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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專營

李元鐘保險    www.johnleeins.com 
電話832-500-3228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微信和Line請加: johnleehouston李 元 鐘 保 險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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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来的爱情 填不完的“窟窿”
“走到这一步，都是我自己咎由自取……”

按照小说里的套路多次诈骗恋人，用恋人挪用的

公款过上奢侈生活的陈某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

今年7月，法院经开庭审理，全部采纳了江苏省

宜兴市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

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陈某不服，提

出上诉。日前，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微信“摇”来情缘

27岁的宗某担任一家物业公司的会计，生活

优渥的她刚刚从第一段婚姻走出来，期待有个温

暖的家。

2012年的一天，酒后的宗某通过微信“摇一

摇”结识了陈某，两人一见如故，陈某的风趣幽

默、嘘寒问暖让宗某有了不一样的情愫，而陈某

也对宗某表达了爱慕之情。

“亲爱的，我在外面出差，很快回来。”陈

某自称在英国，与宗某约定回国后见面。

一个月后，陈某来到宗某居住的城市，两人

在约定地点见面。见面后，宗某发现陈某穿着朴

素，长相憨厚，看起来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当天，两人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恋爱后，陈某每个月都抽空陪宗某几天，购

物逛街、旅游观光，无微不至。宗某满心期待与

陈某结婚生子，并认为自己有了一个完美的爱情

故事。

挪用公款支援爱人创业

“亲爱的，我们一起赚钱吧！”2013

年9月，陈某向宗某提出创业的想法，并向

宗某借钱。“天津的王总是我的好朋友，

不会让我们吃亏的。”热恋中的宗某见男

友说得诚恳，便没有拒绝。

由于自己的积蓄早已在两人浪漫的约

会中花光了，左思右想之下，宗某作了一

个让她终生后悔的决定。她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将100万元公款直接转给陈某，并告

诉陈某这是公款，需要归还。

“放心吧，等工程做到后，我就把预

付款转给你。”陈某暗自窃喜，“这钱来

得真快。”坠入爱河的宗某相信陈某一定

会归还公款，并带她投资赚钱。然而没过

几天，陈某就以项目运作、打点关系为由

，向宗某倾诉项目资金周转遇到一些困难

。宗某丝毫没有察觉异常，对陈某有求必

应，又陆续从公司挪出100余万元转给陈某

。

本以为帮男友解决了难题，生活能归于

平静，哪知道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陈某以扩大项目、支付工资、工作应酬等各种

理由，陆续骗取宗某200余万元。

宗某内心坚信陈某是爱她的，只是暂时

没钱归还。于是，她通过平账手段掩盖自己挪用

公款的行为。

奇葩的求助理由

2016年初，宗某发现自己怀孕

了，并兴奋地告诉了陈某，表达想和陈

某结婚的想法。但陈某却没那么高兴，

让宗某打掉孩子：“等我赚了钱再要，

给你和孩子最好的生活。”宗某虽然失

望，但认为这是

她和陈某的爱情

结晶，坚持把孩

子生了下来。此

后，陈某开始和

她聚少离多，有

时一个月难见一

次面，二人通过微信保持联系。

孩子出生后不久，宗某从陈某的一个微信朋

友处得知陈某“身患胃癌”，吓得她赶紧向陈某

求证。“我没有多长时间了，你和孩子多保重。

”陈某告诉宗某，自己在北京化疗。心急如焚的

宗某又从公款中转出十几万元给陈某当作医疗费

。

2016年10月，陈某突然告诉宗某：“出事了，

我们的钱让王总给黑了，他已逃到柬埔寨，我必须

把王总带回来，自证清白。”这让宗某心乱如麻。

由于陈某人在国外，两人的联系时有时无。

一个月后的深夜，陈某再次联系宗某：

“我组织人员抓王总时，受了重伤，现在被人

追杀，身上财物遗失了，给我买张机票。”宗

某来不及多想，立即从公司账户转了1万余元

给陈某。之后，陈某不停地向宗某诉苦，担心

自己受伤截瘫、留有后遗症，迫使宗某不停地

给他转款。

2016年11月，宗某终于盼回了陈某，以为可

以安分地过日子。没想到，陈某提出还要去国外

接受后续治疗。2017年下半年开始，宗某就很难

再见到陈某。陈某谎称自己在东南亚、欧洲加入

私人武装安保公司，积攒了大量黄金，日常由自

己的“秘书”和宗某联系，通报情况。其间，宗

某每月还要从公款中转出十几万元给陈某当作医

疗费。

克隆小说情节编造“玄幻经历”

2021年 10月，陈某的“秘书”微信联系宗

某，称陈某受重伤昏迷，急需钱治疗，只能用

美元、欧元支付。此时，已经贪污巨额公款的

宗某仍期待陈某回国，认为到那时就有钱救自

己。于是，宗某继续向陈某转账，给他买药治

疗。

今年 1 月 14 日，宗某的公司发现了账目

问题，遂报警，宗某投案自首。荒唐的是，

在宗某投案自首的前一天，陈某的“秘书”

还在微信上向宗某催促治疗费。此时，已濒

临崩溃的宗某说：“我出事了，他能救我吗

？我已经没钱了，你们救他吧！”不一会儿

，陈某的“秘书”回复：“嫂子，老大错过

了抢救时间，走的时候非常痛苦，我们已经

尽力了。”“嫂子，你还在吗？”——此时

，宗某已无法回复了。到案后，宗某对自己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月15日，公安机关将陈某抓获归案。4月20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将陈某移送宜兴市检

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陈某是一个已婚的无业游民，一直生

活在无锡，从未出国，所谓的“王总”“秘书”

等不过是他扮演的角色罢了。当陈某得知宗某怀

孕后，为逃避责任，编造了自己身患胃癌的借口

。后来，陈某实在找不到借口，便找来一本小说

，按照小说里的内容表演，这才有了后面的私人

武装安保公司生涯。其间，陈某不断以投资、治

病、治伤等为借口，诈骗宗某740余万元。他用

诈骗所得给自己和妻子购买豪车、房产、名牌衣

服、彩票，还用于打赏女主播等。

今年5月，宜兴市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陈某提

起公诉。同年7月，法院经开庭审理，全部采纳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依法作出上述判决。陈某不

服，提出上诉。日前，经法院审理终结，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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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2年11月19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低於預期，第十三屆全國政

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

世錦18日出席第十三屆財新峰會時表示，新冠疫情三年來，中

國經濟實際增速持續低於潛在增長率，這種情況不能再持續下

去了。隨着近期優化防疫政策“20條”、房地產金融“16

條”、推動平台經濟發展等政策出台和落地，中國經濟恢復的

有利條件在增加，建議2023年政府應提出不低於5%的增長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經濟學家建言促明年經濟回升

銀行辦個人養老金業務 管理辦法出台

劉世錦進一步指出，2022年經濟增速基數低，
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夠大步或者全面擺脫疫

情衝擊的影響，各項穩增長措施落實到位，尤其是
改革開放加大力度，穩預期、穩信心見到成效，實際
增速可能更高一些，應力爭2022-2023年兩年平均增
速達到5%左右。

力爭今明年平均增速達5%
劉世錦研究團隊測算，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

增長率在5%-5.5%，今年前三季度實際增速只有
3%。從近期經濟走勢看，今年全年達到5%增速有
一定難度，估計可能只有3.5%左右，考慮到2020
年至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5.1%，過去三年平均增
速是低於5%的潛在增長率。

需要帶動匯率合理升值
劉世錦認為，經濟實際增速長期低於潛在增長

率，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中長期經濟增長機制
性損傷、新老動能轉換減緩等後果。

另外，中國提出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的人均收入水平，據測算其間經濟增速要不低於
4.7%，“從潛在增長率水平看，難度相當大。為實

現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能爭取到的實際增
速必須要爭取。而且僅靠實際增速硬增長還不夠，
立足點必須放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
上，由此帶動匯率的合理升值。”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
偉民在同一場合亦表示，當前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是增長速度過低，經濟增長持續滑出合理區間，對
經濟內在機理的衝擊很大，對經濟發展後勁的影響
很大，必須要及時扭轉，應該力促明年經濟增長重
回合理區間。

對於促進經濟回升，楊偉民提出，要把握好政策
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把握好發展與監管、長期與短
期的平衡；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打消幹部怕問
責的心理，分清抓落實與責任制；還要扭轉企業預
期，需要增強體制機制和政策上的一些確定性。

楊偉民說，二十大報告提出的許多新論斷、新
思路，比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等，具有思想上
定心丸的作用，要大力宣傳這一方針性的政治導
向，更要繼續通過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使思想上
的定心丸轉化為體制政策上的定心丸。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劉福壽在財新
峰會上表示，下一步銀保監會將穩步擴大規則、規

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重點之一是立足發
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財富管理、不良資
產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外資機構來華
投資展業。

銀保監：吸引財富管理等外資來華
他指出，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銀保監始終秉

持三項原則。一是擴大開放與自主靈活實施並立，
結合國內改革發展目標和國家戰略需要進行開放，
實現互利共贏。二是擴大開放與維護金融安全並
重，通過有效措施保障金融安全，落實開放的舉
措。三是擴大開放與有序推進並行，注重對外開放與
中國實際相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銀行業、保險業
對外開放的道路。

對於下一步金融業對外開放，劉福壽表示將穩
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同
時，將立足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
高質量金融資源要素集聚，在財富管理、不良資產
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引入具備專業
特色、經營穩健、資質優良的外資機構。同時鼓勵
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積極開展與國際多邊組
織的合作。

◆第十三屆全
國政協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
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
任劉世錦。
財新峰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18日發布商業銀
行和理財公司個人養老金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通
知，規定已納入養老理財產品試點範圍的理財公
司，可以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截至2022年三季
度末，一級資本淨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主要
審慎監管指標符合監管規定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等，
可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通知並指出，商業銀行、
理財公司應當在正式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後10日

內向其直接監管責任單位報告相關情況。
中國證監會18日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銷售機

構名錄，其中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
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等16家商業銀行，中信
證券、廣發證券、華泰證券等14家證券公司；以
及7家獨立基金銷售機構，包括螞蟻集團旗下螞蟻
（杭州）基金銷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和上海
天天基金。

同日，中國證券會並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名
錄，包括國泰基金、南方基金、南方基金、易方達
等基金管理人旗下共129隻基金納入其中。

本月初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五部委聯合
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稱，參加者每年繳納個人
養老金額度上限為12,000元人民幣，並將根據經濟
社會發展水平、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發展情況等因
素適時調整繳費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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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
蘭上海報道）本周最後一個交
易日，A股大盤整體呈窄幅震
盪，滬綜指再度探至3,100點下
方。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發文
支持職業教育，刺激教育板塊
漲逾5%。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097點，跌18點或0.58%；深
成指報 11,180 點，跌 41 點或
0.37%；創業板指報2,389點，
漲 3點或 0.16%。兩市共成交
9,787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淨流入51億元，為連
續6日淨買入。本周滬綜指累漲
0.32%，深成指周漲0.36%，創
業板指周跌0.65%。

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方案》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印發

《職業學校辦學條件達標工程
實施方案》，要求各地統籌區
域職業教育資源，結合區域經
濟社會發展需求，優化職業學
校布局，合理確定招生規模，
制定辦學條件補齊方案，用好
盤活事業編制資源優先支持職
業教育。教育板塊逆市升5%，
豆神教育、國新文化、學大教
育、中公教育漲10%，至此教
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
9%。

國聯證券分析，乘政策東
風，職業教育有望迎來黃金時
代。近期市場熱點延續，中
藥、醫療板塊連續第二日向
上。風電、光伏板塊重拾升
勢。遊戲板塊衝高回落，小幅
收紅。跌幅榜上，旅遊酒店、
半導體、航天航空殺跌，旅遊
酒店板塊重挫3%。

◆教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9%。圖
為學生在實訓室加工軸類零件。 資料圖片

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文 匯 要 聞2 ◆責任編輯：何佩珊

團團病逝台北
兩岸民眾不捨兩岸民眾不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東森新聞雲、中時

新聞網、聯合新聞網及記者向芸報道，大陸贈台

大熊貓“團團”於19日13時48分在台北病逝，享年18

歲，相當於人類54歲。台北動物園19日在發布會上表

示，研判“團團”難以有質量自主生活，遂決定讓其在

麻醉中沉睡、不再繼續痛苦。台北動物園發布“團團”

不幸離世消息後，兩岸民眾紛紛表達不捨。

台北動物園介紹，大熊貓“團團”19日凌
晨三度發作癲癇，醫療照管團隊對其施

打抗癲癇藥物和鎮定藥物，7時許癲癇症狀才
暫歇，“團團”身體非常虛弱，完全無法進
食。

台北動物園獸醫室主任賴燕雪在19日下午
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團團”的血檢結果顯
示其紅血球減少、貧血、肝功能指數異常，通
過CT可以看到腦病變的病灶擴大。

麻醉中沉睡不再痛苦
台北動物園表示，隨着“團團”癲癇頻率

明顯增加，醫療照管團隊發現短效型抗癲癇藥
物已無法有效抑制其癲癇發作，“團團”的生
理和精神狀況每況愈下，其他重要指標也顯示
其健康情況在“走下坡”，“團團”難以再有
質量地自主生活。醫療照管團隊在百般不捨
中，共同決定讓“團團”在麻醉中沉睡、不再
繼續痛苦。台北動物園發言人表示，這是最符
合動物福祉的決定。

