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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美南河南同鄉會舉辦新春晚會美南河南同鄉會舉辦新春晚會
並舉行德州和統會會長交接典禮並舉行德州和統會會長交接典禮

休士頓台北姊妹會兔年聯歡會休士頓台北姊妹會兔年聯歡會
周日中午舉行周日中午舉行，，逾百人共聚一堂逾百人共聚一堂

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

（本報訊）休士頓台北姐妹會兔年聯歡會於01月29日（星

期日）中午11時30分在休市的Shanghai River Restaurant 舉辦，休

台姐妹會會長Amy Coburn 帶領理事團隊將會場佈置以兔年裝飾

同時也邀請摺紙藝術者Kyle Fu 現場摺紙表演兔子贈送來賓，當

天席開12桌，逾百人共聚一堂。

Amy Coburn 致詞介紹休斯頓全球有 18
個姐妹城市，1961年休台（台北）姐妹會
是休斯頓結諦姐妹的第一個城市；首先感
謝所有出席嘉賓，並介紹與會的休台姐妹
會員有科學家和醫生，他們持續為社區舉
辦醫學保健研討會長幾十年；國際級音樂
家林昭亮，台北音樂節是該會贊助的活動
將於今年八月舉行，二胡演奏家許瑞慶，
國際知名的作曲家陳士惠，下周在亞協中
心舉辦系列音樂會；還有銀行商界的王敦

正，台灣企業代表吳堯明等，以及駐休士頓經文處的領務組副組
長林嘉瀚等，在場還有藝術家、建築師、教育家、作者及媒體等
嘉賓，來自不同的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充分展現國際友誼，長
久鞏固日益深化的象徵。

Amy Coburn提到該會也是市政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爵

士音樂節的主辦單位之一；雖受疫情影響，但完成的活動有美術
展和音樂會以及配合雙十國慶系列等；今年最重要的專案是在赫
曼公園 (Hermann Park)的敦睦亭之修復，它是臺北在休斯頓的一
個非常重要的代表，國際友誼的美麗象徵，該會目前從休斯頓市
獲得了60萬美元的修復資金，希望將來 「敦睦亭」作為音樂表
演以及城市生活的亮點之一。

餐會中Kyle Fu為每位嘉賓摺紙各種免年及象徵春節吉祥造
型摺紙，許瑞慶二胡演奏 「賽馬」奔放的旋律，好像萬馬奔跑磅
礴的氣勢；Dr Jeffrey Chen 演唱中英文歌曲，席間國建會會長劉
志忠準備蛋糕，為當天生日的林昭亮慶生，現場一陣驚喜；
Amy Coburn和夫婿Michael Coburn 共同主持趣味問答遊戲，為
大家帶來有關德州新年也有傳統食物之小常識，例如黑眼豆及包
心菜和玉米麵包，皆是象徵錢財的意喻。整個餐會氣氛溫馨歡樂
圓滿。

（本報訊）僑委會與教育部、客委會及原住民委員會合辦的 「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活動，自2006
年開辦以來，深獲學生及家長們肯定，為續鼓勵海外青年返臺從事英語教學服務，2023年預計招募75
名美南地區志工，歡迎目前就讀11年級且在2023年11月30日前年滿17足歲但未滿25足歲能以簡單中
文溝通的青年加入志工行列，今年採線上報名，請至僑委會 「僑務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https://register.
ocac.gov.tw/

時間至4月28日止。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美南河南同
鄉會於上周六（1 月 28 日）晚間在 Lam
Bo 餐廳宴會廳舉辦新春晚會，約僑社450
人共襄盛舉，高朋滿座，場面熱烈。

當晚佳賓雲集，包括 「德州和統會」
的江震遠、劉志恆、浦浩德、斯坦福市議
員譚秋晴、羅玲、張晶品，以及專程從華
盛頓趕來參加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沈建平參
贊等，都給現場的鄉親帶來新春的祝福。
他們還在楊寶華會長的帶領下，逐桌敬酒
，向河南鄉親們表達節日的問候。

當天出席的除了河南老鄉，還有和統
會及其他同鄉會、社團、商界、僑界的朋
友，大家共聚一堂，場面極為熱烈。會中
除了楊寶華會長首先上台致歡迎詞，介紹
美南河南同鄉會在海外的影響 ， 提升河
南人的形象，以及在 2020 年及 2021 大力
組織老鄉，救助河南水災。受到河南省副

省長的支持及河南慈善總會的感謝。當天
，還安排河南同鄉會全體到場理事上台，
並合影留念。而 「德州和平統一促進會」
的會長江震遠也上台致詞，並與新會長劉
志恆舉行交接典禮，由沈建平參贊主持監
交。楊寶華會長並代表同鄉會向沈建平參
贊贈送江宜橋畫家的牡丹畫。

當晚的表演節目也相當精彩，包括國
際著名女高音張莉獨唱《 讓世界充滿和
平 》，在頒獎給 「和統會」的浦浩德、
劉志恆之後， 「和統會」成員上台合唱
《 天下客家 》，以及王飛雪獨唱《美人
吟 》，爵士古風舞，張馨一、劉春池的
女聲二重唱，雅萌、翟輝的詩朗誦，以及
由釋延禪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弟子的少
林功夫表演，楊萬青的葫蘆絲獨奏、及男
團舞蹈，炒熱現場的氣氛。

圖為美南河南同鄉圖為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及理會會長及理
事們登台事們登台，，自我介紹自我介紹。。

由釋延禪主持的由釋延禪主持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弟子弟子
的舞獅演出揭開晚會的序幕的舞獅演出揭開晚會的序幕。（。（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圖為參加圖為參加 「「休台姊妹會休台姊妹會」」的僑界精英的僑界精英（（右起右起
））著名建築師李兆瓊著名建築師李兆瓊、、 「「台塑台塑」」副總吳堯明副總吳堯明
、、著名銀行家王敦正等人著名銀行家王敦正等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台姊妹會休台姊妹會」」會長會長Amy CoburnAmy Coburn （（右一右一））在在
會上致詞會上致詞，，介紹休士頓在全球有介紹休士頓在全球有1818個姊妹會個姊妹會
，， 「「休台姊妹會休台姊妹會」」是休士頓締結的第一個城是休士頓締結的第一個城
市市。（。（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坐落於大休士頓西北區的凱蒂（Katy ),
是休士頓地區正蓬勃發展的衛星城市之一，現有超過31萬的居
民。交通便利再加上鄰近能源走廊— 國際能源集團及石油公司
的聚集地，為休市凱蒂區帶來人流並帶動經濟繁榮。加上當地政
府推動的造鎮計劃，吸引了多個大型商業地產及百貨投資，使凱
蒂成為休士頓地區最受亞裔群體喜愛的宜居之地。加上凱蒂獨立
學區連續兩年被評為休士頓排名第一的公立學區，教育體系十分
完善。良好的教育環境，吸引眾多中產華裔與亞商群體喜愛的宜
居之地。

「凱蒂超市」便是順應凱蒂新華、亞裔生活圈，自去年七月
十五日新開張的華人超市。位於凱蒂的中心點Mason Road上，
介於Westhemer 大道與十號公路之間。是凱蒂地區的居民每天必
經之地。佔地利之便，開張不到半年，幾乎凱蒂地區的居民，無
人不知，無人不曉。大家認識的不止 「凱蒂超市」宏偉的外觀，
整潔、美觀、貨品齊全的內部。兩位負責老闆黃敏及吳曉永皆來
自紐約的超市業界，在貨源的開拓方面，往往有休市超市無法企
及之處，這也是 「凱蒂超市」的顧客在貨架前常有意外的驚喜～
他們看到了別家超市沒有的 「好貨」！

「凱蒂超市」不僅貨好, 有別家沒有的珍稀好貨，還每週推
出二十多種特價品，不賺錢、售完為止。很多人每周來這裡是衝
著這些特價品而來。在物價飛漲的今天，能看緊荷包，又能買到

好貨，才不枉來此一趟！
「凱蒂超市」本週（2/03-2/09)推出的精選特價品，包羅了

海鮮、肉類、罐頭、乾貨，分述如下： 「海鮮類」：5A海蜇頭
$128（每桶20磅）（售完為止），隆利片，每磅
$2.99元（售完為止），百胜老蛏，每袋（2磅）$12.99元（售完
為止），小葉酸菜魚，每盒（540克）$4.99元。 「蔬果類」：上
海菜苗，每磅$99分，長番茄，每磅$69分，油菜，每磅$99分，
茼蒿，每磅$1.49元，西蘭花，每磅$99分，水晶梨，每磅$1.79
元，中國白肉柚子，每磅$1.49 元， 「肉類」：牛排骨，每磅
$2.39元（售完為止），長豬手，每磅$1.89元（售完為止），無
骨五花肉，每磅2.99（售完為止）； 「罐頭、乾貨類」宏源番石
榴糖，三包（每包350克）$5元；達利園牛角包，每袋（240克
）$3.99元，雙塔綠豆寬粉，每袋（200克）$2.99元，第一家湯
圓，二盒$2.99 元，雞牌酸菜，每袋$1.49 元，三蟹魚露，每瓶
$4.99元，天鵝醬油，每瓶$2.99元，明德芝麻醬，每罐$6.99元，
李錦記味極鮮，每瓶$1.69元，寧夏太空有機枸杞，每袋（16oz)
$14.99元。

「凱蒂超市」並有禮卡充值活動：凡在該超市充值$300 禮
卡，送$15元禮卡；充值$400禮卡，送$20元禮卡；充值$500禮
卡，送$30元禮卡；充值$600禮卡，送$36元禮卡。（以此類推
，上不封頂）

「凱蒂超市」現正請收銀員，需具合法身份, 有經驗者優先
。
「凱蒂超市」（ KATY SUPERMARKET ) , 營業時間：每天上

午九時至晚間九時，該超市地址：1525 Mason Road, Katy, TX
77450, 電話：（346 )588-9988

「凱蒂超市」 地理位置特佳，貨源充足,價格公道
本週推出精選特價品，一趟 「凱蒂」 ，收穫滿滿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大多數房主都不知道有一個
新的在線系統。這是新標準！如果你：1)目前已投保 2)
1997年以前出生 3)擁有您的房屋超過 90 天 4)住在合格
的郵政編碼區，那麼您可能有資格獲得過去11年來全國
最高的家庭保險折扣之一。 此外，如果您在您的住所居
住超過5年，您可能會獲得更大的折扣。您的保險公司
是否願意告訴您這件事？居住在符合條件的郵政編碼區
的房主也有資格享受折扣。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大多數
消費者都不知道這一點，但我們通過以下步驟使其變得
簡單。

我們自己的麗塔Rita上網搜索互聯網必須提供的最
佳保險報價。她在這個網站上輸入了她的郵政編碼，結
果發現她今天支付的費用與如果她選擇其中一個新選項
她會少付多少之間的差異讓她不知所措。整個過程只用

