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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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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三年疫情
之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
集團《 春之聲 》第 27 屆
農曆新年園遊會再次煥發
一新，並將于今日上午十
時至下午 5 時在美南報業
電視傳媒大樓前舉辦迎新
春活动。
回首近三十年來，美南報
業電視傳媒集團農曆新年
園遊會從當初的 「剪不斷
的鄉愁」到今天的多族裔

多元文化的平臺，已經融入美國文化，成為該集團一個精心打造的
品牌，其艱辛和成功令人回首感慨。

1997年美南新聞在夏普城商場舉辦首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
適逢天公不作美，當日遭遇大寒，從主席臺上到臺下的與會人員忍

耐凜冽寒風，揭開了美南新聞歷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的序幕。
1997年，休士頓著名的 「項目策劃家」潘婉芬女士與美南新聞

協商關於聯合創辦 「中國新年園遊會」事宜。美南新聞欣然應允。
在何明通博士，石增琨校長的加入下，一批強有力的義工團應運而
生，美南新聞員工也積極行動，上上下下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

前五年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都在休士頓西南區的夏普城商場
（Sharp-stown）舉辦。活動舉辦的初期，在熙熙攘攘的人羣當中
，不少人是為了到此尋求熟悉的鄉音，品嘗久違的家鄉美味，欣賞
和重溫中華文化的魅力，歡聲笑語和中國年味十足的場面，濃濃的
鄉情四溢。當年客家會的盆景園藝，黃立源的當眾舂糯米，還有
「味全大東」的燒烤鍋貼，至今令人記憶猶新。此外，體現中國傳

統文化的精美工藝品，更是獲得老美和當地亞裔居民的喜愛。
2001年，隨著美南報業集團的快速發展，公司也遷入位於百利

大道的美南報業大樓新址，為園遊會的舉辦提供了更加寬廣便利的
場所，其規模也不斷擴大，來賓和參加活動的人當中，美國人的面

孔越來越多。同時在小巨人姚明的"明星效應"下，美南新聞邀請到
休士頓火箭隊啦啦隊，休士頓Dynamo足球隊的啦啦隊也同臺出場
，美國各大銀行、商業機構，政府團體，健康醫療機構都成為歷屆
園遊會的固定常客，由於歷年活動都是人潮鼎沸，許多在奧斯汀聖
安東尼奧的居民也慕名軀車而至，也令與會的攤位業主收入頗豐。

近年來 「中國新年園遊會」已突破早期以亞裔為主體喜慶農曆
新年的社區活動範圍，多元化族裔的加入，也吸引了主流社會的眼
光，並獲得了肯定和支持。

從國會議員，州議員、休士頓巿巿長都成為中國新年園遊會的
受邀賓客。

同時，隨著休士頓國際貿易區的批准成立，每年一屆的 「中國
新年園遊會」又成為宣傳國際貿易區的重要窗口，園遊會的宗旨和
主題也得以提升，即多元化社區及族羣共襄盛舉，帶動商貿交流，
為各個族裔帶來共同發展的未來美景。

美南報業美南報業《《春之聲春之聲》》第第2727屆農曆新年園遊會今日登場屆農曆新年園遊會今日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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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lon Musk acquired Twitter he laid
off 8,500 employees in a half year. Microsoft
has laid off 10,000 peopl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Amazon and Google
also let tens of thousands of employees go.
Nearly 200,000 tech employees have lost
their jobs since last year which symbolized
the arrival of a cold winter in Silicon Valley.

Over the decade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Silicon Valle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holy place' for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The rapid growth of many
Silicon Valley enterprises has created a new
professional culture and created an
abundance of millionaires causing real
estate prices to soar. Basic housing now
costs at least one million dollars. If it weren’
t for the rich, how could they live in the area?

With the rapid changing of the world
situatio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two major
economic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Globalization is going to
end.

Today the heads of tech companies need to serve their
stockholders to cut costs. It is a very natural matter. 0101//2626//20232023

Surge Of Layoffs In Silicon ValleySurge Of Layoffs In Silicon Valley

馬斯克收購推特之後 把
八千五百員工砍了一半， 開
年以來微軟裁員一萬人 ，亞
馬遜及谷歌也先後各裁員上
萬名， 自去年以來已經有近
二十萬科技行業失去飯碗 ，
這代表矽谷寒冬之來臨。

數十年來 ，隨著資訊時
代之到來， 美國矽谷成為千
萬年青人响往之聖地， 科技
企業宣揚員工之工作和心靈
之健康同樣重要， 矽谷企業
之迅速成長塑造了一種新的
職業文化。

不容质疑， 二十年來矽
谷製造出了數以萬計之百萬

富豪 ，致使灣區地價飛漲
， 尤其在矽谷地區 ，基本
房價在百萬美元以上， 如果
不是富人豈能居住在矽谷地
區。

隨著世界情勢之變化，
中美兩大経濟體之競爭， 必
然會影響世界未來之走向，
兩大経濟體之脫勾， 也會促
使全球化之瓦解。

矽谷之大量裁員 ，代表
了矽谷企業文化之轉變 ，老
闆們如果撐握好公司之利潤
，取悅於投資人，才是上上
之策。

矽谷裁員矽谷裁員 榮景不再榮景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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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德國與美國昨天承諾將提供重
型戰車給基輔政府對抗俄羅斯入侵後，俄
國今天鎖定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發動一波
猛烈空襲，造成11人死亡。

法新社報導，烏克蘭救難單位表示，
俄國今天這波飛彈空襲導致11人死亡、11
人受傷。烏克蘭軍方則指出，俄國發射的
55枚飛彈中，有47枚被烏軍摧毀。

官員稍早表示，一枚飛彈遭烏克蘭防
空 系 統 擊 落 後 ， 其 碎 片 造 成 首 都 基 輔
（Kyiv）一名55歲男子喪命。

俄國自去年10月起經常空襲烏克蘭各
地能源基礎設施，而烏國目前氣溫接近攝
氏零度。

能源部長加盧申科（German Galush-
chenko）指控俄國試圖讓烏克蘭能源體系
出現系統性故障，還說敖德薩（Odessa）
和文尼察（Vinnytsia）地區的局勢特別艱

困。
基輔局勢到下午已經穩定下來，但烏

克蘭民營能源公司DTEK表示，毗鄰黑海
（Black Sea）的敖德薩州 「將繼續緊急斷
電」。

這波攻擊也耽擱了法國外交部長柯隆
納（Catherine Colonna）的訪問行程，她為
了跟烏國外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討
論援助事宜而來到敖德薩。

對於西方等了許久終於承諾提供重型
戰車給烏克蘭，一名烏國醫師在東部前線
巴赫姆特市（Bakhmut）表態樂見，還說
「這種事早該發生，而且數量應該要更多

」。
克里姆林宮則在俄國發動最新攻勢之

際說，莫斯科認為運送戰車給烏克蘭是
「直接涉入衝突」。而法國堅稱巴黎政府

及其盟邦都未跟俄國交戰。

德美軍援戰車翌日
烏克蘭遭俄羅斯空襲11死11傷

德火車爆持刀攻擊2死7傷 乘客制伏嫌犯
(本報訊)德國警方表示，北部一列區域

列車今天發生持刀攻擊事件，造成至少2人
喪生、7人受傷，其他乘客合力制伏嫌犯。

法新社報導，警方發言人說，此案發
生於一列在德國北部城市漢堡（Hamburg）
和基爾（Kiel）之間行駛的列車，並說其中
3名傷者傷勢嚴重。

嫌犯是一名33歲巴勒斯坦裔的無國籍
男子，在布羅克斯特鎮（Brokstedt）車站被
捕。他也受到輕傷，已送醫治療。

警方在聲明中說： 「攻擊事件發生後

，目擊者隨即合力制伏嫌犯，直到警方抵
達布羅克斯特車站。」

警方發言人表示，犯案動機調查聚焦
「所有方向」，包括嫌犯可能有極端主義

或心理問題。
德國內政部長費瑟（Nancy Faeser）稱

這起攻擊是 「令人震驚的消息」，並慰問
「這起駭人行徑」的受害者和家屬。

德 國 北 部 什 列 斯 威 - 荷 斯 坦 邦
（Schleswig-Holstein）的官員說，聯邦和
地方警察持續密切合作釐清犯案動機。

把農曆新年(Lunar New Year ) 定為美國聯邦假
日是許多在美華人多年以來心中殷切的期望, 說真
的,這個想法非常適切,但是以目前亞裔在美國的影
響力而言卻只是一個無法達成的夢想，很慶幸的
是,亞裔人口最多的加州政府從今年起正式把農曆
新年定為該州正式的官方假日以肯定亞裔對加州
的卓越貢獻,不過也很不幸的是,加州華人在歡慶第
一個公定農曆節假日時卻發生了兩起共有17人死
亡的屠殺命案,給美國民眾留下了相當不好的印象
。

農曆春節對於美國的亞裔而言的的確確是一
年中最重要的節日,最近這些年來亞裔人口眾多的
紐約市和舊金山市為了還讓亞裔安樂的春節，所
有的公立學校體系都已經在農曆春節當天放假, 頗
受大家的歡迎,而這兩年父母親來自台灣的華裔眾
議員孟昭文曾經在國會提案將農曆新年定為新的
聯邦法定假日以肯定認可農曆新年重要的文化與
歷史意義, 只是茲事體大,只有民主黨的44名共同
提案人支持,共和黨國会議員全部不支持, 所以在國
會無法過關。

美國目前只有包括元旦、馬丁路德·金紀念日
、總統節、陣亡將士紀念日、六月節、美國國慶
立日、勞動節、哥倫布日、退伍軍人節、感恩節
與聖誕節一共11個聯邦法定假日，美國是民族大
熔爐, 各個族裔眾多，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族裔的
重要節日被定為美國聯邦國定假日, 所以亞裔農曆
春年似乎也很困難, 況且從2009年起, 因為歐巴馬
總統的簽署明訂每年5月為是亞裔和太平洋島民傳
統 月 （Asian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
Month）, 在這一個月份裡各個州市政府都會舉辦

各式各樣的活動來慶祝亞
太裔美國人的成就和貢獻
, 已經算是相當長久的慶
典了, 所以再添加一個聯
邦農曆節似乎是不太可能
的!

