉措，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釋放消

費潛力。

感受

數字化時代，線下門店不能掉隊。

近年來，我們每年都參加線上平臺的大

型促銷活動。特別是在電商平臺舉辦的

購物節期間，門店與線上的聯動更加密

切。我們通過多樣化活動，打通線上線

下，吸引更多的客戶進店，門店在“618

”促銷期間的日均訂單量大幅增長。

——鮮花店店長楊潔
擁抱互聯網給線下實體店帶來了實

實在在的變化。通過線上流量轉化，線

下門店銷售額迅速增長。同時，門店也

在積極探索數字化升級，通過建立會員

社群、開展直播等形式，為消費者提供

更加精準、多樣的服務。

——酒類銷售門店經營者劉芷瑤
過去，小縣城的居民想買大家電不

太方便。如今，隨著電商渠道擴展到縣

鄉市場，小地方的消費者也能享受到跟

大城市一樣優質的商品和服務。快遞物

流更加便利，我們可以送貨上門並進行

安裝，這讓消費者更願意花錢，獲得感

和幸福感更強了。

——家電專賣店店長劉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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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2

秦剛是第十一任中國駐美大使，出使美國之
前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前任駐美大使崔

天凱已於6月23日離任回國。此間輿論認為，目
前中美關係正值美國企圖聯合盟友對抗中國之
際，秦剛履新駐美大使責任大擔子重。此前幾
天，中美雙方剛剛在天津舉行了會晤，中方向美
方明確了中美關係的三條底線，並向美方提出了
兩份清單——糾錯清單和重點個案清單。

記者會無翻譯 中英文分別陳述
28日晚，秦剛甫抵華盛頓即向中美媒體發

表講話。據澎湃新聞報道，秦剛在這場記者會中
並沒有配備翻譯，而是自己將發言內容分別用中
文和英文進行陳述。秦剛說，50年前，基辛格博
士秘密訪華，叩開了中國的大門。當時正值冷戰
時期，中美相互隔絕，富有遠見的基辛格博士不
得不以隱蔽的方式，取道他途，前往中國。50年
後的今天，作為第11任中國駐美大使，我可以
公開踏上正途，直抵美國。時過境遷，令人感
慨。我相信，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就不會
關上，這是時代潮流，大勢所趨，民心所向。

這位新任中國駐美大使指出，當前，世界正

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作為不同歷史文
化、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
正在進入新一輪相互發現、認知和調適中，尋求
新時代彼此相處之道。

中美關係何去何從關乎世界未來
他指中美關係處在一個新的緊要關口，既面

臨許多困難和挑戰，也有巨大機遇和潛力，何去
何從，關乎兩國人民的福祉，關乎世界的未來。
一個健康穩定發展的中美關係，是兩國人民和國
際社會的普遍期盼。

秦剛表示，他將按照兩國元首除夕通話精
神，同美國各界架起溝通、合作的橋樑，維護中
美關係的基礎，維護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共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確發展軌道，讓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贏、和平共處的中美相處
之道由可能變成現實。

在使館網站的歡迎辭中，秦剛寫道，中美都
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建交40多年
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雨，一路走來極不平凡。站
在新的歷史關口，兩國應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和國
際社會普遍期待，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平共

處、合作共贏，這將是兩國人民之大幸、世界之
大幸。

問候信致全美僑胞及在美中國留學生
秦剛28日抵美履新後，還分別發表了致全

美僑胞的問候信和致在美中國留學生的問候信。
他在致全美僑胞的問候信中指出，當前，中美關
係處於重要關口。中美雙方必須共同努力，找到
一條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
大國新時期和平共處之道。我將為此不懈努力。
在致在美中國留學生的問候信中，秦剛寫道，祖
國永遠是你們最堅強的後盾，使館永遠是你們最
溫馨的家。

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前，秦剛任外交部副部
長，分管歐洲地區事務和新聞、禮賓工作。中國
外交部網站資料顯示，秦剛出生於1966年3月，天
津市人，1988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同年進入
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任職。作為一名資深高級外交
官，秦剛曾先後在外交部西歐司、駐英國使館、新
聞司、禮賓司等部門工作，先後擔任駐英公使、新
聞司司長、禮賓司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
副部長等職。

新任駐美大使秦剛：與美各界共推兩國關係回正軌

中美關係大門打開就不會關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9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
對世衞組織秘書處起草的第二階段溯源
工作計劃表達了關切和反對，認為工作
計劃不符合第73屆世衞大會決議要求，
不符合中國—世衞組織聯合研究報告結
論和建議，未全面反映全球溯源研究最
新成果，無法作為第二階段溯源合作的
基礎。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近期美國等
個別國家聲稱，中方拒絕世衞組織第二
階段溯源計劃。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計劃未經成員國一致同意
趙立堅強調，這份第二階段溯源計

劃是世衞組織秘書處單方面提出的，未
經得世衞成員國一致同意。世衞組織由
成員國主導，秘書處提出的第二階段工
作計劃草案是供成員國討論用的，成員
國有權作出修改。秘書處的職責是為成
員國充分協商並達成一致提供便利，無
權自行作出決定。

他指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國
始終高度重視病毒溯源問題，秉持科學
精神，以開放態度積極參與全球溯源合
作。中國兩次邀請世衞組織專家來華開
展溯源聯合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取
得了重要成果，得出了權威結論。同
時，60個國家也致函世衞組織總幹事，
歡迎中國—世衞組織聯合研究報告，反
對溯源問題政治化。這是國際社會的合
理訴求和正義之聲。

對科學溯源將續積極參與
趙立堅說，為支持和配合世衞組織

開展第二階段全球溯源工作，中方專家
基於中國—世衞組織開展的第一階段溯
源工作及聯合研究報告，在世衞組織秘
書處提出第二階段溯源計劃前就主動向
世衞組織提交了下階段溯源工作的中國
方案。這是一份科學、專業、經過實踐
檢驗的方案。

趙立堅說，中方將繼續落實中國—
世衞組織聯合研究報告的相關工作建
議，積極推動開展報告中涉及中國的後
續補充性研究。他再次強調，溯源是嚴
肅的科學問題，應當讓科學家們把新冠
病毒來源研究清楚，從而更好防範未來
風險。“我們堅決拒絕政治溯源，對於
真正的科學溯源已經並將繼續積極參
與。”

中
方
：
堅
拒
政
治
溯
源

參
與
科
學
溯
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中國駐美大使完成新老更替。

當地時間28日，中國新任駐美國大使

秦剛抵達美國履新。秦剛在抵達後向

媒體發表講話表示，中美關係的大門

已經打開，就不會關上，這是時代潮

流，大勢所趨，民心所向。“我將按

照兩國元首除夕通話精神，同美國各

界架起溝通、合作的橋樑，維護中美

關係的基礎，維護中美兩國人民的共

同利益，共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確

發展軌道，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合作共贏、和平共處的中美相處之道

由可能變成現實。”

●●秦剛當地時間秦剛當地時間2828日甫抵華盛頓即向中美媒體發表講話日甫抵華盛頓即向中美媒體發表講話。。他表示他表示，，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就不就不
會關上會關上。。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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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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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富基金事件簿盈富基金事件簿
2021年

1月
11日

1月
11日

1月
12日

1月
13日

7月
29日

盈富基金管理人道富環球指，鑒於
美國總統於2020年11月12日簽署
制裁中企的13959號行政令，盈富
基金自2021年1月11日（美制裁生
效日）起不再對受制裁實體進行任
何新的投資。受制裁中企包括中移
動、中聯通及中電信。並指受美國
總統行政命令的影響，盈富基金將
不再適合美國人士進行投資

市場人士要求盈富基金的監督委員
會，撤換管理人和信託人道富環球

與盈富基金淵源甚深的任志剛支持
換管理人，認為管理人因不能買賣
個別成份股而導致追蹤誤差，“便
不適合出任這個工作”；特首林鄭
月娥認為是否撤換管理人，可交由
盈富基金的監督委員會處理

道富環球宣布，盈富基金自2021
年1月14日起恢復對屬於恒生指數
成份股公司的受制裁實體進行投
資。再次指，受美國總統行政命令
的影響，盈富基金將不再適合美國
人士進行投資

道富環球宣布，盈富基金修改公司
銷售章程，美國人士概不得申請或
購買任何基金單位，並提醒持有基
金單位的美國人士注意，盈富基金
並非他們的合適的投資工具，且倘
美國人士在2022年6月3日之後繼
續持有任何單位，美國法律可能會
阻止他們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買賣其
單位

中 國 經 濟 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李鴻培

盈富突公告 禁美國人士購買
市場料為自保避法律風險 提醒小心短期波動
年初一度陷入中美爭拗風波中的盈富基金年初一度陷入中美爭拗風波中的盈富基金，，2929日於收市後突日於收市後突

然公布正式更改公司銷售章程然公布正式更改公司銷售章程，，列明列明““美國人士美國人士””不得購買任何不得購買任何

基金單位基金單位，，不論是否依賴於相關美國證券法或其他法律的任何不論是否依賴於相關美國證券法或其他法律的任何

豁免豁免。。有熟悉金融市場人士認為有熟悉金融市場人士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心，，是次舉動相當罕見是次舉動相當罕見，，料或反映中美關係轉差料或反映中美關係轉差

下下，，盈富基金為避免法律風險的無盈富基金為避免法律風險的無

奈之舉奈之舉，，提醒短期內盈富基金表提醒短期內盈富基金表

現或受影響現或受影響。。盈富基金管理人道盈富基金管理人道

富環球發言人指出富環球發言人指出，，美國人士美國人士

持有的盈富基金佔比非持有的盈富基金佔比非

常少常少，，強調盈富基金的強調盈富基金的

日常營運和單位持有人的日常營運和單位持有人的

利益不會受影響利益不會受影響。。

盈富基金公告提醒，身為美國人士的單位持有
人注意，對於美國人士而言，盈富基金並非

合適的投資工具，倘美國人士於2022年6月3日之
後繼續持有任何單位，則美國法律可能會阻止他們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買賣其單位。公告亦列明“美國
人士”所指的包括任何美國公民、合法永久居民、
根據美國或美國境內任何司法管轄區法律組建的實
體。不過變動不會影響營運或管理方式，管理盈富
基金的費用結構並無改變，變動不會導致基金投資
目標或整體風險狀況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美國總統拜登於2021年6月3日擴大及延續特
朗普制裁中企的政策，要求美資於2022年6月3日
之前從受禁止的實體中撤資。

盈富基金管理人道富環球發言人表示，有關
通知提醒盈富基金投資者，如他們是美國人士，美
國法律可能會阻止他們於2022年6月3日之後出售

或以其他方式買賣其持有之基金單位，然而他們或
仍可收取股息。對於目前有多少美國人士持有盈富
基金，發言人則回應指基於保密理由未能透露確實
數字，但整體來看，過戶處的記錄顯示，由美國人
士持有的盈富基金佔比非常少，並重申重要的是盈
富基金的日常營運和單位持有人的利益不受影響。