了大約 3 分鐘。像 Rita 這樣
的房主訪問此站點時，他們
會與一家真正的保險公司建
立聯繫，該公司想要競爭您
的業務！目前的數據顯示，
您每年可以在家庭保險上節
省一大筆錢。你為什麼要關
心？麗塔減少了每月支付的
家庭保險費用。她發現她認
識的公司現在以較低的價格
向她提供相同的保險細節部

分，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現在他們正在爭奪她的業務。
作為一切保險的權威，我們決定對這項服務進行測試，
在輸入我們的郵政編碼和個人信息後，我們對我們發現
的結果感到震驚。因此，我們的發現是，您永遠不要在
未先在線查看所有折扣的情況下購買保險。注意：您永
遠不會被當前的政策所束縛。如果您已經支付了賬單，
您可以很容易地取消並獲得餘額退款。這是你如何做的
：第1步：點擊下方您的年齡，立即查看您是否可以節
省家庭保險費用。第2步：輸入郵政編碼並回答幾個問
題後，您將有機會查看您所在地區的最佳運營商報價。
請訪問下面列出的鏈接：
US Homeowners Are Finding Huge Savings On New
Home Insurance (expertsinmoney.co)

美國房主發現新的家庭保險系統可以節省大量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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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中國疫情進入低流行水平
本輪疫情已近尾聲 未現新變異株

最新一期《China CDC weekly》（《中國疾
病控制中心周報》）上刊登的一篇論文中

指出，中國本輪疫情在2022年12月下旬達到高
峰，其後不斷下降，各省走勢基本相近，城鄉
也基本同步，門急診人數、在院重症人數、在
院死亡人數均呈現下降趨勢，至1月下旬中國整
體疫情已降低至較低水平， 醫療救治壓力進一
步緩解，春節假期，疫情未出現明顯反彈，在
整個流行過程中，未發現新的變異株，本輪疫
情已近尾聲。

春節期間發熱診療量較峰值降逾九成
對於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中國的基層醫療

衞生機構是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第一道防線。
國家衞健委基層衞生健康司監察專員傅衛30日

表示，從2022年12月21日開展監測以來，鄉鎮
衞生院和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發熱診室和普通門
急診的診療人次總體呈現先增後降趨勢，目前
正在平穩回落。

未現新變異株輸入
傅衛表示，整個春節期間（1月21日至27

日），發熱診室診療量處於低位，初一診療量
最低，之後有一定的回升，但一直低於節前的
診療量，大約減少40%左右，和12月23日的峰
值比，下降94%。1月27日，基層機構普通門急
診的診療量是203.6萬人次，與節前相比減少近
三成，約為12月29日普通門急診峰值的44%。
基層醫療衞生機構的運行整體平穩，能夠滿足
群眾發熱診療和其他疾病的就診需求。總的來

看，春節期間基層醫療衞生機構的醫療救治和
疫情防控工作平穩有序。

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員陳操表示，
根據監測數據顯示，中國本輪疫情主要還是以
BA.5.2、BF.7為主要流行株，目前沒有監測到
其他優勢病毒株。春節假期期間，各省上報的
新冠病毒全基因組序列1,421條，經過分析發
現有11個進化分支，仍舊以BA.5.2、BF.7為
主，沒有發現新的變異株輸入。他表示，當前
春運正在進行中，高校近期也要陸續開學，將
繼續對哨點醫院中的門急診病例、重症病例、
死亡病例還有特殊人群開展新冠病毒的變異監
測。此外，還將對海陸空口岸入境人員進行新
冠病毒變異監測，及時預警並採取相應的防控
措施。

中國春節人員流動數據
◆春節 7天假期（1月 21 日至 27

日），全國鐵路、公路、水路、
民航累計發送旅客2.26億人次，
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46.4%，比
2022年同期增長71.2%。

◆高速公路小客車流量 3.06 億輛
次，比2019年同期增長15.6%，
比2022年同期增長33%。

◆1月27日正月初六（返程客流高
峰），全國鐵路、公路、水路、民
航共發送旅客5,092萬人次，比
2019年同期下降46.7%，比2022
年同期增長83.1%。其中，高速公
路小客車流量6,029.1萬輛次，比
2019年同期增長32%，比2022
年同期增長29.7%，小客車流量達
到歷年春運以來最高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整個春節期間（1月21日至27日），發熱診室診療量處於低位。圖為 1月21日除夕夜，廣東省中醫院大
德路總院急診科的醫護人員為小朋友檢查。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月30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就當前中美關係表示，美方不能
一邊要溝通、談合作，一邊干涉中國內
政、損害中國利益。

有記者提問，近期，美國務院發
言人多次談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
表示此行將同中方探討如何負責任管控
競爭、在應對跨國挑戰方面加強合作，
並在台灣、芬太尼、烏克蘭、朝鮮半島
核等問題上向中方表明關切，請問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毛寧強調，中方始終按照習近平
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
共贏三原則發展中美關係，同時，我們
堅定不移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她表示，中方不迴避也不懼怕競
爭，但反對以競爭定義整個中美關係，
反對以競爭之名行遏制打壓之實。

台灣問題是第一條不可逾越紅線
“中方願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

基礎上同美方在雙多邊領域開展溝通合
作。但必須指出，美方不能一邊要溝
通、談合作，一邊干涉中國內政、損害
中國利益。”毛寧說。

她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
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是中
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美方任
何時候都不要試圖突破這條紅線。

毛寧說，在國際禁毒領域，中方
是全球第一個正式整類列管芬太尼類
物質的國家，一直在聯合國禁毒公約
框架下大力開展國際禁毒執法合作。
反倒是美方對中方有關機構的制裁嚴
重影響和限制了中方禁毒工作能力，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美方也應該深刻
反思國內禁毒不力問題，而不是一味
甩鍋推責。

冀美以實際行動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
她指出，在烏克蘭、朝鮮半島核

等問題上，中方一向致力於政治解決和
勸和促談，反對“火上澆油”和激化矛
盾等言行。中方的政策和立場經得起事
實和歷史的檢驗。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攸關
兩國人民利益和整個世界的前途命運。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堅持對話而
非對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以
實際行動將兩國元首重要共識落到實
處，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
道。”毛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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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30日表示，春

節期間，中國防控工作平穩有序，新冠病毒感染“乙類乙管”措施落地見效，目前中國

整體疫情已進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穩步下降態勢。針對各界關注的新冠變異株

問題，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員陳操表示，根據監測數據顯示，中國本輪疫情還是

以BA.5.2和BF.7為主要流行株，目前沒有監測到其他優勢病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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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A股全線升兔年開門紅
北向資金186億 逾一年單日最高

A股兔年首個交易日，滬深主要指

數早市大幅高開，後因港股走弱也隨之

向下，但最終仍保住戰果，成功收穫

“開門紅”。滬綜指3,300點雖得而復

失，但深成指、創業板指分別站上

12,000點、2,600點整數關口。兩市交

投再超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

資金熱度不減，單日流入186億元，創

2021年12月以來單日新高。

因春節期間消費顯著復甦，A股意料之中
強勢開盤，滬綜指高開1.35%，報3,308

點，直接站上3,300點關口。深成指、創業板
指更高開2.08%、2.76%。但之後三大指數呈
高開低走令升幅收窄，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269點，漲4點或0.14%；深成指報12,097
點，漲 117點或 0.98%；創業板指報 2,613
點，漲27點或1.08%。兩市共成交10,621億
元，較節前最後一個交易日放量逾四成。A
股的衝高回落未能阻止外資繼續大額買入，
北向資金淨買入186億元，1月累計加倉超
1,300億元。

行業板塊中，教育板塊飆近5%，航天航
空升 4%，汽車零部件、汽車整車板塊漲
3%，電池、風電設備等亦漲超2%。僅保
險、航空機場、旅遊酒店、證券、醫藥商
業、煤炭、醫療、銀行等少數板塊收綠。

長假國內出遊逾3億人次 增23%
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測算，今年春節

假期國內旅遊出遊3.08億人次，同比增長
23.1%，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88.6%；實現國
內旅遊收入3,758.43億元，同比增長30%，
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73.1%。數據雖支撐航
空、旅遊股行情，但按往年慣例，假日後旅
遊市場可能進入淡季，30日相關行業跌幅居
前，航空機場板塊挫2%，旅遊酒店板塊跌超
1%。航空股中，吉祥航空下滑5%，華夏航
空跌4%，春秋航空、南方航空、中國國航均

跌超3%。旅遊酒店板塊中，中青旅挫6%，
中國中免跌5%。

春節檔票房勁收67億 史上第二
另據國家電影局數據，截至1月28日0

時，春節檔以67.58億元票房收官，超越2022
年成績成為“史上第二”春節檔。中國電影
參與出品或發行了春節檔全部7部影片，光線
傳媒主投及參投4部影片，華策影視和橫店影
視分別參投2部影片。但30日影視股表現迥
異，光線傳媒、金逸影視跌9%，博納影業跌
7%，華策影視、萬達電影、中國電影跌
6%；橫店影視、華誼兄弟、上海電影跌
4%。有分析指，電影上映前，投資者基於對
票房的良好預期或提前購入股票，至電影正
式上映便開始賣出以求“落袋為安”，相關
影視股因投資者兌現收益而下跌。

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30日於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會介紹，目前全國各地
疫情保持穩步下降態勢。中信建投證券首席
策略官陳果分析，當下中國復甦所面臨的外
生約束與客觀環境都較去年7月更為有利，投
資者對於疫後復甦真實落地的期待也更為樂
觀，因此本輪行情高度有理由超越去年7月
初。東北證券在報告中指出，節後在疫情影
響基本消除、兩會保成長政策預期較強的背
景下，基本面改善預期大概率持續，預計至
兩會前後A股還有5%至10%左右的修復空
間。

香港文匯報訊 A股在兔年後首個交易日紅
盤高開高收，中新社引述高盛報告認為，從宏觀
層面看，春節期間中國旅遊及出行數據表明，目
前暫時低迷的旅遊相關行業正迎來穩步復甦，並
重申近期將中國2023年GDP增長預期由去年11
月的4.5%上調至5.5%的預判。股票市場方面，
明晟（MSCI）中國指數在春節假期的兩個交易
日內上漲3%。2023年以來，MSCI中國指數已
反彈高達18%，滬深300指數已上漲8%，春節

後中國股市的反彈勢頭或將延續。

支持內房網企政策出台
高盛稱，中國疫情防控政策調整對國內及

海外經濟增長和資產價格的影響顯著，因此持
續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高度關注。近期房地產市
場、互聯網和民營企業行業監管等多個關鍵領
域政策出台，均明顯支持增長前景。