遺體將製成標本保留
台北動物園發言人在發布會上介紹，園方

將對“團團”的遺體作病理解剖，了解其病因
是否為遺傳性；此外，遺體將被製作為標本留
在動物園館內，園方也考慮以活體細胞保存方
式保存“團團”精子、皮膚、肝臟等部分的細
胞。

對於有關“團團”的追悼紀念活動，該
發言人表示已有初步規劃，將整理“團團”

從小到大的故事向民眾展出。
台北動物園發布消息後，台灣民眾紛紛表

達不捨。“‘團團’一路好走。”在台灣東森
新聞雲、中時新聞網等多家台媒留言板中，台
灣網友紛紛表達對“團團”離世的不捨之情。
有網友表示，“感謝‘團團’從大陸來台，謝
謝‘團團’，一路好走。”也有網友說，“感
謝‘團團’為我們帶來歡樂。”

“團團”離世的消息傳到大陸立刻登上微
博熱搜第一名，大陸網友紛紛湧入哀悼。大陸
網友心碎表示“哭了，好難過……”“再見寶
貝”“再也不能團團圓圓了”“太可惜了，本
來以為能轉好的”“和平友愛的使者，兩岸人
民會永遠記得‘團團’的”“一路走好‘團
團’”。

8月底開始癲癇發作
雄性大熊貓“團團”出生於2004年9月1

日，2008年12月23日抵達台灣後，長期生活
在台北動物園。“團團”於2022年8月下旬突
然出現癲癇、口吐白沫的症狀，9月18日被送
往台大附設動物醫院進行檢查，發現有腦部水
腫、壞死的現象。

應台北動物園邀請，2名大陸專家曾於11
月1日至7日赴台參與“團團”治療和護理工
作。在台期間，2名專家根據“團團”前期檢
查結果及觀察到的身體狀況和用藥反應等，與
大陸專家團隊商討後，提出了針對性治療和護
理方案建議，並與台北專家團隊進行了深入細
緻交流。

享年18歲相當於人類54歲
台灣民眾：謝謝你給我們帶來歡樂

野生大熊貓的平均壽命為18
至20歲，圈養大熊貓的平均壽命
為25至30歲。大熊貓從20歲便開
始步入老年，這時的牠們生命體徵
與青壯年時期相比大不同。

相比青年期的大熊貓，老年大熊貓會變得更加
嗜睡，活動量減少，行動遲緩，食量減少，對氣候
環境適應程度弱。隨着年齡的增長，老年大熊貓視

力下降、牙齒脫落，同時可能會出現高血壓、關節
痛、腹積水、肝功能下降、心臟功能衰竭等老年病
症狀。

在圈養條件下，工作人員會為老年大熊貓配置
專門的食物，補充其他有營養的輔食和保健品，並
對牠們的身體健康狀態進行實時監測，為牠們提供
一個舒適的“養老”環境。

◆新華網

大熊貓20歲進老年 均齡不過30歲

◀ ““團團團團””治療治療
期間期間，，各地粉絲的各地粉絲的
祝福從未間斷祝福從未間斷，，貼貼
滿大熊貓館出口處滿大熊貓館出口處
的牆上的牆上。。 中通社中通社

◆◆贈台大熊贈台大熊
貓貓““團團團團””
剛到台北動剛到台北動
物園時的影物園時的影
像像。。

新華社新華社

◆◆ 多年來多年來，“，“團團團團”“”“圓圓
圓圓””為台灣民眾帶來無數歡為台灣民眾帶來無數歡
樂和美好記憶樂和美好記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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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9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低於預期，第十三屆全國政

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

世錦18日出席第十三屆財新峰會時表示，新冠疫情三年來，中

國經濟實際增速持續低於潛在增長率，這種情況不能再持續下

去了。隨着近期優化防疫政策“20條”、房地產金融“16

條”、推動平台經濟發展等政策出台和落地，中國經濟恢復的

有利條件在增加，建議2023年政府應提出不低於5%的增長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經濟學家建言促明年經濟回升

銀行辦個人養老金業務 管理辦法出台

劉世錦進一步指出，2022年經濟增速基數低，
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夠大步或者全面擺脫疫

情衝擊的影響，各項穩增長措施落實到位，尤其是
改革開放加大力度，穩預期、穩信心見到成效，實際
增速可能更高一些，應力爭2022-2023年兩年平均增
速達到5%左右。

力爭今明年平均增速達5%
劉世錦研究團隊測算，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

增長率在5%-5.5%，今年前三季度實際增速只有
3%。從近期經濟走勢看，今年全年達到5%增速有
一定難度，估計可能只有3.5%左右，考慮到2020
年至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5.1%，過去三年平均增
速是低於5%的潛在增長率。

需要帶動匯率合理升值
劉世錦認為，經濟實際增速長期低於潛在增長

率，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中長期經濟增長機制
性損傷、新老動能轉換減緩等後果。

另外，中國提出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的人均收入水平，據測算其間經濟增速要不低於
4.7%，“從潛在增長率水平看，難度相當大。為實

現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能爭取到的實際增
速必須要爭取。而且僅靠實際增速硬增長還不夠，
立足點必須放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
上，由此帶動匯率的合理升值。”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
偉民在同一場合亦表示，當前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是增長速度過低，經濟增長持續滑出合理區間，對
經濟內在機理的衝擊很大，對經濟發展後勁的影響
很大，必須要及時扭轉，應該力促明年經濟增長重
回合理區間。

對於促進經濟回升，楊偉民提出，要把握好政策
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把握好發展與監管、長期與短
期的平衡；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打消幹部怕問
責的心理，分清抓落實與責任制；還要扭轉企業預
期，需要增強體制機制和政策上的一些確定性。

楊偉民說，二十大報告提出的許多新論斷、新
思路，比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等，具有思想上
定心丸的作用，要大力宣傳這一方針性的政治導
向，更要繼續通過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使思想上
的定心丸轉化為體制政策上的定心丸。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劉福壽在財新
峰會上表示，下一步銀保監會將穩步擴大規則、規

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重點之一是立足發
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財富管理、不良資
產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外資機構來華
投資展業。

銀保監：吸引財富管理等外資來華
他指出，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銀保監始終秉

持三項原則。一是擴大開放與自主靈活實施並立，
結合國內改革發展目標和國家戰略需要進行開放，
實現互利共贏。二是擴大開放與維護金融安全並
重，通過有效措施保障金融安全，落實開放的舉
措。三是擴大開放與有序推進並行，注重對外開放與
中國實際相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銀行業、保險業
對外開放的道路。

對於下一步金融業對外開放，劉福壽表示將穩
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同
時，將立足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
高質量金融資源要素集聚，在財富管理、不良資產
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引入具備專業
特色、經營穩健、資質優良的外資機構。同時鼓勵
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積極開展與國際多邊組
織的合作。

◆第十三屆全
國政協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
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
任劉世錦。
財新峰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18日發布商業銀
行和理財公司個人養老金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通
知，規定已納入養老理財產品試點範圍的理財公
司，可以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截至2022年三季
度末，一級資本淨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主要
審慎監管指標符合監管規定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等，
可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通知並指出，商業銀行、
理財公司應當在正式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後10日

內向其直接監管責任單位報告相關情況。
中國證監會18日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銷售機

構名錄，其中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
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等16家商業銀行，中信
證券、廣發證券、華泰證券等14家證券公司；以
及7家獨立基金銷售機構，包括螞蟻集團旗下螞蟻
（杭州）基金銷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和上海
天天基金。

同日，中國證券會並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名
錄，包括國泰基金、南方基金、南方基金、易方達
等基金管理人旗下共129隻基金納入其中。

本月初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五部委聯合
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稱，參加者每年繳納個人
養老金額度上限為12,000元人民幣，並將根據經濟
社會發展水平、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發展情況等因
素適時調整繳費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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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
蘭上海報道）本周最後一個交
易日，A股大盤整體呈窄幅震
盪，滬綜指再度探至3,100點下
方。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發文
支持職業教育，刺激教育板塊
漲逾5%。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097點，跌18點或0.58%；深
成指報 11,180 點，跌 41 點或
0.37%；創業板指報2,389點，
漲 3點或 0.16%。兩市共成交
9,787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淨流入51億元，為連
續6日淨買入。本周滬綜指累漲
0.32%，深成指周漲0.36%，創
業板指周跌0.65%。

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方案》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印發

《職業學校辦學條件達標工程
實施方案》，要求各地統籌區
域職業教育資源，結合區域經
濟社會發展需求，優化職業學
校布局，合理確定招生規模，
制定辦學條件補齊方案，用好
盤活事業編制資源優先支持職
業教育。教育板塊逆市升5%，
豆神教育、國新文化、學大教
育、中公教育漲10%，至此教
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
9%。

國聯證券分析，乘政策東
風，職業教育有望迎來黃金時
代。近期市場熱點延續，中
藥、醫療板塊連續第二日向
上。風電、光伏板塊重拾升
勢。遊戲板塊衝高回落，小幅
收紅。跌幅榜上，旅遊酒店、
半導體、航天航空殺跌，旅遊
酒店板塊重挫3%。

◆教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9%。圖
為學生在實訓室加工軸類零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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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錦進一步指出，2022年經濟增速基數低，
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夠大步或者全面擺脫疫

情衝擊的影響，各項穩增長措施落實到位，尤其是
改革開放加大力度，穩預期、穩信心見到成效，實際
增速可能更高一些，應力爭2022-2023年兩年平均增
速達到5%左右。

力爭今明年平均增速達5%
劉世錦研究團隊測算，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

增長率在5%-5.5%，今年前三季度實際增速只有
3%。從近期經濟走勢看，今年全年達到5%增速有
一定難度，估計可能只有3.5%左右，考慮到2020
年至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5.1%，過去三年平均增
速是低於5%的潛在增長率。

需要帶動匯率合理升值
劉世錦認為，經濟實際增速長期低於潛在增長

率，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中長期經濟增長機制
性損傷、新老動能轉換減緩等後果。

另外，中國提出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的人均收入水平，據測算其間經濟增速要不低於
4.7%，“從潛在增長率水平看，難度相當大。為實

現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能爭取到的實際增
速必須要爭取。而且僅靠實際增速硬增長還不夠，
立足點必須放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
上，由此帶動匯率的合理升值。”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
偉民在同一場合亦表示，當前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是增長速度過低，經濟增長持續滑出合理區間，對
經濟內在機理的衝擊很大，對經濟發展後勁的影響
很大，必須要及時扭轉，應該力促明年經濟增長重
回合理區間。

對於促進經濟回升，楊偉民提出，要把握好政策
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把握好發展與監管、長期與短
期的平衡；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打消幹部怕問
責的心理，分清抓落實與責任制；還要扭轉企業預
期，需要增強體制機制和政策上的一些確定性。

楊偉民說，二十大報告提出的許多新論斷、新
思路，比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等，具有思想上
定心丸的作用，要大力宣傳這一方針性的政治導
向，更要繼續通過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使思想上
的定心丸轉化為體制政策上的定心丸。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劉福壽在財新
峰會上表示，下一步銀保監會將穩步擴大規則、規

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重點之一是立足發
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財富管理、不良資
產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外資機構來華
投資展業。

銀保監：吸引財富管理等外資來華
他指出，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銀保監始終秉

持三項原則。一是擴大開放與自主靈活實施並立，
結合國內改革發展目標和國家戰略需要進行開放，
實現互利共贏。二是擴大開放與維護金融安全並
重，通過有效措施保障金融安全，落實開放的舉
措。三是擴大開放與有序推進並行，注重對外開放與
中國實際相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銀行業、保險業
對外開放的道路。

對於下一步金融業對外開放，劉福壽表示將穩
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同
時，將立足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
高質量金融資源要素集聚，在財富管理、不良資產
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引入具備專業
特色、經營穩健、資質優良的外資機構。同時鼓勵
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積極開展與國際多邊組
織的合作。

◆第十三屆全
國政協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
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
任劉世錦。
財新峰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18日發布商業銀
行和理財公司個人養老金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通
知，規定已納入養老理財產品試點範圍的理財公
司，可以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截至2022年三季
度末，一級資本淨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主要
審慎監管指標符合監管規定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等，
可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通知並指出，商業銀行、
理財公司應當在正式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後10日

內向其直接監管責任單位報告相關情況。
中國證監會18日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銷售機

構名錄，其中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
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等16家商業銀行，中信
證券、廣發證券、華泰證券等14家證券公司；以
及7家獨立基金銷售機構，包括螞蟻集團旗下螞蟻
（杭州）基金銷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和上海
天天基金。

同日，中國證券會並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名
錄，包括國泰基金、南方基金、南方基金、易方達
等基金管理人旗下共129隻基金納入其中。

本月初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五部委聯合
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稱，參加者每年繳納個人
養老金額度上限為12,000元人民幣，並將根據經濟
社會發展水平、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發展情況等因
素適時調整繳費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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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
蘭上海報道）本周最後一個交
易日，A股大盤整體呈窄幅震
盪，滬綜指再度探至3,100點下
方。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發文
支持職業教育，刺激教育板塊
漲逾5%。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097點，跌18點或0.58%；深
成指報 11,180 點，跌 41 點或
0.37%；創業板指報2,389點，
漲 3點或 0.16%。兩市共成交
9,787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淨流入51億元，為連
續6日淨買入。本周滬綜指累漲
0.32%，深成指周漲0.36%，創
業板指周跌0.65%。

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方案》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印發

