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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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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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t, Fast,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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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開幕不到一年的
「新榮超市」除了每周推出特價品引人注目外，
本周，該超市為慶祝新榮超市（芝加哥分店）開
業，該店所有產品一律8.5折（15%Off ) 優惠一
週（6/10~6/16/2022 ），還包括該餐廳燒臘部
的所有美食。該超市的餐廳燒臘部，近期因為愈
來愈多的人知悉，大家口耳相傳，而連吃飯等座
位都要大排長龍，足見大㕑張明的號召力如此驚
人，任何菜您只要叫出名字，他就做得出。而且
每次來吃飯總出現特殊新菜，令每位吃到的人驚
喜不已。很多還沒來過該超市的附近上班族，就
因為被朋友請一餐飯，飯後在超市轉一圈，忍不
住驚嘆：這真是一家太棒的超市! 很多別家沒有的
超級好貨，價格又這麼平宜，真是令人驚喜不已
。

自去年七月下旬在休士頓中國城Harwin 與
Gessner交口上原「媽媽超市」舊址，新開了一
家全美連鎖超市「新榮超市」。兩位老闆梁勝、
黃榮富來自芝加哥、紐約，在全美多州大城市都
開設超市，一看即知是經營超市的行家，踏入該

超市，發現該超市猛然寬敞了許多，貨物擺設極
具學問，使每位初踏入該超市的客人，一個個瞪
大眼睛，目不暫捨，因為無論貨的品質和價格，
實在太吸睛了。

也因為新開設之故，貨架上的貨品嶄新、豐
富，很多老超市的行家，都不相信全世界最好的
美貨，都出現在這裡了。大家忙不迭地把貨品裝
上推車，深怕下一分鐘就被人掃光了。一趟「新
榮超市」之旅，簡直比逛百貨公司、博物館還過
癮，尤其掌管一家三餐、生計的家庭主婦。從來
沒看過這麼多好貨，同時出現在同一空間，真是
「目不暇接」！

另外，「新榮超市」新推出的「美食部」近
日來更大放異彩。由休市名㕑張明（長毛明）擔
任主廚。除原有的烤雞、烤鴨等滷味外，還推出
張大廚最拿手的各式炒菜，堂吃、外賣皆可。近
日來 ，「新榮超市」的美食部非常紅火，比一般
餐館的生意更好，大桌、小桌上經常是高朋滿座
，雖然可以買了外帶，而更多的人更喜歡在此即
時享用，大塊朵頤，再約個三、五好友，更是笑

聲不斷，十分盡興。這位「鳳城」出身的名廚，
在「中國城」也曾開過餐廳，到底功力不凡，一
般的雞鴨到他手裡，立馬成為傳世名菜：「三黃
走地雞 」、「枝竹鴨煲 」再加上加工過的「特色
小龍蝦」⋯⋯一盤盤好菜，就這麼上桌，一桌的
人吃得人仰馬翻、過癮至極，只有真正懂菜的
「行家 」，看出師傅們在這些菜裡費了多大的功
夫！ 不僅如此，為了照顧超市的客人，這些好吃
的功夫菜，比起外面的餐館還便宜好幾塊錢，難
怪近日來懂吃的行家，更趨之若騖。因為餐廳就
在超市內，隨時可拿菜、煮菜，不用擔心缺貨，
保證新鮮、便宜、名廚主理，口味一流。是上班
族、職業婦女的首選，打個電話，下班前來取菜
，立可食用，比自己買菜，回家洗菜、切菜，煮
飯、燒菜的時間都省了，何樂而不為？

太多的好貨、美食，不及一一介紹，您周末
不妨上門去看看，才知何以「眼見為實」！「新
榮超市」的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9:00am—8:
00pm, 地址：5708 S.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380-8885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為慶祝芝加哥分店開業為慶祝芝加哥分店開業
本周店內所有產品一律本周店內所有產品一律88..55 折優惠折優惠（（包括餐廳燒臘部包括餐廳燒臘部））

圖為圖為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黃榮富老闆黃榮富老闆（（右右 ））與名廚與名廚
張明張明（（左左 ））推出該超市推出該超市 「「美食部美食部」」 各種美食各種美食
、、酒席菜酒席菜，，等著您前來訂席等著您前來訂席、、大塊朵頤大塊朵頤，，或或
下班時過來採購外賣下班時過來採購外賣，，一飽口福一飽口福。（。（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休士頓訊】第 15 屆由美南銀行所舉辦的
「美南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申請己於2020年5月

底截止，並於6月初完成評選。經過再審核結果最
終決選出四位優秀應屆學子獲得每位$ 1,000元獎
助學金。得獎者名單如下:

1. Karen Tseng : Morton Ranch High School
2. Rachel Dalina : Jersey Village High School
3. Aira Pasha : Langham Creek High School
4. Zarmin Hussain : Ridge Point High School

今年由於新冠疫情影響，學校暫時關閉改由
居家網路學習、報稅申請延後等諸多不便因素，
造成此次獎學金申請資料取得不易，如在學成績
單、在校老師推薦信和相關資料等。美南銀行在
全體董事會一致同意，為鼓勵學生們學習。決議
在疫情期間照常舉辦，申請方式略微變通放寬申
請呈序，便利申請者可以順利遞件。

此次申請遞件者來自數十所不同學區高中近
20位應屆畢業學子申請。每位申請學生在課業或

課外成績皆非常優秀傑出。經評審委員會多次審
核後，最終決選出四位獎學金得主，並將於7月16
日 (周四) 在美南銀行總行二樓大廳內舉行頒贈儀
式，期許幫助他們在未來的學習上給予鼓勵。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年，總部

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內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
銀行產品服務。目前服務據點分布於休士頓、休
士頓糖城、奧斯汀、達拉斯Plano和Richardson等

地。未來將在休士頓凱蒂市、達拉斯地區、南加
州等區域擴展增設分行以服務便利客戶的需求。

美南銀行為提昇服務品質，己於2019年底全
面更新銀行網路功能，加強新增人性化結合科技
化金融功能，如行動支付等。有關美南銀行最新
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美南銀行總
行地址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 713-771-9700

榮光會將召開年會及會長榮光會將召開年會及會長、、理監事交接理監事交接

西南區中國城巨幅壁畫西南區中國城巨幅壁畫 「「長生長生」」 揭幕儀式揭幕儀式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20202020年年
第第1515屆清寒學生獎學金名單出爐屆清寒學生獎學金名單出爐

如果在近兩週到過西南區華埠黃金
廣場的人，一定會看到在一幢商場建築
的背面，出現了一超大尺寸的長幅壁畫
。這巨幅壁畫鮮麗多彩，畫面以人物活
動組合而成，畫風近似傳統漫畫，而且
人物為不同年齡的亞裔面孔，加上某些
傳統文化元素。6月4日上午，這幅壁
畫作品舉行了熱鬧而具意義的揭幕典禮
。

為典禮所設的帳篷中，準備了亞洲
式的飲料及點心，提供予參加的社區代
表及賓客；具代表性的舞獅團不但增添
慶典風情，豐富色彩更與壁畫輝映，形
成完美對照。設計整個壁畫牆的藝術家
Thomas Tran 致詞表示，這幅名為 「長
生」 的壁畫，主旨在呈現多元文化的共
生傳承，以及強調社區健康。他特別指
出佔據畫面中心及比例最明顯的父子相
擁圖像，代表著亞裔家庭中具重心地位
的親子連結及代代相承的感情，也是亞
裔家庭在多元美國社會中的重要文化特
質。

這大幅壁畫的完成，除了Thomas
Tran 的設計外，是由超過200名義工，
以如號碼分色圖的方式完成的，大家都
很開心可以參與這項活動，為亞裔社區
增加別具特色的街頭藝術，主題也與亞
裔文化及社區重點習習相關。

揭幕典禮中，國會議員格林的代表
頒發褒揚狀予負責活動的越南文化及科
學聯盟(VCSA)、Houston In Action(HIA)；
德州議員武休伯及吳元之也分別致詞，
表揚新生代亞裔藝術家的創意，並強調
社區的和諧及文化傳遞。休士頓市警局
Ban Tien警長及負責社區公關的Don Vo
也出席典禮，他們及警界同仁多年來為
西南區治安及繁榮努力，付出無數心力
。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席李雄
，更與三位理事包括 Stephen Le Jr.、
David Peters、John R. Holmes Jr. 與執行
官李成純如，一起出席揭幕儀式，並受
邀在壁畫牆面一一留下簽名。李雄並表
示，此在西南區華埠範圍內的壁畫饒富

深意，管委會樂觀其成。創作的團隊之
前在國際區也曾有作品，休士頓其他地
方，近年也有其他類似團體有不同的創
作完成，代表市民對街頭公共藝術的觀

念及接受度都在轉變中。這次的創作團
隊是越裔，作品呈現的多元文化深度受
到歡迎及支持，未來希望更有不同亞裔
族群的藝術家作品受到矚目，有更多機

會於社區街景中亮相，形成更多元景觀
表現及更深遠的文化影響。

西南區中國城巨幅壁畫西南區中國城巨幅壁畫 「「長生長生」」 舉行熱鬧開幕慶祝舉行熱鬧開幕慶祝
活動活動，，貴賓及社區代表雲集貴賓及社區代表雲集，，與藝術家與藝術家ThomasThomas

TranTran 和義工們合影留念和義工們合影留念。。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席李雄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席李雄，，更與三位理事包更與三位理事包
括括Stephen Le Jr.Stephen Le Jr.、、 David PetersDavid Peters、、John R. Holmes Jr.John R. Holmes Jr. 出出

席揭幕儀式席揭幕儀式，，並受邀在壁畫牆面一一留下簽名並受邀在壁畫牆面一一留下簽名。。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以聯繫僑居本地
榮民榮眷，加強團結互助，增進共同福
祉及推展國民外交為宗旨。多年來承蒙
本地僑胞會員及眷屬們熱心參與共同推
動相互照應，已是本地著名社團之一。
其間除了能得到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的指導和協助，並有本地休士頓經濟文

化辦事處，以及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歷任
長官及同仁們的支持及指導，方得持續
順利推動。

近年三年來因為疫情關係故雖然無
法召集會員大會，但是任內會長、理監
事們等仍然熱心持續的積極執行會員們
所託付的任務，未負眾望。

依據休士頓榮光會章程本年度將更
新理監事及會長等幹部人選，雖受到疫
情關係故未能召開會員大會，經由榮光
會監事長召集監事會議，討論推舉新任
理事人選等，並建議由本屆副會長左大
為接任下屆會長，俾便持續推動服務照
顧榮民榮眷之任務。該會並將於 6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在僑教中心展
覽廳召開年度會員會，及辦理前後任會
長及幹部交接儀式。