另外，數據顯示短途自駕出行已顯著恢

復，但長途客運仍與疫情前水平存在較大差
距。同時，目前其他行業的經濟復甦力度尚待
觀察。

資本市場方面，高盛股票策略團隊稱，離
岸中概股過去三個月跑贏A股24%，創下近十
年以來的最大差距，但綜合考慮A股市場的規
模、流動性、分散性、政策環境和超額收益潛
力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仍維持對A股的戰
略樂觀和偏好。

高盛：A股反彈勢頭有望延續

傳百度擬推AI聊天機器人
香港文匯報訊 外電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百度正計

劃推出一款類似於OpenAI的ChatGPT的人工智能聊
天機器人服務。知情人士稱，百度擬3月份推出一款類
似於ChatGPT的應用程序，最初將嵌入其主要的搜索
服務中，該工具將允許用戶獲得類似於OpenAI平台的
對話式搜索結果，名稱尚未確定。 彭博社指，百度在
最近數年從網絡營銷向更深層技術轉型的過程中，投入
了巨資開展人工智能研究，其進行了數年數據培訓的大
型機器學習模型——Ernie系統將作為即將推出的類似
ChatGPT工具的基礎。百度股價30日曾逆市升近6%，
全日收報136.1港元，跌0.58%。

據指，除了百度外，幾家中國初創企業也在探索有
生產力的人工智能，並吸引了紅杉資本和創新工場等投
資者。ChatGPT的技術通過從大量數據中學習如何模
仿人類回答用戶的任何提問，像搜索引擎一樣提供信
息。去年11月甫一亮相，ChatGPT就在互聯網上迅速
火爆起來，短短幾天就收穫了超過100萬用戶，並引發
了有關AI在學校、辦公室和家庭中作用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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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澳門金融
管理局30日表示，《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建議
新增規範創新金融科技活動的編章，為金融科
技的試行設立臨時許可制度，允許合資格實體
（例如科技公司、學術或科技研究開發機
構），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對金融科技項目
在期限內進行測試。隨着多項工作的不斷推
進，將有助以金融科技為重心的創新金融機構
發展業務。

澳門金融管理局續指，金融科技是發展現
代金融的重要元素，為此，金管局近年持續優
化金融系統基建，已先後建成澳門元、港元、
人民幣的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現正構建“快速
支付系統”第二期，將服務範圍拓展至本地港
元小額跨行轉賬及非銀行支付機構，提升支付
結算的數字化水平。未來，澳門特區政府將充
分把握“一國兩制”制度及澳門資金自由流動
的優勢，繼續吸引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落戶澳
門，帶動新金融業態的成長，提升金融業對經
濟適度多元的貢獻。

擬啟動數字貨幣發展
另外，澳門金融管理局公布，目前“聚易

用”已覆蓋全澳九成商戶門店，帶動2022年
移動支付交易金額再創新高，接近260億澳門
元，按年增加四成，顯示社會已逐漸形成無現
金支付的氛圍。

同時，局方持續推動移動支付普及發展，
《貨幣設立及發行的法律制度》建議引入法定
數字貨幣概念，助力澳門數字經濟發展。

◆◆ AA股兔年首個交易日股兔年首個交易日，，三大指數齊錄漲幅三大指數齊錄漲幅。。
彭博社彭博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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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台灣邁入高齡社會，大批老人
家退休，但退休並非在家坐等養老，也可以開
創人生的第二春！現年60歲的徐福昌，從自家
農場退休後，由於擁有草編、吸管藝術等拿手
技藝，不因退休而埋沒，反而積極走入社區及
偏鄉據點，成為社區綠化環境及技藝傳承的銀
髮老師，成功開創人生第二春。

徐褔昌從忙碌的農場生活退休後，雖然日
子過得十分悠閒，卻一直希望能將一手技藝傳
承下去。當他得知台南市政府社會局開辦 「銀
髮衣缽相傳教學計畫」後，主動爭取加入教學
的行列。由於他不僅技能得以與社區結合，又
因年齡相近易與社區長者的生活經驗產生共鳴
，獲得市府的青睞，媒合他走入偏鄉左鎮、玉
井等多個社區教學，成為銀髮老師，至今已有
3年。

徐福昌在教學過程中，經常展現幽默口才
及專業技能，讓課程生動有趣，除吸引許多阿
公阿嬤帶著孫子前來上課外，社區也長期聘他
擔任講師，讓徐福昌感受到莫大的肯定與成就
感，也開啟退而不休的嶄新生活。

徐福昌一開始上的是草編課程，教導社區
長者如何利用林投葉、椰子葉編織日常物品，
因頗具實用性，廣受喜愛；為延續課程的豐富
性，後來他又陸續加入手作吸管、竹筷神槍手
等課程，教導學員們如何取用天然簡單素材製
作生活小物，鑑於課程有趣又環保，總能吸引
不少長者聽課。

徐褔昌為讓教學更順利，還落實活到老學
到老的精神，學習製作PPT簡報及影片，並擴
大前往左鎮、玉井、白河等社區、關懷據點、
社福中心教學，學員對象涵蓋祖孫共學、失智
長輩、青少年及幼童。

熱衷自然科學的徐福昌，有感於環境生態
保護的重要性，希望自己也能為社會注入正能
量，帶來好的影響力。他表示，過去自營農場
時，較少有機會與外界接觸，退休後因緣際會
成為銀髮老師，與以往的角色及經驗，有很大
的轉變；過程中雖面臨許多挑戰，但感到十分
珍惜，希望能將所學技能貢獻社區及服務長者
，盡情發揮自己的生命價值。

（中央社）考上台大光環真的不一樣！一名網友透露自己的
弟弟考上台大法律系後，突然受到鄰居、親戚的關注及示好，這
種轉變讓他自嘆 「不是台大就該死嗎？」，貼文也釣出許多台大
人回應，其實考上後會擔心同輩受影響，但自己面臨的壓力也不
小。

一名網友近日在Dcard發文表示，弟弟考上台大法律後，整

個氣場大不相同，不只鄰居跑來
詢問是不是單身，想要介紹女兒
認識一下，過年時拜訪的親戚也

是台大畢業，就主動找弟弟攀談，還很熱心要幫忙未來就學的相
關事務，讓他心中不是滋味 「怎麼上了台大，身邊的際遇都不一
樣，不是台大就該死嗎？」

不少網友紛紛留言， 「頂大/醫牙的學長姐都會罩一下啊，
說真的台大法律是不好考，有人來阿諛奉承也不意外」、 「可能
只是有共同話題而已，台大說白了就是一個中繼站，每年也是一

堆人考進去，沒有比較高尚」、 「你是不是嫉妒？是的話你也考
一個啊，說真的校友互相幫忙很正常」。

不過也有台大人坦言，考上後會帶給同輩跟自己壓力， 「我
覺得有這層光環在是有必須新學習的人際技巧的，雖然被誇被關
心不是我們的錯，但是難保這種情況久了，還是會有同輩心理不
痛快」、 「因為學歷讓彼此關係有隔閡真的沒必要」、 「其實我
覺得台大是把雙面刃，系名和未來出路一般的話，現在的輝煌未
來都可能轉化自己的壓力，甚至他人的閒言碎語」。

弟考上台大法律 親友鄰居頻示好
他嘆：不是台大就該死嗎

（中央社）港大比較文學系教授黃心村的新書《緣起香港》
，被哈佛教授王德威讚譽 「為張學及香港研究提供最重要突破」
，重現香港與張愛玲的半生緣。台北書展期間，黃心村透過視訊
與同為張愛玲研究者的楊佳嫻，分享張學新發現。

「不是我選擇這個題目，而是這題目選擇了我！」黃心村在
美國任教多年，赴港大任教後，正逢2020年張愛玲百年誕辰紀
念，原本規畫的一系列展覽、研討會，因疫情正炙最後僅剩線上
展，在全城、校園封鎖的情境下，黃心村索性重新爬梳挖掘張愛
玲的檔案資料， 「寫著寫著，張愛玲的香港便浮了出來，不只寫
張愛玲，也不只寫香港」。

黃心村指出，張愛玲於1936至1941年在港大就讀，對她有
著重要影響，如果不是因為戰事，張愛玲可能遠赴英國讀書或在
香港念完大學，相信仍成為知名竹日竹心戈作家，但也許就不是
今日所見的張愛玲，可以說香港和經歷戰爭是里程碑，讓所有的
元素匯集成就了今人所知的張愛玲。雖然張愛玲是回到上海後一

舉成名，但一直未被解答的是，張愛玲開
始寫作時存在的 「基因庫」是什麼？

從文本、檔案出發，黃心村特別對照
了張愛玲的三位老師，最為人熟知的自是
許地山，楊佳嫻指出，由黃心村的研究可
發現，許地山當時對文學科系的課程設計
，就將翻譯與文學、史學和哲學視為同等
重要，就今日來看仍是很有遠見的。此外，張愛玲的歷史老師佛
朗士幾乎已消失在文學史中，但他曾私下給張愛玲一筆獎學金，
讓她得以渡過生活的難關，佛朗士後來參加香港的英國軍隊抗日
，最後竟被自己人誤殺。

張愛玲曾在1944年的一次上海女作家聚會上說： 「外國女
作家中我比較喜歡Stella Benson」她正是影響張愛玲的另一位老
師。張愛玲自身的寫作風格和一生喜愛的西方文學，黃心村稱之
為 「中等趣味」，史黛拉．本森也是一例，黃心村的爬梳解答了

張愛玲何以喜愛史黛拉．本森，成為張學的另一開山之作。
黃心村也指出，曾經自己將張愛玲歸類為上海作家，但如今

再看張愛玲，會認為她一如佛朗士、史黛拉．本森，都是帝國的
化外之人， 「對張愛玲而言，上海、香港、台灣都是異鄉，她的
異鄉就是世界，她是無處安放，沒有歸屬性的。」也正因為她的
沒有歸屬性，讓不同世代的人一再回去讀張愛玲，也總能契合某
個時期的特殊心境。

農場主退休轉任銀髮老師
徐福昌靠技藝開創人生第二春

（中央社）位於烏溪的鳥嘴潭，規畫6座人工湖
蓄存水源，完工後每天可供應彰化縣及草屯鎮民生
用水25萬公噸，相當於90萬人的每日用水量，其中
，A、B湖已於去年開始供水，目前動員大型智能機
具趕工，全部工程將於今年底完工。

鳥嘴潭人工湖引取烏溪水源，至6座人工湖蓄存
，完工後供應彰化及草屯民生用水，除改善地下水
超抽導致的地層下陷問題，也進一步提升中部地區
供水穩定。

為達成今年完工目標，鳥嘴潭施工廠商引進國
內少見的智能機具，加速土方挖運作業，如挖土機
設置GPS控制系統，直接由駕駛室螢幕資訊修坡，
可立即檢視與設計值的差異，平均可節省20％燃料
消耗，減少將近90％測量工作；土方載運則採用鉸
接式牽引車，這種牽引車通常運用於國外大型礦場
，適合行駛於地勢起伏落差大區域，並配備自動秤
重OBW系統及環景視覺輔助系統，提高施工效能及
安全性。

