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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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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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斯頓都市大學商學院的華麗蛻變休斯頓都市大學商學院的華麗蛻變

【美南新聞王潔】休斯頓都市大學成立於
1974 年，如今已有 47 年的歷史。目前學校
15000學生有餘。目前設立了四個學院，商學院
，科學技術，公共政策學院和人文學院。

商學院就是其中的一個分支。其實早年間
，商學院只是一個社區大學，經過多年發展，
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個容納4000學生有餘的全方
位國家認證的商學院。

休斯敦，是美國德克薩斯州的第一大城，
全美國第四大城市，墨西哥灣沿岸最大的經濟
中心。而休斯頓都市大學作為商業學術領地，

一直在為社會源源不斷的輸入人才，目前商學
院的畢業生已成就於各行各業，有自主創業，
有被國家知名企業聘用，領導著新時代。目前
，休斯頓都市大學的本科已發展為九個專業方
向。在2020年還設立了研究生有碩士認證的學
位選擇，畢業後有資格參加CPA的考試。休斯
頓都市大學目前已獲得 AACSB（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認證，全
美只有 5%的學校被該權威組織認證過。這對於
休斯頓都市大學來講是一個重大突破。

2018年Gengler博士正式加入休斯頓都市大

學，為商學院注入了活力，帶領教師團隊進入
了一段快速晉升時期，鼓勵並給予教授充分做
研究的時間。與此同時，Gengler博士還加強了
學校與亞洲商會，澳大利亞商會，西班牙商會
，越南商會等經濟文化平台，為學生提供了眾
多實習機會，為畢業生開闊了就業空間。如今
，CITY BAUER基金會每年也會為商學院提供
贊助，為20-30人完成學業夢想，目前已為80
位學生提供了這樣的平等教育機會。這項舉措
不僅促進了學校學術平等，還契合了學校的多
元化文化理念。

據Gengler博士介紹，目前正在著手啟動一
系列項目，雙語教育計劃、畢業前夕的工作諮
詢指導服務等，深受學生們的支持和喜愛。目
前，學校亞裔只占到學校人數的 11%，學校希
望未來可以接納更多的多元外來文化，為學校
開拓更豐富的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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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達成強化氣候行動《聯合宣言》
決定建立聯合工作組 中方：合作有利於辦成兩國和世界大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當地時間10

日，中國和美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格拉斯哥大會期間發布

《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

宣言》（下稱《聯合宣言》）。雙方同意建立“21世紀20

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推動兩國氣候變化合作和多

邊進程。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表示，《聯合宣

言》的發表再次表明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中美合

作可以辦成許多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他表示，離格

拉斯哥大會結束還有兩天，希望此份《聯合宣言》能够為

大會成功作出中美貢獻。

據中新社報道，在《聯合宣言》中，中美雙方
回顧《巴黎協定》，目的是根據協定第二條

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低於2°C之內，並努
力限制在1.5°C之內，為此，雙方承諾作出努
力，包括在《巴黎協定》框架下在21世紀20年代
採取提高力度的強化氣候行動，以使上述溫度上
升限制目標可以實現，並合作識別和應對相關挑
戰與機遇。雙方計劃在21世紀20年代就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相關法規框架與環境標準，將清潔能源
轉型的社會效益最大化等方面加強合作。

工作組擬明年召開會議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當天在記者會

上表示，雙方決定推動中美氣候變化合作機制
化、具體化、務實化，計劃建立關於21世紀20年
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繼續開展技術和政策交
流，促進地方政府、企業、智庫和學術界的參
與，並評估今年4月上海聯合聲明和此《聯合宣
言》的實施。

“我們要想合作，必須有機制，必須要務
實，而不能停留在口頭上，所以我們決定建立聯合
工作組。”談及工作組的情況，解振華表示，主要
是解決本世紀20年代、亦即2030年之前雙方要採
取怎樣的行動，共同推動多邊進程開展怎樣的合
作。他透露，工作組明年上半年準備召開第一次會
議，就雙方所要開展的電力系統、甲烷、森林保護
等方面開展一些實實在在的、採取行動的合作。

“這就是聯合工作組的任務，通過聯合工作組讓我
們之間的聯繫更緊密，行動更務實。”解振華表
示，雙方同時希望能夠和各個方面都展開合作，大
家攜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

利好中美關係回暖改善
長期專注於氣候變化問題和中美關係研究的

國際問題專家劉元玲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指出，《聯合宣言》為兩國未來持續推動建設性
的氣候合作發出清晰的信號，有利於推動雙邊氣
候合作走向更加務實理性，對雙邊關係和全球氣
候治理而言，都是好消息。今年以來，中美兩國
元首兩次通話，達成重要共識，為兩國關係發展
指明了方向。中美兩國外交代表先後在美國阿拉
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中國天津，以及上月在瑞士
蘇黎世舉行對話，日前，劉鶴副總理和美國貿易
代表戴琪舉行通話，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
兩次訪華。雙方還成立聯合工作組，就處理雙邊
關係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商談並取得進展。在
劉元玲看來，中美兩國領導人的高瞻遠矚和具體
工作層的勤勉努力共同推動出這項來之不易的
《聯合宣言》，對推動中美關係大局的回暖改善
是利好。她說，中美對話合作不可或缺，衝突對
抗沒有出路。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
隨後在新聞發布會上也表示，《聯合宣言》的達
成取決於雙方團隊數月以來的共同努力，成為雙
方未來合作的基本框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朱燁及
《新京報》報道，中國商務部發言人
束珏婷在11日發布會上透露，在2020
年中美貿易保持增長的基礎上，今年
1-10月，雙邊貿易額增速較快，同比
增長 23.4%，其中，自美進口增長
28.9%，對美出口增長21.8%。這充分
表明，兩國經濟具有高度互補性，雙
方經貿合作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
本利益，也有利於世界經濟復甦。

鄭永年：美對華“精準脫鈎和精準掛鈎”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

學院代行院長、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
研究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
長鄭永年日前接受新京報貝殼財經記
者採訪時表示，當前中美關係進入到
新的互動模式，不再是“黑白分明”
的模式。“當兩國有對抗和衝突的時
候，不要太悲觀，要記住中美之間還
有合作的空間。當中美關係出現穩定
的時候，也不要太樂觀和被迷惑。”
鄭永年說。

10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表
示，中美經貿不應“脫鈎”而是要
“再掛鈎”。對於戴琪的“再掛鈎”
言論，鄭永年認為，這一言論不是為
了改善中美關係，而是為了美國利
益。對於拜登任期內整體的中美經貿
關係，鄭永年認為，中美經貿關係的
基本面是，不會脫鈎，也脫不了鈎，
但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偏見深刻影響
着中美經貿關係。“未來在經貿領
域，美國對華的政策可以概括為‘精
準脫鈎和精準掛鈎’。其中，對有助
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高科技產業，美國
會對中國實行精準封殺。對美國不再
生產的、低技術低附加值的產業，美
國會繼續和中國掛鈎。”

近期，美國通脹壓力仍在加劇。
為減緩通脹壓力，美國是否會下調或
者取消對華徵收的關稅？對此，鄭永
年認為，美國應該有可能會下調或者
取消加徵的部分關稅。“美國的高通
脹等問題都是美國自己人為製造出來
的，要解決這些問題，美國不需要做
什麼，只需要解放思想、改變自己的
思維，不要再拿着有色眼鏡看中
國。”鄭永年說。

據路透社11月11日的報道，美國
貿易代表戴琪表示，拜登政府與中國
正就北京遵守特朗普時代貿易協議的
會談取得進展，但在美中持續討論之
際，她不願預測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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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0日，中國和美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格拉斯哥大會期間發布《中美
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圖為格拉斯哥中國
企業館，志願者張如苑（右二）協助工作人員調試設備。 新華社

“中國只要作出承諾 肯定百分百兌現”
�� “我知道中國和其他國家是

不同的，中國作出的承諾一定會
百分之百地兌現。”一位加拿大
記者10日向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

使解振華提問時作出這樣的表述。解振華笑着
回應道：“看來你對中國的情況、中國的文化
很了解，確實如此。”

這一幕發生在當地時間10日晚，聯合國格
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現場舉行的一場記者會
上。解振華向中外媒體介紹了當天發布的《中
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
哥聯合宣言》主要內容。

“我們原來承諾的2020年要實現的目標已
經全部提前實現了，為我們2030年之前二氧化
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達到碳中和奠定了
非常好的基礎。”解振華表示，為了實現2030
年和 2060 年之前的目標，中國不光提出了目
標，還發布了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工作的指導
意見。

“這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進行的頂層設
計，提出了各個重要領域和行業、地方政府如何
實現這一目標，畫出了清晰的時間表，路線圖，
以及相配套的政策、措施、行動、工程。”解振
華表示，這既是頂層設計，又很具體。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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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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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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雙11 銷情外冷內熱
消費者厭倦炫耀 電商冷待報捷成交

