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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天下奇聞

人类还在进化吗？这是一个问题。

如今，很多人都认为，人类的进化早已

经停止很长时间了，认为从人类进入到

文明阶段之后，人类就再也无法继续进

化，真的如此吗？

根据美国《sciencealert》报刊8月25

日的科学报告指出，如今的人类，仍然在

加速进化之中，而且这种表现在于，我们

的身体中正在长出新的结构，一条全新的

动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体内长出，大约在

2100年左右，就会彻底普及了。

早在18上世纪的时候，就有研究者

发现，人类的身体中，似乎正在长出一

条新的动脉，这条动脉是从成年人的手

腕下开始延伸的，它属于一条全新的血

管组织通道。

而事实上，这条全新的动脉，在我

们还是一个胚胎，在母体中孕育的时候

，事实上它也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在

18世纪之前，它在婴儿发育成熟诞生之

前，又会再次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它为何如今不再消失了，

然而这对于人类来说，它似乎越来越常态

化，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条

新的动脉，会增加人类的患病风险。

拥有新动脉的人患病率不断增加

从时间上来看，人类体内长出这条

新动脉的时间，大约是从18世纪之后，

才开始速度越来越快的，虽然这条动脉

都对于很多人来说，根本就感觉不到，

但是它却可以增加患病纪录，目前来看

，18世纪出生的，长有这条新动脉的人

，他们的患病几率提升了大约10%。

而到了20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过去

的100年时间里出生的人来说，如果体

内长着这条新的动脉，患病几率则变成

了30%，可以看出，几率增长的速度是

非常快的，而它的作用，是为我们的双

手输送更多的血液，尽管即使它不存在

，我们也并不会有什么不妥。

大约80年之后，地球上的所有人，

都将拥有这条新的动脉，而它的普及，

也将彻底改变人类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

系，会让我们为了适应它的出现，而开

始新一轮的研究。

这条新的动脉对于人

类来说，是否有哪些帮助

？上文中我们提到过，这

条新的动脉，会让我们的

双手供血变得更加充足，

而这当我们的双手疲劳感减弱，从而让

我们的前臂变得更有利，研究认为，这

或许是人类在双手越来越灵活的今天，

所进化出来的一条新动脉。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因为它的

出现，它也会增加我们的患病几率，因

为它本身会穿过正中神经，这就会增加

我们的患病风险，同时，虽然可以让双

手的供血更充足，但是却更容易让手腕

受损，同时产生压迫性神经痛。

特别是如果双手和前臂，在受伤的时

候出血，如果不存在这条新动脉的情况下

，疼痛感并不会太强，可是，因为这条新

动脉的出现，会让我们的疼痛感加剧，同

时，出血情况也会变得更加严重。

这也意味着，对于人类来说，22世

纪之后，我们会因为这条新的动脉，去

承担更多的病理风险，同时，也需要更

加去注意双手的疲劳感。

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话题，人类真

的停止进化了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否则，人类的体内也不能会出现这条

新的动脉，要知道，一般来说，最晚在

出生后8周之内，这条新的动脉就会退

化消失了，可是如今它却神奇般保留了

下来。

研究者表示，在过去的200多年时

间里，伴随着人类进入到工业时代，人

类进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仅包括人

类的身体方面变化，同时，也包括人类

的思想意识等方面进化。

人类正在加速进化！越来越多的人

长出新的动脉，究竟是好是坏？

达尔文曾经说过：物竞天择，简单来说

，生物如果想要一直存在下去，想要种

群不灭绝，那么，就需要适应环境的变

化，从而不断进化，毕竟，如果一直一

层不变，那么，很容易被淘汰掉。

在几年前，曾经有美国科学家针对人

类目前的进化方向，模拟出了1000年之后

的人类样貌，结果发现，人类在1000年之

后的长相，看起来似乎和“外星人”越来

越像，眼睛越来越大，头也越来越大。

当然，从模拟的图像来说，1000年

之后的人类并不漂亮，但是，因为进化

是随机性的，也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人为

干预的，至少目前来说，我们是做不到

的，因此，究竟未来人类会变成什么样

，谁也不知道，那么，你认为1000年之

后的人类，会长什么样呢？

人类正在加速进化！
越来越多的人长出新的动脉

如今，伴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

在地球上的足迹越来越广，外来物种入侵的

现象也越来越多，这也让很多生物，“被迫

”由人类从它们的栖息地，带到了一个完全

陌生的生态环境，当然，一般来说，外来物

种换了一个环境，普遍都迎来了新的生机，

甚至一些由于没有什么天敌，还变成了泛滥

成灾的局面。

对于人类来说，这些外来物种，很多

也是很可怕的，比方说携带着很多病菌的非

洲大蜗牛，以及入侵美国后，平均每年会杀

死62人的亚洲大黄蜂。

美国华盛顿被亚洲大黄蜂入侵

从今年8月11日开始，在美国的华盛

顿州，突然出现了一种体型硕大的蜜蜂，这

种蜜蜂要比正常的蜜蜂大很多，它们的体长

达到了5公分以上，而且对人的攻击性极强

。

根据报道，这种大蜜蜂，是来自亚洲

的大黄蜂，对于美国本土的蜜蜂来说，完全

就不是它们的对手，这些亚洲大黄蜂不仅会

攻击美国本土的蜜蜂，而且还会以它们为食

，不得不说，这些亚洲大黄蜂，真的是太可

怕了。

说起来，亚洲大黄蜂在欧洲，也被称

作“中国大黄蜂”，因为如今它们在西方国

家泛滥，主要都是来自于中国。

相较于普通的蜜蜂而言，亚洲大黄蜂

的个头是普通蜜蜂的4倍左右，一旦成功入

侵到一个陌生的生态系统中，为了生存下来

，它们首先会做的，就是去攻击本地的蜜蜂

，这也导致亚洲大黄蜂出现的地方，本土蜜

蜂的数量都大规模下降。

亚洲大黄蜂的毒性有多强？

上文中我们说过，在美国，自从亚洲

大黄蜂入侵以来，平均每年大约有62人因

它而死亡，至于原因，是因为亚洲大黄蜂的

毒性太强导致的。

因此，亚洲大黄蜂也被称作“杀人蜂

”，它们在攻击人类的时候，释放出的毒素

甚至要比眼镜蛇的蛇毒还要可怕，如果在被

蜇伤后的1-2个小时内，得不到有效的救治

，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

这是因为在被亚洲大黄蜂蜇伤后，10

多分钟的时间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

而且会渐渐显露昏厥的状态，因为毒素会进

入到神经系统，同时也会引发器官衰竭，自

然，说它们是“杀人蜂”也就一点不为过了

。

除了在美国“杀人”之外，亚洲大黄

蜂在欧洲也是多地泛滥，比方说在法国，也

经常会发生被亚洲大黄蜂蜇伤后致死的事件

，同时，在2014年，当亚洲大黄蜂入侵英

国后，同样也出现了蜇死人的情况。

亚洲大黄蜂是如何入侵的？

那么，亚洲大黄蜂又是如何入侵西方

国家的呢？一般来说，入侵的途径主要是分

为两种：一个是人为故意将它们带去的，而

另一个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小心带去

的。

先看第一种，一般来说，这主要是一

些国外的昆虫爱好者，因为对这种亚洲大黄

蜂感兴趣，就会私自购买一些活体亚洲大黄

蜂，然后通过一些非法手段入境，最后因为

一些原因，导致这些亚洲大黄蜂被释放到野

外，从而不断繁殖，数量越来越多。

而第二种，一般都与货物运输有关，

因为亚洲大黄蜂有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人在运送货物的时候，导致它们搭乘

“顺风车”一路背井离乡，来到了一个陌生

的地方。

拿入侵欧洲的亚洲大黄蜂来说，研究

认为，它们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通过货

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去了欧洲，最终

在欧洲数量越来越多。

被亚洲大黄蜂蜇伤了怎么办？

上文中我们说过，亚洲大黄蜂的毒性

是非常大的，所以，一旦被它蜇伤，首先要

做的，就是一定要检查伤口，想办法将毒针

拔出来，之后，立刻用肥皂水清洗患处，同

时进行冰敷，并且立刻去往医院检查，以免

耽误治疗。

一般来说，亚洲大黄蜂都是喜欢在山

林中筑巢，所以，如果是去往野外，看到蜂

巢，千万不要好奇去进行拨弄，因为很可能

会受到成群的亚洲大黄蜂袭击，如果真的被

一群大黄蜂袭击，那么，后果绝对是不堪设

想的。

如今，在很多地方，亚洲大黄蜂都是

“人人喊打”的害虫，因为它们的出现，会

导致普通蜜蜂的数量断崖式下降，而且也会

破坏生态环境，不过，任何生物的存在也都

有它的道理，也不能去盲目消灭大黄蜂，所

以，未来在大黄蜂的治理方面，也是一个比

较令人头疼的问题。

大黄蜂入侵美国，62人因它丧命

慕尼黑車展開幕 新能源汽車唱主角
綜合報導 慕尼黑車展(IAA Mo-

bility)在德國南部城市慕尼黑開幕。

作為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歐洲首場大

型國際車展，慕尼黑車展備受關註

。記者註意到，隨著今年亮相的各

大車企品牌集體發力新能源汽車，

電動汽車在本屆車展上獨領風騷。

慕尼黑車展的前身是全球最大

車展法蘭克福車展，從2021年起，

該展正式易址寶馬所在地慕尼黑舉

辦，本屆車展將持續至9月12日。

由於德國和全球範圍內的疫情尚未

結束，本屆慕尼黑車展全面采用了

德國最新的“3G防疫規則”，即所

有進入車展現場的人必須提供完全

接種過疫苗的證明、新冠檢測陰性

證明、已感染新冠後痊愈的證明三

者之一，在室內展館必須全程佩戴

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

本屆車展主題是“接下來將由什

麼驅動我們出行”，旨在展示包括汽

車在內的多種出行方式共同推進交通

轉型、實現碳中和的最新進展。記者

在展覽現場看到，亮相本屆車展的德

國大眾、寶馬、戴姆勒三大車企和雷

諾、現代等國際車企展出的幾乎所有

車型都是新能源汽車。

在中國品牌方面，長城汽車今

年攜旗下WEY和ORA兩大品牌亮相

，設計新穎的實車吸引了眾多參展

人士駐足。備受關註的中國“造車

新勢力”企業小鵬汽車、蔚來汽車

等亦通過虛擬參展等方式亮相本屆

車展。華為亦首次作為智能汽車部

件供應商，攜創新的智能汽車解決

方案和零部件亮相該展。

為新能源汽車服務的“黑科技”

產品亦集體亮相本屆車展。來自西

班牙的沃博克斯(Wallbox)帶來了其

最新推出的HYPERNOVA充電樁，

可在15分鐘內為一輛電動車完成充

電。這款產品預計將在2022年下半

年實現量產和交付。本屆車展還在

停車場推出了自動駕駛代客泊車服

務，吸引參展者前去體驗。

7日下午，德國總理默克爾出席了

慕尼黑車展。她在致辭中表示，在經

歷了一年半的新冠大流行後，如今能

夠舉辦這樣的活動是令人喜悅的，慕

尼黑車展發出了希望的信號。

默克爾表示，她本人參觀近幾

屆車展的經歷讓她看到了德國車企

在電動化方面的進步，“我堅信德

國朝著氣候中性的轉型將會是成功

的，德國汽車工業的這一轉型也將

是成功的。”

國際勞工組織：全球仍有40多億人無社會保護
綜合報導 國際勞工組織日前發布《世界社

會保護報告2020—2022》指出，目前全球仍有40

多億人沒有任何社會保護，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並

加劇了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之間的社會保護

差距。

報告指出，社會保護包括獲得醫療保健和收

入保障，特別是在年老、失業、疾病、殘疾、工

傷、生育或失去主要收入來源以及有子女的家庭方

面。盡管在疫情期間，全球範圍內的社會保護空前

擴大，但全球目前仍有40多億人完全不享受任何

社會保護。疫情應對措施不均衡且不夠充分，致使

未能向所有人提供其應得到的和急需的社會保護，

加深了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之間在社會保護方

面的差距。

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蓋伊· 賴德表示：“各

國正處於十字路口和一個關鍵時刻，要利用應對

疫情的時機，建立基於權利的新一代社會保護體

系。相關措施可以使人們免受未來危機的沖擊，

並為工人和企業提供安全保障，使他們更有信心

和希望應對未來的多重轉型。我們必須認識到，

有效和全面的社會保護不僅對社會正義和體面工

作至關重要，而且對創造一個可持續和有韌性的未

來也至關重要。”

