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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歡迎來電洽詢買方優惠計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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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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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 ）每一位成功的地產經紀
，都有他成功的心得和歷練，而德州房地產全職
經紀人阿芳（Susan Chang ),她的成功，則來自
她不同凡人的歷練和啟發。自1998年從北京來
美定居，迄今已二十年有餘。不同的是，期間她
曾輾轉數個國家和地區，如美國加州洛杉磯，澳
大利亞的珀斯，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和亞洲四小
龍之一的新加坡，直到今天的德州休士頓。

這四次的搬進搬出，每個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麻烦，對於阿芳，卻成了她無形的資產，她日後
走入地產業的珍貴經驗和心路歷程。因為她每搬
一次家，她都會經歷一次買房和租房的過程，因
此，她比任何經紀更了解其中的步驟和過望將來
有機會可以幫到有遷居需要的朋友，不論是在美
國跨州遷移或是國際之間的的工作調動或是移民
落戶她都頗有心得。

除了本身的歷練，對房地產行業的熱愛，使
她從業近五年，不僅累積了豐富的房地產買賣和
租賃經驗，也使她建立了良好的專業人士關係網

。再加上她自身的學位經驗— 她擁有University
of Houston 行為科學學士學位，使她在談判及社
交中運籌帷幄，了解客戶心理並促成雙方滿意的
交易。因此，阿芳（Susan Chang )在休士頓經
紀人協會的客戶評分高達4.95/5。

阿芳表示： 她非常感謝眾多熱情洋溢的客戶
給他五星的鼓勵。在業界一路走來她都是以客戶
的需求作為自己的首要原則，她認真聽取了客戶
的需求，並以自己專業的素養和經驗為客戶提供
建議，使客戶能快速的作出決定，順利搬遷落戶
或投資置業

阿芳的業務範圍包括整個大Houston 及其周
邊區域。包括：Memorial City, Spring Branch,
Sugar Land, Katy, Medical Center, Heights, Gal-
leria, Energy Corridor, Cypress, Bellaire, West
University, River Oaks, Pearland。她將為您提供
下列服務：

. 精準市場估價

. 推薦可靠的裝修師傅

. 提供房子的歷史以及周邊信息

. 處理所有所需文件資料

. 談判價格並為客戶爭取最大利益

.協調過戶手續

. 介紹保險稅務機構

.Open house

. 精美宣傳資料

. 使用付費免費英文中文媒體促銷

. 精英團隊合作

. 管理房產：催繳房租、定期查房、協調修理
休士頓讀者如果有買房、賣房、出租管理的需

求者，請立即聯絡本刊鄭重推薦的阿芳（Susan
Chang )和她的團隊，您將會很快對為人坦誠、
大氣的阿芳留下深刻的印象，並接受她專業、嚴
謹的服務。

阿 芳 — 金 非 地 產 投 資 電 話/短 信 ：
281-928-6080，微信：Karonsuka2819286080,
郵箱：susanchanghouston@gmail.com

圖為阿芳近期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攝圖為阿芳近期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攝。。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20222022虎年旺旺虎年旺旺 印心堂心靈輔導蕭老師印心堂心靈輔導蕭老師
和和 「「東方招牌東方招牌」」 公司公司 Frank LuFrank Lu 老闆跟老闆跟

全體員工一起跟大家拜年全體員工一起跟大家拜年！！

投資需要勇氣投資需要勇氣，， 「「凱旋地產凱旋地產」」 助您一臂之力助您一臂之力
五星級地產經紀阿芳五星級地產經紀阿芳，，為客戶爭取最大利益為客戶爭取最大利益

感謝梁晨導演的拍攝

代表新世紀及全體同仁在此向大家
拜年. 在新的一年虎虎生風 虎年行大運,
大吉大利, 吉祥富貴,財運亨通, 多福多壽
, 健康快樂,財源廣進, 旺事興隆,萬事如
意如虎添翼旺全年.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自成立30年以來
, 一直提倡以客戶為主的市場開拓,提供
優良獨特的保險產品,宣導以客戶服務至
上的經營理念,得到主流市場經紀人推崇
,在美國保險界享有盛名.

續2020 年新世紀開啟另一裏程碑,
晉升 Billion (十億) 美元公司行列之後,
2021年總資產破11億 1581萬美元, 法定
資本額逾1億4419萬美元,然而調整後法
定資本額則上升至1億6837萬美元。

2021年的第三季財報截至九月三十
日底, 控股公司新世紀集團的稅後淨利
為290萬美元.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則
為2119萬美元, 兩者2021年九亇月稅至
九月三十日淨利總和猛增逾2409萬美
元.

繼豐收的2020年之後, 新世紀人壽
保險公司 2021 年的財務仍快速成長.
2021年前九個月總收入逾5億3463萬美
元比同期的2020年4億3170萬美元, 成
長了近百分之24. 而 2021年的前九個
月稅後盈餘達到了2119萬美元, 公司團
隊持續樂觀, 估計2021年將繼續成長.

我們的人壽及健康保險的現有年保

費己經超過5億1000萬美元, 年金總存
也超過7億美元. 長年被美國最有權威
的 AMBest 評估公司極度肯定, 升級為
B++財務穩固很好級.

再者, 於2017更被知名休士頓商業
雜誌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統籌, 跟
據各大保險公司年度保費總金額, 新世
紀人壽保險公司在休士頓排名第三大人
壽保險公司, 跟隨 American General 及
American National Insurance Co. 之後.

新世紀在銀髮族市場提供老人醫療
補助險(Medicare Supplement) 己有二十
多年. 這些年來,新世紀遵守一貫的紀律,
提供最穩定保費,最優價值產品給長者,
所以新世紀在保險業贏得尊重及信賴.
過去三年, 公司吸收了許多大及優值的
市場經紀人銷售我們的獨特及客戶至上
產品. 加上Obama care 造成的成本高漲
, 新銷售逐年增加. 2021 年 的老 人醫
療補助險保單年保費超越 2 億 7000
萬 美元.

著眼於更多的大保險公司競爭者進
入銀髮族市場, 本公司的管理階層決定
開發更加多樣化的保險產品,再加上歐氏
健保(OBAMA care)的製定以及醫療費用
每年高漲,本公司覺得這正是一個絕隹的
機會.

2010年我們公司開發新市場創造新
獨待健康產品, 可以補助ObamaCare, 也

可以獨單一面, 產品目地在鼓勵及幫助
客戶了解醫療製度及費用, 如此大多數
的客戶可以省很多保費及醫療費用. 從
2016年以來這個產品非常受歡迎, 現在
的年保貴已經超過二億三千萬美元.
2021 年新的年保費(new sales)超過一億
一千萬美元

基於歐氏健保(OBAMA care)的眾所
皆知高保費及高自付費(deductible), 我們
的新產品註重客戶對醫療費用的了解,
供給客戶資料及訓練鼓勵他們如何去找
便宜又有品質的醫療服務, 如此我們的
醫療保險不僅保費低(通常30%至60%底
於歐氏健保)並且自付費低. 比如MRI的
費用大都是在300美元至3000美元,如
果你到醫院照MRl,費用大概會超過1500
美元,可能你要自付.如果你有我們公司
最新的健康保險(2 units),公司可以供給
資料讓你自由選擇費用低且品質不錯的
MRl, 比如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找到品質
不錯的400美元費用的MRl,而且公司的
MRl理倍在這種情況下剛好是500美元.
如此不僅你的MRl費用足夠,而且還剩下
100美元放在你自已的口袋裡. 公司這個
新產品在主流社會愈來愈受到大眾喜愛
, 因此我們預期公司新的健康保險產品
將會繼續突飛猛進成長.

新世紀的固定利率年金有三年及五
年兩種計劃.利率優惠且固定不變. 我們

這種以客戶為主的固定年金非常受到主
流社會的保守客戶的喜愛,所以在過去十
年(從2010 到 2020) 我們賣出去的年金(
不包括renewal) 超過7億美元( 平均每年
7000萬美元). 但是2021 年我們預期今年
將超出年平均逾1億3000萬.

新世紀提供人壽儲蓄,老人醫療補助
險(Med Sup), 年金,職業意外險,小額人壽
險,及年紀65歲以下的健康醫療險.此外,

更有商業房地產貸款如購物中心,公寓,
投資住屋及未開發空地等. 新世紀是全
美唯一華人擁有的人壽保險公司.目前在
美國50州經營客戶接近二十萬,業務代
表超過五千人. 財務穩固,資產雄厚.

