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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鄧潤京】2月11日上午， 在休斯敦中國城繁華
的百利大道（Bellaire Blvd.）舉行了盛大抗議示威遊行。呼籲
取消得克薩斯州參議員Lois KorkHurst提出的SB147 法案和參
議員Donna Campbell 提出的SB552法案。這兩個法案禁止中國
，北韓，俄國，伊朗公民（包括在美居住持本國護照者）在得
州購買地產和租賃農業用地及牧場。

單單把某一族裔挑出來作為靶子，這就是明顯的種族歧視
。在相貌上如何區分中國人、泰國人、韓國人？恐怕連提出法
案的州參議員也沒想清楚。美國之所以偉大，之所以成為了世
界第一強國，恰恰因為其立國之本，其《憲法》精神，即人之
平等，與生俱來。在此精神的感召下，世界各地的精英云集在
星條旗周圍，貢獻各自的才智，產生了這個世界超強。

現在好了，以上四國的人被禁止購買土地，那麼過幾天會
不會禁止購買其它的東西？石油是當今世界上重要的戰略物資
。有一天，到油站給汽車加油，不看你有沒有錢，先要看一看
你長的個啥模樣。長得像中國人的就免談。就問你煩不煩？

這四國的族裔成為靶子，難保其他少數族裔不會在將來的
某一天成為靶子。種族歧視一旦盛行，會殃及幾乎所有人群。
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年齡歧視，地域歧視，宗教歧視等等都
是一個窩裡的耗子。試問，這一窩衝出來，你能躲的過哪一隻
？

難怪，休斯敦反種族歧視大遊行的組織者AALC （全美亞
裔領袖委員會）登高一呼，有七，八百人的遊行隊伍從黃金廣
場出來，一時間中斷了有三條車道的交通。

得克薩斯州的州長是支持這兩個法案的，儘管新法案明顯
違憲。這州長是唯恐州下不亂。因此，兩法案在州議會順利通
過，有了極大的可能性。萬一這兩法案通過了，怎麼辦？

遊行隊伍中遇見了畫家張帆。他的答案是，法案通過後，
遊行隊伍就會更長了。稅收是個問題。這點兒房地產稅是地方
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修橋補路，培育後代，甚至是還錢借貸
，都靠這點稅收。沒了稅收，那兩位州議員就得捲鋪蓋，沒工
夫憋出什麼議案。放眼世界，也就中國老闆有幾個閒錢，並且
付得起高額稅收。跟錢過不去，不會是新冠發高燒，腦子出毛
病了吧。

房地產行業，貸款行業，房屋保險業都可能加入到遊行隊
伍裡來。好不容易找到個有錢的大老闆。新法案的大棒一來，
整個給攪黃了。

法案生效前買的房子，還要交房地產稅嗎？或許吧。消息
一出，西班牙語裔，非洲裔的都不干了。憑什麼華裔有可能不
繳稅，而我們其他少數族裔需要。為表達訴求，只有上街遊行
咯。

亞裔，有一個外號叫做，啞裔。就是逆來順受，得過且過
，忍氣吞聲。 SB147 法案實在是太過離譜。恰逢兔年伊始，和
兔子有關的俗語是，兔子急了還咬人呢。一場盛大的抗議示威
遊行就這樣被引發了。

法案能否順利通過，盛大的抗議示威遊行能否起到效果，
下結論還為時尚早。始作俑者的兩位州議員，用上海方言來形
容倒是，腦殼壞掉了。

假如SB 147獲得通過

在遊行現場在遊行現場，，筆者和美國聯邦眾議員艾爾筆者和美國聯邦眾議員艾爾.. 格林先生格林先生（（Al.Al.
GreenGreen）（）（右右）。）。格林先生一貫反對種族歧視格林先生一貫反對種族歧視，，重視維護少數族裔重視維護少數族裔
的應有權益的應有權益。。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 舉辦一年一度黨員大會暨選舉分部委員及常務委員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於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

四 時 三 十 分 假 雅 苑 6968 Howell Sugar Land Rd., Houston,
TX.77083 舉行一年一度黨員大會暨選舉分部委員及常務委員
。並特別邀請到 『台海和平論壇智庫發起人』Sam Houston

University 教授翁履中主講兩岸現況與中美關係。屆時並將投
票遴選九位休士頓分部委員並推選常務委員。

懇請 撥冗 出席。

2023 證主家庭事工系列講座如何在家庭操練順服真理
2/16 週四7:30 -9:00 PM (美中時間)
順服真理是需要不斷操練的，就像小孩子學習樂器一樣。

為人父母不是只給出許多規矩，而是要在家中創造一個空間，讓
父母和孩子在其中都可以操練順服神的真理。 本次講座不是專
注於解決某個問題，而是探討父母可以採取哪些實際方法來主動
創造操練順服真理的空間。

國語主講公開講座歡迎參加
zoom ID 832 6207 0156 PW 1234
講員 : 鄭立新牧師
成長於台灣，高中時決志信主，為第二代基督徒。赴美取得

電腦碩士後，於紐約金融界擔任電腦工程師多年。2007年蒙召至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進修道學碩士，2010年至2021年六月擔任紐

約豐收靈糧堂英文堂牧師。2021年7月開創 「吹號者事工 Trum-
peter Ministries」，推廣: 「搶救下一代」、 「每日靈修」、 「聖
經世界觀」和 「在家教育」等事工。鄭牧師與師母育有四個成年
女兒並皆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 from k to 12）。