報告指出，從區域來看，歐洲和中亞的社會保

護覆蓋率最高，84%的人至少享有一項社會保護福

利；美洲的覆蓋率也高於全球平均水平，達到

64.3%；亞洲和太平洋(44%)、阿拉伯國家(40%)和非

洲(17.4%)有明顯的覆蓋率差距。在世界範圍內，絕

大多數兒童仍然沒有獲得有效的社會保護覆蓋，只

有約四分之一的兒童(26.4%)獲得了社會保護福利。

在全世界有新生兒的婦女中，只有45%的人獲

得了產婦補貼。全世界只有三分之一的嚴重殘疾人

(33.5%)獲得殘疾津貼。失業救濟金的覆蓋範圍

更低，全世界只有18.6%的失業工人得到有效保

障。盡管77.5%的退休年齡以上人口獲得了某種形

式的養老金，但各地區、城鄉和男女之間仍存在巨

大差距。

政府在社會保護方面的支出差異也很大。平均

而言，各國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2.8%用於社會保

護(不包括保健)，但高收入國家用於社會保護的支

出占GDP的 16.4%，而低收入國家僅占其GDP的

1.1%。

自疫情暴發以來，為了確保所有人至少獲得最

低社會保護的額外支出方面，融資缺口增加了約

30%。為確保最低基本社會保護覆蓋範圍，低收入

國家每年需要額外投資779億美元，中低收入國家

每年需要額外投資3629億美元，中高收入國家每年

需要額外投資7508億美元，這分別相當於它們GDP

的15.9%、5.1%和3.1%。

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護部主任沙赫拉· 拉紮維

說：“為了應對疫情危機，各國紛紛加大了公共支

出，當前面臨著財政穩定的巨大壓力，但削減社會

保護將造成嚴重損害。社會保護是一個重要工具，

它可以為處於各種發展水平的各個國家創造廣泛的

社會和經濟利益，包括支撐更好的衛生和教育條件

、更廣泛的平等、更可持續的經濟體系。要讓社會

保護體系達成這樣的效果，需要各國綜合利用各種

來源的資金，以及國際社會團結一致，特別是在支

持貧困國家方面。”



BB33
星期六       2021年9月11日       Saturday, September 11, 2021

中國社會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2

李
家
超
：
鼓
勵
港
青
北
上

了
解
國
家
發
展

前海研屬地屬地經濟經濟管理適度分離管理適度分離
發改委：擴區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9日就橫琴、前

海開發建設舉行發布會。國家發展改革

委副主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辦公室副主任叢亮在發布會上透露，將

圍繞前海擴區，重點抓好兩方面任務，

其中之一是統籌研究探索行政區和經濟

區適度分離下的管理體制問題。“前海

擴區後涉及到深圳寶安、南山兩個行政

區，我們將積極推動廣東省、深圳市探

索將行政區的屬地管理和合作區的經濟

管理適度分離，統籌發揮行政區和合作

區兩種體制優勢，調動各方面的積極

性。”

前海大面積擴區基於哪些考慮？叢亮表示，一
方面，擴區有利於為深化前海改革開放提供

更大發展空間。經過10餘年的開發和建設，區域
範圍限制已成為制約前海改革發展的突出問題，
前海擴區可以讓其制度創新和產業升級空間載體
更大，更好地在重大改革任務方面先行先試。
“可以說，擴區是為了深化改革開放，擴區是手
段，通過擴區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創造條
件。”

推動既有政策覆蓋擴區全域
另一方面，擴區也有利於為香港創造更多的

機遇。深港合作是前海的使命所在，也是前海的
特色優勢。目前，大量香港現代服務業企業通過
前海進入內地市場，然而受到區域範圍的限制，
這些企業的發展需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擴區之
後，前海合作區可供產業發展的用地將大幅增
加，能夠更好地發揮香港優勢，提升深港合作能
級，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也可以推動
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提到下一步任務，叢亮指出，一是要穩步實

施擴區，並且推動既有的相關支持政策落地。按
照程序，將前海合作區的金融改革創新、法律事
務合作等既有的支持政策覆蓋到擴區後的全部區
域，為全面深化前海改革開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
撐。二是統籌研究探索行政區和經濟區適度分離
下的管理體制問題。“前海擴區後涉及到深圳寶
安、南山兩個行政區，我們將積極推動廣東省、
深圳市探索將行政區的屬地管理和合作區的經濟
管理適度分離，統籌發揮行政區和合作區兩種體
制優勢，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港商界積極準備迎接新機遇
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香港分會場視

頻連線表示，中央政府公布《前海方案》，將港
深合作推向新的台階，使兩地更好發揮粵港澳大
灣區兩大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功能。香港商界及
專業服務提供者已經積極準備，迎接《前海方
案》為港人、港企帶來的新機遇。香港特區政府
會繼續加強與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合作，推
進前海建設，締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具體到香港和深圳合作，李家超說，兩地創

作了獨一無二的雙城故事，充分體現以香港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的互惠共贏關係。香港特區政
府將與中央相關部委商討如何通過《內地與香港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盡
快落實《前海方案》中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的措
施，請香港的專業服務業能及早作出相應部署和
安排。特區政府會連同相關業界，為擴區後的前
海在金融、創科、法律、營商環境等方面提供意
見和作出配合。

粵設兩小組推進合作區建設
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林克慶在廣東分

會場視頻連線表示，廣東省將全力健全統籌協調
機制，成立由李希書記擔任組長、馬興瑞省長擔
任第一副組長的省推進橫琴、前海合作區建設兩
個領導小組。全力構建政策規劃法律體系。研究
制定了推動橫琴、前海合作區建設的政策文件；
推動編制橫琴、前海新一輪總體發展規劃；研究
起草橫琴合作區條例、修訂前海合作區條例。全
力推進重點任務、重大項目、重要產業落地落
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
道）《前海方案》特別提及為港澳青
年在前海合作區學習、工作、居留、
生活、創業、就業等提供便利。香港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9日在國新辦發布
會香港分會場視頻連線表示，香港特
區政府對此表示歡迎。李家超表示，
青年是社會的未來、希望及棟樑，也
是推動社會及經濟長遠發展的引擎。
香港政府十分重視青年發展，一直致
力推動青年交流、學習、就業、創業
等計劃，鼓勵青年開闊眼界，親身了
解國家發展，抓緊機遇。

李家超並透露，香港政府今年初
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共匯
集近3,500個職位空缺，目前求職申請
超過2萬份。至今有800多個畢業生已
經入職，其中530人是在深圳工作。

他介紹，創業方面，今年內地雙
創活動蓬勃，為香港青年帶來無限機
遇。其中，前海片區已匯聚大量的香
港企業，持續優化的支援措施也吸引
了不少港青創業者，在前海深港青年
夢工場和當地其他創新創業基地落
戶，孵化了不少成功的企業，深受港
青歡迎。香港政府已推出“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協助有意
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香港
青年提供便利的創業資源和孵化服
務，並進一步回應他們在創業初期的
資金需求。

交流實習方面，香港政府將持
續優化和擴大各項青年交流和實習
計劃，讓他們更了解國情，並加深
他們對內地就業市場、職場文化、
生活環境及發展機會等方面的認
識。

李家超表示，展望未來，前海
將為香港青年帶來更多優質發展機
會，再加上香港政府持續優化各項
青年計劃，將有助促進香港青年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 前海擴區為香前海擴區為香
港創造更多機遇港創造更多機遇。。
圖為深港青年夢工圖為深港青年夢工
場場，，附近高樓在如附近高樓在如
火如荼建設中火如荼建設中。。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記者李望賢攝攝

●國務院新聞辦9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
紹橫琴、前海開發建設有關情況，並答記者
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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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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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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學科類培訓遭監管後，教育部再發通知，明確家教亦屬違

規行為將被查處。但記者採訪一些上海地區家長了解到，當下語

數外等課外培訓仍屢禁不止，且轉入地下隱秘經營。“隱藏身

份、對對暗號、只收現金”有家長透露，一些教師明面上不再接

單，但隱蔽授課後要價更高，“帶畢業班的輔導老師有要價數千

元（人民幣，下同）一節課的。”9月9日有招聘機構統計數據

顯示，上海家教收入明顯高於監管之前，甚至有過半家教月入在

1萬至3萬元之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有個鄰居是英語老師，且在家開小班，經熟人
引薦她答應給我孩子補課，700元兩小時一

節課，一共三個孩子去她家，等於她上一節課賺
2,100元。”家中有5年級學生的家長李女士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透露了近期嚴查之下的學科培訓類情況，
“進門前需要先發手機定位，敲門有暗號，都符合了
才讓學生進去補課。”

學費當天結算只收現金
李女士稱，目前各類學科的家教其實很多，但不

能在明面上找，需熟人介紹，授課價格亦明顯高出之
前很多。她告訴記者，以上海地區為例，輔導畢業班
學生的高級別家教，上一節課多數收費在1,500至

2,000元左右，而且課後當天結算，只收取現金以規
避風險。據招聘網站職友集統計於2021年9月9日的
“上海家教工資收入”顯示，從一份來自260份樣本
的數據來看，當前上海家教一個月的平均工資已經達
到1.06萬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29%。另從樣本數
據來看，月入在1萬至1.5萬元的家教佔比為38.8%，
收入1.5萬至2萬元的為10%，另有8%月入2萬至3
萬元。

家政不做家務只教孩子
“家教轉入隱秘性質後，這部分人群的確收入大

漲。”在上海楊浦區開有一家家政服務公司的王亞萍
向記者透露，目前她知道一些家政公司就開始偷偷進

行家教介紹工作，“但不會明面上說明是教課的老
師，只會說是阿姨，但會強調這個阿姨不會做家務，
教孩子全科完全是勝任的，保證提高分數。”另外也
有膽子大的家政公司在一些網站上招聘“住家家
教”，一般都是30萬元年薪，做六休一，職位描述
中則明確了不用承擔其他家務，僅需教導好孩子的各
課成績即可。

對於培訓變得隱蔽這一現象，著名經濟學家宋清
輝向記者表示，國家“雙減”政策以及其他相關政
策，都是為了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作業負擔，促
進學生健康成長。很多變相違規的學科類校外培訓屬
於鑽空子行為，是對政策本意的誤讀，料後續這些漏
洞都會被堵上。

滬家教對暗號進門 一課索價過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中國恒大（債務
風波持續，9日恒大債券“20恒大01”盤中成交價曾
下挫逾30%，一度停牌；恒大系股份亦是表現疲軟。
其中，中國恒大9日一度大跌0.39元(港元，下同)或
10.51%，在金融監管部門據稱已允許中國恒大與金融
機構債權人就現有融資償還期限重新進行談判消息傳
出之後跌幅才收窄。

傳恒大獲批重新協商還款
彭博通訊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在恒大發生多筆貸

款還本或付息逾期事件後，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
會上月同意了恒大方面與銀行協商展期的提議。多位

知情人士指，恒大已聯絡多家債權銀行和信託公司。
報道續指，目前不清楚上述談判進展如何，以及

恒大是否同樣考慮就未到期債券談判展期。但這些最
新情況意味着恒大有望在監管部門的支持下，與債券
金融機構就其融資展期或削減利息等安排逐筆進行交
涉。知情人士續指，儘管恒大的主要債權行上周仍在
討論是否成立債權人委員會，以協調還款安排，監管
部門和金融機構決定給予恒大更多時間化解其流動性
危機，而非立即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據了解，近期部分銀行對恒大在還款要求上的立
場有所鬆動。彭博上個月引述知情人士稱，民生銀
行、浙商銀行和浦發銀行等債權行通過了恒大部分地

產項目貸款的展期申請，中信信託初步同意為恒大8
月末到期的一筆信託貸款延期三個月。

另一方面，澳新銀行表示，內地收緊房地產調控
已導致開發建設活動急速放緩，對未來幾季度增長前
景構成壓力，除負債累累的恒大外，不排除仍有大型
開發商面臨流動性問題，該行統計，前30家內地開發
商中有5家踩了三道紅線，其中4家的現金短債比在上
半年有所降低，一些開發商可能在四季度面臨流動性
挑戰，央行有可能注入流動性。此外，該行預料內地
不會很快放鬆樓市調控政策，因為房地產日漸被視為
加劇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成為實現“共同富裕”
的阻礙。