滙豐持股佔33.34%最多
翻查中央結算系統持股記錄顯示，目前持有

最多盈富基金的是滙豐，持股佔已發行股份
33.34%，若單計一些具美資背景的公司，持股量
較多的包括大通銀行 (JPMORGAN CHASE
BANK)持股僅佔已發行股份1.55%，盈透證券香港
持股則佔已發行股份0.85%，摩根士丹利香港證券
持股則佔已發行股份0.12%。滙豐的持股，應是反
映其作為香港最大強積金受託人的持股。

事實上，盈富基金在年初的兩份公告中，已
經列明稱受美國總統行政命令的影響，盈富基金將
不再適合美國人士進行投資，29日則更進一步列
明“美國人士”不得購買任何基金單位。
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相信盈富基金此舉

是為了避免法律風險。他指，美國對當地公民一直
都有不少投資的限制，故向來在美國以外地方，有
很多IPO或投資產品都會列明不可以售予美國
人，又或證券公司及銀行等都會拒絕美國人開戶
等，當中主因涉及一些稅務問題等，而除此考慮之
外，他認為盈富基金突作公布，料當中亦有較大機
會牽涉中美之間政治因素。

鄧聲興：影響美國投資者大
鄧聲興又指，雖預期是次盈富基金舉措，或

會對盈富基金表現帶來影響，但相信影響不會太

大，“始終盈富基金是一個ETF，會緊貼恒指的
表現，而非獨立的公司股票”，反而對美國投資
者影響較大，因為部分投資者以往或會透過盈富
基金投資港股，如果遭禁止買賣盈富基金，這些
投資者或要將資金直接轉向投資個股。

安里控股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偉康29日形容，
對有關行動感到意外，但認為在中美關係仍緊張情
況下，也非難以理解。他亦提醒，盈富基金表現或
會受影響，尤其需小心一些短期內較大的波動。

道富環球今年初因應美國政府的行政禁令，曾
在三日之內“彈弓手”撤回不再對受制裁實體進行任
何新投資的決定，當時市場有聲音認為道富環球的處
理方法對市場造成不必要的混亂，促請政府撤換盈富
基金管理人。

盈富基金29日收報26.84元（港元，下同），
升3.07%，市值934.57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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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城銀行攜手完成夢想並邁向成功 

 歡迎洽詢 
Bill Chen 陳啟輝   Ivan Zhu 朱寧遠 

SVP/Lending Officer   FVP/Lending Officer 

專線電話: 713-596-6968    專線電話: 713-596-6809 

BillChen@goldenbank-na.com IvanZhu@goldenbank-na.com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Phone: 713-777-3838 

 

聯邦中小企業署優先審核銀行                

(SBA Preferred Lender) 

 

聯邦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SBA Loans)  

商業貸款  
(Commercial & Industrial Loans) 

商業房地産貸款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公寓住宅貸款  
(Multi-Family Real Estate Loans)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OCGF) 

（中央社）台南市議會30日定期會，國民黨議員李中岑、
蔡育輝與蔡淑惠上演行動劇諷刺國產高端疫苗，當場要求台南市
長黃偉哲簽署 「採購BNT疫苗」承諾書，並推動疫苗護照，黃
偉哲全答應，更透露已研擬規畫 「疫苗護照」。

不過，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對沒有打疫苗的人加以
限制，恐怕有違反人權的問題，希望在兩周內召開會議，邀請人
權、防疫、疫苗等專家來討論，如以疫苗接種與否為標準，予以
限制、通行或提供優惠等，是否和人權上有扞格；如果有，該怎
麼做比較能夠符合社會的需要。

國民黨3位市議員昨天上演行動劇，蔡育輝扮演前副總統陳

建仁打疫苗，稱 「我打完沒有甚麼不舒服耶，到底打了甚麼？」
針筒拿起來一看，原來打的是安慰劑，藉此批判高端疫苗。

蔡育輝痛批，台灣開放預約登記施打的高端疫苗，國際沒認
證，台大醫院專家也打臉，政府居然敢吹牛，只看中和抗體，絕
不是國際標準。

李中岑指出，高端疫苗最大問題是擴大產能時不合格率高達
82％，甚至提升到200L製程時全軍覆沒，衛福部食藥署居然2期
就通過EUA審查（正常為3期人體試驗完成才通過緊急授權），
違反國際標準。

3位議員聲明，既然高端疫苗這麼好，請黃偉哲出面，要求

民進黨政府 「加倍奉還」，回捐疫苗給日本、美國，並拿出大型
承諾書，要求黃偉哲簽署動用二備金購買BNT疫苗， 「買足買
滿」，另也要求台南市推動 「疫苗護照」，提供市民及遊客能在
台南及各處安心暢遊。黃偉哲看完承諾書，在空白處補上 「在中
央政府許可及法律允許前題下」幾個字，隨後簽下名字。

黃偉哲表示，台南市已著手規畫疫苗護照，研擬打完疫苗的
民眾，用餐時能否不需梅花座與隔板，前提仍需醫學專家學者討
論，才能推動。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公布這周境外
移入個案的基因定序結果，其中有7人染印度Delta變異
株、1人染英國Alpha變異株。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
鈞表示，案15545是名40多歲的本國籍男性，曾經在美
國打過2劑BNT疫苗，返台卻被驗出陽性確診，基因定
序結果感染Delta變異株。

羅一鈞表示，本周新檢出 7 名 Delta 感染者、1 名
Alpha感染者，都是境外移入個案。

羅一鈞說，案15545是一名40多歲的本國籍男性，
個案在美國期間，曾分別在 6 月 8 日和 6 月 30 日打過
BNT疫苗，因此返台時已經完成兩劑疫苗接種，但入
境台灣PCR檢驗陽性，Ct值26，是今天公布的7個案
例中，唯一有打過疫苗的案例。

羅一鈞指出，案15552是年紀未滿10歲的男童，個
案在7月11日與家人（案15419）自緬甸返台，兩人確

診後基因定序結果都是Delta株。
羅一鈞也說，案 15576、案 15578、案 15580 和案

15688四人都是先前報告過的偷渡群聚染疫事件中的個
案，該案共7人染疫，目前驗出4人染Delta變異株，另
外3位的病毒檢測比較難以定序，因此還不能確認是否
為Delta。不過，從這樣的檢驗結果來看，大概就知道
這起境外移入的群聚案，應是Delta所引起。由此可見
「目前境外移入仍有Delta的威脅存在，邊境仍要嚴格

管制」。
羅一鈞補充說，感染英國變異株的是名小孩，案

15601是名未滿10歲的小孩，個案的定序結果為英國變
異株，但其家人沒有感染該變異株。

對於近期爆發的嘉義工廠群聚，指揮官陳時中今表
示，會安排進行病毒定序。

打完兩劑BNT仍確診
羅一鈞證實：台籍男子在美染Delta

（中央社）台灣自5月中旬疫情爆發以來，觀光旅遊業幾乎
停擺，國內航班也大幅減少，但交通部民航局卻以國際油價上漲
為由，核備國內機票調漲案，漲幅約3％至8％，金門立委陳玉
珍則認為，應設立緩漲機制，別讓人質疑趁 「疫」打劫。

陳玉珍、馬祖立委陳雪生等離島立委昨要求交通部民航局，
對外正式說明漲價，給鄉親一個說法和交代。陳玉珍表示，國內
航空業因疫情遭到重創，各方都可以理解，政府也大力針對航空
業紓困，但此時調漲機票，確實會讓鄉親產生很大的質疑，民航
局為主管機關，也未與離島3縣市的民意代表先行溝通，作法上

顯有不周。
陳玉珍說，行政院為避免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帶動國內油價大

漲，本來就有設定緩漲機制，民航局對於國內線票價因應油價調
整，也應設立緩漲機制才對，以免落人 「趁疫打劫」的口實。

陳玉珍稱，經與民航局溝通後做成4點決議，有關國內航空
票價因應油價調漲，民航局應發布新聞稿說明；離島空中航線為
離島居民往返台灣的主要交通工具，國內航空票價調整，民航局
應事先向3離島委員辦公室說明。

國內航空票價調整後，旅客持舊票價機票搭機應向航空公司

補票價差額即可，程序簡化，以免造成旅客困擾；為因應航班增
加，避免旅客流量增多而造成離島地區防疫風險升高，民航局應
於國內線航空站增加快篩能量。

民航局表示，國內航空燃油連續3個月的平均價格已達機票
調漲的門檻，且國內航空票價從2015年3月以來，因油價變動調
整機制，於2015年3月、2015年10月以及2020年6月3次調降，
這次的價格是調整回到2015年10月的票價。

（中央社）三級管制民眾居家的時間增長
，不少民眾趁機會整理家中衣物，有義賣機構
指出，自27日降級後，開始有民眾捐贈二手衣
物，捐贈量暴增約5成，大多數是因為管制期間
有大量時間在家整理衣物，才有 「報復性捐贈
」。

二手家具電器 捐贈增3成
三級管制期間，民眾趁著居家上班之際順

手整理家中衣物，華山基金會大溪站指出，自
27號降級解封，有大量民眾前往站內捐贈二手
衣物，甚至有民眾載送一整車的二手衣前來捐

贈，相較5月三級管制前，捐贈量暴增約5倍。
除了二手衣物外，木匠的家中壢店也表示

，二手家具、電器以及生活用品相較5月管制前
捐贈量增加約3成，對於捐贈量的增加，木匠的
家說，根據民眾送來的物品，推測可能是三級
管制期間許多民眾在家沒事，便著手整理家庭
擺設及衣物趁機 「斷捨離」，才導致大量的捐
贈物資釋出。

除了疫情期間民眾大量捐贈外，國內舊衣
回收箱的數量自2020年疫情爆發後逐步減少，
也造成民眾無處去化舊衣。桃園舊衣回收業者

指出，自2020年起舊衣回收箱數量快速減少，
桃園至2021年7月止減少約5成的數量。業者進
一步表示，疫情雖讓衣物的捐贈供給增加，但
隨著利潤逐步降低，國內舊衣市場早已供過於
求。

舊衣利潤降 回收業者卻步
舊衣回收業者說，舊衣主要外銷至物資缺

乏的國家，但自2020年起疫情影響貿易不便導
致舊衣外銷不易，舊衣利潤從最高1公斤10多
元，降至1公斤僅4元，利潤大降連垃圾都不如
，更讓大部分兼職性舊衣回收業者卻步收手。

對於機構爆量捐贈，業者指出，疫情導致回收
業者的大幅減少，讓舊衣轉向義賣機構捐贈，
應是義賣機構捐贈暴增的可能原因之一。

舊衣回收隨著業者減少讓捐贈管理成為一
大挑戰，桃園市環保局指出，台灣平均每分鐘
丟438件衣服，數量龐大，舊衣屬桃園市公告回
收項目，如民眾家中有舊衣物須處理，除捐贈
二手物資給義賣相關機構外，亦可交給資收車
回收，以免捐贈物資過度集中難以消化。