目前，鳥嘴潭管理中心新建工程建築體已完工
的，為地上5層、地下1層，外觀以獨特的木紋清水
模呈現粗曠質感，與九九峰裸露岩壁紋路相呼應，
並取似水流動的意象，象徵鳥嘴潭人工湖尊重自然
與生態環境，並打造兼具教育及遊憩的內部展館，
讓民眾了解當地豐富的生態資源，及施工時期的生
態保育作為。

鳥嘴潭完工後共可蓄存1450萬立方公尺的水，
滿水位時水域面積 110 公頃，相當於 1／8 的日月潭
水域面積，整體環境比4個台北大安森林公園大，並
設有環湖自行車道及人行步道，全長近10公里。

一般工程的景觀營造通常是最後才施作，鳥嘴
潭則是在施工中期便開始植栽，以便完工後就提供
可遮蔭乘涼的樹木讓民眾遊憩，喬木數量由800株增
加到4000株；並持續監測野生動物石虎，於周遭出
沒情形，推動相關生態營造，達成與自然和諧共存
的目標。

南投鳥嘴潭人工湖引進智能機具 水利署力拚今年底完工
動手 「剪出」 美麗基隆

崇右科大舉辦無人機剪輯科學營
（中央社）基隆崇右影藝科大1日

、2日連續2天舉辦第一期 「無人機剪
輯科學營」，以該校 「無人機產業創
新基地」的專業師資，規畫豐富課程
，教導基隆的國中生空拍影像的剪輯
，讓學生們能夠利用空拍的畫面剪輯
呈現自己家鄉的美麗。

這次的 「無人機剪輯科學營」，
是由崇右影藝大學無人機基地與基隆
市立建德國中合作，為國中生量身打
造專屬的教學課程，讓國中生了解無
人機的飛行原理，然後利用空拍的畫
面剪輯呈現自己家鄉的美麗。讓建德
國中、八斗國中數十名學生及老師都
表示收獲良多。

參與的學員除在電腦上操作無人
機模擬軟體，體驗操作無人機的真實
感受；也前往離學校不遠的中正公園
，用分組的方式觀摩專業講師的空拍
實務。另外也讓學員親自組裝微型無
人機，利用水彩在木製機身上塗上充
滿個人特色的塗裝，並且在崇右的專
業剪輯教室，讓學員剪輯空拍畫面，
剪輯出屬於自己的 「看見基隆」短片

。
崇右大學校長蕭源都指出，無人

機應用的產業面非常廣，除運用在軍
事、救災以及物流等重要行業外與生
活中有關的影視拍攝也息息相關，他
強調： 「未來崇右影藝大學培育專才
不僅只有大學生的學習，我們也要從
國中做起，培育學生專長，讓新世代
的年輕人，未來成為國家的實戰力。

崇右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執行長鍾
光硯則表示，學校自去年11月成立無
人機基地後，除了持續承辦勞動部、
退輔會等單位的無人機職訓課程，也
積極推動無人機與科技教育向下扎根
。他強調，學校未來會持續舉辦國小
、國中的科學扎根系列活動，除了無
人機，也會引進 「佳能國際智能創客
」的STEAM教育專業課程，透過不插
電程式設計、機器人編程、互動科技
藝術，讓孩子從課程的探索中學習堆
疊智能及創客的能力，相信能給基隆
的孩子更多元化的學習內容，培養其
探索、思考、創造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

打開張愛玲文學基因庫
港大教授黃心村分享張學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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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國軍某機械化步兵旅一名上尉連
長，與同連中尉女輔導長2年前把營區當成砲房
，未料2人在營內的性愛影片因不明原因遭到外
流，引起軍方震怒。女軍官昨晚在IG及LINE群
組求助尋找散佈者並已報警，女軍官向長官強調
，這些外流影片一年半前早就親眼盯著男友操作
確認刪除，自己也再三檢視過，不知為何現在被
流出，針對此疑點，軍方及警方目前都要全面清
查。

這段自拍影片不知何故流出，如今遭到瘋傳
。女軍官透露， 「一年半前，她發現男友手機裡
還留有該影片，她認為不妥，兩人為此曾大吵一
架，男友也當場刪除，她自己也再三確認過無法
回復檔案，卻不知為何刪除的影片會在這時被外
流，自己與男友也相當錯愕」。

陸軍司令部昨（2）日獲悉大為震驚，立刻

進行調查，經與當事人訪談，確認兩人為情侶關
係，至今仍在交往，但拍攝時間為2021年間，男
方當時為上尉連長，女方則是同連中尉輔導長。

事後女方調往憲兵連，男方擔任訓練官，據
稱男方接受調查時表示，此為兩人間過去的私密
影片，不知為何被外流，目前已經報警處理。

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昨（2）日表示，所屬
兩員未婚軍官在2021年間，於營內肇生違反男女
分際情事，並使用手機拍攝影片，本部獲報後極
為重視，立即編成專案小組進行行政調查。

第八軍團指出，2人違反內部管理與資訊安
全等規範，已調離現職接受調查，將秉 「嚴考核
、嚴淘汰」原則，依調查結果予以重懲，絕不寬
貸；另將持恆加強軍法紀及性別分際教育，建立
正確認知，確維軍譽。

軍官情侶性愛片 「1年半前已刪除」
男女主角不解為何外流 軍方全面徹查

（中央社）台大醫院院長吳明賢日前受訪表
示，行政院長陳建仁過去有3大卓絕貢獻，其中
一項是 「發現」地下水重金屬砷含量是烏腳病元
凶，這番話被眼尖網友打臉，更有學者要求他更
正說法。對此吳明賢今天在臉書上發文反擊，認
為外界不了解台大烏腳病研究的傳承，更稱對方
是 「別有用心的移花接木者」 「好事者」。

吳明賢日前受訪表示，台灣早年曾爆發烏腳
病，但當時全球科學界仍卻找不到烏腳病的原因
，陳建仁當初率團展開地下水調查，發現地下水
含有的重金屬 「砷」含量是烏腳病關鍵因子，也
發現許多疾病也跟砷中毒有關，並提出飲用水含
砷的安全標準，世界衛生組織（WHO）立刻採
用。

但有網友在批踢踢發文指出，烏腳病的病因
是在 1958 年，是由於部分地區地下水中含有極
高的重金屬元素 「砷」，而陳建仁是 1951 年出
生，當時年僅7歲。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也
在臉書上發文表示，陳拱北、曾文賓和吳新英3

位醫師和公衛學者，才是 「發現」烏腳病的重要
人士，呼籲吳明賢趕緊更正說法。

吳明賢今天傍晚在臉書發文表示 「有好事者
說陳拱北教授展開烏腳病調查時，陳院士才七歲
，怎麼可能？這些別有用心的移花接木者不知道
台大烏腳病研究的傳承，由陳拱北和曾文賓帶領
，代代傳承，至陳院士集其大成，且在世界上大
放異彩。」

吳明賢雖未直接更正先前 「陳建仁發現烏腳
病原因」的說法，但改以 「烏腳病和砷中毒」來
描述陳建仁的學術成就。他再次概述陳建仁的學
術成就有三，烏腳病和砷中毒、B型肝炎分子流
行病學及防治、癌症流行病學及防治。

吳明賢疾呼 「不信公理喚不回」，強調陳建
仁對於砷的研究在世界上大放異彩，只要到
PubMed 輸入 「Chen CJ ＆ Arsenic」，就可發現
從1985年第一篇到2022年，共有113篇論文，其
中 4 篇最早的代表性文章，有 2 篇在 Cancer Res
、2篇在Lancet。

稱陳建仁發現烏腳病原因
吳明賢發聲反擊 「移花接木」 竹市失聯移工1家5口南寮打零工 自行到案盼返鄉

（中央社）失聯移工阿娜、阿木夫妻，
平時在新竹市南寮海邊打零工維生，兩人育
有5歲兒子及3歲女兒，阿娜還懷有5個月身
孕，雖想返回印尼但礙於經費難以成行。直
到移民署自2月1日起實行 「擴大逾期居停
留外來人口自行到案」專案，兩人主動到專
勤隊辦理到案手續，待手續完成後一家人終
於能夠回家。

據了解，阿娜與阿木失聯期間居住在新
竹市南寮海邊一帶，兩人靠著打零工維持生
計，期間陸續育有5歲兒子及3歲女兒，阿
娜目前懷有5個月身孕，兩人一直想給孩子
們光明正大的身分和生活，但入不敷出的日
子，讓返回印尼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

阿木得知移民署推出自行到案專案，不
僅採最低罰緩及免管制還能免收容，連忙告
訴阿娜，阿娜也忍不住抱著孩子們放聲大哭
，直說 「終於可以回家了！」二人自行到案
後，新竹市專勤隊也立即協助孩子們辦理出

生證明及相關返國所需證件，一切手續皆完
成後，一家5口就可順利返鄉。

新竹市專勤隊長范育誠指出，因應各國
疫情趨緩及協助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返
國，內政部移民署自今年2月1日起至6月30
日止，推動擴大自行到案專案，專案期間免
收容、繳納最低罰鍰2千元且不管制禁止入
國期間，專案執行首日就有10多名外籍人士
主動投案，並辦理返國手續。

范育誠也說，為防止外國人逾期滯留國
內 ，未來修法針對逾期對象裁罰金額將從2
千元至1萬元，提高至3萬元至15萬元，管
制來台期限更從最高3年提高到最高10年。
為展現執法決心，專案期間也會加強執行查
察及掃蕩等工作。國人若有認識在台逾期停
（居）留的外來人口，請鼓勵當事人自行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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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年11月月3030日起國家利益豁免日起國家利益豁免(NIW)(NIW)可以加急可以加急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日前，美國移民局宣布從
2023年1月30日開始，NIW開
放全面加急，所有的加急申請
15天內出結果。

所謂“國家利益豁免”，
是指具有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
或具有特殊才能的申請人，如
能證明其移民申請符合美國
“國家利益”，則可以免去雇
主的支持由自己提出申請,並豁
免其勞工證程序的移民類別。

絕大部分職業移民的申請
人均需雇主的支持，且需要繁
冗的勞工證程序。勞工證的存
在是美國為了防止外國勞工衝
擊美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勞
工證程序需要雇主公開招聘，
以證明沒有美國人符合條件。
一旦找到符合條件的人，即使
申請人實際上更適合這個職位
，勞工證申請也會被拒絕。