恒大全日收報3.55元，跌0.16元或4.31%。恒大物
業跌7.58%，收報4.63元。恒大汽車跌13.81%，收報
5.43元。

恒大債券跌30%一度停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海市委
常委、副市長吳清9日在上
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介紹
《上海市先進製造業發展
“十四五”規劃》，明確在
“十四五”期間，上海將建
設100個以上產業能級高、
產業鏈帶動性強、社會效益
好的重大項目，力爭“十四
五”期間工業投資規模累計
達到8,500億元（人民幣，下
同）左右。

根據《規劃》，2020年
上海實現工業總產值3.7萬億
元，工業增加值達到9,657億
元，工業增加值佔全市生產總
值比重達25%，順利完成“十
三五”目標。而在“十四
五”時期，上海則將聚焦
“3＋6”產業體系，由
“ 點 ” 、 “ 鏈 ” 及

“圈”，實施製造新模式專項
行動，推動製造業數字化轉型
培育新技術、催生新業態、壯
大新產業。

滬
﹁十
四
五
﹂工
業
投
資
規
模

億
8500

●有家長透
露，目前上
海的家教需
熟人介紹，
且授課價格
亦明顯高出
之前很多。

香港文匯報訊 在密集調控令連
番出台後，內地樓市似乎已扭轉。中
新社報道，近日包括江蘇江陰、湖南
岳陽等多地針對開發商降價等問題出
台政策或者約談了相關企業。中原地
產研究中心統計，包括唐山、瀋陽、
菏澤、昆明、江陰和岳陽等超過6個
城市出台限跌措施。江陰市提出，嚴
禁低價（如低於成本價、變相降價
等）傾銷、打價格戰，堅決杜絕惡
性競爭、降標降質、逾期交付等違
規違法行為。情節惡劣者將取消所
有批次預售改為現房銷售。湖南岳
陽近日提出，新房銷售價格不得低
於備案價的85%。

多個城市出台房價“限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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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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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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輝瑞深耕台灣近60年，秉持 「持續創新以改變
病患生命」的目標，致力於預防並治癒疾病，為提升國人健康而
努力，同時在員工潛能釋放、多元文化職場建構等面向不斷地與
時俱進，期許打造最佳的工作環境（Make Pfizer an amazing place
to work）。而這些努力與付出，榮獲亞洲指標性人力資源獎項
《HR Asia》 「2021亞洲最佳企業雇主（HR Asia Best Company
To Work For In Asia.）」獎項的肯定！

對於這項肯定，台灣輝瑞總裁葉素秋表示： 「這個獎項不僅
是人力資源實踐面的肯定，更是我們承諾打造台灣輝瑞成為最佳

工作環境的具體展現，這要感謝所有同仁的齊心努力! 」
葉總裁進一步說明指出，輝瑞的企業宗旨為持續創新以改變

病患生命（Breakthroughs that change patients’ lives），是引領全
球每一位同仁每天工作的準則，在台灣也不例外；我們鼓勵同仁
大膽創新、發揮創意並勇於挑戰現況。她強調，輝瑞深信釋放同
仁潛能（unleash the power of our people）可以幫助大家專注於有
意義的工作，進而共同朝公司的目標前進。

台灣輝瑞人力資源長李虹影表示： 「輝瑞提供多元化的發展
管道，例如：職務輪調、短期派任、專案參與、影子學習（job

shadowing）等，多元的 「客製化」培育方案，協助每位同仁的
職涯發展。」更運用數位科技推動線上學習資源、線下實務體驗
與主管教練指導，強化領導能力與職能學習。

此次面對疫情，台灣輝瑞更致力關懷員工身心健康，全面實
行居家辦公，發送防疫關懷包，並提供必要的居家辦公補助等，
而為凝聚同仁向心力，公司亦不定期舉辦多元型態的線上交流，
提供同仁各面向的活動，以兼顧同仁身、心、靈上的健全發展。

（中央社）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近日公布中正紀念
堂轉型方案，計畫移除前總統蔣介石銅像，朝 「反省威
權歷史公園」方向改造，對此，文史作家楊渡以匈牙利
國家博物館為例，對應台灣 「抹去舊威權，建立新威權
」的作法，認為當局至今仍對歷史充滿 「國家權威記憶
」的心態，只想抹去舊威權建立新威權，卻離常民的、
多元的、歧異的觀點太遙遠，探問 「我們真的只能有一
種記憶嗎？」

楊渡10日在臉書發文〈我們真的只能有一種記憶
嗎？〉，並在文中表示，國家博物館等於是一個國家級
論述，以匈牙利國家博物館為例，面對一戰後奧匈帝國
的割讓，二戰時與希特勒結盟，二戰結束後被蘇聯控制
、抗暴運動、新經濟政策，到今日的多派多黨林立，百
年來的歷史鉅變與轉折，是如何陳述、呈現於國家級的
博物館展覽中？

「從往事中，我們注意到什麼？每一件事都呈現出
相同的樣子嗎？我們總是用同樣的方式閱讀所有的東西
嗎？那些分歧的路徑在何處可以相遇？誰或者什麼，在
決定著我們朝那個方向走？」楊渡以匈牙利國家博物館
的策展序言指出，這意味著不去建構統一的論述，而是
採用開放、引導、導論的方式，來展開對話。

楊渡表示，匈牙利國家博物館內一個亮點展品—納
粹式的摩托車，即可看出若抱著 「希特勒已是萬惡之首
，該不該呈現？呈現出來豈不是很丟臉？」也許就會隱
晦這段歷史，但該館卻如實呈現出當時的社會生活，包
括軍事用品，而蘇聯時代如史達林的塑像、公家機關的
面貌等也如常展示。楊渡指出： 「它有一種面對自我歷
史的誠實」。

回看台灣的做法，楊渡不禁慨嘆， 「台灣啊，何時
有一個民間社會、人民生活出發的記憶呢」？他也呼籲
應從社會生活史出發，重建台灣的大歷史， 「如此我們
更能互相包容、互相體諒、互相對話」。

中國航運榮譽董事長彭蔭剛表示，看到中正紀念堂
轉型方案的新聞感到非常遺憾，昨日發信給促轉會主委
葉虹靈及文化部長李永得，並向總統府建言， 「為落實
轉型正義，象徵日本帝國主義威權的總統府與台北賓館
也應該拆除改建。」 針對促轉會規畫拆除中正紀念堂
的蔣介石銅像，行政院長蘇貞昌昨日上午在雲林西螺鎮
視察時表示，過去威權統治、38年戒嚴、228事件等，
很多事實真相愈來愈被人民挖掘、暸解，促轉會是獨立
機關，予以尊重，政府對於相關報告會多溝通聯繫，力
求做到能為社會各界接受，並且做到圓滿。

以匈牙利國家博物館為例 看當局擬移除中正紀念堂銅像！

楊渡：抹去舊威權 只能有一種記憶？

（中央社）國民黨立院黨團日前揭露蔡政府離岸風電政策，
打著國產化口號高價購電，20年價差達9100億元。黨團昨接續
開記者會三問蔡政府，包含誰要為離岸風電錯誤的時程規畫負責
、國產化未達標躉購收購電價是否要調整、巨額電價差額是否要
全民埋單，呼籲政院、經濟部勿躲在民進黨立委背後，請直球對
決，並揚言絕對追到底。

黨團總召費鴻泰說，離岸風電分成2大部分，一是國產化，
政府以每度電5.5元至5.8元購買，占所有離岸風電躉購的三分之
二，另外三分之一則全為競標進行，由國外廠商興建，政府則以

每度電2.2元躉購。他指出，萬一國產化部分是 「假的」，每年
須多付450億元，保證收購20年下來，人民必需多付9100億元
。

費鴻泰表示，離岸風電中的船舶部分，目前也面臨跳票危機
，去年7月和今年8月立院預算中心均指出 「人才不足」問題，
但蔡政府卻刻意忽視，放手讓離岸風電外商以高價賣電， 「先上
車，卻不補票」，再修正規定讓外商、承包商就地合法化，最後
埋單的就是全國百姓。

國民黨立委洪孟楷指出，黨團連續3周召開離岸風電國產化

弊端記者會，但到目前為止完全看不到相關單位對外公開說明，
解除國人的疑慮，只看到綠委出面護航，難道為人民看緊荷包，
不是國會議員天經地義的事嗎？

對於立委質疑離岸風電圖利，經濟部表示嚴正抗議，並指出
，離岸風電的躉購費率制度行之有年，2011年就有離岸風電躉購
費率，到2015年時達到每度電5.7元。

而離岸風電國產化要求，是2018年才實施，兩者之間並無
關係。要求廠商要增加國內製造生產，卻被說是圖利，立委應回
歸理性問政，不要用政治語言打擊公務員士氣。

（中央社）Delta侵入社區，釀成新北幼兒
園及大樓群聚。中華民國防疫學會榮譽理事長
王任賢表示，面對Delta來襲，政策上須封鎖、
開放並行，建議入境天天篩，境內則嚴打，呼
籲中央應比照屏東緊急接種疫苗，協助新北，
若給新北不如屏東那麼 「阿莎力」，這就不對
了。

國政基金會永續發展組召集人陳宜民昨邀
請王任賢參與防疫座談會。王任賢說，從彭博
「全球防疫韌性排名」評鑑可看出，社會不能

再搞封鎖，應封鎖、開放並行。某些國家因應
Delta加強入境檢疫至21天，但 「加碼誰不會做
？」，開放是擋不了的趨勢，因此這項措施跟
進不了。

王任賢認為，因應Delta重點在 「邊境嚴管
、境內嚴打」。邊境需及早偵測，透過多層次
篩查，達到類似 「電子腳鐐」的效果，要求入
境者天天篩，發現陽性就立刻治療；至於境內
，接觸者須被廣匡並投注資源，有藥物給藥物
、有疫苗給疫苗、有篩查給篩查。

以經歷過Delta的屏東為例，確診案例集中
的楓港、善餘 2 村，曾獲中央優先撥補疫苗，
PCR陰性就可施打。王任賢表示，屏東推動緊
急疫苗接種，雖效果不是立即，但保護力會在
14天後出來。若中央給屏東疫苗給得 「阿莎力
」，給新北卻 「不阿莎力」，這就不對了。

對此，指揮官陳時中回應，過去屏東爆發
疫情時疫苗施打比例低，屬特殊情況，如今比
例已提高，因此仍循平台預約方式施打。

不過陳宜民昨引述資料指，截至9月6日，

10大類對象單劑施打人次破千萬，但完整接種
比 例 僅 9.44％ ， 其 中 孕 婦 及 75 歲 以 上 長 者
5.48％，65-74歲則僅1.93％。王任賢認為，擴
大單劑覆蓋率是為避免有人富到流油、有人窮
到脫褲，但高危險族群如第6、8、9類的第2劑
也應同步，才能兼顧社會及弱勢族群的公平性
，呼籲政府花點腦筋思考兼顧方案。

藍批離岸風電國產化 購電價差9100億

台灣輝瑞 獲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

迎戰Delta 王任賢提比照屏東緊急接種！
新北疫苗焦土戰 陳時中沒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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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新北市幼兒園群聚感染雖未再擴大，但
台北市10日新增1例本土確診個案，為松山區某國中學
生，成為開學以來首例，該生的外婆住在新北市板橋，
該生確診前曾在板橋的醫院採檢，不排除與板橋有地緣
關係。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過去1周北市累計3例確
診，從數字看，到底是暴風雨前的寧靜，還是控制得好
，目前未可知，這1、2天需密切觀察。

松山某國中前晚傳出確診個案，學校輔導主任表示
，該生從中山區跨區就讀，9日出現胸悶不舒服症狀，
就醫後確診，緊急匡列624名學生做PCR，結果還未出
爐，全校預防性停課5天。

18補習班配合停課
北市副市長黃珊珊指出，確診學生Ct值33，不一

定能判讀出基因定序，正在釐清感染源，由於該生外婆
住在板橋，且曾在板橋的醫院採檢，不排除有地緣關係
。外傳該生母親工作地點也在板橋，但市府未證實，而
其母PCR結果還未知。

