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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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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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社區

到2025年
高技術產業吸收外資占比提升至30%

霍尼韋爾宣布與中國寶武鋼鐵集團

旗下公司達成合作，提供氫氣凈化提純

技術和整體解決方案；日本G-TEKT將

投入約3.76億元，在廣州新建生產純電

動汽車車身零部件的工廠；保時捷亞太

賽車貿易（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嘉定

綜合保稅區正式揭牌成立……上半年，

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復蘇，外資領域亮點

紛呈，為“十四五”良好開局邁出穩健

步伐。

“十四五”時期利用外資將有哪

些看點？近期印發的《“十四五”商

務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

不僅明確了吸收外資的預期性指標，

更提出一攬子重點舉措。未來外資將

不斷提質量優結構，更好地融入國民

經濟循環。

——“十四五”時期，預計5年累

計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7000億美元，

提高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和服務業占比

中國吸收外資勢頭怎麽樣？重點項

目很有說服力。從廣州現代汽車氫燃

料電池項目、重慶博世氫動力系統，

到杭州賽默飛生物製藥、上海樂高樂

園……今年以來，一批標誌性大項目紛

紛落地。

數據顯示，上半年新設和增資合同

外資1億美元以上的大項目602個，同比

增長81.3%，比2019年同期增長76%。

與重大外資項目如火如荼的施工進

展相呼應，今年以來，聚焦外資的各類

投資促進活動也在各地火熱展開，結出

一批合作碩果。

從第十二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

會、第二十七屆中國蘭州投資貿易洽

談會等20多場重大展會，到“進博會

走進四川”“跨國公司西部行”等系

列活動，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上半年

各地舉辦各類招商活動900多場，新簽

約外資項目 1400 多個，簽約金額 1700

多億美元。

雖有疫情影響，但中國市場的巨

大磁力仍在，各方聚集合力，當前吸

收外資形勢良好。數據顯示，上半年

全國實際使用外資 6078.4 億元，同

比 增 長 28.7% ，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長

27.1%。無論是以人民幣計還是以美元

計，上半年全國實際使用外資增速都

是近10年來同期最高，規模創歷史同

期最高。

近年來，中國利用外資實現重大

突破。引資規模從 2015年的 1356億美

元增至 2020年的 1493億美元，位居全

球前列。外資存量約2.8萬億美元。引

資質量提高，高技術產業引資占比明

顯提升。

在這樣的基礎上，《規劃》明確了

“十四五”期間吸收外資的主要預期性

指標：5年累計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

7000億美元，到2025年高技術產業吸收

外資占比提升到30%。

“這兩個指標一個強調規模，一

個強調質量。”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

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為，在去年疫

情沖擊的背景下，中國吸引外資逆勢

上升，位居世界第一，說明中國投資

吸引力不斷加大，營商環境越來越好

。同時，近年來高技術製造業和服務

業引資增速遠高於同期吸收外資整體

增速，說明中國對高質量外資的引力

也在不斷增強。今後，中國吸收外資

將更強調量質並重。

——持續放寬外資市場準入，

支持外資企業設立全球和區域的地

區總部、研發中心，參與新型基礎

設施建設

不久前，歐萊雅集團位於上海的靜

華大廈辦公室正式投入使用，這意味著

歐萊雅北亞總部正式落戶上海，同時歐

萊雅在巴黎總部外的首個美妝科技中心

也將落戶於此。

“在華發展 20 余年，歐萊雅成

為中國最大的化妝品集團，中國也

是集團在全球最具戰略性的市場之

一，並有望成為集團在世界範圍內

的第一大市場。這為我們在中國運

營設施的擴張以及北亞總部的成立

奠定了堅實基礎。”歐萊雅北亞總

裁及中國首席執行官費博瑞說，在

中國的總部能級提升，將為集團全

球增長輸送更多動能。

不僅僅是這一家外企的選擇，近

期，上海為30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

10家外資研發中心頒發認定證書，這

當中有生物醫藥、高端智造和高端服

務等上海市重點發展的產業領域，有

行業領軍企業，也有世界 500 強企業

，上海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布局的高頻

選擇。截至 6月底，跨國公司累計在

滬設立地區總部 802 家，外資研發中

心493家。

“在中國，為中國”，地區總部

和研發中心既體現了外企深耕中國市

場的決心，也是助推地區經濟發展的

強力引擎。《規劃》明確提出，支持

外資企業設立全球和區域的地區總部

、研發中心，引導外資積極參與新型

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強調，持續放寬

外資市場準入，引導外資更好融入國

民經濟循環。

白明認為，讓外資更好融入國民經

濟循環，是要引導外資到最合適、最需

要的地方去，同時國際投資要素中有我

們稀缺、歡迎的資源，比如綠色發展、

高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等，正是當前發

展的重點領域，外資大有可為。

“十四五”時期具體怎麽做？外商

投資準入領域將持續擴大，外商投資環

境將不斷優化。

率先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系協定》核準工作，加快製度型開

放；天津、上海、海南、重慶 4省市

被納入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

點；海南自貿港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

單落地……今年以來，擴大開放動作

不斷。《規劃》明確，將進一步縮減

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有序推進電

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

域相關業務開放，穩步推進資本市場

對外開放。

“在吸收外資方面，我們鼓勵更

多外資企業在中國發展的方向不會改

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近日表

示，“十四五”時期，將全面落實外

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維護公平競

爭秩序，保護外商投資的合法權益，

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

環境，持續加強外資企業和外資項目

的服務保障，讓外資企業進得來、留

得住、發展好。

——230家國家級經開區要創新提

升，加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引資力度，聚

焦特色產業鏈“做文章”

吸引外資，還要有平臺。國家級經

濟技術開發區的創新提升就被列入《規

劃》之中。

今年 6 月，國家級經開區實現了

近年來少有的大規模擴容，河北張

家口經濟開發區、江蘇無錫惠山經

濟開發區、浙江頭門港經濟開發區

等 13 家省級開發區成功升級為國家

級經開區。隨著“新鮮血液”的加

入，截至目前，國家級經開區數量

達到 230 家。

“目前，國家級經開區實際利用外

資、進出口額占全國總量的1/5左右，是

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吸收外資的重要

聚集地。通過開放創新，拓展利用外資

方式，強化項目帶動，加快引進跨國公

司地區總部、研發、財務、結算等功能

性機構，利於提升國家級經開區招商引

資質量和水平。”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

張威說。

商務部數據顯示，據初步核算，

2020 年，全國 217 家國家級經開區地

區生產總值 11.6 萬億元，同比增長

6.4%。實際使用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

再投資金額 611 億美元，占全國利用

外資比重為 23.1%；進出口總額 6.7 萬

億 元 ， 占 全 國 進 出 口 總 額 比 重 為

20.8%。

在提高利用外資質量重點舉措中，

《規劃》明確提出，圍繞國家級經開區

創新提升，推廣產業鏈“鏈長製”，加

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引資力度。指導各地

聚焦重點領域，因地製宜健全“產業鏈

圖譜”，建設投資項目信息庫，推動招

商信息共享。

白明認為，各地推廣產業鏈“鏈

長製”，就是要推動特色產業做大做

強，增強在國際產業鏈中的話語權。

從國家級經開區的建設來看，我們有

市場、資源和要素配置能力等基礎，

外資則可以提供技術、管理經驗等優

勢，雙方共同發揮作用，就可進一步

形成合力，催生“化學反應”，更好

實現雙贏。

記者梳理發現，浙江、山東、江西

等多個省份已在全省範圍內實施了“鏈

長製”，尤其是一批國家級經開區聚焦

園區的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鏈，統籌優

質資源，創新招商引資方式，提升數字

化水平，對穩定產業鏈、供應鏈發揮了

重要作用。

總體而言，質量將是未來吸收外

資的關鍵詞。白明說，多年來，我國

吸收外資從小到大，經歷了快速增長

的階段，未來還是以穩為主，重點看

外資結構，看技術含量、綠色含量，

看對中國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貢

獻力。

吸收外資量質並重

融入國民經濟循環

健全“產業鏈圖譜”

美南青年志工休士頓培訓美南青年志工休士頓培訓 開啟臺灣文化推廣之路開啟臺灣文化推廣之路

（本報訊）2021 美華文藝季秋季
講座將自8 月十四日（週六）開始至
十二月底，一共舉辦十五場系列講座
。此活動是由美國人文磚基金會暨美
華人文學會策劃主辦，以及多個美國
文化交流、文學等社團協辦，內容包
括人文、歷史、藝術、建築等研討欣
賞，歡迎參加！

8/14
中國繪畫藝術史上的一個座標｜

中國文人畫
主講：黃佩珍老師；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美術系，國畫組。山水問道於
黃君璧、 孫雲生教授。花鳥問道於林
玉山、黃昌惠、金勤伯（工筆）教授
，動物走獸問道於鄭善禧教授。1993
美國德州 A&amp;M 大學藝術系畢業
，專攻抽象繪畫。講座最後有 20-30
分鐘墨葡萄臨摩，歡迎備紙筆墨一起
畫

8/28
《火焰中的星空》曜變天目密碼

；找回失傳800 年的南宋陶藝極致瓷
藝

主講： 林錦鐘，台灣陶瓷藝術家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授釉藥系統、
窯爐學；符昌鋒導演。林錦鐘著作：
柴燒-曜變天目密碼； 2.陶藝窯爐
學 ；3.釉藥系統（16 萬字）；4.燒
陶 問與答（16萬字）。 「曜變天目」
燒製技術失傳約800 年，直到陶藝家
林錦鐘歷經10多年鍥而不捨地研究實
驗，終於重現世人眼前，天目茶碗、
極光系列日本交流展-參展約40回。

電影特別開放免費欣賞至八月底。連
結：《火焰中的星空》電影紀錄片：
（92 分）；符昌鋒 導演 https://drive.
google.com/drive/folders/
1vJcBQGqEWI3X1-LD-
Li8rwt8vJ8OteC3x?usp=sharing