歡迎為事工奉獻同心建造健康家庭
主辦單位: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科林郡恩友堂美滿家庭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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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也是如
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每個人必須面
臨的大課題，有上車也有下車的時候，不同站
有不同的風景。無論貧富貴賤、種族、職業，
上至總統下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
何面對終點做好生前計畫、以及該怎麼準備身
後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趁早計畫
。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然而
，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
。疫情的肆虐下，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
人數超過一百多萬人，所謂的 「身後事」，並
不意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
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生前計畫」。為善終做好規劃，就如同好的
財務規劃一般，既減輕自己與家人的負擔，也能避免不須要的麻
煩。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
紀念墓園，我們請到其中的吳玉玲顧問來為民眾談談，為什麼
「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助我們降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吳顧問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
要，許多人都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後代子孫，
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個禁忌，但對於殯葬業
而言是每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方上演著，民眾
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好
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
進行預先計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以幫助到家庭
，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
還可以減輕家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

確保是自己想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孫之間有差
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
意。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
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去使用這
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
們不必同時擔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死後的幾天
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
才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
務之前支付所有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了家人的
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
本的上升，喪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前付款時，
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
格為2,000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漲了許多，也不必為再
多付錢。以當前價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通貨膨脹
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
計畫，到使用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

例如像:爸爸會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材嗎？媽媽會希望她
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嗎？如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
很多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先計劃，使家人免於
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內進行。即使在遺囑中表
達自己的意願，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葬禮通常是
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
內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
細內容，不僅可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使家人不
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禮應如何安
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
他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
禮細節決定。家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憶過世親
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受的心情。
本月推出優惠，到月底前為止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園殯儀
館和墓園(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最受
華裔人士中意的風水寶地，也是既有墓地、
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務，能包辦追悼會到
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Memorial Oaks 本月推出優惠: 高達 10%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60個月2.9%利率，身
前契約高達 7% Off，優惠只到本月底前有效
，請把握機會。

立即致電：832-494-6710(吳玉玲)。Me-
morial Oaks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
ton。

花開花落 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
Memorial Oaks推出優惠體貼自己與家人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

队在瑞士《营养素》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中，

首次探讨了「主食偏好」与「肥胖风险」之间

的联系。

结合这一研究采访专家，告诉你哪种主食

更易发胖，并支招如何吃主食获益大。

受访专家中国注册营养师 张海英

爱吃米的人，长胖风险低

此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分析了我国西北地

区十万余人的数据，并根据饮食特征，将研究

对象分为水稻爱好者（偏好米饭）和小麦爱好

者（偏好面食）。

结果显示，与偏好面食的人相比，偏好米

饭的人体脂率超标及患中心性肥胖的风险更低

，这种差异在体重指数BMI正常的人群中更显

著。

如果用大米替代面食，频率达到每周5次，

男性正常体重肥胖风险能降低36.5%，女性中心

性肥胖风险能降低20.5%。

肥胖，包括体重指数超标、腰围超标、体

脂率超标等多种类型。

其中，体重指数[BMI=体重（千克）除以身

高（米）的平方]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

；

正常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

米；

体脂率是体内脂肪重量（皮下脂肪+内脏脂

肪）占总体重的比率。男性体脂率高于25%，

女性高于30%，即为肥胖。

吃米不易胖原因有3个

这项研究提醒我们，比起爱吃面的人，爱

吃米的人往往体脂更低，肚子也更

小。研究人员认为，可能与以下3

种因素有关：

营养成分

米、面都是碳水化合物、蛋白

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

动物实验表明，小麦谷蛋白可

能会通过减少产热和能量消耗，促

进体重增加；水稻蛋白则可能通过

影响脂肪分解和生成的环境，起到

抗肥胖和降低甘油三酯的作用。

烹饪方法

生大米与生白面的热量差不多

，基本都是 345千卡/100克。但一

旦生米煮熟、面粉制成了面条和馒

头，区别就增大了。

面粉在烹制过程中吸收的水分

，低于大米所需的水分，这可能导

致馒头等小麦制品的能量密度高于

米饭。

根据第6版《中国食品成分表

》，每100克米饭、面条、馒头的

热量分别为 116 千卡、107 千卡和

223千卡。也就是说，相同重量下

，面条和米饭的热量差不多，但馒

头的热量约是米饭的2倍。

饮食习惯

中美等国的研究表明，主食偏

好米饭的人，常搭配更多的蔬菜、豆类、瘦肉等

食物，饮食结构更为均衡，有利于控制体重。

偏爱面食的人，往往无法在一餐中摄入足

量的蔬菜和肉

类，有些面食

在制作过程中

会加入大量的

油，如陕西的

油泼面，可能

会导致营养失

衡及能量摄入

超标，引发肥

胖。

怎么吃米面

不容易发胖？

除了主食种

类，肥胖还受

性别差异、基

因表达等影响

。即使是大米

类主食，每顿

也不宜多吃。

不管吃米还是

吃面，简单3个改变就有助控制体重。

适当增加大米的食用

日常以面食为主的人群，尤其应该注意。

大米替代面食的方法有很多，如将早餐的面条

改为米粥，或将一份馒头主食改为一碗米饭等

。

搭配更丰富的食材

无论吃米还是吃面，都要注意搭配蔬菜、

豆类、肉类等，既能增加饱腹感，控制能量摄

入，又能让营养更加均衡，有利于控制体重。

比如，早餐除了主食，可以再搭配清爽少

油的凉拌小菜和一个白煮蛋。

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

米面看起来清淡，但如果油盐糖加得多，就

容易增加肥胖风险。油泼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它的味道香辣诱人，但制作时油的用量较多。