榮光會已經通知會員，邀請會員們
踴躍出席參加，相互交流。榮光會也安
排午餐敬候光臨。同時還歡迎有意願想
了解該會，更歡迎有共同理想的僑胞，

來報名加入會員。請大家盡早在13 日之
前與新任會長左大為 281-546-1868用
簡訊聯絡。

希望在過去兩年疫情期間每一個人
都平安健康。相信大家也都打過了第三
針疫苗，但還是請遵守橋教中心的規矩
戴上口罩。



BB33
星期六       2022年6月11日       Saturday, June 11, 2022

中國社會
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數字人民幣力挺實體經濟
深圳向2422家小微企累計發放專項資金逾6億

數字人民幣應用正在向支持實體經濟邁進

中。據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人民銀

行）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5月底深圳各有關部門

累計向2,422家小微企業發放數字人民幣專項資金6.16

億元（人民幣，下同）。而中國農業銀行深圳分行已為

近700家核心企業提供“一站式”便捷使用數字人民幣

辦理供應鏈全流程金融業務，該行與華為聯合創新的數

字人民幣智能合約在租賃資金監管領域的應用，是業內

基於數字人民幣的首個雲側智能合約應用成功落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農行深圳分行落地全國首農行深圳分行落地全國首
個個““數字人民幣數字人民幣++有軌電車有軌電車””
綠色出行的場景綠色出行的場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深圳跨
境理財通運行已有近八個月，據人民銀行深圳市中
心支行（深圳人民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2022年5月末，深圳轄內有24家銀行獲得試點資
格，共開立“跨境理財通”相關賬戶11,573個，辦
理資金跨境匯劃金額合計3.74億元（人民幣，下
同），雙方向投資產品交易額2.12億元，佔粵港澳
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總量約三分之一。
去年10月11日，《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

通”業務試點實施細則》正式生效以來，深圳人民
銀行聯合深圳銀保監局、深圳證監局指導轄內銀行
開展業務試點報備工作，於10月18日通過官方網站
公布了首批完成報備的“跨境理財通”試點銀行名
單，10月19日首筆業務落地。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認為，跨境理財

通從微觀層面將進一步豐富現有投資渠道，方便三
地居民進行跨境理財產品投資，平衡現有資產擺
布；從宏觀層面則將持續促進粵港澳金融市場互聯
互通，推動區域經濟融合及區域金融業高質量發
展。

深圳跨境理財通近8月匯劃3.74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為促進
企業進出口貿易，2021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國
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在深圳、北京開展跨國公司本外
幣一體化資金池業務首批試點，進一步便利跨國公
司企業集團跨境資金統籌使用。傳音控股、創維集
團等5家深圳優質跨國公司成為首批試點對象。截
至2022年5月末，5家試點企業集團業務量達297.9
億美元。
試點落地以來，助力企業實現“兩增兩減一打

通”，即“增加財務收入、增加業務規模、減少稅
費、減少人工，打通意願購匯途徑”，切實為企業
增收減負。在優化營商環境、提高跨境貿易和投融
資便利化水平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受到市場熱
烈歡迎。

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
深圳5企業務量298億美元

對於數字人民幣應用的最新進展，深圳人
民銀行有關負責人表示，2020年10月深

圳進行多輪數字人民幣紅包發放，主要在消
費、零售、交通等民生領域。如今數字人民
幣正在朝向支持實體經濟應用領域邁進，在
公積金繳納、稅款繳納、非稅繳費等領域的
應用穩步推進。同時，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期
間，深圳充分發揮數字人民幣“支付即結
算”的特性，探索使用數字人民幣向小微企
業發放政府專項資金，提高了資金周轉效
率，深圳各有關部門累計向2,422家小微企
業發放數字人民幣專項資金6.16億元。

農行：在供應鏈全流程應用
農行數字人民幣創新實驗室（深圳）總經

理王江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作為首批數字人
民幣指定運營機構，農業銀行積極踐行“數字
人民幣+”戰略，以數字人民幣的優勢解決市
場的痛點、難點問題，針對政府消費券、智能
合約、供應鏈、集團企業端的財務管理開展金
融創新。他指出，使用數字人民幣可以助力企
業降低財務管理成本、提升資金使用效率。
“今年5月，我們與國內供應鏈行業的龍頭企

業合作，在業界首次實現數字人民幣在供應鏈
領域的全流程應用。通過開放銀行模式，將數
字人民幣對公錢包開立、兌換、轉賬、支付、
代發薪等功能整體輸出至聯易融平台，平台上
企業可‘一站式’便捷使用數字人民幣辦理供
應鏈全流程金融業務；利用對公母子錢包，解
決連鎖企業在銀行開戶繁瑣的問題，並滿足客
戶財務扁平化管理的需求，有效降低企業的支
付成本；利用智能合約發放涉農補貼，實現資
金定向發放、專項使用、專賬管理。”

有利加強住房租賃市場監管
他又說，農行深圳分行與華為聯合創新

的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在租賃資金監管領域
的應用，是業內基於數字人民幣的首個雲側
智能合約應用成功落地。深圳金融一資深人
士李先生表示，住房租賃市場上傳統的資金
監管工作量大、流程複雜、難於追溯。監管
的落實不僅受束於收款方的主觀意識，也有
賴於租賃平台的運營機制。智能合約由租賃
雙方約定數字人民幣的交付規則，應規則履
行監管並自動支付，有利於進一步加強住房
租賃市場監管，促進住房租賃市場平穩健康

發展，可以更好地保護租戶的權益。

平台發放企業貸款 清楚用途
在談到備受關注的數字人民幣貸款時，王

江表示，農行深圳分行通過與第三方平台合
作，以數字人民幣形式給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發
放貸款，總金額有10萬元，而整個鏈條並無成
本。他稱，農行以保理的形式，利用平台發
放，可以知道企業資金用途，確保貸款能夠規
範使用，且不能轉給其他人。

據了解，福建廈門也在推行數字人民幣
小額貸款。近日，廈門同安工業區一塑膠製
品企業收到廈門誠泰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
通過廈門建行發放的9萬元數字人民幣貸款，
用於公司日常經營周轉。該筆貸款實現廈門
小額貸款行業數字人民幣貸款“零的突
破”，也成為福建省內小額貸款公司首筆數
字人民幣貸款。

數字人民幣是人民銀行發行的數字形式法
定貨幣，具有“支付即結算”、便捷安全的特
性。數字人民幣錢包開立的便利性，可確保授
信資金閉環流轉和用途真實可信，在小額貸款
的應用中有着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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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內地進出口反彈 表現超預期
出口增15.3% 進口增2.8% 專家料隨疫情好轉二季度持續向好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疫情對生產和物流的

干擾逐步緩解，中國海關總署

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內地5

月以人民幣計價出口同比增長

15.3%，增速較4月大幅回升

13.4個百分點；進口由4月的

同比下降2%轉為增長2.8%。

當月貿易順差擴大至5,028.9

億元，較4月增加1,778.1億

元。

5月出口表現大幅超出市場預期，進口表
現也高於預期，或與疫情好轉、物流

不暢緩解後前期積壓訂單集中出口有關。海關
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表示，今年前5個
月內地外貿進出口實現穩定增長，5月當月進
出口同比、環比分別增長9.6%和9.2%，全年
外貿保穩提質的基礎進一步鞏固。特別是5
月，長三角地區進出口環比增長近20%，上海
等相關地區進出口明顯恢復。“隨着一攬子穩
經濟政策措施落地見效，外貿物流進一步暢
通，企業復工達產進一步提速，外貿進出口有
望繼續保持穩定增長勢頭。”

對美國出口增速回升至15.7%
海關總署數據還顯示，以美元計，5月內地

出口同比增長16.9%，增速回升13個百分點；
進口由4月的同比持平轉為增長4.1%；當月實
現貿易順差787.5億美元，較4月擴大276.4億
美元。1-5月，出口同比增長13.5%，進口增長
6.6%；貿易順差2,904.6億美元，擴大50.8%。

5月內地對主要經濟體出口增速全線回
升，其中，對東盟和歐盟出口同比增速分別達
到25.9%和20.3%，較4月大幅回升18.3個和
12.4個百分點，明顯超出總體增速；對美國出
口增速回升6.3個百分點至15.7%；對日本出

口從4月同比下降9.4%轉為增長3.7%。
從出口商品類別看，儘管東南亞等地生產

恢復，部分訂單轉向東南亞，但內地疫情緩解
後外需仍保持較強態勢，5月勞動密集型產品
出口增速明顯反彈，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從
4月接近零增長回升至15.9%，箱包出口增速
較4月加快近20個百分點至50.5%，服裝出口
同比增長24.6%，均高於整體出口增速。

另外，機電、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從4月同
比下降，轉為5月分別增長9.4%、4.3%，但仍
低於整體出口增速；手機、汽車及汽車底盤出
口從4月低點反彈，5月分別增長12.5%、
46.2%。

八大樞紐港外貿吞吐量增7.3%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分析指，伴

隨疫情衝擊緩解，復工復產推進，外貿物流堵
點逐步打通，進出口貨運量增速加快。數據顯
示，5月八大樞紐港口外貿貨櫃吞吐量同比增
長7.3%，明顯高於4月的1.9%，成為推高5月
進出口增速的主要原因。同時，近期穩外貿政
策持續加碼，着力提升港口轉運和通關效率，
也是外貿數據超預期反彈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青預計在物流進一步修復、前期積壓訂
單交付、穩外貿政策力度持續加大的推動下，

6月出口增速仍有望保持兩位數增長。不過，
受上年出口基數偏高，海外供應鏈修復導致去
年回流到國內的部分外貿訂單再次流出，以及
烏克蘭危機嚴重拖累全球經濟增長等因素影
響，下半年出口增速整體會呈現波動下行趨
勢，今年穩增長將更多倚重內需，宏觀政策應
在全力穩外貿的同時，着力促消費、擴投資。

5月數據證內地外貿抗風險能力強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則表示，5

月外貿數據顯示內地外貿韌性足、抗風險能
力強、基本盤穩，出口市場發展態勢均衡，
對主要貿易夥伴出口齊頭並進，無論是傳統
市場、新興市場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都實現兩位數增長。5月新出口訂單指數
和進口訂單指數環比都出現了較大幅度回
升，意味着外貿正在持續向好。隨着國內正
常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恢復，物流堵點逐步打
通，外貿產業鏈的完整性、外貿產業的競爭
力將會進一步顯現。

趙萍認為，當前仍面臨國際經濟增長放緩
和大宗商品價格、匯率波動等不確定因素影
響，但內地外貿規模大、基礎好、韌性強，海
運費用高、缺櫃、缺芯等不利因素正在逐步好
轉，二季度外貿進出口將會持續向好。