2016年末之前，移民局援
引的一直是一九九八年的一個
上訴法庭的著名案例又被稱為
紐約交通局案。移民局在判決
中承認這名外籍員工工作的重
要性，但同時指出這個案件的
關鍵不在於橋樑設計和維護是
否符合國家利益，而在於和具
有相似資歷的同類美國工程師
相比，這名外籍工程師在橋樑
的設計和維護中是否能起到更
為重要的作用。並對國家利益
豁免案明確了以下要求：1，申
請人所從事的工作與國家利益
具有內在的聯繫;2，申請人的
工作會對美國國家利益在全國
范圍內具有影響；3，申請人如
果被要求按照勞工證程序申請
綠卡, 將會對美國利益帶來負
面影響. 前兩個要求相對而言
較為容易證明，而第三個要求
是此類申請的關鍵所在。申請
人必須證明他比具有相同資歷
的美國同行對美國有更大的影
響力。

2016年末，美國移民局行

政上訴辦公室（AAO）針對國
家利益豁免公佈新案例(Matter
of Dhanasar, 26 I&N Dec. 884
(AAO 2016)，提出國家利益豁
免申請三項新的要求。新案例
的要求是：第一，申請人的專
業成就有重要價值和國家性的
重要意義（that the foreign na-
tional's proposed endeavor has
both substantial merit and na-
tional importance;）。這一條包
括了“舊案例”中的第一、第
二條。

第二，申請人將對某領域
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that he
or she is well positioned to ad-
vance the proposed endeavor）
。第三，綜合而言，申請人被
豁免工作要求和勞工證程序將
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幫助（on
balance,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waive the
job offer and labor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根據我們律師事務所多年
的經驗，我們為讀者總結了準
備國家利益豁免申請的以下要
點：
1．申請人盡量提供獨立推薦信
。所謂獨立推薦信是指與自己
沒有工作關係或共同的學習經
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薦信。比
如在學術會議上因為學術討論
而認識的專家。或因為導師的
原因有過學術交流的專家。
2．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有盛名
的組織出具的推薦信。比如美
國國家實驗室。
3．申請人的文章是否被同行引
用的證明文件。如果有來自世
界不同國家同行的引用會是很
好的證明。
4．已被批准的專利已經得到應
用或已經出售給企業。
5．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
責人或主要研究人員。
6．媒體報導。對導師和申請人

共同參與的項目的報導對申請
也有幫助。
7．申請人可參照第一優先的要
求準備材料，比如所獲獎項，
媒體報導，對成員有學術成就
要求的協會會員證明，專業論
文評審和領取高薪，特殊津貼
等。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 2023 年 1 月 23
日發布新政，由於 I-829 的審
理時間往往超過現在綠卡延期
收據上自動延期的 12 個月，
從 2023 年 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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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局於 2023 年 1 月 23
日發布新政，由於 I-751 的審
理時間往往超過現在綠卡延期
收據上自動延期的 12 個月，
從 2023 年 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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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3 年 1 月 12 日，美國移
民局宣布從2023年1月30日開
始，EB-1C 和 NIW 開放全面
加急，所有的加急申請15天內
出結果。
4. 2023 年 1 月 4 日週三，美
國移民局在聯邦公報上公佈，
擬對大多數移民和入籍申請收
費進行調漲。公眾可以在 3 月
6 日之前提出意見。國土安全
部將在充分考慮公眾的意見後
，發布最終規則。在最終規則
生效之前，費用將維持現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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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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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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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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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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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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大休士頓生命

河靈糧堂10週年堂

慶慶典在2023年1
月28-29日舉行。特

別邀請劉彤牧師舉

辦兩場特會，劉彤牧師是～矽谷生命河靈

糧堂主任牧師。北美靈糧大家庭大家長，

蒙神重用世界知名講員。

1-23（星期一）

晚上接獲莫師母邀請歡迎筆者參加靈

糧堂10週年特會，她說：「聽新聞說下雨

要到這個星期天！」莫師母有點擔心，我

說「上帝掌管風雨，不用擔心，神的僕人

自北加飛到休士頓分享信息，神與他同

在，也與休士頓同在。」

1-24（星期二）

筆者自中國城回家路上Beechnut到處

淹水，我試試開了一半，停在路旁商店停

車場，等半小時後，雨小些再繼續開車回

家，休士頓很久沒有下大暴雨了。一小時

前，休士頓天空是黑雲密佈，下大雨不

停，聽新聞說下雨要到這個星期天。

感謝神星期二休士頓大雨傾盆，但看

到星期三、四兩天是有陽光燦爛的日子，

星期五陰天，上帝隨祂旨意行作萬事，神

喜悅我們愛祂，讚美祂的心，相信天父有

特別恩典給靈糧堂10週年慶特會。筆者會

出席靈糧堂10週年特會。

1-28 （星期六）

今晚劉彤牧師分享信息「迎向改變 經
歷突破」。

求主在我們中間大大的彰顯，叫我們

眼睛都被打開，讓我們得見神的榮耀，更

多被主吸引。求主將疫後復興和突破的恩

膏大大的澆在休士頓這塊土地上。「神

啊，願你的國降臨！」

1-29 （主日）

莫思危牧師說：「感謝主，今天是主

日，也是休士頓靈糧堂建堂10週年的慶

典。回想過去的十年，真的是點滴在心

頭，有眼淚也有歡笑，最重要的是看到 神
的心意在這裡彰顯，讓我自己對 神有更新

的認識，體會到 神使無變有的大能。哈利

路亞！祝福今天每一位來到教會的弟兄姐

妹禱告，不論他們從那來的，願神都得著

他們。」願神祝福大家！

劉彤牧師特會信息下週札記再與讀者

分享。

1-29（主日）

主日筆者要出去作禮拜，但車庫門不

能打開，我打電話請魏弟兄自教會出來到

我們家，我們合力把車庫門抬起來 ，我倒

車出去，再合力把門放下來，這兩天把車

放在外面。Mark牧師下午回來告訴我，我

們家的車庫門是彈簧斷了。

1-30（星期一）

昨晚看到亞利桑那州道宏牧師留言說

「明天早上有時間嗎？」我回信他沒有再

回。星期一才回說:10時去王朝二樓証主書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楊丹尼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房見証主總幹事陳蓮香，11時要去機場....
筆者趕緊趕到証主書房，但工作人

員春愛說道宏牧師已離去，要去買「飯

糰」，要我打電話聯絡找到他，說時遲

那時快，打通後，道宏牧師人已在何處覓

餐廳後面停車場等我，他說原來正準備上

八號公路去IAH機場了。匆忙彼此問候，

李老師母從後座右側下車來和筆者熱情擁

抱，多年未見，得知李老牧師師母都罹患

阿茲海默症，真擔心他們是否忘了我是

誰？

但看李老師母的反應和說話，似乎進

步很多，不像有阿茲海默症，李龍之老牧

師雖沒有和筆者說話，但我問他是否知道

我是誰？他看看我，我告訴他「我是潘師

母」，李老牧師似乎有記憶回來，為要趕

去機場，筆者給李老牧師一個擁抱，我的

眼眶滿了淚水，李老牧師也拿紙巾拭去淚

水。李老師母說「能活到現今，是 神給我

們夫婦的 bonus」。

筆者非常感謝李老牧師師母全家愛心

接待我們六位循理青年，1981年筆者帶隊

自台灣來美科羅拉多州丹佛參加世界循青

大會暨安排去洛杉磯、波特蘭訪問教會暨

去亞利桑納州鳳凰城基督教馬利亞福音姊

妹會暨大峽谷參觀訪問。

轉貼道宏牧師來信：

1-30（星期一）非常高興看到你，雖

然爸媽恐怕都不認識了，也不知道。我們

跟你談完話以後就搭機到達拉斯，結果大

風雪就來了，班機也取消了，我們決定就

開車子回去AZ亞利桑納州。昨天半夜回到

家，本來是16個小時的，開了25個小時，

一路都是冰雪。感謝主，雖然很多插曲，

但是蒙神一路保守。

轉貼李道宏牧師來短信和發1-30（星

期一）上午10:55我們在何處覓餐廳後面停

車場匆匆見面所拍的相片三張，有李（龍

之）老牧師(97歲)師母，道宏牧師與品品

師母合照。

＠莫師母來信

親愛的家人們平安

感謝 神的同在與恩典，賜給我們榮耀

又喜樂的十週年堂慶，劉彤牧師的信息扎

心感人，天氣也很配合，神的祝福多而又

多。附上全家福大合照～願頌讚、榮耀、 
感謝，都歸給主耶穌。

上帝隨祂旨意行作萬事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神 的 道 不

但是活的，有功

效，比兩刃的劍

更快；劍雖是兩

刃但有三個大功

效，可以刺入、

剖開和辨明的作

用。

神 的 道 是

活潑的，是有功

效的，比一切兩

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

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

明；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

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

赤露敞開的。希伯來書 4:12-13 
02/02/23 英文金句

This God—his way is perfect; the word of 
the LORD proves true; he is a shield for all those 
who take refuge in him. Psalm 18:30  

至於　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華的

話是煉淨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們的盾

牌。詩篇 18:30 
02/02/23 金玉良言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是唯一可以攻擊那惡者的詭計。

「傳揚主的話」乃是魔鬼所懼怕並憎恨

的杖。----C. T.  Studd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

光。』使我們在主的同在中走前面的義路。
　郭文仁牧師

人性到底是善是惡？光是儒家各派看

法也不一樣。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人的性情本來都差不多，造成善惡

高下差別的，是因後天環境和行為所使然。

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告子則認為

人性非善非惡。明代大儒王陽明的說法是：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

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意思是：

人性本來沒有善惡之分，思想和情感卻是有

善惡之別，足以影響個人的行為。人有良知

良能，知道善惡，如果不受外界物質影響，

專心行善，壞事都不做，那就是格物了。

長期以來，這大體是中國人對人性的

看法，不過這些學術討論在生活上怎麼應用

卻是另一回事。回顧歷史，國人還是按照社

會潮流走了兩千多年，沒甚麼變化。比較來

說，普通民眾更喜歡實惠的趨吉避凶，更鍾

情於占卜算命，對於道德修養的興趣不大。

基督教的人性觀是從上往下看的，罪

的概念是人違背了創造主的話。這裡的深刻

之處在於，人犯罪的行為不單單是傷害了

別人，更是得罪了造物主。聖經上說：「罪

是從一人入了世界」（羅馬書五 12），每

個人都是罪人。對此很多人不以為然，我又

沒偷沒搶，沒殺人放火，何罪之有？其實，

人如果省察自己的內心，就會發現裡面的骯

髒污穢。很多時候我們習以為常，以為這就

是生命本來的樣子。如果你正忙著，別人來

煩你，問東問西，你會不會不耐煩？他再糾

纏，你會不會大發雷霆？看到所謂「性感」

的人時，你會不會想入非非？有沒有看過色

情圖片和上過色情網站？有沒有撒過謊？

人們不承認有罪的原因，關鍵是在罪的泥潭

中滾久了，已經麻木不仁。

小時候我在農村生活，家境貧寒。一

個雨天，表哥帶著我去偷生產隊的蔬菜，回

來後連大人都喜孜孜的，毫無愧疚。岳父岳

母是地道的農民，都說農民是善良的老百

姓；可我親眼看見岳母在賣玉米前，連抓幾

把土放到玉米袋裡。家父是機械廠的工人，

做了幾十年，後來提前退休經商，在生意上

有所斬獲。不知不覺他說話大氣了，給我的

零花錢也多了。在家裡似乎開始意氣風發的

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父親在偷看

色情錄像帶。我那時才十幾歲，這個偶然發

現幾乎摧毀了我的頭腦，導致我常常閒下來

就是性幻想，再加上以前的手淫惡習，整個

人就被情慾捆綁了。以後有機會看到色情網

站、色情光盤，像染了毒癮一般，無法自拔；

終於把持不住出軌了，色慾、幻想成為現

實。

小時候父親常給我灌輸「成功」思想，

他常說的一句俗話是：「出水才看兩腿泥」，

意思是要堅持到底，要取得最後成功，不以

現在的成敗論英雄。後來我經濟獨立，成家

有了孩子，在一所職業院校當教師。他以為

人性與社會腐敗

把我培育成人，可以鬆口氣了；但他從不知

道，他不潔的行為對我有多大的傷害！對我

造成的影響多麼嚴重！在學校教書，有時看

見漂亮的女學生還會產生不潔思想，這種情

慾的捆綁直到信了耶穌才得釋放。信耶穌不

是服從了一套新的宗教理論，而是實實在在

地與基督的生命連結。藉著讀經、禱告、聚

會、領聖餐和參與服事，裡面被一股新的生

命氣息所驅動。使徒保羅說：「我已經與基

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拉太書二 20）
我確信這是真的，當我把越來越多的時間和