最後我謹代表新世紀向華人同胞恭
賀新喜、平安發財，

新世紀樂於為華人同胞服務，請來
電281-368-7200. EXT 7257

親愛的各位海外華人同胞們親愛的各位海外華人同胞們，，
我是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的總裁陳舜哲我是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的總裁陳舜哲。。

光鹽社健康生活營養課程光鹽社健康生活營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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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2年2月4日（星期五）文 匯 要 聞2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2北京冬奧會

美國單板滑雪傳奇名將肖恩懷特來
到冬奧村後，很快被食肆內豐富

多樣的餐食吸引。他在TikTok上分享
影片，展示食肆內設有24小時餐枱，
提供沙律、數十種水果和甜品。其餘多
個餐枱還用不同顏色區分菜式，選手可
以享受中餐、亞洲菜、各國特色菜餚、
意粉和薄餅等美食。已是第4次征戰冬
奧的肖恩懷特對食物質素讚不絕口，
“我收到很多關於餐食的提問，實際上
主辦方幾乎什麼都有。”

食肆提供678款中外菜餚
同樣來自美國的單板滑雪選手馬斯

特羅也分享影片，記錄自己挑選早餐。
食肆內提供品種繁多的乳酪、水果和糕
點，米飯、麵條及粥品等主食也一應俱
全。馬斯特羅挑選了水煮蛋、煎蛋卷、
鬆餅、焗豆和烤土豆作為早餐，還配上
一杯Costa咖啡享用。

北京冬奧期間，冬奧村食肆合共提
供678款中外菜餚，包括北京烤鴨、葱
爆羊肉等特色菜，亦有素食、清真餐及
猶太餐以滿足不同選手需求。食肆內已
做足防疫措施，肖恩懷特便在影片中展
示自己按照防疫要求，佩戴口罩及手套
取用餐盤。所有職員均配備全套防護裝
備，地面也貼有保持社交距離的標識。

展示傳統文化 職員熱情
除豐富的飲食外，北京冬奧全部3個

冬奧村都設有髮廊，為選手免費提供理
髮、美容及美甲服務。髮廊內使用的毛巾
及面罩等都為一次性產品，保證防疫安
全。冬奧村內也有洗衣服務、便利店、花
店及書店等，充實選手日常生活。

適逢中國新春佳節，冬奧村還推出
中國傳統文化展示區，吸引不少選手空

閒時前往參觀。早前在TikTok上分享
“智能床”引發熱議的美國雪橇選手布
里徹，日前便更新自己與兩名同伴在冬
奧村內學習太極拳的影片。她們在屏幕
前跟隨人工智能（AI）影像，不時彎腰
抬腿，練習多個招式。布里徹形容自己
正在“學習功夫”，笑稱“也許我應該
繼續玩雪橇”。
在大年初一當日，厄瓜多爾高山滑

雪選手埃斯科巴爾在冬奧村度過了20歲
生日，“我在選手更衣處簽名登記，向
職員說‘新年快樂，今天是我的生
日。’他們送給我一個紅色的飾品，告
訴我這在中國象徵好運。”埃斯科巴爾稱
讚北京冬奧不僅景色美麗，職員也很熱
情，“他們工作很辛苦，長時間在賽場忙
碌，待人接物非常友善，這讓我十分感
激。”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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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選手們可以在北京冬奧村享用豐富美食，傳媒代表在冬奧主
媒體中心智慧餐廳內，更能享受先進科技的幫助。為在新冠疫情期間
減少互相接觸，智慧餐廳利用機械人自動烹飪、調酒及送餐，實現24
小時自動化運營，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道便感慨用膳體驗如
同“科幻電影”，足以體現科技的日新月異。
在主媒體中心智慧餐廳天花板上，裝備有數條透明玻璃軌道，眾

多機械臂整裝待命，顧客利用手機掃描二維碼點餐，一杯飲品約90
秒便可準備就緒。利用5G技術及人工智能（AI）系統，機械臂會從
天花板精準運送食品來到顧客面前，顧客只需簡單伸手取餐，選擇喜
歡的位置用膳。烹飪機械人能夠提供眾多經典中餐，以及漢堡和薯條
等西餐，烹飪水平完全不遜於優秀廚師。
在智慧餐廳另一區域，還有機械人“咖啡師”和“調酒師”供應

咖啡等飲品。製作雞尾酒的機械人開始運轉後，會自動將調酒所需原
料放入容器，經充分搖晃攪拌，倒入玻璃杯推出成品，動作嫺熟流
暢，就如同真正的調酒師。 ◆綜合報道

2022年北京冬奧4日開幕，全球各國選手已陸續抵達冬

奧選手村。適逢新春佳節，冬奧村內設施完善、食品豐富、

娛樂休閒活動多元，都獲得海外選手好評如潮。在充足防疫措施和

後勤保障下，選手們可以充實體能，放鬆身心全力備戰，也能藉機

接觸了解更多中國傳統文化，體驗新年和冬奧的歡樂氣氛。

““智慧食肆智慧食肆””機械人煮餐調酒機械人煮餐調酒
外媒嘆如科幻電影外媒嘆如科幻電影

◆運動員
輪候領取
消 毒 餐
具。

法新社

◆美國單板滑雪傳奇名將肖恩懷特（右
圖）在TikTok上分享美食影片。

網上圖片

◆◆冬奧村食肆內設有冬奧村食肆內設有
2424小時餐枱小時餐枱，，提供提供
沙律沙律、、數十種水果和數十種水果和
甜品甜品。。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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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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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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底，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發布一項命
令，撤銷中國聯通美洲公司在美國提供

州際和國際通信服務的授權，並要求該公司在命
令發布的60天內停止在美的任何國內和國際服
務。FCC於聲明指，根據行政當局部門的意見、
對該公司在本程序中的答覆的徹底審查、公共記
錄以及聯邦通信委員會根據法律進行的公共利益
分析，委員會認為是次行動保障了美國所謂的電
信基礎設施免受潛在的安全威脅。

聯通：積極維護合法正當權益
對於FCC撤銷牌照一事，中國聯通3日發出聲

明指出，中國聯通美洲公司一直以來按照美國法律
法規經營，過去20年來為客戶提供全球綜合電信
服務和解決方案，成為客戶信賴的合作夥伴。此次
美國FCC在未列出具體事實，未經過正當程序的
情況下就做出撤銷中國聯通美洲公司214牌照的決
定，中國聯通美洲公司將積極維護公司和客戶的合
法正當權益，中國聯通集團公司將密切關注事態發
展。

工信部促美撤回不公正決定
中國工信部亦發出聲明指，中國聯通美洲公司

已在美國運營20年，一直謹遵美國法律法規及監

管要求，按照商業化原則為眾多美國境內用戶提供
優質的服務。FCC在未列出具體違規事實的情況
下撤銷其214牌照，是進一步泛化國家安全、濫用
國家力量對中國企業進行的無理打壓，嚴重破壞了
美國營商環境，損害了中國企業和包括美國用戶在
內的全球消費者的正當權益。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並強調，美方應撤回對中國企業不公正的決定，停
止將國家安全概念泛化、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錯誤
做法，為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發展營造公平、公正、
無歧視的環境。

工信部說，中方將繼續採取必要措施，維護中
國企業的正當權益。

美國監管機構再有禁止內地電信運營

商在美國運營的舉措，美國聯邦通信委員

會（FCC）1月底宣布，撤銷中國聯通（美洲）

運營有限公司在美國提供州際和國際通信服務的

授權（即214牌照）。中國聯通和中國工信部均

就此作出回應，中聯通回應指，中國聯通美洲公

司將積極維護公司和客戶的合法正當權益。工信

部指出，FCC此舉是進一步泛化國家安全、濫用

國家力量對中國企業進行的無理打壓，嚴重破壞

了美國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工信部指
出，美國撤
銷中聯通在
美國提供州
際和國際通
信服務的授
權，是進一
步泛化國家
安全、濫用
國家力量對
中國企業進
行的無理打
壓。

資料圖片

中聯通遭美撤銷 牌照214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
會、中國證監會三個部門聯合印發《金融機構客戶
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
法》指出，為完善反洗錢監管機制，進一步提升洗
錢和恐怖融資風險防範能力，由2022年3月1日
起，個人在金融機構存取現金超過5萬元（人民
幣，下同）需登記資金來源及用途。

根據《辦法》，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
村信用合作社、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為自然人客戶
辦理人民幣單筆5萬元以上或者外幣等值1萬美元
以上現金存取業務的，應當識別並核實客戶身份，

了解並登記資金的來源或者用途。
另外，金融機構針對不在本機構開立賬戶的客

戶，貴金屬買賣、金融產品交易金額、提供現金匯
款等超過5萬元的，應當開展客戶盡職調查，並登
記客戶身份基本信息，留存客戶有效身份證件。金
融機構不得為身份不明的客戶提供服務或者與其進
行交易，不得為客戶開立匿名賬戶或者假名賬戶，
不得為冒用他人身份的客戶開立賬戶。

在規範保險機構方面，保險公司在與客戶訂立
人壽保險合同和具有投資性質的保險合同時，應當
開展客戶盡職調查，確認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的

關係，以及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之間的關係，登記投
保人身份基本信息。

對於人壽保險合同和其他具有投資性質的保
險合同，保險公司在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時，應
當核實被保險人、受益人身份，並留存受益人有
效身份證件或者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的複印件或者
影印件。

《辦法》提出，對洗錢或者恐怖融資風險等級
最高的客戶，金融機構應當至少每年進行1次審
核；還要採取強化盡職調查措施，比如通過實地查
訪等方式了解客戶的經濟狀況或者經營狀況等。

中國個人存取5萬現金需登記資料

比亞迪3日公布上月新能源汽車銷量
達93,168輛，按年增3.6倍，按月微跌不
足1%。比亞迪1月新能源汽車銷量中，
純電動乘用車按年增2.2倍至46,386輛，
插電式混合動力乘用車增7.6倍至46,540
輛。

集團1月燃油汽車銷量按年跌九成至
2,254輛。整體而言，比亞迪1月汽車總
銷量95,422輛，按年升1.25倍，按月少
4%。

西安近日疫情升溫，比亞迪雖在西
安設有生產線，但疫情未見對集團產量帶
來重大影響，比亞迪1月汽車總產量按年
增98%至94,101輛，按月少3%。當中，
新能源汽車產量91,736輛，按年增3.1
倍、按月少不足1%。 ◆記者 莊程敏