“與之前幾個月相比，5
月份來詢價的客戶明顯增多，
但 下 單 的 比 之 前 是 少 了 一
些。”寧波邦首電器有限公司
負責人徐旭亮分析，詢價客戶

增加主要與人民幣匯率走低有關，但由於疫情和
國際局勢等不穩定因素影響，前期已備足貨源的
客戶大多會處於觀望狀態。

“最近來詢價的，第一句話就是‘現在價格
能比以前便宜點嗎’，客戶就覺得現在人民幣匯
率下去了，我們廠家的匯率利潤增加，產品價格
相應能給他們下調一點。”對此，徐旭亮明確表
示不會降價。“原材料、人工、貨運成本都還在
漲，而且匯率每天都在變，加上現在國際局勢又
不穩定，誰知道明天匯率是漲是跌啊。要下單的
最後總會下單，像電器類產品我們中國的生產企
業絕對是客戶最好的選擇了，同品質同價格的東
西，他們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去採購。”

跨境電商出口銷量明顯提升
與傳統外貿相呼應，浙江跨境電商出口銷售

也是一片忙碌。“這段時間，戶外、居家、健
身、廚房、家電等等這些產品類目的跨境出口銷
量都有非常明顯的提升，我們調研了一些企業平
均大約增長30%左右。這與疫情帶給全球生活狀
態的改變有直接關係，海外消費者受疫情影響也
開始養成了網上購物的習慣。”浙江國貿數字科
技有限公司CEO韓傑表示，“同時，由於中國
疫情防控有效，復工復產及時，供應鏈保障到
位，在全球供應鏈和生產都出現問題的情況下，
‘中國製造’仍能通過跨境電商出口及時到達終
端消費者手中。”

低息貸款到位欲擴大再生產
5 月份還有一件讓徐旭亮感到開心的事是

1,000萬元人民幣的低息貸款也到位了。“去年下
半年開始，由於突發疫情、海運排隊等導致有些
訂單無法按時發貨，所以在資金回籠上也出現了
一些問題。前段時間銀行專門上門了解情況，告
訴我們可以辦理保就業、保市場主體的貸款，大
概半個月時間，就申請下來了。”他說，“手中
有糧，心中不慌。這筆錢不僅可以解決眼前的一
些困難，還準備投入擴大再生產，現在很多機器
設備都在降價，是個好時機。”

據了解，今年以來，浙江省頻頻推出“真金
白銀”的金融政策，助力外貿企業穩訂單穩生
產。據不完全統計，農業銀行浙江省分行已為全
省2,000多家進出口企業累計投放本外幣貸款600
多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2億元人民幣；中國
銀行浙江省分行創新“外貿通寶”“稅務通寶”
“接力通寶”等小微外貿專項產品，目前已累計
為2,836家企業提供融資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浙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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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關總署9
日 公 布 數 據 顯
示，內地5月以人
民幣計價出口同
比增長 15.3%，
增速較4月大幅回
升 13.4 個 百 分
點；進口由4月的
同比下降2%轉為
增長2.8%。圖為
6月9日，在山東
港口青島港西聯
碼頭，碼頭工人
吊裝出口貨物。

新華社



BB55
星期六       2022年6月11日       Saturday, June 11, 2022

台灣新聞

（中央社）超馬好手林義傑因涉嫌向影視業者違法包攬他人
訴訟罪約談到案，偵訊後以20萬元交保。林義傑9日凌晨在臉書
PO文重申，沒有違法，他做正義的事，卻遭政府 「查水錶」，
對此律師呂秋遠在臉書3點分析，認林義傑為應該反省自己 「為
何從超馬好手，變成一路走」。

呂秋遠在臉書發文寫下，他無意判斷林義傑的行為究竟有沒
有罪，因為他不是承辦律師，對於案情沒有檢察官了解，但檢察
官所認定的事實是，林義傑在2021年7月，成立了 「真相智財顧

問有限公司」，從成立公司開始，他們就
去取得國外的電影公司影片代理權，再自
己大量上傳影片片源到分享網站，民眾看
到以後，下載轉傳（BT，下載時同時散
佈），再對民眾提告，讓民眾跟電影公司
和解，取得和解金以後抽成。成立不到一
年，已經提告上千件。
林義傑等人的行為，違反了律師法的 「無
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辦理訴訟案件」罪，
以及 「包攬他人訴訟罪」，呂秋遠表示，
我們國家法律規定，只有律師才能幫不特
定人打訴訟，林義傑不是律師，所以不能
當國外版權公司的代理人提告，而且不是
律師身份，就不能替不特定人進行訴訟程
序，取得和解金分成。
針對林義傑提出的質疑點有三：第一，他
是 「在做正義的事」，第二，為什麼我本
來是證人，後來變成被告？程序有問題！
第三，想查水錶就查吧！
坦白說，這樣的抗辯其實很蒼白無力，不
如不要說。他做了一些簡單的分析：

1.這一點都不正義好嗎？真相公司去年跟威視與甲上公司簽
約，可以網蒐下載影片的民眾，也就是抓盜版，表面上是很正義
，但是，怎麼可以把自己取得授權的影片，自己上傳讓大家下載
，再去告人家？

如果授權的公司同意他們這麼作，授權公司本身就會有問題
了，遑論他們只是代理抓盜版的民眾而已。民眾下載盜版，有違
法重製的問題，固然應該檢討，但是他們把影片傳到下載點，讓

民眾下載，再去提告取得和解金，難道這樣就是正義的嗎？再者
，處理訴訟，根據法律規定，就是只有律師能作，林義傑沒有律
師執照，為什麼可以替別人提告、伸張正義？

2.證人變成被告，是很常見的，這一切都要怪他自己。因為
公司負責人是許仁泰，不是他。檢方一開始一定會先以被告身分
，傳喚公司負責人，許仁泰肯定大聲喊冤，說他自己只是人頭，
林義傑才是實際負責人。檢方不知道許仁泰是不是為了故意脫罪
才這麼說，只能先以證人身分傳喚這個跟本案看起來沒關係的人
，因為證人不能說謊（被告可以），不然有偽證罪的問題，所以
林義傑只能說實話，承認自己是實際負責人。林義傑承認以後，
當然就會變成被告，這有什麼好質疑的？

我倒是想問，為什麼經營正正當當的公司，要找別人當人頭
？大家不是都會希望自己可以當賺錢的正義使者嗎？你說說看、
你說說看啊？

3.查水錶？這年頭只要是批評政府，犯法被抓，就要說政府
查水錶嗎？這件事才剛開始偵辦，日後法院有可能判無罪，也可
能認定有罪。在檢方偵辦時，就急著說這是查水錶，那麼意思是
說，只要罵政府，之後就取得無敵星星，怎麼犯法都無所謂，否
則就是查水錶嗎？

呂秋遠說： 「一開始，沒人在講他的國民黨文傳會義務副主
委身份，把政治帶進司法，除了破壞司法信譽，能還給自己什麼
清白？就事論事，說明自己為什麼要借人頭經營公司、有沒有提
供下載影片給民眾，再去告對方，這樣很難嗎？」

呂秋遠總結，違反著作權法，本來就是不對的，想看影片就
要尊重原始創作人，但不是律師卻想要代理訴訟、提供影片讓別
人下載再提告，獲取和解金，讓民眾看一部片就要付5、6萬元
， 「是不是該反省自己，為什麼會從超馬好手，變成一路好走？
」

（中央社）前國民黨副祕書長張榮恭，去年遭王姓女鄰居飼
養的狼犬咬傷，全身20多處傷口，一審依過失傷害罪將王女判
處拘役55天，可易科罰金，上訴後，台灣高等法院認定，王女
拒不到庭且犯後不認錯，加重改判3月徒刑，可易科罰金確定。

王女與張榮恭是同一社區住戶，王飼養2隻狼犬，去年2月
13日下午4時許，她在社區花園內遛狗時，解開一隻狼犬的牽繩
，且未為其佩戴防咬嘴罩及其餘安全設備，也未時刻跟隨在身旁
，任由狼犬在社區奔跑走動。

剛好張榮恭因接獲管理員通知下樓，欲關閉車輛車燈，因他

所飼養的小狗陪同外出並先行下樓，後來張發現王女的狼犬正在
追趕他的狗，張榮恭就上前制止，沒想到竟遭狼犬撲倒在地、啃
咬攻擊，致全身多處受傷。

士林地院一審將王女判處拘役55天，可易科罰金。案經上
訴高院審理時，法官傳喚王女出庭，但她卻具狀聲明開庭請假、
行使緘默權、無義務出庭等，合議庭認為她沒有正當理由不到庭
，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高院合議庭認為，案發當時王女另牽一隻狼犬進入現場，目
睹張男身處險境，混身是傷，竟站立一旁，既不出聲喝斥自己飼

養的狼犬，也不出手攔阻，張男因此受傷達20多處，受到極大
驚嚇，一審量刑過輕。王女不道歉慰問，案發時不在意的態度，
及她事後興訟增加被害人的困擾等，昨日改判刑3月，可易科罰
金9萬元定讞。

另王女事後竟控告張榮恭夫妻及兒子涉犯誣告、殺人未遂等
罪嫌，還向警方提告一審承審法官犯恐嚇、強制等罪，另由檢察
官偵查中。

前國民黨高層遭鄰狼犬爆咬20餘傷
妻勇搏救夫 飼主判3月

（中央社）屏東縣議員第三選區應選10席，包括內埔、竹
田、萬巒、潮州、新埤、枋寮6鄉鎮，是僅次於首善之區屏東市
席次第2多的選區，其中內埔、潮州分占全縣人口第2及第3多
的行政區，但隨著鄉鎮人口轉移，如何取得外鄉鎮票源，成為此
區勝出與否的重要關鍵。

現任10名議員中徐榮耀、許馨勻、李世淦3人國民黨籍；洪
明江、利八魁民進黨籍；潘長成台聯籍；4名無黨籍陳志成、林
郁虹、潘連周、劉淼松。依地域區分有4人來自內埔、4人潮州
、2人枋寮。

內埔為縣內人口第2多行政區，過去多有4名議員，但人口
流失快速，已由最高峰6.3萬人降至5.2萬人，潮州鎮同樣有5.3
萬人，2鄉鎮各擁4席議員，如何穩固基本盤，並向外拓展票源
，將左右鄉鎮席次增減。

有趣的是，枋寮人口僅2.3萬人，不過選將各個實力強，票
源幾乎都能跨鄉鎮，多穩定拿下3席議員，最多甚至到4席；至
於新埤鄉因人口太少，今年勉強挺過1萬人門檻，過去多沒有鄉
內候選人，總是為人作嫁，此次任滿兩屆鄉長林志成有意轉換跑
道，為鄉內爭取關鍵一席。