如果改为清汤米线，就能避免重油重盐及

一些有害物质的产生，有利于控制体重。

吃主食还应遵循3个原则

食物不分好坏，产生什么效果关键在于如

何吃。从合理摄入角度来看，人们每天摄入的

主食应占摄入总能量的50%～65%，此外还应遵

循以下几个原则：

1少点细精，多些粗杂

米面加工过细会损失大量营养，特别是膳

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但由于口感更好

，目前多数人的主食仍局限在精白米面。

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人群每天应

摄入谷薯类食物250～4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

豆类50～150克，薯类50～100克。

也就是说，粗杂粮应占主食的1/3左右。

2多换换花样

人们在选择主食时，要多想想它是用什么

做的，而不是“早上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

上吃饺子”，其实都没有跳出面食的圈子。

很多家庭喜欢将馒头、米饭和炒土豆丝搭配

一起吃，这其实属于“主食配主食”。土豆富含

淀粉，也是一种主食，比起等量的米饭，土豆热

量更低，矿物质更丰富，饱腹感也很强。

吃土豆的时候，要记得少吃点米饭。同算

主食的还有芋头、燕麦。

3小口吃饭，大口吃菜

过去资源匮乏，为了保证能量摄入，人们

往往就着几根咸菜就能吃下一大碗饭，逐渐养

成了大口吃饭、小口吃菜的习惯，这是十分不

合理的。

不妨将菜做得清淡一些，一大口菜配着一

小口饭吃，营养搭配才更合理

吃米和吃面哪个容易胖？研究者分析了10万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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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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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新聞圖片

【美南新聞泉深】基輔表示，俄羅斯周四以多枚導彈襲擊打
擊了烏克蘭，因其軍隊試圖在東部推進，而西方盟友承諾繼續提
供軍事援助，以實現烏克蘭春季的反攻。

烏克蘭空軍表示，按照在烏克蘭戰場或外交進展時進行猛烈
轟炸的模式，俄羅斯在淩晨發射了 32 枚導彈。

它補充說，一半被擊落，比率低于正常水平，看來俄羅斯使
用的導彈有所更新。

烏克蘭官員說，其中，南部的防空系統擊落了從黑海一艘船
發射的八枚口徑導彈。 其它導彈襲擊了烏克蘭北部和西部以及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基洛沃格勒的中部地區。

俄羅斯通常在白天對能源設施進行最猛烈的打擊。 但烏克

蘭官員表示，連夜轟炸對電力沒有生重大
影響。
烏克蘭總統辦公廳主任安德烈·耶爾馬克

在電報消息應用程序上寫道：“俄羅斯軍
隊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策略。他們
進行主動偵察，使用虛假目標。”
烏克蘭沒有說明什麽被擊落的導彈比平時

少，但它此前曾報告說，當俄羅斯發射蘇
聯時代的 Kh-22 導彈時，成功率較低。
在數萬名預備役軍人的支持下，俄羅斯最

近幾周加強了對烏克蘭南部和東部的地面
攻擊，隨著 2 月 24 日入侵一周年的臨近
，一場新的重大攻勢似乎正在形成。
這場沖突已造成數萬人死亡，摧毀了烏克

蘭城市，並使數百萬人背井離鄉，破壞了
全球經濟的穩定，而全球經濟正從 COVID 大流行中恢複過來。

德國表示，2022 年有 110 萬人從烏克蘭抵達，超過了
2015-16 年前所未有的移民湧入，顯示人道主義災難的規模。

俄羅斯沒有立即對隔夜轟炸發表評論，但周叁它在東部盧甘
斯克省的部分地區吹捧說烏克蘭軍隊已撤退。

巴赫穆特之戰
盧甘斯克省和頓涅茨克省組成頓巴斯，是烏克蘭的工業中心

地帶，現在被俄羅斯部分占領。 俄羅斯想完全控制頓巴斯，目
前的重點是包圍並奪取頓涅茨克的巴赫穆特小城。

巴赫穆特的重獲將俄羅斯提供一個墊腳石，以推進兩個更大
的城市，克拉馬托爾斯克和頓涅茨克以西的斯洛維揚斯克，想

在 2 月 24 日周年紀念日之前重振莫斯科的勢頭。 烏克蘭及其盟
友表示，考慮到它已經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拿下巴赫穆特將是
一場代價高昂的勝利，而且他們聲稱在俄羅斯的一波又一波的進
攻中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損失。

隨著烏克蘭快速消耗彈藥並要求獲得更強大的火力，包括坦
克和戰鬥機，北約聯盟國家正在提高量並承諾提供更多。

澤倫斯基總統的軍隊獲得了大量援助，特別是來自美國的援
助，自沖突開始以來，美國已承諾提供超過 274 億美元的援助。

美國高級官員建議烏克蘭在最新的美國武器供應到位並提供
訓練之前暫緩發動大規模反攻。

澤倫斯基說：“我們必須確保今年春天真正感受到烏克蘭正
在走向勝利。”

他感謝挪威承諾在五年內提供 70 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針
對單個受援國的最大援助計劃。

俄羅斯稱這次入侵是針對安全威脅的“特殊軍事行動”，並
將向烏克蘭運送重型武器作西方正在升級戰爭的證據。

基輔及其盟友稱俄羅斯的行動是在搶地。
在最近一批訪問烏克蘭的外國政要中，以色列外交部長伊

萊·科恩將與澤倫斯基會面。 這是以色列高級官員自戰爭開始以
來首次進行此類訪問。

以色列與俄羅斯協調打擊敘利亞境內可疑的伊朗目標，但並
未承諾向基輔提供任何直接武器供應。

白俄羅斯在戰爭開始時允許俄羅斯使用其領土向烏克蘭派遣
軍隊，並表示只有在遭到襲擊時才會與盟友並肩作戰。

白俄羅斯總統亞曆山大·盧卡申科一再否認基輔提出的它可
能加入沖突的主張。

俄羅斯導彈襲擊烏克蘭
四面楚歌向巴赫穆特推進

法國法國：：尼斯狂歡節花車巡遊精彩紛呈尼斯狂歡節花車巡遊精彩紛呈

““冰城冰城””哈爾濱市正值冰雪旅遊季哈爾濱市正值冰雪旅遊季。。哈爾濱極地公園的企鵝每天都哈爾濱極地公園的企鵝每天都
會外出會外出““巡遊巡遊”，”，吸引許多遊客前來觀賞吸引許多遊客前來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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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哈爾濱：：企鵝企鵝““巡遊巡遊””引客來引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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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道收了多少“捐献”的银子