9/11
胡金銓導演和他的電影情懷｜主

講：陳煒智（Edwin Chen）｜張錯教
授｜楊敦平導演；協辦：胡金銓基金
會

胡金銓自一九六五年以來所開拍
《大醉俠》（香港邵氏）、《龍門客
棧》（台灣聯邦）及《俠女》後，奠
定他在武俠動作片地位，同時亦填滿
了瀰漫台港一大片的中國 「傳統文化
真空」。利用武俠的歷史感 「包裝」
古代傳統，從而演繹歷史，在這方面
他真知灼見，設計出自古代進入近代
的《利瑪竇傳》或《華工血淚史》演
繹了，只可惜壯志未酬，而我們出乎
意料看到的，竟還是他的武俠傳承，
一部拿了四項奧斯卡獎的《臥虎藏龍
》。胡金銓的電影生涯——胡 「導」
與胡 「演」，本此活動，將聚焦在胡
金銓的 「導」和 「演」兩方面，來談
胡金銓的電影生涯。

9/18
美國小說中的悲劇、疏離、叛逆

及浪漫-佛克納、海明威、史坦貝克
「文學之美，在於其悲劇性、浪

漫性及叛逆性」 - 夏烈(夏祖焯)教授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
feated”- 海明威美國文學源自歐洲，

卻一直落在歐洲之後。二十世紀美國
急追趕上，成為文學大國，諾貝爾文
學獎得獎次數竟僅次於法國為世界第
二，原因何在？夏教授將就二十世紀
重要美國小說作家之重要作品、寫作
特色及時代背景作一深入淺出、知識
與趣味並重的講述。美國重要小說是
否仍因襲歐洲傳統，以悲劇性為主？
史坦貝克、佛克納、海明威三位最重
要作家的寫作背景為何？愛情、死亡
、堅毅與挫折在他們的小說中呈現了
什麼糾纏？

10/2
講座題目：老莊社會學- 二十一世紀
的應用｜生活中的科學
主講：白培霖博士。白老師自台大電
機系畢業，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
機電腦博
士，為矽谷及台灣半導體體產業高級
主管，在半導體體產業具有多年經驗
。曾跟隨
經學宗師愛新覺羅‧ 毓鋆研習多年，
至今，仍不時於紀念毓老所創立的奉
元書院等
處講學，並於大學開設極受歡迎的通
識課程 「生活中的科學」

10/9
中華民國的 「史記」：試論蔣介

石日記
主講：戴鴻超教授｜前底特律大

學政治系系主任，知名華裔美籍政治
學者、作家、翻譯家。戴鴻超是多位
研究蔣介石日記的學者之一。他曾經
在2006年到2010年之間，四次到史丹

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蔣介石日記 ，
他認為這是非常珍貴的一手史料， 研
讀從最早的1917年到最後的1972年蔣
介石日記，特別著重他個人要研究的
部分。

10/23
走在鄉愁的路上：郭松棻的文學

作品和他的時代｜郭珠美教授主講
10/31
百分之五最幸運的人- 戴鴻超教

授新書發表會；地點：洛僑中心。時
間：美西時間｜10 月 31（週六）2:
00-4:00pm

10/30 -11/13 中國上古文明系列
｜從攷古看夏商文化及影響及早期經
典傳統的發生

10/30
第一講：中國文明的起源，為什

麽五千年是一個重要節點？｜主講：
李冕教授|UCLA

11/6
第二講：傳說中堯舜禹的時代和

夏 文 明 的 考 古 探 索 ｜ 李 旻 教 授 ｜
UCLA

從五千年到三千年前的早期中國
遺產，如何左右著後世中國文明的一
些基本觀念與文化特徵。

11/13
第三講：商周，三星堆文明與其

世界； 李旻教授｜ UCLA
李旻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史前和青

銅時代中國的考古，重點是國家形成
、社會記憶、講故事、場所營造以及
宗教和社會對氣候變化的反應

11/20
中西方古建築文化智慧｜丁曉齡

、王曉蘭
中西方上古建築智慧，伴隨建築

經驗和文化傳承。二位建築人將分享
二河流域、波斯、土耳其及中國上古
建築，可從中學習到古人綠色設計智
慧，比如波斯風塔、中國地坑院等

12/4
魔幻拉美：文學與藝術/陳小雀

教授｜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
拉丁美洲，一個神秘而遙遠的夢

。拉丁美洲的起源、語言、藝術、體
育，舉世知名的革命英雄、還有富裕
豐饒的多元資源，一向常被讚頌與追
逐。拉丁美洲擁有人類最早的寓意符
號，也因混血雜交的背景，造就了這
片熱情大地的藝術活力。激情四溢、
野蠻原始，卻又絢爛美麗、繽紛多姿
，這是印象中的拉美。但或許你不知
道，拉丁美洲雖像盛夏般熱情奔放，
但有時卻像嚴冬那樣冷峻堅毅。

12/11
霧峰林家歷史｜台中人文
主講： 許雪姫教授，中研院台史

所所長；林家｜林俊明先生：林家老
建築：宮保第；台灣人文歷史系列所
有講座時間為該日

美西時間｜週六｜晚上6:00-8:00
免費上網Zoom ID （所有講座同

）
Meeting ID: 849 4087 6906
Passcode: 953402
連絡：thebricksusa@gmail.com

20212021 美華文藝季美華文藝季，，秋季講座開講了秋季講座開講了！！
王曉蘭｜美國人文磚基金會暨美華人文學會會長敬邀｜電話王曉蘭｜美國人文磚基金會暨美華人文學會會長敬邀｜電話：：71476772417147677241

（本報訊 ）美南地區青年文化志工
(FASCA)團隊自8月6日起在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舉行3天新生培訓課程。8
月 8 日舉辦傳承結訓成果展以及青年志
工年會，現場除了中心主任陳奕芳、副
主任黃依莉，僑務委員陳建賓、劉秀美
、陳美芬、僑務顧問羅唯嘉等來賓以及
家長百餘人出席共同見證成果豐碩的一
刻。

陳奕芳致詞勉勵學員，表示落實
FASCA的信念及理想有賴後續的奉獻社
區及推廣台灣優質文化，如參加在台灣
舉行的英語服務營，持之以恆才能成為
名符其實的福爾摩莎青年文化大使。活
動尾聲陳奕芳並代表僑務委員會頒發結

業證書以及諮詢導師感謝狀。來賓們對
FASCA平時熱心協助僑界及主流社區活
動，以及為僑團注入年輕活力，都讚不
絕口。

今年是美南地區第九次辦理FASCA
新生培訓，計有13至18歲青少年及助教
共71位參加，由休士頓、達拉斯及奧斯
汀 3 個地區分會諮詢導師共同規劃，並
邀請專業訓練團隊精心策劃，以服務、
文化、傳承及領導為訓練核心進行具臺
灣特色的培訓課程。

參訓學員分成 101 隊、玉山隊、黑
熊隊、臺灣樹蛙、藍鵲及鳳蝶等 6 隊，
參與隊旗設計、團呼口號、臺灣文化導
覽簡介、僑務課程、民俗文物製作以及

民俗舞蹈表演，初步認識臺灣文化。
成果展中，全體學員戴上僑委會贈

送的臺灣喔熊口罩，齊喊隊呼出場，特
別吸睛活力十足。學員們除了展示臺灣
舞獅作品外，也熱情演出 FASCA 團歌
〈我相信〉、 「擁抱世界擁抱你」及
「本草綱目」歌曲舞蹈表演，同時播放

學員們自製的影片 「尋根」，充分展現
團隊精神及文化傳承使命。學員家長們
也蒞臨現場，一同觀賞子女 3 天以來的
辛勤成果，現場氣氛溫馨感人。與會家
長紛紛表示，FASCA讓他們的子女認識
臺灣，努力傳承優質多元的臺灣文化，
也培養領導與合作能力，收穫甚豐。

陳奕芳陳奕芳、、黃依莉與全體學員慶祝順利完成黃依莉與全體學員慶祝順利完成Jump Into FASCAJump Into FASCA儀式儀式，，正式成為一員正式成為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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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5月爆疫疏漏 穗問責20官員
常態化防控薄弱常態化防控薄弱 履職不力履職不力 市衞健委主任市衞健委主任荔灣區委書記區長荔灣區委書記區長被免職被免職

��(���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敖敏

輝 廣州報道）經

過兩個月的調查，廣東省紀委12日正式公布廣州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問責情況，共有20名領導幹部被問責。被問責

的官員來自廣州市政府、市衞健委、市疾控中心、市商務

局、荔灣區委區政府、荔灣區白鶴洞街道、荔灣區中心醫

院等，其中包括省管幹部2人、市管幹部11名。上任不足

半年的廣州市衞健委主任黃光烈被免職；此輪疫情重心荔

灣區的兩位主官區委書記陳小華、區長畢銳明亦雙雙受到

免職處理。此次處理結果引發社交網絡熱議，被認為問責

範圍寬、力度大、動真格，顯示出廣東抓嚴抓細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巨大決心。

自5月20日廣州荔灣區龍津街匯鑫閣社區
發生該輪疫情首例確診病例以來，茶樓

傳播鏈迅速擴散至荔灣區南部芳村片區，並波
及佛山多地，芳村片區逾50萬人實施整體封
閉、封控管理。

一個月內累計153人感染
5月20日至6月20日，廣州累計報告153

例感染者。6月13日，在疫情發展逐漸趨緩之
際，廣東省紀委監委、廣州市紀委監委成立疫
情防控問責聯合調查組。

根據8月12日的通報，在疫情發生和處置
過程中，暴露出廣州市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存
在薄弱環節，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存在履職不
力、失職失責的問題。

問責名單中的20人，多來自相關的重要
職能部門，多人是政府機構部門“一把
手”。其中，兩名省管幹部廣州市常務副市
長陳志英和副市長黎明，均屬正廳級。在市
政府分工中分管發展和改革、應急管理等工
作的陳志英受誡勉處理，分管衞生健康、醫
療保障、市場監管等工作的黎明受黨內警
告、政務記過處分。

受處分的市管局級幹部多達11人，市衞
健委、市疾控、荔灣區委區政府“一把手”

首當其衝。市衞健委黨組書記、主任黃光烈
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並被
免職。市疾控中心楊智聰則給予黨內嚴重警
告、政務記大過處分。荔灣區委區政府主要
官員均受到問責，區委書記陳小華和區長畢
銳明均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
分，並被免職。另外，荔灣區常務副區長林
雋、區紀委書記余方海、副區長顧偉星亦受
到相應處分。