比亞迪新能源車銷量增3.6倍

日清上季經營溢利增95%
日清食品母企日本日清3日公

布季績，經營內地及香港業務的日
清食品披露去年第四季營運數據。
受惠人民幣兌日圓升值、合味道品
牌在內地銷量增長，日清食品上季

銷售總額增30%至146.94億日圓，經營
溢利增95%至18.11億日圓。

日清食品從去年4月至12月三個季
度總收入轉升13.3%至400.21億日圓，核
心經營溢利升10.5%至43.21億日圓，經
營溢利增3.5%至41.58億日圓。

撇除匯率因素，三個季度總收入升
4%、核心經營溢利升1%。公司表示，
內地業務溢利上升受惠於成本削減和銷
量增加，但原材料價格上升抵消部分利
好。 ◆記者 莊程敏

劉強東捐贈174億元京東股份
內地多次強調“共同富裕”理念，

中國電商巨頭京東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
劉強東3日宣布，將向一家第三方慈善
機構捐贈約6,240萬股京東B類股票，以
京東港股新春前每股價格 279.6 港元
計，股份價值約174億港元。

◆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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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2022 新北燈會
」今（4日）在新北大都會公園登
場，由市長侯友宜與貴賓共同啟
動主燈 143 秒絢爛燈光秀，此外
，長達 120 米主燈 「臥虎藏龍」
，搭配LED燈條與雷射燈光，磅
礡氣勢，燈會將展至 2 月 28 日。
侯友宜表示，今年防疫優先取消
美食區，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開幕活動由藝人王彩樺開場
演唱，霹靂國際的 「素還真」電
吉他彈奏更嗨翻全場，還有身聲
劇場的 「星空奇幻遊行」大小朋
友看得目不轉睛；還有禾一舞團
帶來獨創的官將首街舞，結合螢
光特效與科技動畫，熱力四射；
以及榮獲金曲獎的 CMO 樂團演
出，觀眾聽得如癡如醉。

侯友宜表示，今年防疫優先
，以虎年 「臥虎藏龍」作為主題
燈，虎的頭部高達8米、身長120
米，虎身內有新北的傳統文化，
藉此了解新北市，今年有 7 個主
題燈區、6大類型演出，更重要有

106種表演，另外還有日本7縣市
傳統燈飾參與，再加上台灣 「廟
埕搬戲」區。

另外，還有去年牛的主題燈
以及小朋友最愛的 「小熊甜蜜森
林」區，今年沒有美食區，以防
疫為優先，特別拜託民眾要戴口
罩、量體溫、實聯制，防疫做好
，新北燈會讓大家平安開心過一
個春節、元宵、情人節。

侯友宜強調，尤其人潮監控
管理，錄影監視系統做好實聯制
、量體溫以及隨時會有工作人員
宣導，此外，地點選得非常好，
選在空曠的大都會公園，有 7 大
主題區都分散，民眾走起來非常
開心也可以兼顧防疫，在防疫優
先的前提下，歡迎民眾來賞燈。

民政局長柯慶忠表示，今年
由燈藝大師陳祖榮親手打造的
「臥虎藏龍」主燈，虎身長達120

米、高度達 8 米，綴飾 LED 燈條
與雷射燈光，十分震撼壯觀，每
晚6時至9時整點時段炫麗主燈秀

，並搭配霹靂國際黃文擇獻聲錄
製的七言詩詞口白 「山海新北萬
象新，人文薈萃百業興，臥虎狂
嘯氣蓋世，藏龍飛騰天下行。」

值得一提，7大燈區 「臥虎藏
龍」、 「街頭表演場」 「廟埕搬
戲」、 「小熊甜蜜森林」、 「水
上音樂廳」、 「花燈嘉年華」、
「牛好日子」各有特色，可從燈

會主燈 「臥虎藏龍」虎身 「街頭
表演場」，一覽新北產業發展及
都會街頭的城市特色； 「廟埕搬
戲」區以新莊地藏庵立面樣式設
計，設置 6 座吸睛的官將首、八
家將臉譜，傳遞濃濃台灣風情。

民政局表示，為讓民眾能安
心賞燈，燈會採最高規格防疫，
每日環境清消，園區重要出入口
並設置防疫站，呼籲入園賞燈民
眾，共同遵守防疫規範，落實實
聯制登記、量測體溫、手部消毒
，並全程佩戴口罩，現場節目與
活動也將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規定調整。

位在彰化市中華路與民族路口的彰化開化寺，原名觀音亭，有
「開彰第一縣公，首建開彰第一寺院」之稱，如今是國家縣定古

蹟，除了主祀觀世音菩薩，最特別之處在於配祀全台唯一痘公痘
婆，從醫治天花到青春痘、皮膚問題與醫美，吸引許多愛美、愛
面子的男女前來參拜，祈求自己能成為膚況水噹噹的顏值擔當。

彰邑開化寺建於1724年，即彰化建縣後隔年動工興建，由
於位處路沖，從民族路數百公尺外，就能遠遠望見站立在寺廟上
方的觀世音神像；這個地段是彰化市蟬聯多年的地王區，近年許
多人前來開化寺拜拜上香，除了拜觀音，還會專程走到後殿，參

拜位在左側的 「痘公痘婆」。
相傳清朝年間，彰化縣城天花肆虐、大流行，疫病快速傳播

，不只奪取許多百姓性命，還會全身長滿痘瘡十分嚇人，就算幸
運痊癒，也會留下許多可怕後遺症，如失明、肢體畸形殘障、滿
臉疤痕猶如毀容。

正當官方、群醫束手無策，突然出現一對醫術高明的夫妻，
治癒了許多染疫的民眾；眾人欣喜欲前往答謝時，這對夫妻卻已
不知所蹤，為了感念兩人的貢獻，地方人士雕刻金身，供奉在觀
音亭內祭拜。

這個曾造成全球3億人死亡的世紀傳染病，在100多年前研
發疫苗後，病毒已在1980年絕跡，但痘公痘婆並未因此功臣身
退，反而是成功轉型，擴大業務範圍，成為美肌與醫美之神。

彰化市寺廟室主任林大猷說，近年常有爸媽帶著青春期的子女前
來參拜求 「戰痘」成功，也有愛美一族因為各種皮膚宿疾、醫美
問題來拜拜祈福，供品除了鮮花素果，還多了各種面膜與保養品
，成為獨一無二、最具特色的地方信仰。

高端沒WHO認證
柯文哲狠酸密醫必敗

（中央社）台北市長柯文哲認為高端疫苗沒有科學根據，接
種高端的副總統賴清德出訪後返台，隔離期間不斷傳出接觸過的
人確診，令外界擔心。柯文哲4日表示，打高端不見得沒有保護
作用，因為密醫不見得醫學、醫術比拿到醫師執照的能力差，問
題是密醫上法庭就是必敗。

日前柯文哲接受廣播專訪時在節目中特別提到高端，他很好
奇正副總統的醫療召集人是誰，並認為高端第3劑科學證據不足
。

柯文哲4日視察疫苗接種站，被問到是否質疑高端做為第3
劑疫苗的科學證據不足？柯指出，高端測過打第3劑的抗體，但

抗體和保護作用並沒有絕對關係，不
敢說高端沒效，但就是沒有國際認證
的疫苗，賴清德透過 「外交泡泡」出
訪，不然到國外去必須要接種國際認
證的疫苗，不過現在美國也不管了，
若要去有管制的國家就會有問題。

柯文哲強調，打第1、2劑高端都沒有科學根據了，還打第3
劑？算了，反正也只有幾十萬人施打，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看法，
但基於醫學倫理與科學，他不贊成接種高端。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密醫指醫師沒有法定資格

，然而高端已經取得台灣的EUA，並非是國產疫苗就發EUA，
而是很多專家依據科學證據後才給。他指出，高端在紐西蘭、泰
國、印尼都有認證，代表這執照在很多國家也都有效，相信高端
通過WHO的團結疫苗試驗機會也滿高的。

全台唯一拜醫美之神
彰化開化寺痘公痘婆保你水噹噹

2022新北燈會臥虎藏龍登場
防疫優先今年取消 「美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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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高市府環保局於農曆年節初一至
初三暫停收運垃圾，大年初四開始恢復垃圾清運
工作，由於今年高雄遭逢Omicron病毒侵襲，許
多家庭以外帶年菜取代外出聚餐，環保局預期今
年過年期間的回收物、垃圾量將比往年多出許多
，即便如此，環保局對於高雄市長陳其邁喊出
2022年垃圾處理量縮減至130萬公噸的目標仍相
當有信心達成。

萬眾期盼的農曆年節到來，北漂遊子趁著連
假返鄉與家人團圓，但今年過年期間，高雄面臨
Omicron變異病毒威脅，為了避免群聚染疫，民
眾們大多選擇外帶年菜在家中享用，到餐廳享用
團圓飯的家庭減少，也間接讓紙類、塑膠類餐具
等回收物及家戶垃圾大量增加。

由於去年5月中旬開始國內疫情大爆發，引
發民眾恐慌，且政府祭出禁止餐廳禁止內用的防
疫策略，民眾僅能外帶美食的情況下，一次性餐

具使用量爆炸性攀升，根據環保局數據顯示，去
年5月至9月的資源回收量約較前年同期成長1.3
至1.5倍，垃圾焚化量也大量增加。

由於今年年節期間高雄遭逢Omicron變異病
毒威脅，根據先前經驗，環保局預期年節期間回
收物、垃圾量將大量增加，環保局表示，2月1日
至2月3日停止收運垃圾，2月4日恢復正常清運
，環保局呼籲民眾做好回收分類工作，減少垃圾
產生量。