地方政壇人士表示，現任議員都將尋求連任，至於前議員王
志豐因議長賄選案斷了連任路，此次將推妻子吳慈慧披掛藍旗參
選，期盼延續地方政治生命，基層實力不容小覷。

至於此屆因樁腳涉嫌買票遭判民事當選無效解職的黃建溢，
由於刑事部分認定無罪，今年蓄積滿滿能量又將捲土重來。

連任多屆的潘淑真此次被判當選無效後即潛逃海外，確定無
法爭取連任，票源將成兵家必爭之地；地方人士說，這一區選將
多是連任數屆、各擁基層，票數也在伯仲之間，未到開票那一刻
，誰也不敢掉以輕心。

屏議員三選區 人口轉移牽動席次

防林義傑涉智財蟑螂還強辯
呂秋遠3點分析 「從超馬好手變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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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本報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0 日晚間在
「香格里拉對話」上發表主題演說。他稱俄烏

戰爭並非事不干己的隔岸之火，還劍指中國，
批評在東海和南海憑藉實力片面改變現狀，並
指出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岸田說，日本
「將更加積極地應對亞洲面臨的挑戰與危機」

，同時明言將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最晚明年
春季制定出旨在維持印太海洋秩序的新計畫。

岸田強調，在強化日美同盟嚇阻力和應對
力的同時，還將與共享普世價值觀的 「志同道
合國家」多方位推進安全合作。作為日本做貢
獻的方式，他提出 「岸田和平願景」。為了維
持海洋秩序，還示意今後3年將由20個以上國
家推進海上保安能力相關的技術合作。

據共同社報導，岸田指出台灣海峽和平與
穩定的重要性。他表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得以繼續， 「還是回到強國在軍事和經濟上脅
迫弱國的弱肉強食世界，我們面臨著選擇」，
強調法治與和平解決紛爭的必要性。

岸田稱，有必要 「防備不遵守規則、使用
武力和威脅，對他國和平與安全的踐踏者」。
他還介紹，日本5年內將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
，確保防衛費 「一定程度增額」。針對外來飛
彈威脅，岸田表示將探討包括 「反擊能力」在
內的一切選項。他還透露，13日起，日本護衛
艦 「出雲號」將與東南亞等相關國家實施聯合
訓練。

此外，他承諾將為 「無核武世界」付出汗
水。針對中國被指可能以不透明方式增強核戰
力，岸田要求核戰力的訊息公開，並表示將促
進美中兩國的核裁軍對話。

11日，岸田將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舉行會
談，討論針對締結《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協
定》啟動談判。目前，日本政府依據 「防衛裝
備轉移三原則」，與美國和澳洲等 12 個國家
之間簽有《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協定》。日
本正考量擴大這個協定的對象國，以拓展安全
合作範圍。

岸田文雄 「香格里拉對話」 發表演說
強調俄烏戰爭並非隔岸之火

東協區域論壇 印度倡聚合印太策略因應威脅
(本報訊)印度昨天參與東南亞國協區域論

壇（ARF）資深官員會議，並在會中呼籲區內
各國聚合各自的印度-太平洋策略，共同因應
海事威脅。

印度外交部昨晚發布聲明說，印度外交部
主管東方事務副部長庫瑪（Saurabh Kumar）9
日參與這場視訊會議，會議由東協輪值主席柬
埔寨擔任主席國。

聲明說，ARF 會員國的資深官員檢視過
去一年的活動、討論未來計畫，並就區域及國
際局勢變化、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恐怖主義威脅、海事與網路安全等議
題，交換意見。

印度外交部指出，庫瑪在會中指出印太區
域正面對不斷演化的傳統及新興海事威脅，因
此有必要聚合（converge）東協國家的東協印
太展望（AOIP）、印度的印度太平洋倡議
（IPOI），以及 ARF 會員國各自的印太政策
，以有效因應。

此外，庫瑪也分享印度政府對恐怖主義威
脅及網路安全議題的觀點；但聲明未提供更多
細節。

ARF 設立於 1994 年，做為政治、經濟及
安全議題的對話平台，現有27個會員國，包
括東協10國、東協10國的對話夥伴，如美國

、俄羅斯、中國、歐盟等，以及區內其他國家
；印度是於1996年加入。

另 方 面 ， 印 度 外 交 部 發 言 人 巴 格 奇
（Arindam Bagchi）昨天下午也在例行記者會
宣布，印度將於 16 日至 17 日在新德里主辦
「特別東協-印度外交部長會議」（SAIFMM

）及1.5軌 「德里對話」。
1.5軌對話屬政策性對話的一種，有政府

官員與民間專家學者參加，但與會的官員都以
私人身分發言，不代表官方立場；相對的，1
軌是指政府官員之間的官方對話、2軌則是民
間專家學者之間的對話。

巴格奇說，東協各會員國的外交部長、東
協祕書長都會出席，而會議將由印度外交部長
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與新加坡
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共同主持
。

他補充，在 「特別東協-印度外交部長會
議」召開之前，印度與東協將會先於15日舉
辦資深官員會議。

巴格奇未透露會議將討論的議題，僅稱印
度與東協於2012 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東協
是印度 「東進」（Act East）政策的中心，而
今年正是東協-印度友誼年。

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針對國會大廈遭受
暴徒襲擊事件舉行了黃金時段聽證會，詳細說
明該小組調查結果，並播放許多從未公開過的
騷亂視頻, 包括國會山莊攝像機的鳥瞰鏡頭，
鉅細靡遺錄到那些瘋狂支持川普的暴徒湧入國
會大廈的囂張行徑以及高呼絞死不願配合川普
違法行為的副總統彭斯的畫面, 看完後真是讓
人瞠目結舌,難以置信。

2021 年 1 月 6 日是美國國會認證各州總統
大選選票結果的日子, 由於時任總統川普不承
認敗選,硬說拜登竊取了選舉, 所以在他慫恿下,
超過 2000 多名支持者在白人至上主義者組織
“驕傲男孩”（Proud Boys）與極端團體“誓
言守衛者”(Oath Keepers)煽動群眾下甩開路障
長驅直入衝進民主法治最高殿堂以阻礙由副總
統主持的認證程序, 結果暴徒與警察發生嚴重
衝突，造成5人死亡，超過140人受傷的悲劇，
華府風聲鶴唳, 舉世嘩然!

國會大廈是美國立國200多年來最足以為
傲的立法所在地, 匯集了全美50州民意代表,但
當他們正在行使總統認證時, 暴徒竟佔領了他
們的講臺，使他們成為驚弓之鳥,嚇得落荒而逃
，非常難以想像這一幕場景會發生在民主法治
的美國,這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見,堪稱美國之

恥! 在川普短短四年掌權下,美國真是變了, 雖然
他口口聲聲要讓美國再度偉大 ,實則處處踐踏
法律與秩序, 從這次國會暴力事件讓我們清楚
看到川普的白宮是那麼的強行霸道, 三權分立
的精義在他手下竟變成以“行政”煽動極端暴
力去攻擊“立法”， 而此時的“司法” 卻在
混亂中噤若寒蟬, 視若無睹, 當時的狀況不就是
”行政已亂, 立法已弱, 司法已死” 嗎!

如果一個在選舉中失敗的人可以靠著暴力
奪得政權, 總統選舉的意義將喪失殆盡,以後每4
年一次的大選都會淪為這種亂象,所以為杜絕後
患,國會應嚴懲川普,以儆效尤,在11月的選舉中
選民應把那些不夠格的參眾議員淘汰出局,選民
如不能選賢與能, 一昧以政黨傾向為依歸, 那麼
將來一定還會再出現一個讓民主蒙羞,使美國顏
面盡失的川普。

這次眾議院特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採訪傳
喚了約1000人，並篩選了14萬份文件,現在我
們寄望在公佈這些證據後讓民眾看清楚川普的
猙獰面目, 並能正本清源,確實力行法治, 讓美國
走回正軌, 而且讓共和黨覺悟, 讓川普邊緣化,不
要提名他參選2024的總統, 那麼這個聽證會就
算是達到相當大的功效了!

【李著華觀點 : 鐵證如山
美國眾議院讓世界看到 1 月 6 日國恥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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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多家媒體爆光有數以千計的
在美外籍學生涉嫌在OPT期間掛靠, 為
“虛假雇主”工作。多家“虛假雇主
”的老板已經被提起刑事訴訟。檢察
官指控有的“虛假雇主”為超過2700
名左右的留學生進行過非法的 OPT
“掛靠”。

雇傭OPT人數最多的雇主名單包
括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如亞馬
遜，谷歌和微軟。但是，還有一個鮮
為人知的名字：“ Findream，LLC”
。Findream的創始人黃凱莉（音譯）
在伊利諾伊州的聯邦法院被指控犯有
刑事欺詐罪，並被判決入獄37個月。
根據法院文件，Findream通過OPT為
尋求工作的中國F-1學生簽證持有人
提供“虛假的就業證明”。

請註意：申請者在任何時候只要
提供過虛假的文件，都會被列入美國
國土安全部的黑名單。即便有留學生
認為自己是受害者，但只要是通過不
真實的方式留在美國，都有相當嚴重
的後果。在以後申請其他類型的簽證
、綠卡、或入籍的過程中，都有可能
被移民局拒絕。

背景知識：
1 什麽是OPT？

答: OPT 是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的縮寫，是讓外籍學生將所學的專業
知識到

校外運用於實踐的一種臨時工作
許可。

2 申請OPT應具備什麽樣的條件?
答: 第一，必須是全日製 (Full

Time)學生； 第二，在遞交OPT申請
之前至少上完一學年的課程；第三，
遞交申請時有有效的學生身份；第四
，準備從事的工作與自己所學的專業
直接相關。

3什麽時候可以申請OPT
答: 只要外國學生上完一整學年課

之後便可以申請OPT。一般提前90天
遞交OPT申請。

4。 最早什麽時間可以遞交OPT
申請?我最晚可以什麽時候遞交申請?

答: 可以畢業之前的120天遞交申
請。最晚畢業日當天移民局收到OPT
申請。

如果申請人在畢業前已經用完了

一年的非全日製（每周僅工作20 小時
）OPT，則仍然可用的全日製 OPT 的
總時間將減少 6 個月的時間。

如果申請人在畢業前已經用完了
一年的全日製（每周 工作40 小時）
OPT，則仍然可用的全日製 OPT 的總
時間將減少一年。

STEM OPT 延期
已獲得某些科學、技術、工程和

數學 (STEM) 領域學位的申請人，如
果滿足以下條件，可以申請將 OPT延
長 24 個月：

• 已獲得某些科學、技術、工
程和數學 (STEM) 領域學位

• 雇主已經獲得電子系統確認
(E verify)

• 已經取得基於STEM 學位的
一年OPT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 2022年5月初宣
布，將延長工作許可自動延期的時間
至最多 540 天，取代現有的 180 天，
以緩解當前勞動力短缺和移民局案件
積壓的問題。

2. 2022 年 4 月 14 日，美國移
民局宣布，超過 48,000 名雇主提交
了 483,927 份H-1B 註冊，其中 127,
600 人在首輪抽簽中簽。大約 31% 符
合條件的註冊申請是擁有美國碩士或
碩士以上高級學位人士。美國移民局
今年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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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抽簽已經結束，第一輪幸
運中簽的申請人4月1日開始可以遞交
申請，6月30日前移民局必須收到申
請。去年移民局一共進行了三輪抽簽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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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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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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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移民局於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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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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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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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
00AM-5:00PM, 周 六:10:00AM-1:
00PM.