《職業學校辦學條件達標工程
實施方案》，要求各地統籌區
域職業教育資源，結合區域經
濟社會發展需求，優化職業學
校布局，合理確定招生規模，
制定辦學條件補齊方案，用好
盤活事業編制資源優先支持職
業教育。教育板塊逆市升5%，
豆神教育、國新文化、學大教
育、中公教育漲10%，至此教
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
9%。

國聯證券分析，乘政策東
風，職業教育有望迎來黃金時
代。近期市場熱點延續，中
藥、醫療板塊連續第二日向
上。風電、光伏板塊重拾升
勢。遊戲板塊衝高回落，小幅
收紅。跌幅榜上，旅遊酒店、
半導體、航天航空殺跌，旅遊
酒店板塊重挫3%。

◆教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9%。圖
為學生在實訓室加工軸類零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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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一名外籍民眾 John（化名
）來台工作後，在任職公司辦理健保加保
，因近期公司收到衛福部健保署北區業務
組通知，提醒員工John的居留證在台居留
效期已屆滿，若沒申請展延，將影響健保
就醫權益，John 對健保署主動提醒展延非
常感謝。

健保署提醒，台灣的健保，只要符合
健保納保的外國人，無論任何國籍或職業
，符合下列投保資格之一者應參加全民健
保，且保險費與本國人計算方式相同，並
享有同等醫療權益。首先是合法的受雇者
，自受雇日起參加健保；持有台灣居留證
明文件且在台居留滿6個月者，自符合投保
日起應參加健保，例如外籍學生來台就學
，在台居留滿6個月就應投保。

健保署說，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凡
在台灣出生並領有居留證明文件的外籍新

生兒，自出生日起參加健保，舉例來說，
一對日本夫妻被外派來台灣工作，他們的
小孩在台出生，雖是外籍新生嬰兒，同樣
自出生日起受到健保的保障；另為配合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施行，對

外國專業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經
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也應自領有居留證
明文件日起參加健保。

健保署北區業務組長張温温提醒，每
月底例行會發送桃竹苗加保之外籍人士居
留效期屆滿名單，通知投保單位及以第六
類身分投保的保險對象辦理居留證效期展
延。目前每月約有750名外籍人士因居留效
期屆滿而無法使用健保，為維護健保身分
就醫權利，需注意居留證明文件有效期限
，提前主動向移民署各地服務站辦展延，
持續享有全民健保的照護。

（中央社）阿里山林業鐵路於2017年與英國威爾普蘭菲爾
鐵路締結為姊妹鐵路，經雙方達成共識下，服役多年、車齡50
歲的DL-34機關車將橫越9971公里遠赴英國，與威爾普蘭菲爾
鐵路762mm軌距無縫接軌，以台英交流大使之姿，負起3年的載
客任務。

台、英兩條鐵路締結後，雙方就展開一系列交流，由於兩條
鐵路的軌距都是762mm，威爾普蘭菲爾鐵路4年前提出借用柴油
機車頭交流的構想，經林務局派員赴英實地考察後，2019年7月
5日在林務局國際鐵路交流會議上，雙方確認DL-34柴油機車租
借計畫。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副處長周恆凱說，威爾普
蘭菲爾鐵路和阿里山林業鐵路皆採用762mm窄軌軌距，同樣有

急彎與陡坡；在運輸
歷史上，則分別從農
產品運輸與木材運送轉為觀光旅遊運輸，雖相距千里，卻像雙胞
胎般有許多共通點，也才能促成DL-34柴油機車出借當車頭的
計畫。

由於兩條鐵路的軌距一致，昨天DL-34台英交流啟程記者
會，就以 「牽手762的約定」為題，歡送DL-34機關車前往同為
762mm軌距的英國威爾普蘭菲爾鐵路短暫服役。

林務局長林華慶說，擔任 「國際交流大使」的阿里山林業鐵
路DL-34柴油機關車是1972年製造，重25噸，大馬力523匹，
因性能可靠，客貨運貢獻良多，至今仍擔負阿里山林業鐵路貨運
及場站調車任務，算是老當益壯。

周恆凱說，DL-34典雅的紅色塗裝將乘載來自台灣阿里山林
業鐵路的林鐵精神與熱情， 「外派」到威爾普蘭菲爾鐵路，象徵
姊妹鐵路約定成真，創造窄軌鐵路文化及技術交流機會，也開啟
阿里山林業鐵路下一個百年篇章。

DL-34規畫11月30日搭長榮海運從台北港開航，預計明年
1月1日像新年禮物般抵達英國利物浦港，未來3年，紅色小火車
將奔馳於威爾斯高地，向英國民眾傳達來自台灣阿里山的美好。
至於英方是否同樣出借車頭？周恆凱透露，仍在洽談中，尚未定
案。英方也與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洽談DL-34國
際行銷計畫，期盼隨疫情趨緩、國境開放後，能讓更多英國民眾
、遊客認識台灣及阿里山林鐵。

阿里山林鐵紅色小火車 將奔馳英國

（中央社）國內新冠疫情未減，最近2周致死率高居全球第
3，但指揮官王必勝仍嘴硬強調致死率不能只看短期，還質疑外
界醜化防疫成果。台灣在這波BA.5疫情期間，單日每百萬死亡
曾高達19.42人，遠高於日、韓過去的BA.5流行期，這些反映防
疫作為的真實數據，卻被指揮中心刻意忽略，究竟是誰在玩數字
遊戲？

每一波疫情流行的病毒株均不相同，每個國家開放邊境的時
間點也不一樣，王必勝所舉 「台灣在OECD國家中的致死率、
死亡率皆名列前茅」，顯然不夠客觀，因為這項統計是從疫情爆
發以來累計的數據，並無法凸顯BA.5病毒株流行後的防疫表現
。

要進一步比較台灣防疫成績，最好讓對照組能與我國的起跑
點一致，最佳比較期間，無非是BA.5疫情。這波疫情日韓是7月
開始流行，台灣慢近2個月，3國都採 「與病毒共存」方式，都
未開放邊境，較能客觀比較。

根據Our World in Data統計，日韓7至9月疫情期間，單日
確診人數最高曾攀升至每百萬1萬2千人至1萬8千人；台灣當時

雖然處於 BA.1、BA.2 低點，但 9 月過後
BA.5流行，單日確診數曾飆升至每百萬1萬
3500 人，雖未超越南韓，但已超過日本據
。

進一步看台、日、韓三國的BA.5死亡
數據，也可看出日、韓當時的單日死亡人
數最高不過每百萬16人，但台灣卻在11月
4 日攀升到每百萬 19.42 人死亡的高峰，要
知道指揮中心在11月3、4日發布的155例
死亡個案，確實是這波疫情的死亡高點。

媒體就事論事，對防疫作為與疫情發
展演變提出公衛警訊，包括近2周致死率高
居全球第3，半年來台灣累計確診死亡數1
萬2648人，是南韓的2倍，事實上，致死率
在過去還有更高的排名，這些都應客觀呈現與因應解決的公衛危
機。

這些重要的防疫數字，指揮中心鮮少主動提及，報喜不報憂

，王必勝更以台灣長時間累計的低死亡率沾沾自喜，漠視或忽略
染疫死亡等重要問題，究竟誰玩弄數字遊戲？相信多數民眾都有
理性判斷的智慧。

外籍民眾注意居留證效期
來台4類人納保記得辦展延

（中央社）藝術家蔣勳1983年創立東海大學美
術系，與許多當代藝術家結下40年師生緣，他今年
與學生董承濂推出雙人展《40年來》，呼應時光的
痕跡，並在時光中有了開創。

蔣勳回憶當年創系， 「同年7月第一屆30位新
生到校」，曾永玲就是其一。曾永玲隨著蔣勳自美
國愛荷華訪問時認識，並延攬至東海開創金工創作
課程的藝術家徐致瑩，也一直專注於金工藝術，並
在深造之後返回東海任教，董承濂就是曾永玲的傑
出學生。

「40年來，第一屆的學生由20青春轉入花甲」
，而傳承至董承濂，他也隨著老師的腳步，畢業後
赴奧勒崗大學深造，並把金工和光影、聲音、磁懸
浮結合，創作出華麗而魔幻的現代裝置藝術。董承

濂在美得到 「forty under forty」大獎。
董承濂此次聯展作品，以繁複細膩的手工，完

成《花時》、《花間》、《花花》、《時間》4組作
品，有以多重媒材為造型基底，再以金屬顏料及鉛
筆細細勾勒花朵於時間裡的狀態；也有解構薩克斯
風的金屬、老時鐘的木頭再重新建構的新生命體。

對應於董承濂的華麗，蔣勳以王維 「萬事不關
心」的心境，在家讀書、抄經、寫字畫畫。 「水流
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在紙上布上，留下淡墨水
痕：《坐看雲起》是王維的山水，《山隨平野》是
李白的倒映，那些對他而言有如茶盅餘漬紀錄，便
是日常點滴與記憶。 「生命的緣份，有長有短，有
深有淺」蔣勳珍惜40年來時光的心情，在《40年來
》與曾永玲、董承濂聚首，各抒各的 「40年來」。

40年來蔣勳、董承濂師生展 刻畫時光痕跡
蛋價回不去 陳吉仲：我只解決蛋荒

（中央社）今年蛋價隨著蛋荒持
續上漲，一直到 10 月初蛋價才首降 2
元，但民眾在末端採購的蛋價依舊居
高不下，立委擔心蛋價恐回不去。農
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蛋價必須回到
市場機制，自己承諾要解決的是蛋荒
而不是蛋價；另地方傳出石斑魚不足
以供應營養午餐，他說，要等魚大隻
一點才能供應營養午餐，目前正在積
極調度。

國民黨立委呂玉玲昨日於立法院
質詢表示，年初缺蛋以來蛋價便不斷
上漲，從每台斤30多元來到40多元，
即使飼料價格稍微調降，但雞蛋卻沒
有明顯降價，農委會控制蛋價上不見
有效作為，蛋價恐怕已經回不去。

國民黨立委李貴敏表示，今年3月
陳主委就承諾要解決蛋價上漲問題，
現在都11月了，蛋價依舊居高不下，
甚至有營養午餐無法吃到全蛋，質疑
農委會解決蛋價與蛋荒是靠進口雞蛋
來補缺口。

陳吉仲答詢時強調，自己僅承諾
解決蛋荒，但沒有說要解決蛋價，去
年飼料和今年價差頗大，尤其黃豆、
玉米的同期漲幅甚至高於雞蛋，但農
民要有利潤才有生產動機，蛋價調整
還得看飼料價格的降價空間，農委會

絕對會尊重市場機制。
此外，大陸對我國採取石斑魚禁

輸令，行政院以補助6億元的方式，讓
國中小學生本學期可吃到4次石斑魚，
如今卻傳出石斑魚供貨不足，許多學
校至今仍未吃到1餐石斑。全國漁會表
示，會優先供貨給還沒吃到的學校，
而非供應不足。

陳吉仲說，各縣市已吃到石斑魚
的國中小學，回饋都相當正面，但因
為營養午餐所需的石斑魚要大隻些，
這樣加工切塊時會更好處理，會全力
調度石斑魚原料給學校。

不具名業者表示，雞蛋是最基本
的民生需求，陳主委與其不斷強調
「會負責」，不如想辦法回穩蛋價，

這才是農業部門的責任；至於班班吃
石斑實屬趕鴨子上架的政策，問題百
出並不奇怪，這學期要吃到4次有難度
，政策跳票可以預期。

中華民國餐盒同業公會理事長陳
明信坦言，石斑魚還要經過處理和加
工，必須一些時間，而且北北桃的學
生數量較多，漁貨要同時供應會比較
難，有調度的問題，加上北部石斑魚
確實比較少，就會有供貨量不足的問
題。

報喜不報憂 指揮中心玩數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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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距離九合一大選已進入倒數時刻
，民進黨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持續緊咬恩恩案
，未料在 23 日竟拿出 30 年前健康幼稚園火燒車
事件攻擊侯友宜，引發軒然大波，更有自稱生還
者學生痛批，林佳龍羞辱的是捨身救人的林靖娟
老師。

一名網友在PTT八卦版PO文，指出自己大
學時的音樂社團老師，手掌上有著割傷的疤痕，
剛開始還不知道原因，直到與老師熟了後，對方
才透露自己過往，表示自己是當年幼稚園火燒車
的生還者。

原PO說，對方回憶當天，整個過程印象已
經變得很模糊，但永遠記得的就是，林靖娟老師
衝過來抱住自己，安慰要乖，下一幕就是騰空飛
起，看著天空後摔到柏油路上，原來是林靖娟老

師把她從窗戶丟出去，撿回一條命。
從那時開始，這名音樂老師都不敢接近明火

，對灼熱感相當恐懼，吃飯都盡量吃冷盤，吃熱
食則是使用電磁爐。原PO痛批，林靖娟如此壯
舉，竟然被林佳龍當作攻擊政敵的選舉素材，有
夠缺德，更別提當年還有其他生還者，根本是在
傷口上灑鹽。

1992年健康幼稚園遊覽車大火意外，肇因為
業者非法改裝車輛，加上多項逃生設備年久失修
，電線走火後又因滅火器過期無法使用，安全門
也無法開啟，釀成23死悲劇，其中包括侯友宜兒
子侯乃維。幼稚園老師林靖娟當時原本已帶著6
名兒童逃出車外，卻發現車內還有人，奮不顧身
折返救人，但最終仍不幸往生，生前更是緊抱餘
下的4名兒童，直至最後一刻仍想保護孩子。