離島機票漲逾39％ 立委籲設緩漲機制

藍營議員要求採購BNT 黃偉哲點頭

疫情斷捨離 二手衣物捐贈量暴增5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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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疫情警戒才降為2級，嘉義縣就爆發水上
鄉鋁工廠群聚感染事件，30日新增9人確診，2天已累計
11人染疫，縣長翁章梁指出，研判關鍵感染源是1名7月
15日前在台北市萬華區租屋的男員工。因應這起工廠群
聚，嘉義縣、市都在第一時間宣布禁止內用，防疫緊縮
，翁章梁更火速向中央搬救兵，邀醫福會執行長王必勝
南下，防堵疫情擴大。

翁章梁表示，嘉縣28日深夜接獲通報，嘉市1名30
多歲無症狀確診者，工作場所為水上鄉工廠，29日凌晨
即展開疫調及篩檢，掌握感染源。根據發病日及Ct值等
資訊研判，這是 「剛開始發生」的感染事件，未大量擴
散，是不幸中大幸。

該名嘉市30多歲男性是因到醫院做胃鏡檢查，被篩
檢出陽性確診；他工作的鋁工廠包括老闆和老闆娘共17
人，自23日起就有多人陸續出現發燒、咳嗽、流鼻水等
症狀，經PCR檢驗，其中7人及2名員工親屬共增加9人
染疫，最小確診者僅6歲。此案，已匡列51人在檢疫所
隔離、21人自主健康管理。

由於該名30多歲男性足跡單純，初步被認定感染源
不明，但嘉縣衛生局長趙紋華指出，在針對鋁工廠所有
員工做PCR跟抗體檢測後，發現另1名男員工出現抗體

反應，採檢多次PCR皆陰性，昨天才陰轉陽確診，尚未
取案號，該男員工是台中人，7月中旬前於萬華租屋，7
月16日才返回台中，7月18日到鋁工廠上班，推測該員
工是造成這波群聚的感染源。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也指出，從抗體陽性、高Ct
值來看，該名還未取得案號的個案可能是群聚感染源，
此案有過北部旅遊史。另有1名一起到北部者，尚在疫調
。

嘉縣原本疫情穩定，在此之前18例確診，昨一口氣
新增9例，更成為單日本土個案最多的縣市，讓當地民眾
心慌慌。因應群聚案，包括縣府及鄉鎮市公所辦理活動
取消或延期、公有場館暫停開放、餐飲業及夜市一律外
帶、不開放內用、公祭暫停等，故宮南院即起至8月6日
閉園閉館；阿管處轄內遊客中心關閉；嘉義林管處轄內
室內場館暫停開放，阿里山國家森林公園遊樂區內禁止
內用。

嘉市府也宣布即起 「餐飲業及夜市一律外帶，不開
放內用」至8月6日；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演藝廳
同步暫停對外開放；市府辦理活動取消或延期；公祭暫
停。

嘉義水上爆群聚感染嘉義水上爆群聚感染 故宮南院急關閉故宮南院急關閉
22天累計天累計1111人人 感染源可能是萬華感染源可能是萬華

上網預約為難長者 各縣市逆時中
（中央社）疫苗施打第2劑必須上預約平台登記，造成許多

長者使用不便，不分藍綠縣市首長齊逆時中，強調照顧長輩是中
央的責任，應該因地制宜採預約、通知雙軌制，才是政府該有的
態度跟責任。

桃園市長鄭文燦呼籲中央，預約、通知制雙軌並行，避免長
者憂慮，或者因數位落差造成恐慌。長者不見得熟悉數位工具，
中央、地方可對第2劑預約制跟通知制，是否雙軌並行深入研究
。

新竹市長林智堅表示，新竹市有疫苗預約專線可供服務，市
府也會持續跟中央溝通，在系統做得到的情況下，希望中央能讓

地方因地制宜，開放民政系統造冊通知長者前來打疫苗。
台南市長黃偉哲昨也宣布，將全力消弭數位落差，即日起75

歲長者可打電話到區公所、戶政事務所、衛生所預約，或帶健保
卡到場由單一窗口專人協助登記。

新北市長侯友宜則建議中央預約系統應採多元制，除預約系
統，也要安排區公所、民政體系的造冊系統，幫忙預約登記。他
強調，幫長者施打疫苗 「求好求穩不求快」。

台中市長盧秀燕指出，中市在65歲以上長者第1劑接種時，
是由民政系統造冊由里鄰長發送注射單。第2劑接種，已向中央
爭取由中央供應疫苗，讓偏高齡長者可循第1劑接種模式，在快

打站接種第2劑。部分區公所、里鄰長也主動協助長者上網預約
。

雲林縣長張麗善表示，縣府、公所等將組 「疫苗登記服務隊
」，下鄉到各村里辦公處協助長者預約，讓疫苗能撥到雲林縣。

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表示，未來施打第2劑仍可透過里長系
統，確保長者接收到資訊。

面對藍綠縣市齊逆時中，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我
們還是傾向能夠在預約平台來解決相關問題」，承諾今天下午會
與行政院政委唐鳳團隊討論，找出折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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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移民局在2021年7月28日星
期三為今年的H1b工作簽證進行了第
二次抽簽。雖然2021年3月30日移民
局就已經發布消息，表示已經收到了
足夠數量的電子註冊申請，今年的
H-1B名額已經用完，但是顯然，第一
次抽簽結束後，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沒
有達到本財年的名額上限，所以進行
了第二次抽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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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般情況下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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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的配額是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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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配額限製的申請
不受名額限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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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開辦了快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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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最近美國移民律師協會

的消息，2021和2022財政年度的職業
移民名額有望翻倍。這將大大緩解職
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的局面。

2. 美國移民局5月13日宣布，
自2021年 5月 17日起，將暫停部分
I-539申請的打指模要求，包括延期或
轉換身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的申請。這項新政策適用於已經提
交的但到5月17日還沒收到打指模預
約通知的申請以及在5月17日當天和
以後提交的申請。自2021年5月17日
起，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的打指
模費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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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定最
能保護美國人民並與美國的價值觀保
持一致的移民執法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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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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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初步審核一下申請
文件。 如果正確提交了表格，支票和
相關證明材料，一般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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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0年12月1日起，入籍考
試有兩項重大變革：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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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變革。

6.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
領事館在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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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近日，拜登總統撤銷了川普
總統2020年4月22日頒布的法案。6
月份頒布的法案也已經過期。2020年
4月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簽署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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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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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製定法規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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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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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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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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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上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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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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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
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傳真:
713-583-9749。網址:http://solisyan-
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
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00AM-5:
00PM, 周六:10:00AM-1:00PM.

77月月2828日移民局對日移民局對HH11BB工作簽證第二次抽簽工作簽證第二次抽簽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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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細雁咒詛變祝福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脚步，祂都數點 ...
求主憐憫全世界各地：鄭州、德國、

荷蘭、比利時等水災、風災、火災，新冠

病毒加上Delta 疫情嚴峻，求主耶穌赦免

我們世人背逆的罪，背道的罪孽，醫治這

地，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們。

◎友人來信

1 )  阿們！神帶領我們飛越艱難困

苦。使我們經歷神的信實，偉大，奇妙！                                                      
～焦紅/ 達拉斯

2) 阿們！神啊，你曾試驗我們，熬

煉我們，如熬煉銀子一樣。你使我們進入

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你使人坐

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

們到豐富之地。 《詩篇66:10-12 》感谢

神！～許佩文Dorcas/費城PA
3) 阿們！當必繼續為陳弟兄的一生禱

告！無論他在那裡，主必與他同行！

 ～Eva羅師母/Austin,TX
4) 阿們！求主保守陳弟兄平安回到美

國與女兒團聚。～劉舜藍/高雄

 7/29 祢的孩子病了

筆者今天收到莉莉(化名)來信，請為

他們代禱。

主耶穌啊！祢的孩子小喬 (化名 )病
了，求主憐憫扶持安慰他，鼓勵他，叫他

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我們奉耶穌的聖名

捆綁他內心裡的黑暗權勢，憂鬱的靈，我

們同心為小喬禱告，為莉莉禱告，求主加

力量，恩上加恩，給他們夫婦有能力面對

每一天挑戰，用喜樂油澆灌小喬與莉莉，

勝過膏他們的同伴。主耶穌祢說:盜賊來要

偷竊、殺害、毀壞，祢來了是要叫人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們將小喬交在祢

大能手中，誰也不能傷害他，因他是祢的

寶貝孩子，奉主耶穌聖名禱告，阿們！

7/25主日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

早安！

今天是主日，

我要為在遠方的陳弟兄新的一週蒙天父賜

福，加能力給陳弟兄做復健，力上加力，

恩上加恩。

願主耶穌賜福迪拜的醫護人員暨復健

師們有愛心、耐心、智慧，來幫助照顧病

人。祝福李牧師師母身體健康來回醫院奔

波照顧陳弟兄，求主藉著陳弟兄此次嚴重

車禍急診住院，兩次開刀(右腳骨斷與頸椎

骨斷)，復健，讓醫護人員們與復健師們看

到經歷到耶和華上帝的奇妙恩典，與祂的

同在，讚美神，祂的慈愛永遠常存，祂的

信實直到萬代。阿們！

感謝天父感動在美國、台灣、北京、

四川、巴拿馬、香港等許多愛心天使捐

款，幫助陳弟兄順利完成兩次開刀，你的

使女在此獻上感恩的祈禱。願一切榮耀、

尊貴、能力、頌讚都歸給你，直到永遠。

阿們！

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

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

你的教師。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

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以賽亞書 30章20 ~21節
7/27 (週二) 好消息