亞裔目前已匯集成為
美國少數裔的主流---這
並不是我們主觀的見地或
臆測,而是2020年人口普查
數據所顯示出來的, 所謂
”數字會說話”,根據普查
數據,在美國人口最多的 4
大族裔(白人、黑人、西裔
與亞裔)之中, 亞裔人口過
去十年成長的數字竟然超
過了其他 3 個族裔成長數
字的總數, 這是相當明顯
的成長趨勢。

不過,特別值得注意的
是, 2020 年人口普查中特
別增加了一項”混血種族

”, 也就是各個族裔通婚的下一代多種族人口的增
長是最多的, 竟然增加了 276%,這的確反映了當前
美國的現狀, 換言之, 異族通婚是美國未來的大趨
勢, 從2010 年到2020 年亞裔人口雖然已大幅增加
36%,但在過去短短10年,亞裔與其他族裔通婚的人
口更增加了56 %,其中亞裔與白人通婚的下一代增
加了 110 萬人，所以亞裔已融合滲透到各族裔, 潛
在力量不言可喻。

其實亞裔值得驕傲的不僅是在人口的增加, 更
重要的是在教育、就業、收入與生活環境都名列
各族裔前茅, 當中又以印度裔與華裔最為優異, 在
進一步分析中又發現, 出生在美國的亞裔下一代又
比出生在外國的第一代移民各方面都高出很多,這
與我們平時觀察到的現象非常符合, 亞裔下一代比
亞裔這一代與上一代都優秀,這是可喜可慰的, 儘管
現在亞裔被歧視侮辱與暴力侵犯匪夷所思, 一旦將
來更多亞裔投入政壇, 惡劣現象必會逐漸消失。

亞裔人口現已達 2400 萬,雖只佔美國 3.3 億總
人口數中的6%,但人口數卻比30 年前成長了2倍,
這種增加非常驚人,而且人口增加的地域不斷在擴
展,並非只集中在東西兩岸, 現在南部與中西部反成
為亞裔新增的熱點, 十年前全美只有 39 個郡或縣
(county) 的亞裔人口數超過5%,但2020年竟已增加
到176個郡或縣, 就是為什麼許
多郡縣亞裔民選公職人員倍數成長的主因。

從這一次人口普查讓亞裔增加了相當大的信
心, 美國是一個族裔大熔爐,是靠新移民興建起來的
國家, 亞裔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亞裔的命也是命”
根本不是我們要向其他族裔所哀戚訴求的, 我們所
要追求的是引領美國成為一個一流的移民國家！

【李著華觀點 :聯邦農曆節
把農曆新年定為美國聯邦假日適切但難行】

新加坡樟宜機場強力復甦 客流量居亞太之冠
(本報訊)根據國際組織的調查，受到通

貨膨脹、原物料上漲以及軍事政變後不穩
定的政經情勢影響，緬甸的鴉片罌粟花栽
種面積在過去2年大幅上升，栽種密度越來
越高，管理也越來越有規模。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
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今天
在 曼 谷 發 布 2022 年 緬 甸 鴉 片 調 查 報 告
（Myanmar Opium Survey 2022）。

報告指出，過去緬甸的鴉片罌粟花多
是小範圍栽種，通常在主要的農業栽植區
外圍，遠離村落，也缺乏良好管理，但調
查人員在2022年收集的資料發現，緬甸栽

種鴉片罌粟花的方式漸趨精緻，範圍越來
越大，栽種密度也越來越高。

例如在撣邦（Shan State），和2021 年
相比，2022年的罌粟花田面積增加了超過
30%，撣邦的罌粟花田佔了全國罌粟花田面
積的84%。

報告指出，2022 年緬甸的罌粟花田的
面積大約是4萬100公頃，比2021年增加了
33%，從 2014 年以來，緬甸的罌粟花田面
積持續下降，到2020年降到最低，但2022
年的調查顯示了反轉的跡象，2021年起，
罌粟花田的面積和產量都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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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少女”德國抗議被警方帶走是擺拍？
德國警方否認

綜合報導 近日，瑞典“環保少女”格

蕾塔· 通貝裏因參加抗議活動兩次在德國被警

方拘留的消息成為熱點新聞。不過，據報道，由

於通貝裏被警方帶走過程中壹些攝影師在她周

圍拍照，她微笑著看著鏡頭，警方則站在旁

邊等候她，因而“通貝裏被假逮捕”、“警

方配合通貝裏擺拍”的說法開始瘋傳。

對此，德國警方在接受BBC采訪時否

認他們是“格蕾塔· 通貝裏的臨時演員”

，當地內政部發言人還稱“整個情況都被

那些有政治動機的人利用了”。

當天，格蕾塔·通貝裏兩次前往德國北萊

茵-威斯特法倫州小鎮呂茨拉特，與當地抗議

人士聯合起來反對附近煤礦的擴建工程。

此前，德國能源巨頭萊茵集團（RWE）

獲得了這個小鎮全部建築和土地的所有權，

並獲準拆除小鎮建築以擴建附近的煤礦以

供發電。呂茨拉特最後壹名居民已於去年

搬離，但數月來，這個已被廢棄的小鎮被

環保人士占據，持續抗議德國政府將該地

區劃為褐煤礦區的決定。

“環保少女”通貝裏自然沒有錯過這

壹活動，她於1月14日“空降”呂策拉特

的抗議者隊伍，身穿黑色羽絨服，手舉

“讓它們（煤炭）留在地底下”的牌子，發

表了壹番演講，指責德國政府“可恥”地與

煤礦所有者達成的協議。在警方要求通貝裏

離開時，她坐在地上壹動不動以示拒絕，還

壹直在笑。最終，她被警方帶離現場。

而在17日，通貝裏“出人意料”地又

回到了呂策拉特參加抗議活動，並於當天

第二次被德國警方帶走。據路透社報道稱

，通貝裏被德國警方短暫拘留後，在執法

部門進行身份檢查後再次獲釋。

通貝裏被警方帶走的相關視頻獲得了

極高的點擊量，但隨之而來的是，不少人

在看完視頻後聲稱這是“假逮捕”。

據報道，Catch Up Network就發布了

壹段現場視頻，並寫道：“是的，逮捕格

蕾塔· 通貝裏是為主流媒體策劃的。”根

據視頻，通貝裏兩側都站有警察，與此同

時，可以看到壹些攝影師在她周圍拍照，

通貝裏大笑著，站在附近的其他幾名警察

似乎在等待她，之後陪著她離開現場。

其他許多推特用戶也紛紛表示，通貝

裏被拘留是“假的”，其中包括成立美國

右翼保守組織“美國轉折點（Turning

Point USA）”的保守派政治活動人士查

理· 柯克（Charlie Kirk）。柯克17日晚上

在推特上寫道：“所以，事實證明，格蕾

塔· 通貝裏的被捕和她為之工作的氣候變

化邪教壹樣是假的。”

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員蒂姆 · 揚

（Tim Young）也發布了關於通貝裏被的

推文，他寫道：“沒有什麼比格蕾塔· 通

貝裏偽造逮捕自己更能說明氣候變化是壹

個徹頭徹尾的騙局了。”

另外，BBC也報道稱，壹篇包含上述

視頻的推文聲稱，德國警方帶走通貝裏是

“假逮捕”，“都是為攝像機準備的”。

這篇推文被瘋傳，許多網民附和稱，這壹

幕證實了這是擺拍的壹部分。

對於外界的傳言，德國當地警方否認他

們是“格蕾塔· 通貝裏的臨時演員”。當地

警方發言人告訴BBC，他們永遠不會讓自己

去做這樣的事情，並補充說，他們當時陪著

通貝裏拍照，是因為警方要允許媒體工作者

能夠進行報道，並確保他們受到保護。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內政部還告訴

BBC，出於後勤方面原因，警察和通貝裏

當時不得不在現場等待壹會兒再走。“他

們不得不等待幾分鐘才能將她帶到壹輛警

車上，”發言人說道，並指出“整個情況

都被那些有政治動機的人利用了”。

當時就在現場的德國媒體記者克裏斯

蒂安· 韋尼克（Christian Wernicke）也稱，

警察那時“正在決定如何進行身份檢查，

並等著把格蕾塔帶上警車。”