拿幼稚園火燒車攻擊侯友宜
生還者學生轟林佳龍：你羞辱的是林靖娟老師

（中央社）屏東縣同安國
小學生數66人，名副其實小學
校，但 「校小志氣高」，從突
破資源短缺困境成立管樂社，
到成功對抗少子化危機6度組團
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一路
走來秉持 「愛樂」精神，今年
拿下初賽優等，拚進明年總決
賽。

同安國小位在南州鄉，屬
偏鄉小學，每年學生數約60至

70 名 ， 名 副
其 實 小 學 校
， 但 88 風 災
過 後 展 現
「校 小 志 氣

高 」 的 精 神
， 突 破 小 校
資 源 短 缺 困
境 ， 靠 災 後
善 款 、 樂 器
銀 行 等 資 源
成 立 管 樂 社

後，6度參加全國音樂比賽。
2016 年，同安管樂社的學

生們拿著二手樂器、甚至是生
鏽的樂器，不卑不亢站上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的舞台，最後獲
初賽優等，雖未取得決賽門票
，但全校師生依舊感動與驕傲
，因為孩子們展現了學校所教
的 「愛樂」精神，靠自己努力
得來掌聲。

自此，同安參加全國學生

音樂比賽不間斷，直到 2019 年
因人數不足暫停參賽1次，隔年
又重新參賽，並拿下初賽冠軍
挺進總決賽，不料總決賽受疫
情影響停辦。今年則又拿下初
賽冠軍，全校師生盼明年3月能
夠參加總決賽。

校長蔡世弘說，維持管樂
社運作需要很大成本，1年光師
資費就要60萬，好險有教育部
活化教學計畫贊助師資經費，
支撐管樂社走到現在。

蔡世弘坦言，少子化一直
都是學校及管樂社面臨的難題
，今年參賽的30名學生有中、
高年級生、特教生，占全校學
生近1半，這凸顯小校組團的難
處，幸多數家長很支持社團，
學生也熱愛參與，所以學校會
持續排除萬難，讓管樂社持續
發光發熱。

同安國小 挺進全國音樂決賽

選前大撒幣？13.4億補貼基本工資
（中央社）基本工資補貼案在選舉前3

天定案，預算匡列13.4億元，遭質疑是 「選
前大撒幣」，勞動部部長許銘春否認；她指
出，明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要調整為月薪2
萬6400元、時薪178元，距離目前僅有1個
多月，除了訂定要點還有行政作業等要處理
， 「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勞動部也會持
續協助受疫情影響的產業，穩定勞工就業。

就業安定基金會管理會昨通過經濟部提
案的 「2023年基本工資補貼方案」，經濟部
提出的方案除了下修衰退門檻至10％外，更
把基期年比對放寬，可與2021年、2020年或
2019年比對，有成立投保單位、稅籍登記但
未達20萬營業額的1萬8000多家事業單位更
不用比對門檻直接適用，估計有全職勞工18

萬餘人、部分工時6萬餘人的雇主可獲補貼
，全職勞工每月補貼920元、部分工時補貼
560元，全數使用就業安定費的 「提升勞工
福祉」預算。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司長黃維
琛表示，明年起基本工資調整至2萬6400元
、時薪至176元，考量調漲會適用各行各業
勞工，而今年確診人數飆破800萬人，基本
工資審議會中勞資委員也有共識要補貼受疫
情影響的行業，經濟部才會再次提出方案。

黃維琛說，如用 「減班休息」（無薪假
）的事業單位，只要員工投保門檻符合，並
吻合相關條件，也可申請此方案。預估此方
案在1月起開放登記至4月為止。



休城工商 BB77
星期六       2022年11月26日       Saturday, November 26, 2022

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注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注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
民法上認為應該將美國作為永
久居住地,通常在美國境外的時
間不應超過六個月。如果綠卡
持有者有可能在境外停留超過
六個月,最好要申請有效期為兩
年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
證(Reentry Permit).外形很像護
照，一般兩年有效。第二次申
請通常一年有效。美國出入境
管理處對出境超過三個月的綠
卡持有者都會問詢出境事由。
但持有白皮書一般不會被問詢,
入關過程相對順利。

根據美國移民局關於回美
證(Reentry Permit)的規定：凡
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
人士，必須經過打指紋，照相
等生物信息提取程序，以便移
民局對申請人進行背景調查。
移民局強烈建議申請人在出國
之前完成此程序。申請人應該
至少提前兩到三個月提出回美
證(Reentry Permit)的申請。有
特殊情形須加速申請回美證的
申請人，需提出充足的理由和
相關證明文件，並提供預付郵
資的快遞回郵信封。移民法還
要求在遞交回美證的時候，申
請人必須在美國境內。
證 明 文 件 (Supporting docu-
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
國超過六個月,但是來不及申請
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
則需要準備相關的證明文件:
1. 證明親屬關係紐帶：有家人
或親屬定居在美國的證明。如
配偶的工作證明,報稅證明,子
女在美國的上學證明,成績單，
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
美國的雇主證明，美國生意的
執照等，報稅紀錄等。如果離
開美國的理由是被美國公司派
到海外，公司的證明信件和薪
水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
產所有權證書，房屋貸款證明
，銀行流水，信用卡使用紀錄
，會員證，車輛的所有權證明
，車輛保險，房屋保險，健康
保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
的與動機：如離境半年以上，
是否有回美證。是否有任何證
據證明此次長期離境的特殊理
由。例如，自身有疾病，照顧
生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
外居住超過一年，又沒有有效
的回美證，怎樣才能返回美國
？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
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
證明的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
明逾期逗留的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
的原因的證明材料。例如，如
果因健康的問題而無法返回美
國，需提供所有相關的醫療記
錄，例如病歷、醫院證明等。
所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
如果是因直系親屬健康問題而
無法返回美國，須提供該親屬
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和親屬關
係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
安排與申請人面談。這一輪的
面談只是決定是否符合申請回
美簽證的要求。如果領事決定
符合資格，大使館或領事館會
寄一個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
，接下來需要等待第二輪的面
談。領事將在面談並審閱遞交
的所有材料後做出決定。在兩
輪面談中，都必須有證據證明
逾期逗留是因為返美受阻於無
法控制的特別情況。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 2022 年 9 月 28
日發布新政，由於審理綠卡延
期的時間往往超過現在綠卡延

期收據上自動延期的12個月，
從 2022 年 9 月 26 日起，美國
移民局 (USCIS) 將自動將永久
居民卡（也稱為綠卡）的有效
期延長至 24 個月。所有正確
遞交的延期綠卡申請都會收到
移民局自動延期24個月的收據
通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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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美國移民局 2022 年 8 月 23
日宣布今年財政年度H1b工作
簽證名額已滿。今年抽取的名
額已經達到國會規定的 H-1B
簽證常規的 65,000 個名額上限
和 20,000 個美國高學位豁免
（又被稱為碩士上限）名額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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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籤中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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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簽證抽籤程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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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移民局在 2023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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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批准綠卡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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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為修建邊境牆提供資金
。為1100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
移民的渠道。各類移民和非移
民簽證的速度和批准率在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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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24 之間
所發出的所有補件(RFE),拒絕
意向書(NOID)和N14,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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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諮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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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台調頻AM1050時代華
語廣播電台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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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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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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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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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徐大姊說，她自三藩市遷來休士頓住

已兩年，星期天去附近美國人教會作禮

拜，但語言聽不懂，故今天作完禮拜又走

路來找西南國語教會（之前她搭公車經過

看到西南國語教會招牌）

下午4:30pm筆者禱告，為徐姐妹申請

辦身份與她兒子禱告，求主為她開道路，

她很高興今天終於找到了找到華人教會。

結束探訪徐姐妹後，筆者開車回家

去。心中響起：走天路一直向前走，為徐

大姊渴慕找 神的家感恩，她信主，但尚未

受洗，她沒有車，在休士頓兩年來靠走路

去美國教會，雖然聽不懂英文，但她還是

去親近主耶穌。

林楊琦媽媽今年90歲，她說耳朵聽不

到，但仍願意來教會親近主，用心靈誠實

來敬拜主耶穌基督，也喜愛上成人主日

學，雖然聽不到王老師講課，但可以看到

王老師所發給每位學員們上課的講義，真

的為她們愛主耶穌的心感動啊！ 
11/24感恩節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感謝主，讓我們

今天都度過了一個快樂祥和的感恩節日。

在今天的盛會中，我們特別要感謝教會的

執事及同工們的辛勤付出，讓我們這個大

家庭感受到了今年的主題：禱告復興、重

燃愛火、團契聚會、主內同心，我們感恩

讚美主名，感恩這一年裡主的恩典，主賜

予了我們每一個人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恩恵

與福份，讓我們快跑跟隨主，永遠追逐

主的步伐，旺旺來年的西南國語教會，阿

們！（徐剛）

轉貼台北靈糧

堂楊寧亞牧師每日

靈修信息分享：

11/11  先知預

言

箴11:24-25「有施散的，卻更增添；

有吝惜過度的，反致窮乏。好施捨的，必

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我們的上帝是樂意施捨、樂意供應人

的上帝。祂也要祂的百姓活出祂榮耀的形

像。

求主幫助每位弟兄姊妹得著天父的

心，樂意施捨、憐憫、供應、滋潤人的需

要，在這感恩的季節，懂得存著感恩的

心，去服事周圍各式各樣有需要的人，願

我們的禱告與賙濟可以達到主的面前。

11/20（主日）

今天教會成人主日學”信仰生活班”

上課時，王建民老師講主題：天無絕人之

路。上課中途，雅文帶來了一位徐姐妹

（75歲），她冒著寒冷天氣走路40分鐘來

我們教會，她一個人住在休士頓，中午吃

完午餐，我載她回家，她住家離教會開車

約7分鐘，她先生已去世，一個兒子在上

海工作，她說自己在上海曾做過培訓糕點

老師，來美國已8年。下午聽徐大姐講她

的故事，約20年前，有一天睡夢中她看見

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坪上，有一個小天使穿

著白衣裳，金光閃爍，她走向小天使，小

天使對她說「天父上帝會保護你，賜福給

你。」說完隨即不見蹤影。夢醒後，她有

說給兒子聽，兒子鼓勵她去買本聖經看

看，她隨後去書店找，沒有聖經可買，未

料當晚她的好友來看她，送她一本全新的

聖經，她和兒子都看到神蹟似的發生，令

他們驚訝啊！

走天路一直向前走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人 生， 不

是因喜樂讓我

們感恩，而是因

有一顆感恩的

心才讓我們活

出喜樂的人生。

「要常常

喜樂，不住地禱

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　神

在基督耶穌裡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
18 

11/23/22 英文金句

Praise the LORD! Oh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is steadfast love 
endures forever! Psalm 106:1

你們要贊美耶和華！要稱謝耶和華，

因他本爲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詩篇

106:1        
11/23/22 金玉良言

感恩是一種態度，是種品德，是種因

應對策、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常存感恩之

心的人，才能越走越宽廣。

如果你想過得快樂、獲得成功，那麼

就得先學會凡事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

　郭文仁牧師

◎林淑華

拒絕主的救恩

1970 年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政權被推

翻，政治紛爭迭起，中文學校被迫停課。為

了遠離戰火，父親帶領全家逃到較安全的城

市。不久父親瞞著祖母（不敢明目張膽地違

背母親）到教會參加禮拜，從此面帶慈容，

不像以往嚴厲。

有一天，父親提議我去台灣讀書。那

時辦手續出國很難，蒙上帝憐憫，我順利地

取得簽證。這是上帝開路，不然在柬埔寨

這個兇殘的戰場上，我恐怕是九死一生了。

人的罪孽真是深重！本來一個純樸的國家，

就是因為自相殘殺而陷入幾乎滅族的邊緣。

我出生在柬埔寨一個華僑大家庭，祖

母和母親都是拜偶像和祖先的傳統女性，早

晚一炷香跪拜，口中念念有詞，內容不外乎

求平安，求保佑家中各人的健康。我小時見

過教堂的十字架和修女，但沒聽過耶穌。

在台灣讀書時，有一位郭同學是虔誠

基督徒，他邀請我去教會，我沒答應。後來

有次路過一間教會，有信徒邀請我進去聽福

音，我再次拒絕。因我那時以為儒家思想才

是正確，做人只要無愧於心就可以了，以致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抵擋主耶穌的救恩。