天貓僅發布了一個品牌銷售情況，截至11
月11日零時45分，有411個去年成交額

過百萬元（人民幣，下同）的中小品牌，今年
銷售額突破千萬元；40個去年雙11成交額千
萬級的品牌，在今年雙11成交額突破了1億元
大關。

小米電商銷售是去年3倍
此外，從11月1日到11日零時45分，有

382個品牌在天貓雙11的成交額超過1億元。
其中不僅有華為、鴻星爾克等人氣國貨品牌，
也有蘋果、歐萊雅等國際品牌。百雀羚、回力
這樣的老字號，蕉內、添可等新品牌，也躋身
成交額過億之列。

另外從品牌單獨公布成績來看，小米官方
公布截至11月11日凌晨2時，小米雙11全渠
道累計支付金額突破150億元。其中小米高端
旗艦天貓、京東前2小時銷量為去年同期的3

倍。
京東將活動提前到11月10日晚8時，開

首5分鐘家電成交額已破20億元；趨勢品類娛
樂電視、分區洗洗衣機、新風空調、洗地機同
比增長均超5倍；高端筆記本電腦成交額同比
增長260%；嬰幼兒食用油和調味品成交額同
比增長30倍。10日晚8時至11月11日下午2
時09分累計下單金額突破3,114億元。

拼多多則未公布任何成交數據，據內地
《成都商報》消息，拼多多相關負責人表示不
會發布雙11交易額的相關情況。

消費者購買力度不減
“雙11”依然是消費者“血拚”時刻。

房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今年雙11她嫻
熟地用光了所有的網絡優惠券，“包括天貓上
實付滿1,200元減60、實付滿2,000元減160、
實付滿5,000減400，算下來購買總數要比去

年的多呢。”彭先生同樣表示，凡有優惠券的
都用上了，買了好幾輪，花的錢肯定比去年
多。

購物節頻密 網購變日常
不過今年朋友圈裏晒單晒收貨的人卻少了

很多。房女士認為，主要是網購已經很輕鬆平
常了，“我有的優惠券別人也有，大家都會同
樣買，沒什麼特別值得晒的。”彭先生表示，
“55大促、618、金九銀十、雙11、雙12，電
商營造的購物節基本上一年四季從未間斷，身
邊人平日裏已經不缺物質，再晒的話有點讓人
貽笑大方”。

《北京青年報》評論中心微信公眾號“團
結湖參考”指出，過去狂歡式的增長所遺留的
問題獲得了反思空間，雙11“冷靜”的背後
是潮水的方向，人們對物質的盲目崇拜逐漸降
溫，社會價值的訴求愈發浮現。

一年一度“雙11”又到！有別於過

往“雙11”當天，各大電商每隔一段時

間就會敲鑼打鼓在各平台公布成績，今

年“雙11”則變得靜悄悄。截至11日

傍晚 5時，三大電商之中僅京東發布

2021年大促數據，天貓只公布了部分品

牌銷售情況，拼多多則未有公布。有評

論認為，雙11冷靜的背後是觀念的改

變，消費者炫耀物質的現象退潮，企業

和電商都更關注提升“雙11”的社會價

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廣州迎來廣州迎來““雙雙1111””快遞高峰快遞高峰，，順豐番禺化龍分順豐番禺化龍分
撥中心工作人員將快遞包裹放入分撥傳送帶上撥中心工作人員將快遞包裹放入分撥傳送帶上。。

中新社中新社

●● 彩妝品牌的主播正在直播賣貨彩妝品牌的主播正在直播賣貨。。
中新社中新社

●● 天貓雙天貓雙1111宣傳片宣傳片《《我們普通的一我們普通的一
天天》》定位定位““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共同嚮往共同嚮往”。”。

“雙11”進入第十三
個年頭，這十三年來，每
次消費狂歡都可以刷新成
交紀錄，這已經讓人們習

以為常。習慣久了，新鮮感總會消退，
這就讓不少電商企業思索更新的雙11價
值。

今年 11 月 1 日，在購物狂歡節期
間，天貓發布了宣傳片《我們普通的一
天》，將“美好生活，共同嚮往”作為
核心主題，意在表達與社會、行業、消
費者共同嚮往美好生活的願望主張，傳
遞天貓的社會價值觀。

短片內沒有炫耀商業成果，只是用
畫面將生產者、消費者、服務者，一個
個普通人的生活場景被連接交織，傳遞
大家共同實現美好生活的嚮往。

人情和傳統手藝更無價
拼多多今年“雙11”也舉辦了一場

《超拼夜》的晚會，主題同樣不是凸顯
購物，而是講述不同年齡層次、各行各
業展現拚搏精神的敘事晚會。

節目中有專注做魚丸已經20年的謝
喜斌、95後餛飩廚娘牟樹梅、技術嫻熟
的切瓜大戶袁旭、為全家在拚的夾蛋糕
小能手侯克琴，這些人都是十年如一日
堅守在本職工作的辛勤勞動者。

當下時代，全國人民同樣在追求共
同富裕和美好生活，並願意為之奮鬥，
電商巨頭的轉變亦證明社會價值的轉
變，商業成交數據已經不值得炫耀，傳
遞正能量和價值觀才是企業未來的方
向。 ●記者孔雯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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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電
商
冀
重
塑
消
費
價
值
觀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 上海報道）今年“雙
11”大戰，不止是消費者與電商賣家在爭分奪秒，物
流配送也競技升級。記者從達達集團了解到，自京東
11.11巔峰日正式開啟後僅7分鐘，家住北京朝陽區的
唐女士就收到了她通過京東“小時購”購買的華為
P50 Pro手機。這也是京東小時購11.11巔峰日開啟後
的配送首單。

記者了解到，京東小時購為此次“雙11”前推
出，對應“線上下單、門店發貨、小時級甚至分鐘級
送達”的模式，整合了京東生態域內所有能夠提供商
品小時達服務的即時零售能力，消費者可以選擇附近3
至5公里全品類門店的商品，便可以享受“小時達”甚
至“分鐘達”的服務。

下單7分鐘 手機送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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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根據疫情指揮中心針對mRNA疫苗接種後心肌
炎監測資料顯示，如不分劑次，國內18至24歲男性發生率莫德
納較BNT高，但仍待後續比較BNT第2劑結果。本周境外移入
個案驗出16例變異株，其中含1例Delta+，為國內第2例，另國
內新增通報9例新冠疫苗接種後死亡。

有鑑於年輕男性接種mRNA疫苗後心肌炎風險較高，疫情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指出，國內18至24歲男性接種後心肌炎
發生率，如不分劑次，莫德納為每百萬人36.9，BNT為每百萬人
7.9，但莫德納接種後心肌炎以第2劑較多，而BNT目前只打了

第1劑，須待比較第2劑結果。
而國內新增125件疫苗不良反應事件，其中包含9件死亡，

分別為4例接種AZ、3例莫德納、2例BNT。目前共累計1066例
新冠疫苗接種後死亡，其中758例接種AZ、256例接種莫德納、
30例接種高端及22例接種BNT。

疫情指揮中心昨天公布本周境外移入個案基因定序結果，共
檢出16例變異株，包含15例Delta及1例Alpha；15例Delta中有1
例為Delta+（AY.4.2變異株）。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
羅一鈞表示，近期有42國報告有Delta+病例，以英國最多，國

內累計2例。
目前全台累積Delta病例超過204例，包括43例本土、161例

境外移入。羅一鈞說，近期研究指出，雖然Delta+有輕微突變，
預估傳染力比原本的Delta高10％，但疫苗突破性感染沒有影響
，後續仍待更多研究證實。

另國內昨新增10例新冠肺炎個案，均為境外移入，其中8人
為突破性感染。8人中有5人接種科興疫苗、1人接種國藥疫苗、
1人接種AZ疫苗及1人接種BNT疫苗。

（中央社）富二代因為瑪莎拉蒂被擦撞，暴打大學
生使其重傷，引起軒然大波，隨後加害者的家庭背景也
逐一被起底，而富二代的父母也出面道歉，但仍有許多
民眾不買單。對此，臉書粉專《閱讀人》的創辦人鄭俊
德發文反思 「養不教真的是父之過嗎？」孩子的品格教
育父母的確不能推諉，校園的影響也很重要，但孩子長
大也該為自己負責。

鄭俊德昨在臉書發文提到，近期台中富二代車禍傷
害案件，原本只是一個小車禍的事故，最後卻演變成極
其嚴重的傷害案，年輕大學生被毆打至重傷，令人不捨
，也讓不少民眾關心案件的後續發展，同時也肉搜富二
代，而富二代的家庭也一一被揭露。

鄭俊德指出，他一直在思考 「養不教，真的是父之
過嗎？」孩子的品格教育的確原生家庭有極其重要的影
響， 「但想想我們的孩童時期，多數雙薪家庭應該也是
很難兼顧品格，父母忙於事業只為養家，多數教育的責
任則是委託給學校或是補習班。」

鄭俊德也說，接著有人就會說 「教不嚴、師之惰」

，但老師就更無辜了，雖然孩子在學校的時間比在家庭
的時間長很多，但老師要兼顧班上40個孩子的作業又
要兼顧品格實在是力有未逮。 「所以，孩子的品格影響
該是誰來影響，父母的確無法推諉，校園的影響也極其
重要，孩子長大後也該為自己人生負責。」