告訴各位讀者與代禱者好消息，今天

收到迪拜陳弟兄來信說，近來忙著準備今

晚可以出院了，李牧師師母愛心接他回家

住，照顧他。

陳弟兄他說他們在當地也籌錢幫他付

清最後出院費用。陳弟兄衷心感謝大家的

關心，代禱，愛心捐款。

耶和華的慈愛永遠長存，祂的信實直

到萬代。祂向敬畏祂的人所顯恩典是何等

浩大。

7/29 (週四)
各位讀者與代禱者早上好：

迪拜陳弟兄預計8月中旬回美國，求

主為他預備道路，平安回美。

猶記得數數個月前，他搭機想回美，

無奈機上有位太太咳嗽嚴重，經檢測是

新冠病毒呈陽性，機長隨即原班機飛回迪

拜..。
天父知道我們每個人的道路，我們的

神帶領飛越艱難困苦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我出身藍領家庭，讀完中學二年級便

輟學。丈夫是漁民子弟，沒讀過書，後來

學做點心。們在一九八四年結婚。

失敗婚姻

丈夫嗜賭，婚後不改。我管不了他，

便乾脆不理，只要求他按時供給家用；可

他自顧不暇，又因賭博欠下巨債，連累我

也接追債電話。

丈夫沉默寡言，我們沒有溝通，他

批評我只看重錢；但是，一個家開銷那麼

大，怎能不向他要？他很大男人主義，回

家十指不動，只坐著等吃飯。我苦忍十年，

一九九四年終於決定離婚。當時兒子讀小

學六年級，女兒讀幼稚園。兒子歸他，女

兒歸我。

坎坷歲月

決定離婚後，我如釋重負，以為逃出

生天。那時，我從事保險業，壓力很大，

生意不好；後來我轉做收銀員。女兒讀小

學時，我們積累信用卡欠款超過十萬。部

分是前夫的債，部分是我咎由自取，無法

量入為出，愛買甚麼就買甚麼，每月只付

最低限額。後來為了減輕債務，我有兩年

節衣縮食，女兒也只得請前夫照顧。

做保險業時，有一個女同事表面對我

很好，又願意借錢給我，替我照顧孩子，

卻料不到她背後中傷。我很生氣，對人失

去信心。混亂了兩年，一九九六年才辦妥

離婚手續。

兒子讀中一時，經學校社工協助，我

和前夫的關係稍為緩和。社工勸我們把注

意力集中在兒子身上，不要把焦點放在大

人的問題上。

由於我的生活無法穩定，八歲的女兒

情緒也很波動。她小小年紀就無心向學，不

做作業，下課後常與同學出外遊蕩。我跟學

校的社工、老師商量，決定辭工，領取綜援

（政府福利金），搬回娘家住，負起教養她

的責任。

辭工後兩個月，聽到兒子患肝癌的消

息。他才十六歲，起初腹部疼痛，發現膽管

栓塞，手術時，發覺肝臟有問題，我整個暑

假的時間和精神都放在他身上。當時女兒小

學三年級，她不明白作父母的心情，心生妒

忌，須要學校的社工幫忙調解。

因生活壓力太大，我的脾氣變得暴躁。

不幸的是，女兒學了我的性格，她討厭讀

書，人際關係惡劣，沒有好朋友。自從我留

在家中照顧她，才漸漸改善，不再整天悶聲

不響，開始與人交往。只是性情仍偏激，有

時會發脾氣。

女兒升上六年級時，我的甲狀腺和乳

腺都有病徵，須看專科。當時頗害怕，還好

不是癌症。

及時天使

女兒的學校舉辦「和老師有個約會」，

我會見她的班主任黃老師，將自己所擔心

的事告訴她，請她找學校社工幫助教導女

兒。活動完畢，她問我：「妳有信仰嗎？」

經她一問，我才想起自己小時接受過天主教

洗禮，離婚時曾拜黃大仙，希望經濟環境改

善。可惜求到的是下籤，便乾脆不拜，甚麼

都不信。黃老師隨即邀我去教會。可惜女兒

去了兩、三次便喊悶，不願意去；為免辜負

黃老師一番好意，我只好獨自赴會。

我聽道很專心。有一次，傳道人講到

品德，我用紙寫下來，貼在家中牆上，提醒

自己；聽到「饒恕」的信息，我就饒恕仇敵，

不再記恨。

一個多月後，兒子肝癌復發，錦霞老

師鼓勵我祈禱。我說：「祈禱？兒子還未信

呢。」她說：「沒問題，妳信就可以了。」

於是我為兒子禱告。過去，兒子手術後曾住

院廿多天，很痛苦，我求上帝減少他的痛

苦。很奇妙，手術順利，對肝損害很小，第

五天便出院，不必做化療，傷口雖二十吋，

沒發炎。

自此，我更認真尋道，常請教教會弟

兄姊妹，又看聖經，聽錄音帶，聽到很多感

人見證、佈道信息、專題講道和研經課程

等。我常把經文抄在筆記本上，隨時隨地翻

看，並與人分享。

生命成長

信耶穌後， 我的心開

放了，不再害怕被人出賣，

因上帝必保守我。我常與妹

妹、媽媽、朋友，甚至陌生

人分享福音。有一次，我與

一個婆婆分享福音，她只懂

福建話，我不懂福建話，兩

個人竟能溝通，還領了她禱

告，真奇妙！我還有很多地

方須要學習，但感謝上帝讓

我經歷祂。

二○○四年七月我接受

浸禮。次年學習做小組組長；

但因為信耶穌的日子淺，又

不懂處理人際關係，說話的

內容沒有錯，但態度和方式

不對，引起了人際問題。有

天深夜，我突然醒來，聖靈提醒我反思所

言所行是否只是自我的想法；我立刻認罪，

立志以後更緊靠主耶穌，改善自己為人處事

的方法，並要行道，用愛心說誠實話，寬恕

人、誠心關懷人等。我知人際關係並非只是

關係而已，要用愛心關懷人，遵行上帝的旨

意。若上帝要我規勸，我就以愛心說誠實

話，叫人得益處。

信耶穌以前，我凡事憂慮，也許因為

出身貧窮，很看重金錢，不懂量入為出，

沒有儲蓄；信耶穌後，我把經濟問題交託

上帝，經歷到沒有錢也有平安。上帝改造了

我，以前我脾氣不好；現在不那麼容易動

怒。以前我意見多，自以為是，任意妄為，

以致碰得焦頭爛額；現在則凡事先求問上

帝，不敢衝動。信耶穌後，我與媽媽的關係

改善了。想到她在戰亂的顛沛流離中成長，

她所受的苦，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

的，所以我學習體諒媽媽。現在我對服侍長

者有較重負擔，很喜歡探訪老人院，見到老

人家，握著他們的手祝禱。

對婚姻醒悟

離婚後，要獨自面對更多、更複雜的

問題，大小事都沒人商量，生活得更吃力。

我開始明白，聖經上的話真對，婚姻是一男

一女、一生一世，彼此扶持，同心敬拜和服

事造物之主。

我信耶穌後，才明白跟丈夫有磨擦的

原因，是我們沒有好的溝通，導致彼此傷

害，誤會叢生，我也有責任。感謝上帝， 
賜我屬靈的家。我參加教會後，有弟兄姊妹

作伴，才不覺那麼孤單。上帝能化腐朽為

神奇，我破碎的婚姻現在竟能成為別人的借

鏡。當有人和我談起夫婦相處之道時，我會

分享失敗的經歷，勸告他們學習珍惜和體諒

對方，不要意氣用事。我是過來人，明白了

離婚不是減少煩惱，而是增加煩惱。現今社

會的風氣動輒離婚，對面臨離婚的姊妹，我

會說：「妳有甚麼困難、痛苦，跟主耶穌說

吧，祂會教妳怎麼做……信了耶穌要將妳的

問題交給上帝，不要以為信耶穌後，婚姻便

立即改善。要婚姻改善，要緊的是夫婦兩人

都要生命改變。」

兒子的病

兒子患病後，多次接受手術，傷口很

大，很痛苦，我也無能為力。但感謝上帝，

兒子因患病而認識了主耶穌。

帶兒子信耶穌並不容易，起初他說：

「媽媽，您不要逼我去教會！別人也叫您別

逼我。」我說：「兒子，我不是逼你，身為

母親，我要將最好的告訴你。」我們也爭執

了好一段時間，後來他才相信，並在二○○

五年七月受浸。

回顧二○○三年十一月，曾發現他的

肝臟有陰影，但很奇怪，接受磁力共震、超

聲波等後，二○○四年三月看報告就沒有

了。

二○○五年七月，兒子肝癌又復發，

要做手術。那次的手術順利。二○○七年九

月肝癌已擴散，二○○八年五月廿七日安息

主懷。安息禮拜的前後都是暴雨，在沒有經

濟能力的環境下，上帝顧念我們，一切順利

進行，可以應付所有的開支，前夫也體驗到

弟兄姊妹的關懷而得安慰。因兒子的病，我

明白病人的需要，於是報讀院牧關懷課程，

希望以後有機會幫助病人和他們的家屬，如

探訪、送飯、告訴他們上帝的救恩等。

在事奉中，我看到福音的大能。有一

個絕症病人，只剩餘三個月壽命，因我們的

探訪，看到自己的錯，願意謙卑地求離了婚

的妻子饒恕。妻子饒恕了他，幾個成年子女

也再接納父親。他們在醫院重新舉行基督教

婚禮，場面感人。我領悟到，上帝是我們的

頭，我們只要尊祂為大，順從祂，祂會為我

管理萬事，管理我們的家，比我們管理來得

更好。

二○○九年我因聖靈感動，報讀「信

徒普及神學課程」， 得益不少。視野寬闊

了，對我在教會的服事有幫助， 去年八月

因甲狀腺囊腫要動手術而暫停，二○一一年

會繼續。在等候期間心中有喜樂平安，手術

順利，感謝讚美主！家人關係進步，與前夫

有好的關係，他常與我們共進晚餐。女兒工

作兩年了，媽媽對上帝的信心增多不少，還

向未信的家人和朋友分享福音。全家經歷上

帝的恩典。（文載自［中信］）

善意的批評是真心想要你好，惡意的

批评是見不得你好。那些真心想你好的，

你要珍惜，見不得你好的，你又何必耿耿

於懷。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　

神奧祕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

有忠心。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

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

己。」哥林多前書 4:1-3
07/09/21 英文每日金句

“Judge not, that you be not judged. 
For with the judgment you pronounce you 
will be judged, and with the measure you use 
it will be measured to you.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

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

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

量器量給你們。馬太福音 7:1-2    

 07/09/21 金玉良言

批評或論斷別人不會讓自己變好，受

傷的永遠是「自己」；只有愛、鼓勵、讚

賞會帶來奇蹟。影響力就是領導力。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魯麻道」與傳道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

心。（提摩太後書 4：2）
「魯麻道」是阿美族語，意思是「流

氓」。流氓有悔改，當然可以傳道。

有個流氓，入獄時，獄方要他填資料，

因過去混流氓，職業欄不知如何寫，靈機一

動，就填：「留」在社會幫「忙」！

獄警揶揄他：流氓就流氓，還留什麼

幫忙？

後來流氓真信耶穌，出獄後，在社會

上幫很多忙，目前開小餐館，也在各地幫忙。

「Take time to be holy」那首詩說得好，

「成聖需要時間」，作傳道，生活要檢點，

菸酒要禁戒，免得留破口，失去見證，讓仇

敵有機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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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風災後記住了慈濟的越裔媽媽

奧斯汀慈濟人文學校難忘歲月印記的成果展

◎ 應急的現值卡

◎ 特別的學習經驗

◎ 慈濟的人文教育

◎ 黑暗中的微光

◎ 警官樂做志工

	採訪／劉本琦、吳育宗；撰文／錢美臻

	撰文／蔡淑惠、錢美臻

9
227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開始衝擊美國社會時，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自2020年六月起在休士頓地區啟

動了每月例行兩次的食物發放項目，為受到疫情影響急需食
物援助的家庭，能不至因經濟受挫而受飢餓之苦。至今年夏
天，食物發放項目已屆滿一年，每一次發放都固定讓200多
戶家庭來此領取蔬果後能歡喜而歸，這項固定的服務，也成
為更多社區居民投入志工行列引動大愛循環的活泉。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改變全球人
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學生傳統到校上課的學習模