韋尼克還表示，“我看到了人們對這

段視頻的不同反應。有人說，這段視頻看

起來像是警察在陷害她，讓她難堪，還有

人說這都是壹些宣傳的壹部分。人們出於

自己的動機解讀和使用這些視頻。”

加拿大2022年CPI月均漲幅創40年新高

12月通脹略回調
綜合報導 加拿大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該國 2022 年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月均同比上漲 6.8%，創 40 年以來最高漲幅。

相較之下，2021年和2020年加拿大CPI月均同比漲幅分別為3.4%和

0.7%。若去除能源類價格，2022年月均CPI漲幅為5.7%，2021年則為

2.4%。

相較於前壹年，商品和服務價格在2022年都以更快速度攀升。其

中非耐用品價格增幅最顯著。能源類價格漲幅為22.5%，被加統計局

視為去年總體通脹走高的最大推動因素。其中，汽油上漲28.5%。同

時，零售食品上漲9.8%，達到1981年以來的最高值。

從時間段看，去年上半年物價同比增速逐月加快，在6月達至8.1%

的高位；下半年則有所放緩。

據加統計局同日發布的月度CPI數據，該國2022年12月的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同比上漲6.3%，較11月份6.8%的漲幅略有回調。若以

環比來看，該國CPI在去年 11月微漲 0.1%，12月則下跌0.6%，創下

2020年 4月以來最大月度降幅。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12月CPI環比

略降0.1%。

加統計局認為，總體CPI增幅放緩主要是由於汽油價格升勢回調。

此外，房屋物業重置成本、燃油、其他自有住宿開支以及各類耐用品價

格增幅亦見下降。不過，抵押貸款利息成本、服裝與鞋類、個人護理用

品等價格增幅則繼續攀升。

12月的汽油價格雖同比上漲約3%，但環比下降13.1%，創32個月以

來的最大月度降幅。

零售食品價格增速變動不大，過往5個月的同比漲幅均在11%左右

，但其中新鮮蔬菜漲勢有所增加。

鑒於目前的通脹水平仍明顯高於加央行的期望值，加市場分析人士

普遍預估，加央行將在1月25日的議息日再次加息。

面對高通脹，加拿大央行自去年3月至12月已連續七次加息，累計

升息400個基點，令基準利率從0.25%壹路升至4.25%。

擔心汙染
太平洋島國籲日本延後排放福島核汙水

綜合報導 因擔心漁業被核汙水影響，太平洋島國呼籲日本延後排

放福島的核汙水。

據報道，18日在斐濟首都蘇瓦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PIF)上，秘書

長普納說道，“本區域國家堅定不移地認為，在所有各方都確認安全之

前，不得(把核汙水)排放入海。”

該論壇的17個島國認為，把核汙水排入大海，可能對島嶼經濟

體所依賴的漁場產生重大影響。世界上多達50%的金槍魚出產於這

個區域。

普納說，直到今天，太平洋島國的人民每天依然得忍受核試驗所遺

留的長期影響。普納強調，“我們絕對不能被他人的行動所誤導，而導

致我們面臨另壹場重大的核汙染災難。”

此前13日，日本政府宣布，“2023年春夏之際”開始向海洋排放經

處理過的福島核汙水。日本全國漁業協會聯合會當天再次聲明，反對核

汙染水排放入海的態度毫無改變。

據報道，“全球在世最長壽老人”安德烈修女於淩

晨2點在法國南部城市土倫去世，享年118歲。

當晚，土倫市市長法爾科在社交媒體推特發文，宣

布了安德烈修女去世的消息。

據吉尼斯世界紀錄 2022年 4月發布的壹份聲明顯

示，安德烈修女本名露西爾· 蘭登，出生於1904年2月11

日。聲明稱，她不僅是“全球在世最長壽老人”，也是

有史以來最長壽的修女。

在成為天主教修女之前，她曾在二戰期間照顧孩子

，並在醫院裏照顧孤兒和老人28年。

2022年生日時，安德烈修女還收到了法國總統馬克

龍親筆寫的生日賀卡，這位總統已是她壹生中經歷的第

18位法國總統。

在安德烈修女之前，日本女性田中力子是世界上最

長壽的老人。她於2022年4月去世，享年119歲。

據吉尼斯世界紀錄披露的信息，有史以來最長壽的

老人也是壹位法國女性——珍妮· 路易斯· 卡爾芒。她出

生於1875年2月，1997年去世，享年122歲零164天。

歐洲議會要求塞爾維亞承認科索沃“獨立”

武契奇回應：無恥行為！

綜合報導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23

年年會在瑞士東部小鎮達沃斯拉開帷

幕。綜合俄新社、“紅星”電視臺網

站等多家俄媒報道，塞爾維亞總統武

契奇在出席此次論壇期間稱，歐洲議會

通過的壹份文件要求塞爾維亞政府承認

科索沃“獨立”。他還批評稱，這是

“無恥行為”。

據俄新社報道，武契奇在出席達

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與歐盟科索沃

問題特使米羅斯拉夫· 萊恰克及其他壹

些西方政客進行了會晤。歐洲議會議

員 18日通過的壹份報告要求貝爾格萊

德與普裏什蒂納就互相承認“獨立”

進行談判，該報告還譴責塞爾維亞無

法與歐盟外交政策保持高度壹致，尤

其是在俄烏沖突與對俄制裁的問題上

。該報告還提到凍結塞爾維亞與歐洲

壹體化進程的可能性。

報道稱，對此，武契奇回應稱，

“當歐洲議會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亞問題

上得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結論時，這不是

給武契奇的脖子套上絞索，而是給我們

國家的脖子套上絞索，我不會再用其他

詞來形容……他們（歐洲議會議員）在

這份文件中稱要追究所有分裂分子的責

任並對其進行懲罰，實際上他們自己才

是分裂分子”。

報道稱，武契奇還就科索沃問題批

評了西方。“他們發起強行將我們的領

土（科索沃和梅托希亞）分離出去的行

動，這種無恥要達到何種程度？我無語

了，他們說‘必須懲罰所有煽動分裂的

人’……他們卻違反人類法則、《聯合

國憲章》和安理會準則，作出了轟炸我

們國家並將其壹部分領土分離出去的決

定。”他說。

報道最後稱，武契奇還說，由於

“壹些西方國家虛偽以及壹些西方代表

不負責任”的行為，塞爾維亞接下來將

會很艱難。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俄新社此前

報道，武契奇去年11月24日稱，壹旦塞

爾維亞同意對俄羅斯實施制裁，西方就

會要求塞爾維亞政府承認自行宣布“獨

立”的“科索沃共和國” “獨立”。

2022 年 12 月，科索沃當局以涉嫌

參與恐怖活動為由拘留塞族前警察德

揚· 潘蒂奇，引發當地塞族居民不滿，

科索沃局勢升級。美聯社消息稱，武

契奇同月 27日批評西方和科索沃當局

希望沖突升級。他還表示，塞方正與

歐盟和美國的代表就維護和平與為目

前的緊張局勢尋找壹個折中的解決辦

法進行談判。

科索沃位於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

上，最大城市為普裏什蒂納。據外媒報

道，該地區大約有180萬人，其中92%是

阿爾巴尼亞族人，6%是塞爾維亞族人。

科索沃是原南聯盟塞爾維亞共和國的自

治省，1999年 6月科索沃戰爭結束後由

聯合國托管。2008年 2月，科索沃單方

面宣布“獨立”，但塞爾維亞始終堅持

其對科索沃的主權。

全球最長壽老人去世享年118歲：
馬克龍為她寫過生日賀卡馬克龍為她寫過生日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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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最
近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到，他認為2019年印度與巴基斯坦2大擁
核國差點爆發核戰，雙方都認為彼此準備進行核武打擊，美國
團隊在努力一番後說服了印度與巴基斯坦彼此並沒有要動用核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24日出
版回憶錄《寸步不讓：為我愛的美國而戰》（Never Give an
Inch: Fighting for the America I Love，暫譯），他在書中提到，
認為2019年2月印度與巴基斯坦差點為了克什米爾（Kashmir）
爆發核戰。

衝突起源於當年2月14日，一名自殺炸彈客駕駛汽車在印
度控制的查摩與克什米爾（Jammu and Kashmir）首府斯利那加
（Srinagar）20公里外高速公路上，攻擊一輛載運印度中央後備

警察部隊（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 CRPF）的巴士，釀成
至少44名印度軍人死亡，以巴基斯坦為基地的伊斯蘭激進組織
「穆罕默德軍」（Jaish-e-Mohammad）隨後宣稱犯案。