鄭俊德認為，沈默的多數或習慣以攻擊性詞彙留言
的酸民，也是影響孩子極其重要的關鍵，當攻擊性言語
與負能量詞彙常出現在生活裡，且人們對於他人受傷害
的感受以戲謔的留言回饋時，這些都在教育著滑著手機
的下一代。 「或許，我們在憐恤被攻擊的孩子，責難那
些涉及犯罪的富二代時，可想想除了用情緒性字眼去肉
搜或責難，我們還可以為這個社會以及未來的孩子做些
什麼？」

鄭俊德強調 「犯罪者有犯罪者的責任，我們只能相
信民主體制下的法律能帶來公正。」而犯罪者的父母也
有該承擔的社會壓力與後續賠償的責任，但整體來說該
負責的還是犯罪者本身。

瑪莎拉蒂惡少爸媽輪流道歉
作家嘆 「養不教真是父之過」 ？

（中央社）各國領袖在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
26）首個簽下的協議，就是承諾至2030年不再改變森林的土地
利用方式，但就台灣而言，減碳只靠森林可行嗎？國內學者認為
，在土地利用上，森林能夠固碳，然而效果有限，需要從源頭減
排，並積極綜合其他方式，如設置太陽能板，才有機會達到2050
年淨零排放的目標。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張世杰昨天在 「造林減碳
線上記者會」表示，台灣若只想依靠森林來達成減碳目標，需要
極大的土地空間，非常困難

張世杰並以花蓮大農大富平地森林的碳通量研究指出，利用
森林來吸收碳排放，很難達到立即減排的成效，因為從空地開始
造林，需要經過7至8年的時間，森林才會從碳排放轉為碳吸存
。

張世杰指出，即使大農大富森林以2019年的碳吸存能力為
例，每年每公頃10.9噸二氧化碳，幾乎等於近年台灣的人均二氧
化碳排放量，且高於全國森林的平均值，但長期來看，森林的二
氧化碳吸存能力一直在變動，會受環境的影響，在不同年份可能
吸收的二氧化碳大於排放，也可能排放大於吸收，成為二氧化碳

排放源。
台灣大學地理資源學系副教授莊振義則指出，根據林務局的

調查，台灣森林的覆蓋率每年緩步上升，至今森林覆蓋面積約為
台灣國土面積的60％，目前全台灣每年森林的碳吸存量約為每公
頃9.76噸二氧化碳，約可抵銷全台灣溫室氣體排放量的7.5％。

莊振義也提到，雖然森林面積增加，但目前碳吸存量卻逐年
下滑，這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極端天氣事件，例如乾旱、水災，
導致樹木死亡或森林崩塌損壞，將二氧化碳重新釋放回大氣，減
碳不能只寄望森林，應有各方綜合的方式及計畫。

（中央社）由於高端疫苗未受到國際大多
數國家認證，國內打高端的民眾面臨出國拿不
出完整疫苗接種證明的窘境，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昨日宣布，開放有出國需求已接種1劑或
2劑高端的民眾，可混打2劑AZ、BNT或莫德
納。專家批評，當時即提醒高端無法獲國際認
證，打了也出不了國，指揮中心充耳不聞，現
在才知吹牛吹太大了，且因想出國者當初應不
會接種高端，混打者應寥寥可數。

副作用發生率較高
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目前接種高

端可入境有6國，分別為紐西蘭、帛琉、印尼、
阿根廷、以色列及貝里斯。為因應接種高端者
的出國需求，指揮中心開放已接種1劑或2劑高
端者，在最後1劑打完28天後，可混打2劑AZ
、BNT或莫德納，但沒有出國需求的民眾，就
不能混打，民眾可持電子機票、就學及工作證
明、健保卡及疫苗接種紀錄卡等，前往各縣市
合約醫療院所接種。

陳時中指出，目前尚無臨床試驗證實高端
混打其他廠牌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依國外小規
模臨床研究，接種不同廠牌者，副作用發生率

、嚴重度均較高，民眾應經醫師評估再接種。
預料混打人數不會高
事實上，今年6月即有不少國內專家學者提

醒，即便政府發給高端緊急授權（EUA），但
高端未做三期，無法獲得國際認證，接種高端
民眾將面臨出不了國的困境，當時陳時中曾理
直氣壯回應，國際不會因為有無打疫苗被阻斷
進入，只是檢疫方式恐有別。

另美國在規畫鬆綁邊境之際，北市議員游
淑慧、立委高嘉瑜再度提出高端可能不被承認
的擔憂，當時陳時中甚至指 「世界不是只有美

國」，民眾可根據訊息做出選擇，政府也會積
極與美國溝通疫苗認證。

中華民國防疫學會榮譽理事長王任賢認為
，指揮中心開放接種高端民眾混打其他國際認
證的疫苗，就是證明自己吹牛吹太大了，其他
民眾還不能混打，但卻先給高端支持者方便，
這樣公平嗎？不過，他推估，想出國的人當初
可能不會接種高端，在已接種高端的70多萬人
中，會因出國需求而去混打者，應寥寥可數。

增加森林覆蓋減碳有限 學者：需從源頭減排

不分劑次 莫德納心肌炎高於BNT

愛國手臂出國 高端開放混打
專家批現在才知吹牛吹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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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屏東空軍料配件總庫一名上尉副庫長阿
國（化名)，竟於值班期間偷溜出營，載女部屬外出買
酒喝，還藉口飲酒後需休息，將女部屬帶到摩鐵性侵。
阿國的誇張行徑，被依現役軍人犯強制性交罪及陸海空
軍刑法長官擅離部屬罪，合併判處2年徒刑；因其已與
女部屬達成和解，再加上他也因此丟了軍職，法官最終
給予他緩刑5年。

根據判決書，阿國在空軍料配件總庫擔任駐地部隊
副庫長，而他2019年8月間擔任駐隊官期間，本應在庫
房執行督導所屬人員的執勤狀況、全班指揮及處理庫房
營內外區突發狀況等勤務，並兼任單位防颱搶救組組長
，針對各項災損（害）指導處置方式並將情況適時回報
總庫高勤官等執掌，他身為擔任警戒職務之人，不得擅
離部屬及勤務所在地，但他卻擅離自離營，甚至還帶著

女部屬外出。
經查，阿國擅離職守當天，先載女部屬去買酒，並

在喝酒後以要休息為由，帶著女部屬到摩鐵，但沒想到
他卻性侵對方，導致女部屬身心受到嚴重創傷。之後因
女部屬室友察覺有異，陳報上級長官後，全案因此曝光
，而阿國所屬部隊則立刻將他撤職查辦。

檢方偵察後將阿國依違反陸海空軍刑法及妨害性自
主罪起訴，屏東法院審理，認為女部屬於警詢中表示，
當她不斷哭泣時，阿國便停止犯行，可見阿國還知道有
所節制，與暴力毆打、大發獸慾者有別；且阿國已賠償
女部屬並達成和解，女部屬也表示願意原諒，再加上阿
國案發後已丟了軍職，目前從事鐵工，依法將他判刑2
年，但給予緩刑5年，且應向公益機構或團體提供100
小時的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6場。

空軍上尉載女部屬溜班喝酒空軍上尉載女部屬溜班喝酒
摩鐵性侵她後丟官淪鐵工摩鐵性侵她後丟官淪鐵工

台東台9線擬建戰備跑道
縣府議會同關切

（中央社） 「高速公路不來，卻要塞戰備跑道過來？」軍方
擬規畫台東省道台9線關山段建 「戰備跑道」，引發縣議員12日
縣政總質詢時關切，建議縣府掌握狀況，並顧及地方發展及農民
權益。台東縣長饒慶鈴答詢表示，軍方相關規畫還未明確，台東
縣府會隨時關注。

台東縣議會12日縣政總質詢，縣議員楊清順、陳宏宗對戰

備跑道案表達
關心；楊清順
指出，配合公
路總局拓寬工
程，軍方屬意
道路筆直的關
山段，若要興

建戰備跑道，條件路寬40米、長度2公里，直接影響道路兩側農
地，不僅農民栽種土地恐將限縮，屆時飛航相關限制也會限制地
方發展。

因應軍方未來需求，軍方傳出計畫在台東縣內興建1條戰備
跑道，台9線因道路筆直寬廣，成為優先首選。陳宏宗指出，高

速公路不來，軍方卻要塞1條戰備跑道到台東縱谷，他呼籲縣府
不能等閒視之，應深入關注這問題，避免闢建完成，影響當地居
民權益， 「再回過頭來表達訴求，已來不及」。

饒慶鈴說，有關軍方針對任務需求的規畫執行，並不會通知
地方政府，但台東縣府可向軍方反映民意，如同日前陸軍航特部
AH-64阿帕契直升機計畫，規畫要在豐年機場設置基地，在縣
府得知消息後，向軍方表達當地居民心聲。此案軍方目前還未明
確，縣府將會隨時關注。