一“封”了之致感染數量居高不下
該輪廣州疫情中，共有3個街道曾調整為

高風險區，白鶴洞街道疫情最為嚴重。白鶴洞
街道共有4人被處分，而其他兩個街道海南
街、東滘街則無人在問責名單中。

被問責的官員絕大多數在疫情中參與一線
防控工作，靠前指揮，並多次參與廣州市防控
工作新聞發布會。

在6月3日的廣州市防控發布會上，時任
荔灣區常務副區長林雋面對媒體時稱，“我覺
得我們做得還不夠，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群策群
力，讓隔離區市民更加安心，更加暖心。”

在為期1個多月的疫情當中，廣州探索了
不少創新做法，如成立社區三人小組、安排刑
警參與流調、細化密切接觸者概念、科技力量

投入抗疫等，被指為全國應對德爾塔變異毒株
疫情探索了新方法、新經驗。

不過，廣州疫情防控中亦存在一些明顯
漏洞。例如，“重災區”白鶴洞鶴園小區多
為長者，未及時根據社區特點採取更果斷的
措施，初期只是一“封”了之，未有更細化
方案，導致社區感染者數量長時間居高不
下；而社區長者用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亦未很好得到保障，引發部分居民不滿。最
終，鶴園小區數千居民在疫情發生半個月後
被整體轉移。

密接者管理漏洞明顯
漏洞還存在密切接觸者的監測和追蹤以

及健康碼的管理上。疫情爆發後，一名曾在
高風險地區就餐、活動的男子祝某，在其父
母確診後，仍然可以暢通無阻地去到多個公
共場所，導致廣州多區被管控，大量市民受
影響。有廣州市民在朋友圈發文稱，“作為
密切接觸者，祝某在一個多星期中自由活
動，被刑拘咎由自取，而防控部門工作也存
在重大漏洞。”

截至目前，廣州此輪疫情的“零號感染
者”（被感染的第一人）仍然不明，首位確診
的阿婆被感染的時間和地點也仍不明。

●●1212日日，，廣東省廣州市林和街天廣東省廣州市林和街天
河北社區河北社區，，市民在一臨時核酸檢市民在一臨時核酸檢
測點進行核酸檢測測點進行核酸檢測。。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12
日，根據廣州市天河區政府發布的消息，該區發
現一例入境人員隔離期滿後新冠病毒陽性患者，
該患者已出現發熱症狀。值得注意的是，在居家
健康監測期間，該男子曾到過超市等地方，估計
會帶來一定數量的密接及次密接人員。

重點區域已封閉管理
12日下午，廣州市天河區政府發布消息稱，

當日凌晨4時50分，該區接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
院報告——1例入境人員解除集中隔離後，居家隔
離期間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初篩陽性。天河區立即
啟動疫情處置應急預案，開展流行病學調查溯
源、人員排查管控、核酸篩查等工作。12日上午
開始，涉事的天河區遠東大廈等重點區域已實施
封閉管理，並開展區域內全員核酸檢測。

據悉，患者為一名鄭姓24歲男性留學生，7
月24日其自英國乘坐航班從白雲國際機場入境，
閉環轉運至佛山定點酒店集中隔離觀察14天。8
月7日解除集中隔離閉環轉運至天河林和街天河
北社區遠東大廈，實施7天居家健康監測。

根據通報，鄭某8月7日結束隔離後，由隔離
酒店送至廣州火車站廣場指定地點，並由其家人
接送至居住的遠東大廈。8日在居委會報備後，其
在天河區林和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做核酸檢測顯示
為陰性。同日，先後去過樓下一家超市、五金店
購物；9日，到一家早餐店購買早餐。11日，鄭
某出現發熱症狀，戴口罩自行步行到醫院就診，
核酸檢測初篩陽性。目前，患者已閉環轉運至廣
州市第八人民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12日晚，廣州天河區林和街道以及附近的石
牌街道均發布消息，對轄區內居民開展全員核酸
檢測。林和街道、石牌街道均是天河區人口較大
的街道，常住、暫住總人口超過20萬人。

據廣州市衞健委今年3月確認，入境人員在
結束14天集中隔離觀察及相應次數核酸檢測後，
可不進行7天居家隔離，在居住地報備並居家健
康監測7天即可。健康監測期間，非必要不外
出，如需外出須保持距離、佩戴口罩等。

廣
州
現
1
輸
入
病
例
曾
去
過
超
市
早
餐
店
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華商報》報道，近日，中國國家體
育總局辦公廳發布“關於推遲舉辦第十四屆全運會群眾賽
事活動的通知”，根據安排，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將於9月
15日至27日在陝西舉行。

通知中稱，鑒於當前全國多地發現本土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給疫情防控工作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嚴重性，根據《體
育總局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與體育工作領導小組關
於進一步加強總局系統體育賽事和活動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和7月30日領導小組會議精神，為減少人員流動和聚
集帶來的風險，確保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經研
究陝決定推遲舉辦第十四屆全運會群眾賽事活動。

疫情未止 全運會群眾賽事延遲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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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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經 濟 2021年8月13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周文超

中資電訊股陸續放榜，中移動12日

公布中期業績，上半年實現股東應佔溢

利591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

長6%，為近10年來最大中期淨利潤增

幅；中期息派每股1.63港元，同比多派

6.5%。從美股退市後中移動已啟動回A

進程，董事長楊杰12日於電話會議中透

露，下半年全力推進回A計劃，力爭年

內完成在A股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7月份社融、信貸等金融指標均不及預期，A股大
盤乘勢回調，滬深三大指數收綠。截至收市，滬
綜指報3,524點，跌0.22%；深成指報14,901點，
跌0.79%；創業板指報3,386點，跌1.47%。兩市
共成交13,048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
淨流出近2億元。行業板塊中，航天航空、釀酒、
船舶製造、保險、民航機場等跌幅居前；貴金
屬、有色金屬、化肥、鋼鐵等逆市收漲。市值近
2,000億元的“鹽皇”鹽湖股份午後漲停，帶動鹽
湖提鋰概念股人氣回升，最終西藏珠峰、東華科
技、兆新股份等均飆至漲停。

植信投資研究院研究員路宜橋觀察到，新能源
和芯片等高端製造產業今年二季度起迅速回暖，引
大量機構投資者進場，逐漸形成抱團之勢。截至二
季度末，公募基金在高端製造業的資金投入已達到
抱團標準，A股第五次機構抱團已然形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萬洲國際12日
於收市後公布中期業績，生物公允價值調整後的
純利為6.52億美元，按年多賺105.68%。此外，
該公司12日有一系列重要人事變動，當中主席
萬隆辭任行政總裁，由原任首席財務官的郭麗軍
繼任。

郭麗軍：擴大業務規模
期內，收入按年升6.81%至133.31億美元。生

物公允價值調整後的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為6.52
億美元，按年升105.68%。生物公允價值調整後

的每股基本盈利為4.42美仙。每股維持派中期息
5港仙。
新任行政總裁郭麗軍於電話會議透露，公司過

往有在歐洲與北美進行併購，日後若有合適機
會，亦會進行併購。同時，公司會持續擴大業務
規模，例如發展包含雞肉與牛肉在內的肉類蛋白
業務，以及透過調整產品組合，以最大程度提升
附加值，以及促進營銷創新以擴大銷售。
公司於業績公告上表示，2021年非洲豬瘟及

新冠病毒對公司的負面影響正在消退，惟全球通
貨膨脹給公司帶來新挑戰。因此，除了保障員工

及動物免遭疫情，公司將繼續完善其一體化產業
鏈，以應對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提高智能化、自
動化及信息化程度以改善生產效率和增加成本效
益，擴大經營地域及引入蛋白多樣化以加速增
長。

甄錦燕任首席財務官
據公司公告，萬隆辭任行政總裁，郭麗軍獲委

任為行政總裁；郭麗軍辭任首席財務官，甄錦燕
獲委任為首席財務官。上述人事變更12日起生
效。

中移動半年多賺6%力爭年內回A

對於中期派息有所增長，楊杰解釋，上半年
集團收入及溢利錄得良好增長，派息也相

應提升幅度。他承諾，回歸A股後也會保持這樣
的派息趨勢，不會固定派息比例，目標是每股
收益年年都能有增長，以回饋股東。

“共建共享”略有延緩
5G投資仍處高峰期，集團持續加強5G基

礎建設。楊杰介紹，5G相關投資上半年共計
502億元，截至6月底，累計開通50.1萬個5G
基站，為全國地市以上城區、部分縣城及重點
區域提供5G服務，計劃年底5G基站超70萬
個。

值得留意的是，上半年中移動資本開支共

使用860億元，僅完成全年指引的47%，按年更
是下降15%。不過，楊杰認為額度使用正常，
他否認受到上游芯片短缺的影響，稱不同於手
機行業，網絡設備所需貨量影響並不大。不過
與中國廣電的“共建共享”計劃略有延緩，他
坦言在700兆赫頻譜基站的建設上，已完成招
標、採購設備等，惟建設上仍需與廣電溝通協
商。

移動ARPU回升
期內，中移動營運收入達4,436億元，同比

增長13.8%，其中通訊服務收入按年升9.8%至
3,932億元。截至6月底，移動客戶達到9.46億
戶，其中5G套餐客戶達到2.51億戶，淨增0.86

億戶；權益融合客戶達到1.1億戶，淨增3,135
萬戶；和彩雲月活躍客戶達到 1.16 億戶。

鑒於5G推廣、5G客戶增多，期內移動AR-
PU達52.2元，同比增長3.8%，扭轉了自2018
年以來的下滑趨勢，個人市場收入實現了正增
長，達到2,555億元，同比增長0.7%。

此外，中移動計劃將A股上市籌資將用來
推動5G網絡建設，更會加強和迎合數智化轉型
的市場需求。楊杰認為，同業競爭從早前的基
礎建設轉至產業鏈，再從產業鏈延伸至了生態
圈。集團正通過“產業+資本”的雙重連接，進
一步拓展信息服務“親戚圈”，構建數智化產
業生態體系，上半年該部分的股權投資收益對
淨利潤貢獻佔比已達到11%。

中移動中移動20212021年中期業績撮要年中期業績撮要

營運收入營運收入
EBITDAEBITDA
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移動移動ARPUARPU
移動業務表現移動業務表現
移動客戶總數移動客戶總數
55GG套餐客戶數套餐客戶數
有線寬帶客戶數有線寬帶客戶數