精力放到基督耶穌的信仰上，支配我的就不

再是肉體的情慾。

後來我離開了那所學校。回頭想，我

在事業上有可能更成功；同樣非常肯定的

是，隨著所謂事業的不斷「成功」，我的

慾望肯定會不斷膨脹，無法自守，最後也會

「出事」。若我走的是仕途之路，今天必定

成為反腐的對象。披露自己和親人的黑暗，

下筆時都有幾分沉重，這遠不如說自己曾是

三好學生、優秀教師那麼輕鬆和動聽。

人心是社會腐敗的根源，它需要被潔

淨。教育用美善的道德標準教化人，只能起

到表面、暫時的作用，外表的禮貌教養無法

根除罪性。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物質文明

還在進步，高科技卻依然無法提升人性。人

心是人手無法觸及的領域，是原子能無法發

揮作用的地方。假設每個人按自己的意思想

怎麼樣就怎麼樣，那一定是人類罪惡的大爆

發，一定是更多的破壞、殺人、搶劫、淫亂，

社會陷入大混亂。耶穌說：「因為從裡面，

就是從人心裡，發出惡念、苟合、偷盜、凶

殺、姦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

謗讟、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裡面

出來，且能污穢人。」（馬可福音七 21 至

23）不用刻意教，人天生就會這些花招，人

裡面湧動著各種各樣的慾望。這股奔騰的力

量似乎來自一個看不見的黑洞，上來的時候

就會大發脾氣。印象中記得父親向母親發脾

氣，有時會怒吼如雷，摔這摔那，看父母爆

發戰爭我也心情鬱悶。信耶穌以前，我一不

高興，有時也會向妻子摔東西，簡直與父親

如出一轍。敗壞也是會傳染的啊！這裡面是

甚麼？狂傲和邪惡！「脾氣不好」是把罪性

淡化而已。殺了人也是脾氣不好！罪是一隻

可怕的無形怪獸，它發飆的時候會吞噬人僅

存的一點點良知和美德。倘若沒有約束，人

敗壞的邊界難以想像，甚至禽獸不如。

人今天的生活方式已深受罪惡影響，

甚至流行的智慧和聰明標準也是罪的產物。

我們不是常聽到「看人下菜碟」、「出頭的

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之類的訓導

嗎？基督徒所信的是全人類的上帝。聖經上

這樣寫：「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

明白的；沒有尋求上帝的；都是偏離正路，

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

有」（羅馬書三 10 至 12），「聖經把眾人

都圈在罪裡」（加拉太書三 22）。今天的

人類社會正是墮落後的狀況，深深受罪的影

響而不自覺。

作為亞當的後裔，每個人生下來都繼

承了這種罪性。罪性驅使人作惡而不是行

善，高舉自我而不是榮耀上帝，使人污穢

而非聖潔。有人會說，人也有好的時候啊，

也有做善事的時候啊，怎麼能說人都是罪人

呢？清水髒水混雜還是髒水，同樣，善惡混

雜的人仍是罪人。

依據上帝的準則，行善是人的本分，

而非功德。「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

就是他的罪了。」（雅各書四 17）聖經上

所說的罪，正是指每個人都虧缺了創造主的

榮耀，每個人都有不好的時候。人曾經有過

一次善舉，就是善人嗎？上帝有更高的標

準，這個標準沒有人能完全做到。

中國人的倫理道德是非常處境化的，

倫理道德標準也是相對的。所謂「百善孝為

先，原心不原跡，原跡貧家無孝子；萬惡淫

為首，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少完人。」意

思是：孝敬父母說的是心，不是行為；淫亂

之事說的是行為，而不是心。我們習以為常

認為這就是人性；然而，在基督裡一個新造

的生命會出現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人極不願意揭露自己的短，而是極力

裝出一副道德高尚、毫無瑕疵的面貌。聖

經上記載很多聖徒的失足，甚至被視為以

色列最偉大的國王大衛和他的兒子所羅門，

都有嚴重的污點。大衛犯下殺人夫奪人妻的

大罪；所羅門晚年娶了許多外邦女子，拜偶

像，離開上帝。而中國文化卻是為尊者諱，

受人尊敬的人都沒有過失，歷史文獻為中國

留下許多「聖人」。兩者相比，不是猶太人

的君王更壞，而是中國皇帝更偽善，把自己

的惡行惡跡都從史書中刪掉了。

世界已經被罪人破壞，人離不了痛苦、

病患、災難和死亡。人如何看待上帝，就會

如何看待自己和這個世界。在基督教終極

性的盼望中，罪人無法靠自己在這個世界

完成自我救贖，而是要通過接受耶穌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救贖，從上帝那裡獲得重生的新

生命；並在將來的新天新地裡由上帝把一切

更新，這才是人類解脫罪惡和災難的生命之

路。

（文載自［中信］）

  李龍之師母，品品師母，思牡，李道宏
牧師。

思牡與李龍之老牧師師母

大休士頓靈糧堂 10週年慶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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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纽约城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

一座无人问津的小村中，百年教堂的地下墓

穴意外发现了大批华人的遗骨。

而小村在翌年清明节升起了大清国的黄龙旗

。

这些怪事都与农历新年在美国的历史有

关。大家好，我是和你一起看世界的城市史

研究者草茅。又是一年春节，这个年该去哪

里过？年味该上哪找？

一个你未必曾想到的选项是：美国。

经历上百年的漂流，农历新年不觉间已

成为美国许多城市的重要文化元素。

咱们先了解一下，农历新年在美国是什

么概念？

虽然有很多美国人都知道 " 中国新年 "

，Chinese New Year，但过这个节的并非只有

华人，还有越南裔、韩国裔、一些东南亚裔

等等。

所以通常说的过年、春节在美国的正式

名称是 Lunar New Year，也就是阴历或者农

历新年的意思。lunar 比起 Chinese 要更为民

族中性。

那么，普通人对农历新年有什么样的感

知？

如今亚裔各族人口加起来占美国总人口

约 7%，单提华裔占约 1.5%，大概相当于壮

族在中国人口的比例。

可想而知，农历新年在

美国是个少数民族的主要

传统节日。就像犹太人的

光明节、印度的排灯节、

印第安人的帕瓦，有一定

的知名度和异国风情，但

还不是那么主流。

01.美国人过不过春节？

这问题回答起来没那么

简单，会带出美国的一些

独特国情。

如果过节的定义是全国

放假，普天同庆，那农历

春节它的确不是美国法定

的 11 个联邦带薪节日之

一。

可是联邦假日也没什么

了不起。它不过是联邦政

府雇员的休假，影响不到

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全

美国各行业约定俗成一致

放假的只有六个日子，那

就是：

元旦、阵亡将士纪念日

、国庆节、劳工节、感恩

节和圣诞节。

春节要挤进去这个行列

目前来说还不大现实。

但是同时，在美国社会

很多层面，春节有比较强的存在感。

比方联邦政府，每年春节总统肯定要出

来说两句。前年，现任总统拜登也得带夫人

摆好青花瓷红灯笼背景出来致辞，至少也会

在各大政府媒体平台发表书面问候。

此外，联邦机构一般每年印制发行生肖

吉利钱的红包和生肖邮票。州层面，目前只

有华人聚居的加州和纽约州认可农历新年是

一个官方节庆，在政府和学校的日历里都有

标注，但放不放假还是得企业、地方政府或

者学区自己来定。州长、议员一般也会出来

说句话。

目前真正把农历新年列入公立学校假期

、实打实允许学生放假的大城市，只有纽约

和旧金山。它们也分别是是全美华人总数和

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

如果把过节定义为庆祝活动，那美国大

城市的年味其实还真挺足的。

华人聚居的主要城市几乎都有大规模的

庆典。最有名的当然还是旧金山。每年春节

大游行是当地的一场盛事，通常和元宵节一

起庆祝。

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拉斯维加斯都

有盛大的节庆游行。除了舞龙舞狮、载歌载

舞的游行，旧金山、洛杉矶、休斯顿还有迎

春花市或者游园会甚至迎春跑步活动，各地

的华人协会也都会组织相当专业的活动和表

演。

有意思的是，美国不仅是文化大

熔炉，同时也是个电冰箱，常常

能保存一些原汁原味的文化元素

。

除了传统的张灯结彩、舞龙舞狮

、放炮仗之外，在民间举办的活

动中，逛庙会、听京剧、听评弹

、写春联、捏面人、吹糖人、滚铁圈、猜灯

谜、吃糖葫芦早已不足为奇。

私营部门方面，不仅大小商家的踊跃参

与，迪士尼乐园、大都会博物馆也年年有特

色活动，著名的纽约帝国大厦也会在农历新

年点亮专门设计的灯光。

最能体现文化渗透力的一点是，连老广

办的舞龙舞狮队中都也有黑人有白人了。

可以说春节在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和周边

地区日渐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

02.春节是怎么在西海岸流传开的？

一群人突然从 A 点运动到遥远的 B 点

当然需要几个条件。我们不妨像物理学家一

样中立地看一下这些因素。

众多历史因素中一个大条件，是 1844 年

中美《望厦条约》打开了两国的交流通道。

《望厦条约》英文版。

一个大的向外推力是 19 世纪中叶太平

军起义，导致整个大清国南方战乱，让近水

楼台的广东福建成为移民的重要出发地。

1848 年加州发现黄金和美国内战后的用

工荒是一个重要拉力。加上万恶的南美人口

贩运网络来清朝抓猪仔——本来要被送去加

勒比和南美洲的华人奴工，经常因为各种因

素散落四处并逐渐聚集到旧金山这座城市，

建立起最早的唐人街。所以旧金山就成了美

国的农历新年发源地。

旧金山有记载的最早的农历新年庆典

是 1851 年，记录相当简略，就是动静比

较大地吃了一顿，大概就是一场广东村宴

。到 1860 年，旧金山春节有了第一场舞

龙舞狮。

加州早年历史上，是美国最排华的一个

地方。因此，旧金山春节的历史一直跟华人

整体形象的起起伏伏紧密结合在一起。

1892 年正处排华最高峰。旧金山的一家

报纸意外地发了一个报道，题目就叫《恭喜

发财》，记者兴奋地写到：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民族的人比华人过年过得更欢快、吃得更