印度後續展開反擊，跨越中印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空襲巴基斯坦境內的武裝份子，並且宣稱殲滅大批武
裝份子，巴基斯坦則稱擊落2架印度軍機、俘虜1名飛行員。

蓬佩奧在書中寫道，他不認為 「這個世界真的知道2019年
2月印巴對抗差點演變成核戰」，他自己也不知道確切答案，
只知道 「非常接近」。

他說印巴衝突升溫時，他正在越南首都河內參加一場與北
韓談判核武的峰會，他被叫醒與一名印度代表商談， 「他相信
巴基斯坦人已經開始準備核武、進行打擊，他告訴我，印度正

在盤算升級」， 「我告訴他什麼都別做，給我們1分鐘處理問
題。」

蓬佩奧提到他開始與當時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著手處理問題，包括聯繫上當時的巴基斯坦陸軍參謀
長巴吉瓦（Qamar Javed Bajwa），告知他印度方面的說法，巴
吉瓦則回應不是事實，反而認為印度正在準備祭出核武。

他寫道： 「我們花了幾小時，以及我們在新德里、伊斯蘭
馬巴德的團隊的出色表現，才說服雙方彼此沒有準備動用核武
。」

蓬佩奧補充說： 「沒有其他國家會做到那晚我們所做的，
來避免可怕後果。」

針對蓬佩奧的說法，至今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未回應。

（綜合報導）美軍陸戰隊25日在關島舉行了 「布拉茲營」
（Camp Blaz）基地正式啟用儀式。這是70年來美國建立的第
一座美軍陸戰隊基地，被認為對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重新部署
兵力應對中國大陸挑戰具有重大意義。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軍陸戰隊司令柏格上將（General Da-
vid Berger）當天發出推文說， 「關島是一個起到戰略中心作用
的好地方，將為美軍陸戰隊、聯合作戰部隊、盟友和夥伴們提
供極好的訓練機會。」

布拉茲營基地是依據美國與日本2012年簽署的一項協議建
立的。那項協議計畫將數以千計的美軍陸戰隊及其家屬調離日
本沖繩，一方面減輕美國駐軍對當地社區的負面影響，另一方
面在面對中方軍力不斷增強時調整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兵力
部署。

美軍陸戰隊網站上提供的資料顯示，布拉茲營基地為加強

印太地區安全與穩定擔負起
美軍的戰略後勤中心作用，
為美國國防部掌握威懾和防
禦能力扮演關鍵角色。

布拉茲營占地 4000 英畝
，營地及相關設施預計耗資
86 億美元興建，其中 30 億美
元由日本方面提供。在新冠
疫情造成施工延遲兩年之後
，布拉茲營的興建目前已經完成一半，預計從2024年開始陸續
接納美軍陸戰隊第三遠征軍的軍人。建成後，該基地可以容納
大約5000名美軍陸戰隊員。

此外，美國空軍據信也在位於關島附近的天寧島擴建機場
。分析人士認為，該機場完成擴建後，很可能被美軍當作關島

安德森空軍基地的 「備份」，為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行動提供
支持。美軍希望天寧島機場能夠部署14架大型空中加油機，以
便能夠讓部署在關島軍事基地的美軍五代機奔赴第一島鏈作戰
，並停留儘可能多的時間。

川普耶誕應對中方軍事挑戰
美軍陸戰隊啟用關島 「布拉茲營」基地

布林肯29日起訪中東 美憂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惡化
美眾院中國特別委員會

考慮來台開聽證會
（綜合報導）領導美國

新一屆國會眾議院的共和黨
人正在採取行動，兌現他們
要向中國展現強硬立場、向
台灣表達支持的承諾。眾院
新成立的跨黨派 「中國特別
委員會」成員惠特曼（Rob
Wittman）說，台灣問題是該
委員會關注的焦點之一，並
透露考慮在台灣舉行聽證會
。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
爾（Michael McCaul）25日也
與我駐美代表蕭美琴會面，
討論如何強化美台夥伴關係
。

據 美 國 政 治 新 聞 媒 體
《Roll Call》24日報導，中國
特別委員會（全稱為美國與
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別委
員 會 ） 主 席 蓋 拉 格 （Mike
Gallagher）表示， 「我們要如
何避免今日烏克蘭，明日台
灣？我想這是委員會要著手
的課題。」蓋拉格希望關注
已批准但延宕交付的180億美

元對台軍售。上月他與共和
黨籍眾院議長麥卡錫聯合發
表專欄文章，承諾 「將讓協
助台灣自我防衛成為急迫議
題」。

惠 特 曼 在 與 華 府 智 庫
「2049 計畫研究所」主席薛

瑞福對話時也表示，台灣問
題無疑是中國特別委員會關
注的焦點。惠特曼說， 「蓋
拉格希望我們在台灣舉行聽
證會。我想我們會這樣做，
這對全世界以及對台灣都非
常有意義。」據蓋拉格透露
，該委員會預計2月成立辦公
室，3月舉行首場聽證會。

台灣涉外官員表示，不
曾聽說美國議員在他國舉辦
公聽會，尚待了解，如果美
方提出，雙方會討論。

據美國之音報導，惠特
曼在回答提問時還說，美國
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採取的戰
略模糊政策已失去意義。他
說， 「我們不希望升級為戰

爭，但如果有必要，我們會
捍衛（台灣），但關鍵是能
夠震懾，威懾是首要任務。
」

在 25 日，美國眾院外委
會共和黨團圖文並茂地發出
推文說，新上任的外委會主
席麥考爾 「與台灣大使蕭美
琴舉行非常好的會談，討論
我們如何能在第118屆國會會
期中強化我們之間至關重要
的夥伴關係」。之後，蕭美
琴跟推說， 「在國會山莊忙
碌了一天，會見在國會的好
朋友，討論來年在許多領域
如何進行對我們夥伴關係重
要的合作。」

另外，共和黨眾議員帝
芬尼（Tom Tiffany）與另外
18 名同黨籍議員提出一項決
議，敦促拜登政府摒棄過時
的 「一中政策」，正式承認
台灣獨立地位、支持台灣加
入國際組織，並就美台雙邊
自由貿易協定展開談判。

不是俄烏不是俄烏、、南北韓南北韓 蓬佩奧曝蓬佩奧曝
「「這這22國國」」 差點爆核戰差點爆核戰 美擋下危機美擋下危機

（綜合報導）以色列部隊今天在約旦河
西岸發動奪命突襲後，一名美國官員表示，
華府方面憂心，在國務卿布林肯29日開始訪
問中東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安全局
勢可能惡化。

路透社報導，布林肯（Antony Blinken）
將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關係日趨緊繃之際，
出訪埃及、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West Bank
）。

根據巴勒斯坦官員，美方公布布林肯行
程前的幾個小時，以色列突擊隊員剛在約旦
河西岸殺死7名持槍人士和2名平民，這是多
年來死亡人數最多的單一場戰鬥。

負責中東事務的國務院高官李弗（Bar-
bara Leaf）表示，有平民死亡的消息 「相當令
人遺憾」。

她在電話簡報會上也告訴記者， 「顯然
安全方面情況有惡化的可能」，她今天上午

數度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奈茲（Thomas Nides
）和以巴官員對話。

李弗說，美國敦促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安
全部隊進行協調以及讓情勢降溫，但在這場
突襲後，巴勒斯坦當局表示將結束與以色列
的合作。

布林肯此行將是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新右翼政府掌政後，
他第一次到訪以色列。

尼坦雅胡執政聯盟內的若干成員反對巴
勒斯坦建國，以及其他強硬派觀點，在海內
外引發憂心。

國務院在宣布布林肯出訪計畫時表示，
布林肯在與尼坦雅胡、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
席阿巴斯（Mahmud Abbas）會面時，將討論
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對於解決以巴
衝突的重要性等議題。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AA88亞洲時局
星期六       2023年1月28日       Saturday, January 28, 2023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韓日磋商二戰勞工事宜
賠償方案引爭議

綜合報導 圍繞二戰勞工相

關事宜，韓國和日本外交部門官

員1月16日在日本外務省舉行磋

商。這是韓國政府正式提出“第

三方賠償方案”以來，雙方首次

面對面會談。由第三方代付賠償

金的方案在韓國國內引發爭議，

受害者和在野黨堅決反對。

出席當天司局級磋商的韓方

代表為外交部亞太局局長徐旻

廷，日方代表為外務省亞洲大洋

洲局局長船越健裕。韓方在會談

後發表聲明說，徐旻廷向日方傳

達了韓國國內針對賠償方案的民

意，但沒有公布會談更多細節。

韓國政府上周提出針對二戰

時期遭日本強征勞工受害者的賠

償方案。據韓聯社報道，根據這

壹方案，由韓國行政安全部下屬

的“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動員受害

者支援財團”出面籌措韓國大法

院（最高法院）2018年終審判處

涉案日企支付的賠償金，由韓國

企業捐資。但是，方案沒有提及

要求日方道歉或出資。

據日本媒體援引消息人士的

話報道，如果韓方撤銷對涉事日

企的索賠，日本政府可以考慮允

許日企參與出資。

韓國受害者和支持團體強烈

反對這壹方案，他們要求日方向

受害者道歉，涉事日企應直接參

與賠償。

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

黨首李在明說，這壹賠償方案嚴

重違背民意，韓國政府應立即停

止對日外交的“唯命是從、卑躬

屈膝”。

長期以來，韓國受害勞工及

遺屬多次發起訴訟向日方索賠，

但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壹直拒絕

賠償，理由是兩國 1965 年簽訂

《韓日請求權協定》“已解決”