后，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

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驻在扬州天宁寺

行宫的乾隆大帝，给14名来自徽州的盐

商各自颁赐了官爵。

对此，乾隆大帝满意地说：

“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

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

为了此次加官进爵，14名盐商具体

“捐纳”了多少银子“效忠”，史书没有

明确记载，但对于扬州徽商之富，乾隆皇

帝则早有耳闻，当时，扬州徽商总资本至

少在五千万两银子之巨，而清朝在乾隆时

期号称巅峰，国库最高存银不过也就7000

万两，以致于乾隆皇帝感叹道：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扬州徽商们也敢于“捐纳”：以乾隆

朝的著名盐商鲍志道（1743-1801）为例

，仅仅他个人在世期间，就先后向清朝政

府“捐纳”了2000万两白银、和12万石

粮食（约合1440万斤）。

此一时期，徽商，是帝国毫无疑问的

第一商帮。

徽商，崛起于明朝中叶。

对于管辖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

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来

说，这里向来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

道路和庄园”的谚语，由于可用耕作的土

地奇缺，人口急剧增长的徽州人一直处于

难以自足的状态。

晋代时，徽州（新安郡）当地人口仅

有5000户，然而随着晋室南迁和南北朝

时期的持续动荡，北方士民开始不断南迁

，此后，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宋靖康

之变后，南迁的中原人民不断补充着徽州

的人口，到南宋初年，徽州人口已经达到

了12万多户，到明代时，徽州人口进一

步飙涨至56万户，到清末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徽州人口更是达到了247万

人，由于人多地少，谋生艰难的徽州人被

迫着开始沿着新安江等水道大规模走出深

山，去外界打拼一片天地。

在明清两代的徽州，普遍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

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

走。”尽管谋生艰难，但作为中原世家

大族移民的后代，重视教育的徽州人普

遍会将子女送往私塾就学，然后到十三

四岁时再让孩子外出闯荡，在这片面积

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府地上，却是

“十家之村，不废诵读”。

由于大规模的人口外出经商谋生，

到了明代时，明朝人王世贞就曾经感慨

地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意思是说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务农，

十分之七在外经商，“贾居十（分之）

九”、“徽人十（分之）九为商”。

在这种庞大的外出经商人口的扩散

下，到了明代时，徽州人出现了以长三

角为基地的“一大块”、以长江和大运

河“两条线”为辐射通道，“星星点点

遍全国”的分布生态，到了明朝中叶，

随着以盐商为代表的商人群体的崛起，

徽商，开始作为一个帝国商帮，在中华

大地上冉冉升起。

作为徽商的代表，盐商，是徽商中

最势大财雄的群体。

明朝初期，为了与北方蒙古人对抗

，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长边境上设置了9个

边镇驻军布防，为了吸引商人向驻军运

送军粮，当时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只有

向北方边境运送粮食贩卖，才能换取到

盐引（一种贩卖食盐的官方凭证），然

后到指定地点倒卖食盐谋利。

由于古代食盐的稀缺性和倒手买卖

存在的暴利，因此尽管路途遥远，徽商

仍然不远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由于

地理距离等因素，在明朝中叶以前，徽

商的盐业生意总是做不过相对北方较近

的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白银成为通用

货币，于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

，户部尚书叶淇改革盐法，规定商人不

再需要向边境运输粮食，只要向政府盐

运司缴纳银子，就可以换取到盐引贩盐

，这一变革，史称“开中折色法”，随

着变革的推行，原来的塞外商屯逐渐解

体，边境商贸日趋衰败，于是，原来经

营边境贸易的晋商、陕商转而南下位处

两淮地区要地的扬州从事买卖，而这，

也给了徽商以崛起的历史机遇。

由于东临黄海，西接运河，明清时

期，扬州成为了中华帝国两淮地区的盐

业中心，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两淮地

区每年的赋税更是占到了全国商业税收

的50%，其中主要是盐税，可谓“关系

国库，最为紧要”，而在帝国商业中心

与晋商、陕商的较量中，作为后起之秀

的徽商逐渐后来居上，最终几乎垄断了

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从而奠定了徽商

作为商帮在帝国内部的崛起。

明朝中叶时在扬州，徽商原本与晋

商、陕商平分天下，当时在扬州，以徽

州话和陕西话最为时尚，因为当地人认

为讲这种话的人最有钱。但在明朝中叶

及晚明的商业竞争中，文化教育不高、

较为保守吝啬的晋商和陕商，逐渐在与

具有文化底子的徽商竞争中败下阵来。

当时，与晋商和陕商大多是目不识

丁的大老粗相比，徽商即使是学徒和小

弟，也普遍在家乡接受过基础教育，而

与发家后仍然穿着破皮袄、嚼大饼的晋

商和陕商相比，徽商却敢于修园林、建

书院、养戏班，并且对官员贿赂出手大

方。

对于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士大夫来说，

有钱并且文化素养颇高的徽商，是既舍得

给钱、又能共谈诗文的金主和儒商，例如

晚明时期累代贩盐的扬州徽商吴彦先

（1555-1624），其文史知识甚至连一些当

时大儒都自愧不如，由于他博学多才，因

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崇高威信。

由于徽州善于抱团经营，因此到了

明朝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的县志《歙志

》就记载说：“今之所谓大贾，莫有甚

于吾邑（歙县），虽秦晋（陕商晋商）

间有来贾于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与零星经营的陕商晋商相比，在当时

的两淮地区和扬州，“苦朋比无多”的

陕商晋商，此时已经在商业竞争中完全

败给了抱团取暖又敢于“给予”的徽商

，可以说，无论是玩文、玩钱还是玩人

多，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都逐渐进入

了垄断时代。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

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在明代

开始就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

鲁”，徽州谚语普遍流传说：“养儿不

读书，不如养口猪。三代不读书，不如

一窝猪。”