（（元人民幣元人民幣））
44,,436436億億
11,,620620億億
591591億億
11..6363港元港元
5252..22

99..4646億戶億戶
22..5151億戶億戶
22..2626億戶億戶

按年變化按年變化
++1313..88%%
++1111..22%%
++66..00%%
++66..55%%
++33..88%%

--00..11%%
--
++1414..44%%

萬洲國際中期多賺1.05倍

A股三大指數集體收跌

●中移動12日公布中期業績。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商
人林建岳旗下麗新系的麗新發展12日宣
布配股，以及進行“2供1”供股，兩者
合共集資淨額最多逾16億元（港元，下
同）。

麗新國際與麗新發展12日聯合公
布，與認購方Jinlong Road Limited和管
理人Argyle Street Management Limited
訂立認購協議，認購方同意認購麗新發
展合共約6,766.98萬股新股，佔擴大後
已發行股本9.95%，認購價6.95元，較
麗新發展 12 日收市價 6.86 元溢價約
1.3%，涉及資金約4.703億元。

部分款項用於還債
當中一半現金支付、一半以發行承

兌票據方式支付。扣除開支後，估計所
得款項淨額約4.7億元，當中約2億元用
於償還銀行借款，餘下為未來物業投資
或發展項目提供資金。

同一時間，麗新發展公布“二供
一”供股，每股供股價3.43元，較其12
日收報6.86元折讓約50%，發行約3.39
億股供股股份，淨集資最多約11.65億
元；若悉數行使購股權，將發行約3.45
億股，淨集資最多11.86億元。該集團估
計供股所得淨額約11.5億至11.71億元，
至於供股所得資金約6億元用於償還該
集團經營所需產生的若干銀行借款，餘
下款項則為未來就物業投資或發展項目
的投資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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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國內出現第一例哥倫比亞B.1.621病毒變異株！
疫情指揮中心公布近1周境外移入個案的基因定序結果，共驗出
4例Delta變異株、1例Alpha變異株及首例哥倫比亞B.1.621變異
株個案，為本國籍60多歲女性，曾接種兩劑BNT疫苗，入境時
無症狀，但經檢驗陽性確診。

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表示，哥倫比亞變異株今
年1月在國際首度被驗出，目前至少已在28個國家現蹤，從南美
洲往美國擴散，美國有2％的患者都被驗出此變異株，也有少數

歐洲國家曾發現它的蹤跡。
羅一鈞指出，國內首例哥倫比亞變異株個案為60多歲本國

籍女性（案15858），8月3日自美國入境時無症狀，但機場唾液
採檢為陽性，Ct值29，從防疫旅館轉送集中檢疫所後，12日晚
間再轉送至醫院負壓隔離病房，再次採檢Ct值為35。

至於6例驗出Delta變異株的境外移入個案，分別來自英國、
美國、馬來西亞和以色列；1例驗出Alpha變異株的個案則是從
大陸入境。

羅一鈞表示，目前國內境外移入個案基因定序結果共發現7
種變異株，分別是42例Delta印度變異株、39例Alpha英國變異
株、6例Beta南非變異株、6例Gamma巴西變異株、2例Theta菲
律賓變異株、5例加州變異株，以及1例哥倫比亞變異株。

另外，國內昨日新增本土個案4例，境外移入個案則有14例
，有5人曾在國外接種BNT、莫德納疫苗，其中2人為突破性感
染，確診個案亦新增2死，分別為60、80多歲長者。目前國內共
累計1萬4615名確診者、819人死亡。

（中央社）台灣社會拼解封，除精準疫調、還要加
速普及疫苗接種率，台中市率全國之先提出 「疫苗快打
站」計畫，在18家專責醫院、29區衛生所外，佈建64
處社區快打站，除了市府民政、衛政系統動起來，基層
醫師放下診所工作熱情投入，大台中診所協會理事長陳
俊宏說，大家就是希望早點築起防護網，讓台灣社會早
日解封。

早在五月中旬國內爆發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台中市
300多位基層醫師成立防疫自願軍，6月15日因應中央
擴大為85歲以上長者等前六類人員施打，台中市首度
全面啟用64處社區快打站為民眾接種，大台中診所協
會、台中都診所協會、台中市山海屯診所協會共同響應
，召募基層醫師、護士以及行政人員投入疫苗施打作業
。

大台中醫師公會理事林恆圭說，佈建快打站，是相
當龐大的工程，前置作業費很大的功夫，一開始要號召
診所醫師參與並提供可投入的時段，不只醫師，還要有
護士、行政人員，讓他感動的是基層的醫師踴躍響應，
兩天就有300多位醫師參與。

但疫苗來的時間不確定，地點也多次變更，這次64
站同步開打光硬體佈建就改了9次，軟體也多次修改，
讓民眾接種完後可以離線登錄。

他也說，經過這次為高齡長者接種的經驗，在不求
快的速度下，1個上午可以打200到300人，但如果真正
動起來，台中市一天要打5萬人次沒有問題。

大台中醫師公會理事長陳俊宏坦言，穿著防護衣、
戴護目鏡、N95口罩，不到兩小時，滿身大汗，為了避
免穿脫，醫護們盡量工作時忍著不上廁所，而不少醫師
白天在快打站忙完後，晚上持續看診，他強調，大家都
是社區裏基層診所的醫師，快打站照顧的也是社區民眾
，大家不怕苦，為的就是台灣趕快解封，恢復到以前的
生活。

台中市衛生局統計這批73500劑AZ疫苗，台中市
共接種76967人，達成率百分百；其中64處快打站一共
完成48515人次接種，佔63％，衛生局長曾梓展說，台
中市以疫苗接種合約注射醫院為基礎，基層診所發揮螞
蟻雄兵的力量協助市府佈建快打站，個個都充滿熱情與
使命感投入抗疫行列。

雙北疫苗斷流 10天沒得打
議員批中央 「飢餓行銷」 護航高端

（中央社）台灣水泥公司捐贈慈濟1億元購買BNT疫苗，
慈濟慈善基金會昨日發表聲明，感謝台泥董事長張安平與董事會
共襄盛舉，在提供的資料中提及 「將與鴻海、台積電一樣，在9
月以同等數量陸續輸入」，透露了BNT疫苗可能來台時間。慈
濟發言人隨後表示，9月為期待時間，一旦有確切送達時程，會
跟大家報告。但據指出，慈濟、台積電及永齡基金會購買的1500
萬劑BNT，首批的確可望於9月中、下旬抵台，數量在180萬劑
左右。

一起買疫苗 台泥捐1億元
慈濟慈善基金會表示，基金會已在 7 月 21 日簽訂 500 萬劑

BNT疫苗採購合約，採購的疫苗將全數捐給政府主管機關，作

為國人施打使用，目前已有包括台泥等企業參與護持共善效應，
期望全民早日脫離疫情陰霾，以最短時間恢復健康生活與正常經
濟活動，並讓莘莘學子平安返回校園。

外界關心，台積電、鴻海及慈濟購買的1500萬劑BNT疫苗
何時會來？相關人士透露，首批180萬劑BNT疫苗可望於9月中
、下旬抵台。對此，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疫苗很有可能
會來，但時間與劑量還不明確，疫苗是很多人的努力，無論是民
間或政府等努力，大家都全力協助進展順利。

三家買方 以同等數量輸入
另近期9.96萬劑莫德納及52.4萬劑AZ兩批疫苗接連到貨，

民眾關注這兩批疫苗是否有機會接續在第六輪高端後，投入第七

輪接種行列，陳時中指出，第七輪打AZ的可能性相對高，更透
露 「現在疫苗到貨會比較多」，要看這幾天疫苗到貨情形才會做
最後決定。

陳時中表示，目前針對第一到十類對象已經安排相當程度的
接種，接下來目標是依照年齡層往下開放，青年人活動力強，而
且是社會的主要生產力，他們也需要保護，但也不排除因為疫情
關係，針對高風險族群加強第一劑或第二劑接種， 「要保留多少
比例打第一劑和第二劑，我們也在精算」。

至於國內疫苗覆蓋率，根據指揮中心統計，12日單日接種
15萬8706人次，國內已累積接種960萬2785人次，目前疫苗人
口涵蓋率為38.37％，劑次人口比則為40.91％。

（中央社）第六輪高端疫苗意願登記至昨
天中午結單，總共有113萬人勾選高端，扣除同
時選莫德納已打的民眾，則還有90多萬人，但
目前高端通過封緘檢驗僅35萬多劑，疫情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日前表示，第六輪會有60萬劑，
且希望能到80萬劑，但昨天又說，檢驗封緘的
主動權不在他，對於高端開打劑量 「我沒有辦
法很有把握」。

外界質疑高端疫苗數量尚未充足，為何能

開放第六輪接種， 「60萬」這個數字又是從何
而來？陳時中解釋，過去每一輪疫苗接種規劃
的量，都是以進貨量為主，待檢驗封緘完成就
往下配發，但是如果檢驗沒通過，就不能用了
；高端疫苗也是一樣，60萬是到貨量，實際數
量需待封緘檢驗完成後才會確定。

第六輪高端將在8月16日開放預約、23日
開打，依目前60萬的到貨量，但通過封緘檢驗
僅35萬多劑，等於有近半還要再驗，陳時中表

示，已有5批通過食藥署封緘檢驗，另有9批檢
驗中、8批待補件，這兩天高端的數量會清楚一
點，希望讓更多人能打得到。

高端疫苗總經理陳燦堅近日接受寶島聯播
網專訪時則表示，疫苗在製造過程中，每個階
段都有不好的， 「不行的就要淘汰」，政府對
高端的檢驗，比進口疫苗還嚴格，強調高端交
出去的成品，良率是100％。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昨則揭露，民眾接種AZ

或莫德納疫苗時都會拿到 「仿單（接種須知
）」，清楚記載疫苗保護力，但經函詢衛福部
是否也會說明高端數據，卻回覆 「此屬廠商個
別數據，涉及營業祕密不便回應」，立委陳玉
珍說： 「意思就是你可以打高端，但政府不打
算告訴你有沒有效，這未免太黑箱！」已違反
《藥事法》，近期會再向法院告發陳時中圖利
。