索賠問題。韓國大法院2018年就

三起索賠訴訟做出終審判決，認

定《韓日請求權協定》不妨礙強

征勞工受害者起訴企業，判令涉

事日企賠償原告。

日方指責韓方這壹做法“違

反國際法”，對韓方實施經濟報

復，導致兩國關系趨緊。

因繁瑣管理費和手續被“拋棄”
349萬套空房讓日本政府頭疼

綜合報導 據報道，壹份調

查顯示，除了租賃用的住宅外

，日本全國有 349 萬套房屋長

時間無人居住。因為令人煩惱

的管理費和手續等，這些空房

被房主和親屬“拋棄”。但如

果這些空房無人打理，又會對

周邊環境產生不利影響，成為

政府的難題。

此前的調查數據顯示，2018

年，日本全國空置住房占住房總

數的13.6%。根據日本野村綜合

研究所的預測，如果空置住房的

拆除工作進展緩慢，到2038年

，這壹比例將上升至31.5%。

提供空房處理與咨詢服務組

織“空房與空地管理中心”表示

，不少人苦惱如何處理老家的房

子，他們對如何處理充滿回憶的

老家空房很是糾結，父母希望將

空房留下來，但空房的處理手續

又很繁瑣。

茨城縣築波市壹位50多歲

的女性就曾為處理千葉縣的老家

空房而苦惱，父親去世後，母親

生活在養老院，房子就空了。

處理空房時，整理老房物品的

工作量十分巨大，這位女性每

周要騰出兩三天的時間開車 1

小時回到空房進行整

理，用了近 3個月的

時間才將空房的物品

整理完，又花了大約

300 萬日元（約合 16

萬元人民幣）拆除空

房，壹段時間之後，

房屋拆除後的土地才

被順利出售。

除了空房處理的手續過於繁

瑣，不少房屋因為所在地段價格

太低等原因被子女放棄繼承，或

長期無人管理。

研究空房領域的明治大學教

授野澤千繪表示：“與建造住房

相比，為住房‘送終’等政策明

顯不足。政府有必要考慮出臺支

援拆遷費用的措施，比如設立基

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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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

舉行2023年新春招待會。中國駐馬來西

亞大使歐陽玉靖在招待會上介紹，中馬

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達到創歷史新高的

2036億美元。

歐陽玉靖在致辭中指出，2022年是

中馬關系承前啟後的壹年，2023年是兩

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系10周年。他說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方願同馬方

壹道，攜手推動中馬關系朝著共建中馬

命運共同體的大方向穩步前行。

歐陽玉靖表示，在馬來西亞過春節，

感受到“年味兒很濃”。他尤其提及馬來西

亞的“撈生”習俗寄托對來年的美好祝願，

像馬來西亞多元文化壹樣繽紛多彩。

出席招待會的馬來西亞外交部部長

贊比裏說，今年是馬中建立全面戰略夥

伴關系10周年，馬來西亞期待能繼續與

中國保持密切合作，並進壹步加強和鞏

固雙邊關系。

在招待會上，歐陽玉靖和贊比裏在

致辭時不約而同巧用兩國成語。贊比裏

以中文成語“同舟共濟”和馬來諺語

“Bagai aur dengan tebing”(像竹與岸的

相輔相成關系)形容馬中關系。歐陽玉靖

則借用“兔”的諧音，送出宏“兔”大

展、前“兔”似錦、奮發“兔”強的新

春祝福。

韓國最大在野黨黨首
將就涉地產弊案到案受訊

綜合報導 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

黨首李在明表示，將於 28日就“慰禮、大

莊洞地產弊案”到案接受檢方調查，再次

聲稱他是無辜的，並指責檢方對他的指控純

屬捏造。

據報道，李在明當天下午走訪首爾市麻

浦區望遠市場後表示，自己雖然無辜，但既

然檢方又傳喚，還是要去。李在明說，有許

多國政、黨務需要處理，工作日要幹活，將

於28日推遲壹天到案，以免耽誤政事。

報道稱，李在明指責壹些搞政治的檢察

官壹邊捏造莫須有的罪名，另壹邊掩蓋罪行

，濫用職權牟取私利，歷史終將作出公正的

評價。

韓國檢方認為，在大莊洞地產弊案中，

李在明作為城南市長行使了最終決定權，向

民間開發商提供便利，使其獲得4040億韓元(

約合22億元人民幣)的巨額收益，給城南市造

成損失。

韓國檢方還認為，城南市長政策秘書鄭

鎮相等李在明的親信向大莊洞開發商提供項

目便利，並約定收受項目開發收益中的428億

韓元，而且在接受各種選舉資金的過程中李

在明也有所介入。

此前16日，首爾中部地方檢察廳就該案

傳喚李在明到案接受調查。這是李在明曾於

10日就“城南足球俱樂部贊助金”壹案到案

受訊後，時隔6天再被檢方傳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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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除夕还有3天。深夜十点，汉口

火车站仍然人头攒动，春运大军像潮水般

涌向这座中国内陆最大的交通枢纽城市，

然后散去。

自12月31日武汉市首次公开通报出

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算起，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暴发进入第21天。

截至1月21日21时，全国共确诊病

例314例。其中270例出现在武汉。不断

蹦出的手机弹窗提示着确诊病例还在增加

。

空无一人的华南海鲜市场，少有人进

出的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身处暴风眼

中的武汉，有些出人意料的平静。

但走进医院发热门诊，排起长龙的就

诊队伍又在宣告，这座城市正在面临一次

巨大的挑战。

被病毒包围的城市

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会现形的微生

物，尤其是病毒，是人类看不见的敌人。

这次进击的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

1月20日晚10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

不足1公里的汉口火车站仍然人流密集。

就读于武汉文华学院的女大学生杨夏

刚从长沙参加活动回来，她是出站旅客中

少数未戴口罩的。“之前学校辅导员有提

醒我们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

口罩，但大家感觉没那么严重，出门也不

是每次都戴口罩。”杨夏说。

时值春运，汉口火车站人潮涌动，刘

艺也是其中的一员。她在黄冈工作，在汉

口火车站转车回襄樊老家过年。5岁的女

儿没有任何防护，暴露在人群中，旁人提

醒她，不给孩子戴个口罩吗？她有些迟疑

：最近是不是流感挺严重？

起初，旅舍老板刘佳对这看不见摸不

着的病毒也并不在意。她每天都在汉口火

车站广场招揽生意，与来往旅客攀谈，但

她没有戴过口罩，“没事，我身体好得很

，不怕。”

“哇，武汉实际感染人数超过1000

多人！”杨悦读着朋友圈看来的未加证实

的消息，发出惊叹。他经营的奶茶店与华

南海鲜市场仅一街之隔，今天生意不太好

，他捧着手机，通过互联网实时关注着自

己所在的城市正在发生的疫情。

与网上如临大敌的恐慌情绪不同，网

约车司机李毅有些不以为然，“那都是一

个月前的事了，说有几个人感染病毒肺炎

，现在应该都治好了吧。”

公众的警惕性是在一天内陡然提高的

。就在1月20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通报

，2天之内新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136例，同时，北京、深圳也出现输入性

病例。

这意味着，病毒不仅在武汉蔓延，而

且随着人流，离开了武汉。

疫情升级的同时，武汉的防控措施也

随之升级。

汉口火车站地面南进站口，4台红外

线测温仪已经启用，以检测离汉旅客体温

。“火车站进出站口都会对旅客进行体温

检测，旅客体温超过38°C将接受进一步检

测，必要时将通知医院。”一名工作人员

说。

不仅抵离武汉的旅客需要接受红外线

体温检测，1月21日，火车站附近的一家

酒店开始有手持测温仪的工作人员对入店

旅客逐一进行体温测量，武汉同济医院门

诊楼入口处也新装了测温仪。

公众自我防护的增强，直接表现是口

罩脱销。“今天早上小区药店买口罩的人

都排起长队了，根本买不到。”网约车司

机林奇开车路过华南海鲜市场，他戴的口

罩还是今天一位乘客送的，“他说戴总比

不戴好，还是需要防护一下。”

“武汉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林

奇有些无奈。

这两天，站前广场上陡增的白口罩让

刘佳有点担忧——戴着口罩的出站旅客越

来越多了。她开始考虑，给自己买一个口

罩，“这次肺炎，可能不简单。”

“人传人”