該生的第一層接觸者有同班同學29位、足球校隊
19人，與課後4人小型補習班，甚至有一名同學轉學至
他校，相關接觸者的同住家人，目前100多位，黃珊珊
指出，數量會不斷增加、並匡列中。為防堵疫情擴大，
也緊急通知周邊18間補習班，改採線上教學預防性停
止實體課程1天。

居隔人數急速暴增
至於轉學至同區另一所國中的學生，與他同班的23

人也預防性停課；還有該確診學生的妹妹篩檢雖呈陰性
，但所就讀的中山區某國小，班上27人同樣預防性停
課。經統計至昨天下午1時，北市有12校、1563人因疫
情停課。

柯文哲憂心說，北市過去7天有3例本土確診個案
，其中2例是不明感染源，北市府這1、2天需繃緊神經
。雙北是共同生活圈，新北市出現社區感染，短短3天
北市居家隔離人數從最低150人增加到852人，醫療系
統又開始緊繃。

河濱烤肉不要想了
強颱璨樹來勢洶洶，柯文哲提醒民眾注意防颱，北

市將進入一級警戒，水門會關閉，所以河濱烤肉就不要
想了。至於中秋能否烤肉？要不要禁止內用？他表示，
問題不在烤肉，是在群聚，需再觀察，而如果未來2天
確診數上升，餐廳只好停止內用了。

昨天全台確診案例除北市1例外，還有1例在新北
，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個案居住深坑區，8日因身體
不適到醫院接受胃鏡檢查，篩檢出陽性確診，但Ct值
31.2，推測是舊案，目前匡列13人，詳細感染源雖還在
疫調，判斷與幼兒園群聚無關。

開學後首例入侵校園開學後首例入侵校園
11國中生確診國中生確診 北市憂風雨前寧靜北市憂風雨前寧靜

搶AZ預約大當機 單日30萬人施打
（中央社）45.8萬劑AZ疫苗昨下午15時38分由泰國曼谷抵

桃園機場，為我國自購第8批。而第八輪AZ疫苗昨天亦開放預
約，民眾搶破頭，預約平台再度傳出當機災情，3小時湧入57萬
人；第七輪AZ疫苗已開打，打氣熱烈，單日接種近30萬人，疫
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不諱言，可能是受到疫情攀升影響。

我國向阿斯特捷利康公司購買 1000 萬劑 AZ 疫苗，目前共
372.7萬劑到貨。陳時中表示，包含昨到貨的45.8萬劑在內，目
前AZ疫苗庫存量約131.8萬，BNT疫苗約184萬劑、高端約10
萬劑，莫德納疫苗目前僅剩零星數量在醫院施打。

近來國內AZ疫苗數量充足，包括正在進行的第七輪、甫開
放預約的第八輪都是施打AZ。9日施打情況踴躍，全國單日接種
29.5萬人次，AZ就占了28.6萬，陳時中坦言，一部分可能受到
最近疫情影響，也有部分原因是本輪開放年輕族群，疫苗選擇少
，需求相對高。

至於第八輪昨上午10點開放預約，疫苗預約平台再度當機
，民眾怨聲連連，約20分鐘後才恢復正常。陳時中解釋，因為
名單更替，上午系統確實出現一點小問題。

指揮中心統計，第八輪預約開放僅3小時，已有57萬人完成

預約，占符合資格人數的5成；截至昨下午5點共61.4萬人完成
預約。本輪預約將在9月12日中午12點截止，施打時程為9月15
日至9月23日。

另外，9日新增4起疫苗接種後死亡事件，其中3例為接種
AZ後11到83天發生，年齡為79到94歲；1例為接種高端後14
天發生，年齡為85歲。目前國內已通報疫苗接種後死亡事件總
計756件，以AZ最多有591件，其次是莫德納154件及高端11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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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H1b工作簽證最近幾年總是供不應求，符合條
件的申請人也可以考慮O簽證。

O1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作的專業人士，如
運動員、文學藝術人才、工程師、律師、會計、
研究員、高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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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1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申請O3簽證陪
同入境及居留美國，也可以申請入學，但是不可
以在美國工作。

O簽證申請條件
如果曾獲得著名的國際性獎項,如諾貝爾獎,奧

斯卡獎,則可申請O1簽證.

如果沒有獲得過國際性的獎項，也可以從下列十
項中提出三項來證明其才能、貢獻及社會影響：
曾在其專業領域內獲得國際或國家級獎項；
曾是其本行中專業組織的會員，並且該組織是經
過同領域專家所認可的；
申請人在該行的傑出成就，曾被專業刊物或重要
媒體報道過；
申請人曾對其本行中其他人員的成就擔任過評審
工作；
曾在學術研究、藝術、運動或商業等相關領域有
重大貢獻；
曾在專業期刊或重要媒體發表過專業學術論文；
成果曾在藝術展覽會上展出過；
曾在聲譽卓著的組織或機構擔任過關鍵職務；
申請人薪資遠高於其他同儕之證明；
在表演藝術方面曾獲極大成功，並反映在票房、
唱片、錄音帶、及錄影帶等商業產品上。

O簽證申請所需材料
1． 推薦信，申請人盡量提供獨立推薦信。

所謂獨立推薦信是指與自己沒有工作關系或共同
的學習經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薦信。比如在學術
會議上因為學術討論而認識的專家。或因為導師
的原因有過學術交流的專家。

2． 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有盛名的組織出具
的推薦信。比如美國國家實驗室。

3． 申請人的文章是否被同行引用的證明文
件。如果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同行的引用會是很
好的證明。

4． 對學術作品要求再版的證明。
5． 已被批準的專利已經得到應用或已經出

售給企業。
6． 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責人或主要

研究人員。
7． 媒體報道，對導師和申請人共同參與項

目的報道對申請也有幫助。

8． 對成員有學術成就要求的協會會員證明
。

9． 曾任專業論文評審的經歷證明。
10．領取高薪，特殊津貼的證明。
11．學位證明。
O簽證期限
O簽證由雇主申請，受益人如果申請被批準，

第一次可獲得三年在美國的停留機會.
三年到期後，可以一年一年的續期，續期沒有次
數的限製，可以無限延期。

最新移民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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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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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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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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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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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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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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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ni@solisy-
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
10:00AM-1:00PM.

OO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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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祖父母日與長輩相處

黃明鎮牧師

◎梁德舜牧師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在教會中，我們有各項慶祝節日，例

如聖誕節、受苦節、復活節、情人節、母

親節、父親節等等。在我牧養的教會中，

我推薦在九月第二個主日舉行「敬愛祖父

母日崇拜 Grandparent Day 」，這是在華人

教會比較少舉行的崇拜主題。

Grandparent Day 的起源，有不同的說

法，最為人所接受的，乃是一位西維珍尼

亞洲的 Marian Lucille Herndon McQuade 太
太，在七十年代努力推動、教育，讓人民知

道長輩的貢獻、祖父母苦心捨己的撫育之

恩，鼓勵人民認領一位或一對長輩，成為

他們的祖父母或知心好友，而且不是一日、

一個禮拜、一個月或年，乃是盡力一生之

久。

1987 年得到美國卡特總統 President 
Jimmy Carter 認可，在 1979 年九月六日

（主日）正式宣告為敬愛祖父母日 National 
Grandparent Day, 定規以後每年在 Labor Day 
勞工日後的主日舉行，以示慶祝，同時當任

總統宣布文告，以示鼓勵。

願我們的各位祖父母們和長輩們，在

主內敬愛祖父母節，日日蒙恩、喜樂滿溢、

健康常駐！信主、靠主享受豐盛的生活！

聖經上有一句話說得真好：「一句話

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箴
言 25：11)，與祖父母相處的時光，除了生

理上的協助之外，心理上的照顧也非常重

要，而我們所說的話，可以為年長者帶來更

多的信心、溫暖，與不同的眼光，使他們從

心裡感覺到力量。

下次當你與祖父母說話時，嘗試用這 
10 句話吧，你會發現，持續這樣與長輩對

話，他們會展現越來越多的笑容和光彩哦！

1. 您的話真有道理
現代生活科技日新月異、新知透過網

路快速傳播，年輕人常跟長輩說「您過時

了，現在不像以前了…」，長輩也強烈感受

到「跟上時代」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

長輩幾十年來累積的人生閱歷與經驗，是非

常寶貴的，耐心聆聽、細細品味之後，長輩

的話必定使你有收穫。說出你對他們人生經

驗的肯定，將使長輩再次看見自己獨特的價

值。

2. 您是可以的、您真棒
一句簡單的「您是可以的，你真棒」，

有著不可言喻的力量。無論在任何年齡、任

何時刻，我們都需要從

他人的信任中得到肯定。

長輩常有許多失落的事

發生，包含視力、聽力、

體力的退化，容易使長

輩感受到「我不行了」。

此時，若有身旁人用堅

定的眼神、肯定的語氣

告訴他：「您可以的！

你真棒」，將使長輩再

次努力嘗試，克服生活

不容易的困境。每一次挑戰成功，即便只是

多跨出一步，都會將長輩帶來無比的喜悅與

成就感。

3. 我想聽聽您的故事
當我們表達出對一個人的「好奇」與

「感興趣」時，也表達出對一個人的喜愛，

如同我們談戀愛或追星時會想要知道關於

對方的一切故事。除了日常生活起居的問候

之外，我們可以和長輩一起欣賞他們珍藏的

照片或收藏品，並告訴他：「我想知道您的

故事」，這不僅使長輩感受到被愛和敬重，

說話的過程也使老年人的腦部活化哦！

4. 我很想念您呀
感受到歸屬感與被需要，是人不變的

需求。隨著年齡的增長，長輩參與的事物很

可能隨之減少，角色的改變讓長輩質疑自己

存在的價值。當兒孫都為工作、家庭忙得團

團轉時，祖父母除了想念家人陪伴在身旁

的美好時光，也不禁感受到自己不再重要，

因為家人很少花時間在自己身上。此刻就拿

起電話，打個電話告訴他們：「我很想念您

呀」！即使不得空回去陪伴他，這句想念的

話定能讓長輩感受到你溫暖的心意。

5. 謝謝您、感激您
「謝謝您、感激您」表達了肯定對方

所付出的心意，也表達了對他們的尊重。當

長輩說：「要穿暖一點啊，別著涼了！」或

是「別太晚睡啊，身體會壞掉」時，別嫌他

們囉唆，也別回一句：「我知道啦」，轉向

他、帶著微笑，好好地跟老人家說句「謝謝

您，掛念我」，這將使彼此所傳達的善意都

大大加分。

6. 您很有力哦
聽見長輩說話時，告訴他：「您的聲

音很有力，中氣十足」；握著他的手時，跟

他說：「哇，您的手很有力量」；陪伴他走

路時，肯定他：「您的腳很有力，走得真穩

健」。我們的言語是帶著力量的，與其搶著

幫長輩做這個做那個，不如陪伴在他們身

旁、強調他們仍很有力量，這將使老人家重

拾信心，發現自己比原本以為的更能面對老

年期的諸多挑戰。

7. 您對我很重要呀
當長輩說起過往種種，或津津樂道小

時後發生的事情時，別急著說：「這個您

講過一百遍了」，換個角度聽長輩的故事，

你會發現他的英勇事蹟、他的毅力與勇敢，

對你的生命有許多啟發；他在你兒時無微不

至的照顧，使你

成為現在的你。

認真的告訴他：

「您對我很重要

呀」，因為您的

榜樣，使我不害

怕現在的困難；

因為您的愛，使

我心中有滿滿的

能量。說出「您

對我很重要呀」

這 句 話， 長 輩

會得鼓勵，你不

說，他不知道你是這樣想的。

8. 我愛您
或許當長輩聽到「我愛您」時，他們

會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回應，因為不習慣這

樣的表達方式，但是，不管他回應的方式如

何，「我愛您」這句話總是充滿了神奇的力

量，使老人家想起時，臉上定必出現會心的

笑容、感到孤單時可以因著愛而感到溫暖。

9.讓我陪陪您
我們可以給祖父母最珍貴的禮物，就

是陪伴。昂貴的禮物、最先進的科技產品、

美味的食物，都比不上你花一些時間，陪伴

在他身旁。當你聽到祖父母說：「聽說那節

目很好看」、「好想念那間餐館的菜」、「好

久沒去那裏走走了」時，告訴他：「我可以

陪你」，相信這句話聽在他耳裡，必定甜在

他心裡。

10 祖父母耶穌愛您
在陪伴他們時，在談話中，不要忘記

告訴他們，自然間分享主耶穌在你的生活

中、家庭中、工作中，主如何�福你、眷

顧你，話語中切入，我的主耶穌也一樣愛您

的，將福音栽種他的心靈中！

在基督裡 (In Christ) 你有喜樂、平安 ( 
Peace)；在世界裡 (In the world) 你有苦難

(Tribulation)、凌亂 (Pieces)。wk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