由於高雄每年冬季飽受空汙影響，為了維持
良好的空氣品質，高雄市長陳其邁先前喊出2021
年垃圾總處理量降至133萬公噸、2022年則再縮
減至130萬公噸的目標，去年133萬公噸的目標成
功達成，總垃圾量 131.4 萬公噸，環保局表示，
今年就算縮減至130萬公噸處理量，也有信心能
夠順利達標。

遭逢Omicron病毒侵襲
高雄環保局預期年節垃圾量將暴增

（中央社）台北市 4 日開放 6 萬 6810 劑
BNT供民眾預約接種第3劑，但人氣冷颼颼，
開放1小時僅1成約6151人預約，市長柯文哲感
嘆不夠踴躍，呼籲民眾別 「非莫不可」。此外
，柯文哲還主張打滿3劑就慢慢解封，這是最安
全策略，若疫苗足夠，北市每周可打25萬劑，2
月底就要思考怎麼微解封。

指揮官陳時中昨日表示，今年首批自購莫
德納疫苗共151.21萬劑，預計下周一（2月7日
）就會發下去，接下來還會陸續有疫苗到貨。
第21輪施打期間是2月7日至2月13日。

台北市疫苗預約平台4、5日上午9時至下
午5時開放民眾預約接種BNT第3劑，6日發送
簡訊通知，7至9日開始接種。

昨早系統開放 1 小時僅有 6151 人預約，下
午5時結束有1萬5956人預約，柯文哲昨表示，
不夠踴躍，BNT和莫德納在醫學上是一樣的，
使用上也沒差別，都是mRNA疫苗，並喊話，
不打BNT也沒那麼多莫德納讓大家打。

此外，柯文哲分析，台灣疫苗覆蓋率很高
，就算有確診者也傳不太開，目前沒有很明顯
擴散，台灣已有相當程度群體免疫，他仍主張

打滿3劑就慢慢解封，這是最安全的策略，政府
太保護人民，慢慢微解封，環境變得愈來愈危
險，就可逼迫本來不打的人去打，下周起北市
每周可接種25 萬劑，疫苗夠的話，2 月底就要
慢慢思考怎麼微解封。

陳時中指出，如果把疫苗的接種率當作解
封的基礎，那就會是必要的考量之一。但這段
期間也有很多疫苗悲觀論出現，因為看到先進
國家接種率很高，但染疫率還是這麼高，的確
讓人很擔憂，然而這要看我們承擔能力有多大
。

此外，泰國2月起免隔離，越南3月底開放
國際旅遊。目前台灣檢疫隔離仍是14+7或是7+
7，外界好奇我國是否研議縮短檢疫時間？

對此陳時中表示，依照目前國內疫情走勢
，縮短檢疫勢在必行，如何縮短還要在專家會
議中討論，但不會像越南這麼早就開放國際旅
遊，也不會像泰國那樣一下子全開。台灣將逐
步與階段性放寬，並視疫情發展、醫療量能將
疫情掌握在可控範圍之內。

每周可打25萬劑 北市考慮微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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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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移民分為五個類別：
第一優先包括：傑出人才；傑出的教授和研究
員；跨國公司經理與高級管理人員。
第二優先包括：具有高等學位的專業人士或
“特殊才能”的人士
1、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專業人士；
2、在科學、藝術及商業領域有“特殊才能”者
。
第三優先，包括專業人士、熟練工人及其他工
人。其中包括：
1、擁有學士學位的專業人員；2、需兩年以上
工作經驗的熟練工人
第四優先，特殊職業移民，其中包括神職人員
等。
第五優先，投資移民。

在上述五類職業移民中，第一類、第四類及第
五類不必辦理勞工證，只要符合條件，即可直
接辦理移民手續。而第二類（除國家利益豁免
外）與第三類職業移民一般要辦理勞工證。在
勞工證批準後，方能辦理移民。

勞工證基本介紹

勞工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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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申請時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工證申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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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證基本程序

雇主在遞交申請前三十天至一百八十天內需要
完成PERM所要求的招聘活動及證明文件；準
備招聘報告，詳細陳述招聘的過程，有多少人
被聘用或被拒絕，以及拒絕聘用的正當理由。
雇主需妥善保存所有的招聘和面談的文件，以
備勞工部的抽查或審查；雇主通過互聯網提交
勞工證申請，或將申請郵寄到勞工部所指定的
全國審理中心；如果申請被批準，勞工部將批
準書寄出。申請人必須在勞工證批準的180天
內，提交職業移民申請的第二步。

勞工證招聘和廣告

招聘必須在遞交勞工申請前三十天至一百八十
天內進行。
所有勞工證的招聘都需要登載兩個星期日的報
紙廣告，並且在州勞工部公布三十天的招聘通
知。
對於要求本科或本科以上學位的職位，除了以
上廣告要求之外， 雇主還必須從以下十種招聘
方式中選擇三種：a）出席招聘會；b）在雇主
網站上張貼招聘啟示；c）在其他招聘網站上張
貼廣告；d）在學校招聘；e）通過行業或專業
組織招聘；f）通過獵頭公司或組織招聘；g）
雇員有償推薦；h）通過大學招聘辦公室招聘；i
）在本地報紙或少數族裔的報紙刊登廣告；j）
通過電臺或電視廣告招聘。

目前勞工證的處理速度和批準率都相對喜人。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今年將於3月1日到18日東部
時間中午12點註冊今年的H1b工作簽證抽簽程
序。美國移民局於2021年12月22日在聯邦公
報上正式宣布撤銷H-1B按薪資抽簽的新政。
2021年1月8日，移民局公布H-1B按薪資抽簽
的新政將於2021年3月9日生效。但在2021年
2月8日，移民局宣布將此新政延期到2021年
12月31日。2021年3月19日，美國商會在北
加州地區法院就新政的有效性提起訴訟，法院
在2021年9月15日撤銷該新政。
2. 截止到2022年1月25日，移民法庭有超過
一百五十萬的案件等待審理，是美國歷史上移
民積壓案件最嚴重的時期。

3. 美國公民護照過期也可回美，年底前無需
換發新護照。 美國務院12月21日晚間發表聲
明指出，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各地美國使領
館暫時關閉或縮減護照換發服務，造成民眾換
發護照面臨耽擱，海外的美國公民2022年3月
31日前，可持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過期的美
國護照入境。護照過期也可以回美國的條件為
：美國公民目前正在國外尋求直接返回美國，
美國領土，或在其他國家轉機後返回美國或美
國領土。過期護照原有效期為10年或如果簽發
護照時年齡在15歲或下，護照的有效期為5年
。護照在申請人手中且沒有被損壞。

4. 移民局在2021年 12月9日星期四表示，
2022年9月30日前暫停移民體檢醫生的簽名日

期必須在材料遞交前60天之內的要求。
5. 根據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消息，2022財政
年度的職業移民名額有望翻倍。可用名額遠遠
超過移民局目前正在審理的第一和第二類職業
移民的案件。這將大大緩解職業移民長期等待
排期的局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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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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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類別的申請人無需
再交納85美元的打指模費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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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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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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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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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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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移民中的勞工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職業移民中的勞工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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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世淳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衫上的摺痕或斑點煩惱。畢竟，人格勝於