軍方則證實，基於未來任務需求，的確規畫在花東地區設置
戰備跑道，但台9線關山段非唯一考量；另經費、環評及地方民
意等因素都會納入考量，絕不會說建就建，且以民意為優先，希
望國人持續支持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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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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多數外國人必須持有美國使領館頒發
的有效簽證（Visa）方可合法進入美國。有效
簽證（Visa）是進入美國的必要文件。外籍人
士持簽證或豁免簽證（如日本籍人士）進入美
國時，機場的移民官會給外籍人士的護照上蓋
一個章，這個章上註明了該外國人在美國的身
份（Status）及其身份的有效期。入境官員是
根據護照上的簽證類別作出決定的。與簽證的
有效期沒有直接的關系。比如，F-1學生身份
的有效期以I-20表上的有效期為準，會被蓋上
D/S的章；旅遊探親者通常會給6個月的有效期
；商務考察者入境通常為1個月至６個月的有
效期；持H-１，H-4簽證的外籍人士其身份有
效期與H-1B批準書一致。有些國家的公民無
需簽證即可來美國旅遊探親，這些短期訪問者
的護照上會被蓋上一個有效期為90天的WT的
身份等等。

進入美國3個月後，大多數人就允許向移
民局申請改變原來的身份。如果原來身份的有
效期快到了，也允許向移民局申請延期。比如
，原來用B-1簽證入境的商務考察者，如果在
原有效期內無法完成公司的事務，允許在過期
前提出延期的申請；原來用B-2簽證入境的旅
遊探親者，如果對美國的風光流連忘返，允許
在過期前提出延期的申請，如果碰巧有美國公
司給與聘用的機會，也允許提出從B-2轉換成
H-1B的申請；原來用F-1簽證入境的學生，寒
窗多年，獲得美國大學高等學位後，可以提出
轉換成H-1B的申請。只要符合條件，這些申
請都應該獲得批準。當然，有些身份的轉換是
受一定限製的，比如，J-1轉換成其他身份，
B-1/B-2轉換成F-1，等等。還有些身份是嚴
格禁止在美國境內轉換身份的，如K1,免簽證入
境的B1/B2等。

一個外國人，不管原來在美國境內是什麽
身份，一旦離開美國國境，就什麽非移民身份
也沒有了。下一次再來美國，需要看是用什麽
簽證進入美國的，由移民官再次決定該外國人
的身份及其有效期。應該特別註意的是，如果
某人向移民局提交了身份轉換或延期的申請，
在等待審批的期間，如果離開美國，那麽，這
個身份轉換或延期的申請就自動作廢了。
由此可見，簽證（Visa）與身份（Status）是兩
回事。前者由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
）下屬的美領館管轄，後者由美國國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下屬的
移民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
vices）管轄，性質和作用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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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拜登總統入主白宮，移民政策有
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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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
移民和非移民簽證的速度和批準率在拜登入主
白宮後有顯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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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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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
syanlaw.com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
六:10:00AM-1:00PM.

簽證簽證(Visa)(Visa)與身份與身份(Status)(Status)的區別的區別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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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可以叫那誣賴

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

性的人，自覺羞愧。

彼得前書 3：16

曾有一位在美

國當「嘻皮」（Hippie) 的女教友，說牧師沒

愛心。牧師沒馬上回應，只照聖經的教導去

行。

一，他先尊主基督為聖，把自己再奉獻

給神，神是愛，定會給他愛，去愛誣賴他的人。

二，他用溫柔的心去向她說明，希望她

也付出愛，彌補牧師的不足。

三，牧師自我檢討，問自己良心是否無

虧？有否盡心盡力愛神、愛人？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方華

◎梁德舜牧師牧靈心語

黃明鎮牧師

右邊的我，左邊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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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把水灑在我頭上，受嬰兒洗禮。2)第二

次他們把米撒在我身上，在美國結婚習慣

向新人撒米。又有人說:聖誕節去一次，復

活節去一次。(有喪禮去最後一次)
我們基督徒跟教會的關係不是這樣，

基督徒與教會的關係是密切不可分開的。

信主加入教會，時時刻刻都是教會一份

子，不能說，我今天手指沒有用，放在一

邊，不帶來，那一天不把頭帶出去，放在

一邊，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身體與

肢體都不能分別，都需彼此聯合在一起。

是家，是一個美滿小組合，這家是永生神

的家。

◎你對自己的教會認識有多少?
1. 如果有人問你的教會在哪裡?地址?

電話?牧師名字?聚會情形?教會的使命?教
會的徽章?

2. 在教會組織上有多少個執事同工?有
幾個團契? 有幾個小組?

3. 基本上主要信仰的教義是什麼?有什

麼禮儀?
4. 肢體間彼此認識有多少?有沒有彼此

聯絡?彼此照顧勉勵。

5. 肢體對教會的義務與權利是什麼?
見證例一：

1959年9 月27日禮拜天早上，美國總

統艾森豪邀請蘇聯赫魯雪夫一同參加蓋茲

堡長老會主日崇拜，結果赫魯雪夫拒絕，

艾森豪怎麼辦，因赫魯雪夫是貴賓，難得

在一起談;但他沒有放棄，沒有妥協，他自

己去做禮拜，所以，有人稱他是勇敢的總統。

見證例二：

美國羅斯福總統未當總統前，就習慣

主日作禮拜，當總統後，仍然不停止禮

拜，當有要事，要離開白宮，他教會牧師

都會收到總統信函或電話，向牧師說明不

能來原因，並請牧師代禱。

美國總統尚且向牧師報到請假，我們

更當向我們的主耶穌好好解釋沒有出席的

原因，我們當尊重主日，不停止聚會，多

親近天父上帝，天父上帝就親近你。

(註明:本文摘自潘政喜牧師主日證道

集8/11/1996)

◎地方性教會

的功能

1.《以弗所書1
章4-6節》就如神從

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

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

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

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

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

賜給我們的。

《以弗所書3章20-21節》神能照著運

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過 我們所求所想的。 但願他在教

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

世世代代，永永 遠遠。阿們！

教會是彰顯神的榮耀的地方:教會的使

命，應當是榮耀真神，成全聖徒，廣傳福

音。教會如何彰顯神的榮耀?藉著敬拜讚

美高舉主聖名，為主作見證，藉著神蹟奇

事，彼此相愛，叫神名得榮耀。

2.《馬太福音28章19-20節》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或 作：給他們施

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 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執行基督命令，傳揚神的福音。藉講

台，佈道，培靈，查經，主日學聖經教

導，在教會被建立，裝備，出去傳道。

3.《哥林多前書12章12-30節》

教會肢體彼此之間的關係，不可分

開，都在基督身體。就如身子，有許多肢

體，而肢體雖多，乃是一個身子。

肢體是指地方性的教會，是一個生命

體，而不是一個組織或社團，是一個有機

的生命體;因為耶穌基督用祂的生命，寶血

救贖的。沒有基督的生命，就不能稱基督

的教會。

(1) 因教會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

(2) 是與主耶穌有合一的生命。

(3) 基督是教會的頭。

(4) 教會信徒彼此稱為肢體。

a.《羅馬書12章5節》 我們這許多人

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做肢體，也

是如此。

應該是互相連絡的

b. 互相發揮功用，且有一定的崗位。

c. 互相照顧

d. 互相分擔

e. 互相服事

4.《提摩太前書3章15節》這家是永生

神的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會是永生神的家。曾有一個人說，

我一生只去教會兩次就夠了。1)去教會他

你對教會認識有多少？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當我們踏入十一月份時，美國居民自

然地迎接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感恩節。這

個節日始於 1621 年。那年秋天，遠涉重洋

來到美洲的英國移民，為了感謝上帝賜予

的豐收，舉行了三天的感恩、歡樂和感謝

上帝的聚會。從此，這一節日就沿續下來，

並逐漸風行各地。

歷史紀錄當時英國清教徒的著名領袖

布雷德福召集了 102 名同伴，在 1620 年 9
月，登上了一艘重 180 噸，長 90 英尺的木

製帆船──五月花號 （The Mayflower），

開始了哥倫布遠征式的冒險航行。

海上風急浪高，五月花號就像狂風暴

雨中的一片樹葉，艱難地向前漂泊著，幾

乎隨時都有船毀人亡的危險。但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船隻沒有遇到任何損害，航

行了 66 天後，於 11 月 21 日安抵北美大陸

的科德角，即今天美國馬薩諸塞州普羅文

斯敦港。稍事休整後，五月花號繼續沿海

岸線前進。由於逆風和時差，它沒有能到

達預定的目的地──弗吉尼亞的詹姆斯敦，

反而在聖誕節後的第一天，他們抵達了新

英格蘭的土地。

在這次充滿危險的遠征中，所有探險

者只有一人死亡。但由於旅途中誕生了一名

嬰兒，使到達美洲的人不多不少，仍然是

102 名。移民都是虔誠的教徒，衷心感謝上

帝的眷顧。

春季來臨後，得到印地安人給予協助，

他們還特地派人教導這些移民怎樣狩獵、捕

魚和種植玉米、南瓜。在印地安人的幫助

下，移民們終於獲得了豐收，在歡慶豐收的

日子，按照宗教傳統習俗，移民規定了感謝

上帝的日子，並決定感謝印第安人的真誠幫

助，邀請他們一同慶祝節日。 為感謝上帝

及印地安人朋友，清教徒門每年舉行感恩歡

慶，在黎明時鳴放禮炮，列隊走進教堂，點

起舞火舉行盛宴。第一個感恩節非常成功。

其中許多慶祝方式一直保留到今天。初時感

恩節沒有固定日期，由各州臨時決定，至

1863 年，美國總統林肯正式宣佈感恩節為

國定假日。家家團聚，舉國同慶，感激上帝

的眷顧和賜福。

在我的文件庫，重溫了「怎樣面對生

命？」的短文，轉載與恩浸人分享：

我問自己：「怎樣面對我的生命？」 
我的房間竟然給了所有的答案：

屋頂說：「要目標夠高。」

世上沒有十

全十美的人，因此

不要在自己或別人

的身上找錯誤，而

是要欣賞上帝的傑

作，不否定也不定

罪自己，要享受在

父神的愛中！ 
「親愛的弟

兄啊，你們却要在

至聖的真道上造就

自己，在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

大書 20-21 

11/04/21 英文每日金句 :
For we are hi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that we should walk in them. 
Ephesians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