丰盛！副标题里直接提到了华人大啖香肠鱼

翅、大喝 " 中国香槟 "。记者观察到，很多

本地白人也加入了盛大年夜饭。

然而，到 1953 年以前，春节在旧金山不

过是华人社区内部活动，直到一位名为 Joe

Wong 的华裔退伍老兵改变这一切。

当时因为冷战影响，华人的总体处境又

受到挑战，他希望通过组织一场从所未有的

欢乐大庆典，展示华人社区的真实风貌，扭

转当时媒体上普遍的负面形象。也就是在旧

金山，华人融合了洋人最喜欢的过节方式

——节日大游行——来举办这个传统庆典。

1953 年旧金山蛇年春节大游行规模空前

，当然有传统的舞龙舞狮，主办方更是别出

心裁地推出花车秀、功夫秀、艺术秀、时装

秀、唐人街小姐选美和餐馆周。

这也是第一个有其他族裔参加的庆典，

苏格兰风笛队等表演团体也加入了队伍。这

场庆典吸引了全城十四万人前来观看，从此

春节庆典就成了旧金山整个城市的招牌文化

之一。

从初来乍到到广为接受，这个过程在旧

金山走了 102 年。

03.被一度遗忘的东海岸春节发祥地

东海岸的农历新年是另一个故事。

1870 年前，西海岸已经出现了不少针对

华人的严重的暴力犯罪。尤其是爱尔兰人，

由于跟华人存在底部竞争，加上工运矛盾，

仇视最深。

1870 这一年，在纽约城外新泽西州一个

小镇贝利维尔（Belleville），法语原意就是美

丽村。那里有位老板，前海军舰长詹姆斯 ·

赫维，在村里开了一间洗烫厂，叫做帕赛伊

克蒸汽洗衣公司。

他的公司光景不错，非常缺工人。在当

时，洗衣业就是美国华人第一个站稳脚跟的

行业。舰长老板太需要华人员工了，于是他

终于联系上西海岸的华人社区，传递明确的

信息：我们这不排华，赶紧过来。

他出钱买了前一年才刚刚通车的太平洋

铁路的火车票，从旧金山请了六七十名青壮

年华工，坐两个星期的火车横跨东西海岸，

来到美丽村工作。美丽村的确是一个更加友

好包容的地方。于是很快更多的华人来此落

脚。

从此，美丽村就逐渐建成了美东第一个

成规模的唐人街。大量的华人以此为起点打

开了新天地。

华人到了美丽村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就

引起了地方居民兴趣。到第五个春节就相当

热闹了，引来当地报纸大版面报道。

从舰长老板这里走出去的华人，形成了

洗衣产业链，逐渐进军纽约，到 60 年以后

的 1930 年，华人在纽约市已经开了 3500 多

家洗衣店，彻底占领这个行业，纽约成为全

美华人洗衣店最多的城市，直到今天仍能找

到很多家族店铺。

然而所有人，包括华人自己，却逐渐忘

记了美丽村的历史。

到 2015 年，美丽村里当年收留和帮助过

很多华人的一个荷兰归正宗教堂年久失修，

拆除过程中人们才在地下墓穴里找到了当年

华人信徒的遗骨，甚至还有他们用过的熨斗

。

美丽村政府对这段历史非常重视，当地

历史学家做了很多研究，来龙去脉搞清楚以

后，建起了一个小纪念碑，并在此后的第一

个清明节升起当年这批华人的国旗黄龙旗来

纪念他们。

2021 年春节，美丽村还举办了美东春

节 150 周年的纪念活动。

有意思的是，经过一百多年的漂流，农

历新年非但没有在彼岸消散湮灭，反而越发

为人所知，越来越多等人能共情、分享这份

喜悦。

我想那是因为农历新年传递一种独特的

精神内涵：

欢庆本身就是价值，属于所有坚定地珍

惜生活美好的人。

在美国，春节经历了一场奇幻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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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2022 年 12月 17日，随着法槌落下

，法院对以何某为首的16人涉黑案作

出一审判决。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聚

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

，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

人何某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

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分别判处其他被告人二十年至一年六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各并处罚金。一

审判决后，何某等4人当场提出上诉，

目前二审法院正在审理中。

抢地盘、争工程、招小弟、持枪械

……二十几岁时的何某在东营当地就已

经恶名远扬了。2003年1月，何某因犯

绑架罪、聚众斗殴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十六年。这一次，何某依然不思悔改

。入狱服刑七年后，何某因病于2010年

1月被暂予监外执行。其间，何某没有

安心养病，而是时刻关注在狱中结识的

“好友”的动态，一旦有人出狱便主动

联系，让他们跟着自己干。

“当时，何某联系我，说坐过牢的

人不好找工作，不如跟着他干。”“我

出狱后，没地方去，就来东营投靠何某

。”很快，何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纠集

了一帮闲散人员。这些人中，既有昔日

狱友，也有“慕名”而来的社会闲散人

员。他们觉得，跟着何某不仅吃喝不愁

还有钱花，出了事也有人帮忙摆平，似

乎是一条不错的“谋生”路。至此，以

何某为首的涉黑组织初步形成。

看着发展势头正旺的建筑工程行业

，何某眼热不已。何某通过暴力、恐吓

、威胁等方式签合同、揽工程，逼迫竞

争对手退场。据耿某、刘某等多位在当

地颇有声望的建筑商介绍，只要稍有不

顺从，何某便安排手下教训他们一番。

因惧怕何某，很多建筑商只能无奈退出

竞争。

2010年 7月初，东营市某小区二期

工地发生大规模聚众斗殴，案发现场留

有尖头钢管、礼花弹等大量作案工具。

事后查明，这是何某涉黑组织实施的犯

罪事件之一。此后，何某涉黑组织的气

焰日渐嚣张，牟利手段也是五花八门。

没有施工资质，他们便借用江苏等外地

公司的资质或以小弟的名义注册新公司

，承揽东营市当地学校、住宅小区等多

处工程，大肆攫取经济利益。

然而，势力日渐壮大的何某并不满

足于只在建筑工程中分一杯羹。他先后

以帮忙平事的名义插手多起经济纠纷，

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2013年，何某与当地某工程队协商

充当施工期间的看护队，维护工地秩序

。他安排人员守在工地入口，阻止运送

材料的车辆进出，强迫施工方使用其指

定的砂石料等，从中非法牟利；组织人

手霸占厂子、驱赶员工，导致企业停产

停业直至破产，上百名工人被迫上访；

雇用老年人静坐，封堵大门，扰乱企业

正常生产秩序；在办公场所喷字要账，

影响公司经营秩序……

不仅如此，何某涉黑组织还实施多

起开设赌场、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

罪行为，在当地及周边地区造成恶劣影

响。2021年6月，公安机关对何某及其

犯罪团伙立案侦查。

2021年11月，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

将该案移送东营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何某涉黑组织成员16人，涉案事实30

余起，侦查卷宗329册，是近几年我们

办理的体量较大的涉黑组织案件。”据

东营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冯宗利介绍，该

案的难点在于涉黑组织成员多数不认罪

，零口供，尤其是主犯何某仅承认自己

认识这些成员，给他们找工作干工程，

其余一概不说。

为夯实犯罪证据体系，打破何某脱

罪的幻想，东营区检察院抽调精干力量

组成专案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我们细致审查卷宗后，提出13项

提前介入意见及百余条补充建议，引导

侦查机关最终形成19本补充卷宗，保证

了案件有理有据有序办理。”冯宗利说

。经过检察官释法说理，多名组织成员

主动举报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庭审结束前，多名被告人自愿签署认

罪认罚具结书，这些事实成为指控该涉

黑组织的有力证据。2022年4月，经东

营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于同年10月

对该案开庭审理。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东营区检察院

还坚持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参与

社会治理同步推进，向纪委监委移送线

索3起。

针对何某长期盘踞建筑工程行业实

施犯罪的特点，东营区检察院深化诉源

治理，向镇街及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推动行业正本清源、健康有序发展。

出狱后走涉黑老路
再落法网获刑二十五年

见有人有融资需求，尹某摇身

一变成为银行负责贷款业务的高管，

可帮助融资上亿元；见有人需要承揽

工程，他又表示自己可以“介绍工程

”……直到被害人回过神来后报警

，公安机关迅速将其抓获，此时尹某

辩称他与被害人的资金往来是正常的

民间借贷。2022年10月27日，尹某

因诈骗被害人房某、陈某钱财近一千

万元，经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责

令退赔诈骗所得。目前，该案执行程

序正在进行中。

案发：前高管欺骗熟人钱财供自己

享乐

2020年底，房某在一次聚会上

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尹某，尹某自称

是某大型银行武汉分行的业务总监

。当得知房某的公司急需资金周转

时，尹某提出可以帮房某融资，但

同时以急需用钱为由向房某借款90

万元。房某一心想筹集资金为公司

周转，遂将钱款转账给尹某，并按

照要求向尹某提供了融资所需的证

明材料，但没想到这些申报资料如

石沉大海，融资无果而终。

不久后，尹某又向房某谎称其

正帮朋友运作武汉一处商业地产的

买卖，该交易若能达成，他可委托

朋友将售房款中的2亿元借给房某

使用。随后，尹某以此次交易买方

出现资金缺口为由让房某先行垫资

1500万元促成交易。想着交易完成

后自己能得到2亿元资金，房某思

索再三后先后 20余次向尹某转账

940万元。

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房某多

次向尹某索要银行贷款凭据、地产

交易信息资料，均被尹某以各种理

由推脱，此时的房某终于生出疑心

，前往银行了解情况时却发现尹某

在2021年 6月就已经离职，同时得

知业务总监岗位属于业务外勤序列

，不具备信贷业务管理权或其他管

理权。知道自己受骗的房某便报了

警。

无独有偶，也是在2020年底，

尹某通过原银行下属陈某某联系到

其弟陈某，谎称可以帮陈某承接武

汉市内一分包工程，因尹某曾经是

哥哥的领导且两人平日相处较为融

洽，陈某相信了尹某。而尹某以打

点关系为由向陈某索要120万元的

费用，陈某为得到该工程向尹某转

账60万元。在屡次索要相关资料或

钱款不得时，陈某前往尹某原任职

单位了解情况后发现自己被骗，遂

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后，尹某向陈某退款30万元。

经查，尹某承诺的地产买卖、

分包工程均系其伪造。根据尹某前

妻及相关证人证言，尹某沉迷网络

赌博，其骗取的钱财均被用于偿还

赌债或继续赌博。

狡辩：是借款不是诈骗，更没有赌博

在事实与证据面前，尹某却表

现出超出常人的镇定。面对讯问，

他声称自己确实在为房某周转资金

想办法，但因为客观原因未能实现

；至于让房某垫付的费用，则是他

们二人间的普通借款，他把940万

元中的七八百万元借给了能够帮助

房某融资的人，他把此事也告知了

房某，只是没有告诉房某具体借给

了谁，其余的100多万元确实流进

了他自己的腰包。对于其前妻说的

赌博输钱一事，他辩称是夫妻间的

调侃，他没有赌博。讯问过程中，

他不断强调自己年收入百万元，不

存在诈骗他人钱财的可能性，面对

关键性问题他以“仅想告知律师”