外表。

 9.  我正在改變。我遠離那些看不起我

的人，因為他們不懂我的價值。

10. 我正在改變。我學會不要為堅持己

見而破壞了朋友關係。畢竟，獨樂樂不如

眾樂樂。

11.  我正在改變。我學會把每一天當

成最後一天。畢竟，真的有一天會是最後

一天。

12. 我正在改變。我正在做使自己快樂

的事，我應該讓自己快樂，這是我對自己

最應負的責任。

青絲已去，白髮染頭！回首人生之

路，一腔熱血東流。有的還沒退休，就被

上天接走；有的退休不久，又躺醫院床

頭；我等非常幸運，仍在到處晃悠！無論

同學還是戰友，大官還是小官，無論官民

窮富都要感恩知足，快樂向前走！          
現今的我們，已失去了青春的激情，

也淡化了中年的勁頭。經歷了人間不平

事，喝盡了塵世紅白酒；展示了你我的善

與美，藏起了自己的苦與愁；上奉養父母

盡孝，下操勞子女紛擾。我們捫心無愧，

要快樂地向前走！          
我們超越了君王，不上早朝，能知天

下大事；不用筆墨，可寫文章錦繡；不問

龍王，能知四海波瀾；無須騰雲，可在藍

天行走。高鐵飛機，已讓地球縮小；電腦

網路，已讓天涯牽手。我們趕上好時代，

就要快樂地向前走！          
我親愛的同學們，自然規律要看透，

早走遲走都得走；多想一些開心事，莫為

生計去發愁；憑藉一個好身體，多吃一口

是一口；夕陽路上，快樂向前；不留遺

憾，不留後手。活一個壽比南山松不老！

樂一個天長地久，常聚首。

作者：臺灣出版社兼職總編（楊麗花)
2022年希望我們都改變，好好愛自

己，都要感恩知足，快樂向前走！我們捫

心無愧，要快樂地向前走！

各位讀者，新

年蒙恩、健康、快

樂！

中國新年你們

過得如何？在休士

頓尚有中國新年的氣氛，在慶祝中國春節

園遊會中我們也會看到舞龍舞獅，聽到

鑼鼓喧聲響測雲霄，振奮人心，在大年初

一，舞龍舞獅表演團會在華人各商店、超

市表演，送祝福給商店、華人超市，觀賞

者或老闆要贈送舞龍舞獅表演團紅包，放

在獅子口中，討個吉利！

感謝迎主教會周劉美師母周武籐牧師

愛心邀請筆者和幾位好友們來自台灣謝天

育牧師師母、安琪姐妹、矯伯伯、May、
中國廣西吳媽媽吳先生、上海陳弟兄、菲

律賓牧師，菲律賓華人宓麥蘭姐妹、香港

張弟兄，一起過除夕和年初一，享用美食

佳餚，彼此共渡中國春節。

昔日過農曆新年多是各個自家人慶團

圓；來美國後，筆者夫婦昔日在紐約水牛

城牧會期間也常邀請台灣、香港、中國、

阿根廷、東南亞等來的華人留學生一起過

年節，在休士頓西南國語教會牧會期間，

也有機會邀請中國來的華人一起在筆者家

舉行�鄉音團契”兩年多；退休後，常有

機會應邀作客。

筆者近日收閱朋友轉發來一篇文章，

茲摘錄與讀者們共用：《我正在改變》

有位朋友過了六十歲，我問他有何改

變？他回答說：

  1. 我正在改變！以前我愛父母、兄

弟、配偶、孩子、朋友，但現在我已開始

愛我自己 。          
 2. 我正在改變。我瞭解到，我不是上

帝，我扛不起整個世界。           
 3. 我正在改變。我不再和老伴計較，

任何事情都由他(她)去吧！人生苦短，讓

他(她)做些自己願意做的事情吧，上帝留

給我們的時間都已不多了，順其自然，由

他(她)去吧！不給他(她)的人生留下遺憾！          
 4. 我正在改變。付計程車費時我不

再等著司機找零錢，給他點小費或許會換

來一個微笑。畢竟他為了生計比我辛苦多

了。          
 5. 我正在改變。我不再對老人說：

“這個故事你已講很多次了”。畢竟這個

故事讓他們重拾回憶，重溫往事。     
 6. 我正在改變。我學會了不再糾正別

人，即使是他們有錯。畢竟，讓每個人完

美，不是我的責任。能讓事情平和愉快更

值得珍惜。

 7 .   我正在改變。我大方地給予讚

美。這不僅讓對方心情變好，自己也受

益。        
 8.  我正在改變。我學會了不要為襯

好好愛自己．快樂向前走

有主同在，勇往向前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除夕餐會

不要灰心，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

開頭。

「你們所遇

見的試探，無非是

人所能受的。神是

信實的，必不叫你

們受試探過於所能

受的；在受試探的

時候，總要給你們

開一條出路，叫你

們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書 10:13 
02/03/22 英文金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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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rew 7:13-14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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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22 金玉良言 :
人的一生，總要面對未曾走過的路，有