謹防謹防OPTOPT欺詐欺詐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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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著我，去到一個大廳就説我女兒不能再入

去，後來一個老墨女子帶我去換衣服再去

照超聲波，換回衣服再交我給女兒，花了

個多小時。年紀大了英語都交還老師，而

且聽覺又不好，關節常疼，但人仍要動，

否則變廢了，求主保守我們，有生命時一

定要好好事奉主。～Margaret /休士頓

4). 希望你檢查順利，沒有痛苦，求主

藉著醫生的手來醫治你，我打了第二針疫

苗之後，也不舒服好幾個月，心律不整，

極度頭昏，又得到shingles，當時並不完

全知道是疫苗的副作用，現在所有報導出

來，看了才明白，當時也去會診心臟科兩

次，現在都已經恢復正常了，有個朋友，

打了疫苗之後，中風，到現在仍然沒辦法

說話和走路，疫苗很多副作用，目前還不

是完全知道，多保重。～馮少文/馬利蘭

5). 用地上貼有顏色線條引導方向的

方式，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已行之至少2-30
年了，而且會在顏色線條上標明是走往何

處，台灣現在有許多較大醫院也都會如此

做，讓病患明確知道他們要去的單位，免

得像深陷迷宮的找不到方向。

                 ～陳雪芳/台中大肚鄉

6). 我也常常走不過去和走不出來� 
^_^我從小就迷路，坐錯公車�老是找不

到家，剛搬到Waco 也是還要警察帶我回

家，跟個小孩子一樣！

天父憐憫原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只

能住 Waco 小鎭，不然我家早就 missing wife/ 
mom 了。唯一被贊美的是從台灣自己來美萬里

尋夫時，沒坐錯飛機！～周愛珠/Waco, TX
7). 求神保守沒有什麼問題，求神賜智

慧給醫生知道如何醫治。感謝神賜喜樂的

心給你，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孔莉/休士頓

8).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潘師母（休士頓），你那麼喜樂，你

那麼懂得感恩，你就會有最強的免疫系

統，那你的病就會消失。

                  ～王巧玲牧師/達拉斯

9). 過程有驚無險！結果也期望是有

驚無險！美國的服務人員素質的確有待改

進。～劉少青教授/New Haven
10). 謝謝潘師母的詳細分享去HCA經

歷，願上帝祝福看顧，繼續為師母祈禱！

相信天父有祂的美意在師母身上的！

                         ～方師母/香港

11). 喜樂的心是良藥。妳去檢查所遭

遇的一切也是神的美意，藉著妳所體驗及

看到許多的需要，我相信藉著妳愛心說誠

實話和顏悅色的表達，醫護人員也會有所

改進，可以幫助到往後更多來檢查的人。

我們靜候妳檢驗結果的佳音！～健華 
12). 潘師母：謹送師母一節經文「腓

立比書四章六節」我們都靠著這節經文度

過每次的苦難與病痛，希望你6/24 日的報

告與驗血都正常。願上帝賜福給你。

                           ～盧太太

6 / 3 （ 星 期

五）~作超聲波~
昨晚禁食，不

能喝水，筆者上

午11:00am開車去

HCA醫院報到，簽名，負責報到處小姐

說，你可以走去Radiology作超聲波的房

間了，我問她「在哪裡？」她說「在那

裡！」我說你不要光用手一指就了事了，

我是首次來你們醫院做超聲波的啊！東南

西北也要說清楚啊！後來她帶我到轉角

處，要我看地板上有註明四個不同的指標

箭頭，要我跟著深藍色的指標往前走，

要經過一個右轉，再一個左轉就到了，

我試試跟著指標走，真的好高興找到了

Radiology房間。

5/31原來預約時間6/3 11:30am,但櫃檯

小姐說：JoyPan你的時間是要改到1:30pm
才輪到做肝臟脾臟超聲波。我說「你們沒

有提早通知我啊！」我無奈只好在候診室

坐下吹冷氣享受清涼一夏吧！

還好我沒有回家去等到1:30pm再回

來，坐下看手機回朋友信，一會兒，有位

黑小姐出來叫我JoyPan，我說：「櫃檯小

姐剛才說我的時間是在1:30pm才做超聲波

嗎？」黑小姐說不是啊，是11:30am。今

天工作人員有的真的頭昏了嗎？也讓我覺

得好笑，不知道要聽誰說了算！

11:30am進入Radiology房間平躺在病

床上，黑小姐說明後幫忙作肝臟脾臟超聲

波檢測，她說要在我胸腔腹腔中間的正

面，身體側右邊，側左邊，要我深呼吸，

停住呼吸，然後吐氣出去，12:00pm作完

超聲波，做完要再走回報到處，這時我腦

袋想著仍是照藍色指標走，但發現不對

啊！又走到右轉左轉，我自己馬上覺得走

錯了，見到醫院實習醫生我問他如何走回

去報到處呢？他說你看綠色指標一直走到

底左轉就到了，我邊走邊笑，心想如果是

失明人，他怎麼看指標認路呢？老人家不

會看英文指標的怎麼辦呢？後來，我看到

真的有位高大個兒的非洲裔男病人不認

指標，不知道去哪裡做超聲波，又拄著

拐杖折返走回報到處詢問小姐「如何去

Radiology房間啊！」只見一位長髮黑妞她

陪他走至右轉，她再回來，我就告訴黑妞

小姐，如果是失明人，他怎麼看指標認路

呢？老人家不會看英文指標的怎麼辦呢？

她也哈哈笑，我說真的要熱心歡喜為病人

帶路，不要只是說在那邊，手一指而已，

新病人是摸不清楚醫院方向的喔！我說我

自己也是一樣需要醫院工作人員解釋說清

楚，更好是帶一段路，否則像似進入迷宮

一樣！這是我今天為什麼喜樂，笑很多的

原因！我不害怕，很喜樂，雖然遇到狀

況，但總算順利完成。回家吃早午餐。

超聲波做完，工作小姐說兩天後會送

給我的血液專科醫生一份報告，6/24我去

看肝臟脾臟超聲波報告，再抽血驗血，凡

事交託給主，喜樂過每一天。

6/3友人迴響

1).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感謝主師母有

一顆喜樂包容之心，辛苦了，好好休息！

求主保守，禱告中靜待檢查報告結果！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

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

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

比書4:6-7）～華華

2). 感谢主，虽然有点乌龙，但还是按

着起初的安排完成了检查。如果服事或者

服务中缺少了人性化的思维习惯，真的是

让紧急需要的人很无助。～趙靜/新澤西

3). 我也曾去過那醫院一次，我女兒

陪我去，她告訴那些人我不懂英語要陪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葛大同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當你語出一

句良言時，聽者會

產生腦部共振，氣

血共振，細胞共震

和心靈共振，其力

量到底有多大，只

有經歷過的人才能

體會到。 
「智慧人的

心教訓他的口，

又使他的嘴增長學

問。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

治。」箴言 16:23-24
06/09/22 英文金句

Anxiety in a man's heart weighs him 
down, but a good word makes him glad. 
Proverbs 12:25