正是在“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理念熏

陶下，徽州在古代科举中开始急剧崛起

，据统计，从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进

士的共有2086人，并出产了28位状元，

占据中国历史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

，以单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状元人数，

仅次于苏州府。

由于重视读书、政治资源广布明清

两代，这也为徽商在政治上提供了保驾

护航，而徽商在发家致富以后，也将子

女读书致仕作为保障家族累代经营的不

二法宝，对此，明代徽州人汪道昆

（1525-1593），就将徽商家族的这种特

点形容为“贾而好儒”、“左儒右贾”

。

以汪道昆本人为例，他的家族就是

累代经营盐业，家业巨富，到了他这一

代，父亲刻意经营让他读书致仕，汪道

昆也不负众望，23岁就考中进士，而后

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

部副部长），与戚继光等人一起成为明

朝末年的抗倭名将，而在儒商、部级高

官的背景之外，汪道昆还是一名戏剧家

，曾经撰写有《高唐梦》、《五湖游》

、《远山戏》、《洛水悲》等剧作。

在“左儒右贾”的政治资源支持下

，徽商的政治门路也被迅速拓宽，以明

朝为例，徽州就出了曾经当过兵部尚书

、太子太保和七省总督的胡宗宪，另外

还有曾经当过明朝礼部

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的

许国，到了清代时，徽

商“以商养文”更是频

频开出“硕果”——例

如出身盐商巨富家族的

曹文埴、曹振镛父子，

二人就先后考中进士，

并且都担任过军机大臣

，历经乾隆、嘉庆、道

光三朝而不倒，其家族

可谓政坛常青树，而曾

经当过军机大臣和户部

尚书的曹文埴，由于老

乡关系，跟扬州徽商更

是关系密切，其中乾隆

六下江南，让徽商等各

路商帮“奉献”、“捐

纳”等各种事务，就是

曹文埴在一手安排。

而这种徽商累世培

植的政治与商业的暗中

结合，也为徽商在盐业

、典当、茶叶、布匹等

各种生意中获得了各种

关系深厚的政治资源庇护，堪称中国政

商结合的至高典范。

也就是在这种善于逢迎和“捐纳”

，正如乾隆在扬州赏赐徽商官爵时所说

“踊跃急公”的背景下，徽商在经历明

末清初的战争动荡后再次崛起，并通过

政商勾结、逐渐垄断了当时中国最大的

盐场、两淮盐场的商业贸易。

对于徽商的善于“奉献”，清廷和

地方官员也一直是投桃报李，给予了徽

商诸多垄断权益，当时，两淮盐务中设

有“总商”，乾隆时代更是出现了权力

空前的“首总”。徽商江春就担任过

“首总”，这些“总商”乃至“首总”

，既是两淮众商的代表，又是官府与盐

商之间的联系人，实际上拥有半官半商

的身份。

以徽商巨富江春（1720-1789）为例

，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参与了迎送

和接待，其一生共向清廷“捐纳”多达

1120万两白银，而乾隆则将江春赏赐为

“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

“光禄大夫”，在每次任命新的两淮巡

盐御史时，乾隆甚至都会嘱咐新官吏说

：“广达（江春）人老成，凡事要多与

他商量。”而江春更是因为“一夜堆盐

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等事迹，而

被称为“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

牛徽商”。

但政治的索取是无度的，徽商在乾

隆朝迎来巅峰之际，也是其衰落之时。

以乾隆朝第一红顶商人、扬州徽商

江春为例，乾隆多达六次下江南、清廷

没完没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

“捐纳”任务，也让一度富可敌国的江

春濒于破产，除了乾隆下江南时要接待

“奉献”外，在乾隆没下江南的日子里

，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为皇太后八十

寿诞捐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清廷

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银400万两；乾隆四

十七年，黄河筑堤，江春捐银200万两；

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江春

又被迫“捐献”军费200万两，而这还只

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贿赂和

政治接待更是几乎耗尽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败落，江春

在1789年死后，道光年间，财务日渐亏

空的清廷随后以整顿盐务为名，逼令江

家必须再交出40万两银子，而家底已经

掏空的江家后代无力支付巨额罚款，最

终惨遭抄家。

清廷则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红

顶商人江春，仅仅明面上的“捐纳”就

高达1120万两白银的“政治奉献”，对

他们来说，已经被掏空家底的红顶商人

，已经不再具有利用价值了。

而江春家族的败落，也掀开了徽商

商帮整体衰落的帷幕。

明清两代，徽商通过政治勾结等手

段几乎垄断了帝国的盐务经营，但垄断

的代价就是各种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额贿

赂和政治“捐纳”，羊毛出在羊身上，

为了转移负担，徽商于是将重担又转嫁

到盐价等商品上。

以康熙朝（1662-1722）为例，当时

江南的仪征、通州等地由于距离两淮等

产盐区较近，每斤盐只卖二三文钱，但

到了江西、湖广等地，每斤盐价则高涨

到了二十文钱不等；随着官府盘剥的日

益加深，盐商的售价也不断抬高，到了

道光年间（1821-1850），湖北汉口的盐

价已经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

方则高涨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

部分偏远地区，盐价高达几百文钱一斤

。

作为盐业垄断和官商勾结导致的政

治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盐价

也不断飙涨，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已经

无力承担的地步，在此情况下，百姓只

得通过购买价格相对便宜的私盐来解决

日常所需，由于不断高涨的盐价导致私

盐大规模泛滥，徽州盐商的官盐买卖也

日渐滞销，但清廷规定的年销售额却是

要年年交款的，由于所欠的盐款即盐课

越来越多，没办法，徽州盐商只得向清

廷请求进行分期付款：或分15年偿还，

或分30年偿还。

到了道光年间，以徽商为主的两淮

盐商所积欠清廷的盐课，已达到了几千

万两白银之巨，由于盐商在政治重压之

下根本无法还款，而普通老百姓则因为

盐价太贵吃不起盐，为了改变这种困局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

澍为了革除淮盐积弊，开始打破徽商垄

断两淮地区盐业经营的垄断局面，下令

只要有银子，都可以向官府购买盐票进

行贩卖，史称票盐法。

票盐法开始实施后，逐渐激活了两

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不仅推动了盐价的

下降，而且使得两江地区的岁入增加了

1000多万两白银，随着徽商盐业垄断特权

的被打破，徽州盐商也开始急剧衰落，而

由于盐商在徽商商帮中的实力最为雄厚，

徽州盐商的轰然倒塌，也全面昭示了徽商

衰落的未来。

对此，徽商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到

处砍桃树泄愤，因为桃跟票盐法的推行者

陶澍的“陶”同音，于是有人写诗戏说这

件事说：

“戏他桃花女，砍却桃花树。

盛衰本有自，何必怨陶澍。”