後來這位郭同學進了神學院，作了上

帝的僕人；可我這個「正人君子」卻誤墜黑

暗世界，因為貪愛錢財而放棄學業，還染上

很多不良習慣，抽煙、喝酒，甚至染上賭

癮，無法自控，導致身無分文，沒有積蓄。

很羨慕有見識的年輕弟兄姊妹，早早信了耶

穌，沒有受魔鬼捆綁。人無法靠自己的能力

和學識逃脫魔掌，惟有靠主耶穌的寶血代

贖，才有真正的自由。

上帝的恩典與救贖

20 年前上帝又為我開路，我到澳洲組

織家庭，育有兩個孩子。可是夫妻兩人常

有磨擦，各自心中都嫌對方對自己不夠好，

互不信任，並不知足，因此出現很多問題。

那時我才尋找神，可惜找到的卻是人手所造

的偶像，再次深陷撒但的網羅。

為了生活，我們經營外賣店，壓力很

大，磨擦繼續增加，孩子和大人都不快樂。

更倒楣的是我積勞成病，心臟出了問題；又

因為憂心，情緒不穩，連心理也出了毛病。

家庭醫生說：「我不能解決你這些複雜問

題，但我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創造天地萬物的

主宰，祂能幫助你。我們夫婦作基督徒 20
多年，靠主耶穌過活。現在我 70 多歲仍繼

續行醫，都是靠上帝賜給我的力量和智慧，

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接著醫生為我禱

告，引用馬太福音七章 7 至 8 節主耶穌的應

許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

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

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

開門。」之後他遞給我教堂的邀請卡，叫我

找劉師母。

我一走進教堂，就被十字架所彰顯的

捨己大愛感動。詩歌《奇異恩典》講述主

耶穌的憐憫，軟化了我剛硬的心。我參加

慕道班，上帝寶貴的話語句句深印我心。

聖靈光照我，讓我看到自己是多麼污穢不

堪的罪人！毫無可誇口的地

方，全是因為主耶穌的憐

憫，找到我這迷羊，擔當我

的罪孽和刑罰。如聖經上所

記：「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

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

卻以為祂受責罰，被上帝擊

打苦待了。哪知祂為我們的

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

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

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

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

（以賽亞書五十三 4 至 6）「祂被掛在木頭

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

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祂受的鞭傷，你

們便得了醫治。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

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彼得

前書二 24 至 25）
靠著主的恩典與救贖，我和妻子決志

信主，認罪悔改，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

救主及生命的主。2010 年 12 月 5 日是個好

得無比的日子，在教會長老和傳道的帶領

下，我們接受了洗禮，歸入基督名下。孩子

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和親友都很感動，弟兄姊妹、親友

都祝福我們。

生命的改變

信耶穌後，並不是從此風調

雨順，人生路上仍有風雨；尤其我

們夫妻二人的靈命尚未成熟，信心

不足，各自有不同的思慮，仍會衝

突，但感謝上帝，祂的話是我們腳

前的燈、路上的光，我們信靠祂，

就克服了很多憂慮試探，享受心裡

的平安，平息家中的風浪。

2012 年 4 月妻子要接受盲腸

切除手術，期間弟兄姊妹們切切代

禱，熱心幫忙，伴我們渡過難關，

讓我們體會到主內弟兄姊妹的愛，

知道以後怎樣幫助他人。

同年 8 月至 9 月初，我經歷

了兩次心臟病發作，無助中只有呼

求：「主耶穌救我！天父，救救袮的孩子！」

天父兩次都救了我。就如詩篇五十六篇 3
節：「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袮。」兩次救護

車來，帶我去醫院做了例行檢查，當晚就讓

我返家休息。誠如詩篇卅七篇5節所說：「當

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

全。」

經過禱告尋求上帝的旨意，我們決定

結束外賣店生意，雖然仍戀戀不捨，但上帝

的話和應許勝過財物和健康的損失。上帝是

信實的，祂叫我們在苦難中得益處，不願我

們走世人滅絕之路。

信耶穌以前，我因有心律不整和低血

壓，很怕自己夜間一睡不起，故常半夜驚

醒。信耶穌以後，臨睡前向主禱告，求主讓

我躺下睡覺、起來都得到祂的保守。現在我

可以一覺睡到天亮了！正如詩篇三篇 5 節所

說：「我躺下睡覺，我醒著，耶和華都保佑

我。」

信耶穌以前，夫妻間因意見不合，有

時幾天不說話；信耶穌以後，我願聽從主的

話：「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

多前書十三 6 至 7）
信主耶穌前，我會責問上天為何如此

不公平？為甚麼我和我柬埔寨的親人會遇

到那麼大的災難和痛苦？信耶穌後，聖經給

我解答：「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路加福音十三 3）主不是要我們追究誰錯

誰對，是要我們首先悔改，並勸人悔改。災

難誠然不是好事，但上帝有能力使萬事都互

相效力，叫愛祂的人得益處。世界的災難和

柬埔寨的大屠殺好像警報，為的是喚醒世

人，讓我們看到人的確有罪，需要救主耶穌

基督，都須要悔改！

現今的追求

我現在感到滿足，不是因為我有世上

的福氣，而是上帝賜我從天上來的喜樂，又

賜我一顆知足的心。天父絕不會叫我活不下

去，祂是供應者。「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

被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

重！」（路加福音十二 7）「上帝愛我們的

心，我們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愛；住在

愛裡面的，就是住在上帝裡面，上帝也住在

他裡面。」（約翰壹書四 16）
（文載自［中信］）

時刻向主報恩

王建民，潘思牡，涂筱曼，林楊琦

思牡與徐大姐

奇妙的救主耶穌基督！我時刻都感謝

讚美禰的恩典！今天教堂牧師講道說；耶穌

救了十個人，只有一個人來向耶穌謝恩，主

說還有九個人在那裡。主啊，我要作十個中

的這個人，就是時刻都要向主報恩！“常常

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記住主的

恩典！討主喜悅勝過獻馨香的祭。

今天我要講一個見證；我禮拜作完，

接著又去作主日學，主日學作好，教堂裡有

辦午餐，大家都在那裡等著，我就不等了叫

姐妹幫助我拿兩份午餐我就去看我老媽，汽

車開到教堂外面我兒子就說去吃越南面，然

後我就陪我兒子去吃了，吃好了出來開車，

怎麼汽車怎麼開不起，發動機出故障了，怎

麼辦我趕緊掛電話給我弟弟，我弟弟今天在

車廠離越南店就是隔壁，我兒子趕緊去拿蓄

電電瓶過來充電，充電充了也是沒有用，汽

車還是啟動不了，怎麼辦呢？我心裡一直想

主啊，怎麼辦，汽車開不了，怎麼去看我老

媽呢？

我掛電話給我先生，叫他家裡的汽車

在開過來哦？然後我兒子又去開動汽車，哎

呀；怎麼汽車會發動呢，然後趕緊往我弟弟

車行裡開，開到時我弟弟說，現在能開的動

先開，等汽車真的開不動在來修理嘍。我弟

弟剛剛說完話，我兒子又去發動汽車，就這

樣怎麼開就是發動不了。汽車發動機完全壞

了，汽車壞了怎麼還要感謝主呢？因為今天

上帝安排了我兒子去吃越南面，汽車才停下

來休息了在我弟弟隔壁店，要是今天直接開

去看我老媽，汽車肯定壞在半路上，那還要

去打電話給托車公司，不是很去錢嗎？

我想想真的愛主實在沒有落空，我們

怎樣的愛主，主就會怎樣的愛我們是吧？這

也說明了平常沒事的時候就要常常禱告讀經

離不開主，有事情的時候上帝就會幫助我

們！實在太感謝上帝！阿們！願上帝眷顧每

一位愛主的兄弟姐妹們！主是一樣的看顧祂

的兒女們！感謝不完讚美不盡主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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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是最廣泛用來衡量一國經濟

實力的數據，世界各國互相競爭

GDP的排名，2022年印度的GDP首

度超過舊殖民主英國，居世界第五

位，消息一出，舉國歡騰，民族自

信心高漲，竟開口要索回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皇冠上最璀燦耀眼的

最大粒的的印度鑽石。可見GDP的

威力有多大。但GDP的定義十分鬆

散，其所傳遞的訊息，若不細加推

敲就直接認定，恐常會導致誤解，

與事實相去甚遠。本文僅擇其要者

，探究如下。

 【GDP的基本定義】

 GDP = 國內總生產 = 國內總消費

。

 國內總生產 = 天然產業（農業漁

業牧業等等）＋工業＋服務業。

 國內總消費 = 國民消費＋政府開

支＋投資總額＋進出口淨值。

 理論上講，國內總生產應該等於

國內總消費。可是要精確計算出一

個國家國內的總生產，或者國內的

總消費，幾乎是不可能的統計工程

，實際上多半是從政府的各類統計

數字估算而來。

 【美元匯率隨時變動】

 除了美國的GDP，其它每個國家

的GDP都是先用本國貨幣計算，再

乘以對美元的匯率，以美元價值上

報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

金（IMF）等國際組織，以便各國

互相參考比較。

統一用美元來顯示各國的GDP，

固有其比較上的方便和必要。但美

元匯率是隨時變動的，不同時空都

不會相同，尤其，各國中央銀行都

會為自己國家的經濟或產業利害來

進行操控調降。譬如日本央行放任

日幣對美元匯率狂跌。譬如最近印

度政府頒佈的國際貿易盧比結算令

，以及俄國政府頒佈的天然氣石油

盧布結算令，以政令影響對美元的

匯率。因此，以美元表示的各國

GDP，有其先天上的不穩定性。

 【通貨膨脹與GDP】

 美國2022年通貨膨脹8%以上，美

國的GDP隨著通貨膨脹而直接上升

8.3%，其他國家的GDP亦是如此。  

但同一時間，美國通貨膨脹8.3%，

英國、中國則分別為10.1%及2.5%。

各國不同的通膨率，造成即使是以

本幣計算的GDP都會有不同程度的

影響。

 【GDP per capita】

 人均國民所得 = GDP/全國總人口

。

 由於許多國家承認雙重國籍，多

重護照，造成全國總人口數難以正

確計算，戶口普查可以清點國內人

口，但查不清居住國外的僑民。有

些國家雖然採單一國籍，但是無法

偵測所有持外國護照的人數。

 【GDP & GNP】

 GNP = GDP - 外國人在國內的總

生產 + 本國人在外國的總生產。

 茲舉數國GNP/GDP之比率如下：

 Japan    102.54

 US       101.30  

 China    100.44

 Russia     96.21

 Canada     98.26

 India      98.97

 Australia 96.72

 嚴格的說，GNP才是一個國家擁

有的真正生產總值。日本102.54表示

日本人的實質國家總生產大過日本

的GDP。而俄羅斯、印度、加拿大

、澳洲的GDP則有部分是外國人所

生產的。

 【地下經濟的調整及納入GDP】

 每個國家都有地下經濟，無照的

攤販，非法的走私，盜林及盜挖沙

石，私下的服務交易，美國非法移

民的廉價勞工，都屬於沒有商業記

錄的地下經濟。地下經濟可以透過

估計納入GDP。

 【非法犯罪的經濟活動如何計算

】

 非法犯罪的經濟活動，如毒品與

色情，屬於規模相當大的地下經濟

，也算是服務業的產值。歐盟為了

公平分攤各國上繳的歐盟經費，把

所有毒品與色情等經濟活動的產值

都計入歐盟的GDP。而中國，美國

、澳洲、韓國等並不計入。

 【GDP不能代表國民的生活水準

】

 GDP雖能衡量一國的經濟力量，

但人均GDP卻難以代表一國國民的

The next mid-term election is just a few days away when you 
read this article. This mid-term el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not only may change the color map distribution of the 118th 
Congress as every mid-term election does more or less but also 
may determine the outcome of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because of the turmoil of the past two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2016 
and 2020 the voters experienced. We have lot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challenging our political servants but there are 
three key issues that may cloud voters' judgment this mid-term 
election, possibly dragging voters into a bipartisan turf war by 
voting purely according to the color of the district rather than the 
quality of the local candidates. There are always some turf war 
phenomena especially after a national district remapping following 
the centennial census. But the problem is getting worse as our 
election campaigns have become focusing more on so called 
"opposition research and tactics" which tend to generate fake and 
negative news (significant Ad dollars) rather than dwelling on 
candidates' qualifications, abilities, achievements and visions for 
serving the public office.

Whether one is a Democrat, Republican or Independent, it is 
important for you to step outside a red-blue color district map to 
clear the thoughts and accept the truths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There are many of them such as abortion, gun control, immigration, 
healthcare, etc., but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issu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are relevant to the essence of democracy, our very 
election system. Hence, we must clearly understand them and 
accept their truth and then judge your candidates' positions and 
focus on your candidates' true merits. The three major issues are:
1.Russiagate and its verdict (relevant to our election system and 

campaign practice)
2.Truth of the January 6th Capitol Event (relevant to our 

constitution and civil rights)
3.Position on Russian-Ukraine war versus domestic economic plan. 

( relevant to our future and value system)
As a voter, we need to accept the truth of these issues, clearly 

understand our candidates' position and value system then judge on 
their qualifications and merits.

Russiagate was the headline new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ndidate Donald 
Trump and Russia were accused of collusion in the election.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fluenced by a foreign country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After six years of investigation b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FBI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FBI and the Fed 
government, the truth is getting clear. Robert Muller, Special 
Prosecutor finds no collusion between Trump's campaign and 
Russia. Following Muller, John Durham, investigator then 
appointed as Independent Special Counsel, investigated the 
Russiagate mess over 42 months have cleared the following: The 
Hillary for America campaign organization did create a joint 
venture to produce false information against Trump (Christopher 
Steele's Trump dossier and fake secret communication through Alfa 
bank were revealed). Although indictments on individuals were not 
as successful (some acquitted and some plea bargained) but the 
case became clear to show the serious effects of "opposition 
research" that had destroyed the integrity of democratic election 
and voter confidence. We hope that these kinds of negative 
(criminal) political campaign will never be repeated again. As 
voters, we must accept these findings and apply to the judgment on 
the mid-election candidates and their parties.