式。奧斯汀慈濟人文學校也受到疫情衝擊，從最初倉皇應對
疫情頒布的「居家令」不知所措，到快速熟悉新的生活模
式，摸索著逐漸完善網路學習的教學方式，在家長、學生、
老師與學校三方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在6月13日的「成果
展」中，呈現了亮麗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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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發願加入「素行動」，您就會收到一張
電子忠實會員卡。未來將不定期收到美味食譜、
蔬食指南、實用資訊和有趣文章，到任何一間	
《素行動聯盟》的實體店家消費，出示會員卡，
會使用「素行動」優惠搜尋地圖，找到該商店的
優惠代碼，在網路商店付款時輸入優惠代碼，就
能享受特別優惠！

•	實體店或網購消費，都能使用
•	隨身攜帶又不佔空間
•	不砍一棵樹，環保愛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颶風以及
二月的雪災重創德州家庭，慈濟
美國德州分會與休士頓食物銀行
（Houston	 Food	 Bank）合作，
擬於8月7日與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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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Tricycle、Buddha	 Film	 Foundation主辦，全球最重要的佛
教推廣平台之一「國際佛教電影節」(International	 Buddhist	 Film	
Festival，簡稱IBFF)，從全球廣篩出十三支影片，自即日起至8月
15日於雲端播放兩個月。
	 慈濟美國製作的七支影片：《The Peace Inside》—描繪美
國慈濟志工王萍華關懷受刑人長達二十年的微電影，以及六支介
紹西方六個重要佛教組織落實佛法在人間的紀錄片《Karuna》
、《Second Chances》、《Compassionate Chaplaincy》、
《From	Trials	to	Freedom》、《Finding	Liberation	In	Trauma》
、《Ripples from Compassionate Hearts》，	
全部入選「國際佛教電影節」。
	 這不只是專業獲得肯定，更是慈濟美國和
全球慈善接軌的門窗。	

購票詳情：buddhafestonline.com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8月7日與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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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慈濟蔬食發放活動

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在遭遇生活劇變的困難處境中，即
使外人只是提供一點點微小地幫助，對於遭受重大損失的
人來說，都有著格外不同的重大意義。
                                       哈維颶風受災戶  翠西亞·陳

忠實會員卡

隆重登場

全球最大
「國際佛教電影節」
讓世界看見慈濟

	 翠西亞始終記著志工在遞給她現值卡前，曾勉勵她可把
這一份來自世界各地匯聚的愛，繼續傳遞給其他需要幫助的
人；自此後，她一直想著要回饋這一份愛，要教導孩子學習
與實踐如何去關懷需要幫助的人。7月9日她來到慈濟德州
分會捐款時，聽到了慈濟隔天（10日）要進行例行的食物發
放，她馬上表態想做志工來服務他人。
	 得知10日發放志工已經額滿，翠西亞毫不猶豫為自己和
兒子報名了下一次（24日）的發放。她笑著說：「當初大
家幫助了我的家庭，並教導我兒子慈悲喜捨、樂於助人的
意義。我希望從我開始，帶動家人朋友也一起來加入志工行
列。」

	 一如翠西亞期許從慈濟的發放活動中，激發親友愛的漣
漪。休士頓市警察局公共關係部亞裔組警官武唐（Don	Vo／

	 越裔翠西亞·陳（Tricia Tran）與兒子在7月24日一早
9點多，就來到德州分會的會所與其他志工會合，躍躍欲試
要為今天的食物發放做好前置分裝等工作。她的心情非常興
奮，這是她第一次擔任慈濟志工參與社區服務工作，能藉此
良機回饋社會，是她近四年來一直記掛著的心願。
	 2017年八月哈維颶風（Hurricane	 Harvey）直撲德州，
造成三十萬棟房屋損毀，休士頓都會區更因短時間急遽降下
的豪大雨，與颶風引發的海水倒灌和河溪水位暴漲的重疊因
素，出現了大規模的洪汛災情。越南難民聚居的越裔社區，
是哈維颶風肆虐的重災區之一，許多越南移民家庭瞬間失去
所有財產、流離失所，不諳英語的他們更不知道該獲得災後
應急的援助。
	 翠西亞全家人在哈維颶風來襲時倉皇逃離住所，雖慶幸
闔家平安但所有家當都泡在汙水裡。正憂心於日常生活該如
何繼續時，慈濟在休士頓越南移民社區舉辦了多場大規模的
急難救助金發放活動，她忐忑無助的來到現場，不僅當場從

	 在每年暑假到來前，為學習畫下句點的「成果展」，是
家長們最期待看到孩子進步表現的實體成績單。但2020-
2021這一年是多麼的特殊啊！家長陪著孩子首度嘗試運用新
科技，適應網路視頻教室學習的新模式，全校老師通力合作
延續學習課業，讓成長中的學童教育不中斷，學生放下對疫
情的焦躁和無法外出的煩悶，堅持學習的熱忱。
	 師生親在漫長疫情期所共同投入的心血和努力，都轉化
為成果展中引動掌聲的演出節目，眾人在回顧這一年艱辛又
特別的學習歷程時，從無常的疫情教育中，倍加懂得珍惜與
感恩。
	 所以疫情中進行的網絡「成果展」，雖沒有學生踩踏
地板或排隊整隊的腳步聲，少了此起彼落彩排節目的歌聲笑
語，但師生親能共聚雲端齊聚一堂，透過一個個的視窗健康
的彼此問候，已是永難忘懷的歲月印記。
	 每一場表演節目，都是同學用心學習後的精采表現。慈
忠班的三位高年級女學生用獨特的視角和親切流暢的中文，

音譯）也是第一次參與蔬果發放行動，他無意間看到西南管
理區（Houston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寄發的
通訊電郵，得知慈濟在休士頓華埠地區設有食物發放的項
目，他主動聯繫了大力支持慈濟發放項目的西南管理區執行
主任李成純如（Alice	Lee），希望能報名擔任慈濟志工。
	 有著語言優勢能說流利英語和越南語的武唐，負責協助
發放食物給居民。他讚許慈濟的食物發放辦得非常好，確實
幫助了有需要的居民：「警局跟各個社區保持良好關係及緊
密的互動，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對每個社區來說，信任並
樂於主動和警方合作與提出建言，是警民合作共同解決社區
問題的關鍵。」
	 短短進行半天的食物發放活動，不只是直接改善了社
區民眾的飢餓問題，這更是一個「以愛引愛」的正能量發動
機，讓每個人得此善緣發揮自身良能，帶動周遭親友一起來
惜福造福。

志工溫暖的雙手中，收下了慈濟發出可供一家人近半個月生
活應急開銷的現值卡，還記住了「慈濟」這個馳援世界多國
種下愛心種子的團體。

為受疫情阻撓回台返鄉旅程的觀眾，介紹台灣的城市和本土
小吃，讓大家能更認識台灣各地的人文特點，以撫慰眾人思
親念鄉之情，她們還寫了一首詩搭配自己創作的插畫，靈活
運用中文的表現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之後在陳雯彬老師指導下，學生們朗誦一本有趣的故事
書《沒有聲音的運動會》。學生分飾不同角色，運用各自聲
調和語氣，或高亢或低沉把故事情節講得活靈活現，生動又
有趣的描述了這個故事。蔡淑惠老師趁機考考學生們對故事
的理解度，四個問題引得學生們踴躍搶答，連在期末同歡的
成果展中，老師們都不忘對學生進行機會教育。

	 蔡淑惠老師指導的茹素護生影片「大廚師小型男」，令
人印象深刻。同學們展現渾身解數，做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
的蔬食，還邊做菜邊宣導人人應多吃蔬果救地球，鼓勵每個
人從自己做起，進而推廣至家中的成員食素！

	 	 	 	 慈孝班的學生黃
洵慈用心畫了蓮花
圖，搭配上一句《靜
思語》，用清晰又有
精神的話語，簡潔表
達了對人生的正確思
考方式和價值觀。孩
子們用柔軟的肢體動
作演繹手語歌，呈現

出靜思歌曲《心星》謙謙有禮的內涵。陳雯彬老師帶領慈和
班的孩子，一邊唱著《親親我的寶貝》，一邊以簡報展現過
去一學期上課拍攝的畫面。
	 李正心老師教導的慈義班用手語帶動《謝謝您》，孩子
可愛和用心一覽無遺。陳靈芬老師的雙語班學生在母親節獻
上康乃馨感恩媽媽，還以中文唱頌《如果你很高興，你就說
哈囉》，他們不斷演練並非母語的中文確實辛苦，但學生都
用心學習排練，一步一步正在進步中。年紀最小的慈幼班學
生，毫不含糊的表演《靜思語》手語，聲音宏亮態度認真的
唱誦兒歌。
	 學生們端坐螢幕前靜靜觀賞緊湊的節目，沒有人發出吵
鬧或不耐的聲音，更凸顯慈濟人文學校獨特人文教育的重要
性。正如證嚴法師一再勉勵志工：「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慈濟人文學校在嚴峻的疫情考驗中，驗證慈濟教育團隊以踏
實的行動，實踐「孩子是家庭與社會未來希望」的理念，在
維護師生健康安全的前提下，以高品質、吸引學生主動學習
的網路教程，陪伴學童不浪費人生中最重要的知識累積期。

奧斯汀慈濟人文學校慈和班同學在期末成果展中表演。	
圖片來源／溫倉彬

哈維風災後接受慈濟援助的翠西亞·陳（右），與兒子一起在	
7月24日來幫忙發放，開心加入慈濟志工行列。攝影／吳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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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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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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在東京奧運會競技場上在東京奧運會競技場上,, 出現中國人面孔最出現中國人面孔最
多的莫過於桌球場了多的莫過於桌球場了,, 根據大會公佈的根據大會公佈的2727國國9393
個參賽名單中個參賽名單中,, 竟有竟有4141個中國姓氏個中國姓氏,, 比率高達比率高達44
成成44,, 縱使是日本桌球神童張本智和縱使是日本桌球神童張本智和,, 他的父母他的父母
親也是中國桌球國手親也是中國桌球國手,, 所以一半的選手與中國所以一半的選手與中國
有淵源有淵源,, 中國桌球已廣泛輸出到世界中國桌球已廣泛輸出到世界。。

桌球在中國普遍紮根與訓練十分成功桌球在中國普遍紮根與訓練十分成功,, 奧林匹奧林匹
克會從克會從19881988年把桌球引進比賽年把桌球引進比賽,, 中國隊表現突中國隊表現突
出出,,共獲得了共獲得了5353枚獎牌枚獎牌（（2828枚金牌枚金牌、、1717枚銀牌枚銀牌、、88
枚銅牌枚銅牌））,,尤其在尤其在 20082008 年北京奧運會年北京奧運會,, 不但包辦不但包辦
男女單打前三名男女單打前三名,, 就連團體賽雙打也冠軍就連團體賽雙打也冠軍,, 八面八面
獎牌全被中國包攬獎牌全被中國包攬,, 國際桌委員會竟因而修改國際桌委員會竟因而修改
規則規則,, 每個國家男女單打只能兩位選手代表每個國家男女單打只能兩位選手代表,, 以以
確保他國有奪牌機會確保他國有奪牌機會,, 這顯然不合理這顯然不合理,, 與世界少與世界少