人心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

歡樂。箴言 12:25
06/09/22 金玉良言

一個會講話的人，不是記得別人說過話

的人，而是能說些讓人記得的話。

一句良言可以改變人的一生，一句良言

可以點醒一個執迷不悟的人。

　郭文仁牧師

【編者按】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

父親應該有一副不苟言笑的尊容。他的話，

做兒子的不能違抗；他的意願，全家都得

遵循；不管他是否有理，他都是對的。天

下間到底有多少這樣的父親？而這樣的父

親有一天，也會突然在兒子的面前求饒恕。

真是不可思議！

是甚麼力量使老樹彎腰？是怎樣的溫

暖使冰山融化？

我與兒子的關係就彷彿是一個世紀凝

積的冰山，若能在我有生之年把它融化，談

何容易呢？我一輩子都尊崇儒家思想，那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可以說

在我腦子裡已根深蒂固。我在兒子的面前永

遠是一副嚴肅且高高在上的尊容。從他小

時候起，我就沒給過他笑臉，對他也不理

不睬。他若遇到難處來找我，我都責怪他，

罵他，說這一切都是他的錯。在我眼裡，他

哪有對的時候？所以，他從來都不太敢和我

說話。

我對他的管教與其說是嚴厲，倒不如

說是粗暴。他三歲時，我因他和媽媽頂嘴，

就用一塊厚厚的竹板子打他，幾下子就把板

子打斷了。他初中畢業時，我又因他和媽媽

頂嘴，就用一根很粗的竹竿子抽他，直把它

打碎了。以後他即使上了大學，讀研究生，

被稱為天之驕子，但一看到我，他就低著

頭，像耗子見到貓，不是閉口不語，就是藉

故開溜。

後來，兒子去美國拿到博士學位，並

成家立業，還生了兩個可愛的女兒，我和太

太也來美國探親。本該是合家團聚，其樂無

比；可是，我那父道尊嚴的老思想給這個家

帶來了冰山的氣息。

一個週末，兒子建議出門玩，全家人

都高高興興，而我卻坐著生悶氣：「哼！我

是你爸，你竟然出門都不跟我商量，連招呼

都不打就想走啊！」即刻，歡樂的氣氛一下

子變得冰冷，和樂的週末就讓我攪和了。

在我心裡，兒子就是兒子，長多大，

都得聽父親的。更何況，我過的橋不比他走

的路還多嗎？

有一次，我不滿兒子玩股票，趁他賺

了一些錢時，就讓他趕快把股票賣掉，而

他卻不聽。兩

個月後，股市

大跌，他損失

不 小。 接 著，

他就整天悶悶

不樂，常常亂

發脾氣。我想：

「你不聽老人

言，吃虧在眼

前。你給我看

甚麼臉色啊！」

所以，我也常橫眉豎眼，不給他好臉色看，

於是我們的關係就越來越僵。

有一次，他又跟他媽媽頂嘴，我氣得

從廚房拿了一把刀，衝到他面前，那時我真

有殺他的念頭，如此不孝子，留他何用！三

歲大的孫女嚇得抱著我哭：「爺爺，不要傷

害爸爸！」看著她滿臉淚水，我的心軟了；

但我和兒子的關係更加緊張，成了勢不兩立

的仇敵。

我越想越氣，我和太太為了這個兒子

吃了多少苦啊！我們倆在中國反右運動中，

都被打成右派份子。我從大學教書的位置上

被趕下來，降薪降職，發配到玻璃廠當工

人。文化大革命時，我的太太和兒子也被趕

到農村勞動，還指派挑全村人的大糞。在那

屈辱、艱難的日子裡，太太多少次想投河自

盡，但因著兒子，就忍辱地活了下來。

那時，我們做的是最髒、最累的活兒，

賺的錢卻很難養家，而且還處處遭人羞辱，

我們活得真是生不如死啊！為省錢給兒子

繳學費，我常常餓著不吃飯，省點錢和糧票

寄給他們母子。我們為兒子如此忍辱負重，

他現在竟給我們臉色看，我怎能嚥得下這口

氣呢？後來，我常常因一點點小事就想要動

刀子殺他。

太太在臨終前再三囑咐我，要和兒子

好好相處，我雖勉強答應；但是，融化多年

的冰雪，這豈是我個人能力辦得到的呢？後

來，一對年輕的基督徒夫婦把我帶到教會，

使我在孤寂中一下子找到了依靠和安慰。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唯物論在我心中

已經根深蒂固了。我認為神只是人因迷信而

在大腦中製造出來的偶像，是一種精神寄

託。就在老伴去世前的兩個月，她竟然接受

了洗禮。臨終前，教會有幾個弟兄來我家為

她禱告。我從老伴安詳的臉上看到一種平安

與祥和，我的心門彷彿突然打開。我的老伴

是基督徒，她離開世間後，會去天堂。當基

督徒真好！

於是，我決定去教會，同時也想在孤

獨中找到一個心靈的家，所以也很快信耶穌

和接受洗禮。雖然我這個人很固執；但既然

決定相信，就很認真，要搞明白我所信的耶

穌是不是一位真實的、活生生的上帝？

我很認真地學習，無論是講臺的信息，

還是小組組長的教導，都句句遵循。每天早

晨五點鐘起來親近上帝，讀聖經禱告，學習

凡事讚美主，聽錄音帶的信息，並為我這體

弱多病之軀禱告。

不久， 我失去老伴的悲傷和孤獨， 就
被上帝同在的甜蜜所代替了；於是我更積極

追求認識上帝。過了一段日子，伴著我多年

的藥罐子不翼而飛，我變得容光煥發。我不

茍言笑的個性也變得開朗喜樂，精神越來越

好！我想，我是不是返老還童了？

我還發現，我的脾氣變了。最大的變

化是我與兒子之間的緊張關係。信耶穌後，

我持續讀經禱告，常常感覺到上帝藉著經文

對我說話。有天，我讀到一節經文：「你們

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

過犯。」（馬太福音六 14）我想，我是不

是該饒恕我的兒子呢？可是，我的老臉怎麼

拉得下？又如何做呢？我就把這個難處告

訴小組組長，她教我為兒子禱告，並把禱告

詞都給我寫下來；於是我就照著禱詞，天天

為自己和兒子禱告。

在一次冬令會上，聽牧師說，父母對

兒女的傷害不僅影響兒女的一生，還會遺害

一代又一代，這就是為甚麼大多數中國人都

有從權柄來的傷害。受傷的人常會有人際關

係的問題，因為他們也會傷害別人。若想從

這傷害中得醫治，認罪、饒恕是醫治的關

鍵。我聽了非常震驚，坐立不安。

此刻，上帝就在我的心裡光照我說：

「一個皮球，你若打它有多重，它就反彈有

多高。如今，你兒子的壞脾氣就是你多年的

打壓所造成的。」這問題太嚴重了！我不僅

害了他，連我的孫女都要受害了！看來，不

是我饒恕他；而是我應該求他的饒恕。

冬令會後，我在家中轉來轉去，花了

三天的時間，想著道歉的臺詞。最使我為

難的是，我怎麼拉得下這父道尊嚴的老臉？

我左思右想，怎麼都覺得不妥。我想起小組

組長教過我，當我在不知怎麼做的時候，就

禱告，求上帝來替我解決問題。於是我禱告

說：「上帝啊，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求

袮 幫助我！讓我知道怎麼去向兒子道歉。」

第二天，我去找兒子，吞吞吐吐地開

不了口，直到他要送我回家了，我才硬著頭

皮說：「我有話對你說。」於是，我咬咬牙，

一口氣把憋在肚裡的話全都講出來。我一邊

講一邊流淚，最後，我們父子倆抱頭痛哭。

他哭喊著：「爸爸，您不要說了！我全知道

了！」我不肯罷休：「不行！當著上帝的面，

你一定要說原諒我！」當他開口原諒我時，

我感受到，我們之間那塊又厚又硬的冰山，

在瞬間融化了！我們心中積壓了多年的苦

毒，在上帝的面前，即刻冰消瓦解了。

那年春節，我準備好紅包，興沖沖地

跑到兒子家，孫女從我手中接過紅包，就要

去玩，兒子把她們抓住，硬要她們給我磕

頭。我連連搖手，讓她們不要這樣，這可是

美國啊！現在，連國內都不興這個了；但兒

子堅持要讓她們磕三個頭，然後，兒子也跪

下來，連磕三個響頭，並大聲說：「爸爸，

兒子不孝，這麼多年來，我做了很多對不起

您的事，您能原諒我嗎？」我流著淚點點

頭。此時，我才真正體會到，甚麼叫做人心

融化。

後來，兒子的白血病第二次復發，醫

生說，遇到這樣的病況，病人幾乎是九死一

生；但我相信，人的生死是在上帝手中，不

是在醫生的口中。於是我天天為兒子禱告。

在禱告中，上帝把平安放在我心裡。我對兒

子說：「兒子，別怕！ 我很肯定， 上帝一

定醫治你！ 」尚不信主耶穌的兒子聽了，

半信半疑。後來，在他的醫治過程中發生了

許多奇蹟，他接受了一個正在試驗階段的手

術（臍帶造血），收到前所未有的好效果。

終於，他從死亡的懸崖邊返回！現在他的白

血球已經恢復到正常人的數量，已回公司上

班。而且他不僅信主受洗，全家大小也都歸

於主基督耶穌的名下。我們這一家實在有福

啊！

我想，沒有我和他的和好，我又怎能

為他忠心代禱呢？沒有我生命的改變，沒有

我親身經歷爭戰禱告的得勝，他怎麼會相信

為他死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呢？我知道，上

帝讓萬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叫我們信祂的人

得著益處，那麼，發生在我們家中的一切，

都有上帝的美意。我要將感謝、頌讚都歸給

我們的上帝！

（文載自［中信］）

一世冰雪瞬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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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小学枪击案发生后，

纽约时报重发了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

写于2017年的一篇报道，分析了美国的枪支谋

杀率，以及更好的管理枪支的方法。在美国枪

支管理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仍悬

而未决。

大规模枪击事件再次震撼了美国。5月14日

，一名枪手在布法罗的一家超市杀害了10人。周

二（5月24日），至少19名儿童和两名成年人在

得克萨斯州的乌瓦尔德丧生。这是自2012年桑迪

胡克小学大屠杀以来，最致命的小学枪击案。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2017年，当时一名枪

手在得克萨斯州一所教堂杀害了26人。但这个

问题仍然具有悲剧性意义，而且在美国收紧枪

支安全政策之前，这个问题将一直存在。

美国拥有的枪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美国拥有3亿多支枪，大致相当于每个公民

一支，而且它的枪支死亡率也很高。在另一个

极端，日本每100人拥有不到一把枪，整个国家

每年死于枪下的人通常不到10人。

我们有一个管理枪支的模型：汽车

枪支爱好者经常抗议：汽车造成的死亡人

数和枪支一样多，我们没有禁车！

是这样的，但汽车实际上是我所建议的公

共健康方法的一个典范。

注：公共健康方法（ public health approach

）包括定义和衡量问题，确定问题的原因或风

险因素，确定如何预防或改善问题，以及在更

大范围内实施有效的战略并评估其影响。

我们不禁止汽车，但我们努力管理汽车，

限制使用汽车，以减少汽车造成的死亡人数。

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美国每1亿英里的死亡

率降低到不到1946年的七分之一。美国每1亿

英里的死亡率。

自由派的方法是无效的。使用公共健康方

法来代替。

坦率地说，自由派对枪支的反对往往是无

效的，有时还会适得其反。针对攻击性武器的

长达10年的禁令收效甚微，部分原因是，对枪

支的定义是关于刺刀座（金属支架）等外观特

征的；还有部分原因是，即使在禁令出台之前

，此类枪支也只在2%的犯罪中使用。

左派有时强调“枪支管制”，这吓跑了枪

支拥有者，导致更多的枪支销售。一个更好的

框架是“枪支安全”或“减少枪支暴力”，并

以汽车安全管理为模型：不断努力使产品更安

全，并限制最可能滥用这些产品的人使用。

如果以汽车管理为模型，那么枪支的管理

方法会是怎样的呢？它将包括：

背景调查：22%的枪支是在没有背景调查的

情况下获得的。

保护令：禁止受到家庭暴力保护令制约的

男性持有枪支。

禁止21岁以下的人购买枪支(许多州已经如

此)。

安全存储：这些物品包括扳机锁以及分开

存放的枪支和弹药，尤其是当孩子们在家里的

时候。

代理人购买：加强对代理人购买武器的执

法，并对每个月可以购买的枪支数量进行一些

限制。

弹药检查：对购买弹药的人进行一次性背

景调查。

取消枪支公司豁免权：这是对特定行业的

补贴。

禁止撞火枪托：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其

用来模拟自动武器射击。

研究“智能枪”：只有在输入指纹或密码

，或和特殊的手链配合使用时才会开火。

如果有人偷了我的iPhone，它就没用了，枪

支也是一样。早在19世纪，枪支制造商就已经

开始生产防止儿童动用的枪支(后来又放弃了)，

现在是时候推进这项技术了。智能枪支和安全

储存的结合也会减少美国每年被盗窃的枪支数

量，现在这个数量大约是20万。

我们还需要弄清楚通常由警察部门进行的

枪支回购，是否具有成本效益并有助于减少暴

力。我们还可以尝试更多的反帮派行动，比如

“治愈暴力”(Cure Violence)，它在减少枪击事

件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

枪支越少=死亡越少

的确，枪支偶尔被用来制止暴力。但与美

国步枪协会(NRA)的说法相反，这种情况很罕见

。暴力政策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2012年，有

259起由有充分理由的杀人案件，是由公民个人

使用枪支进行的。美国各州有枪家庭的比例。

全美平均有32%的家庭有枪。

宽松的法律往往使好人很容易得到枪支，

坏人也更容易得到枪支。压倒性的证据表明，

总的来说，更多的枪支和更宽松的枪支法律，

导致更多的暴力死亡和伤害。发表在《内科医

学年鉴》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家中有枪与枪击

死亡的风险增加有关，尤其是自杀，但显然也

有他杀的风险。

2015年，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 阿博特在推特

上表示，他对该州在购买新枪支的申请中排名

第二(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感到“尴尬”，尽管

这些申请达到了100万条。

“让我们加快步伐，得州人，”他写道。

显然，阿伯特和NRA都认为，枪支越多，

社会就越安全，但统计数据并不认同这一点。

阿博特应该看看那些图表。

大规模枪击事件并不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批评人士会说，我引用的这类措施并不能

防止许多枪击事件。例如，我提出的任何建议

都可能无法阻止2017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发

生。

注：2017年 10月 1日，美国内华达州天堂

市赌城大道的“91号公路丰收”露天乡村音乐

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61人死亡，500至

851人受伤，其中约422人受枪伤。截止案发时

，它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这是真的，而且也没有魔法棒可用。然而请

记住，尽管大规模枪击事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但它们不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更典型的是一