就在徽州盐商衰落的同时，1851年，

太平军之乱爆发了。

从1851年到1875年，太平军和捻军

先后在南北方持续兴起，战火广泛波及清

朝18个省的600多座城市，由于战争导致

商路断绝，这就使得徽商们的日常经营陷

于瘫痪，“自经兵灾，船稀商散”。

迫于动乱，徽商们开始大批量返乡

避灾，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1854

年太平军先是攻占徽州祁门，随后太平

军与清军在徽州展开了长达12年的拉锯

战，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清军，都在徽州

民间实施了残酷的劫掠——“曾国藩驻

师祁门，纵兵大掠，而全部窖藏一空”

，太平军在徽州期间则“掳掠尽家有，

不复遗余粒，逢人便搜囊，勒索金银亟

”。

在残酷的战争扫荡和接踵而来的瘟

疫、灾荒侵袭下，作为徽商大本营的徽

州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以致于曾国藩

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写道：

“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

，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在二十多年的战争扫荡下，徽商商

帮从南到北一片哀鸿遍野，继盐业之外

，茶业、典当业、木材业等徽商传统主

营项目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摧残，而在

先后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乱后，徽商们

也猛然发现，即使战争停歇，他们所面

对的外部环境也猛然剧变了。

当时，作为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

三宝”（茶叶、陶瓷、丝绸），茶叶贸

易随着英国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的

大规模引种茶叶，出口已经日渐衰落；

而欧洲人自产的陶瓷质量也越来越优越

，逐步取消了对中国瓷器的进口；在生

丝和丝绸方面，日本和欧洲的养蚕业和

丝绸业也不断崛起，中国的市场份额不

断萎缩。

与茶叶、陶瓷、丝绸等出口业务逐渐

萎缩乃至消失相反，外国的机器编织布匹

等优质商品则不断输入中国，在此情况下

，作为徽商除了盐业外的第二大主营业务

，茶叶贸易也在徽商商帮中逐渐没落，另

外，经营布匹生意的徽商也逐渐被淘汰出

局，在传统的各项主营业务上，徽商受到

了几乎是全面性的致命打击。

而作为最后硕果仅存的徽商大佬，

先是倚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做官商和军

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岩，在王有龄对抗太

平军失败自杀后，又接着投靠湘军和左

宗棠，成为了左宗棠和湘军南征北伐、

财政运转的左膀右臂，并通过湘军和左

宗棠的庇护经营钱庄、典当、药业、茶

叶、生丝等生意。

1882年，胡雪岩因为与外国洋商进行生

丝大战失利出现了巨额亏损，在此情况下，

向来与湘军派系不合的淮系李鸿章立即指派

官商盛宣怀出马，一方面拖延本来要支付给

胡雪岩的官银，另一方面则大规模散布消息

、挑拨储户到胡雪岩的钱庄进行挤兑，在多

重失利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强势打压

下，胡雪岩历时三十多年建立的商业帝国，

最终在短短几个月间便瞬间崩塌。

1884年，胡雪岩最终在贫恨潦倒中郁

郁而终，临死前，他对着子孙们交代说：

“白老虎（白银子）可怕！”

而胡雪岩的死，也成为了纵横明清

两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后的真实写照，

曾经贵为帝国第一商帮的徽商，至此彻

底陨落人间。

中国第一商帮：徽商是如何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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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不可否认的是,“海外留学”这一