棒賽很類似棒賽很類似,, 當年中華少棒因實力太當年中華少棒因實力太
強強,,年年與其他國家爭冠年年與其他國家爭冠,, 身為地主隊身為地主隊
的美國竟因而修改規則的美國竟因而修改規則,,分為國際組分為國際組
與美國組以確保美國可參加冠亞軍與美國組以確保美國可參加冠亞軍
決賽決賽。。

中國桌球員大量輸出的主原是國中國桌球員大量輸出的主原是國
內桌球人才實在太多內桌球人才實在太多,, 競爭太激烈競爭太激烈,,許許
多優秀人才沒有機會代表中國出賽多優秀人才沒有機會代表中國出賽,,
所以只好移民到他國以爭取出賽機所以只好移民到他國以爭取出賽機
會會,, 換句話說他們是在報效祖國無門換句話說他們是在報效祖國無門
後不得已的選擇後不得已的選擇,, 所以對他們不應責所以對他們不應責
難難,,我們常說科學無國界我們常說科學無國界,, 所以體育無所以體育無
國界似乎也說得過去國界似乎也說得過去。。

今年代表盧森堡出賽的倪夏蓮特今年代表盧森堡出賽的倪夏蓮特
別引人注目別引人注目,, 因為她已高齡因為她已高齡5858歲歲,, 是是
第五次參加奧運會第五次參加奧運會,, 這位早年曾為中這位早年曾為中

國奪得過金牌的好手當初是因為被邀請到盧森國奪得過金牌的好手當初是因為被邀請到盧森
堡擔任教練堡擔任教練,,沒想到從此在這個國家稱霸桌球沒想到從此在這個國家稱霸桌球
界界,,歷久不衰歷久不衰,,年年奪冠年年奪冠,, 成為盧森堡的桌球國成為盧森堡的桌球國
寶寶。。

今年美國隊陣容中有今年美國隊陣容中有44位中國臉孔位中國臉孔,, 周鑫曾是周鑫曾是
中國國家隊選手中國國家隊選手,, 與世界排名第一的張繼科搭與世界排名第一的張繼科搭
檔雙打奪冠檔雙打奪冠，，移民美國後定居加州移民美國後定居加州,, 這次代表美這次代表美
國參加實力不弱國參加實力不弱,, 另一位女選手張安則已是第另一位女選手張安則已是第
三次代表美國出賽三次代表美國出賽,, 美國隊的教練高軍也是來美國隊的教練高軍也是來
自中國的高手自中國的高手,, 曾代表中國獲得奧運銀牌曾代表中國獲得奧運銀牌,, 球場球場
經驗豐富經驗豐富。。

桌球已經成為中國的桌球已經成為中國的””國球國球””,,現在又在東京奧現在又在東京奧
運會開花結果運會開花結果,,無論哪個國家的選手獲勝無論哪個國家的選手獲勝,,中國中國
人與有榮焉人與有榮焉,,不是嗎不是嗎!!

美國奧運代表隊不但在東京奧運會上第一天美國奧運代表隊不但在東京奧運會上第一天
沒有贏得任何獎牌沒有贏得任何獎牌,,而且最被器重的男子籃球代而且最被器重的男子籃球代
表隊竟也出師不利表隊竟也出師不利,, 在揭幕戰中以在揭幕戰中以7676比比8383輸給輸給
了法國了法國，，這是自這是自 20042004 年雅典奧運會年雅典奧運會1717年以來首年以來首
嚐敗績嚐敗績,, 雖然輸了這場比賽不代表已遭淘汰雖然輸了這場比賽不代表已遭淘汰,, 但但
想要奪取金牌困難重重想要奪取金牌困難重重。。

檢驗這一場比賽檢驗這一場比賽,, 照常理來看美國隊原本是不照常理來看美國隊原本是不
太可能會輸球的太可能會輸球的,, 在終場都在終場都11分鐘還以兩分領先分鐘還以兩分領先,,
卻被法國搶到進攻籃板投入超前的三分球卻被法國搶到進攻籃板投入超前的三分球,, 之後之後
美國隊有四次投三分球逆轉勝的機會美國隊有四次投三分球逆轉勝的機會,, 但竟時運但竟時運
不濟不濟,, 一投不進一投不進、、二投不進二投不進、、三投不進三投不進,, 四投還是四投還是
不進不進,, 這還能說什麼呢這還能說什麼呢?? 縱使是有再好的陣容以縱使是有再好的陣容以
及再強的戰術及再強的戰術,, 什麼都沒有用了什麼都沒有用了,, 比起比起 3030 年前年前

NBANBA 神射手米勒在一場決賽終場前神射手米勒在一場決賽終場前 99
秒連得秒連得88分逆轉勝的神蹟分逆轉勝的神蹟,, 美國隊這場美國隊這場
比賽輸的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比賽輸的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當然當然,,美國隊輸球主因是陣容不完美國隊輸球主因是陣容不完
整整,, 雖然雖然1212位隊員都是位隊員都是NBANBA球員球員,, 但皆但皆
非當今一時之選非當今一時之選,,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由於新冠疫情的影
響響,, 眾多眾多NBANBA一流球星包括詹姆斯一流球星包括詹姆斯、、柯柯
瑞瑞、、保羅喬治保羅喬治、、吉米巴特勒與克里斯保吉米巴特勒與克里斯保
羅等紛紛退出羅等紛紛退出,, 另外如科懷另外如科懷••倫納德倫納德、、
戴維斯戴維斯、、哈登等則因傷缺陣哈登等則因傷缺陣,, 使美國隊使美國隊
只剩杜蘭特一名身經百戰的巨星只剩杜蘭特一名身經百戰的巨星,, 而在而在
出征前夕出征前夕,,隊中第一射手布拉德利比爾隊中第一射手布拉德利比爾
與與凱文勒夫又因健康因素退出與與凱文勒夫又因健康因素退出,, 接替接替
的兩位球員不足以堪當大任的兩位球員不足以堪當大任,, 使原本陣使原本陣
容就不是最堅強的美國隊戰力再銳減容就不是最堅強的美國隊戰力再銳減。。

今年所有參加奧運的國家都有今年所有參加奧運的國家都有NBANBA
球星陣容球星陣容,, 而且各國都經過長期集訓而且各國都經過長期集訓,, 只有美國只有美國
隊是臨時成軍隊是臨時成軍,, 上星期在出征東京時因有上星期在出征東京時因有33位球位球
員還在打員還在打 NBANBA 冠軍決賽冠軍決賽,, 而公牛隊的拉文也因而公牛隊的拉文也因
健康問題未能成行健康問題未能成行,, 所以只有所以只有88位球員先行到東位球員先行到東
京京,, 在比賽前練習中還發生了杜蘭特與艾迪巴約在比賽前練習中還發生了杜蘭特與艾迪巴約
間的內鬨間的內鬨,, 兩位都是美國隊先發主力兩位都是美國隊先發主力,,戰力受到很戰力受到很
大損害大損害,, 杜蘭特打得非常不爽快杜蘭特打得非常不爽快,,這也是他代表美這也是他代表美
國隊參所有奧林匹克比賽中的第一場敗績國隊參所有奧林匹克比賽中的第一場敗績。。

美國隊在第一場敗陣後美國隊在第一場敗陣後,,士氣大受影響士氣大受影響,,加上在加上在
拉斯維加斯集訓賽共拉斯維加斯集訓賽共55場輸了場輸了33場場,, 金牌已蒙上金牌已蒙上
陰影陰影,, 不過我還是相信美國隊能夠打入決賽並奪不過我還是相信美國隊能夠打入決賽並奪
得獎牌的得獎牌的!!

美國最偉大的體操選手西蒙美國最偉大的體操選手西蒙••拜爾斯拜爾斯
（（Simone BilesSimone Biles））在東京參加奧運女子體操團體在東京參加奧運女子體操團體
賽跳馬項目後突然以精神健康不佳為由退出賽跳馬項目後突然以精神健康不佳為由退出，，
她的決定震撼東奧會她的決定震撼東奧會，，讓美國人大失所望讓美國人大失所望,, 她她
退出後美國體操隊戰力大受影響退出後美國體操隊戰力大受影響,, 中斷了奧運中斷了奧運
體操團體賽三連霸美夢體操團體賽三連霸美夢,, 不過那是拜爾斯自己不過那是拜爾斯自己
的選擇的選擇,, 任何人都無權干涉她的做法任何人都無權干涉她的做法。。

保持身體健康是運動員在競技場上求勝之保持身體健康是運動員在競技場上求勝之
道道,, 許多傑出運動員因傷終止運動生涯許多傑出運動員因傷終止運動生涯,, 一般一般
人不會責難他們人不會責難他們,, 但對於以精神因素為由退賽但對於以精神因素為由退賽
似乎難以接受似乎難以接受。。不久前以心理不佳為由退出法不久前以心理不佳為由退出法
國網球公開賽的日裔女將大坂直美也曾遭眾國網球公開賽的日裔女將大坂直美也曾遭眾
多指責多指責,, 但他似乎不介意但他似乎不介意。。事實上事實上,, 運動員的身運動員的身
心健康同樣重要心健康同樣重要,, 他們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不足他們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不足
為外人道為外人道,, 對他們而言對他們而言,, 奪冠絕非生命的所有奪冠絕非生命的所有,,

當承受不了壓力時當承受不了壓力時,, 只能選擇放下只能選擇放下,,
但放下只是一時的但放下只是一時的,,並不等於永久放並不等於永久放
棄棄。。

世界泳壇最偉大巨星菲爾普斯當世界泳壇最偉大巨星菲爾普斯當
年曾因焦慮不安患上憂慮症年曾因焦慮不安患上憂慮症,,曾考慮曾考慮
過自殺並宣佈退出過自殺並宣佈退出,, 但經過心理治療但經過心理治療
後他重返里約熱內盧奧運游泳池再贏後他重返里約熱內盧奧運游泳池再贏
金牌金牌,, 並在五屆奧運共奪並在五屆奧運共奪 2828 面獎牌面獎牌，，
證明了精神健康的重要性證明了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美國職棒芝加哥白襪隊球星梅賽美國職棒芝加哥白襪隊球星梅賽
德斯在球季之初表現亮麗德斯在球季之初表現亮麗,, 創下自創下自
19001900 年以來連續八次安打百分百打年以來連續八次安打百分百打
擊率的歷史紀錄擊率的歷史紀錄,, 但不幸他的打擊率但不幸他的打擊率
逐月下降至一成五逐月下降至一成五,, 所以被下放到小所以被下放到小
聯盟生聚教訓聯盟生聚教訓,, 他因承受不了打擊宣他因承受不了打擊宣

布退休布退休,, 但第二天就改變主意但第二天就改變主意,, 決心走回球場決心走回球場,,
從他身上讓我們感受到球員心理壓力有多沉從他身上讓我們感受到球員心理壓力有多沉
重重,, 往往一念之間讓他做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往往一念之間讓他做出截然不同的決定。。

中國體操女將桑蘭原本前途光明中國體操女將桑蘭原本前途光明,, 但不幸來但不幸來
美參賽受傷美參賽受傷,, 造成頸椎骨折截癱造成頸椎骨折截癱,, 身心重創身心重創,,在在
美官司纏身美官司纏身,,這原本不是她該有的下場啊這原本不是她該有的下場啊!!