The Jan 6th committee is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triggered by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ether an election was stolen was 
more a critical issue than a squashed protest or violence in the 
Capitol. Hong Kong's violent protests were praised with false 
arguments when compared to the much milder protests in 
Washington. Civil rights and patriotism should be universal values 
with no double standards. We can use a case involving 18-year old 
high school student, Bruno Cua, who is a great builder of tree 
houses in Milton, Ga to call our attention on the election issue. Cua 
was allegedly seen standing in the Senate chamber of the U.S. 
Capitol along with a handful of others. In his defense his lawyers 
said, Cua was an impressionable 18-year old in the middle of 
working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when he was arrested. The 
prosecutor suggested that he was genuinely inspired by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his unproven 'intent' on violence. 
Both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agree that Cua was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media and changed his course of life. More than 250 people 

have been charged with storming the Capitol. Are they all 
more guilty than the media which make sensational even fake 
news? Before the coming mid-term election, shouldn't the 
voters clearly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truth of this major 
issue and how media played in fake news. The voters must 
examine their candidates' position on this issue and whether 
the candidates partook in fake news generation rather than 
present their qualification and deeds for the voters to make 
their choice.

Although Russia-Ukraine war is far away from the U.S., it 
is impacting the world. It was crystal clear that the root of the 
issue is NATO, whether or not it presented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o Russia especially when the new Ukraine 
Administration favored the policy of joining the NATO. 
NATO is supposed to be a defense alliance against 
aggression. The U.S. invests significant amount of money 
annually in NATO for the collective defense of NATO 
nations. Trump had questioned the value of NATO to the U.S. 
in 2021, the U.S. contributes directly 811,140 million dollars, 
the largest, to the total NATO budget of 2.5B Euros. Of 
course, we do enjoy the influence that we exert in Europe 
because of that. However, when Russia-Ukraine war broke 
out (Russia felt threat and Russian speaking Ukrainians 
suffered oppression versus Ukraine felt threat and wanted to 
join NATO), it created a crisis in Europe. The NATO and U.S. 
support of Ukraine diminished the chance for peace talk and 
resolution, in fact, it elevated the risk of having a nuclear war 
after the Russian gas-pipe line and Crimea bridge were 
bombed. Is continuing support of Ukraine worth the risk of a 
nuclear war? Is it a good idea of focusing on foreign affairs 
with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military conflict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our domestic issues, infrastructure, inflation, 
rising debt and economy? Shouldn't voters ask our political 
candidates where is their focus and what are their solutions to 
domestic issues rather than using foreign issues such as 
Ukraine and Taiwan to blur voters' attention?

In the coming mid-term election, only a few days away, let 
us clear up fake news and accept the truth. Let us ask our 
public office candidates the real tough questions on how to 
build up America and make our lives better.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盛嘉麟

 前不久在網路上看到一個視頻

"撩漢鼻祖  鄧文迪"，覺得很有意

思，便把它傳給我的一個群組，並

附上一句話"我最佩服的女人"，這

個群組都是一些老朋友，平常一般

對於互傳的新聞和視頻都不會有什

麼反應，頂多就是點回一個"贊"，

而鄧文迪的這個視頻卻引發極大的

反響，真是有點意外。負面評價的

有："這樣的人讓你佩服，我真是

無語了"，"不要臉，天下無敵"，

"把小三捧上天，笑貧不笑娼"，"醜

人多作怪，她這個長相，要的人不

多"，"高能力，高智慧，做壞事得

心應手".....。正面評價的有："因為

耀眼，所以遭噴"，"狼一樣的眼

睛，豹一樣的身體，虎一樣的貪

婪，獅一樣的吼聲，男人在她面前

只有投降的分"，"雙商極高的人，

想學都學不來".....。

 鄧文迪，祖籍廣東，1968年出生

在山東，成長在江蘇，其他有關她

的生平，就不再在此囉嗦了，因為

對她有興趣的人可能比我更淸楚，

對她沒興趣的人，再談下去會覺得

無聊，就此打住。綜合各方的反

應，筆者對於鄧有以下的看法：

GDP定義及其衍生的問題

生活水準。以美為例，高比例的軍

事預算，號稱是國防福利的產值。

龐大的警察監獄司法預算，號稱是

司法福利的產值。華爾街巨大的金

融產值，造就了極少數的金融富豪

及高所得華爾街金融業者。這些產

值都攤到了普通百姓的的頭上，但

都沒讓他們實際生活上享受到。

 【PPP購買力平價更能代表國民

的生活水準】

 因為各國的物價水準不同，同一

美元在各國的實際購買力就不同，

同等的人均GDP就無法反應實際上

有同等的國民生活水準。爲此，才

有 購 買 力 平 價 （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這一衡量工具出現。例

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所創的大

漢堡（Big Mac）指數，將同樣麥當

勞的大漢堡在各國的售價進行比較

。

 2020年 日 本 人 均 GDP $40,193美

元，人均 PPP $44,585美元

 2020年 台 灣 人 均 GDP $28,383美

元，人均 PPP $59,398美元

 這明顯表示了日本的人均GDP 

高出台灣1.4倍，但由於物價昂貴

， 日 本 的 人 均 PPP只 是 台 灣 的

75%，日本的國民生活水準反不若

台灣舒適富裕。

 【結論】

 GDP 是世界上被參考採用最多

的單一數據，這個數據是集國家

的統計能力及資訊力量，努力匯

總而來，簡要但意義重大，倍值

參考與重視。聯合國屬下的國民

賬 戶 體 系 (Sys t em  Na t i on a l  

Accounts)(SNA) 正在規範一套國際

標準的GDP模式，希望能公平合理

的來計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

的國家的GDP。其當有助於降低前

述部分問題對GDP計算不夠嚴謹公

平之影響。在我們瞭解現行GDP計

算，在反映國民生活水準及國家

經濟實力的缺陷後，我們當不至

於終日爲中國的GDP是否會超越美

國、何時超越而憂心忡忡了。

我最「佩服」的㊛㆟----鄧文迪
 ◎范湘濤

 1，鄧臉上的顴骨特高，丹鳳

眼，竪眉，看起來很不舒服，尤其

是她的身高175，比中國男人的平

均身高169高出了整整六公分，嚇

壞了一大半中國男人，所以説"她

這 個 長 相 ， 要 的 人 不 多 "這 句 評

語，筆者基本上完全接受；可是，

西方人的審美觀跟我們大相徑庭，

好萊塢女星劉玉玲就是以這種臉型

而走紅，再看看狄斯耐卡通"花木

蘭"的造型也是如此，所以鄧憑她

這張臉，在西方可以"老少咸宜"！

 2，關於評語中的"做壞事，得心

應手"，筆者有不同的看法。看鄧

的一生，直到現在，她唯一對不住

的似乎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她的師

母切瑞太太（Mrs.Cherry)，這也要

怪切瑞太太自己馭夫無術，引狼入

室，讓老公有機會在家中搞小三；

至於切瑞先生最後被甩，也是咎由

自取，老牛吃嫩草，如果要算他和

鄧之間的賬，可能切瑞還佔了便

宜。甩掉切瑞之後，鄧馬上就攀上

了 沃 爾 夫 （ David Wolf)， 兩 人 同

居，最後沃爾夫資助她上耶魯，"一

個願打一個願挨"，各取所需，分手

時兩人似乎都很愉快。鄧能夠釣到

像梅鐸（Murdoch)這樣的大魚，光

憑她的姿色是絕對不夠的，她必須

有過人的智慧和勇氣才行，因為梅

老頭以奸詐狡猾聞名，對人處事步

步為營，鄧能夠在老虎嘴中拔牙，

這種本事，除了"佩服"，我們還能

説啥？鄧能夠踩在三個男人肩膀上

往上爬，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和財

富，那三個男人對她都毫無怨言，

為什麼大家硬要說她做了見不得人

的"壞事"？

 3，據說，鄧在加州北嶺州大唸

書的時候，課餘時間她還在ESPN當

翻譯，又在李寧的公司做推廣工

作，而門門功課都能保持A，布萊

克（Daniel Black)教授在她的推薦信

中用"super student "描述她。鄧在耶

魯大學唸MBA時，成績依然名列前

茅，格騰教授（Jeffery Garten）在

她的推薦信中用"精力充沛，學習努

力，十分迷人"形容她，畢業後到香

港，馬上在 Star TV 找到一份小主

管的工作，年薪高達八萬美元（初

出社會的年輕人，在二十多年前能

拿到這樣的高薪，可以説是鳯毛麟

角，屈指可數）；Star TV 是梅老頭

屬下的機構，為鄧日後釣大魚放下

了長線�。由兩位教授對鄧的推薦

信可以看出，一個人成功必須自己

付出努力，對於鄧年輕時的奮鬥精

神，除了"佩服"，我們還能說啥？

 4，鄧文迪與梅鐸之間的婚姻關

係維持了十四年（1999-2013），其

間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第一件

事，鄧在2001 和2003年，用梅老頭

的冷凍精子懷上了孕，分別為梅老

頭 生 下 了 兩 個 女 兒 ， 格 麗 絲

（Grace)和齊洛伊（Chloe)，證明了

鄧的"精打細算"和"高瞻遠矚"，因

為依照鄧梅婚前協議，兩人離婚時

鄧能得到的瞻養費微不足道，而有

了兩個寶貝女兒，依據家族成員規

定，可以和其他四名哥哥姊姊平分

梅老頭的134億美元財富。一般代

孕的報酬約為兩萬多美元，而鄧的

報酬是普通一般人的十萬倍，看官

你説她厲害不厲害？除了"佩服"，

我們還能説啥？另一件事發生在

2011年，梅老頭手下的報紙刊登英

國王室醜聞，引起全英國人民公

憤，集團股價大跌；英國議會為竊

聽疑雲質詢梅老頭，有一個暴徒

企圖把一盆奶油蛋糕潑向梅老頭

的臉上，説時遲那時快，坐在梅

老頭身後的鄧大媽突然一個健步

上去，啪啪兩巴掌，將暴徒打暈

在地，乖乖被警察帶走；這兩巴

掌有分教，集團股價順勢反彈，

"虎妻"之名從此在江湖上有了名

號，鄧的反應之快，拿捏之準，

出手之狠，除了"佩服"，我們還能

説啥？                                             

 5，鄧在與梅老頭離婚後，十

年以來有關她的桃色新聞報導不

少，一下子這個嫩男模，一下子

那個小鮮肉，老娘以前靠男人起

家，現在是老富婆了，必須給機

會讓有意往上爬的年輕男人從自

己身上爬上去，是耶？非耶？那

是她個人的私生活問題，道不道

德，要不要臉，見人見智，各人

有各人的看法。鄧被稱為"交際女

王"，閨蜜遍天下，她在中美兩大

國之間的商界尤其炙手可熱，巴

結她的人絡繹不絕，因為她可以

憑自己在中美兩邊的人際關係，

從中穿針引線使交易成功，她並

不會因為你説她"不要臉"而遭人孤

立.....。人各有志，"天生我材必有

用"，世界上到處都有牛鬼蛇神，

偶爾遇到了，也不必咒罵她，只

有抱著"想學都學不來"的態度去欣

賞她，敬鬼神而遠之吧.....。

Accept the Truth Then Judge the Candidates Before Casting V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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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中国送礼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

代的祭祀鬼神，向鬼神呈献礼物。也有一种说法

是起源于远古部落战争中战败部落对战胜部落的

“纳贡”，战败部落要定期向战胜部落送去食物

、奴隶等贡品，以表示服从，乞求庇护。

经过几千年的演化，中国的送礼文化具有了

非常丰富的内涵。人们在不同的节日向不同的人

送去不同的礼物，也于婚丧嫁娶中制备特定的礼

物表达心意，同时社会交往中也存在着丰富的送

礼文化。

对于节礼，已为传统习俗所规定，如今日益

淡化，人们的争议极少。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应

着手予以保护。比如关中地区重阳节时有送“花

馍”和“香包”的传统，近些年已经开始淡了，

如果不加以保护，估计很快就消亡了。

婚丧嫁娶、生日、祝寿的礼物，原本也有一

定之规，目前面临的问题除了与节礼一样的传统

消亡风险，还有日益膨胀的攀比“涨价”之风。

原本只是一种心意表达的仪式，却成了很多人每

年必须在家庭预算中单列出来的沉重负担。

这一点并未引起国内民俗学者的足够重视，

虽偶有谈及，却不见有效的“声音”。民俗学者

和愿意维护中华文化的人们需要在维护传统仪式

感和批判物质加码方面同时发出更强大的声音。

社交中的送礼，带有更强的功利性目的，因

而争议一直比较大。确切来说，上面两种“礼尚

往来”也可以算社交，但这里主要指非熟人的社

交，意即非血缘亲戚和亲密朋友之间的交往。

社交中的送礼，该不该送？送什么送多少合

适？送礼的边界在哪里？

这里最容易回答的是边界问题。因为法律有

明文规定，达到一定的价值额度可以认定为行贿

。但送礼的边界还不仅仅在于此，它包含更广泛

的内容，比如人民教师收礼的问题……

小明是某小学三年级学生。为了能让小明在

学校得到老师更多的照顾，小明的爸爸每逢过年

过节、老师生日都会去学校给老师送上应景的礼

物。礼物价值不高，一般也就几十块、一百来块

钱。

接了小明爸爸的礼物，老师虽有不为这每次

几十块钱礼物折腰的清高，但毕竟拿人的手短，

平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多关照小明一点儿。

小明爸爸的做法很快为班里其他孩子的家长

获悉，有样学样，家长们都开始给老师送礼。

起先家长们还跟小明的爸爸一样就送个几十

块钱的小礼物，但随着家长交流的持续，老师在

每一个孩子身上态度的变化，礼物的档次就变得

越来越高，到后来几千块钱的名牌就成了“基础

配置”。

接受了所有学生家长礼物的老师，起先还表

现得工作干劲更足，对每一个孩子更上心，时间

久了，首先是不会特意关照谁了，然后是对谁都

一样地回到未曾收过礼以前了。

毕竟礼物的刺激是短暂的，老师的时间和精

力也是有限的，既然大家都送礼，送的也都差不

多，那岂不就跟当初没人送一样吗？

家长们觉得，不对啊，礼物都送了，怎么不

见老师特别关照我们家孩子呢？可能是礼送轻了

。于是继续加码，家长之间开始进行送礼的恶性

竞争。

老师尝到了甜头，书生气渐消，头脑越来越

活，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干嘛这么费劲巴拉地上课

呢？挣的工资还没有家长们送的礼物值钱。

这时候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民教师在

心底里已经开始向一个“知识资本家”转化了。

“知识资本家”每天忙于和家长们“交流”