个朋友枪杀了另一个人，一个丈夫杀死了他的妻

子，或者，最常见的，一个男人自杀了。

怀疑论者会说，如果人们想自杀，我们也

无能为力。事实上，如果你让自杀变得更困难

一点，自杀率就会下降。

下面的数据显示，大规模枪击事件只占枪

击案总数的一小部分，自卫也是如此，尽管

NRA可能会让你相信并非如此。2016年，2.2万

人死于枪支自杀，1.176万人死于谋杀。

严格的枪支法律能降低枪支谋杀率

对于那些认为枪支法没有影响的怀疑论者

，想想在密苏里州和康涅狄格州发生的事情。

1995年，康涅狄格州收紧了抢支执照法，2007

年，密苏里州放松了枪支法。

结果呢？在加强枪支法律之后，康涅狄格

州的枪支杀人率下降了40%。密苏里州放宽枪

支法律后，枪支谋杀率上升了25%。

枪支研究的一个教训是，我们通常只关注

枪支本身，而关注谁能接触到它们可能更有成

效。汽车或枪支在没有犯罪记录的45岁女性手

中通常是安全的，但如果被一个有酗酒史或家

庭暴力保护令的19岁重罪犯使用，就可能是危

险的。

然而，我们的法律往往更多地关注武器本

身(比如攻击性武器禁令)，而不是武器的使用。

在许多地方，对收养狗的人，比对购买枪支的

人进行了更严格的筛选。

在这两个州，法律影响了枪支获得，尽管

有迹象表明，康涅狄格州也涉及其他因素(相关

性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但结果值得深思。

枪支研究的缺乏令人震惊

关于枪支暴力的研究极其缺乏，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NRA对此类研究极度敌视，而且国会

的任期也延长了。当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试图研究枪支暴力时，国会的反应是削减资金。

以下是1973年至2012年间，美国人因四种

疾病（从上到下依次是狂犬病，脊髓灰质炎，

霍乱和白喉）和枪支而死亡的人数，以及同一

时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为研究每种疾病

而获得的研究经费。正确的训练方式可以大有

裨益

减少枪支滥用的一个方法是更好的培训。

当我还是俄勒冈州一个13岁的农村男孩时，我

参加了NRA的枪支安全课程(参加这个课程的时

候，我自动成为NRA的一年会员，这让我成为

了一个鄙视这个组织的一员)。这些类可能非常

有用，审计发现，超过80%的内容包括检查枪

支是否上膛，在准备射击前保持手指远离扳机

，以及确定目标。

然而，审计还表明，训练者更有可能支持

NRA或支持携带枪支，而不是安全储存枪支。

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因为所有课程都应涵盖

枪支和酒精的风险、因自杀和家庭暴力而遭受

虐待的风险、安全储存的需要等等。以下是研

究人员2014年至2016年审计枪支课程时，发现

其中包括的内容：

鼓励训练员携带枪支：81%的课程讨论了这

项内容，下同。

鼓励拥有枪支：76%

防止儿童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拿到枪：70%

鼓励使用枪支自卫：69%

子弹跳飞：60%

预防盗窃：60%

鼓励加入枪支权利组织：56%

正当防卫开枪的法律后果：55%

防止儿童接触枪支的法律：53%

建议：不使用时，不上膛存放：50%

建议：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枪支：45%

儿童和枪支事故：45%

危机时的决策：30%

盗窃是枪支犯罪的一个重要来源：20%

降低威胁的技巧：15%

建议：报告被盗枪支：10%

留意家庭成员的自杀迹象：10%

家庭暴力的风险：10%

未来的道路：在一些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同意

在枪支暴力问题上取得进展有时似乎毫无

希望，尤其是在NRA似乎把国会当人质的情况

下。但我比较乐观。

我们都同意限制枪支。没有人相信人们可

以在大街上开坦克，或者在后院放高射炮。我

去过也门北部的一些地方，在那里人们实际上

可以买到坦克或高射炮，以及全自动武器，那

个地区现在已经卷入了内战。但幸运的是，在

美国，我们已经同意禁止这些武器。

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会限制枪支，

而在于在哪里划定界限，以及限制哪些枪支。

以下是有关枪支安全的调查数字：展望未

来，我乐观地认为，在州一级可以这个问题可

以取得进展，一些必要的研究资金将来自私人

基金会。也许一些警察部门会订购智能枪支来

帮助开拓市场。

但改革的真正动力将来自公众的支持。特

别要注意的是，即使是拥有枪支的家庭，也有

93%的人支持在购买枪支时进行了普遍的背景调

查。

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确凿的事实：最近

的枪击事件完全是可以预测的。

在每一次这样的事件之后，我们哀悼死者

并同情受害者，但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根本措施

来减少脆弱性。

你们中的一些人会抗议说，在枪击事件发

生后立即讨论枪支还为时过早，或者利用这样

的悲剧来获得政治分数是对死者的不尊重。然

而，自1970年以来，死于枪支暴力(包括自杀)的

美国人(约140万人)，比美国历史上自独立战争

以来的所有战争(约130万人)都多。而且不仅仅

是帮派成员：在美国，每年被枪杀的学龄前儿

童(约75人)比警察还多。

是的，让美国更安全很困难：没有完美的

解决方案。第二修正案（保障了公民持枪权）

是一种约束，我们两极分化的政治体系和枪支

游说团体的权力也是一种约束。目前还不清楚

我的一些建议是否有效，无论如何，这都将是

一个漫长的、不确定的、艰难的过程。

但汽车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通过公共卫生

的方法逐步解决一个大问题：正如汽车安全的

改善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一样，在一些枪支政策

专家看来，一套明智的、政治上可行的公共卫

生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将美国的枪支

死亡人数减少三分之一，或每年挽救1万多人的

生命，这似乎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不要只是为死者流泪，要发表

沉痛的演讲，降下国旗。让我们开始拯救生命

吧。

美国应如何控枪，减少枪击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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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死不死今天女厕有个小女孩。”

最近，一位男童妈妈吐槽，带儿子去女厕遭

“质疑”的微博爆了。

当天，这位妈妈带儿子小胖上女厕所，没成想

一旁上厕所的小女孩，突然问自己妈妈：

“为什么男孩要来上女厕所呢?”

女孩妈妈耐心解释：“可能是因为哥哥的爸爸

没有来，所以只好来女厕所啦。”

小女孩没再说话，但小男孩可能生气或觉得羞

愧难当，死活不愿意在女厕上厕所了，最后在外用

矿泉水瓶子解决了。

上厕所问题解决了，但事件却没完...

男孩的妈妈气急败坏，随即在微博上言辞激烈

发了帖，对小女孩和她的妈妈进行了谩骂：

“我真服了，能不能嘴别那么欠!”

帖子一出，立即引来一片声讨。

女厕所里有女孩，是“好死不死”?当然，也

有人解释“好死不死”是一句地方习惯用语，但女

孩合理疑问，竟然成了“嘴欠”。

孩子都知道羞耻回避，妈妈竟然颠倒黑白。

尤其许多女童妈妈和女性朋友，纷纷涌进评论

区，吐槽炮轰男童进女厕带来的尴尬不便。

“不仅有男童进女厕所、女澡堂、女更衣室，

甚至有男童肆无忌惮地趴地上，扒着隔间偷看。”

这已不是对他人造成“不便”了，而是对他人

侵犯了。

厕所问题需要解决，孩子的性教育问题更要重

视。

01男孩的方便不方便

作为一名家有男孩的宝妈，很理解带男孩出门

上厕所的尴尬。

爸爸不在，自己不能去男厕所，孩子又还不会

自己上厕所，更不能随地大小便，尴尬的真是急死

个人。

这不是特例，而是大多数男宝妈妈的真实烦恼。

有的妈妈顶着尴尬，连连抱歉冲进女厕所速战速。

有的妈妈会携带便携尿壶、便携马桶，在亲子

室、工具间，或者找无人的角落撑伞遮住孩子。

有的妈一人带娃无法兼顾，孩子独自在门外可

能会丢。

当然也有的家长“恃弱有理”，理所当然的带

男童进女厕所，旁若无人，自由来去。

不论哪一种，都足以说明，男孩的“方便”问

题的确不方便。

当然也不是没有采取方法，有的大城市增设了

亲子厕所、第三厕所，方便解决。

然而即便是亲子厕所，也存在不少问题。

曾看到一则新闻，北京某商场为解决男童上厕

所问题，竟然直接在女厕所设立男童小便池，引来

女性不满。

这样堂而皇之的“进驻”，不仅没有尊重女性

的隐私尊重，还让孩子觉得自己进女厕所理所当然

。

不但没方便，反而更不便。

不但没解决，反而更误导。

况且，拥有第三厕所的仅仅是部分大城市，并

没有全面推广，大部分宝妈的烦恼依然没有解决。

亲子厕所不足、爸爸带娃缺位、父母自身性观

念不正确，让男孩进女厕成为了普遍现象。

但普遍不等同于正确。

男孩方便问题不方便，这既是社会管理问题，

也是性教育缺失的问题。

男孩进女厕，可能影响孩子性别观念的模糊，

性观念的扭曲，对于孩子个人成长也有负面影响。

02今天的不合适，明天的不合法

曾看到这样一则视频，让人气愤不已。

一位年轻女子在上厕所，谁知一位6岁男童突

然闯了进来，推开了她所在包间的门。

女子惊吓过后，又气又羞，谁知男孩竟然一脸

得意地「坏笑」。

看男孩毫无羞愧、悔改之意，女子随即找孩子

家长理论。谁知家长比孩子更不知羞，不仅没道歉

，还冲着女子破口大骂：

“就你金贵怕看?”