的，爲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們

行的。以弗所書 2:10
 11/04/21 金玉良言 :
人生所受的苦和折磨會讓你自己更茁壯，

當你從挫折、痛苦中要再次勇敢站起來，所以

受挫時要大聲地告訴自己，永不言敗、永不放

弃，現在才剛要開始，一切將會更好！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面對毀謗三法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每個人需要的愛，份量不同，像初生的

嬰兒，就需要 24 小時的照顧。

更多人付出愛，愛就更加完全。

生命比死堅強

　郭文仁牧師

電扇說：「要保持冷靜。」

時鐘說：「要珍惜光陰。」

日曆說：「要日新月異。」

錢包說：「要量入為出。」

鏡子說：「要反觀自己。」

桌燈說：「要照亮別人。」

牆壁說：「要扛起重擔。」

窗戶說：「要拓寬視野。」

地板說：「要腳踏實地。」

樓梯說： 「要注意腳步。」

而最鼓舞人心的則是：馬桶

說：「要放下、要捨得。」

各位讀者，記得：

- 如果你有吃、有穿和住，你已比世上

75% 的人富有 、
- 如果你有存款，錢包有現金，你已是

世上最富有的 8%、

- 如果你雙親在世，沒有分居離婚，你

已屬於稀少的一群、

- 如果你沒病沒災，你比活不過這週的

100 萬人幸福多了、

- 如果你沒經歷戰亂牢獄，你比身處其

中的 5 億人更幸福、

- 如果你能抬起頭，面容上帶著笑容，

並且內心充滿感恩的心情，你真的有幸福

了，

主耶穌愛你，師母和我也如此愛你！

祝福你感恩月份常常喜樂、感恩、珍

惜當下，與家人、親友、弟兄姊妹團聚，

數算主恩，向上帝感恩圖報！

  記得詩篇 103: 1-2 「我的心哪，你要

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祂

的聖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

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年輕時長輩會告誡我們小心交友，

不要輕信別人。有話說︰「知人口面不知

心。」從外表很難知道一個人的真正面目。

你看那些犯法的人，通常都不會有甚

麼特殊的猙獰面貌，讓人一看就知道，也就

是普通人一個，走在身邊毫不起眼。即使是

專業犯案者，也以正常的生活及工作來掩

飾。有些屬於病態行為的人也會有一定的掩

飾方法；何況有些罪案是一時失控做出來，

沒失控時，當事人和你、我沒有甚麼分別。

外表的確看不出來。因為人是複雜的

個體，生活又充滿了選擇，不同的選擇，就

有不同的後果。猶太人相信人裡頭有兩種性

格，一個好，一個壞。也都有兩個守護天

使，好天使在他右邊，不斷把他向上提；壞

天使在他左邊，不斷把他向下拉。漫畫裡也

常看到，一個人想做抉擇時，一邊的天使叫

他向善，另一邊的鬼魔叫他行惡。

內心兩種聲音不必到甚麼人生交叉點

才會出現，而是一生相隨，每天邂逅。希臘

哲人蘇格拉底說，人性好像趕著一馴一野兩

匹馬拉的戰車的人，野馬代表感情，馴馬代

表理智。感情更為難馴是不爭之事；不過卻

不可視感情與理智為對錯的對立，因為理智

不一定對，感情不一定錯，畢竟要兩馬協調

才能順利前行。

耶穌的十二個門徒中，有幾位特別出

名，像彼得，他是個勇敢的人，老師突擊考

試，他首先作答（耶穌問︰你說我是誰，只

有彼得敢回答）；做實驗時，他也先行去做

（看見耶穌在水面行走，他問准了，便踏出

船外）。可是在耶穌被捕受審的時候，彼得

卻害怕得不敢承認與耶穌的關係。哪一個才

是真正的彼得？而勇敢的與怯懦的彼得的

確是同一個人。

另一位是約翰，寫了好幾卷經文，最

著名的是︰再三叮嚀信徒要彼此相愛。在

跟隨耶穌的某一天，正往耶路撒冷前進時，

主吩咐幾個門徒先行到前面的撒瑪利亞村

莊找尋落腳點，豈知那村莊的人拒絕接待他

們。得知此事，約翰說︰「老師， 要我們

吩咐火從天降下來，燒滅他們嗎？」嘩！動

不動要用天火懲罰人的約翰，與諄諄告誡要

愛人的約翰，也真是同一個人。

人的特色就是我們裡頭的雙重性格、

兩種張力。只有一位能有力量控制我們惡的

一面，發揚善的一面，更讓善成為至善，這

位就是耶穌基督。如果兩匹馬的韁繩交在耶

穌基督的手中，祂會為我們駕好馬車。因為

祂懂得我們裡面的掙扎和矛盾。祂不搶你的

控制權；但要是你把控制權交在祂手中，祂

就陪伴你一起前進。

（文載自［中信］）

小孩希望長大，老中青少個個希望自

己健康、平安。我們祝壽時，說：「年年有

今日，歲歲有今天！」簡單一句，大家心裡

都希望活下去。

反過來說，罵人早死是咒詛。不錯，

死是詛咒。聖經也這麼說。人一生下來就開

始死亡之旅，是因為人犯了罪。死從罪的縫

隙闖進人間，沒人能化解這個咒詛，除了上

帝。

今天我們看到的，儘是死亡吞滅生命：

一個年輕活潑的生命，一下子可能就從人間

消失。生命多麼脆弱！

但是，上帝的生命其實並不脆弱。有

一天，死亡要被吞滅。永生比死還堅強。主

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就是證據。問題只是，

你願意接受上帝堅強的生命嗎？抑或只抓

住今生脆弱短促的生命？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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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的时候，松花江岸边有个大村庄，叫大嘎

善，里头有个人叫老顺德，常常把老山货运到千里

之外的京城售卖，是远近有名的能人。时间长了，

京城里很多人都认识他，常有人求他捎个信、带点

东西，他有求必应，从没出过差错。

这天在京城，老顺德把老山货全都出手了，正

准备打道回府，这时有个人找到他，问道：“您是

大嘎善的老顺德？”

来人官员打扮，看样子官品还不小，老顺德急

忙答道：“我是大嘎善的老顺德，官爷您有什么事

？”

那人说：“我姓于，老家也在大嘎善，想请您

给我府上捎封信，不知行不行？”

老顺德拍着胸脯说：“没说的，保证捎到。”

那人很感激，把一封信交给了老顺德，千恩万

谢地走了。

老顺德回到大嘎善，没顾得上歇一歇腿脚，就

忙着给老于家送信。大嘎善有两家姓于的，老顺德

来到第一家，是一对小两口，一进门槛他就问道：

“小兄弟，你在京城有亲戚吗？”

于小兄弟挠着头皮说：“京城？亲戚？”

“对，还是个当官的，他给你捎了一封信。”

于小兄弟想了半天，说：“我记事时家里就没

啥亲戚，后来我要饭才来到这里。我要是有当官的

亲戚，还能过这个穷日子吗？”

老顺德仔细一想，求自己捎信的官人说，他老

家在大嘎善，一定是老户，这于小兄弟几年前才到

大嘎善来的，肯定不是这个于家，是自己搞错了。

第二个姓于的倒是个老户，是个老光棍，有一

大把年岁，不用说，家书就是捎给他的了。老顺德

一见老光棍就笑着说：“恭喜恭喜，你在京城的亲

戚给你捎信来了。”说着，老顺德把一信封交给了

他。

老光棍接过了信，满脸狐疑，愣怔了半天说：

“你搞错了，我在京城没亲戚，别说在京城，就是

十里八村都没有一个亲戚，你肯定搞错了。”说着

，他又把信还给了老顺德。

老顺德每次为人捎信送书，都能顺利送达，皆

大欢喜，可这次手里的家书却没人接，信封上又什

么字也没写，也不好拆开了看，这可把他难住了。

受人之托，不能失信，老顺德想，既然大嘎善两家

姓于的都不是要找的人，是不是收信人已经远走他

乡，离开了大嘎善？只要人在，我就要千方百计把

家书送给人家。于是，老顺德见人就问，逢人就打

听，大嘎善以前还有没有姓于的人家，可回答他的

除了摇头还是摇头，一连多少天一点线索都没有，

急得他寝食不安。

这天，一个老太太告诉老顺德：“我年轻时听

人说，大嘎善另有一个于姓人家，住村头黑鱼潭边

上。”