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翰福音 16:33 
09/09/21 英文每日金句

There is therefore now no condemna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Jesus. Romans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

了。羅馬書 8:1 
09/09/21 金玉良言

在基督裡 (In Christ) 才有真平安

手潔心清的人，內心有真平安；

行為正直的人，內心有真平安；

喜愛誠實的人，內心有真平安；

沒有詭詐的人，內心有真平安；

沒有憂慮的人，內心有真平安；

與神和好的人，內心有真平安。——

喜樂良言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多讀經 高人一等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祢 的 命

令常存在我心

裡，使我比仇

敵有智慧�，

比師傅更通達

�，比老年的

更明白。 ～詩

篇 119：98 一

100
常把神的

話放在心中，

又默想神的道，且照著遵行，這種人有神的

祝福，必會高人一等：

比仇敵～有智慧

比師傅～更通達

比老人～更明白

「仇敵」用屬地的智慧，挖坑陷害人，

機關算盡，反而害到自己。但把神的話常存

在心中的人，神給他「智慧」（解決問題），

什麼事也難不倒他。

「師傅」敎學生舉一反三，但默想神

話語的人，能舉一反十，比老師更「通達」

（有亮光）。

「老人」有人生經驗，知道很多事理，

但遵行神話語的人，比長者更「明白」（諒

解），不會和人計較。

梁德舜牧師

2001 年 9 月 11 日，一個視為世界最

繁榮、進步的紐約城市，當天的人民依然

如平時上班和生活，萬萬沒有想到那是生

命突然被終結的一天。美國被恐怖分子襲

擊，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事件發生於 911
當天，似乎好像正暗示著一種諷刺性的警

惕，因為  911  是美國的緊急聯絡號碼。

美國東部時間 2001 年 9 月 11 日早

晨 8:40，四架美國國內航幾乎同一時間被

劫持，其中兩架撞擊位於紐約曼哈頓的摩

天大樓世界貿易中心，一架襲擊了首都華

盛頓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所在地。世

貿的兩幢 110 層大樓在遭到攻擊後相繼倒

塌，而五角大樓的部分結構被大火吞噬。

第四架被劫持飛機在賓西法尼亞州墜毀，

失事前機上乘客試圖從劫機者手中重奪飛

機控制權。這架被劫持飛機目標不明，但

相信劫機者撞擊目標是美國國會山莊或白

宮。

據報死傷者數以千計：機上乘客共

265 人，世界貿易中心 2,650 人死亡，其

中包括事件發生後在火場執行任務的 343
名消防員、若干執行採訪任務的記者，以

及警察、醫務人員，五角大樓則有 125 人

死亡。

對於 911 事件，人民看來只能痛苦地

回憶著，但廿年後的今天，我們是否已經

走出了 911 ？

記得當時的法國報章以飽滿的感情寫

道“ 我們都是美國人 ”。這無疑顯示出

一種 “ 與哀痛的人同哀傷的憐憫情懷 ”。

從普遍人性的角度來說，911 事件是人類

歷史性的重大事故，有如第二世界大戰、

猶太集體大屠殺、世界各地的天災地震海

嘯事件等等。911 改變了美國，911 也改變

了中東，911 更改變了全世界。

美國，隨著移民來到這地方。移民也

把他們的假神偶像也移進來，以致污穢了

這地，因為聖經說：「不可隨從別神，就

是你們四圍國民的神，因為你們中間的耶

和華神是忌邪的神。惟恐耶和華你神的怒

氣向你發作。」( 申 6: 14~15 )
作為華人基督徒，我們當中有許多人

並非在美國出生，雖然有的如我自己已經

成為美國公民。我們對美國難免有一些複

雜的看法和感情。

很多人認為美國是一個 “ 基督教國

家 ”。如果這麼講是指美國的官方國立宗

教（“國教”）是基督教，那就大錯特錯，

跟事實完全不合了。美國的憲法根本禁止

政府 “ 設立宗教 ”，就是說禁止政府把

某一特定的宗教設立為 “ 國教 ”。

另外有些人認為美國 1776 年立國是

由基督徒創建的。這也不符合事實 -- 至少

不完全符合事實。是的，1620 年到達新

英格蘭的 “ 移民 ” 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1630 年在麻省海灣建立殖民地的人，也絕

大多數是清教徒。這些人到新大陸來，是

為了設立一個榮耀上帝的政體。

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嗎？雖然在鈔

票上印有「 In God We Trust 」。美國確實

曾受益於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上帝確實曾

恩待美國。美國人口中基督徒一直佔相當

的比例。美國的參眾議院中也有不少基督

徒的議員。所以我可以說美國一直蒙受上

帝的祝福，至少是物質上的祝福，如經濟

繁榮，軍事力量，技術優勢和公民自由。

作為華人和美籍華人，我們當中許多

人都從美國這個國家為我們提供的自由和

機會中受益。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學習深

造，成家立業。我們應該從心底中說：美

國，謝謝你們！。

        九一一事件，喚醒我們華人基督

徒，應該起來為這個國家盡點力，現在是

回饋這個國家的時候了，我們應

該舉起聖潔的手，為這個國家禱

告：

1）為美國在上掌權者禱告，

求主給他們有敬畏神的心，曉得

照祂的心意來治理這個國家。

提前 2: 1-3 我勸你，第一要

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

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

安無事的度日。

2）為美國的教會禱告，使

教會得到復興，我們個人需要認

罪悔改，求主興起更多神的僕人，感動祂

的眾兒女起來向未信主的人傳福音。

3）為美國的學校禱告，求主將聖經、

祈禱與十誡重放回學校，掃蕩吸毒、性放

縱的罪，使學生悔改歸主，靈性得到復興，

這樣，美國的下一代才有希望。

4）為美國的社會禱告，使人敬畏神，

不放縱情慾，使家庭的夫妻關係蒙保守，

不讓魔鬼拆散幸福家庭；使同性戀者悔改。

5）為回教國家禱告，求神釋放他們

脫離魔鬼的轄制，有聽福音、信福音的自

由。

6）求神管制恐怖份子的心，制止他

們的惡，正如詩 76: 10 所說：人的忿怒要

成全你的榮美，人的餘怒你要禁止。

7）為九一一事件死難者的家屬禱告，

求神親自安慰看顧，使他們也曉得要投靠

這憐憫人的神。

九一一事件確實令我們傷心難過，願

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主來的那天，彼後 3: 10 
-13 所說：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

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

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

怎樣聖潔，怎樣敬虔，切切仰望 神的日

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

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但我們照祂的應

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親愛的恩浸人，讓我們虔誠地等待這

一天早日實現！

牧靈心語
◎梁德舜牧師

　郭文仁牧師，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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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與颶風重創德
州家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休
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9月18日與10
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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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因風災撤離到休士頓的杜蘭大學學生

慈濟在海地進行第一場發放

◎ 關懷災區撤離的台灣留學生

◎ 災後關懷小組已展開行動

	採訪／劉本琦；撰文／錢美臻

	採訪／劉本琦、林詠欣；撰文／錢美臻

	撰文／錢美臻

9
230

破壞力強大的四級颶風艾達（Hurricane Ida），是2021
年大西洋颶風季中第九個被命名的風暴與第二個大型

颶風。艾達颶風在8月29日在美國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東南海
岸的福瓊港（Port	Fourchon）登陸，其風速高達時速230公
里，它被歸類為襲擊美國大陸的第五強颶風之一。8月30日
艾達颶風降低為熱帶低氣壓轉往東北方行進，但其挾帶的磅
礡雨量，對沿途的社區造成了嚴重的水患。	
	 艾達颶風登陸當天在路州便造成死亡事件，包括南方大
城紐奧良（New Orleans）在內，路州有超過100萬居民斷
電，密蘇里州有40萬戶因此斷電，預計在未來一個月內災區
將無法正常供電。暴風減弱轉往東北後，其餘威導致的豪雨
和龍捲風，洪水衝擊美國東北部地區紐約等大城市。截至9
月2日，全美已有66人因愛達颶風往生，路州與美國東北部
多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心繫路州災民，緊急向當局確
認瞭解到災區的道路和高速公路被碎片、倒塌的電線、樹木
和積水覆蓋，因此急救人員難以進入災區。儘管道路尚未開
放，無法進入災區關懷，但志工們努力與合作的急難救援組
織聯繫，希望能為災民盡一份心力。

颶風艾達（Hurricane	 Ida）重創路易斯安那州、密蘇里
州等南部多州，在美國今年勞工節9月4日開始放三天

連假的長週末前，路易斯安那州東南部地區發布了洪水警告
及高溫預警，災區交通全面中斷，外界的慈善團體皆無法進
駐難以展開援助行動。

位於加勒比海的海地共和國，在七月初總統遇刺身亡
後政局動盪。8月14日繼2010年大地震後，再度發

生芮氏強度7.2的大地震。慈濟美國已和全球慈濟人共同
動員展開賑災行動，為災民籌措災變中最需要的物資、糧
食、醫療包、飲用水等，把握分秒送到海地慈濟人手中進
行調度與發放。	

美國紅十字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9月1日到慈濟德州分會領取急
難救助物資。攝影／劉本琦

志工們協助把急難救助物資送到休士頓紅十字會辦公室。 
攝影／劉本琦

志工們在9月1日去關懷了兩位台灣留學生。攝影／吳育宗

慈濟志工9月8日在海地地震災區萊凱市，舉辦了第一場食物發
放。攝影／凱辛亞（Keziah Jean）

	 因此紅十字會負責急難救助項目的主管埃德·弗萊什曼
（Ed Fleshman），在上午11點多便趕到慈濟德州分會會
所，辦理領取兩百條環保毛毯和一萬只口罩的程序，所有物
資加起來共有二十五個大紙箱。由於物資數量龐大，紅十字
會的小卡車根本無法完全運載，志工們只好以自家的小轎車
協助，把物資運送到紅十字會休士頓辦事處。
	 強烈颶風過後，停電、停水的問題估計要將影響災區數
個星期，鑒於美國南部各州的疫情十分險峻，風災加上疫情
或將重創社區，慈濟德州分會已積極與相關單位聯繫，期盼
攜手合作協助災民儘快安定下來。

這些就是撤離到德州的災民們，當前最需要的物資，我馬
上派工作人員到慈濟領取物資。

                           美國紅十字會資深急難救助項目經理 

                                                      葛雷格 · 杜立特

	 9月1日志工與位於休士頓市的美國紅十字會，負責德州
墨西哥灣區的資深急難救助項目經理葛雷格·杜立特（Greg	
Doolittle）取得聯繫，表達慈濟希望能援助災民的意願，經
溝通協調他了解到慈濟有充裕的環保毛毯和口罩等物資。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得知，紐奧良（New Orleans）
由於受災嚴重斷電缺水，位於紐市的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在強烈颶風災後，安排學生疏散到休士頓安
置，1600百名學生在8月31日（週二）起陸續抵達休士頓，
並入住兩家校方安排的酒店；因此休士頓慈濟人提前在8月
30日聯繫該校台灣同學會前會長，告知慈濟可以提供必要的
協助。
	 8月31日休士頓慈濟志工接獲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的通報表示，該處接獲路州杜蘭大學台灣學生提出協助
請求，希望邀請慈濟人一同參與。志工們便趕忙到賣場添購
生活用品，同時打包了二十個緊急生活包，準備發放從路州
撤離到休士頓的台灣留學生。
	 當晚德州分會四位志工前往休士頓經文處會見處長羅復
文，並商議如何共同幫助路州撤離的台灣留學生。據休士頓