“你都这么大女的了，你比别人多长一个?”

真是应了那句话：父母的戾气，是孩子作恶的

底气。

一点不假。

本来是一次教育孩子的机会，却成为纵容孩子

变坏的契机。

今年3月，成都一名13岁男孩因猥亵幼童被警

方带走。

“我女儿跟我说有个哥哥看她肚子。”

“他让我女儿过去，掀她衣服，脱她裤子，之

后他竟然还敢和我爸说话。”

然而更可怕的在后面。

受害者家长在调查监控中发现，受害的不仅有

自己的女儿，还有同小区的共计7名幼童。

一个13岁男孩，在同小区连续作案多起，事

后还能冷静和受害者家长聊天。

事发后，男孩家长竟然迟迟没有对受害者道歉

。

真相让人细思极恐，男孩一家让人气愤，更让

人引以为戒。孩子行为如此恶劣，家长责无旁贷，

但也折射出对孩子的性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很多家长、学校在孩子教育中，一掷千金，拼

尽全力，却唯独忽视了「性教育」。

甚至不少家长依然抱着：男孩不吃亏，孩子还

小不懂，看看没关系，这样的想法。然而犯罪的种

子，安全的隐患就是这样埋下的。

无条件的护短，看似是给孩子撑起了庇护伞，

实则为孩子以后酿下大错埋下伏笔。

孩子是父母的镜子，家长不明事理，孩子自然

是非不分。

家长没有良好引导教育，甚至自身错误的观念

，让孩子没有正确性别意识，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03后悔太迟，教育趁早

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专家叶壮表示：孩子的性别

意识，最早应该在2岁建立。

心理学界普遍认为，儿童在3-4岁间已经能够

分辨男孩和女孩身体结构上的不同。

加之，形形色色的互联网信息，也让现在的孩

子远比想象中早熟。

郑渊洁表示：儿童性教育不能晚于3岁。对此

专家们一直赞同。

在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中，揭示了过去

六年期间我国的涉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新变化。

以2016年为节点，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聚

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开始逐年上升。

2019年，未成年人犯罪中，居前六位分别是强

奸、寻衅滋事、猥亵儿童、抢劫、聚众斗殴、故意

伤害。

2017至2019年，全国法院起诉性侵未成年人

案件高达43386起;其中，受害者集中在7至11岁阶

段。

中国社科院政法学院少年儿童中心主任童小军

，在央视报道中称：未成年案件数量回升，其中

14-15岁青少年强奸案件数据也在不断上升，反映了

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管理和治理可能没有跟上。

的确，要预防青少年犯罪，减少未成年人性侵案

件，社会管理要加强，家长自身的观念更要加强。

然而，目前大部分的性教育要么是一语带过的

模糊教育，要么是只停留在教育孩子保护自己，却

没有教育孩子不要伤害侵犯他人。

都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孩子的性教育同样要

重视，要科学，更要趁早。

04办法虽比困难多，但需共同努力

有人说孩子“屎尿屁”是小问题，但「教育」

却是大问题，这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更不是妈妈

一力承担的事。

加强孩子性教育，解决男童“方便不便”问题

，需要家长、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努力。

1.学校要加强性教育，父母要主动和孩子聊聊

性。

因为爸妈主动和孩子讨论，不仅能减少孩子的

性困扰，越早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就越能减少那些

坏人有机可乘的机率，避免孩子自己偷偷摸索而受

到更多伤害，甚至成为施害的一方。

2.爸爸们要多出席，少神隐。

在公众场合多让爸爸带男宝去上厕所，树立正

确性别意识，训练孩子独立上厕所，减少妈妈的尴

尬，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3.在公共场合多增设第三厕所、亲子厕所，解

决男孩的“不便”。

当然，改变之前，仍有各种困难。但放任自流

，只会让孩子认知缺失或偏航。

关于沸沸扬扬“女厕所之争”，许多女性在据

理力争，也有不少男宝妈在诉说自己的苦衷。

其实，特殊人群的不便我们可以理解，也不会把

矛头指向孩子。但我想引起大家愤怒的是是那些把别

人的礼貌和情面，当作本分而颐指气使的父母。

他人理解很重要，但请别把他人的让步与牺牲

，当做理所应当。

女厕所不是男童久留之地，应是文明道德的体

现之处。

孩子是父母的镜子，父母是孩子的明灯。

希望我们都能做文明有理的父母，培养守礼有

德的孩子;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在不打扰他人

的前提下，和平沟通，互相体谅。

女厕被宝妈和男童“占领”后遭万人谩骂：

“我儿子进女厕所，关你们什么事？”

美南新聞美南新聞4343周年慶啟動會議周年慶啟動會議
將於將於66月月1616日日（（下周四下周四））舉行舉行

美華天主堂社團活動消息美華天主堂社團活動消息

美南國建協進會2022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圓滿成功

（本報訊）從鳳凰城來的楊葆怡修女將在六月十
八日星期六在美華天主堂張雷神父活動中心舉行一天
的避靜(廣東語)，由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主題是
「回到父身邊」，報名費$10以支付午餐等，歡迎參

加，報名或查詢請聯絡 Janet 龔(281-759-1449)或張
家 樂 執 事 (281-224-1700)。 天 華 天 主 堂 (Ascension
Catholic Church) 地 址 是 ： 4605 Jetty Lane, Houston
TX 77072. 網址：www.ascensionchinesemission.org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新聞43周
年慶啟動會議（kick off party ) 將於6月16日
（下周四）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在美南新
聞總部美南環球劇坊舉行。邀請美南新聞的
好友們共同見證43年來，我們用文字和鏡頭
紀錄在美華人的奮鬥和艱辛、跌宕起伏的歷
史。

美南新聞從43年前董事長李蔚華、社長
朱勤勤夫婦在艱困的環境中創業，從休士頓

到全美，近年來更為了因應時代之需求及變
化，已完成傳統媒體及新媒體之全面結合，
透過報紙電視網路黃頁為成千上萬的讀者及
觀眾服務。同時，美南集團屬下的國際貿易
中心，近年來更為了世界文化貿易進入美國
社區提供了平台，有超過八千家美國中小企
業透過美南集團的國際貿易中心走向國際。

尤其近三年來疫情肆虐期間，美南集團
各地的工作夥伴，更冒著病毒侵襲的危險，

衝刺在工作崗位的最前線，為我們的讀者和
觀眾提供最即時的新聞。

43年來，美南傳媒集團已成為全美最主
要的媒體之一，透過報紙、網路、電視、電
話簿。我們在休士頓、達拉斯、芝加哥、華
盛頓等地，已成為當地華人不可或缺的精神
食糧。也在我們不斷的努力之下，書寫了近
半世紀來華人奮鬥的歷史。

（本報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羅復文處長偕同科技組游慧光組長、教育組楊
淑雅組長出席美南國建協進會(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ACAP) 舉 辦 之
2022 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Science, Engineer-
ing and Technology Seminars, SETS)。該活動為
ACAP於疫情後首次舉辦之研討會，由劉準會長
志忠主持及方會長宏泰開場致詞，羅處長於餐
會中嘉賓致詞肯定ACAP 40 多年提供美南地區
專業人士科技交流平台之貢獻，並提及在台灣
政府 「六大核心戰略」政策中，美南就囊括能
源、太空與醫藥三項，為台美科技、教育與經
濟合作重點區域，期許協會繼續與辦事處緊密
合作，開啟台美合作契機。科技組游組長亦於
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TTBA)協辦之生物醫

學科技講座中介紹科技部人才培育計劃與國發
會就業金卡，鼓勵與會者協助廣宣以及推薦人
才回台服務SETS今年主題與時俱進開創綠色新
紀元，議題包含能源、環境保護、奈米及複合
科技、電動車科技、海洋科技、生物醫學科技
、健康、會計、商業管理與法律等，該研討會
早上與下午各有五場不同議題講座同時進行，
亦有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能源講座以及德州台灣
人生物科技協會協辦之生物醫學科技講座。

午餐專題演講則邀請到俄亥俄州立大學化
工系教授何文壽院士，何院士專精於低成本高
效率碳捕捉新技術研究，每場次皆有 20-30 人
參與，席間與會人士交流熱絡，透過研討活動
專業知識分享與經驗傳承，提供平台使美南地
區專業人士與科技社團有相互交流及開啟合作

契機，受益年輕學子規劃未來職涯之
路，並持續擴充台灣各領域人才庫。

美南國建協進會初創於1978年，
為美南地區最主要學人團體之一，每
年定期舉辦 SETS，長期與科技組合
作，針對台灣科技部重要科技關鍵領
域議題邀請國內講員出席研討活動促
成交流合作。今(2022)年 ACAP 舉辦
之 SETS 研討會為疫情後首次舉辦之
實體大型研討活動，積極與年輕學人
接軌，豐富的議題吸引共計至少有
200 多位專業人士與年輕學人到場共
襄盛舉交流熱烈，大會圓滿成功並期
待明年再相見。

供稿人：游慧光

職銜：科技組組長
電話：+1 (281) 928-3826 (手機)
電子郵件：tiffany@most.gov.tw

左五王敦正僑務僑務諮詢委員左五王敦正僑務僑務諮詢委員、、中間楊淑雅組長中間楊淑雅組長、、右四游慧光組長與右四游慧光組長與
學生合影學生合影

左二左二ACAPACAP方宏泰會長方宏泰會長、、左三羅總領事復文左三羅總領事復文、、中間何文壽院士中間何文壽院士、、右三游慧右三游慧
光組長光組長、、右一右一ACAPACAP劉志忠準會長劉志忠準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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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台灣旅館公會例行月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例行月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成員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成員,,美南台灣美南台灣
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陳美芬夫婦陳美芬夫婦,,
羅復文處長夫婦羅復文處長夫婦,,王韋龍副處長夫王韋龍副處長夫
婦婦,,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合影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合影

ValueValue電力公司負責人歡迎大家都使用該公司產品電力公司負責人歡迎大家都使用該公司產品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

羅復文處長到任後首次參加美南台羅復文處長到任後首次參加美南台
灣旅館公會例行月會灣旅館公會例行月會,,像徵市場已經像徵市場已經

開始復蘇開始復蘇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熱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熱
烈歡迎大家與會烈歡迎大家與會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陳美芬夫陳美芬夫
婦婦,,何怡中何怡中,,江麗君等與例行月會贊助單位江麗君等與例行月會贊助單位

ValueValue電力公司代表電力公司代表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張榮昇宣佈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張榮昇宣佈66份月會在份月會在
葉德雲葉德雲Quality InnQuality Inn舉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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