黑鱼潭是村头一个大水泡子，白亮亮一片，深

不见底，传说里面有个独眼的黑鱼精，凶残暴戾，

吃人不吐骨头。平

时黑鱼精无声无息

，刮风下雨就兴风

作浪，搅得河水泛

滥，淹没了道路，

村里的人出不去，

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把大嘎善憋成一

个孤岛。

老顺德追问：

“后来那户人家呢

？是不是被黑鱼精

祸害了？”

老 太 太 说 ：

“我不清楚，想知

道这些陈年旧事，

得去问张二爷，他

岁数大，知道的事

多。”

张二爷已有百

岁高寿，大嘎善的

掌故都在他心里，

现在住在山里，看

老山庙，很少回大

嘎善。为了完成别

人托付之事，老顺

德决定，找张二爷

问个究竟。第二天

，他就带着那封信

出了家门，怕把信弄丢了，他把信塞进了宽大的烟

荷包里。

去老山庙必经黑鱼潭，那是一条杂草丛生、蜿

蜒坎坷的小道，幽深难行。黑鱼潭边长满了黑黢黢

的榆树，阴森一片。老顺德走到这里，心中不由得

有些慌乱，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扑通”一

声跌倒在水边，他心里更打起了鼓，一翻身爬起来

，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去。

老顺德翻山越岭，不知过了多久，才来到老山

庙。见到张二爷，说明了来意，张二爷捻着飘然的

银须，说：“实在找不到人，把信拆开看看，就什

么都知道了。你要是担心，我愿意在中间做个证人

。”老顺德心想，只能这样了，就把手伸进怀里掏

信，没想到怀里空空的，烟荷包和信都不见了。

烟荷包丢了倒无关紧要，把人家的家书弄丢了

可不得了，老顺德急得嗓子都冒了烟。张二爷安慰

他不要着急，陪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寻，一直找到

黑鱼潭老榆树下，在他摔倒的地方，烟荷包完好无

损地放在那里，可里头的信却不见了。老顺德拿着

烟荷包说不出话来：“这、这……信明明就放在烟

荷包里，怎么就没了？见鬼了……”

张二爷站在老榆树下，面对着黑鱼潭神色凝重

，他说：“你已经把家书送到了。”

老顺德大惑不解：“信明明丢了，怎么能说送

到了？”

张二爷说：“给你讲个故事吧。”

说起这黑鱼潭，比大嘎善的岁数还要大。很早

以前，每当下雨涨水，道路上都会浮现出一座独木桥

，大嘎善里的人走独木桥可以出去，外面的人走独木

桥也可以进来。村里人很喜欢黑鱼潭，常来这里抓鱼

、洗澡，小孩子们更是整天泡在黑鱼潭里不愿意回家

。在黑鱼潭边上住着姓于的一家人，老两口晚年得女

，把女儿水仙当成心肝宝贝。水仙长到十六七岁，出

落得亭亭玉立，好多人上门提亲，可水仙一个也看不

中。谁也没想到，水仙没有嫁人，竟然怀孕了，肚子

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这是伤风败俗的大事，引起了

大嘎善人的唾骂。老两口一辈子本分老实，哪受得了

这些？逼着水仙说出奸夫是谁，水仙就是不说。不久

，于家人去屋空，远走他乡。

老顺德插嘴道：“就算老于家搬走了，也不能

说把信送到了，这种骗人的事我干不出来！”

张二爷说：“那封家书根本就不是写给老于家

的。”

老顺德更糊涂了。

张二爷接着讲他的故事：那以后，每到夜深人

静，人们经常看见一个陌生的黑衣小伙在老榆树下

孤独地徘徊，时不时发出凄凉伤感的哭泣声，在黑

鱼潭上缭绕着，久久不散。后来，下了一场大雨，

黑鱼潭又一次水流暴涨，淹没了道路，一座独木桥

又浮现出来。一个大嘎善的村民走过独木桥，坐在

桥头，一边抽烟，一边指着于家坍塌的房子说：

“丢人现眼！大嘎善人的脸被你们给丢尽了！”然

后，他把烟袋锅用力向独木桥磕去，烟灰火星四溅

，突然间独木桥翻滚起来，把那个村民抛进了黑鱼

潭。原来，这独木桥其实是黑鱼精的脊背，村民的

烟袋正好磕在了黑鱼精的眼睛上，从此黑鱼精就成

了独眼。

故事讲到这里，张二爷感慨地说：“现在我明

白了，黑鱼精原本很善良，每逢下雨涨水，他就用

躯体为人搭桥。他喜欢上老于家的姑娘水仙，两人

相爱后，他们得到的却是诋毁和伤害，于是他变得

凶暴起来……听说，水仙后来把孩子生了下来，是

个男孩，有灵气、有出息，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当

大官。你捎的家书，就是写给这个‘鱼’家的。”

老顺德走南闯北大半辈子，从没有碰到过这样

奇异的事。那么这封家书，想告诉黑鱼精什么消息

呢？老顺德怎么也猜不出来。

不久，老顺德又来到了京城，他听到满京城都

在流传着一段佳话：一位老夫人，因生养了一位战

功赫赫的护国大将军，被皇上封赏为诰命夫人。那

位护国大将军的姓氏很古怪，姓“鱼”……

奇异家书

李小东是水务局的局长，当了11年局长，一直干到退休

。办完退休手续那天，全局的干部职工都来送他，他感慨万

分。李局收拾好办公室东西，拎起公文包，依依不舍地离开

那间局长办公室。

李局刚一走出办公大楼，就急忙叫住司机：“等一下，

我还有件东西落在办公室了。”司机说帮他去拿，李局不肯

，“不麻烦你了，还是我自己去拿。”说完，李局急匆匆地

跑上楼，拿了他遗留在办公室的东西。

李局忘记拿走的东西算不上什么东西，是一支笔，一支

签字笔。是啊，签字笔，对一个局长是多么重要。过去，好

多材料在签字笔下流淌过，好多公文在签字笔下生效过，好

多发票在签字笔下变成现金。李局能不珍惜这支笔吗？可如

今，这支笔随着他的退休下岗了，不再展露它的魅力了。

回到家，老伴倒是高兴了。原来李小东当局长时，老

是说工作忙，应酬多，没时间呆在家里，现在退休了，总

算有时间呆在家里了吧。老伴叫他做家务，唠叨说：“现

在不当局长了，好好呆在家里，多做点家务，一来锻炼身

体，二来打发时间。”李局哪听得进去老伴的话，他的官

瘾还没过完，回到家闷得慌，还没适应过来呢。坐在客厅

里，喝着茶，拿着那支签字笔，只能是回忆过去的美好时

光了。想想过去工作时，大部分时间是在签字，心里总有

一种快活的感觉。特别是去年的同学聚会，当着同学的面

签字，那才叫一个爽。

那晚，确实是让李局风光了一把。好多同学参加了聚会

，聚会前，他大手一挥：“大家放开了吃，今晚这餐饭算我

的。”同学们都说他本事最大，李局听了喜滋滋的。女同学

小莉向他抛来媚眼，温柔地说：“李局，你挺风光的嘛！上

高中的时候，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的出息，现在我真有点后

悔当初没嫁给你。”女同学的话说得李局有点脸红，心里却

是心花怒放。那个晚上，算是李局最幸福的一晚。吃完饭，

在楼下等着送李局回家的司机上楼来买单，两桌，连酒水一

共是八千多块。司机把发票拿给李局签字，他用他那支高级

签字笔在发票上写上几个字：业务接待开支，同意报销。再

签上自己的大名，这笔账就搞定了。在场的同学都向他投来

羡慕的目光。那是多快活的事，花的公家钱，挣自己的面子

，搁在谁身上谁都会开心的。

现在退休了，没人找他签字了，听老伴的唠叨成了李局

每天的必修课。

这天，老伴不在家。李局正在家里睡午觉，突然门铃响

了。“有人吗？”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

“谁呀？”老李从睡梦中醒来，他穿好衣服，打开了

门。

“我是电力公司新来的收费员，我来收这个月的电费。

”收费员站在门口，边说边从包里取出发票。

“你等等。”李局接过发票，直接往客厅里走。他麻利

地取出那支签字笔，在发票背面写上：同意报销。又签上自

己的大名：李小东。然后，笑盈盈地来到门口。

“你要亲自跑一趟，拿这个发票到3楼的财务科拿钱吧。

”说完，他把那张发票交给收费员。

收费员接过发票一看，满脸疑惑：“我去财务科拿钱？

是你家的电费，这能报销吗？”听完收费员的话，李局才清

醒过来，尴尬地笑了。

“不好意思，看我的记性。你等等，我去拿钱给你。”

李局回头拿出现金，如数把电费交了。

收费员拿到钱，挥挥手离开了，可李局还怔怔地站在

那里。

签字
傻儿结婚一年以后，媳妇生了一个大胖

小子。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傻儿

，逢人就讲：“生了个大胖小子，很象我，

很像我。”