但人们对这个新病毒的传播力和毒力

还没有完全掌握。

从“未见明显人传人”到“有限的人

传人”，疫情最开始的十几天里，随着研

究的推进，官方关于病毒是否人传人的答

案一直在更新。

在这样的结论下，加之最初确诊的病

例均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因此是否与

华南市场有过交集成为临床判断肺炎病例

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武汉市民饶军的老伴正在金银潭医院

接受治疗，经过三天抢救，老伴在电话里

听起来状态还不错，这让他略微放下了悬

着的心。半个月前，70多岁的老伴开始发

烧，但因为没有华南市场接触史，医院并

未将其列入观察病例，而是当作普通感冒

治疗。就在上周，病情急转直下，最终确

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送入金银潭医院紧

急抢救。

转折出现在1月20日。当晚，国家高

级别医疗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

视连线直播时首度证实此次疫情有人传人

的传染。同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5名

医务人员被感染。1月22日，世界卫生组

织将病毒的传播定义为“可能持续人传人

”。

1月21日下午，饶军冒雨去给老伴送

些生活物品，走到医院门口就被保安拦下

。金银潭医院只开放下午固定时间段给家

属给患者送物品，但必须在保安亭止步，

由保安转交。经过了高度紧张的三天，饶

军也有些乏力，“我都感觉自己也被感染

了。”

饶军离开医院后不久，张俪和丈夫戴

着双层口罩走出金银潭医院，面色凝重。

就在2天前，张俪的公公李家庆确诊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她担心肺本就不太好的

老公因此被传染。

谈起公公的病情，张俪心有愧疚。李

家庆是为了帮忙照顾孩子上学才在两三个

月前从老家来到武汉的。1月8日，因去

汉口火车站取回家的火车票，他骑电动车

从华南海鲜市场路过。张俪不知道，这与

病毒感染是否有关，但这是她能想起的公

公和华南市场唯一的交集。

1月10日，李家庆乘坐火车从武汉回

老家过年，12日在老家出现发烧咳嗽等症

状，随即进入当地一家医院治疗。入院时

，家人明确告诉了医生李家庆是从武汉过

来的，主动提醒了医生是否需要检查肺炎

病毒。

李家庆目前还在ICU，“两面肺都白

了。”所幸，张俪的丈夫并未感染，“今

天在金银潭医院查了，说是普通感冒。”

截至1月21日，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途径尚未明确。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

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判断，

这次疫情的第一波传播发生在武汉华南海

鲜市场，新型冠状病毒由动物传染人；第

二波在小区暴发，市场附近的两个居民区

受感染。现在可能进入第三波传染，即在

家庭成员间或者医院内传播。

“吊瓶森林”与“白色孤岛”

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也

是病毒性肺炎的高发时期。武汉市卫健委

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

中多次提醒市民，密切关注发热、咳嗽等

症状，出现此类症状应及时就近就医。

1月21日下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人满

为患。三名身穿全身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在

分诊台前被问诊的患者层层包围。

在狭小的发热门诊等候大厅，有患者

仍在焦急等待叫号，有患者已经挂上点滴

，十几个吊瓶静静悬挂在不算开阔的候诊

厅中。

在前往金银潭医院就诊前，张俪曾陪

同丈夫到就近的同济医院门诊排号，但并

未看上病。“我们从早上六点等到下午三

四点，排了150多号，最后还没看上。”

张俪说，门诊里等待诊治的患者太多了，

“大家都很煎熬。”

1月20日，按照国家、省、市联合制

定的诊疗方案，集中患者、集中资源、集

中专家、集中收治，武汉公布全市61家

发热门诊和9家定点医疗机构。

同济医院是武汉专设发热门诊的61

家医疗机构之一。在张俪看来，与越来越

多的就诊患者相比，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

显然是不够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武汉其他医院。

某发热门诊医疗机构的一位医护人员告诉

记者，其所在的科室已抽调9名护理人员

分散到其他科室支援，之后还要再听从护

理部调遣。

与人满为患的同济医院相比，位于东

西湖区的金银潭医院人烟稀少，仅偶尔有

前来为患者送生活用品的家属进出。1月

21日下午4时许，环卫正在对金银潭医院

前的街道进行冲洗，多名戴着口罩的工作

人员在医院门口值守。

金银潭医院原名为武汉市医疗救治中

心，是湖北省、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也是此次集中收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医院之一。

据1月19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部分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者被转运至金银潭医院

集中治疗。

首批确诊的患者之一、郑浩的父亲经

过治疗已于1月11日病愈出院，全家返回

荆州过年。

有些人却再也没能走出医院。据武汉

卫健委通报，截至1月20日24时，武汉市

累计死亡6例。

“老鬼”就是其中之一。

在华南海鲜市场做海鲜生意的夏梅是

“老鬼”的老街坊。在她的记忆中，70多

岁的“老鬼”在市场帮工两年多，曾在市

场东区和西区多家商铺负责搬运货物。

“老鬼”办事大大咧咧，走路风风火火，

“嗲嗲人蛮好。”

每天凌晨三点，市场就开始忙碌，

1000多家商铺进货配货，“老鬼”也不例

外。夏梅闲暇时常和市场里的街坊聚在一

起聊家常，不忙时“老鬼”也会加入。和

夏梅聊天时，“老鬼”有时会提及自己年

纪大了一身病。

华南市场休业后，夏梅没有再见过

“老鬼”。

“老鬼走了。”两天前，夏梅突然从

市场其他商铺的老板那里听说“老鬼”去

世的消息，这让她十分意外，“他们说平

时风风火火的人，走得也会快。”

疫情仍在继续，武汉的救治措施也在

不断跟进。1月21日，武汉宣布3家定点

医院设置床位800张用于收治病人，其他

直属医疗机构为配合患者救治，将于近期

腾出1200张床位用于患者救治。

病毒从哪里来

笼罩武汉的另一个难题是病毒传染源

：新型冠状病毒究竟从何而来？

多种线索均指向华南海鲜市场，这里

被视为最有可能的病毒发源地。

从汉口火车站步行10分钟，就可以

抵达华南海鲜市场，这里是武汉最大的海

鲜市场，也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海鲜市

场。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者就在此

发现。

自1月1日休业整顿起，华南海鲜市

场持续处于关闭状态，东区和西区1000

多家商铺全部关门停业。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昨日表示，目

前推断新型冠状病毒病毒的来源在华南海

鲜市场，有野生动物在里面起了很关键的

作用。钟南山院士同样指出，病毒源头是

哪种动物尚不清楚。从流行病学调查看，

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可能性比较大的是

竹鼠、獾等。

公开信息显示，华南市场有合法售卖

野生动物的摊位。根据武汉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9年9月25日发布的消息，当天上

午，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市林业、

森林公安等部门开展野生动物市场专项整

治行动，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内，市区两

级执法人员对售卖虎斑蛙、蛇、刺猬等动

物的近8家商户进行地毯式排查，逐一检

查其野生动物经营许可审批文件、营业许

可证，严禁其经营未获审批的野生动物。

本地人对华南市场并不陌生。在武汉

市民陈超的记忆中，华南市场已经存在至

少15年之久。在他看来，市场偷卖野味

是公开的秘密，“果子狸、虎斑蛙、孔雀

……你想要什么都有。”

华南市场一位商铺李姓老板告诉记者

，市场售卖野生动物的摊位集中在西区中

部一条长廊，“偷着卖那多少是有的。”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对野生动物经营的监管依

然存在很大难度，“被售卖的野生动物来

源很难确定，是野生还是人工繁育的，来

源只有经营者自己清楚。”

他表示，如果偷着卖，渠道来源就存

疑，有可能存在非法猎捕等违法违规行为

。有些商家可能存在没有办理相关经营利

用许可证和养殖许可证的违规行为，售卖

野生动物是否经过正规的检疫系统检测，

是否有相关卫生检疫部门的许可，也无法

得知。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劲硕曾

在2003年参与“非典”野生动物溯源，

并最终与课题组一起指出SARS病毒的源

头是蝙蝠，主要锁定在中华菊头蝠等种类

上。

“我们后来发表不少论文和科普文章

，呼吁大家不要再吃野生动物，不要与野

生动物有过于亲密的接触。只有野生动物

健康、生态系统健康，才可能有人类的健

康。”

让他备感失望的是，17年过去了，

新型病毒又出现了，吃野生动物的陋习至

今还没有改变。

暴风眼中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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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据美国中文网援引Forbes报道，

2019年，美国政府出台多项移民新规，

外国投资者为EB-5签证必须支付的最低

金额几乎翻倍，从50万美元增加至90

万美元，而2020年移民政策又将会有哪

些改变？有哪些法案值得关注？

H-1B和L-1签证拒签率仍或居高不下

H-1B申请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

美国政府前三年的高比率。今年3月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USCIS)将推

出电子注册系统。各公司将利用该系

统提交有关申请H-1B签证的专业人士

的信息。新推行的电子注册可能会导

致申请数量增加，从而导致初创公司

或其他申请员工少的公司的中签率下

降。

美国移民局计划发布一项规则，

将提出修改专业知识的定义， 阐明就

业和劳资关系的定义，并确保雇主支

付L - 1签证持有者适当的工资。拟

议规则的目标日期为2020年9月。

雇主们表示，现在为雇员申请L-1

签证很困难。“我们在印度领事馆的

L签证拒签率是80%到90%，”一家美

国大公司的高管在一次采访中告诉

Forbes。

H-4签证工作权利或被取消

针对H-1B配偶签证，美国政府继

续将取消持H-4签证的工作权利列入

监管议程。拟议规则的目标日期是

2020年3月。

S.386法案能否在参院通过

2019年 7月 10日，众议院以 365

票对65票通过了高技能移民公平法案

(H.R. 1044)。该法案将取消各国雇主

担保移民的配额限制，同时将亲属移

民的配额从7%提高到15%

H.R.1044的参院版本S. 386号一

直2019年一直遭到部分参议员的否决

，S.386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参议员迈

克•李(Mike Lee)已同意将三位参议员

要求的条款包括在法案中。2020年S.