起点,让大部分海归群体迈上了较高的

学业起点,相比国内诸多普通高校而言,

不管是语言还是视野等方面都具有先天

的优势。然而,当我们将时间轴稍微拉

出一段距离,以十年左右为一个发展的

阶段,就会清晰地发现对于人生而言,起

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间努力的过程

。

如果人生是不断跋涉的旅程,那

“海外留学”的经历,只能算是旅行中

的一个起点,意味着学校学业的暂停,人

生新画卷的展开。

得知记者在做“海归就业现象”这

一话题后,在某跨国公司从事投资的林

博士给记者讲述了由他亲自招聘的两个

海归女孩的故事。

留学英国的谈笑和留学美国的

Amy,两个女孩同样的年纪,同样是名校

毕业,同样是高起点,同时进入一家公司,

但10年后的状态却截然不同。一个已

经完成了人生的三级跳,现为某国家级

投资平台的投资经理,在行业内已经小

有名气；另一位,却在工作的起起伏伏

中籍籍无名,无奈离开了精英云集的投

资领域。

也许从这两个海归女孩的故事里,

能对“海归就业”有一些新的感受和启

发。

高考拉开两个女孩的起点

1988年在南京出生的谈笑,在 2006

年的高考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一直以来,成绩在学校都属上游的

谈笑考出了有史以来最差成绩,堪堪刚

过一类本科线,高不成、低不就的成绩,

距离自己梦想的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遥不

可及。

在迷惘徘徊了一阵后,正逢宁波诺

丁汉大学首届招生,谈笑报考后被国际

商务管理专业录取。宁波诺丁汉大学是

中外合资办学,有半年到英国诺丁汉大

学交流学习的机会,对于谈笑而言,这半

年的学习交流,也是她打开眼界的一次

新机会。

同样是2006年高考,在距离南京不

远的上海市,女孩Amy通过自主招生以

极为优异的成绩进入上海财经大学学习

。和谈笑在学校的平凡不同,作为从小

获奖无数的全国奥赛数学冠军,Amy在

大二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到

美国学习交流的机会,并且在毕业之后

成功考取美国迈阿密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

高考的起点不同,摆在两个女孩前

面的路也不同。相比Amy的顺利,如果

想要继续深造学业,摆在谈笑面前的路

只有一条:出国读研。

“我们学校是全英语教学,学习的

内容和国内课程也不一样,如果我想要

读研就只能出国。”想要出国读研并不

难,但是想要去一流的大学深造却极为

不易。因为大四的成绩直接影响学校的

申报,谈笑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是“玩

了命一样地学习,高考我都没这么拼过,

尤其是临近考试,我整整一个月没上网

、没碰手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的悬梁

刺股让谈笑成功考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这个专业英国

排名前三,在世界排名也非常靠前。想

要申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需要在大学就

拿到一等学位,那一年谈笑所在的专业

有200多人,包括谈笑在内只有4个人拿

到了一等学位。

谈笑和Amy,虽然高考的起点不同,

但是在大学四年后,两个人却又同时站

在了“海外名校研究生”这同一起点。

毕业进同一家公司,年薪30万

2011年,在英国读书的谈笑和在美

国读书的Amy,都面临着毕业。

对于两位在顶级名校毕业的研究生

来说,毕业找工作都不是难事。谈笑所

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极为重视学生的

就业,因此在入学之初,谈笑就经过了各

种就业课程预演和学习,在过五关斩六

将之后,谈笑进入到投资人林博士所在

的投资公司实习,同时应聘进公司的还

有Amy,首份工作年薪30万人民币。

“首先考虑的还是Amy,所以她成

为了我的助手。因为奥赛冠军的简历非

常难得,而且Amy在面试时的表现也非

常抢眼。”时隔6年,林博士依然非常清

晰地记得两个女孩的面试表现。作为林

博士的助手,Amy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寻

找并且选定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公

司进行评定和投资。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来讲,光

鲜亮丽的工作、动辄上亿元的投资,

Amy延续了她一贯的人生高起点。然而

,这一切都在短短的四个月后戛然而止

。

“工作了4个月,公司就解除了和她

的劳务合同。4个月里,Amy不仅跟我常

有争吵,跟英国总部的老板也多有不和

。”林博士回忆,Amy最大的问题不是

脾气,而是“永不认错”的态度。

“我们当时在东北有个新能源投资

项目,初期就投入1.2个亿,是我们在国内

最大的一笔投资。周一下午在吉林有重

要会议,原定我周日从北京飞吉林,Amy

周一早上到达。但是我有事情耽误了,

改为了和Amy同一时间出发。我在机

场候机的时候问 Amy 是否已经出发,

Amy却说北京大雨,所有飞机停飞,她赶

不过去了,但我当时就在北京机场。”

林博士告诉记者,当时北京确实下雨,但

是航班却并没有延误,正常起飞。

Amy以为林博士已经在东北,“我

当时还安慰Amy,想给她一个机会,说如

果是有事情耽搁了,可以乘坐下一班航

班,但是Amy始终坚持说是因为航班的

问题。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她路上迟

到了,赶不上飞机了。”林博士告诉记

者,在这起“航班事件”后,从东北忙完

回到北京,他就通过律师走正常程序开

除了Amy。

“我、Amy还有律师在办公室谈判

的时候,Amy明显呆住了,没想到自己这

次撒谎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林博士

解释,对于公司来说,出差延误航班事小,

但是为此撒谎事大。作为投资公司的工

作人员,工作中会涉及到投资的应用和

流向,因此对于诚信的要求就更为重要

。

“当然,在Amy身上也不仅仅这一

次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接触,我们觉得

她不适合在我们公司工作。例如,很多

时候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个人耽

误了公司全体的行程,却没有一句道歉

。”林博士告诉记者,在开除了Amy后,

“永远是对的”Amy第一次向公司认错

,但是为时已晚,只能含泪离开。

在Amy离开之后,谈笑接替Amy的

工作,成为林博士的助手,并且一直工作

了5年,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笔工作积

累。

“谈笑的工作能力非常强,极有责

任心,且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交代给她的

事情总能做得很好。”对于谈笑的评价

,林博士非常之高,“谈笑的成长特别快,

虽然是南方女孩,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女

汉子。有一次为了去山西取一份重要文

件,她中午坐飞机飞太原,晚上再从太原

飞回济南,不耽误第二天开会使用文件

。”

谈笑和Amy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开

头相同,但却是截然不同的收尾,两个高

起点女孩的人生,也第一次开始了分岔

。

一个完成三连跳,一个回到起点

在第一家公司工作了5年后,有了一

定的磨练和积累,2016年,谈笑跳槽去了

北京另外一家投资公司任高管,同时以

合伙人的身份开始独立进行投资项目的

运作。

与此同时,Amy在离开林博士所在

的公司后却多有波折,2015年Amy找到

林博士,希望能够再次回到公司工作,同

时保证自己会端正工作态度,绝不会犯

以前的错误。

“我跟英国的老板商量了一下,但

老板对Amy的印象很差,坚决不允许她

再回到公司。后来我就帮她联系了另外

一家投资公司做项目经理,但是工资待

遇年薪税前十五万,Amy没有接受。”

林博士说,后来他听说Amy又陆陆续续

换过几家公司,工作时间都不算长,再后

来离开了竞争激烈的投行业,回到了上

海老家。

与此同时,谈笑却在扎实的工作中

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在北京的

投资公司工作两年后,谈笑再次跨越一

步,进入到现在工作的大型投资公司,同

时工资再次翻倍。

而这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辛苦和疲

倦:对于在投行工作的人来说,全世界的

飞行是工作的重要部分。谈笑的手机软

件上清楚记录着她近年来的飞行里程:

飞行次数300次,飞行时间833小时13分

钟,飞行里程509518公里,可以绕地球近

13圈。

在从2006年高考算起的12年后,两

个女孩终于在这一次次的飞行中再次拉

开了距离。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放弃吧,不

放弃上进,不放弃向前走,一定要努力才

有出路。”谈笑说,她从研究生的时候

开始考 CFA 特许金融分析师,现在是

CFA持证。“这两年过得挺顺利的,我

想再考个注册会计师证,现在刚过了三

门,要继续把剩下三门奋斗完。虽然这

都不是很厉害的事,但是我觉得人总要

干点什么,只有努力才能往好的地方发

展”。

如果说国外的留学给谈笑带来了什

么,那应该就是“挑战和努力”。“我

研究生其实算是跨专业,而且我高中本

来是艺考播音主持专业,成绩算不上太

好。正是在国外考研、读研的经历,让

我觉得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不

管起点是什么,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

”谈笑说。

两个高起点海归女孩
8年之后拉开了事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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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地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中國城市長李雄為休士頓F區市議員Tiffany D. Thomas 舉行競選連任募款餐會
【休士頓西南區華埠訊】素有 「休士頓中國城市長」

稱號的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9日為選區包括西南區管委
會及國際區管委會範圍的休士頓F區議員Tiffany D. Thomas
舉行競選連任募款餐會。席間Thomas 市議員不但對她熟捻
的社區議題包括房屋、教育、安置遊民、水資源、豐富文
化特色及各種社區發展項目，提出有系統的說明，更與在
座社區經濟及發展領袖們直接對話，充分交換意見。雙方
經過這次討論，對於未來極具潛力的合作方式，都有更進
一步的想法及方向。

Thomas 市議員在自我介紹時，首先提及甫於近日正式
揭幕展開社區服務工作的Alief 社區活動中心。這幢豎立在
百利大道的新穎美觀建築，剛推出就引起全市矚目，而它
正是由Thomas 市議員力促完成。Thomas 市議員笑言包括
市政府都開玩笑說 「這個社區中心惹了麻煩」因為現在所
有市民都向市府要一個如此高標的社區中心。不過專長社
區教育、發展、文化建設的她並不以此耀眼成績自滿，而
對於華埠首務之一的治安問題，她更精準提出針對亞裔社
區，包括街道照明、人行道硬體設施、夜店安全、維安人
員夜間值班、街頭監視錄影機等細節的加強。

出身成長於Alief 社區的Thomas 市議員，對區內自然有
特別感情，她更對區內社群有深刻瞭解。她強調從小在
Alief 學區，同學包括各種族裔、來自全球各個國家，她說
「這就是我們的社區、這也就是我們的國家的面貌」。她

在2019年當選F區市議員，也是第一位擔任此職位的40歲
以下非裔女性。而她在任期間，面對疫情的挑戰，她為社
區爭取了醫療資源及醫護服務外，更為弱勢家庭就租屋補
助爭取了疫情期的特別津貼，安頓了基本生活需要。

此階段Thomas 市議員專注的社區項目，包括社區面對

天災時的應變及善後能力，以及社區內特定地段的整頓工
作，還有居住及商務環境的廢水處理、水道疏通問題，這
同時也是大都會面對潛在天災危機時的迫切課題。Thomas
市議員並強調貫串西南區管委會及國際區管委會的百利大
道，更是她的選區內、甚至休士頓的經濟引擎，得到廣泛
的矚目關切；她希望與大家繼續密切合作，加強研究及投
資以促進更多的變化與進步。

出席餐會社區經濟及發展領袖人士，包括建築師李兆
瓊、律師林富桂、產業業主王藝達、西南區管委會董事也
是社區產業業主的Harry Shani、Stephen Le, Jr. 及其他業內
重量級人物包括 Park 8 development 負責人Lee Wang、金城
銀行資深副總裁 Bill Chen、成功餐館連店業主戴安東夫婦
、STOA 建築開發公司合夥人Tony Ly、國際區董事及公寓
群業主Jay Shani 及另兩位成功女性Shabina Bhagia F區公寓
群業主、及李雄夫人擔任中國人活動中心理事的彭梅。大
家都紛紛就商業及投資願景、和回饋社區服務社會等各種
可行性，與Thomas 市議員交換意見，加深互相瞭解及未來
討論管道。

尊重文化特色並把握機會彰顯自身文化傳承的她，更
與中國城市長及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管委會環境及設計
委員會主席Stephen Le, Jr. ，分享區域內以她非洲圖案色彩
衣著為主，所繪製的街頭設施外飾壁畫；這也正是餐會當
晚，Thomas 市議員身穿的服飾，繽紛鮮明又生氣勃勃地象
徵了她的發展藍圖與行動力。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表示，他樂見任何與華埠及西
南區管委會範圍相關的政府民選官員，與區內各界人士交
換意見，促進溝通，這也是大家共同努力、推動社區進步
的力量。

王朝旅遊2023年黃石團超級福利來襲！！ 黃石國家公園內的獨家資源黃石木屋100%免費升級

在黃石木屋內，零
距離感受黃石的原生態
魅力！

被群山綠樹環抱，
在星空明月下入眠，完
全遠離城市的喧囂，與
自然融合在一起。在黃
石遊玩，黃石木屋絕對
是不可錯過的選擇！

黃石木屋的設施也
非常齊備，絕對是超贊
的入住體驗！

黃石木屋資源稀缺
，一房難求？好消息來
啦！

2023年黃石團超級
福利來襲！！

黃石國家公園內的
獨 家 資 源 黃 石 木 屋
100%免費升級！

享受免費升級黃石
木屋的團號如下：
YD8
YA6

周日出發：MA6/
MA7

週六出發：YL8
周日出發：YL7
週三出發：YZ8/

YZ7C/YZ7B/YZ6A/
YZ5

週二出發：YZ7A/
YZ6B

週四出發：YZ7B
以及對應的週三出

發YZ8套餐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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