傻儿看到有些年轻妇女，抱着孩子，他

就凑上去，用手戳戳人家的孩子傻笑着说：

“胖小子，很像我，很像我。”气的人家扭

头就走。

孩子生了十二天，按当地的风俗习惯，

媳妇娘家人来给孩子圆耳朵，媳妇的母亲看

到小胖外甥，喜的和不拢嘴，傻儿看到后，

又说：“老狗老狗你不用龇牙，回来我给你

三粪耙。”气的丈母娘中午饭也没有吃就回

家了。

孩子满月这天，按照当地习俗，媳妇要

回娘家，媳妇的丈夫必须一块去，否则，孩

子就不会长命。

傻儿的父母想不让傻儿去，但又怕孩子

真的出什么意外，让媳妇埋怨，只好让傻儿

同去。

临走时，父母千叮咛，万嘱咐，要少说

话，见了丈母娘也千万别说“老狗老狗你不

用呲牙，回来给你三粪耙”。叮嘱了儿子，

又嘱咐媳妇，要看好傻儿，千万别再闹出笑

话来。

傻儿同媳妇，一块来到了丈母娘家，丈

母娘看到傻儿，就有一肚子气，哪里还有什

么笑脸。傻儿也没有说那句话。

接近中午，媳妇娘家的亲戚陆续来贺喜

，第一位来的是傻儿媳妇的表大爷和大娘，

他们先来到屋里看了看孩子，给了孩子添岁

钱。就说：“这孩子真出息。”

傻儿接过话说：“嘿嘿，胖小子，真像

我，真像我。”

表大爷和表大娘心想，像你就坏了，还

不又是傻乎乎的。

这时媳妇过来给傻儿介绍说：“这是咱

表大爷和表大娘，家里还有个表弟。”

傻儿笑了笑说：“嘿嘿！表大爷，表大

娘你们好，婊子生的怎么没有来。”

当时气的表大爷脸都青了。拉起妻子就

回家了。

傻儿的媳妇看到这种情形，害怕等会儿

客人来了，傻儿不知又会做出什么傻事，说

出什么傻话，便把他领到后院的一个地窖里

，对他说：“你在里面待着，千万别出来。

”然后媳妇又用盖垫把地窖口盖上。

客人来齐后，安排了宴席，傻儿媳妇端

了半盆子菜，两个馒头送进地窖内，重新用

盖垫把地窖盖好。傻儿把盆子放在地窖出口

的接脚上，大吃起来。

那时，农村庄户人家，家里只有一个厕

所。今天来贺喜的人特别多，也忙了厕所，

你出来，我进去，接连不断。

傻儿的丈母娘要小便，几次到厕所处看

，出来进去的都是男人，实在憋不住了，便

来到后院，四周看了看，掀开地窖的盖垫。

撒气尿来。

尿全部撒进了傻儿的菜盆里，傻儿着急

地大喊：“很咸了，很咸了，不要加材料了

！很咸了，不要加材料了！“

丈母娘听到从地窖里传出喊叫声，吓得

连忙提着裤子跑了。

很像我

张君是个“私家侦探”。这天，有个

外地人按照小广告提供的地址找到张君，

让他帮忙找

个叫李大球

的人，可以

给五百块酬

劳。张君问

：“你找李

大球什么事

？”那人说

：“李大球

欠我们一笔

钱，我们是

来讨债的。

”

张 君 让

那人回头等

他的消息，

然后就拨通

了陈云的电

话。

陈 云 和

张君是同行

，也是朋友

。张君知道

陈云的路子

广，消息灵

，说不定他知道李大球在什么地方。陈云听

说了张君的来意，调侃地问道：“这笔生意

做成能赚多少？”

张君实话实说：“五百，事成之后，我

们每人二百五，怎么样？”

陈云哈哈大笑：“算了吧，我才不要那

二百五呢。这次我卖个顺水人情，你说的这

个李大球我知道，他长期住在侨鸿酒店1106

房，你带人去找吧。”

挂断电话，张君一阵窃喜，这钱赚得太

容易了。张君叫来外地人，上了车直奔侨鸿

酒店，可到了那儿一打听，才知道李大球刚

刚退房离开了。到嘴的鸭子飞了，张君心里

很窝火。正在这时，陈云的电话打了进来：

“兄弟，那五百块赚到了没有？”张君发了

一顿牢骚，说欠债的人就是靠不住，说走就

走了。陈云哈哈大笑，说：“兄弟，别抱怨

了，老哥今晚请你喝酒。”

当晚，两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陈云嘿

嘿直乐，说：“兄弟，你今天没赚着那五百

块，我可赚了一千块，要不然哪有钱请你喝

酒？”

张君不解地问：“你从哪儿赚来的一千

块？”

陈云一听，就更乐了：“不瞒你说，上午

挂断你的电话后，我给李大球打了个电话，告

诉他，有人要债要上门来了，让他快跑。就这

样，我向他要了一千块的信息费……”

张君听完，酒劲上涌，头晕得更厉害了。

好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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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是餐桌中的重要角色，有人

甚至顿顿不能少。

不过，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越来越多人关注健康问题，吃肉也

成为了一件十分纠结的事情，尤其

是对于老年人而言——有人觉得千

金难买老来瘦，三高、心血管疾病

又都和肥胖有关，所以应该少吃肉

；而也有人认为不吃肉太瘦不好，

体质差、易生病……

那么，上了年纪，究竟该少吃

肉还是多吃肉呢？

11 国研究：吃肉多的老人反而更加

长寿

在心脏衰竭和世界急性心力衰

竭大会上，一项横跨 11 个国家的联

合调查研究指出：摄入较高的蛋白

质，主要来源是肉和鸡蛋，相对于

吃素比较多的老年人来说，患癌风

险更低，可以活得更加长寿。

实验发现：蛋白质摄入量达到

每天 40 克以上的老年人，死亡率仅

为 18%，而摄入低于 40 克的老年人

，却有 31%的死亡率！

老人为什么要增加肉类摄入？

预防营养不良

老年人的进食量减少、消化吸

收能力下降，导致能量、营养的摄

入吸收减少，易出现营养不良的情

况。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中国 65 岁

以上的老人中，超过 50%的人营养

不良，而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更加

严峻。

肉类中富含蛋白质、脂质、维

生素 B12、脂溶性维生素铁、钙、

锌、镁等人体必需营养素的重要来

源，特别是畜禽肉是血红素铁的重

要来源，而这些营养素，又正是老

年人容易缺乏的。

避免骨质疏松、肌少症

人体肌量减少从 40 岁左右就已

开始， 50 岁后每年肌量减少 1%～

2%，60 岁后肌肉丢失约 30%，80 岁

以上肌量减少可达 50%左右。而肌

肉量的减少，会增加骨质疏松、骨

关节炎等的发生，同时增加跌倒、

骨折、残疾甚至死亡的发生率。

肌肉的生成需要蛋白质，假如

一个人肉吃少了、蛋白质缺乏，肌

肉就“没饭吃”了；再加上，老年

人本来吸收营养和合成肌肉的能力

就比较差，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肌肉

量减少的几率。

延缓大脑衰老

人老了以后抗氧化物浓度减少

，而吃肉类可以帮助提高抗氧化物

浓度，也可以恢复脑组织中的乙酰

胆碱酯酶活性，从而减少脑细胞受

损，避免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多吃肉≠高热量饮食

研究人员强调，老人在适量增

加肉类的同时，一定要减少精制米

面、薯类等碳水的摄入，将总热量

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否则，三高、

肥胖、心血管问题也可能会找上门

。

另外，阿拉巴马大学的一项研

究指出，低碳饮食，适当减少米面

糖的摄入，多吃肉蛋鱼，可显著改

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保持瘦体

重的前提下减肥，并且减去内脏脂

肪，还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减

少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

正确吃肉，掌握这 4 点

少吃红肉，常吃白肉

红 肉 主 要 包 括 猪 、 羊 、 牛 、

驴 等 家 畜 的 肉 ， 含 有 较 高 的 饱 和

脂 肪 酸 ， 过 量 食 用 会 增 加 高 血 脂

、 冠 心 病 等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风 险 。

据 《 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 建 议 ，

每 日 红 肉 摄 入 量 最 好 控 制 在 50g

以内。

白肉包括鸡、鸭、鱼等，相对

而言，脂肪含量少、蛋白质含量更

高，且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与

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更接近，更利于

消化吸收。尤其是鱼肉，富含不饱

和脂肪酸，有助于控制血脂，对保

护心脑血管更有帮助。

提示：红肉、白肉都要吃，因

为红肉中的铁元素是白肉比不了的

。

具体肉类的食用量可以参考：

③每天单吃一类肉时，没有腿

的吃 8 口，两条腿的吃 6 口，四条

腿的最多吃 3 口（每口肉约 10g）。

③三类肉全吃时，鱼虾吃 5 口

，鸡鸭吃 3 口，猪羊吃 1 口（每口

肉约 10g）。

③不吃肉时，就多补充豆制品，

因为豆制品富含植物蛋白，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代替肉类补充蛋白质。

最好不吃加工肉、腌制肉

世卫组织将加工肉列为一级致

癌物，建议最好不吃。

加工肉中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

盐，可能会产生微量致癌物亚硝胺

，增加癌症风险；而且一些加工肉

制品中还可能添加了防腐剂、增色

剂等，会加大肝脏、肾脏负担，多

吃易损害肝肾功能。

而像腊肉、咸鸡等盐过量，一

方面会使肉中的营养素流失，另一

方面会加重或导致血压升高、波动

，对人体心血管也是不利的，而且

其中产生的亚硝酸盐，会间接增加

食道癌和胃癌的发生风险。

注意烹饪方式尽量少用煎、炸、烤

的方式。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在 200℃以上

会产生杂环胺类致癌物；富含脂肪

的食物在接近 300℃时会产生大量

苯并芘；含淀粉、糖和蛋白质的食

物在 120-180℃之间会产生较多丙烯

酰胺，这些产物都有可能致癌。

相对而言更推荐炖肉，因为炖

肉鲜嫩柔软，老年人的咀嚼功能大

多衰退，炖肉较为适宜，而且小火

慢炖，可以减少饱和脂肪。

《食品科学杂志》一项实验表

明，猪肉经过长时间炖煮后，因为

肉中的脂肪会溶解在汤中，所以肉

的 30%~50%脂肪含量会减少，胆固

醇含量也相对下降不少。但汤里的

脂肪含量会很高，最好不要喝这种

浓汤。

肉类的“最佳搭档”