386法院能否在参院顺利通过值得关注

。

留学生OPT及停留时间或将受限

ICE计划在2020年修订现有法规

，并修订针对F和M签证的非移民学

生的OPT规则。”2020年 8月是拟议

的目标日期。

国土安全部的监管议程上的一项

内容指出：“ICE提议对所有指定的

学校官员进行审查，以确保ICE能够

通过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SE-

VIS)获取学生的准确数据。”

美国政府还计划在2月公布一项

改革，更改国际学生在美最长停留时

间。

难民和庇护政策或将继续收紧

2019年 9月，美国政府宣布了历

史最低的2020财年接收难民的年度上

限，为1.8万人，比奥巴马政府最后一

年设定的11万人的上限降低了84%。

2020年美国政府可能不会调高接收难

民的年度上限。

法院是否会撤销对新公共负担法的禁

令

2019年10月15日起，美国政府新

规明确规定了在一定时间内领取过公

共福利的移民，将被视为“公共负担

者”，可能被驳回绿卡或部分签证的

申请，包括游客、学生、短期工作、

短期探访等等，当然，受限最大的可

能还是绿卡申请。

此前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George Daniels，批准了一项全国性的

初步禁令，阻止了原计划在10月15日

生效的“公共负担”新法规。而今年如

果法院批准了“公共负担”法规，这可

能是美国政府影响最深远的移民措施。

移民局或将加强对雇佣移民的企业的

监管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19

年美国移民局调查人员开展的工作场

所调查数量是奥巴马政府结束时的四

倍。这种趋势很可能在2020年继续下

去。美国最高法院对堪萨斯诉加西亚

案的裁决可能会对企业构成更大的移

民执法威胁。如果法院的裁决对堪萨

斯州有利，那么“当地的市、县检察

官就可以对雇员和雇主进行起诉”，

理由是“雇佣那些没有工作授权的移

民”。

移民申请费用或将继续增加

2019年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项移民

新提案，以提高赴美移民的申请费，

并首次对寻求避难者收取费用，旨在

限制他们获得美国庇护及移民福利。

如果此项法案通过，移民申请费用将

增加。

这项提案将对庇护申请者收取50

美元的申请费，对所有寻求庇护者收

取490美元的工作许可费。申请美国

公民身份者的申请费也从750美元，

增加到1170美元，针对某些特殊移民

的费用可能更高。

2020年美国移民政策有何新变化？
移民关心这些问题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美国国土安

全部DHS的新数据显示，在2016财年

至2018财年之间，每年美国新增合法

移民数量从118万下降至109万人。来

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从 2016 财年的

81772人减少到2018财年的65214人。

福布斯13日报道，“在排除难民

后，2018财年成为永久居民的合法移

民数量比2016财年下降了122412人，

下降幅度达到11.5%。”美国国家政

策基金会NFAP的分析显示。而特朗

普政府一些当下遭到联邦法院阻止的

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合法移民减

少。

归因于直系亲属类别的移民数量减少

NFAP的分析指出，大部分下降

可以归因于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类别的

移民数量减少，该类别包括了美国人

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总体而言，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成为永居移民的数量，从2016财年的

566706人下降至2018财年的478961人

，减少了87745人，或15.5%。其中，

美国公民的配偶减少36209人(下降了

11.9%)，子女减少了21700人(下降了

24.5%)，父母减少了29836人(下降了

17.2%)。

按国家来看，墨西哥、中国、越

南和韩国是人数减少最明显的国家。

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从 2016 财年的

174534人下降到2018财年的161858人

，下降了7.3%。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

从2016财年的81772人减少到2018财

年的65214人，减少了20%以上。

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数下降大部分

可以归因于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类别成

为永居人数的下降。“在2016财年至

2018财年之间，从墨西哥获得绿卡的

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人数减少了14002

人(11.7%)，中国的减少了7636人，或

24.1%。”NFAP表示，其他国家在这

一类别上，多米尼加共和国下滑17%

，菲律宾下滑24.1%，印度减少14.8%

，韩国下降17.3%。越南下降了12.7%

。

合法永久居民的配偶、子女和未

婚子女方面，新增永居人口从2016财

年的 121267 人下降至 2018 财年的

109841人，减少11426人或9.4%。

多项行政政策延误绿卡申请

这些直系亲属获得绿卡人数下降

，可能是处理延迟，以及阻止获得永

久居留权的政策变更所导致的。

包括要求对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

进行面试的多项行政政策，都导致了

绿卡申请的延误，而2017年 3月 6日

总统发布的“加紧检查和审查”的命

令可能同时导致了申请延误以及签证

被拒。

基于221(g)理由(申请不符合‘移

民和国籍法’或相应颁布的法规)而遭

确定的移民申请不符合资格的数量，

从2017财年的254478人增加为2018财

年的 341128 人，增加 86650人或 34%

。

Berry Appleman & Leiden律所的

高级顾问，也是前国务院签证办公室

法律咨询意见部门主管的杰弗里•高

斯基(Jeffrey Gorsky)表示，221(g)通常

会导致领事官员寻求更多材料，或让

申请进入“行政处理”时所使用的，

大多数此类案件最终会通过。然后，

增加的数目太过巨大，大多数案件的

结果不得而知，尤其是在白宫加紧审

核的指示下。

高斯基说，“行政处理”可能

包括安全许可在内的多种情况，

许多案件不会在同一财年内被批

准或结案，或者有一些永远不会

被批准。

未来每年或减少数十万合法移民

特朗普政府的另外两项行政政策

可能还会导致每年数十万的合法移民

减少，包括总统2019年10月4日宣布

，按照《移民与国籍法》第212(f)条，

禁止新移民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

进入美国。此外，政府还发布了关于

基于公共负担理由的不予受理的规则

，该规则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领事官

员或裁定人员阻止那些被预测会在未

来12个月内使用某些公共福利的移民

。

联邦法官已经搁置了这两项法规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规定生效，就可

能导致进入美国合法移民数量明显的

和潜在永久性减少。

2016年到2018年
中国赴美移民减少逾20%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过去的2019年许

多移民政策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在美华人，

从绿卡国别限制法到EB5改革，学生签证

、工作签证、特殊人才绿卡等审批申请都

在发生着变化，下面特别总结了2019年美

国移民方面的十大关键性政策。

1.S386/HR1044法案(绿卡国别限制法)

S386由美国参议员Mike Lee在2019

年2月7日提出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的众议

院版本叫HR1044(2019年高技术移民公平

法案)。S386法案旨在取消职业移民和投资

类移民绿卡申请国别配额。内容包括：

•职业移民取消取消国家配额，每个

移民获得绿卡的先后是根据申请日期，而

不是国籍。

•而新提案则取消目前7%国家限额

，有三年的过渡期。

•家属移民，每个国家的签证配额上

限，从原来的7%增加到15%

•废除中国职业移民每年减少1000个

配额的规定

12月17日公布的最新S386修正案增

加了内容：

•预留5.75的绿卡名额给除了印度和

中国以外的国家申请人使用，但是9年以

后会过期

•为等候绿卡排期的申请人提供临时

身份

该法案涉及到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

国的申请人未来十年的绿卡排期，进而受

到华人群体的广泛关注。

2.EB5投资移民涨价

美国移民局(USCIS)7月23日宣布将

对EB-5投资移民作出重大改革。最低投资

额度将由此前的100万美元上调到180万美

元，区域中心的投资额度则将从50万美元

涨到90万美元。新规定已于2019年11月

21日生效。除上述投资金额外，其他的变

化包括：

•区域中心(TEA，Targeted Employ-

ment Area)的划分和决定权将由国土安全

部直接负责，各州不再有决定权。

•明确移民局对有条件绿卡转为永久

绿卡的处理步骤，并将对绿卡面试的地点

提供更多选择。

•多次EB-5申请的投资者享有材料

被优先处理的资格。

美国移民局表示，这是EB-5项目自

1993年以来首次重大调整。上调投资金额

是基于EB-5项目推行30年来的通货膨胀

导致的。此外，国土安全部直接决定区域

中心的划分也将有利于部分偏远和落后地

区能得到切实的就业机会。但是EB5投资

移民对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而言，最大

的障碍还是超过十年以上的绿卡排期问题

。

3.F1学生签证收紧

过去12个月以来，中国留学生办美国

签证拒签率持续上升，达到了10年的最高

值。

科技专业博士及研究生签证遇到更多

的挑战，短期游学团B1/B2签证也大幅收

紧。持H1B工作签证者回国续签的人，有

的审查长达3个月甚至更久。

美国移民局甚至开设假大学钓鱼执法

，数百个外国学生违反移民规定面临驱逐

出境。2019年感恩节前后，美国海关和移

民执法局(ICE)查办了一所假大学法明顿大

学University of Farmington，逮捕了数名

招生人员，另有数百名学生被驱逐出镜。

这所大学的创建者不是别人，就是美

国移民局！移民局官员用学生签证的名义

吸引招生人员和外国留学生，再和国土安

全局联手将涉案人员查办。从2015年成立

到2019年实施抓捕，此次“钓鱼执法”长

达4年之久。有近80%的被捕者选择自愿

离开美国；另外10%的学生收到了“最终

的驱逐令”，还有10%的学生提出质疑，

申请法律援助。

4.EB1审批变化改革

EB-1A杰出人才移民审查变得越来越

严格，其标准的提高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审批过程中，有了以下几个变化：

•更加关注来美是否在本领域工作，

要求提供更具体、清晰的证据。

•增加证明申请人入境后将使美国未

来受益的要求

•意图拒绝通知增加(NOID)