为由拒绝回答。

对于诈骗陈某的事实，尹某

更是不予认罪，辩称他确实想给

陈某介绍工程，但因在联系过程

中出现了问题才没有介绍成功，

陈某转账的 60万元不是“打点费

用”，而是他向陈某的借款，当

时他要给陈某写欠条，是陈某信

任他没让他写。他还辩称已经还

款一半，他若有诈骗行为就不会

主动还款，希望警方和检察机关

能够“还我清白”。

经向尹某原单位、商业地产的

所有权方和运营方、分包工程的承

建方等调查核实，警方查明尹某提

到的商业建筑综合体是他虚构的，

能够帮忙融资的朋友也是虚构的，

他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人承揽到工程

，而他诈骗所得的千万元钱款都流

向了各地不同的银行账户，这些账

户大多数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相

关账户。

结案：犯诈骗罪被判刑14年

收到房某的转账后，尹某就利

用不同收款人的银行卡将资金全数

转出。经查，尹某将其中的216万

元用于偿还个人欠款，将650余万

元转至涉嫌网络赌博的“跑分”或

其他账户。房某900余万元的亏空

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弥补，且网络

资金流难以捕捉，为此检察机关向

管辖地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公安机

关积极查封尹某的房产、动产等可

执行财产。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

努力下，最终查封尹某名下房产，

经鉴定该房产价值足以赔偿被害人

的损失。

最终，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

以诈骗罪判处尹某有期徒刑十四年

，并处罚金5万元；责令被告人退

赔被害人房某940万元，退赔被害

人陈某30万元。

银行离职高管骗取钱财近千万元
到案后竟要求“还我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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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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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buy without sell   不賣舊屋也能買新房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當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們怀揣
夢想來到美國時，心中是否有一絲焦
慮，害怕找不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

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想要
在美國找工作或者更換工作並非易事
。

再加上天災、疫情、經濟不景氣
，即使擁有綠卡和公民身份的新移民
，也面臨著失業，被裁員，乃至找不
到長期穩定高薪工作的風險。

事實上，技術專家總是頗受世界
五百強名企的青睞，但不是人人都能
成為專家。究竟是不甘心地離開，還
是踏實鑽研某個專業博一搏? 有人選
擇了後者。
您可能聽說過一家公司叫做思科Cisco
，但很少有人知道什麼是“CCIE”。

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
work Expert)是美國 Cisco（思科）公
司推出的專家級考試認證，被認為是
IT業內權威的專家級技能證書，具有
終極IT專家認證的美稱。
CCIE共有7類技術認證：

CCIE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 企
業構架
CCIE Enterprise Wireless 企業無線

CCIE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
CCIE Security 安全

CCIE Service Provider 服務運營商
CCIE Collaboration 協作
CCDE Design （網絡）設計
其中單【企業架構】一項就佔據

了信息技術領域近10萬的專家級工作

崗位。
取得 CCIE 認證代表了你在專業

技術領域中成為一位極具競爭力的人
，不僅可以找到薪資豐厚的好工作
（一般都有10萬美元的起薪），還能
得到整個行業的認同。
快捷培訓（LaneCert.Inc）是美國州

勞動局授權的正規職業學校，提供
Cisco System, Data Analyst, Juniper,
Microsoft和其他IT培訓，致力於幫助
更多的人成為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

LaneCert 提供理論加實操，行業
認證，就業服務三位一體（培訓、實
習和就業一條龍）服務，幫助學生順
利通過 CCIE 考試，並且幫助就業，
找到高薪工作。

如果你低收入乃至沒有工作，或
者是退伍軍人，都可以申請政府項目
(WIOA or Gi Bill）免費學習。

學校創始人是Jeffrey Liu，他早年
從電子科技大學無線電專業畢業，成
為了電視機廠的一位電子設計師。但
不甘平庸的他感受到了這份工作的無
趣，無意之中了解到思科認證互聯網
專家CCIE認證。用了10個月的時間
，Jeffrey 攻克了英語和電腦難關的同
時，完成了CCNP的培訓，成為中國
第一代Cisco網絡工程師之一。

之後，他又用了三年時間，考了
三次，終於在 2003 年 8 月 4 日取得了
路由和交換CCIE的認證。

2004年技術移民加拿大，成為加
拿大公民。 2007年Jeffrey考過了安全

CCIE，2009年又考過了IP電話CCIE
（Collaboration）。

在2012年3月，他被AT&T僱到
美國做高級網絡架構師，2014年6月
又通過了電信營運商 CCIE。在為
AT&T 工作三年之後，2015 年 7 月又
成為AT&T專業技術架構師。

在這個行業中摸爬滾打多年的
Jeffrey劉，心裡一直感謝當年把CCIE
介紹給他的梁先生。

2014年當Jeffrey劉50歲時，他決
定開辦一所學校將自己所學用來幫助
更多想要像他一樣取得成功的人。於
是 2014 年 ， LaneCertInc 快 捷 培 訓
2014年在達拉斯成立，2017年5月在
休斯頓，2019年12月在洛杉磯，2020
年9月在聖地亞哥，依次成立了分校
。

學校名稱Lane，意味著通往成功
的一條高速大道。 Cert，則代表著
CCIE 的 Certification。整體寓意是幫
助學生快速獲得行業認證，成為Cisco
互聯網專家。

眾所周知，互聯網是高新技術，
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中 CCIE
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

Cisco互聯網專家（CCIE）的職
能是設計和維護互聯網高速公路，
Jeffrey 劉認為它是數據時代的首選工
作，因為 Cisco 互聯網操作系統相對
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
有要求，任何人只要勝任工作即可。

這個工作職位缺口大；
工作薪水好；

工作相對輕鬆；
聘請CCIE的往往是大公司，容

易解決身份問題。
問
為什麼選擇LaneCert Inc
（1）精英式訓練

普通大學成批培養出來的多是
基層，中層。

LaneCert 培養的頂級專家，由
行業專家授課，Lab Assistant手把手、
一對一指導真機實操，因材施教。
線上理論，線下實操，遵循獨家教材
設計路線教學，使學員輕鬆通過業界
都望而卻步的CCIE認證考試。

我們的學員無論什麼年齡段，結
課後，通過職業規劃和行業內推，在
幾週內就能高薪就業。
（2）就職式培養

全方位打造包裝——專業學習、
實操訓練，專業考證、簡歷修改，模
擬面試，崗位內推……

所學即所用，與實際工作掛鉤，
不與行業脫節，畢業後直接進入頂級
專家高薪行列。

100%實習崗位，保證就業，更為
F-1留學生提供CPT、OPT乃至H1B
，叫您無後顧之憂。
（3）項目週期短

800 小時培訓，平均 3-4 個月，
包教包會，直到就業為止。
（4）因材施教，包教包會

4個月的項目，提供一年的服務
。

根據學員情況可調整教學進度，

因材施教，每一位目標成功的學員都
能成為業內精英。
思科電腦學校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
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話：972-268-7129（達拉斯），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洛杉磯），Cell:
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繫我們，可預約免費
公開課。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
大，有經驗者優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樂
於助人，一定經濟實力者

市場開拓者若干名， 無區域，年
齡，性別，背景限制。有意請附履曆
書到 info@lanecert.com

【低收入 Or 老兵免費學】高薪、穩定、升職加薪
只用4個月Offer拿手軟！

休斯頓使徒教會在2023年新年到
來之際，特別邀請了全美著名的具神
奇醫治恩賜大能的獨立傳道人弗拉蒂
克拉克（Freddie Clark）到休斯頓地
區舉辦一場醫治特會。

時間：元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三
年，星期六，下午一點整

（January 28, 2023, Saturday, 1 pm
）

地點：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

（二樓）
11110 Bellaire Blvd，Internation-

al Trade Center，
（second floor）， Houston, Tex-

as, 77072
電話： 713 398 2583
網址： www.houstonapostoilc.org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從事神奇的醫治事工已有五十多
年了，成千上萬的不同種族不同背景

的人們從患有千奇百怪的疾病：癌症
，頭部疾病，心肺疾病，血液疾病，
聾啞疾病，小兒自閉症到普通的背，
腿，腳疾病，因他蒙主耶穌所賜的醫
治恩賜的大能，得到了完全的醫治。

休斯頓地區的一位牧者，二十年
多前因得了一種奇怪的癌症（醫生無
法診斷）被醫院告知只能再活三個月
，他的教會剛好邀請了弗拉蒂 克拉克
舉行醫治特會，經過克拉克弟兄的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醫治禱告，這位牧者
不僅完全康復，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健
康地服侍神。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從事醫治事工有一個很神奇的特
點應證他的醫治恩賜來自獨一的真神
—主耶穌基督：他舉行醫治事工特會
時，你不需要告訴他你有什麼疾病。
聖靈會啟示給克拉克弟兄，在特會中
叫某個人站出來，並當眾說出此人的
疾病名字及症狀。然後他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為此人禱告醫治。數不清的人
當場就得到醫治，也有許多人回家以
後在不同的時間段得到完全的醫治。

在全球新冠病毒大瘟疫尚未消失
，許多人因得了新冠，或因新冠疫苗
的副作用造成了愈多疾病與並發症之
時，休斯頓使徒教會特別舉辦了這次
醫治特會來幫助我們的華人同胞，彰
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慈愛，大能與榮
耀。歡迎您本人以及所關愛的家人不
要錯過這次難得的機會，特別是那些
患了醫生不能完全治癒的疾病，來經
歷全能的上帝--獨一的真神的奇妙大
能--他的名字叫耶穌。
救主耶穌愛你!!!

主耶穌醫治大能展示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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