時只能自已一個人走；無論是坎坷還是平坦，

無論是短暫還是漫長，無論是歡笑或流淚，

都只能自己獨自去面對；當路不通時，要懂

得拐個彎，當事難做時，總要安靜禱告神的

引領。
　郭文仁牧師

◎梁德舜牧師

在人生旅途上我犯過很多的錯誤；但

當我回頭，降伏在上帝面前時，祂就使萬

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祂的人得益處（參羅

馬書八 28）。

隱約記得很小的時候， 父親生意失

敗，破產，所以家境困難；若不是母親好

言相勸，父親差點要自殺。

在我記憶中， 父母相愛相親，從未聽

過他們吵架，對兒女也很少打罵，總是循循

善誘，也從不在我們小孩子面前因為貧窮而

嘆息；所以，家中充滿了愛，真的是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雖窮卻不喪志。我現在輔

導別人，常常提醒他們不要因貧窮而哀嘆，

特別不要在兒女面前訴苦。小孩子不能分

擔父母的窮苦；但心靈卻會因此感到徬徨

恐懼，於事無補。何必呢？

人的盡頭就是上帝的起頭。在艱難中，

父母認識到人的無能與無奈，有朋友向他們

傳福音，他們樂意接受，信了主耶穌。父

親也因此在一間基督教中學找到教書的職

位。我們幾兄弟姊妹很有福氣，從小便認

識上帝。誰會想到父親的破產反而成為我

們蒙恩的起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所以當我們遇到困難時，不要先自判死刑；

反而應當謙卑到上帝面前求憐憫。

我一直在父母的愛護下成長，不知道

人間的險惡，後來離家來美國唸書，才經

歷人生種種挫折。尤其是過去十多年，更

是苦不堪言。若不是上帝扶持，我今天不

是已死就是進了精神病院。

十多年前，我因家庭變故而患上憂鬱

症，非常痛苦，夜裡睡不著，白天吃不下，

精神散漫，十分疲倦。精神科醫師給我抗

憂鬱藥穩定情緒。女兒那時可能也患上憂

鬱症，但我不知道，只看到她功課退步，

滿臉愁雲，躲在房裡不出來和我談話。

當時我想，換換環境可能對她有好處，

於是從加州遷到維吉尼亞州，把女兒安頓

在一所很好的基督教中學唸書，漸漸地我

們的心境平靜下來。這中學在同一城市有

附屬的基督教大學，我白天沒事就去大學

選修一些聖經課，發現學校有心理輔導的課

程。我想，我一向都喜歡幫助人解決問題，

現在經歷了人生挫折，如果有點知識，不是

更好嗎？於是正式註冊上心理輔導碩士班。

花了兩年多時間拿到碩士學位，心裡很得安

慰，自信心也增加，覺得我夠資格做輔導員

了。

回加州以後，我白天做心理輔導實習，

晚間去唸心理學博士班。當時，有年齡比我

小的朋友還羨慕我，說如果有我的一半體力

和精神就好了。當然，我也禱告，求上帝完

成我學成助人的心願。

就在我忙得昏頭轉向，實習與學習都

很順利，預計再過兩、三年就能拿到輔導執

照與博士學位時，卻忽然中風。瞬間，短期

記憶力與方向感全都失去，仿如患了老年癡

呆症。更糟的是，我有莫名的頹喪感與恐懼

感。在這種情況下，車子不能開，家事不能

做，整天唉聲嘆氣，恐懼戰兢，必須身旁有

人才感安全。

後來妹妹告訴我，醫生那時曾建議他

們把我送去精神病院，讓專業人士照顧我；

因為我復原的機率約在百分之三十至七十

之間，家人不可能整天照顧我。聽了妹妹憶

述醫生的話，我嚇了一跳。我曾經在精神分

裂病人的診所做過實習，知道進去後不易復

原。感謝主，家人很有愛心，他們寧願照顧

我， 也捨不得把我送進去。

生病期間，一切雄心壯志都歸於零，

覺得生不如死。但我是基督徒，聖經說我們

的身體是聖靈的殿，不能隨意毀壞，不能自

殺。我就禱求上帝領我回天家，免拖累家

人。

其實要走並不難。有一次弟弟帶我覆

診，到醫生診所，才一坐下，我就發起羊癲

瘋，眼睛往上翻，手腳抽筋，口吐白沫，牙

齒咬破了舌頭，鮮血染紅了衣服，樣子很可

怕，情況很嚴重。救護車立刻把我送到醫院

去。只要羊癲瘋早半小時發作，弟弟還沒來

接我，我便回天家去了。

我不明白上帝為甚麼要我留下來；但

破碎與重建

上帝的心意本來不是人能全部了解。以賽亞

書五十五章 8 至 9 節上帝說：「我的意念非

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

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是的，

我當時不明白，現在才稍明白。我一向身體

很好，全沒病痛，連傷風感冒也少，上帝容

許我經歷苦難，我才能稍微了解人間疾苦。

雖然我求死不得，上帝並沒丟棄我，

祂差派天使幫助我。除我家人外，還有教會

的黃牧師。我剛離開醫院，他便來看我，安

排人每星期載我去教會，又用很多時間帶我

禱告，陪我讀聖經，鼓勵我全心信靠上帝。

另一位天使是我學校的教授，他是愛主的基

督徒，曾多次探望、鼓勵和安慰我。因他們

的扶持，更因上帝的憐憫，我復原得比醫生

想像的好。本來他說以後我不能再開車，可

病後兩年，我就能重新駕駛。

三年半後，牧師與教授更鼓勵我回學

校復課。我當時一點沒有信心，去問腦科

醫師，他說：「妳不妨試試，頂多就是損

失學費而已。」找牧師禱告了一段時間，便

回校申請復課。面試時，我說：「我現在經

歷了人間疾苦，對別人更能了解；同時，我

也經歷到上帝的醫治，是一個活見證人，可

領人到上帝的面前，讓上帝給他們希望和醫

治。」結果通過，校方允許我回去試讀十八

個學分，而且只能一科一科唸。

我本是沒有能力再唸書的；但是，上

帝的恩典夠用。聖經哥林多後書十二章 9 節

主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使徒保

羅說，他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

力覆庇他。在我唸書的四年裡，對這些話有

更深的體會；不是我有能力，完全是上帝的

能力，我才能完成學業。

等到我一科一科熬過去，最後要寫論

文的時候，我需要一位指導教授；學校給我

三位教授的名字，要我直接與他們聯絡。我

禱告求主給我最適合的一位。我打電話找他

們，只有一位一口答應，他也真是上帝為我

預備的，因為他不單是學問好，見識豐富，

也有多年的教學經驗，曾擔任過心理學協會

的重要職位，在心理學界頗負盛名。他給我

很多寶貴的意見與鼓勵。鼓勵我把論文拿到

心理學雜誌去發表。我這個病得差點要進精

神病院的人，怎麼能完成學業，又得到這位

老教授的欣賞呢？「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

都能。」（參馬太福音十九 26）我經歷到

了！我也想到聖經哥林多前書一章 26 至 29

節說：「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

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

尊貴的也不多。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

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 為要廢

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

一個也不能自誇。」是的，我們不需要怕

自己軟弱無能，只要你謙卑到上帝面前來，

祂就要用你；因為祂阻擋驕傲的人，施恩

給謙卑的人。

今天我做輔導，做得輕鬆，因為我不

是靠自己去幫助人；而是把人帶到上帝面

前，讓上帝給他們希望與醫治。我的輔導方

法與正規的輔導不一樣。書本教導我們多聽

病人講，少談到自己；我覺得這樣做進度太

慢，因為病人感受不到我的關心，也不知道

我有沒有了解他們的痛苦。所以，我很多時

候都主動與他們分享上帝在我身上的奇妙

醫治，我發覺我的分享讓病人燃起了希望。

上帝並不偏待人，只要我們禱告，上帝必

施恩。聖經哥林多前書四章9節保羅說：「我

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既

然是一臺戲，就沒有甚麼需要故意隱瞞的。

我發覺我越願意與人分享我的見證，就越

容易贏得他們的信任，然後他們的問題就

越快得到解決，他們也越願意求告主名。

我們常常聽人說輔導員好像是清道

夫，專門收別人的垃圾，這名稱實在太難

聽！感謝主，祂給我一個靈感，我覺得輔

導不單是收垃圾；而是回收中心。別人的

髒東西丟進來；我卻把它重新整理成為美

麗的禮物還給他們。這實在是一個很有意

義的工作，藉著輔導，我鼓勵了很多人重

新回到教會，也帶領了一些人信主耶穌。

感謝主，重建我的生命，也使用我重

建別人的生命。主恩重如山，述說不盡，

榮耀歸於上帝！

（文載自［中信］）

今天是虎年年初三，
靠主恩典我們憑信已踏入新

的一年，有主同在，勇往向前！
主啊！
在黑暗中，祢是明燈；
在迷失中，祢是方向；
在絕望中，祢是希望；
在困境中，祢是出路；
在沙漠中，祢是綠洲；
在乾渴中，祢是源泉；
在疲乏中，祢是活水；

在疑惑中，祢是答案；
在苦難中，祢是拯救；
在憂傷中，祢是喜樂；
在失敗中，祢是力量；
在軟弱中，祢是剛強；
在孤獨中，祢是伴侶；
在痛苦中，祢是安慰；
在死亡中，祢是生命；
在宇宙中，祢是主宰！
我們的生命因為有祢，
充满愛和盼望！阿們！

虎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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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西部牛仔的英勇侠义和狂放不羁的生活经过

流行媒体的浪漫化渲染，满足了城市化进程中美

国民众对边疆的怀旧式想象。西部大开发使荒原

逐渐消逝，标志着美国城市化转型的开始。都市

生活要求的规整高效和资本投机带来的腐化堕落

使人们对传统的农耕生活向往不已：艰苦粗粝的

拓荒演变成美好的回忆，因物质匮乏而采取的将

就措施也成了让人怀恋的质朴生活。

呼应民众对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的普遍逆

反心理，西部牛仔的形象活跃在各种流行媒介

上，成为风靡全美的民间英雄。虽然牛仔只是

美国西部开发史上一个短期的职业现象，但他

所象征的那种质朴自由的精神恰恰是被现代性

剥夺的品质。

兼具英雄主义和神秘色彩的牛仔通过民间演

绎深入人心：他英俊潇洒又坚强粗犷，戴着宽沿

高顶毡帽，身穿牛仔裤和皮衣，腰挎柯尔特左轮

手枪，足蹬带有刺马钉的高筒皮靴，骑着马在草

原上风驰电掣。他是来去无踪的侠客，也是惩恶

扬善的警长，还是名震四方的赏金猎人；他和风

尘女郎的故事是广为传诵的浪漫佳话，跟歹徒的

决斗是让人津津乐道的硬汉传说。牛仔在荒原上

奋进开拓的传奇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内涵，是美

国人缅怀的激情岁月。

牛仔系列小说

在弥漫全美的恋旧情怀的笼罩下，畅销读物

里的牛仔英雄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偶像。得益于内

战后的文化普及率、技术革新和印刷业的兴起，

人们从繁重的劳役中得到喘息，阅读消遣成了生

活的一部分。廉价小说速产速销地炮制了大批牛

仔的传奇故事，成为主导美国市场的畅销读物。

1860 年发行的简装书《毕逗一角钱小说》

（Beadle’s Dime Novels）奠定了牛仔故事的模

式，发行头几个月即售出6.5万多本，成为类似

出版物的鼻祖。该系列的首部小说是安· 斯· 史蒂

芬斯（Ann S. Stephens）撰写的《玛莱斯卡：白

人猎手的印地安妻子》（Malaeska, the Indian

Wife of the White Hunter），小说讲述了西进运

动中的白人牛仔与印第安女性的浪漫情缘。到

1920年末，《毕逗一角钱小说》已连续出版321

册，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爱德华· 维勒（Edward L.Wheeler）1877 年发

表了首部作品——《死木头迪克，大道王子，或

者，黑山上的黑色骑士》（Deadwood Dick, the

Prince of the Road: or, the Black Rider of the

Black Hills）；在接下来的 8年时间里他出版了

33部“一角钱小说”系列，讲述牛仔迪克与亡命

之徒拔枪决斗的惊险故事。为取悦以白人为主的

东部读者，维勒把真实生活中的黑人牛仔迪克变

成了白人英雄。

小说家奈德· 邦特莱（Ned Buntline）也从西

部汲取源泉，以牛仔威廉姆· 考蒂（William Cody

）为原型创作了《水牛比尔：边疆之王》（Buf-

falo Bill: King of the Border Men 1869），描写牛

仔如何击败狡诈的印第安人和邪恶的偷牛贼，维

持社会公义。

撰写“一角钱小说”的作者来自美国社会的

各个阶层，有医生、律师、教师和记者等，他们

往往针对教育水准较低的阅读人群，以煽情的手

法和雷同的情节把牛仔描画成捍卫正义的英雄。

评论家考克斯· 兰道夫（Cox Randolph）认为，

“‘一角钱小说’的社会历史意义大于其文学价

值，它记录了 1860 年到 1915 年间美国社会看待

种族、政治和性别等问题的流行态度，映射了西

部神话的构建发展及文化商品的市场营销策略”

。在东部报刊的连载故事里，身手利落的牛仔幕

天席地，主宰着边疆这个远离文明的化外之地，

他们是大自然的骄子。

《时代周刊》（1881年 5月 26日）在“牛仔

的生活”一文中诗意地写道：“听着山麓轰鸣的

狂风暴雨，与狼蛛、蜈蚣和响尾蛇为伴，牛仔缓

缓地闭上双眼，幻想着无穷无尽的口嚼烟草和甜

蜜的梦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通

俗读物塑造了一个个浪迹天涯、疾恶如仇的牛仔

形象，吸引了大批都市工薪阶层的读者，满足了

他们对自由生活和男性气概的憧憬。

纵马驰骋的牛仔在美国主流文化里也占据了

重要的席位。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牛仔人物勇于冒

险又乐观向上，体现了人们所珍视的英雄主义和

边疆精神。欧文 · 威斯特的《弗吉尼亚人》

（The Virginian，Owen Wister，1902）刻画了牛

仔的浪漫爱情和英勇行为；安迪· 亚当斯的《一

个牛仔的日记》（The Log of a Cowboy，Andy

Adams，1903）纪实性地描写了长途贩运的艰辛

；杰克· 谢弗的《沙恩》（Shane，Jack Shafer，

1904）叙说牛仔挺身捍卫社会道义，等等。在这

些雄性十足的文学作品中，牛仔是开拓疆界的勇

士，是荒原的骑士，也是维护正义的斗士。

罗斯福的“西部情结”

策马扬鞭的牛仔英雄迅速成为艺术家们钟爱

的主题，画家弗里德里克 · 雷明敦（Frederick

Remington）把牛仔的真实生活和浪漫演绎完美地

结合在画布上；在蒙大拿牧场上工作了 13年的

查尔斯· 罗素（Charles Russell）在纽约和伦敦开

办画展，生动细腻地勾勒西部牛仔的矫健身姿。

牛仔的阳刚气质深深吸引了美国第 26任总统西

奥多· 罗斯福，这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东部精英

一生都书写着浓厚的“西部情结”。

1884年，热衷狩猎和探险的罗斯福在达科他

州购买一个牧场，花了3年时间学会骑马牧牛等

牛仔技能，并撰写了《牛仔的打猎之旅》

（Hunting Trips of a Ranchman，1885）与《牧场

生活和猎道》（Ranch Life and the Hunting Trail

，1888）两本书。罗斯福深信强健的体魄和积极

进取的意志能够带领美利坚民族走向世界，而美

国的海外扩张似乎也印证了他的观点：继1898年

成功夺取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后

，美国于1899年向欧洲列强提出“门户开放”政

策，要求在中国获得殖民利益。在他的四卷大部

头著作《征服西部》（The Winning of the West

，1889-1896）和任职总统期间的多次公众演讲中

（1901-1909），罗斯福常以牛仔-战士-英雄的身

份自居，大力推行扩张政策，鼓励年轻人勇于面

对挑战，夺取辉煌的胜利。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

时，罗斯福组建了一个包括西部牛仔老朋友和东

部常青藤老校友的志愿骑兵团，他们战功卓越，

成为民族英雄。在 1913年出版的《自传》（An

Autobiography）里，罗斯福深情地写道：“西部

塑造了我的一切。”