5.H1B电子抽签

2019年1月3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不

了新的H1B申请法案，但出于种种原因被

推迟了，但预计2020年将会首次引入电子

注册系统。

规则上最大的改变是在申请流程上。

过去是抽签前将材料邮寄给移民局，从

2020年开始H1B申请人及其雇主需要在抽

签前到指定网站进行注册，随后移民局将

会在所有注册记录中进行抽签，只有中签

的申请人才需要提交材料。

如果申请者委托律师填写电子注册表

，律师还需要在网站上注册一个用于追踪

申请人流程的账户，该账户包含雇主和申

请人的基本信息。

6.移民申请费大幅涨价

2019年底开始，公民申请费用提高

83%，从640美元涨至1170美元；绿卡的

申请费上涨79%，从1220美元涨至2195美

元。

7.海关严查社交媒体

特朗普政府公开讨论对进入美国的外

国人，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包括要求在社

交网站上的密码，比如微信记录等等。

8.移民强制医疗保险

特朗普政府2019年10月4日宣布，从

11月3日凌晨起，所有移民签证申请者必

须证明自己在赴美30天之内会获得医保，

或者有足够财力可以支付医疗账单。否则

可能被拒签，或者被拒入境。

9.公共负担新规

2019年10月15日起，该新规明确规

定了有长久由来的基于 “公共负担” 理

由而有可能被拒绝发放绿卡的法律规定。

新规给与了移民局权利，通过考虑一些因

素，来认定外国人是否有可能在未来任何

一个时间成为公共负担。如果移民局认定

该外国人可能未来成为公共负担，那么将

会拒绝其绿卡申请，延期或者调整身份。

如果一个外国人，在36个月内期间，他收

取了一种或者多种特定的福利，比如粮食

券、医疗补助、住房补助券等，共超过12

个月的话，将会被认定为公共负担那么他

绿卡申请很大可能会被拒。

此政策仅适用于持移民类签证的民众

，包括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或订婚者)、美

国公民为亲属申请移民、绿卡持有者为亲

属申请移民、杰出人才和专业类人才移民

签证等，不包括美国公民的外籍孩子、特

殊移民签证单持有者(SI和SQ签证)、IR-5

签证持有者、SB-1持有者、18以下的儿童

、为了国家利益而由国务卿指或派人邀请

的外国人。

10. 最高法院审理DACA(梦想生)案

特朗普政府为结束奥巴马时代，而发

起的针对幼年非法入境移民的DACA(梦想

生计划)的长期官司，将于2020进入最后对

决。

目前有70-80万名梦想生可能受到影

响，他们能否合法留在美国，掌握在9名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手中。此案是特朗

普上任以来最有争议性的移民话题之一。

2019年美国这些移民政策
改变着华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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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房地美在周四的
聲明，美國抵押貸款利
率恢復上升態勢，上週
30 年期貸款的平均利率
從 5.10%躍升至 5.27%，
創下 2009 年 8 月以來的
最高水平。 2021 年 1 月
時的紀錄低點為2.65%。

由於通脹高企，美
聯儲今年已經連續兩次
會議上加息，其中本週
三加息 50 個基點，這是
自 2000 年以來的最大漲
幅，並暗示將進一步加
息以緩解通脹和過熱的
房地產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房
地美的每週房貸數據是
在美聯儲周三宣布加息
之前記錄的。抵押貸款
利率與 10 年期美國國債
的收益率密切相關，後者往往與美聯儲的基準利率同步上
升。雖然週三當日美債收益率顯著下滑，但周四美股、美
債全線暴跌，10年期基準美債收益率盤中再度升破3%，
觸及三年半最高。

鷹派美聯儲使得今年以來，美國房貸利率上漲了超過
200個基點，借貸成本飆漲。今年從1月到4月，房貸利率
以1994年以來的三個月最快速度上漲。疊加在紀錄高位附
近的房價，令美國民眾對樓市的熱情逐漸退散，可能會越
來越多地將潛在購房者排除出市場。

以30萬美元貸款來計算，當前30年期5.27%利率下，
月付1660美元，而歷史最低點的2.65%時，月付僅需1209
美元。也就是說，月供支出暴漲了37%。

可負擔能力下降，會打擊未來成屋銷售。此外，由於
當前擁有房屋的屋主，他們支付的房貸利率遠低於最新的
房貸利率，這會極大地抑制搬家，其結果是，需求和供應
將同時走低。而接近歷史低點的住房庫存，可能會在一定
程度上提振房價。已經有數據證明了這一點：美國3月成
屋銷售創2020年6月最低，不足的供應，將3月成屋價格
的中位數推至創紀錄的375,300美元。 3月全美新房銷售
量年化76.3萬套，降至四個月的低點。

事實上，除了可負擔能力外，美國樓市還有一個隱患

——美股。疫情之後美國地產的繁榮很大一部分是靠中高
收入富裕家庭買起來的，其中西海岸科技公司聚集的加州
房產價值增幅達1.38萬億美元。此外科技公司向南遷移總
部的趨勢也帶動了相應城市人口和房價的一同上漲，亞利
桑那州、佛羅里達州和猶他州成為最炙手可熱的三大住房
市場。

抵押銀行家協會（MBA）首席經濟學家Mike Fratan-
toni週三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抵押貸款利率可能會在當前
水平附近趨於穩定。這應該會鼓勵更多消費者購買，但為
現有抵押貸款再融資的需求不太可能很快恢復。

房地美首席經濟學家預計房價漲幅會放緩。 Sam
Khater在周四的聲明中表示：“雖然住房負擔能力和通脹
壓力對潛在買家構成挑戰，但房價將繼續增長，不過預計
未來幾個月漲幅將放緩。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15年的直接
貸款銀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顧問王潔（Jessie Wang）
可以幫助貸款人解決各種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
收入不夠，首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成
貸款。任何貸款問題，都可以聯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請
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專屬的貸款方案。

王潔（Jessie Wang）的聯絡電話是832-235-8283。

美國房貸利率創12年新高 萬通貸款來支招

SD talk show ,子天訪談錄祝大家新年快樂
20232023年迎來了兔年的到來年迎來了兔年的到來，，子天訪子天訪
談錄也迎來了開播兩週年之際談錄也迎來了開播兩週年之際！！主主
播子天感謝大家的支持播子天感謝大家的支持，，會呈現更會呈現更
多好看好玩的優秀節目多好看好玩的優秀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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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季中，和親朋好友齊聚時享用的暖胃料理首選就是砂鍋魚頭啦！台灣最年輕且
精通台閩粵菜的國宴主廚-阿慶師這次教大家從熬高湯開始，到加入讓湯頭更加鮮美、
清甜的秘密食材，完整的做法視頻請掃右上角二維碼或至YouTube搜尋超人氣「砂鍋魚頭」阿慶師。

Fish Head Casserole砂鍋魚頭

食材： 
◆550g(半個) 鮭魚頭 
◆200g 五花肉  
◆1顆 蘋果 

【調味料】 
◆4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1大匙 沙茶醬的油 
◆1/2大匙 醬油 
◆依個人喜好放火鍋料
(如大白菜. 黑木耳. 鴻喜菇. 金針菇. 玉米. 豆腐. 豆皮. 茼蒿等) 

◆半根 蒜苗  
◆20g 扁魚 
◆20g 金鈎蝦  

 

◆8朵 乾香菇 
◆1顆 番茄 
◆120g 白蘿蔔  

◆1/2大匙 冰糖 
◆2大匙  油
◆1000ml 水 

◆100ml 米酒 
◆1/2大匙 鮮味粉 
◆1/2大匙 白胡椒粉 

◆2根 蔥  
◆40g 蒜頭 
◆1000ml 高湯 

記得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參考更多美味食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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