慈濟與企業購贈BNT 下月可望到貨180萬劑

打疫苗仍染疫 哥倫比亞病毒株首度侵台

高端有多少可打 陳時中稱沒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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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 「有人盜用你的資料申辦新健保卡，積欠藥
物費10餘萬元」，一名周姓民眾接到這通電話後，急的給個
人資料，但感覺怪異，趕快到南投縣警局中興分局光明派出
所求證，值勤員警劉俐均確認僅提供身分證字號，尚未提供
個人金融帳戶等資料，也未聽從指示轉出任何金錢，女警劉
俐均人美又耐心說明，及時保住民眾的10萬元，避免淪入詐
騙集團騙術。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中興分局光明派出所員警劉俐均日前
接獲轄區周姓民眾報案，稱他接到健保局人員電話，告知有
人盜用他個人資料申辦新健保卡，致積欠藥物費用達10餘萬
元，希望他能提供個人資料，以協助將該案交給警方偵辦。

周姓民眾聽到欠繳費用急如熱鍋螞蟻，情急之下一時未
查，便將個人資料提供，事後感覺怪異，於是到派出所求證
。

員警劉俐均了解相關情形後，確認民眾僅提供身分證號
，尚未提供個人金融帳戶等資料，亦未聽從指示轉出任何金
錢，便詳細向他解釋這是詐騙集團常用手法，一定不要聽信
任何指示前往操作ATM，也不要加LINE翻攝個人證件傳送
。

光明派出所提醒，近期佯稱健保局及中華電信的詐騙案
件非常多，如再次接獲類似電話時務必先求證，或撥打派出

所電話、165反詐騙專線請求協助，周姓民眾對員警能熱心
為民服務，詳細耐心說明詐騙集團詐騙手法，表示非常感激
，稱讚員警 「揪感心」。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長呂新財深表示，詐騙集團以佯稱民
眾健保卡使用紀錄異常方式對民眾施詐，往往造成民眾嚴重
的財產損失，要求各分局應竭力偵破詐騙案件，並溯源偵破
詐欺集團案件，以有效杜絕詐欺犯罪。

南投中興分局長黃念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期間
，行政機關也提供網路便民申辦服務，詐騙集團看準此一趨
勢，利用民眾重視就醫需求的必要性，謊稱民眾健保卡將被
停卡，要求民眾提供相關個人資料遂遭詐騙破財。

黃念生呼籲，健保局不會以電話通知民眾違反健保法令
或將要鎖、停卡等訊息，也不會要求民眾按鍵轉接服務人員
，請民眾提高警覺，以免遭詐騙集團套取個人資料，或蒙受
其他損失。同時也請民眾提醒家中老人，接獲來歷不明的電
話，絕對不要提供個資，以免受騙上當，並立即撥打165防
詐騙專線檢舉。

警方提醒民眾也可以多多點閱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中興
分局」臉書粉絲專頁持續更新各種 「詐騙手法」及 「防詐新
知」，並不定期舉辦有獎徵答活動。

民眾被騙健保卡使用異常民眾被騙健保卡使用異常
南投中興正妹警機警阻詐南投中興正妹警機警阻詐

新北高工停車場動土 方便捷運轉乘
（中央社）捷運海山站周邊人口逐年增加，停車空間不足，

違停、人車爭道亂象頻頻出現。新北市府為改善周邊停車機能、
提升捷運轉乘率，爭取前瞻計畫補助，在鄰近捷運出口的新北高
工設置地下3層樓停車場，預計2023年7月前完工，未來將提供
217個汽車位、733個機車位。

新北市長侯友宜、當地民代昨日出席新北高工地下停車場動
土典禮。侯友宜表示，新北高工距離捷運海山站200公尺，民眾
多會騎乘機車轉乘，但海山路以南多為老舊社區，學府路及明德
路雖已畫設停車格，但仍無法滿足當地停車需求，新建停車場不

僅能解決停車問題，新北高工也能保有立體公園綠帶、戶外球場
的區域，達到市有土地活化共享的目標。

新工處表示，新北高工地下停車場斥資約4.83億元，其中約
1.6億元為前瞻計畫補助，停車場樓地板面積約3933坪，設置在
校內的鏈球場及籃球場區域，內部也將保留20%的電動停車位，
停車場完工後，地上會設置3座有頂蓋的風雨球場、1.5座戶外空
間球場供師生及民眾使用，另因應學校改建需求，地上層也會保
留可以興建教學大樓的結構。

交通局表示，停車場以山、海、城為設計概念，一樓的草坪

大階梯是未來共構大樓預定地，旁邊的3座頂棚風雨球場，將利
用色彩和屋頂律動，營造海浪般的空間概念；車道和人行出入口
處、校園內外擋土牆將以動土紋理創造城牆意象，呼應在地空間
意象和校園特色。

交通局長鍾鳴時說，新北市22案前瞻補助興建停車場，目
前已啟用三重商工地下停車場、蘆洲永康公園地下停車場、三重
公37地下停車場和新莊民安國小地下停車場，今年將力拚完成
金山立體停車場、板橋新埔國小地下停車場、三重興穀國小地下
停車場和光榮國小地下停車場4座前瞻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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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於8月9日宣布，申請人可在遞交綠
卡申請的最後一步的同時申請社安號。移民局批
準綠卡後，會將相關信息自動轉到社會安全局，
申請人可以免去親自到社會安全局申請的舟車勞
頓。

在美國工作需要有工作許可。大家常有這樣
的疑問，勞工部已經批準了我的工卡，我可以合
法工作了嗎？我有工卡號碼，是否就可以在美國
合法工作？我剛下飛機，可以申請工卡嗎？

什麽是工卡？什麽樣的工卡可以讓外籍人士
合法工作？希望本文可以給讀者一個解答。

大家談論的工卡有三種類型，第一類是移民
局頒發的工作許可卡, employment authoriza-
tion card, 又稱EAD卡。卡上有申請人的照片和
指紋。最常見的符合條件申請工作許可卡的人士
包括：I-485遞交之後，基於調整身份所申請的
工卡；Ｅ，Ｌ，Ｊ簽證持有人的家屬，難民和政
治庇護獲準人士（又稱A5卡），學生畢業後的
實習期。有了工作許可卡後,即可在美國合法工
作，也可以申請社會安全卡。

第二類是社會安全卡，social security card.
是由社會安全局頒發的，卡上有一個九位數的號
碼和申請人的名字。與工作許可卡的區別是卡上
沒有照片和指紋。這個號碼終身有效，不因申請
人的移民身份而改變，在報稅時需要提供。有了
移民局頒發的工作許可卡就可以申請社會安全卡
，但是有社會安全卡並不意味著就可以在美國合
法工作。例如，在早期，持有商務簽證的人也可
以申請社會安全卡，但是持有商務簽證的人不可
以在美國合法工作。目前申請社會安全卡需要提
供護照以及在美國可以合法工作的證明文件，如
工卡，有時社會安全局要求申請人提供出生公證
。

第三類是勞工卡，labor certification。勞工
卡是勞工部頒發的，通常是職業移民的第一個步
驟。是第二優先（國家利益豁免除外）和第三優
先職業移民申請人的必經之路。勞工卡是美國為
防止外國勞工沖擊美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的移民
程序。根據美國移民法，勞工部在審批每一件勞
工卡申請時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工卡申請
時，沒有合格的美國工人存在、願意並且能夠從
事雇主為外國申請人提供的工作；2、雇傭該申
請人不會對從事類似工作的美國勞工的工資條件
造成負面影響。 3、雇主支付外籍工作人員的工
資不得低於勞工部規定的薪資標準。勞工卡批準
之後，才可以進行下面的職業移民申請。勞工卡
的取得並不直接使得申請人可以合法工作。只有

在I-140和 I-485已經遞交，並取得工作許可卡
之後，才可以合法工作。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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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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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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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申請人不能按打指紋通知上的時間赴約，應盡早
跟移民局聯系延期。移民局近日關閉了位於弗吉
尼亞的延期處理中心，申請人不再能以郵寄的方
式要求指紋延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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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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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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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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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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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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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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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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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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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到 周 五:9:00AM-5:
00PM, 周六:10:00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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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林麗卿憂慮與傷痛全消

◎白 衣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Kelvin弟兄生命中作新事，讓Kelvin更深的

經歷God的權能醫治，上帝的醫治發明在

Kelvin身上，主耶穌寶血遮蓋Kelvin,潔淨

Kelvin身體內不好的Covid-19 病毒，主聖

靈大大充滿Kelvin弟兄，主耶穌謝謝祢要

在祢兒子Kelvin生命中做新事，我們相信

你，等候你，讓醫護人員知道是祢恩待了

Kelvin,因祢說祢要憐憫誰，就憐憫誰，祢

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感謝祢主耶穌，祢是不誤事的神，我

們相信祢是做新事的神，祢是在曠野開

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神，雖然Kelvin病
了住入醫院，主耶穌祢也知道祢愛的兒

子Kelvin病了，但我們深信祢的恩典夠他

用，祢的恩典在敬畏祢的人身上是顯得何

等浩大，我們不懷疑，不埋怨，相信萬事

互相效力，要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謝謝主

耶穌，祢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發

怒...，祢做我們的高台，山寨，避難所，

拯救，詩歌，力量，我們愛祢，祢是我們

生命的主宰，我們敬拜祢，跟隨祢，事奉

祢，直到主耶穌再來。奉耶穌基督的聖

名禱告，阿們!感謝主耶穌聽我們同心為

Kelvin的祈禱，阿們！

8/9/21 友人來信
感謝潘師母轉發分享培琍牧師的信

息：

寬恕曾經傷害過你的人，因為他們無

知而犯罪。用情感的愛做不到愛仇敵，用

智慧的愛才能做到。恨會讓人生活在黑暗

中，如同眼瞎了看不到光明、美好，沒有

盼望。愛人如己。　　　　　～～~檸檬

筆者上youtube
收看8/10劉彤牧師勉

勵”面對一波一波

的疫情，我們最需

要的是什麼?”
茲摘錄劉彤牧師勉勵”面對一波一波

的疫情，我們最需要的是什麼?”…..是對

神的信心。

使徒約翰對當時教會遭受逼迫，他寫

下對神有信心。

《約翰一書5章4節》因為凡從　神生

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

是我們信心。

我們每天從新聞報導，手機轉發消

息，得知全球許多國家新冠病毒與Delta變
異株快速傳播

，人人心中充滿恐懼與不安，落入灰

心與絕望。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5章7
節》說: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