放浪不羁却胸怀正义的牛仔英雄随着美国文

化的对外传播开始风靡世界。在美国城市化进程

中，剧场和电影因其直观的视觉体验和商业化的

发行模式具有影响大众情绪的魅力。早在1883年

，外号为“水牛比尔”的牛仔威廉姆· 考蒂成立了

演出剧团《狂野西部》（Wild West Show），海

报宣称演出将给东海岸的美国观众带来“活生生

的边疆生活”，“真实的印第安人、牛仔和墨西

哥人”，“全美最厉害的神枪手”和“一流的骑

手”。演出以西部绵延的山脉和大草原为舞美背

景，成百上千的骏马和水牛在奔跑，白人牛仔和

印第安人激烈交火，女神枪手安妮· 奥克莱（An-

nie Oakley）弹无虚发，群众演员多达200余名。

《狂野西部》在全美巡回演出几十年，深受

观众喜爱，它渲染了白人英雄征服蛮荒的“文明

”行为。当《狂野西部》来到欧洲，伦敦、巴黎

、罗马和巴塞罗那的观众也为美国牛仔倾倒。随

着好莱坞的兴起，银幕上鲜活的西部牛仔迅速超

越文化和国别界限，吸引了全世界的观众。

西部片里的牛仔英雄

早在 1903 年，默片《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里巡警纵马追逐劫匪和荒野

丛林的枪战就激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奠定了西

部片的叙事经典和意象模式。电影学者约翰· 列

南（John Lenihan）指出，西部片把美国历史上

短暂的牛仔职业“美化为一种担当社会责任的个

人主义……银幕上传奇的男性英雄极大地满足了

观众的代入式体验”。

在大导演约翰· 福特执导的《关山飞渡》

（The Stagecoach，John Ford，1939）里，影星约

翰· 韦恩塑造了一个经典的牛仔英雄林戈，他英

俊潇洒又桀骜不驯，护送驿车穿越新墨西哥州的

蛮荒之地；银幕上无垠的荒漠、高耸的岩石、偏

僻的小镇酒馆、奔腾的骏马和大篷车全方位呈现

了奇峻的西部风光。

霍华德 · 霍克斯的《红河》（Red River，

Howard Hawks，1948）勾勒出一幅史诗般的宏伟

图景：夕阳西下，荒漠边缘的一轮红日即将没入

地平线，牛仔们在滚滚烟尘中挥舞套索赶拢长角

牛群；夜晚篝火旁，牛仔们吟唱着儿时记忆中的

教堂礼拜乐曲，忧伤的旋律弥漫在天地间。银幕

上的牛仔英雄洒脱又正直，他们骑马穿梭在雄奇

的峡谷巨川里，上演了一幕幕惩奸除恶的传奇，

谱写了一段又一段侠骨柔情的佳话。

学者迈克尔· 萨福（Michael Sarf）认为，西

部片具有像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罗

马史诗《埃涅伊特》（Aeneid）一样的文化功能

，它给“年轻的美利坚创造了国家史诗，体现了

民族的气质和价值观”。

可以说，媒体塑造的牛仔英雄在美国社会转

型期具有多重文化意义：他的诚实勇敢和开拓进

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男性焦虑

，他出手惩治邪恶的正义之举不但转移了人们对

贫富分化的关注，而且在日趋复杂的种族关系里

确立了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导的社会文明秩序

，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入人心，为美国的全球扩

张提供了心理和情绪的准备。

西部牛仔凭什么成为美国文化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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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有的时候，不仅植物的外形容易产