，没有太多的时间备课，上课也没有以前那么专

注和认真了。

学生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限，于是在家

长的要求下纷纷向老师提出希望老师能给他们补

课。老师眼前一亮，新的“商机”出现了，课后

辅导班开课了。

辅导班收的费用远远多于学生们在学校的开

支，老师也不再热衷于收家长的礼物。这种灰色

地带的收益远少于辅导班的“正规”收入，且风

险虽然不大，但毕竟也有。

不久后，有关部门开始对教师收礼不良风气

进行严查。于是乎，家长们送礼的难度越来越大

，有门道送到老师手里的都被视为“成功人士”

。

老师非常隐蔽地收了礼，孩子可以得到更多

的课堂照顾，在上辅导班上花的钱就能少很多，

这样算下来家长也划算。

而那些没有门道的，只能花更多的钱送孩子

上更多的辅导班，负担越来越重。家长们一琢磨

，还是送礼更有价值。于是，想方设法躲过监管

，翻着花样地加码送礼大戏……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目前存在的校园送礼风

气与辅导班有没有关系笔者也无从知晓，但他们

的共同之处在于资本逻辑侵入了本该纯洁的教育

系统，使教育丧失了它原本应有的公平性，人间

最后的道德净土被重新犁过。

社会上的送礼之风自然更甚，一样的是，资

本和商业的逻辑侵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

给你送100块钱的礼，所希望得到的是你200块

、500块、1000块的回报，而这个回报又不需要

你自己承担成本。于是乎，看上去，“双赢”。

这个成本谁承担了呢？“公家”、他人或者

将来的人。

受这种利益驱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送礼

的游戏中去，最终造成的后果是社会风气日益倾

颓，社会运行成本不断被推高。好人难做，正事

难办，社会危机不断积累，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

脆弱。直至有一天，危机全面爆发，所有人都输

了……

美国的送礼文化不知是否也可以说源远流长

。若不可算源远流长，那也正是它的这一特点使

它更好地保持了送礼本来应有的意义。

美国人的送礼很少作为一种社交方式，主要

是在亲戚朋友之间进行。像国内过个年回来要给

领导带礼物这种事，在美国很少见。

在礼物选择方面，以美国中小学的送礼来看

，主要是贺卡、巧克力、小额购物券（一般价值

二三十美元）和学生自己做的手工等。这些礼物

的价格都不高，表达心意的作用远大于礼物的实

际价值。 像中国有些家长动辄送老师几千上

万元的礼物，美国老师根本不敢想。

在礼物的包装方面，美国人很讲究包装的精

美和仪式感。即使一美元的礼物，也一样用包装

纸包好才送别人。

美国人在送礼方面的这些特点是值得我们参

考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此来为我

们自己已经偏离太远的送礼文化纠偏。

当然，那种当面拆礼物的动作就不一定要学

人家了，我们还是要保持我们的文化特色。

中国人的送礼，最本质的内容和美国人一样

，是心意的表达。

同时遇着婚丧嫁娶等大事送礼，也是为主人

家操办大事和酒席的一种补偿。

再者，亲戚朋友之间，在同一个时点，贫富

有殊，送礼时贫者给予少一些，富者给予多一些

，也是一种社会成员间以富济贫的方式。这些都

是送礼的正面价值。

回归送礼的正面价值，回归送礼的心意表达

本真，真切、温情而少铜臭味的礼尚往来才是干

净而美好的。

让送礼回归本真——中美送礼文化对比

“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这个国

家的一举一动通常都会举世瞩目。而美国在国际社

会上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体现在军事，外交或是经济

领域之中。关于美国国内的风俗文化也一直十分被

人们所关注。

受到许多美国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时间人们

提到美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会是“高度现代化的

文明社会”，“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高楼大厦”

又或者是“思想自由，包容开发的国家风气。”那

么真实的美国社会真的就如同好莱坞的影视作品所

呈现的那样吗？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美国国内的枪支管理

不同于中国那么严格。所以在美国每年因为个人持

有枪支而导致的恶性事件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尤其是在芝加哥这座城市，这个城市里常常

会发生着黑帮街头枪战的局面。而这一暴力伤害

事件的数量这几年还在逐年上升。对于这种局面

，美国警察也表示自己无能为力，甚至于美国警

察也要常常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时刻担心着自己的

生命安全。

所以如果你想要前往美国境内进行旅游或者学

习，那么就一定要留神自己周围的环境。美国不同

于国内。在海外的人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放

在首位。

“为人谦虚”想必是我们每个中国从小就接触的品

质，这也让我们中国人养成了求知好学的风气。可

对于美国而言，如果你到了美国以后，在同美国人

民交谈的时候展示自谦的话，那么你的做法就很有

可能会激动他们。

而这个原因也很简单，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

的不同。美国人民受到西方以及西部文化的影响。

对于那些从小看着牛仔对决的美国人来说，谦虚往

往就意味着“为人虚伪。”更有人则会因为你的谦

虚而觉得你是在撒谎。个人诚信更是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美国，往往大胆，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会更容易融入到美国人的圈子之中。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文化不接受谦虚，但是我们也

不要盲目自大。

假如我们真的去到美国以后，在美国旅行或者

学习交流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在路边随意搭乘便

车。玩过美国《GTA》系列的人们应该都知道，往

往路边的车辆都是不怎么安全的。再加上这几年美

国枪支暴力案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如果贸然地搭

乘便车，这很有可能就会是“羊入虎口。”

那么在美国的专业打车软件都有些什么呢？在

美国最受欢迎的打车软件是Uber，这是一个在全球

范围内拥有1.1亿用户的打车软件。在美国国内，

Uber的地位就类似于我们国家的滴滴一样。但因为

Uber的收费十分昂贵，所以这几年美国国内也逐渐

涌现出了类似于Lyft，Easy Taxi，以及Gett等打车

软件。

要是我们走在美国的大街上吗，看着公路上来

往的汽车前所悬挂的各不相同的车牌，不要对此惊

讶。因为与我们国家上下统一的蓝底白字车牌照不

同，美国每个州所颁布的车牌样子都不一样，并且

每个车牌都有着他们当地州的特殊风格。

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所颁布的车牌，他们的车

牌上就会有着仙人掌，沙漠以及夕阳。这是最可以

代表亚利桑那州风格的元素。

除了当地旅游风格以外，最为有趣的当属伊利

诺伊州的车牌，因为他们直接将林肯总统搬上了车

牌。那么我们如果在美国，看到这些带着不同的车

牌行驶在各个公路之上，这些独特的明信片更是一

个蛮有意思的风景。

对于美国的美食，我想我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肯德基，这个在上世纪被我们国家引进到国内

的快餐店，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已经风靡了全国上下

。而与其同时来到中国的麦当劳，最近几年在中国

的发展显然是不及肯德基发展得好。

可在美国国内，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发展状况却

又是截然相反。在美国社会中，麦当劳显然才是符

合美国人心中最好的快餐店的形象。麦当劳在美国

的分布范围十分之广，可以说就算在一个荒漠之中

，也一定会有一家麦当劳的店铺。

不过美国人也不仅仅是只钟意于快餐，由于美

国自身畜牧业发展十分厉害，所以美国餐厅内基本

上每一份食物中肉含量是相当多的。并且美国食物

的分量也比较多。与其他西方国家对比的话，可能

美国一人餐的分量就要等于其他西方国家两，三人

餐的分量。

如果你是一个无肉不欢的大胃王的话，那么美

国餐厅一定会深得你的喜爱。不过如果你对于美国

的饭菜并没有那么喜欢的话，也不要为此而沮丧。

因为在美国华人餐厅的数量是相当之多的。可能是

因为中国菜本身口味就符合大多数人口味的原因，

根据美国国内媒体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中餐

厅的数量要远超于其他国家餐厅。

如果你到了美国以后，“小费问题”一定会是

你需要注意的原因。也是因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

异。在亚洲国家中，我们认为在接受服务后给予相

应的报酬就可，但是这在西方文化中是不对的。

西方文化会要求我们在经历服务以后还需要额外给

予服务者报酬。而这一点在美国更是被体现得淋漓

尽致。在美国很多地方都需要向他们给予小费。服

务员，司机，理发师等等。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支付

行为。

而这些小费也都不便宜，在美国社会中，一般

给予小费的费用是你支付报酬的百分之15到改为

汉字数字左右。换句话说，在美国，你需要支付最

多百分之120的服务报酬。这可是凭空就多出五分

之一的额外花销。

如果你在美国境内生病了，想要去药店买药。

那么在你第一次进入美国的药店之后，你一定会被

美国药店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震惊！因为在你购买

药品的不远处，零食，饮料，水果就摆在那里。

在大多数美国的药店里，他们绝不会单单地只售卖

药品，用我的话来说，这就是美国人在便利店里摆

上了药品。因为美国药店真的就像是一个小超市，

小便利店一样。各种各样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商品，

你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再提一嘴，美国药店里所售卖的日常生活用品

，他们的价格要低于附近超市。所以如果你在美国

旅游或是学习生活的话，去药店买东西会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你如果要去美国的大型商场购买东西的话，大

型商场里的很多东西，他们都有自身的增值税。这

个该如何理解呢？以中国商场为例子，我们国家的

商场，一般吊牌后面的价格就会是这件商品的最终

成交价格。

但是在美国不是，在美国商场里商品吊牌的价

格后面往往还要再多支付一部分。在最后结账时，

你必须支付比商品吊牌价高一点的价格。并且因为

每件商品的增值税不同，所以美国的支付过程往往

会时间更加漫长，而过程也要更加麻烦。

不可思议的美国，鲜为人知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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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駐休士頓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於本 (11) 月21日偕教育組楊組
長淑雅陪同文藻外語大學陳美華校長所率訪團，前往休士頓聖湯
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 UST)出席姐妹校協定續約及雙方
學校合作之華語中心揭牌儀式，包括UST校長Dr. Richard Luk-
wick、副校長Dr. Christopher Evans、國際長Dr. Hans Stockton、
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系主任Dr. Yao-Yuan Yeh(兼華語中心
主任)、文藻施副校長忠賢、華語學院暨營運中心許院長長謨、
陳國際長玉珍、應用華語系王教授季香、哈里斯郡警局(Harrris
County Sheriff’s Office, HCSO) 副局長Mike Lee及警察專業發展
學院院長Tony Huynh等與會，整體活動圓滿成功。

雙方學校校長首先就姐妹校協定及交換學生/學人合約進行
續約，並邀請羅處長見證。UST校長Ludwick誠摯歡迎文藻外大
及經文處到訪，終能以面對面方式為未來進一步交流奠基，允結
合經文處及休士頓社區領袖力量，與文藻致力推動華語中心各項
計畫；文藻陳校長感謝各界支持，並表該校首創全臺唯一之華語
學院暨營運中心，將持續提供華語中心優良師資及各類華語教學

資源，另接待優華語獎學金學子時，亦攜手中
小學，協助推動雙語教育；羅處長表示雙方學
校於去(2021)年9月，經由公私協力成立華語中
心，欣見雙方學校今由正副校長為中心揭牌，
展現共同推動臺美教育倡議，行銷台灣優質華
語品牌之決心，駐處亦將持續為推動對外華語
教學貢獻心力；

訪團於儀式後出席UST精心安排之歡迎午宴，提前慶祝感
恩節，氣氛熱絡愉快。會後赴 「警用華語」秋季班課堂觀課，在
華語教師蕭永群引導下與學員進行一對一口語練習並頒發結業證
書。文藻訪團此行除訪問UST外，另在駐處教育組安排下，前
往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及休士頓大學城中分校(University of
Houston-Downtown, UHD)交流。會晤萊斯大學國際副校長Dr.
Caroline Levander、助理副教務長Dr. Adria Baker及語言及跨文化
溝通中心主任Dr. Helade Scutti Santos時介紹華語教學校對校合作
模式；另 UHD 校長 Dr. Loren Blanchard 率教務長 Dr. Deborah

Bordelon、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Dr. Wendy Burns-Ardolino 及對外
關係副校長Jay Zambrano等接待訪團，對於文藻之高科技(半導
體)產業培訓課程及短期華語研習營極感興趣，將進一步討論學
生交流、共同研究、短期實習等合作細節。

11月22日中午辦事處接待文藻訪團，感謝陳校長及其團隊
對於美南地區教育合作計畫之支持，至盼促成後疫情時代學生與
學人進一步互動交流。

日期：2022年11月23日
發稿單位：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電子郵件：shuya@mail.moe.gov.tw