憑著眼見。

什麼是信心呢？《希伯來書11章1
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

的確據。

在疫情中要抓住應許，祂必將心意向

你顯明。劉牧師提醒大家處在疫情之中，

很容易只憑眼見而落入灰心的光景，他勉

勵弟兄姐妹要呼求天父來打開自己信心的

眼睛，有信心面對一切困境，來到神面前

求告神，不要單看環境，更要看見神在環

境中所要做的事情，不要因為看不見，

就馬上放棄，而要抓住神的應許，持續禱

告，神就必將祂的心意向你顯明。

《耶利米書33章3節》你求告我，我

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

事指示你。

8/9 今晚7-8pm為國際加利利宣教士線

上禱告，其中聖經經文分享是《以賽亞書

43章19節》8/1主日禮拜經文也是《以賽亞

書43章19節》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

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

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近兩年多，筆者常見《以賽亞書43章
19節》不斷出現N次(10多次)...無論聽道、

聽唱詩歌、看聖經經文月曆、看聖經、看

基督教刊物等，都看見此經句出現在我眼

前、在我耳中響起。

筆者要用《以賽亞書43章19節》來為

Kelvin弟兄醫治宣告禱告，相信上帝要在

面對一波一波的疫情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困憂如何紓解？

我是個很憂慮、悲觀的人，對自己毫

無信心，又是個無神論者。媽媽拜黃大仙、

觀音，我覺得她迷信；看見香港街頭有橫

額寫著「信耶穌得永生」，覺得他們譁眾

取寵，是沒可能的事。我做夢也沒想到自

己會信耶穌。

二○○二年底，家裡老人家患病，而

我跟丈夫的關係又很差，本打算伺候老人家

終老就離婚。心想，老人家離世就是解決

我們夫婦問題的時候了。當時內心很矛盾，

我們這樣，兒子很無辜，我感到人生既無

奈又無助！不知該怎辦？

突然記起有人說，去教會可得到幫助。

初時只有這個念頭，沒付諸行動。二○○

三年復活節前收到四張邀請我們去教會的

卡片，其中一個主題是「人生是甚麼？」

很吸引我；於是去參加他們的復活節崇拜，

坐了兩小時，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煩惱。之

後去了兩、三次，因路程太遠，時間又不

配合，就沒再去。

走過黑暗日子

二○○四年九月，我患上乳癌，晴天

霹靂！當時，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禁問：「世

上那麼多人，為何偏偏選中我 ?!」
醫生說癌細胞沒擴散，但要做手術和

化療。手術後，我不用吃止痛藥，每兩星

期做一次化療。化療期間，人變得很虛弱，

頭髮全脫落，手指和腳趾的神經受損，變

得麻木。味覺只嚐到苦澀，還好沒有反胃

嘔吐，反而每晚半夜都感到餓，要吃宵夜，

結果短短兩個月內重了十磅。

真是禍不單行，那段日子，家裡的冰

箱、爐頭、微波爐全壞，要換新的。當時，

身心靈應該跌至谷底；但上帝的恩典托著

我，我竟能為尚存的生命而歡欣。就像詩

篇廿三篇上所說的：「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因為與我同在， 的杖、

的竿都安慰我。」後來，我直接或間接認識

幾位朋友，她們都先後患上乳癌，上帝給我

的安慰也成為她們的安慰。哥林多後書一章

4 節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

們，叫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

遭各樣患難的人。」

手術後，在家休養，有人來領我查經，

我隨手一翻，驚訝聖經上有那麼多的格言，

這是我第一次看聖經，剛巧翻到箴言。從此

我很喜歡讀聖經，雖然不明白，但上帝的話

語伴著我走過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二○○六年，世侄女 Celia 和她丈夫

Gary 決定回香港定居，離開前，送了她最

心愛的聖經給我，就是 Gary 送給她的第一

本中英文聖經。因是中英對照，我藉此可學

習英文，就更喜歡閱讀了。

上帝在其中工作

二○○七年六月，Celia 從香港回美，

打電話找我，剛巧那天經理去墨西哥渡假一

星期。我與她談到在公司的不平等待遇。當

經理修讀商業管理碩士課程時，他教我做很

多事，我挑起他的工作，他能專心讀書。這

件事沒人知道，豈料他讀完書沒有升職，對

我有點猜忌。我是公司唯一的亞裔，被人歧

視，經理卻容許他們這樣，我很不開心。很

多時候，特別在他們對我不好的時候，我會

向上帝禱告，抒發心中的忿怒。

跟 Celia 傾談後，那天晚上，我感到心

灰意冷，睡前跪在床前禱告說：「父神，我

不再想了，只把我的前途交給。」一星期

後，經理休假回來，打電話給我說，他整個

旅程都覺不適，懷疑食物中毒。他對當地醫

生沒信心，所以回西雅圖才看醫生。兩小時

後，經理的前妻打電話來，說他的盲腸爆

裂，應該已爆了好幾天，毒已走遍全身，須

立即入院做手術。手術後一星期，身體仍不

適，因還有毒素在體內，又要再做手術。一

星期後在他母親家休養，又因併發症再送急

診。

經理沒上班一個多月，公司運作一切

正常。上層漸漸了解，很多工作都是由我擔

起的；但我卻非常害怕，於是問父神：「我

該怎辦？」過了不久，Gary 建議與我網上

查經。他把資料電郵給我，我做完了查經功

課便電郵給他。這使我認真去思考上帝的話

語，開始認識福音和主耶穌。

信主、決志、受浸

Gary 帶領我查經，

首先要看聖經，從聖經

中找出答案。起初我摸

不著頭腦，他就教我反

覆思考經文的內容、人

物、地點和上文下理，

引導我重複又重複地感

受經文的信息。果然，

讓我的思維擴闊且有深

度，答案也就呼之欲出

了。

本來我與丈夫關係

不好，自己又患癌症，

有一段時期覺得患癌是個最好的解決方法

──犧牲自己救這個家，是值得的。直至

有一天，讀到羅馬書五章 6 至 8 節說：「因

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

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

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

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相對於主耶穌的犧牲，我所受的苦又

算得甚麼？簡直不配！這使我與主耶穌的

關係拉近，祂不再只是上帝的兒子；而是我

的救主。祂為救世人，甘願降世成人，被釘

死在十字架上，用祂的寶血洗淨世人的罪。

終於在二○○七年十二月七日我決志相信

耶穌基督，之後殷勤參加教會聚會。先在主

日學裡跟牧師學習約翰福音，後自己再讀其

他三卷福音書，漸漸明白真理，終於二○○

九年復活節受浸，歸入主基督名下。

除掉心中偶像

因為完成大學課程一直是我人生最大

夢想，所以我一面工作，一面進修，回家

後，除了煮飯，就是讀書，做功課，幾乎

沒間斷。讀書時，我有很多掙扎，花很多工

夫，也僅僅及格。我想，上帝的功課是沒有

期限的，學校的功課有限期，於是先做學校

的功課，後讀聖經，結果功課只是差強人

意。我求上帝幫忙，但得不著回應。於是，

從祈求變成懷疑：「主呀， 在哪裡？」後來，

從懷疑變成抱怨：「我每星期上主日學、敬

拜上帝，做足一切，為何上帝不幫助我？」

最後，我自圓其說：「大概天父上帝不喜歡

我修讀這個課程，所以不再幫我。」但我仍

靠自己，每晚做功課至一、兩點，好像一部

機器。直至有一次放假，參加團契小組查經

後，回家恍然大悟，原來自己一直以知識和

學位作偶像。

以前我不大相信摩西時代的以色列民

會那麼笨，有困難就祈求上帝，隨後又懷

疑、不信，甚至拜其他偶像。有這經歷後，

發覺自己也和以色列民一樣，經歷了上帝的

恩典；卻又去拜自己的偶像，如羅馬書一

章 21 至 25 節說：「因為，他們雖然知道上

帝，卻不當作上帝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

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

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上帝

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

走獸、昆蟲的樣式��他們將上帝的真實變

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

物的主……。」

上帝恩手拖帶我

以世人的標準看，我的智慧不多，能

力不多，尊貴也不多；上帝卻揀選了我，上

帝的慈愛就在此顯明出來。正如詩篇七十八

篇 72 節說：「祂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

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使行路的人雖愚

昧也不至迷失！

我信主耶穌後，不覺得自己有多大改

變，直至有一天有人問我：「為甚麼妳時

常那麼開心？」對呀，我真的比以前開心

多了，因我有了傾訴的對象，無論開心或憂

傷，都可以向天父傾吐，祂會挪開我的憂慮

和傷痛。無論如何憂傷，一覺醒來就忘得一

乾二淨，真如祂的應許：「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歡呼！」（詩篇三十 5）現在，我

丈夫和我一起上主日學，參加禮拜，已決志

信耶穌！真感謝上帝！

我很蒙福，上帝的恩手托著我，帶我

走這條永生路。願上帝使我配得起所蒙的

召，又用大能成就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

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讓祂的名在我身上得

榮耀，一生靠著祂的恩典走天路！

（文載自［中信］）

人一生的旅途需要選邊站，無論你是

否願意，根本無法逃避，真正的智慧人，

是永遠站在神這邊。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

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哪裡住

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

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路得記 1:16 
08/05 /21 英文每日金句 :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the 

gate is wide and the way is eas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ose who enter by it are 
many. For the gate is narrow and the way is 
hard that leads to life, and those who find it 
are few. Matthrew7:13-14

你們要進窄門。因爲引到滅亡，那門

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

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

也少。馬太福音 7:13-14 
08/05 /21 金玉良言 :
有愛就無礙；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當 你 懂 得 以 同 理 心 (EAR) 三 步

驟 (Explore 探 究，Acknowledge 瞭 解，

Respond 回應 )，先傾聽幷且去加以理解，

以同理心適時回應對方的情境時，即便兩

人因意見相左而緊張，也會因爲理解，逐

步緩解兩人間的不睦。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筵席擺好了，來吧！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耶穌對他說：「有一個人擺設大筵席，