生迷惑性，会让人生出两种甚至，多种植物好似来

自一家的错觉，其名字在很大程度上也帮了不小的

忙。比如，以下3组植物便是最佳范例，它们多多

少少都因名字比较相似的缘故，被理所当然地认为

是同一物种。然而，现实中，它们的关系可能远不

如大家想象的亲近，有时甚至称得上一句“形同陌

路”，故大家在选购植物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分辨

，不要不小心买错了花。

一、百合与夜百合。

（1）区别。

1、科属。

百合：百合科、百合属；夜百合：木兰科、木

兰属。

2、株型。

百合：具有草木所拥有的一应特征；夜百合：

外形方面更趋近于木本植物。

3、叶。

百合：叶片总数极多，平均100来片，互生、

无柄，常呈披针或椭圆形。

夜百合：叶片具有特殊的革质质感，常见形态

有三，分别为各种形式的椭圆形。

4、花。

百合：漏斗形；夜百合：椭圆形，且花梗自然

向下弯曲、垂落，给人一种弱柳扶风之感。

（2）优点。

百合：古往今来皆备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观

赏与药用价值双高。

夜百合：也叫夜香木兰，绿叶婆娑，白色小花

袅袅如仙子一般，清香动人，无论是家养还是买来

送人，均不失为一良策。

夜百合

二、软、硬枝黄婵。

（1）区别。

1、株型。

软枝黄婵：藤木，枝条细软，平时长着长着就

会微微下弯；硬枝黄婵：灌木，茎直立生长，枝条

格外的硬实。

2、叶。

软枝黄婵：叶片呈现出特别的纸质质感，要么

对生要么互生，形状为倒卵形或类披针形。

硬枝黄婵：叶片不是椭圆形，便是倒卵状的长

圆形。

3、花。

软枝黄婵：橙黄色花冠分别长7~11公分，宽

9~11公分，花瓣内里长有一定的红褐色脉络，花期

是每年的4~12月，前后可断断续续的开放近大半

年时间。另外，该株并无基部膨大现象。

硬枝黄婵：漏斗形花冠稍小一些，花色略深几

分，花期刚刚结束不久，通常是每年的5~8月，也

就是盛夏时分。

（2）优点。

软枝、硬枝黄婵：花形别致，远看神似蝉蛹，

趣味性十足。

三、深山、乐昌含笑。

（1）区别。

1、花色。

深山含笑：干干净净，几乎不带一丝杂质的纯

白色；乐昌含笑：花瓣泛有些许淡淡的黄色，整体

是清新自然的淡黄甚至米黄色。

2、花形。

深山含笑的每朵花苞多由9片花瓣构成，这样

一来，它于花径上，便明显略大于仅有6片花瓣的

乐昌含笑。

（2）优点。

深山含笑：好听点叫莫夫人含笑花，是我国特

有树种之一，普遍具有长速快、适应性强、树材佳

，严冬不凋而早春白花满树的特点，花大味香，极

富观赏兼实用价值。

乐昌含笑：此株最早发现于1929年，乐昌市

两江镇的茶坪小村，是少有以地方命名的植物之一

，意义重大且深远，既可独立栽植、丛植于庭院中

，或者作行道树用，此两种方式都非常的不错。

不要傻傻分不清，名字相似的植物，你能
区分开吗？

最 近 ，

在 邻 居 家

的 阳 台 上

， 看 到 了

一 抹 陌 生

又 熟 悉 的

身 影 。 说

它 陌 生 ，

是 因 为 小

编 周 围 盆

栽 该 花 的

人 真 的 不

多 ； 至 于

熟悉感，则来自于往日的美好回忆。不过，生活

中，此花的“风评”貌似不是很好。那么，植物

胭脂云，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何会让许多花友望

而却步、止步不前？

胭脂云的日常养护，都说不好养，你试试这

些方法

首先，根据小花往日的养花经历来看，该花并非

真的像大家所说，难养不易成活。很多时候，人

们只要抓住了关键，掌握了要点，养花就是非常

简单的事儿。一般来说，胭脂云于下面四方面的

情况，可能较为特殊一点，需要诸位多加注意。

一、土壤。

基本大多数类型的多肉，它们都更喜欢生长

在疏松透气、排水性好的植料里，胭脂云亦不能

例外。不过，除惯例外，胭脂云于土壤一事上，

通常有两点不同。

1、大家在使用河沙、蛭石、腐叶土等物质，

正常进行配土时，建议可再往里掺入适量的有机

肥，从而保证供肥之路顺畅。

2、提前于盆底铺设碎石子，可有效增加土壤

的通透性，进一步实现促进植株生长发育的目的

。

二、光照。

作为家族里典型的喜光株，毫无疑问，胭脂

云的生长根本离不开充足的光照，正常情况下，

在春秋冬三季里，植株需保证每日照晒阳光的时

间，不低于6个小时。至于盛夏时分，适度的遮阴

则非常必要，当然，为图省事，大家也可考虑下

，直接在原地拉起一定面积的遮光网，半阴养花

。

三、浇水。

1、此花的浇水基准原则为见干见湿、浇则浇

透。

2、冬天宜控水，不宜浇大水，微干状态的盆

土，更有利于植株平安越冬。

四、施肥。

在施肥这块，胭脂云的要求相对宽泛，其吸

收能力有限，一般仅表现为不耐浓肥，需以半月

一次的频率，为之施予浓度低下的液态肥水。而

等到了冬天，部分植株纷纷陷入休眠，此时再抓

紧停肥，可降低盆内肥害泛滥的风险。

其次，对于有意入手该花，或手头正在培育

它们的朋友，小花觉得，以下注意事项，可能会

对大家有所帮助，你们可一定要做好笔记哦！

1、胭脂云的换盆时间讲究契机，不用太勤，

但也不必拖延至三四年后再来动手。原则上，勤

快些的朋友，需坚持每年换盆，这样既能避免土

壤结块，又可为植株的生长，预留出足够的空气

、水分、养分，有利无弊、好处多多。

2、另外，换盆通常应附赠一份修剪服务，即

借着这个机会，将长自胭脂云根系处的某些烂根

、病根、弱根、枯根等，一并剪除的干干净净，

不仅彻底解决了植株潜在的生长隐患，还将为之

以后的生长发育，打下坚实基础。通常在此之后

，基本所有胭脂云的长势，都会更上一层楼。

胭脂云的日常养护，都说不好养，你试试这些方法

鳥語花香

休城社區

「「糖城廣場糖城廣場」」 上周六舉行盛大的春節園遊會上周六舉行盛大的春節園遊會
及美南國際美食文化節活動及美南國際美食文化節活動，，政要政要、、佳賓雲集佳賓雲集

台灣五部作品入選台灣五部作品入選SXSWSXSW
（本報訊）美國最熱鬧的跨域展會SXSW，熱騰騰公佈了今年影

展各單元入選及入圍名單，其中 XR Experience Spotlight 沉浸式內容
單元，有四部臺灣作品入選，包含台灣文化內容策進院支持、HTC
VIVE ORIGINALS出品，由唐治中、黃勻弦 執導的 VR 作品《病玫
瑰 The Sick Rose》、 HTC VIVE ORIGINALS 出品的 「BEATDAY」
首場 VR 全息演唱會、Serendipity 綺影映畫與高雄市電影館聯合出
品-Morgan Ommer 與 黃丹琪 共同編導的《女海盜：成名之路Ma-
dame Pirate: Becoming a Legend》；以及榮獲高雄 VR 體感劇院 VR
FILM LAB創作培育工作坊百萬首獎新秀的 林佩瑩導演作品《唇 LIPs
》。

另外，由 Erich_Rettstadt 自編自導、描寫扮裝皇后文化的臺美合
製短片《Tank Fairy 桶妝仙女》，也以華麗奇幻方式呈現放蕩不羈的
前衛風格，成功打入 Midnight Shorts Competition 深夜短片競賽！！

再次恭喜臺灣優秀的創作團隊！入選作品將於 SXSW 期間透過
線上或線下展演與國際觀眾見面，讓我們一起期待！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為慶祝虎年春節來臨，位於糖城和
密蘇里市間的糖城廣場，於上周六（1月29日）舉行盛大的春節
園遊會及美南國際美食文化節活動。因為僑灣社及凱蒂華人協會
的參加，人氣旺盛，有上千人積極參與。尤其僑灣社華裔在福遍
郡（Fort Bend County )大約8萬人，積極參與美國社區主流活動
，提升中國人形象，促進擴展中華文化和美國主流社區交流。這
也形成當天華洋人士、文化融合一起的盛況。尤其僑灣社會長浦
浩德博士特邀福遍郡郡長KP George和德州州議員Jacey Jetton 在
開場演講及頒發祝賀文告宣言，更使得 「糖城廣場」這場春節園
遊會顯示福遍地區官員與民同樂的溫馨景況。

當天出席的貴賓除上述二位外，還Missouri City 市長Robin
Elackatt, 糖城市 長 Joe Zimmerman, 前密蘇里市長 Allen Ow-
en&Sheree, 及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駐休士頓經文處處長羅復

文等主流民選官員及工商界代表等應邀出席開幕儀式，該活動吸
引各族裔民眾，大批人潮趕來參與盛會。

福遍郡郡長KP George 在開場演講中表示：福遍郡是德州種
族最多元化的區域，這裡有成千上萬的亞裔家庭居住著，奉公守
法，辛勤工作促進經濟繁榮、展現多樣性、和平的中華文化；對
於糖城廣場的新亞洲城帶給該郡促進經濟發展給予高度讚揚及肯
定，特別宣布2022年2月1日為德州福遍郡的農曆新年日，並頒
發感謝狀及證書給予糖城廣場及僑灣社、世華工商婦女會聯合會
、華人社區中心、美國中餐聯盟、和山東美食推廣中心，德州眾
議員吳元之（Gene Wu ), Jacey Jetton 也分別頒贈獎章給予開發建
商- 達心地產。當天出席佳賓糖城市長Joe Immman、斯坦福市
市議員譚秋晴和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也分別上台致詞，祝
賀活動圓滿成功，大家虎年大吉大利。

接著在鑼鼓喧天的舞獅表演中接開各種精彩節目：分別有少
林寺舞龍，北美少年國樂團的樂曲演出，武術表演，歌友村舞蹈
隊，Mitsi 舞蹈學校及拉麵表演；而現場也同步舉辦美食節，包
括中餐、亞洲餐和西餐的美食烹飪比賽，促進中餐和西餐文化的
交流與合作，同時宣傳中國新年節慶的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環
繞著廣場四周還有各式攤位，有應景的童玩小舞獅，吸引大批家
長搶購給孩子玩，還有各種小吃包括川味、魯味、粵菜、及美國
、墨西哥、越南、菲律賓、韓國和甜品店等國際餐飲店及當地知
名餐廳參與贊助。

該活動得到恆豐銀行及芝加哥產權公司的贊助，及美南山東
同鄉會、休士頓各社團、全美中餐業聯盟、美中餐飲業聯盟、中
國食文化研究會、山東精品旅遊促進會、山東省魯菜研究會的大
力支持。

福遍郡長福遍郡長 Judge KP GeorgeJudge KP George （（左三左三 ））贈送五祝賀文告贈送五祝賀文告，，由由
（（左起左起 ））主辦人唐心琴主辦人唐心琴、、浦浩德浦浩德、、周乃溟等人代表接受周乃溟等人代表接受。。

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Jacey Jetton(Jacey Jetton( 左二左二 ））提出三個祝賀公告宣言提出三個祝賀公告宣言。。
由由（（左起左起 ））浦浩德浦浩德、、唐心琴唐心琴、、州議員吳元之代表接受州議員吳元之代表接受。。

出席春節園遊會的中外佳賓合影於園遊會現場出席春節園遊會的中外佳賓合影於園遊會現場（（左起左起））李迎霞李迎霞、、浦浦
浩德浩德、、唐心琴唐心琴、、譚秋晴譚秋晴、、前前Missouri CityMissouri City 市長市長Allen OwenAllen Owen、、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張晶晶張晶晶、、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Kacey JettonKacey Jetton、、劉志恆劉志恆
、、糖城前市議員黃安祥糖城前市議員黃安祥、、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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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
有更多美味食譜喔！

油蔥雞
食材
‧ 1隻 土雞
‧ 3支 蔥
‧ 3片 薑

做法
(1)雞洗淨，用鹽把表面雜質搓掉，沖洗乾淨。(2)煮一鍋沸水、加蔥和薑。
水滾後放入土雞，提起重複三次，讓雞腹腔灌熱水，雞皮燙到緊繃。(3)讓土雞
完全淹覆在熱水中，水再次滾起後，轉中小火煮20分鐘，熄火加蓋再燜20分鐘。
(4)取出土雞放涼(或用冰水冰鎮)後，切成大塊 (腿排、雞胸、雞翅、棒棒腿)，
浸入油蔥雞汁中至少兩小時至入味。(5)取出已入味的雞肉，可再剁成適當大小。

*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Poached Chicken 

【油蔥雞汁】
‧ 2大匙 牛頭牌紅蔥醬
‧ 3大勺 雞高湯
‧ 3茶匙 鹽
‧ 1茶匙 糖

with Shallot Sauce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美南新聞美南新聞《《 春之聲春之聲 》》第第2626屆園遊會上周六正式登場屆園遊會上周六正式登場
政要政要、、佳賓雲集佳賓雲集，，全球觀眾掃二維碼看直播拿大獎全球觀眾掃二維碼看直播拿大獎（（下下））

蔡毅蔡毅（（左二立者左二立者 ））演唱由他親自作詞演唱由他親自作詞、、
作曲的作曲的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 。。

大會主持人王潔大會主持人王潔（（左左 ）、）、馬健馬健（（右右）。）。

全部節目主辦單位全部節目主辦單位、、贊助商及主持人節目終了贊助商及主持人節目終了，，登台合影登台合影。。

園遊會共同主席園遊會共同主席
Jim NotewareJim Noteware 致詞致詞。。

園遊會共同主席園遊會共同主席Danny NguyenDanny Nguyen 致詞致詞。。 斯坦福市首位華裔市議員譚秋晴致詞斯坦福市首位華裔市議員譚秋晴致詞。。

「「聯合健康保險聯合健康保險」」 客服客服
部經理黃雅芝致詞部經理黃雅芝致詞。。

國際著名牡丹書畫家江宜橋國際著名牡丹書畫家江宜橋（（右二右二））登台登台，，
贈畫給國會議員贈畫給國會議員Al Green (Al Green ( 中中 ）。）。

樊豫珍老師表演獨樊豫珍老師表演獨
唱唱《《好日子好日子 》。》。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東方藝術教育中心」」
表演舞蹈表演舞蹈《《 春閨夢春閨夢》。》。

楊萬青楊萬青（（左左 ）、）、陸曦陸曦（（右右））夫婦表夫婦表
演簫二重奏演簫二重奏《《 憶江南憶江南》。》。

休士頓巿長休士頓巿長Sylvester Turner (Sylvester Turner ( 左左））趕來趕來
現場現場，，他說休士頓除了亞裔他說休士頓除了亞裔，，也影響了每也影響了每

一個人過農曆新年一個人過農曆新年。。

何佳男聲獨唱何佳男聲獨唱：《：《 這這
，，就是愛就是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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