肉类选对了“搭档”，能让人

安心吃，不长胖！

③ 富 含 膳 食 纤 维 的 蔬 菜 ： 魔

芋、干松蘑、干冬菇、笋等。

膳食纤维能辅助抑制脂肪吸收

，吸附脂肪并排出体外；还能延缓

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帮助控制食

量。

③ 菌菇类：香菇、鸡腿菇等。

菌菇类含有菌固醇（植物甾醇

的一种），能让胆固醇异化，减少

胆固醇的吸收；而菌类里的蛋白质

不够完整，缺乏某些氨基酸，与肉

炖在一起，不仅味道好，还能够起

到氨基酸互补的效果。

因此不论是红烧肉还是小炒肉

等，可以适当增加这两类食材一起

烹调。

多吃肉的老人可能更长寿！
但不注意这4点，会适得其反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僑界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 155 歲誕辰獻花儀式，於昨天
（11 月 12 日 ）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 國父銅像
前舉行。共有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
處、僑教中心及休市僑界社團代表共17個單位
的代表近百人參加。儀式在中山學術研究會會
長唐心琴、 「台北經文處」經濟組組長徐炳勳

及僑教中心陳奕芳
主任就主席位後正
式開始，全體出席
者唱 「國父紀念歌
」。
「休士頓中山學術

研究會」會長唐心
琴致詞表示：每年
的 國父誕辰，讓我
們緬懷 偉大的國父
，他一生的豐功偉
績。 國父是政治家
、偉大的思想家，
他創立 「三民主義
」，台灣充份學習
了，才有今天繁華
、自由的社會。很
遺憾， 「三民主義
」的課程現在沒有
了。但幸好有 「孫

文學校」的成立，能把 國父半生奔走革命、七
十二烈士的精神傳遞下來，讓我們不要忘了過
去的歷史、 「三民主義」的真理，崇尚自由、
民主。我們不要忘了當年先祖的初衷。華僑是
革命之母， 「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是
真理。希望未來能達到 「兩岸和平，世界大同
」！

「台北經文處」經濟組組長徐炳勳致詞表
示： 「三民主義」是 國父最重要的遺產，是 國
父建國、治國的理念。台灣政府朝民有、民治
、民享邁進，才有今天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
民主環境。尤其民國六十年來,政府推動 「十大
建設」,加上孫運璿院長及李國鼎等人的勵精圖
治，使台灣的 「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中堅，共
同分享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成果。徐組長
說：台灣的經濟發展有目共睹，但未來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他最後引用 國父的話作演講的總
結： 台灣的經濟發展尚未成功，我全體國民仍
需努力。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提到她對 國父學說的
瞭解，是在五年前，她在國內擔任 「僑務通訊
社」社長期間，正值 國父150歲誕辰，僑委會
出了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之路」這本書。該書
的 「序」是她寫的，為了寫序文，她好好念書
，寫的都是事實。現在她把該書放二本在僑教
中心圖書館，等疫情過後，大家可以來看。陳
奕芳主任也提到 國父誕辰，是僑教中心一年中
的大事。就像國慶升旗典禮、國慶電影院，雖
然人數上 「違規」（限定50人）了，但非辦不
可。

Sam Houston 大學翁履中教授致詞表示：在
他那個時代，對 「三民主義」的理解不深， 國
父當時的理念是 「救國」，鞏固民族。而當前
，少了民族團結的需要。 國父思想 「知難行易

」的學說， 「行 」是指每個人都能做的。他當
時的理念， 「民族」必需團結。現在科技進步
，好多人都是 「政治」專業。此所謂 「政治」
，是指網路上的言論。所謂 「知難行易」，
「行」是跟著對的知識走。所謂 「分工正確」

，我的世代，已看不到穿 「中華民國」國旗裝
的了。他認為：中華民國應找回民族的團結，
現在時代，大家分享訊息，但 「民族」還在嗎
？ 「團結」還在嗎 ？他認為：應該（尤其年輕
朋友）多分享一些， 國父思想 「正向」的力量
。

致詞結束，獻花致敬儀式正式開始。分別
由： 「台北經文處」代表徐炳勳組長、僑教中
心陳奕芳主任、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江
麗君、僑務委員劉秀美、 「國慶籌備會」主委
劉志忠、台灣同鄉聯誼會前會長楊國貞、副會
長羅秀娟、榮光會代表左大為、大同盟黃以法
會長，世界廣東同鄉會江麗君會長、中華老人
服務協會趙婉兒會長、中華保健中心副會長甘
幼蘋、世華工商婦女會前會長洪良冰、黃埔四
海同心會駱健明、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李迎霞
主任、空軍大鵬聯誼會鄭勵會長、美南藝文社
劉行之會長，及中山學術研究會唐心琴會長，
中評委暨全體會員，逐一上前獻花，並行三鞠
躬禮，最後，全場合唱 「中華民國 我愛你」後
，禮成。

休士頓僑界紀念休士頓僑界紀念 國父誕辰獻花儀式國父誕辰獻花儀式
昨天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舉行昨天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舉行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在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在1010//2929晚間在線上舉辦今年敬師活動和教師研習會晚間在線上舉辦今年敬師活動和教師研習會
（本報訊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於10月29日舉辦2021年

線上敬師活動及華文教師研習會，邀請臺灣師範大學講師陳立芬
主講[繪本與語言教學]提供老師們研習教學技能。

這次敬師活動得到僑委會特別贊助,並表揚資深優良教師, 對
休士頓地區所有會員學校校長.老師們是一大激勵. 我們也特別邀
請剛上任的 休士頓經文處副處長王韋龍及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副
主任黃伊莉上線和各位校長及老師見面並致詞勉勵.表揚的兩位
資深優良教師是服務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長達三十年的朱玉圭
老師和服務滿十年的中華文化學院黃幸月老師. 兩位老師和文化

中心校長莊芳齡也發表感言, 和老師們分享他們從事中文教學的
心得. 敬師活動結束後開始講課. 陳老師講座一向圖文並茂, 此次
講課著重於用設計精美的繪本探討語言教學,將圖轉化為文字的
繪本教學的四步驟, 一. 仔細翻閱全書,用心看圖;二. 以簡要文字
註記人物圖與情境圖; 三. 就人物展開對話,就情境展開情境說明;
四.摘記語言教學重點, 與繪本語言教學的兩種策略，有圖有文與
有圖無文的不同教學策略,引導學生觀看圖畫內容,引導提問. 由學
生創作文字, 老師給予回饋,分享的語言鞏固為目標. 陳老師並用
許多例子詳細說明繪本

教學. 原本一個小時的教學延長至一個半小時才結束,參與的老師
都表示學習很多新教學方法, 非常感謝陳老師的教導.

研習會的目的是提供老師們在運用既有教學素材與資源來提
升教學品質. 此次活動及講座廣受好評,除休士頓地區中文教師們
踴躍報名,更吸引來至全美各地中文教師參與,總參加人數多達200
人! 因應疫情無法上實體課,但仍能在線上舉辦研習會打破了時間
和空間的限制, 提供更多的學習平台,也讓不同地區的老師們能在
線上交流分享中文教學的經驗, 為將來研習會的舉辦發展出新的
模式及多元化.

休士頓僑界紀念休士頓僑界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國父孫中山先生155155歲誕辰獻花儀式於昨天歲誕辰獻花儀式於昨天（（1111
月月1212日日））上午在僑教中心舉行上午在僑教中心舉行。（。（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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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s of 10/20/2021。 $0 - $49,9999.99 利率為0.25%APY；
$50,000+ 利率為0.50%APY。 APY 在帳戶開設前後可能改變，手續費可能會減少利息收入。

即日起，中國信託數位銀行正式為德州居民服務。
我們提供安全簡易的線上開戶流程及優惠利率！

0.50%APY*
儲蓄帳戶
最高可達

最低開戶金額 $250

連結其他銀行轉帳

FDIC 保障

無帳戶管理費

線上開戶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就上網開戶吧！ 掃描開戶

你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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