請了許多客。」路加福音 14：16
耶穌講的大筵席，是指天國的福份。

神樂意施恩，只是多人找理由推辭。

比喻裡，有的說才買一塊地，要去看

看；有的說剛買五對牛，要去試試；另一個

說，剛結婚，不能來。

理由都不夠充分，吃一頓飯不會太久，

吃飽了，再去辦事，時間綽綽有餘 。問題

是人擁有的太多，不希罕神的救恩。

比喻裡，主人叫僕人去大街小巷，邀

貧窮、殘廢、瞎眼、瘸腿的來。人來了，但

還有空位，主人再叫僕人出去勉強人，來坐

滿屋子。

你來嗎？福氣實在是「取之不盡 用之

不竭」。

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人擠人，難免彼

此撞傷。受傷後，要緊能復原，不要讓傷口

潰爛流膿。活著，就要活得健康、快樂。

說的輕巧，問題是怎樣使受創的心靈

早日復原？要放下過去，忘記過去，繼續前

行。不要執著，越執著，你越痛苦。愛得越

深，傷得越深，就是這個道理。「以別神代

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詩篇

十六 4）
人生每個階段，無論健康疾病、富有

貧窮、受歡迎遭排斥，都要過去，都是路上

景物而已，不是人生終極目標。上帝才是目

標，天堂是我家。

要對自己說：一定要好起來！對上帝

說：求 醫治我！然後憑信心前行，不要回

頭；因為「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

的國。」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

標竿直跑。」耶穌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

就夠了。」是的，夠了！不要擁抱沉重的歷

史包袱，要靠主喜樂。（路加福音九 62；
腓立比三 13 至 14；馬太福音六 34）

也許，失去地上的快樂後，我們的生

命才有空間盛載天上來的喜樂。

【祝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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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讓溫泉村的家庭在咖啡香中振作再出發

德州分會志工堅定初發心做慈濟事

◎ 加碼捐贈防疫用品

◎ 推廣茹素護生理念

◎ 以堅定的心推素

◎ 為慈濟栽培未來幹部

	採訪／劉本琦；撰文／錢美臻

	採訪／許維真；撰文／錢美臻

9
228

為了關懷暫住在德州休士頓市「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	
中心」（Wellsprings Village）的婦女與孩童，慈濟

志工在疫情期間不間斷的為院內的家庭送上溫暖，提供防疫
物資、乾糧及生活日用品，希望能幫助她們度過這段艱困的
日子。慈濟志工在7月29日重返溫泉村探訪，考慮到自七月
起德州的新冠肺炎（COVID-19）新確診病例激增，志工帶
上了大批的個人用防疫物資，以確保院內家庭能在疫情反撲
的嚴峻狀態下，保護好個人和家庭的健康。

受到疫情影響，全球慈濟志工儘管無法返回台灣花蓮參
加「2021年全球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營」，卻受益

於現代網絡科技，在慈濟本會精心規劃下，來自全球48個
國家、兩萬多個連結點的慈濟志工，分時區分頻道串聯成日
不落的慈濟世界共同上線研習。美國志工也在當地時間7月
30日至8月1日一連三天，透過網路回到心靈故鄉汲取靜思	
法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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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與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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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與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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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食不僅可維護個人健康，更能因減少肉品生產為地球減
碳，有助於維護地球的自然生態。
                                                   慈濟志工　梁明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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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州長葛瑞·艾伯特（Greg Abbott）在三月初宣佈
德州在3月10日起全面解除口罩令，並允許德州企業全部重
新開放。他表示，從去年七月開始施行口罩令與居家避疫
規定，已重創了德州經濟必須全面恢復開放。搶先全面開放
的德州，已遭遇到疫情反撲的新一輪疫情衝擊，自七月後德
州新確診病例飆高，每日新確診人數已逼近去年秋冬的疫情
高峰期，住院人數暴增，居民再度處於社區疫情擴散的恐懼	
之中。
	 過去一年多來，慈濟美國德州分會的志工依舊維持著過
去的慣例，定期關心著居住在「溫泉村」的受創家庭，儘管
無法像過去那樣，能每個月都去院內探訪，面對面的見到住
在其中受庇護的婦女，給予她們直接的支援力量與鼓勵，但
透過院方管理人員傳達訊息與轉交慈濟捐贈的物資，確實讓
院內家庭在疫情寒冬中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支聯點的志工，除了有83名志工
提前報名全程上課外，還有27位學員隨喜上線，三日的課程
中，最高連線精進人數達到110人。志工們雖然是在家連線上
課，但每個人都穿著整齊的志工服，精神抖擻的跟進著每一
堂課程的進度。
	 密集的三日課程，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志工團隊分在當地
耕耘服務的內容，分享如何在驚世的疫情中，以慈悲的行動
推展慈濟志業；台北慈濟醫院趙有誠院長分享醫護人員，在
疫情中犧牲小我的家庭團聚機會，堅守在第一線守護全民健
康的感人事蹟；精舍巡禮中透過走訪德慈師父的工作室，讓
遠在異鄉的志工們更加期盼疫情要早日消弭，讓眾人能回返
精舍能再次面見證嚴法師並聆聽其充滿大智慧的教誨。
	 德州分會志工楊修碧從德懷師父和莫三比克志工的分享
中，看到非洲當地志工幫婦人扛東西，一邊走一邊念靜思語
傳法，隨時隨地說慈濟的作法令她非常感動，期許自己要放
下執著弘法利生。
	 積極入人群推廣素行動聯盟的德州分會志工梁明嬋反思
說道：「推素很困難，唯有自己抱著一份信心、堅持的心，

	 雖然一路從慈濟大專青年志工（簡稱：慈青）走來，但
德州分會志工許書璇認為自己很沒有信心接引年輕人，在新
加坡團隊分享慈濟人文青年中心的項目中，讓她開始重新檢

德州分會志工利用營隊期間上午下午中間的空檔，自行組織討
論小組分享研習心得。圖片來源／許維真

德州分會志工梁明嬋向「溫泉村」管理人員說明本次探訪捐贈
的物資。攝影／劉本琦

	 近日志工梁明嬋（Jennifer	An）在定期與「溫泉村」管
理人員聯繫時，了解到院內家庭需要幾台咖啡機，以及床單
和毛巾等生活物資。志工們便準備在七月底的探訪中，為院
內家庭送去她們需要的物資。
	 當志工準備好咖啡機等物品後，想到近日休士頓地區新
確診病例又節節攀升，心中實在很擔憂居住在院內姊妹們的
家庭成員健康狀態，默默加碼捐贈物資，又塞入了4,000個
一次性的醫療用口罩，以及消毒濕巾等個人防疫用品，希望
收到物資的家庭都能健康平安度過新一波的疫情高峰。

	 7月29日四位志工戴好口罩、做好防疫措施，先去加入
慈濟「素行動聯盟」的合作夥伴「松柏園素菜館」，領取為
院方工作人員準備的素便當。這十六個素便當不僅是慰勞院

內員工的辛勞，包含著宣導健康素食的光榮任務，為了讓	
「溫泉村」美籍管理團隊人員能品嘗到美味的素餐，志工特
地挑選了色香味俱全的炒飯、紅燒茄子、清炒小白菜、茄汁
素魚，希望能透過美食讓推素更有力道。

	 	 	 	 在「溫泉村」工作
人員熱情相迎中，梁
明嬋在寒暄問候中提
到這次為大家送上了
素便當，希望眾人能
在疫情期吃得健康，
增強免疫力，她並仔
細說明素食與地球環

保的關聯性，鼓勵工作人員都能從每日一餐素開始，一起踏
上健康、養生、護大地的行列。
	 雖然疫情期間，志工無法像往昔一般能留在院內，和工
作人與院內的家庭一起共享午餐，少了更多話家常、聆聽她
們心聲的機會，但慈濟人在疫情時期持續不間斷的關懷，已
讓「溫泉村」的工作團隊和家庭都了解到，慈濟人不僅是口
頭說，更用樸實的行動送上源源不絕的愛，支持著受創家庭
能在傷口癒合後重新展翅高飛。

邊推邊學習怎樣面對人與事，才知道如何應付大哉教育。茹
素不只對健康好，還可以護生護大地，更可以救這波疫情。
很多人聽不進去，但是我們沒放棄，以堅持的心努力推素，
不怕困難，有願就有力！」
	 上英語傳法課頗有感觸的德州分會志工黃希涵回想，過
去試圖教導女兒佛法	，都因語言關係無法暢所欲言，難以讓
女兒理解。

從英語傳法課中了解有開設法譬如水的英文共修、宗教師
的課程，希望自己能從基礎開始學，進而影響在美國長大
的女兒親近佛法。
                                                   德州分會志工　黃希涵

視自己該如何接觸新一代青年。她說：「	 在這堂課中學習
到用不同方式接觸不同的群眾，重新定義使命，不要急著一
步變成慈青幹部，而是要為未來的慈濟栽培幹部。」
	 邁阿密志工林明哲感慨的說：「見到諸多全球慈善見證
報告，內心滿是慚愧。過去一年南佛州因疫情嚴峻，當地慈
濟會所從去年三月起便關閉了。在課程中感受到全球慈濟人
無懼無怨無悔付出，期盼在美國疫苗接種更普及下疫情能早
日平緩，讓南佛州的志工能再次入人群，在付出中成長。」
	 德懷師父傳授的大哉教育守志奉道，令奧斯汀志工劉鏡
鏘堅定要奉行「虔誠齋戒，戒殺茹素」。他認為，人們不只
應尊重人的生命，更要尊重動物的生命，以及萬物的生命。
只有尊重才能祥和社會，感恩才可以淨化人心，期盼人人藉
此疫情讓人類能轉葷茹素，化人間為淨土。
	 值得一提的是，德州分會其中一個小組的志工們，在三
天的營隊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早上和下午的課程空檔中，組
織了當地的群組互相討論和分享上課的心得，讓聽到的法能
更入心，期許未來能把法體現於行動之中。
	 三天的營隊課程在眾人依依不捨中圓緣落幕，在課程中
獲得感動，以及觸及內心的反思，將帶領著德州地區的慈濟
人更領悟在疫情中學習到的大哉教育，繼而將持續發揮無私
的大愛精神，以初發心將慈濟志業在美國紮根得更深更廣。

在全球四合一幹部研習營期間，美國德州分會志工以恭敬的心
在家連線上課。圖片來源／慈濟德州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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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的地面战斗中，美军「阿

帕奇」直升机扮演了掩护机械化步兵推

进的角色，共发射了5000多枚「地狱火

」反坦克导弹，击毁了伊拉克500多辆

主战坦克......