推動 「臺美教育倡議」 聖湯瑪斯文藻外語大學華語中心揭牌

背景：2020 年新冠席捲全球，
使人類經歷了觸目驚心的鎖國封城
、企業倒閉和數百萬人死於新冠的
“厄運”；三年後的今天，隨著疫
情給全球商業環境和人類活動帶來
的重創和巨變，世界經濟正在開啟
後疫情時代的變革和重組。作為職
場和商場的華人基督徒，面對當今
時代的巨變和挑戰，必須以神的眼
光，從永恆看今生，從苦難看祝福
，從危機看奇蹟，從而把握逆全球
化進程中的危機與轉機！緊緊信靠
和跟隨基督耶穌腳踪，任憑風浪起
，神在得勝中！

好消息：繼 2020 年和 2021 年底
成功舉辦“第一屆工作與信仰大會-
疫情下的危機與轉機”和“第二屆
工作與信仰大會- 撕裂格局下的危機
與轉機“之後， 大會主辦方又隆重
推出：“2022 年第三屆工作與信仰
大會： 逆全球化進程中的危機與轉
機” ！

時間：2022 年 12 月 29（晚上）
至12月31日（上午）（線下與線上
同步進行）。

地址：曉士頓中國教會 10305 S
Main St, Houston, TX 77025

主辦：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 -

華人基督徒職場事工中心
合辦 : 曉士頓中國教會、彼岸教會
、曉士頓華人浸信會、休士頓西北
華人浸信會

協辦：ACRE Real Estate Group
LLC, New Style Construction,
Topzeal Education， Dunhuang Peri-
odontics Dental Implants, Ken’s Pro-
duce, Delta Financial Services
重磅討論：
1. 逆全球化進程中的福音使命;
2. 逆全球化進程中的時代挑戰;
3. 逆全球化進程中的職場生涯;
4. 逆全球化進程中的職場宣教;

5. 逆全球化進程中的教牧領袖;
6. 逆全球化進程中的職商領袖;

誠邀：全球職場和企業基督徒
、福音朋友、期待認識上帝和尋求
屬神生命的渴慕者們參加。這裡有
神的慈愛和奇妙的作為，等待你來
經歷；這裡有神的話語和智慧，等
待你來領受；這裡更有神為你預備
的屬天的美好人生，等待你來開啟
！請點擊大會宣傳單下方二維碼註
冊即可。親愛的朋友，請儘早報名
，神在等候你的光臨！

2022年第三屆工作與信仰大會： 逆全球化進程中的危機與轉機

宋大宝是铁路道口看护员，平日特别贪杯，

这天他喝了一斤多白酒，迷迷糊糊睡着了，结果

火车来的时候没有封闭道口，一辆抢行的卡车被

当场撞报废，司机也身受重伤。宋大宝因为玩忽

职守罪被关进了监狱。

宋大宝悔恨不已，整个人生都被酒毁了！监

狱里的张队长总找他谈心，鼓励他趁着服刑期间

戒掉酒瘾。宋大宝很感动，拍着胸脯保证好好改

造。

宋大宝酗酒多年，有严重的酒精依赖症。冷

不丁断了酒，整天跟丢了魂似的，白天出工干活

还好些，一到晚上，就像有几百只蚂蚁在啃他的

骨头，从心里往外痒。

折腾了十天左右，这股劲儿慢慢过去了，宋

大宝晚上能睡着觉了，饭量也增长了，人更是精

神很多。他逢人就说戒酒的好处，发誓终生不再

喝酒。一个叫板儿牙的狱友嘲笑道：“说得好听

，在这儿你是没机会喝酒，要是有机会你照样戒

不了！”

宋大宝嘴硬道：“人有脸树有皮，有能耐你

弄点酒进来，看看我喝不喝！”

板儿牙冷笑道：“你又不是我爹，有酒也不

给你喝呀！”

宋大宝看着板儿牙的表情透着得意，不由在

心里嘀咕道：“莫非他能弄到酒？”想到这儿，

宋大宝不由得吞了一口唾沫。

留了这个心眼，宋大宝开始暗中观察起板儿

牙来。这一留意，还真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板

儿牙每隔三五天，一到吃晚饭的时候就会到厕所

待一阵，等再回来的时候脸上就红扑扑的，身上

还带着一股奇怪的酒味。

这可把宋大宝馋坏了，监狱管理特别严格，

隔三差五就清一下“仓”，连根针都藏不住，板

儿牙从哪弄的酒呢？

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宋大宝拿出几包方便

面凑到板儿牙身边，讨好地说道：“兄弟，账面

上没钱了吧？哥哥才买的方便面，给你几包。”

板儿牙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接过方便面就泡

上了，嘴里客气着：“这怎么好意思呢？”

此后，宋大宝每次到了统一购物的时候，总

是多买一点送给板儿牙。一来二去，板儿牙感动

得不要不要的，拍着胸脯说：“以后你就是我大

哥了，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

宋大宝终于盼来了这句话，觍着脸说道：

“你就告诉我从哪弄的酒，大哥可馋坏了。”

板儿牙犹豫半天才说道：“这事儿你千万别

告诉别人。”

在宋大宝赌咒发誓之后，板儿牙才压着声音

说道：“其实也没啥，咱们医务室就有一样东西

，管得不严，隔三差五……”

板儿牙越说声音越小，宋大宝眼睛瞪得跟铜

铃似的：“啊？这也行？”

板儿牙平时没人会见、没有通信、没人汇款

，在监狱里被称为“三无人员”，如今抱上了宋

大宝的粗腿，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这天，宋大宝

就拿方便面贿赂狱友，去医务室弄了点“货”，

准备狠狠过一把瘾。

晚上，张队长忽然带着管教冲进来，喝令全

体服刑人员靠墙站立，把号子里翻了个底朝天，

结果什么违禁的东西都没找到。他狐疑地看了宋

大宝和板儿牙几眼，又凑到两人跟前闻闻，依然

没什么发现，只好语重心长地说道：“为啥进来

的自己心里有数，希望你们不要重蹈覆辙。”

等张队长走了之后，宋大宝和板儿牙你看我

我看你，得意地笑了：“酒”就在那摆着呢，可

惜警官不识货！

可刚喝了两回，宋大宝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身上起了紫癜，管教带着他去了医务室检查半天

也找不出原因，倒是检查出宋大宝有胸膜炎的症

状，于是给他开了些消炎药，让他回去吃。

宋大宝回到号里吃了药，躺在那休息，不一

会儿，板儿牙发现他呼吸急促，满脸通红，两手

撕扯着衣襟，显得非常难受。板儿牙吓了一跳，

赶紧汇报上去，张队长立即带着狱警把他送到了

医务室。医生看到他这种情况也非常吃惊：“这

是药物过敏，不应该呀，我给他开的头孢，难道

他最近喝过酒？”

监狱条件有限，简单处理之后，狱医立刻将

他送到了大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事后，张队长脸色铁青，气愤地瞪着宋大宝

：“为了口酒差点把命搭上！还有点脸吗？我那

些苦口婆心的话都灌狗耳朵里了？”

宋大宝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对着张队长

磕了个头，痛哭流涕地说道：“张队长，感谢您

救了我一命，我要是再不长记性真是连狗都不如

了。”

张队长把他按倒在床上，冷着脸说：“早就

有人举报你和板儿牙喝酒了，你老实交代，酒哪

儿来的？平时藏哪儿了？”

宋大宝吭哧吭哧地说道：“就在床底的箱子

里放着。”

张队长不信：“撒谎！为什么我们检查了好

几次都没发现？”

一旁跟来的狱医恍然大悟，指着他说道：

“天哪，我说最近怎么总有犯人说中暑肚子疼，

来开那种药，难道是……”

宋大宝沮丧地说道：“可不就是嘛……藿香

正气水里面含酒精成分，干上一盒，晕乎乎的也

挺过瘾！”

狱医哭笑不得地说道：“难怪你身上起紫癜

呢，这是药物中毒了，你们这些酒鬼呀，真是让

人防不胜防！”

难戒的酒瘾
清明区法院马向前法官最近遇上一件闹

心的案子——

有个叫蒋明亮的，开着一家搬家公司，

去年购买了娄大山两万块钱的编织袋，却迟

迟不付货款。娄大山一气之下把他告上了法

院，可蒋明亮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直到法院要对其执

行司法拘留了，蒋明亮这才服软，他打电话

让老婆李红拿两万块钱到法院，特别嘱咐要

拿衣柜里的钱。

另一边，娄大山接到通知也赶到了法院

接待室。不一会儿蒋明亮老婆当真来了，一

起来的还有两个搬家工人，两人合力抬着一

大袋东西，看上去很沉。李红一脸严肃地说

：“钱都拿来了，你们抓紧放人吧！”说着

一摆手，两个工人就把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

倒，“哗啦啦”，各种面值的硬币像流水一

样涌出袋子，堆了满满一桌子。

这分明是蒋明亮夫妇俩故意使坏！可人家

终究还了钱，马向前也不好说什么。他找了几

名同事和娄大山一起清点硬币，大伙儿忙了好

几个小时也没有数清。看最后还剩不多了，娄

大山不耐烦了，说不数了，就算少点也认了。

随后，他雇人又雇车，把这堆硬币带走了。

真是一出闹剧！马向前只觉得好笑，没

想到过了没几天，他接到蒋明亮的电话，对

方语气里带着哭腔，说是请求马法官帮着做

做娄大山的思想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马向前让他来办公室当

面说。很快，蒋明亮两口子就提着高档礼品

来了。见了马向前，蒋明亮把门一关，“扑

通”就跪下了，老婆李红则把一个厚厚的红

包往马向前口袋里塞。马向前坚决拒绝了礼

物和红包，让蒋明亮好好说话。蒋明亮说，

他上次给娄大山的硬币里混有三枚价值不菲

的纪念币，是自己多年的珍藏。

马向前说这事直接找娄大山要就是了。

李红在旁小声说：“娄大山在电话里说没看

见，还说如果马法官给我们说情，他允许我

们到他家去找。我们想好了，要当面给娄大

哥道歉，并用整钞换回那堆硬币，我们还多

准备了两千块。”

这事也真是折腾，不过，马向前愿意当

这个和事佬。他当即给娄大山打了电话，娄

大山果然同意马法官带着人到他家找纪念币

。蒋明亮不禁破涕为笑。

到了娄大山家，蒋明亮夫妻立马点头哈腰

地道歉，客客气气地递上两沓整钞。娄大山笑

着说：“那你们今天得辛苦一下了，前几天我

卖了些家里的废品，也收了一堆硬币，和你们

那些硬币混在一块儿了，堆在厕所边的棚子里

还没整理呢，你们自己去数吧。”

蒋明亮两口子不敢耽搁，钻进臭气熏天

的小棚子里忙乎起来。因为那几枚纪念币和

一般硬币大小、质地都差不多，两人怕看漏

了，不得不仔细核查每个硬币。高温天，没

空调没风扇的，两人汗流浃背，还不敢花钱

雇人帮忙。他们一直忙到太阳下山才清理完

，可是纪念币却一枚都没瞧见。蒋明亮不禁

号啕大哭，哀求娄大山把纪念币还给他。娄

大山则两手一摊，说那堆硬币他搬回家就没

动过。

蒋明亮夫妻俩只好无奈地走了，临走还

把整钞给了娄大山，把那堆硬币搬回了家，

娄大山坚持没有多要他们的钱。

看着蒋明亮夫妻走远了，娄大山迅速从

床头柜里拿出了三枚硬币。马向前拿起硬币

一看，发现上面写有一串陌生的外国文字。

娄大山看马向前一脸疑惑，就解释说：“蒋

明亮要找的纪念币就是这些，我在网上查了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纪念币，而是境外一家

赌场的筹码，每个价值上百万，我感觉这里

面有问题，才没有直接给他。”

马向前拿着这三枚筹码若有所思，猛然

间他想起了什么，赶紧走出门外，打了一个

重要的电话。

话说蒋明亮夫妻俩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却发现家门口堵着两辆警车，他们还没反应

过来，已经被警察带回了警局。

原来，前不久局里有一起赌场筹码的走

私案，主犯之一还没落网。马向前听同事说

起过这件案子，没想到今天在娄大山这里就

见到了疑似赃物。他给相关部门的同志去了

电话，警局反应迅速，蒋明亮夫妇被第一时

间带回警局问话。夫妻俩本就心虚，没禁得

住任何考验，很快交代了事实。

原来，前阵子蒋明亮接了一单搬家生意

，对方是个单身汉，行李不多，但行迹古怪

，大热天戴个口罩不露正脸。不过，这人给

钱大方，还都是现金交易，蒋明亮看着有钱

赚，就没顾及太多。没想到完事后，蒋明亮

发现自己车上落下三枚奇怪的硬币，他上网

一查，发现可能是值钱玩意儿，就昧下了。

谁知没几天，蒋明亮就接到一个陌生电

话，对方威胁他把偷拿的硬币立刻送还，否

则小命不保。蒋明亮答应马上还，却发现硬

币已经给了娄大山。对方恶狠狠地警告他，

限期一天，要是拿不出硬币，他全家性命不

保。蒋明亮知道自己惹了恶人，这才失魂落

魄地找娄大山要救命的硬币。

根据蒋明亮的交代，警察很快出动，将

走私案主犯逮捕归案。蒋明亮夫妇经过这次

事件，被吓得不轻，听说还落下了后遗症，

就是一听硬币的声音，就闹心！

闹心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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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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