拜爾斯出生寒門拜爾斯出生寒門,, 苦練功成名就後已奪得苦練功成名就後已奪得3030
枚奧運和世錦賽獎牌枚奧運和世錦賽獎牌,,體操界還以她的名字命體操界還以她的名字命
名了名了「「拜爾斯跳拜爾斯跳」」（（The BilesThe Biles））以尊崇她的精湛技以尊崇她的精湛技
術術,, 但廣受崇拜的她卻曾為獸醫的性侵受害但廣受崇拜的她卻曾為獸醫的性侵受害
人人，，她在身心靈所受到的打擊真是不足為外人她在身心靈所受到的打擊真是不足為外人
道道!!

如今拜爾斯以膽量和勇氣選擇退出東奧賽如今拜爾斯以膽量和勇氣選擇退出東奧賽,,
或許是暫時決定或許是暫時決定,, 等她把身心調適完整後想必等她把身心調適完整後想必
會復出會復出,,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

被稱為台灣舉重女神的郭婞淳不負眾望被稱為台灣舉重女神的郭婞淳不負眾望,, 在東在東
京奧運會舉重競技場上京奧運會舉重競技場上,, 舉出奇蹟舉出奇蹟,,以雙臂為台以雙臂為台
灣撐起了金牌灣撐起了金牌,, 而且抓舉而且抓舉103103公斤公斤、、挺舉挺舉133133公斤公斤
與總重量與總重量236236公斤都打破奧運紀錄公斤都打破奧運紀錄，，可喜可賀可喜可賀,,郭郭
婞淳真正是台灣之光婞淳真正是台灣之光,, 當許多人聽到大會奏起中當許多人聽到大會奏起中
華台北會歌時華台北會歌時,, 不禁潸然淚下不禁潸然淚下。。

郭婞淳有不平凡的人生經歷郭婞淳有不平凡的人生經歷,, 據她的母親敘據她的母親敘
述述,, 她因為難產她因為難產,, 因此才以因此才以””幸存幸存””的諧音為她取的諧音為她取
名名””婞淳婞淳””,, 但自幼即失去父親但自幼即失去父親,, 所以從小與母親所以從小與母親
和祖母相依為命和祖母相依為命,, 過著流離失所漂泊不定的日過著流離失所漂泊不定的日
子子,, 而她竟能刻苦耐勞而她竟能刻苦耐勞,,鍛鍊出強健的體魄鍛鍊出強健的體魄,, 最後最後
在舉重專業中熬出頭來在舉重專業中熬出頭來,, 1616 歲就奪得青奧會銀歲就奪得青奧會銀
牌牌,, 並從並從1818歲起參加歲起參加20122012年倫敦奧運會年倫敦奧運會,, 雖未獲雖未獲

獎牌獎牌,, 但隨後一連拿下亞錦賽但隨後一連拿下亞錦賽、、世大運世大運
與世錦賽金牌與世錦賽金牌,, 不過曾因嚴重受傷幾不過曾因嚴重受傷幾
乎中斷運動生涯乎中斷運動生涯,, 但最後克服萬難但最後克服萬難,,奇奇
蹟復出蹟復出,, 並於並於 20162016 年里約熱內盧奧運年里約熱內盧奧運
會奪得銅牌會奪得銅牌,,殊為不易殊為不易,, 從過去從過去1010年郭年郭
婞淳的奮鬥可看出她鍥而不捨的精婞淳的奮鬥可看出她鍥而不捨的精
神神,, 堪稱為年輕人楷模堪稱為年輕人楷模。。

台灣參加奧運會歷史已相當久遠台灣參加奧運會歷史已相當久遠,,
早年早年””亞洲鐵人亞洲鐵人””楊傳廣曾在楊傳廣曾在19601960年羅年羅
馬奧運會上首為台灣奪得男子十項全馬奧運會上首為台灣奪得男子十項全
能競賽銀牌能競賽銀牌,,““飛耀的羚羊飛耀的羚羊””紀政則在紀政則在
1968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會上再次為台灣年的墨西哥奧運會上再次為台灣
贏得贏得 8080 公尺跨欄銅牌公尺跨欄銅牌,, 他們兩位都曾他們兩位都曾
以公費到美國接受專業訓練有成以公費到美國接受專業訓練有成,, 從從
此之後台灣在奧運會上的表現直不佳此之後台灣在奧運會上的表現直不佳,,
當時的自我安慰之詞就是當時的自我安慰之詞就是::””志在參加志在參加,,

不在奪牌不在奪牌。”。”所以一直到所以一直到19841984年洛杉磯奧運時年洛杉磯奧運時,,才才
由蔡溫義以舉重舉出了一面銅牌由蔡溫義以舉重舉出了一面銅牌,, 後來又由中華後來又由中華
成棒隊在成棒隊在1992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會上贏得銀牌年巴塞隆納奧運會上贏得銀牌。。

來自中國大陸的桌球好手陳靜則分別在來自中國大陸的桌球好手陳靜則分別在19961996
年亞特蘭大以及年亞特蘭大以及20002000年雪梨奧運會為台灣贏得年雪梨奧運會為台灣贏得
銀牌與銅牌銀牌與銅牌,,傳為佳話傳為佳話。。在在20042004年雅典奧運則由年雅典奧運則由
陳詩欣與朱木炎連奪兩面跆拳道金牌陳詩欣與朱木炎連奪兩面跆拳道金牌,, 而陳葦綾而陳葦綾
與許淑淨也先後於與許淑淨也先後於20082008年北京奧運與年北京奧運與20122012年倫年倫
敦奧運奪得三面舉重金牌敦奧運奪得三面舉重金牌。。

郭婞淳今年再為中華隊奪下舉重金牌郭婞淳今年再為中華隊奪下舉重金牌,, 不但鼓不但鼓
舞了中華隊的士氣舞了中華隊的士氣,, 更讓舉重項目成為中華台北更讓舉重項目成為中華台北
隊的強項隊的強項,, 相信以後舉重人才必然輩出而給台灣相信以後舉重人才必然輩出而給台灣
在奧運會上帶來新希望在奧運會上帶來新希望！！

在世人注目下在世人注目下,,日裔大滿貫網球女巨星大坂日裔大滿貫網球女巨星大坂
直美登上富士山型狀的聖火台點燃了熊熊聖火直美登上富士山型狀的聖火台點燃了熊熊聖火
後後,, 第第3232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終於正式展開為期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終於正式展開為期
半個月的競賽半個月的競賽,, 來自來自205205個國家與地區的個國家與地區的11萬萬11
千多位運動員將參加千多位運動員將參加3333 個項目的比賽個項目的比賽,,以奪取以奪取
奧運獎牌奧運獎牌。。

這一次奧運的舉行這一次奧運的舉行,,象徵了在險惡的新冠疫情象徵了在險惡的新冠疫情
環境下環境下,, 運動員不畏不懼運動員不畏不懼、、不屈不撓的精神不屈不撓的精神,, 我我
們首先應該給予他們最崇高的敬意與鼓勵們首先應該給予他們最崇高的敬意與鼓勵,,雖然雖然
為了防止群聚感染為了防止群聚感染,,比賽絕大多數在耗資比賽絕大多數在耗資1414 億億
美元造的奧林匹克體育場為採取閉門方式舉美元造的奧林匹克體育場為採取閉門方式舉
行行，，但世界因為他們的勇氣和表現而精彩萬分但世界因為他們的勇氣和表現而精彩萬分!!
毫無疑問的毫無疑問的,,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奧運會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奧運會,, 因為因為
新冠疫情的關係新冠疫情的關係,, 不但足足推遲了不但足足推遲了11年才舉行年才舉行,,

而且因疫情尚未平定而且因疫情尚未平定,, 賽前地主東京賽前地主東京
依然籠罩在新冠陰霾下依然籠罩在新冠陰霾下,, 日本全國接日本全國接
種完疫苗的人剛過種完疫苗的人剛過1515%,%, 眾多日本人還眾多日本人還
在抗拒比賽在抗拒比賽,, 奧委會是冒著巨大風險奧委會是冒著巨大風險
才舉行的才舉行的,, 當然各國能派出運動員參當然各國能派出運動員參
加加,, 也顯示奧委會在各國的權威性也顯示奧委會在各國的權威性,, 而而
國際奧會主席巴赫在會前提議把國際奧會主席巴赫在會前提議把““更更
團結團結””寫入奧林匹克宣言中寫入奧林匹克宣言中,,使原本爭使原本爭
取取““更快更快、、更高更高、、更遠與更強更遠與更強””的奧運會的奧運會
目的增加為目的增加為””55更更””,, 所以具有特殊歷史所以具有特殊歷史
意義意義。。

任何一項體育賽事如沒有商業客戶任何一項體育賽事如沒有商業客戶
的支持贊助是不可能延續的的支持贊助是不可能延續的,, 事實上事實上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運作與各大職業賽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運作與各大職業賽
的營運是一樣的的營運是一樣的,, 而參與奧運會的選而參與奧運會的選
手除少數仍在校的學生外手除少數仍在校的學生外,,基本上都不基本上都不

再是業餘運動員再是業餘運動員。。畢竟想要在體育有卓越成績畢竟想要在體育有卓越成績,,
不全神貫注在專項發展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全神貫注在專項發展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參而參
加奧運會最大的意義就在於選手能夠代表自己加奧運會最大的意義就在於選手能夠代表自己
的國家出賽的國家出賽,, 那是讓他們能為自己國家揚眉吐那是讓他們能為自己國家揚眉吐
氣的最好機會氣的最好機會,, 所以許多優秀運動員都不會放所以許多優秀運動員都不會放
棄這個機會棄這個機會。。

在未來的半個月期間內在未來的半個月期間內,,我們期待主辦單位能我們期待主辦單位能
夠為參與這次奧運會的四萬一千多人的防疫工夠為參與這次奧運會的四萬一千多人的防疫工
作做得十分完善以讓我們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作做得十分完善以讓我們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
與網絡看到選手們健康的參加各個項目的比與網絡看到選手們健康的參加各個項目的比
賽賽,, 我們除了期待他們以優異的成績為自己的我們除了期待他們以優異的成績為自己的
祖國爭光外祖國爭光外,, 更希望他們能夠平安健康更希望他們能夠平安健康,, 各自載各自載
譽回國譽回國!!