	 此次風災跟十六年前的卡崔納颶風（Katrina）相較，雖

然颶風強度更大，但南部各州在卡崔納風災後所建造的新堤

防，充分發揮了功效，並未出現潰堤造成大規模的災害。

	 慈濟德州分會在8月30日召開緊急勘災、救災會議，由

於進入災區的道路仍在清理搶修，以及路橋狀況正在評估，

目前外界無法進入災區救援；因此決議在未能進入災區之

前，主力將放在與紅十字會及其他救災團體的溝通聯繫上，

並對撤離的災民做必要的協助與關懷。

	 慈濟志工已在9月8日於海地強震重災區萊凱市（Les	
Cayes），與「慈幼修女會」合作進行了第一場食物發放
活動，未來數日會持續在災區進行熱食發放和食物發放，
關懷陪伴災民共度艱難時刻。
	 千瘡百孔的海地震央亟需您我伸出援
手，就是現在！深入了解慈濟在海地十多年
來築建「希望之路」的全歷程：
tzuchi.us/zh/haiti

艾達颶風肆虐美南多州 慈濟捐助災民毛毯口罩

	 稍後志工參與路易斯安那州救災志願組織聯盟
（VOAD）簡報會議，得知路州勞動力委員會（Louisiana	
Workforce Commission）已開放六個收容所，持續進行大
規模供餐。慈濟長期的合作夥伴美國紅十字會指出，已開始
展開災區損害評估，該會計劃等道路狀況更加明朗後，將派
遣志工進入路州，進行大規模避難所關懷工作、急難救助發
放、移動廚房等援助項目。
	 根據「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指出，災
區需要花費數週或幾個月的時間，來恢復供電和供水。該署
統計截至9月7日，已批准15.8萬戶愛達風災的災民申請的聯
邦援助。
	 德州分會艾達颶風災後關懷小組已積極參與救助團體的
會議，同步了解災情狀況及各單位的資源，以擬定未來合作
援助計畫。

經文處提供資料顯示，杜蘭大學撤離的學生中，約有50名台

灣學生。當晚七點左右第一位學生劉子好到達經文處，志工

提供給他緊急生活包及現值卡慰問，讓他感受到海外僑胞濃

厚的關懷之情，希望能安住學生因緊急撤離不安的心。

	 志工在9月1日與兩位台灣留學生會面，提供她們緊急生

活包及現值卡，親切地慰問及關切她們的動態。兩位同學非

常高興見到慈濟志工，她們表示，由於颶風後學校很匆忙撤

離學生，有些東西根本來不及帶或帶不夠。慈濟提供的生活

包裡，有毛巾及防疫用品是她們馬上就可以用到的，非常貼

心也非常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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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達颶風挾帶狂風暴雨，嚴重破壞行經的美國南部和東岸地
區，直接造成全美66人死亡，無數家庭損失慘重，災區可能會長達
數週缺水斷電。慈濟美國已啟動急難救助機制，為遭受艾達颶風的
災民帶去物資——目前涵蓋的馳援範圍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維吉尼
亞州、馬里蘭州、新澤西州和紐約州。
	 請您即刻和慈濟一起行動，守護廣大災區！我們將提供現值
卡、物資和關懷，幫助災民度過眼前難關。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9月18日與10月2日，上午11點開始發放，發完為止

網路捐款：donate.tzuchi.us/ida-hurricane-relief
社交平台捐款：facebook.com/TzuChiUSA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並將支票郵寄至
慈濟德州分會（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77036），或電713-270-9988洽問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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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實會員卡

隆重登場

守護艾達颶風
廣大災區

撰文／王偉齡 為幫助緊急撤離災區的民眾，休士頓慈濟志工
趕忙到商場購買急難救助物資。攝影／劉本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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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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聖荷西聯邦法院現正審判一樁矽谷年輕加州聖荷西聯邦法院現正審判一樁矽谷年輕
漂亮的女新貴伊麗莎白漂亮的女新貴伊麗莎白••霍姆斯醫學科技詐騙霍姆斯醫學科技詐騙
案案,, 如被控如被控 1212 項罪名成立項罪名成立，，她將面臨她將面臨 2020 年牢獄年牢獄
之災之災,, 霍姆斯的人生從山峰跌到谷底霍姆斯的人生從山峰跌到谷底,, 她的經歷她的經歷
真是讓人引以為戒真是讓人引以為戒。。

聰明絕頂的霍姆斯出身名門之後聰明絕頂的霍姆斯出身名門之後,, 家族人脈家族人脈
橫跨政橫跨政、、法法、、醫醫、、商與企業界商與企業界,, 她她1717歲進入名校史歲進入名校史
坦福大學研讀化工坦福大學研讀化工,, 由於對血液檢測具獨到見由於對血液檢測具獨到見
解解,,1919歲退學歲退學,,到矽谷成立初創公司到矽谷成立初創公司Theranos(Theranos(由由
治療治療therapytherapy與診斷與診斷diagnosisdiagnosis組合組合),), 她領導的公她領導的公
司以生化和微流科技研發出一款方形黑盒子驗司以生化和微流科技研發出一款方形黑盒子驗
血儀器血儀器,, 號稱可用針頭輕輕吸取手指一滴血即號稱可用針頭輕輕吸取手指一滴血即
可在可在 1515 分鐘後化驗診斷出分鐘後化驗診斷出 240240 項病歷項病歷,, 由於這由於這
是劃時代醫療新產品是劃時代醫療新產品,, 經霍姆斯大力推廣宣揚經霍姆斯大力推廣宣揚

後後,, 成功的將這种驗血儀器與成功的將這种驗血儀器與WalgreensWalgreens
等大公司簽約等大公司簽約,, 並吸引許多權貴人士投並吸引許多權貴人士投
資資,, 大眾也趨之若鶩大眾也趨之若鶩, Theranos, Theranos 公司在公司在
短短時間就匯集了大量投資基金短短時間就匯集了大量投資基金,,””富比富比
士士””評估市值達評估市值達9090億美元億美元，，霍姆斯也被霍姆斯也被
評選為全球最年輕億萬女富豪評選為全球最年輕億萬女富豪。。
但不幸的是但不幸的是, Theranos, Theranos公司的驗血儀器公司的驗血儀器
後來被華爾街日報記者追蹤訪查該公後來被華爾街日報記者追蹤訪查該公
司員工以及曾驗血過的病患後司員工以及曾驗血過的病患後,, 驚人發驚人發
現其驗血實際功效只有現其驗血實際功效只有1515項項,, 其他項目其他項目
都錯誤百出都錯誤百出,, 經驗證屬實經驗證屬實,,該公司因而破該公司因而破
產產 ,,””富比士富比士””立即把霍姆斯身價歸零立即把霍姆斯身價歸零,,由由
於投資人血本無歸因而對她提起了欺於投資人血本無歸因而對她提起了欺
詐訴訟詐訴訟。。

驗血儀器失靈無效驗血儀器失靈無效,,霍姆斯到底是蓄霍姆斯到底是蓄
意欺騙意欺騙,, 還是單純研發失敗呢還是單純研發失敗呢？？從檢察從檢察

官鉅細靡遺的調查報告中可知官鉅細靡遺的調查報告中可知,, 霍姆斯的確是霍姆斯的確是
隱瞞了許多實情不報隱瞞了許多實情不報,, 尤其是當她的產品被高尤其是當她的產品被高
度質疑後度質疑後,, 她依然快速透過自己豐沛的人脈她依然快速透過自己豐沛的人脈,, 由由
許多權貴人物為他背書宣揚許多權貴人物為他背書宣揚,, 因而嚴重誤導投因而嚴重誤導投
資大眾對資大眾對TheranosTheranos準確性及有效性的認知準確性及有效性的認知。。

當然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不可否認的是,, 霍姆斯也曾擁有過美麗霍姆斯也曾擁有過美麗
的夢想的夢想,, 她曾想把自研發出來的醫學儀器大量她曾想把自研發出來的醫學儀器大量
普及化普及化,, 並且以最低的驗血成本來造福人類並且以最低的驗血成本來造福人類。。如如
果真的研發成功的話果真的研發成功的話,, 她對人類的貢獻絕不亞她對人類的貢獻絕不亞
於智慧型手機與電動車給人類所帶來的福祉於智慧型手機與電動車給人類所帶來的福祉,,
但很遺憾的是但很遺憾的是,, 她的智慧不能填滿她的野心與她的智慧不能填滿她的野心與
願望願望,, 而且她惡意騙取別人的資產變成自己的而且她惡意騙取別人的資產變成自己的
財富財富,, 所以她的行為是不值得同情所以她的行為是不值得同情,, 也不該被寬也不該被寬
恕的恕的！！

由於民間聲望低落由於民間聲望低落,, 上台才勉強一年的日本上台才勉強一年的日本
首相菅義偉不得不宣布不再競選下一任自民黨首相菅義偉不得不宣布不再競選下一任自民黨
總裁總裁,, 換言之換言之,, 他將從日本閣揆高位下台他將從日本閣揆高位下台,, 他的他的
下場跟上一任下台的安倍晉三一樣下場跟上一任下台的安倍晉三一樣,, 都因治疫都因治疫
無方無方,, 激起民情怨懟激起民情怨懟，，令脆弱恐慌的百姓再也無令脆弱恐慌的百姓再也無
法忍受疫情折磨法忍受疫情折磨,, 有自知之明的菅義偉毫不戀有自知之明的菅義偉毫不戀
倦職位倦職位,, 也算是負責任的態度也算是負責任的態度,, 巧合的是巧合的是,, 安倍安倍
晉三在第一個任期也只做了一年就打包走人晉三在第一個任期也只做了一年就打包走人,,
不過安倍晉三不過安倍晉三20122012年復出卻做了八年年復出卻做了八年,, 去年卻去年卻
因疫情和奧運而以健康不佳為藉口辭職因疫情和奧運而以健康不佳為藉口辭職,, 疫情疫情
和奧運竟成為兩位首相的魔咒和奧運竟成為兩位首相的魔咒,, 那真是無可奈那真是無可奈
何的事何的事。。

本來日本首相職務就相當艱難本來日本首相職務就相當艱難,, 兩年前才逝兩年前才逝
世的首相中曾根康弘享壽世的首相中曾根康弘享壽101101歲歲，，他在天皇之下他在天皇之下
主政日本長達主政日本長達18061806天天,,歷經了大正歷經了大正、、昭和昭和、、平成平成
及令和四個天皇時代及令和四個天皇時代，，修改日本和平憲法修改日本和平憲法，，締造締造
許多日本歷史許多日本歷史，，是日本罕見英明的政治人物是日本罕見英明的政治人物,, 但但

從他之後就斷層了從他之後就斷層了,,後來的日本首相不再後來的日本首相不再
尊重他的教誨尊重他的教誨，，接任者更昧於歷史接任者更昧於歷史，，篡改篡改
日本歷史教科書日本歷史教科書，，把侵略中國變造為把侵略中國變造為””進進
出出””中國中國，，非常可恥非常可恥,, 每一任首相任職都不每一任首相任職都不
長長,,在安倍晉三第二度擔任首相的前在安倍晉三第二度擔任首相的前66年年,,
日本竟然更換了日本竟然更換了66位閣揆位閣揆,, 正像一場棒球正像一場棒球
比賽比賽,, 才打完才打完66局就更換了局就更換了66位投手位投手,, 怎麼怎麼
可能會有贏的局面呢可能會有贏的局面呢！！這次菅義偉自行宣這次菅義偉自行宣
佈不打了佈不打了,, 他將來似乎也不可能再出場他將來似乎也不可能再出場
了了。。

菅義偉這一次的辭職應算是咎由自取菅義偉這一次的辭職應算是咎由自取,,
因為在幾個月前當日本疫情嚴峻時因為在幾個月前當日本疫情嚴峻時,, 八成八成
日本民意反對他舉辦奧運日本民意反對他舉辦奧運,, 菅義偉竟不傾菅義偉竟不傾
聽民意聽民意,,直到距離七月下旬東奧會剩下短直到距離七月下旬東奧會剩下短
短幾星期了短幾星期了,, 他竟還舉棋不定他竟還舉棋不定,, 儘管國際儘管國際

奧林匹克委員會堅持要如期舉辦奧林匹克委員會堅持要如期舉辦,, 菅義偉卻在菅義偉卻在
經濟考量下不敢違逆經濟考量下不敢違逆,, 儘管在運動場內因嚴苛儘管在運動場內因嚴苛
管制而沒有造成重大病情管制而沒有造成重大病情,, 但因全國關注東奧但因全國關注東奧
會而疏於防範會而疏於防範，，全日本四分之三地區遭到疫情全日本四分之三地區遭到疫情
影響影響 ,,終於一發不可收拾終於一發不可收拾,, 在奧運會結束後每天在奧運會結束後每天
新冠感染的人數突破兩萬餘人新冠感染的人數突破兩萬餘人,, 他只好宣布十他只好宣布十
三個都府縣進入緊急狀況三個都府縣進入緊急狀況,, 現在民意支持度竟現在民意支持度竟
跌落到跌落到2828%,%,相較於上台時相較於上台時7070%%的支持率真是天的支持率真是天
淵之別淵之別,, 加上自民黨八月輸了橫濱市長選舉加上自民黨八月輸了橫濱市長選舉,, 造造
成黨內士氣低迷成黨內士氣低迷,,內部自家人不力挺內部自家人不力挺,, 更無人願更無人願
接幹事長接幹事長,, 加上親美抗中的外交政策失策無當加上親美抗中的外交政策失策無當
所以他不得不下台所以他不得不下台。。

菅義偉由於政治智慧與魄力均不足菅義偉由於政治智慧與魄力均不足,,經不起經不起
短短三百多天的考驗就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短短三百多天的考驗就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
途途,,““得民者昌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失民者亡””是菅義偉最真實的註是菅義偉最真實的註
解解,,也值得政治人物的借鏡也值得政治人物的借鏡!!