如果上述数据属实，那么在此次战

争中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便击毁了伊拉克

总损失3800多辆主战坦克中的13%！这

是直升机首次应用于大规模装甲集群对

抗作战中，而首次登场就大放异彩，让

世人看见了武装直升机用于反坦克的威

力！

此战之后，武装直升机就被称为

「坦克杀手」。自海湾战争以后，越来

越多国家开始自研、引进配备有先进反

坦克导弹的武装直升机，这以军事强国

尤甚：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陆航部队中

，均装备有比重较大的武装直升机以及

配套的反坦克导弹。一旦战斗打响，武

装直升机必定以坦克为主要攻击目标！

武直最易对坦克形成威胁

以米-28或者阿帕奇为例，这样的重

型武装直升机经常携带8~16发反坦克导

弹出现在战场上。而世界上坦克连一级

编制中，最多不过14辆坦克（日本陆上

自卫队中队编制）；少说也一般有10辆

坦克。换言之，一架武装直升机携带的

导弹，理论上完全足够打残甚至全歼一

个坦克连！

武装直升机毕竟是航空器，作战时

可以进行固定翼飞机不可能实现的诡异

机动来规避直射火力，其本身的特性也

可以使得其能够超低空飞行、以「树梢

高度」隐藏、埋伏，在数公里之外发射

精确的反坦克导弹，随后扬长而去。没

准在武装直升机打光了反坦克导弹后，

地面上的目标才猛地发现：我们被埋伏

了！

更要命的是，大部分国家装备的主

战坦克顶部只有最大射程约为2km左右

的12.7mm高射机枪；而武装直升机却基

本上配备有最大射程达到5km的反坦克

导弹。这意味着，武装直升机有条件在

敌部分防空火力射程之外发射反坦克导

弹。如果一个装甲集群只有坦克构成，

那么该集群在应对武装直升机时是毫无

招架之力的。

机炮VS防空导弹

罗马尼亚在T-72坦克基础上改装而

来的T-72M2 Moderna，炮塔两周增加了

2门20mm厄利孔高平两用机炮，可是弊

端很明显：机炮与坦克主炮同轴，也就

是说只能随坦克炮塔的转动而对正水平

角度，只有垂直角度是可以通过俯仰机

构自行调节的。无疑，这样使用是相当

困难的：因为没有自动化的系统用于辅

助调整射角进行防空；再者，一旦炮塔

座圈损坏，那么它基本上失效。

防空导弹似乎就没有这个问题，便

携式就完全可以直接安装在坦克炮塔上

。朝鲜在阅兵式上，曾经有「天马虎」

「暴风虎」两款主战坦克安装了双联装

「针」式防空导弹。显然，这技术含量

并不高；从外貌上看，它也可以在车内

遥控俯仰角、水平角，可以说是完美避

开了坦克+高平两用机炮的弊端。

便携式防空导弹本身又存在重量轻

、威力大、精度高的优点：相比之下，

便携式导弹自带的导引头和观瞄设备结

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抵消不安装雷

达的劣势。也得益于以红外信号作主要

制导信号的优势，便携式防空导弹往往

攻击直升机的发动机等关键部位。

现代陆战作战体系中，便携式防空

导弹在野战防空中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它可以由单兵操作，且它的主要作战目

标仍然是直升机和低空低速飞行的攻击

机。以中国「飞弩-6」型便携式防空导

弹为例，它最大射程5000米，最大射高

3800米，导弹速度约等于1.7马赫，在实

战中斩获相当多的战果，而这些战果大

多分布在低空。

以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毒刺」

便携式防空导弹为例，它可以安装在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又可以安

装在小型武装舰艇上。显然，安装在载

具上是完全具备条件的。可见，便携式

防空导弹在野战防空方面是有一定的实

战意义，而安装在坦克上，又是具有作

战条件适宜的优势。

理论上，便携式防空导弹完全可以

安装在坦克炮塔上；而如果坦克的炮塔

上拥有便携式防空导弹，理论上是可以

用于野战防空的。即便坦克在作战中遭

遇武装直升机，也可以通过防空导弹逼

迫其规避、放弃进攻，或者直接粉碎其

攻击。

坦克为什么不装防空导弹

在 2020 年朝鲜夜间阅兵式上，坦

克+便携式防空导弹这样的配置已经消

失了——这从侧面可以佐证，坦克安装

防空导弹实战意义不大，就连野战防空

极度匮乏的朝鲜也没有坚持这样的选择

。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世界各国都

不在坦克上安装防空导弹呢？

首先，便携式防空导弹仍然需要人

工启动、解锁、预热以及人工锁定。在

预热后和人工锁定前，需要通过仪器观

测，并且启动锁定。然而，以现有的条

件来看，坦克存在极大的视线死角。

坦克的观测窗口并不大，且到现代

少数坦克才拥有车长周视镜这样的电子

设备存在；以往的坦克基本都只能通过

观测窗、潜望镜来观测外界情况，「头

顶」上的目标完全处于死角，这不利于

便携式防空导弹的使用。在战时不可能

由人员钻出炮塔，再进行人工制导。这

样无疑会增加车族成员的伤亡率，而且

在发现直升机后哪怕动作再快，也难逃

一劫。

其次，合格的装甲集群在出动时，

一般会有配套的野战防空单位跟随作战

。以我军为例，团/营级作战时，一般配

属有便携式导弹发射小组；师/旅级作战

时，可能就会有设备完善的自行高炮单

位协同作战；到集团军级作战时，就会

有集团军下辖的红旗-16防空导弹系统撑

起一把半径达到40千米的防空伞。

而集团军司令部，又会根据实际情

况将防空作战重心放在贴近前线作战的

方向，这时装甲集群基本无需担心被敌

攻击机等「点名」，同时也限制了武装

直升机的航线选择。

现阶段的主战坦克，无论是遥控武

器站还是主动防御系统，在面对武装直

升机时均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一方面，遥控武器站可以凭借着相

对完善的观瞄、火控设备在车内遥控射

击；另一方面，主动防御系统在探测到

直升机发射的反坦克导弹后，会立即发

射拦截弹予以拦截。车组成员同样可以

发射烟雾弹形成干扰直升机热成像探测

设备的烟雾团。现代主战坦克在面对武

装直升机时是有一定的防御措施的。

更何况苏系等具备炮射导弹发射能

力的主战坦克，是可以通过炮射导弹来

进行一些简单防空任务的；坦克上也安

装有高射机枪，可以通过车长操纵高射

机枪向直升机射击。这些一般是作为最

后的备选项目。

总而言之，现代主战坦克在应对武

装直升机时是有一定的防御手段的，并

不完全需要安装便携式防空导弹才有

「防御」的感觉；在作战时，完整的地

面作战体系中是有野战防空配套协同的

，这更不需要安装防空导弹用于自卫。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坦克

毕竟是坦克，是地面突击的主要装甲力量

，没有必要为了反武装直升机就安装防空

导弹系统，这样的任务交给自行高炮和便

携式防空导弹发射小组更合适。

反坦克直升机越来越厉害
坦克为何不装防空导弹对付呢？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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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大媽的華麗轉身中年大媽的華麗轉身

編輯黃梅子的話：人到中年，中
年危機隨之而來，尤其是家庭主婦，
孩子大了，自己卻與社會脫節了，知
識過時了，技能缺失，想找工作卻到
處碰壁。中年人應該事業有成、家庭
幸福，但是有相當部分的中年人感到
失望低落，郁郁不得誌。事業、健康
、家庭、婚姻都可能受到極大的挑戰
。人都有老的一天，我們又該如何應
對？如何積極地尋找機會？這裏有一
位讀者Sherry給我們的來信，她看了
《美南日報》上思科電腦學校“十萬
年薪不是夢”的廣告之後，勇敢地邁
出了自己的第一步，現在，她已經獲

得了年薪十多萬的工作，從9月30 日
開始正式上班了！我這裏全文轉發
Sherry的感謝信，希望能給同樣迷茫
的朋友們一點希望。

中年大媽的華麗轉身
我是Sherry，一名標準的全職媽

媽，過去的10年裏，我的生活除了繁
忙的親子活動，就是波濤洶湧的鬥子
戰爭。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緊張過去
了。如今，孩子們都大了，依賴我的
時間越來越少了，閑暇和空余時間也
越來越多。習慣了緊張節奏的我，既
有點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打發這多余
的時間了。

經朋友鼓勵，我決定重回職場。
但是10年的空缺，專業早已丟失。重
新學習一個新的專業，周期又太長。
我一片茫然，心中不禁膽怯，頓失了
信心和熱情。正在一籌莫展中，LAN-
ECERT的廣告映入我的眼簾：一紙認
證讓零基礎小白變大牛，十萬年薪不
是夢！！！

零基礎？真的？我半信半疑的打
通 LANECERT的電話，電話那頭的劉
老師具體而生動的跟我介紹的什麽是
CCIE，課程安排，以及如何有效而快
捷的學習並通過CCIE的考試。在劉老
師的鼓勵下，我收拾起對自己學習能

力的懷疑，2019年 1月9日，我開始
了ＣＣＮＡ 課程的學習。經過一個
月的學習，我的興趣越來越濃，信心
也越來越大。接著，又用了一個月的
時間完成了CCNP課程學習。經過劉
老師的再度評估和肯定，我踏上了Ｃ
ＣＩＥ的學習征程。

經過６個月每天６－７小時的高
強度訓練和學習，我終於在2019年７
月10日如願的拿下了ＣＣＩＥ的考試
，正式成為了一名“思科認證互聯網
專家”！“打鐵須趁熱！”劉老師說
。在他的督促和幫助下，我積極地修
改簡歷。 功夫不負有心人！兩個月
後，我順利地收獲一個ＪＯＢ ＯＦ
ＦＥＲ， 2019年9月30日是開始工
作的第一天，實現了我重返職場的夢
想。

各位準備學習或者正在學習ＣＣ
ＩＥ的朋友，請你一定相信自己，相
信ＬＡＮＥＣＥＲＴ，堅持夢想，
也為自己來一個華麗的轉身！！！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話：972-268-7129（達拉斯），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洛杉磯），Cell:

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系我們，可預約免費

公開課。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

大，有經驗者優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
樂於助人，一定經濟實力者

市場開拓者若幹名， 無區域，年
齡，性別，背景限製。有意請附履歷
書到 info@lanecert.com



BB1212
星期六       2021年8月14日       Saturday, August 14, 2021

休城畫頁

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休士頓新開業休士頓新開業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果蔬時令天果蔬時令天
天特價天特價，，萬餘種日用品令您愛不釋手萬餘種日用品令您愛不釋手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11..9898//磅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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