東京奧運會開戰的第一天東京奧運會開戰的第一天,, 美國隊竟然沒有美國隊竟然沒有
奪得任何一面獎牌奪得任何一面獎牌,, 真是跌破大家的眼鏡真是跌破大家的眼鏡,, 這也這也
是自是自1972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以來的首次年慕尼黑奧運會以來的首次,, 讓隔海電讓隔海電
視觀戰的美國民眾相當氣餒視觀戰的美國民眾相當氣餒,, 很多媒體在猜測誰很多媒體在猜測誰
最有可能為美國搶先拿下第一面獎牌最有可能為美國搶先拿下第一面獎牌,, 結果全部結果全部
貢龜輸輸去貢龜輸輸去,,未能成真未能成真,, 反觀中國隊三位女健兒已反觀中國隊三位女健兒已
神勇無比分別在氣步槍神勇無比分別在氣步槍、、舉重與擊劍連奪舉重與擊劍連奪33金牌金牌,,
名列今年世界第一名列今年世界第一,, 所以美國人不失落也難所以美國人不失落也難。。

今年這次東奧會共有今年這次東奧會共有 3333 個比賽項目個比賽項目，，將會有將會有
超過一千面獎牌超過一千面獎牌，，其中包含其中包含339339面金牌面金牌,, 不過第一不過第一
天的比賽的十一個項目包括上述三項以外的手天的比賽的十一個項目包括上述三項以外的手
槍射擊槍射擊、、射箭射箭、、單車單車、、柔道與跆拳道等柔道與跆拳道等,,並非美國隊並非美國隊
的強項的強項,,而美國一向最強勁的項目包括田徑和游而美國一向最強勁的項目包括田徑和游
泳等在第一天都還沒有開始競賽泳等在第一天都還沒有開始競賽,, 所以第一天的所以第一天的
比賽並不能顯現美國隊真正的實力比賽並不能顯現美國隊真正的實力。。

根據奧林匹克運動會歷史的統計根據奧林匹克運動會歷史的統計,, 自從自從 18961896

年奧運會在雅典舉辦第一屆以來年奧運會在雅典舉辦第一屆以來，，
美國一共奪下美國一共奪下25232523面獎牌面獎牌,, 其中金其中金
牌牌10221022面面,,銀牌銀牌795795面面,,銅牌銅牌707707面遙面遙
遙領先各國遙領先各國,, 而第二名的蘇聯共奪而第二名的蘇聯共奪
得了得了10101010面獎牌面獎牌((395395金金、、319319銀銀、、296296
銅銅))，，不過因為蘇聯在不過因為蘇聯在 19911991 年解體年解體
後後,, 原來的國家四分五裂原來的國家四分五裂,, 已經不再已經不再
是美國的對手是美國的對手,, 今年更因為多年前今年更因為多年前
縱容選手使用禁藥縱容選手使用禁藥,,違反奧林匹克的違反奧林匹克的
規定而不能用國家的名字出賽規定而不能用國家的名字出賽,, 國國
旗與國歌也都不能出現旗與國歌也都不能出現,, 所以所以335335位位
俄羅斯選手是以俄羅斯選手是以””俄羅斯奧委會俄羅斯奧委會””的的
英文縮寫英文縮寫 ROCROC 為名稱出戰為名稱出戰,ROC,ROC
原本是中華民國的簡稱原本是中華民國的簡稱,, 但根據國但根據國
際奧委會的規定不可使用際奧委會的規定不可使用,,而是以而是以””
中華台北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做為名做為名

稱稱,, 今年第一天就由楊勇緯為今年第一天就由楊勇緯為””中華台北中華台北””奪得了奪得了
一面柔道銀牌一面柔道銀牌,, 破天荒的勝過了美國隊破天荒的勝過了美國隊。。

美國隊每一屆的奧運都包辦了前三名美國隊每一屆的奧運都包辦了前三名，，其中其中1515
次金牌榜首次金牌榜首，，77次銀牌居次次銀牌居次，，只有只有19761976年的蒙特婁年的蒙特婁
奧運和奧運和19881988年的漢城奧運排名第三年的漢城奧運排名第三。。美國隊除了美國隊除了
游泳和田徑特強外游泳和田徑特強外,,團體比賽也是堅強無比團體比賽也是堅強無比,, 包括包括
由由NBANBA與與WNBAWNBA球星代表的男女籃球隊球星代表的男女籃球隊,, 幾乎幾乎
是奪牌的保證是奪牌的保證,, 男女棒球與壘球隊也是不敗之男女棒球與壘球隊也是不敗之
師師,, 而這些比賽項目都還沒有開打呢而這些比賽項目都還沒有開打呢!!

中國奧運代表隊是於中國奧運代表隊是於19841984年才第一次參加洛年才第一次參加洛
杉磯的奧運會杉磯的奧運會,, 並由許海峰為中國奪下了第一面並由許海峰為中國奪下了第一面
金牌金牌,, 此後一年比一年強此後一年比一年強,,並於並於20082008年舉辦了北年舉辦了北
京奧運會達到了最高峰京奧運會達到了最高峰,, 到上屆為止中國一共奪到上屆為止中國一共奪
得了得了546546面獎牌面獎牌,, 毫無疑問的是毫無疑問的是,,今後的奧運會已今後的奧運會已
篤定成為中美之間最強勁的競爭了篤定成為中美之間最強勁的競爭了!!

花•瓶 FLOWERS AND THE VASE
what is the wind howling about?what is the wind howling about?
what are the birds chirping about?what are the birds chirping about?
what colors are the trees?what colors are the trees?
what colors are the clouds?what colors are the clouds?

what color is the sky?what color is the sky?
fighting to see the worldfighting to see the world
outside the windowoutside the window
the wild flowers stretchthe wild flowers stretch

the neck of the vasethe neck of the vase
longlong
andand
thinthin

風在叫些什麼

鳥在叫些什麼

樹什麼顏色

雲什麼顏色

天空什麼顏色

這些來自廣大

原野的花

只顧勾著頭

爭看窗外

卻沒想到

把花瓶的脖子

扯得又細

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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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截止日期為2021年9月15日。服務費減免優惠僅適用於「Bridge to Home」貸款和「Bridge to Home Saver」信用貸款。設有最低貸款金額限制。貸款金額高於25萬美元可享$500服務費減免。貸款金額為25萬美元或以下則可享$450服務費減免。申請資料必須於
2021年9月15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21年12月15日。貸款金額最高可為房屋價值的60%。所有費率、費用、產品及計劃指導原則如有變動或中斷，恕不事先通知。 可能適用其他限制。所有貸款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審核、評估及信用批准程序。
抵押貸款計劃適用於加州、喬治亞州、麻薩諸塞州、內華達州、紐約州、德州及華盛頓州的指定縣郡。套現再融資和HELOC計劃不適用於德州。套現再融資和HELOC計劃在紐約州的最高貸款價值比（loan-to-value，簡稱LTV）為50%。

Member FDIC NMLSR ID 469761Equal Housing Lender

條件靈活的房屋貸款

計劃特色：

• 無最低信用分數要求 

• 根據收入或資產情況評估貸款資格 

• 適用於自用住宅、第二套房產或投資物業

• 購買或再融資

穩健前行，邁向更好的明天。

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save或致電800.419.8039。

掃描二維碼瞭解詳情 

若您因工作或信用狀況而較難從大型貸款機構獲得貸款，您可考慮

我們的房屋貸款計劃。這類貸款適用於：企業主、外籍人士、自雇人士，

以及信用或就業記錄有限的人士。請立即致電華美銀行，讓我們助您

實現買房的夢想。 

限時優惠

優惠碼：PRCH

於2021年9月15日前申請

25萬美元以上的貸款，

即可享受高達

$500*

服務費減免優惠；

申請25萬美元或以下的貸款

則可享受$450服務費減免優惠。

休城工商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四人參加四人參加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獲獲1010金牌金牌88銀牌與兩個成人最高獎成績銀牌與兩個成人最高獎成績

（本報記者秦鴻鈞 ）由
宏武學會主辦的 「世界之星
中華武術錦標賽」 於上周末
在休市盛大舉行，共有來自
全美各地47所武術學校推派
代表參賽，其中以劉根明師
父（釋延禪 ）率領的 「少林
寺文化中心」 成績最為輝煌

，為各校之冠。 「少寺寺文
化中心」 代表四人參加18項
比賽，獲 10金牌，和8銀牌
與兩個成人最高獎成績，成
績斐然。獲獎名單為：Car-
los Guzman 5 金 ， Zachary
Briones 4金1銀，Rebecca 1金
4銀，Momo Mohammad 3銀

。另外，該校Austin 分校3人
參加也獲得一金二銀二銅的
不俗成績。其獲獎名單為：
Mario Alvarez 1銀 1銅，Mat-
thew Olmstead 1銀 1銅，Jes-
sica Ma 1金。

少林寺文化中心是中國
少林寺在海外教授、推廣正
宗少林寺文化的唯一直屬中
心，部散世界各地，推廣中
國傳統文化，發揚正宗少林
寺功夫及世界文化遺產。

少林功夫是中國功夫著
名的一種功夫，少林功夫源
於中國河南省嵩山少林寺，
有著1500多年的歷史，少林
功夫主要以禪武合一，強身
健體,防身自衛，各種拳術，
十八般兵器養身氣功，內外
雙修，更重要的是推廣傳統
教育、禮儀、自律、自信，
、團結，使人的內涵和體能
，達到更高的境界。

少林寺文化中心的負責
人劉根明（釋延禪）師父，
在美國推廣已有20多年。為
推廣中國正宗少林功夫及中
美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

他是中國武術（少林功夫）
的狂熱推動者，六歲習武，
98年來美，他多次被邀請到
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
、新加坡、日本等國家巡迴
演出，交流並傳授功夫。多
年來，他教授中國武術，在
全球範圍內教授了數千名弟
子。他的學生贏得了國內及
國際數百場比賽，獲得了上
千枚獎牌和幾十個總冠軍，
同時他還多次被邀請去校區
大學講課，及許多不同的社
區進行武術表演教學。為這
些不同的社區表演帶來了多
種族，多元化和各種不同的
贊美和認可，至今一直在為
推廣中國武術傳統文化、正
宗少林寺功夫而繼續努力！

少林寺文化中心除了在
休士頓西南區中國城及奧斯
汀 兩 處 校 址 外 ， 在 Sugar
Land 及 Spring 也設有分校。
多年來該校一直堅持 「禮儀
、自律、自信、團結」 為圭
臬，使人的內涵與體能達到
更高的境界！

圖為圖為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負責人劉根明負責人劉根明（（釋延禪釋延禪））師父和學生師父和學生兩個最高獎兩個最高獎Zachary BrionesZachary Briones 和和Carlos GuzmenCarlos Guzmen

學員學員：：Rebecca GuzmenRebecca Guzmen 學員學員：：Momo MohammadMomo MohammadAustinAustin 分校分校Mario AlvarMario Al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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