座落於維吉尼亞州李奇蒙市的美國南北戰爭座落於維吉尼亞州李奇蒙市的美國南北戰爭
時期的英雄李將軍時期的英雄李將軍(Robert Edward Lee)(Robert Edward Lee) 騎著駿騎著駿
馬的巨大青銅雕像遭到州政府拆除馬的巨大青銅雕像遭到州政府拆除,, 當數十名當數十名
工程人員以大型起重機將工程人員以大型起重機將1212公尺高公尺高1212 公噸重公噸重
的銅像從基座吊起拆除後的銅像從基座吊起拆除後,, 這座聳立了這座聳立了 131131 年年
之久之久,,可讓人追憶歷史的古蹟從此消失可讓人追憶歷史的古蹟從此消失,, 真是不真是不
無遺憾無遺憾。。

推倒雕像是黑人佛洛伊德去年慘遭白人警察推倒雕像是黑人佛洛伊德去年慘遭白人警察
以膝壓頸霸凌致死後在美國所引發的新風潮以膝壓頸霸凌致死後在美國所引發的新風潮,,
維州州長拉爾夫維州州長拉爾夫••諾瑟姆順勢宣布也將拆除位諾瑟姆順勢宣布也將拆除位
於該州李奇蒙市紀念碑大道的李將軍雕像於該州李奇蒙市紀念碑大道的李將軍雕像,, 由由
於當地居民反對而提起訴訟於當地居民反對而提起訴訟，，但近日經維州最但近日經維州最
高法院裁決判定拆除銅像並未違法高法院裁決判定拆除銅像並未違法,, 所以才讓所以才讓
李將軍落得今天的下場李將軍落得今天的下場,,我相當不以為然我相當不以為然。。
因為雕像和紀念碑是相當莊嚴神聖的歷史典故因為雕像和紀念碑是相當莊嚴神聖的歷史典故

和遺產和遺產，，既能矗立和展示在公共場所既能矗立和展示在公共場所，，成成
為眾人矚目聚焦為眾人矚目聚焦，，所以在塑建立時所以在塑建立時，，無論無論
是在什麼年代是在什麼年代，，也不管是在什麼背景也不管是在什麼背景，，在在
當時一定是經過各州郡市政府和議會的當時一定是經過各州郡市政府和議會的
嚴格審核與批准簽署嚴格審核與批准簽署，，才可以建置陳設才可以建置陳設
而能在公眾視野中公開亮相而能在公眾視野中公開亮相，，既然如此既然如此，，
後人貿然的把他們拆除了後人貿然的把他們拆除了，，那就是對於那就是對於
前人的不恭和不敬前人的不恭和不敬,,那不僅僅是對歷史那不僅僅是對歷史
文化的污篾行為文化的污篾行為，，也是數典忘祖也是數典忘祖，，不可原不可原
諒的行徑諒的行徑。。

任何一尊歷史的雕像往往所代表的任何一尊歷史的雕像往往所代表的
就是一種崇高的榮譽就是一種崇高的榮譽，，是相當神聖不可是相當神聖不可
侵犯的侵犯的,, 那必然是在特定時間和地點被那必然是在特定時間和地點被
塑造出來的有型物品塑造出來的有型物品，，目的在於傳達特目的在於傳達特
定的歷史信息定的歷史信息，，而歷史之所以需要用雕而歷史之所以需要用雕

像被銘記像被銘記，，是因為人們可以依靠雕像去銘記過是因為人們可以依靠雕像去銘記過
去的經驗與教訓來啟迪後人的思維與生活去的經驗與教訓來啟迪後人的思維與生活,, 因因
此政府官員推倒雕像的命令說的是雲淡風輕此政府官員推倒雕像的命令說的是雲淡風輕，，
但他們往往並沒有思想過這樣的言行是多麽的但他們往往並沒有思想過這樣的言行是多麽的
魯莽粗暴以及創傷歷史典故魯莽粗暴以及創傷歷史典故,, 更何況吊空拆除更何況吊空拆除
一座不會呼吸一座不會呼吸,, 也沒有淚水的雕像並不能幫助也沒有淚水的雕像並不能幫助
消除種族歧視消除種族歧視，，也並不能從現實中改善少數族也並不能從現實中改善少數族
裔的生活環境裔的生活環境。。

美國現在最大的危機就是潛伏者族群不平等美國現在最大的危機就是潛伏者族群不平等
的憂慮的憂慮,, 白人至上主義者是社會的最大病毒白人至上主義者是社會的最大病毒，，正正
因為他們偏差的的作為而給拆除歷史銅像與紀因為他們偏差的的作為而給拆除歷史銅像與紀
念碑帶來了正當性與迫切性念碑帶來了正當性與迫切性，，但是最大的問題但是最大的問題
是是，，當銅像與紀念碑在被拆除後當銅像與紀念碑在被拆除後，，難道就可以平難道就可以平
息種族歧視了嗎息種族歧視了嗎?? 當然不會當然不會。。

沉寂了好長一陣子的莫妮卡沉寂了好長一陣子的莫妮卡••萊文斯基萊文斯基
（（Monica LewinskyMonica Lewinsky））又復出了又復出了,, 這位曾經因為與這位曾經因為與
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白宮傳出腥羶醜聞而造成柯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白宮傳出腥羶醜聞而造成柯
林頓被彈劾林頓被彈劾(Impeachment)(Impeachment)幾乎被趕出白宮而撼幾乎被趕出白宮而撼
動世界的奇女子動世界的奇女子,, 這次的復出竟然是擔任這次的復出竟然是擔任FXFX 電電
視頻道十集連續劇視頻道十集連續劇””彈劾彈劾::美國犯罪故事美國犯罪故事””的執行的執行
製片人製片人,, 她現身說法她現身說法,, 並由女星比妮並由女星比妮••費爾德斯費爾德斯
坦飾演她自己坦飾演她自己,, 勢必轟動勢必轟動,, 不過造成羞辱與傷害不過造成羞辱與傷害
最大的莫過於柯林頓夫婦以及萊文斯基自己最大的莫過於柯林頓夫婦以及萊文斯基自己,, 但但
她卻渾然不知她卻渾然不知。。

柯林頓擔任了兩屆美國總統柯林頓擔任了兩屆美國總統,, 任內以經濟治任內以經濟治
國政績斐然國政績斐然,, 只可惜在只可惜在19981998年被當時擔任白宮年被當時擔任白宮
實習生的萊文斯基以美色勾引實習生的萊文斯基以美色勾引,, 倆人竟在白宮殿倆人竟在白宮殿
堂發生性關係堂發生性關係,, 而且柯林頓還信誓旦旦說而且柯林頓還信誓旦旦說::””我要我要
對美國人民說一件事對美國人民說一件事,,我要你們聽清楚我要你們聽清楚,,我再說一我再說一

遍遍,, 我和那個女人萊文斯基沒有發生性關我和那個女人萊文斯基沒有發生性關
係係,,一次都沒有一次都沒有,,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說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說
謊謊!!””

是的是的,, 這就是柯林頓所留下來的歷史上這就是柯林頓所留下來的歷史上
美國總統最大的謊言美國總統最大的謊言,, 這句謊言造成的傷這句謊言造成的傷
害是害是,,從那之後美國總統所說的任何一句從那之後美國總統所說的任何一句
話都不可全信話都不可全信,, 再加上後來男女關係更混再加上後來男女關係更混
亂的川普總統亂的川普總統,, 可見美國總統的道德操守可見美國總統的道德操守
與誠信標準其實並不比一般市井小民高與誠信標準其實並不比一般市井小民高
到那裡到那裡,, 只不過因為他們擁有權勢又能言只不過因為他們擁有權勢又能言
善道罷了善道罷了。。

萊文斯基過去萊文斯基過去2020多年因醜名醜事而潦多年因醜名醜事而潦
倒失業倒失業,,生活過得非常坎坷生活過得非常坎坷,, 她更因當年被她更因當年被
自己的閨蜜偷錄電話交談內容而讓自己自己的閨蜜偷錄電話交談內容而讓自己

的醜事天下皆知的醜事天下皆知,, 所以再也不信任任何人所以再也不信任任何人,, 長久長久
以來社會對她嘲諷揶揄以來社會對她嘲諷揶揄,, 使她生活一度陷入絕使她生活一度陷入絕
境境,,還要依靠父母接濟維生還要依靠父母接濟維生,, 他曾回絕許多高酬他曾回絕許多高酬
勞出書和拍電影的機會勞出書和拍電影的機會,, 但他絕不願意再以自己但他絕不願意再以自己
的痛苦來換取經濟利益的痛苦來換取經濟利益,, 所以算是知恥明禮所以算是知恥明禮,, 當當
然她最不應該的就是然她最不應該的就是,, 迄今為止迄今為止,, 還沒有向希拉還沒有向希拉
蕊說一聲道歉蕊說一聲道歉。。希拉蕊在參加希拉蕊在參加20162016年總統大選年總統大選
時因為丈夫當年的背叛而遭到對手川普的羞辱時因為丈夫當年的背叛而遭到對手川普的羞辱,,
萊文斯基當然要負道義責任萊文斯基當然要負道義責任!!

如今令人錯愕不解的是如今令人錯愕不解的是,,萊文斯基竟在萊文斯基竟在 2323 年年
後親自參與製作電視劇重提舊事後親自參與製作電視劇重提舊事,, 尚不知劇情是尚不知劇情是
否屬實否屬實,, 無論如何都會對希拉蕊再次造成重大傷無論如何都會對希拉蕊再次造成重大傷
害害,, 萊文斯基年輕時已做過錯事萊文斯基年輕時已做過錯事,, 又歷經了尷尬又歷經了尷尬
痛苦的歲月痛苦的歲月,,現在卻又自揭疤痕現在卻又自揭疤痕,, 真是何苦來哉真是何苦來哉
呀呀!!

就在亞裔於美國遭受暴力襲擊與仇恨犯罪就在亞裔於美國遭受暴力襲擊與仇恨犯罪
之際之際,, 適時公佈的適時公佈的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統計資料以年人口普查統計資料以
及在全美各大城市上演的影片及在全美各大城市上演的影片””尚氣與十環幫傳尚氣與十環幫傳
奇奇””同時為美國亞裔爭了一口氣同時為美國亞裔爭了一口氣,, 因為從數據與因為從數據與
影片中影片中,, 亞裔都有積極的成績與形象亞裔都有積極的成績與形象,, 告訴那些告訴那些
歧視亞裔的人應立即收手歧視亞裔的人應立即收手,, 要正面看待與對待亞要正面看待與對待亞
裔了裔了。。

人口普查統計資料顯示亞裔人口在過去十年人口普查統計資料顯示亞裔人口在過去十年
成長的數字竟超過其他成長的數字竟超過其他33個族裔個族裔((白人白人、、黑人與西黑人與西
裔裔))的成長總數的成長總數,,現在人口已達現在人口已達24002400萬萬,,雖只佔美雖只佔美
國國33..33億總人口數的億總人口數的66%,%,但人口數卻比但人口數卻比3030 年前成年前成
長了長了22倍倍,,這是相當明顯的趨勢這是相當明顯的趨勢,, 而且更重要的是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教育在教育、、就業就業、、收入與生活環境方面亞裔都名列收入與生活環境方面亞裔都名列
各族裔前茅各族裔前茅,, 所以在美亞裔屬於菁英族群已是不所以在美亞裔屬於菁英族群已是不
爭的事實爭的事實。。

現在上演的現在上演的””尚氣與十環幫傳奇尚氣與十環幫傳奇”（”（Shang-Chi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最引人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注目的就是,, 這是第一部由亞裔與華人這是第一部由亞裔與華人
主演的漫威主演的漫威MarvelMarvel電影電影,, 片中男主角劉片中男主角劉
思慕是加拿大家喻戶曉的華裔明星演思慕是加拿大家喻戶曉的華裔明星演
員員,, 他在這部片子中所飾演的尚氣雖然他在這部片子中所飾演的尚氣雖然
只是代客泊車的職業只是代客泊車的職業,, 但卻展露了霸氣但卻展露了霸氣
十足的剛強功夫十足的剛強功夫,, 而在劇中飾演他父親而在劇中飾演他父親
文武的梁朝偉更是演技精湛的亞洲影文武的梁朝偉更是演技精湛的亞洲影
帝帝,, 把身為極端危險凶狠的組織首腦扮把身為極端危險凶狠的組織首腦扮
演得入木三分演得入木三分,, 與飾演他太太映麗的陳與飾演他太太映麗的陳
法拉有洗鍊的對手戲法拉有洗鍊的對手戲,, 整部戲絲絲入扣整部戲絲絲入扣,,
沒有冷場沒有冷場,, 而美籍導演兼編劇柯瑞頓而美籍導演兼編劇柯瑞頓
Destin Daniel CrettonDestin Daniel Cretton 處理各個武打衝處理各個武打衝
突的場面節奏明快突的場面節奏明快,, 毫不拖泥帶水毫不拖泥帶水,, 他他
在劇中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對話在劇中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對話,, 算是非算是非

常大膽的突破常大膽的突破,, 但不知道美國觀眾是否能夠接但不知道美國觀眾是否能夠接
受受。。

眾所周知眾所周知,, 漫威電影是由已故的漫畫大師史漫威電影是由已故的漫畫大師史
丹李丹李（（Stan LeeStan Lee））流芳百世的漫畫鉅作搬上銀幕流芳百世的漫畫鉅作搬上銀幕
的的,, 他的作品膾炙人口他的作品膾炙人口,,兼具驚奇兼具驚奇、、娛樂與意理娛樂與意理，，
他曾結合其他藝人創作過蜘蛛人他曾結合其他藝人創作過蜘蛛人、、鋼鐵俠鋼鐵俠、、驚奇驚奇44
超人超人、、星球大戰星球大戰、、黑豹黑豹、、蟻人以及蟻人以及X-MenX-Men……等……等
等大家耳熟能詳的電影鉅著等大家耳熟能詳的電影鉅著，，華裔名導李安的華裔名導李安的

《《綠巨人浩克綠巨人浩克》》也是史丹李筆下創作出來的英雄也是史丹李筆下創作出來的英雄
角色角色，，他為當今流行的超級英雄和科幻流行文化他為當今流行的超級英雄和科幻流行文化
鋪平了道路鋪平了道路，，如此重大的影響是他生命的一種延如此重大的影響是他生命的一種延
續續，，稱他為超級英雄之父並不為過稱他為超級英雄之父並不為過，，在全美各大在全美各大
票房電影中都有史丹李創造出來非常富有人性票房電影中都有史丹李創造出來非常富有人性
的超級英雄題裁的超級英雄題裁，，當然當然””尚氣與十環幫傳奇尚氣與十環幫傳奇””也不也不
例外例外,, 這是一部值得華人觀賞的優良影片這是一部值得華人觀賞的優良影片。。

颶風艾達颶風艾達( Ida)( Ida) 近來重創美國東海岸近來重創美國東海岸,, 紐約市紐約市
降下了五百年來最強雨量降下了五百年來最強雨量,, 全市罕見進入緊急狀全市罕見進入緊急狀
態態。。據國家氣象局統計據國家氣象局統計,, 在紐約在紐約、、新澤西新澤西、、賓夕法賓夕法
尼亞尼亞、、康乃狄克康乃狄克、、馬里蘭和維吉尼亞六州已至少馬里蘭和維吉尼亞六州已至少
造成造成4646人死亡慘劇人死亡慘劇,, 許多人因駕駛逃亡來不及躲許多人因駕駛逃亡來不及躲
避而在車裡慘遭滅頂避而在車裡慘遭滅頂,, 洪水淹沒低窪地帶的道路洪水淹沒低窪地帶的道路
與建築與建築,, 多數街道變成河流多數街道變成河流,,交通受阻交通受阻，，工作生活工作生活
不是短期內可恢復正常的不是短期內可恢復正常的。。

這次艾達颶風首先是星期天從路易斯安那州這次艾達颶風首先是星期天從路易斯安那州
登陸登陸,, 正巧與正巧與 1616 年前卡崔娜颶風來襲日子同一年前卡崔娜颶風來襲日子同一
天天,, 當年當年 33 級強度的卡崔娜就已造成級強度的卡崔娜就已造成 18001800 人死人死
亡亡,, 整個紐奧良幾乎浸泡水中整個紐奧良幾乎浸泡水中,, 滿目瘡痍滿目瘡痍,, 不忍卒不忍卒
睹睹,, 而倉皇駕車逃亡卻被堵在高速公路上動彈不而倉皇駕車逃亡卻被堵在高速公路上動彈不

得的景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得的景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而這次艾達而這次艾達
颶風強度更高達颶風強度更高達44級級,, 氣象局預報這將是氣象局預報這將是
170170年來最嚴重颶風年來最嚴重颶風,, 所以令人惶恐萬分所以令人惶恐萬分,,
路州州長在風暴來襲前就警告州民應格路州州長在風暴來襲前就警告州民應格
外嚴防外嚴防,, 他呼籲危險區的人應立即撤走逃他呼籲危險區的人應立即撤走逃
離離,, 也正因大家有強烈憂患意識也正因大家有強烈憂患意識,, 所以只所以只
有一個人死亡有一個人死亡,, 不過艾達所造成的停水不過艾達所造成的停水、、
斷電斷電、、無網絡與沒汽油等已使當地生活陷無網絡與沒汽油等已使當地生活陷
入絕境入絕境,, 目前尚有上百萬人沒有供電目前尚有上百萬人沒有供電,, 生生
活度日如年活度日如年,,專家預估至少需兩個月才能專家預估至少需兩個月才能
修復能源設施修復能源設施。。

而就在東部遭受颶風重創之際而就在東部遭受颶風重創之際,, 西部加西部加
州卻面臨祝融之災州卻面臨祝融之災,, 野火狂燒了大片森林野火狂燒了大片森林
與建築與建築,, 官方統計官方統計,,所殃及的土地面積大過所殃及的土地面積大過
去年同期去年同期,, 使消防人員筋疲力盡使消防人員筋疲力盡,,苦不堪苦不堪
言言。。自今年初以來自今年初以來,,美國大部分地區都經歷美國大部分地區都經歷

了氣候災難了氣候災難，，早先東南部有山洪暴發早先東南部有山洪暴發，，中西部有中西部有
龍捲風襲擊龍捲風襲擊，，西部沙漠有致命季風西部沙漠有致命季風，，太平洋西北太平洋西北
部俄勒岡爆發部俄勒岡爆發 19001900 年來第四大野火年來第四大野火,, 燒毀燒毀 4040 萬萬
英畝土地英畝土地,, 200200個房屋為祝融所吞噬個房屋為祝融所吞噬,, 國家消防中國家消防中
心稱心稱，，今年全美共今年全美共1414州被野火肆虐州被野火肆虐，，席捲席捲5252..3535萬萬
公頃土地公頃土地,,蒙大拿州高達蒙大拿州高達 110110 度超高溫度所造成度超高溫度所造成
的一抹紅日的一抹紅日,, 遠在中西部各州皆可目睹遠在中西部各州皆可目睹。。

從洪水到烈火造成的傷害從洪水到烈火造成的傷害，，讓我們深切感到全讓我們深切感到全
球氣候暖化球氣候暖化(global warming(global warming））帶來的災難帶來的災難，，由於暖由於暖
化導致海洋面溫度升高化導致海洋面溫度升高，，形成怪異氣候現象形成怪異氣候現象，，使使
雨量愈來愈大雨量愈來愈大,,火力愈來愈猛火力愈來愈猛,, 如果我們再不做好如果我們再不做好
環保工作環保工作，，以後的日子真是過不下去了以後的日子真是過不下去了!!

風向針 WEATHER VANE
it does not knowit does not know
which direction to pointwhich direction to point
so many mouthsso many mouths
so many opinionsso many opinions
the whole afternoonthe whole afternoon

sitting on my neighbor's roofsitting on my neighbor's roof
it just keeps vacillatingit just keeps vacillating
and whiningand whining
the whole afternoonthe whole afternoon
I have been waitingI have been waiting

for it to find a footholdfor it to find a foothold
and to point its spearheadand to point its spearhead
of angerof anger
directly at the heartdirectly at the heart
of the stormof the storm

不知該指

哪一個方向

這麼多張嘴

這麼多的意見

整個下午

它在鄰居的屋頂上

不停地搖擺

不停地呻吟

整個下午

我在等它立定腳跟

等它把憤怒的矛頭

直指風暴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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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錢進2024奧運主辦國
探尋新商機

東京奧運完美落幕，並
正式交棒給下一屆主辦國法
國！

法國政府非常重視2024
年將於巴黎舉辦的國際體壇
盛事，

積極建設友善的經濟投
資環境，期待此運動盛會帶
動法國經濟發展

想瞭解更多法國投資相
關資訊嗎那你可千萬別錯過
「法國臺商投資環境報告」

帶你掌握開啟商機的金鑰
本 則 貼 文 連 結 https://

timeline.line.me/post/
1163049041201035122

【本報訊】六十多年前，生計食品重金
禮聘了慈禧太后御膳房中的點心名廚，時隔
半個世紀，生計由第一代師傅所傾囊相授的
獨門點心製作技術，代代相傳至目前的第三
第四代大師傅，雖然歷經新舊師傅的交接傳
承，但是生計始終堅持著當初為太后細心準
備精緻月餅之心態，無論在色、香、味、美

方面均力求完美，製作中一絲不苟，完全維
持一貫的皇室標準。

在美國一般商家分別由中，港，台海運
來美的月餅早已在三到四個月前就烘培完成
經過一段時間的保存，再加上長途運送的時
間，消費者無法體驗到第一時間的美味。生
計食品堅持全程在美國本地完成所有產品製

造的一條龍作業，從嚴格挑選食材開始，一
路到餡料餅皮完全親力親為，不假他人之手
，衛生安全，完全通過州政府與聯邦食品檢
驗局之檢驗，保證新鮮。特別是鹹蛋黃，更
是完全符合USDA的衛生標準。為了顧客的健
康，生計食品絕對不用豬油，只採用純大豆
沙拉油，素食者也可安心享用，並且堅持少

糖少油低卡路里的原則來生產月餅。生計食
品是有著六十四年信譽的老字號，有絕對的
品質保證，無論是送禮或團圓夜的闔府同享
，生計月餅對是您的最佳選擇。

今年一般月餅的市場價格差不多比往年
更高出許多。生計顧慮到經濟不景氣大家的
荷包緊縮，因此盡量吸收成本，訂出最經濟
實惠的價格，讓民眾可以輕鬆享受美味的生
計月餅，做為一年一度的回饋。去年生計推
出了御禮禮盒，獲得廣大顧客群的熱烈迴響
，在今年也將會是熱門主打商品之一，由於
含有多種口味且份量適中，可同時滿足一家
大小不同喜好，成了店中的人氣商品。御禮
禮盒內有閩南名點迷你綠豆凸；香酥濃郁的
芋頭酥；迷你小月餅，及廣受歡迎的鳳梨奶
酥，稱的上是現代與傳統的經典結合。

生計月餅於金山灣區十二家分店及全美
各大華人超市均有代售，也歡迎上網訂購贈
送親朋好友。網址: http://www.shop.sheng-
kee.com或打免費電話TEL:1-877-580-8000查
詢 。 美 南 地 區 總 代 理: 美 國 和 樂 ：
832-912-7888

~生計宮廷月餅~
一條龍製作 多重品質保證 送禮最佳選擇

美南地區總代理美國和樂832-912-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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