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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南兩山西遊記團$268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東方快車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北極光 中南美州 豪華遊輪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中國簽證$170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 (日本/韓國/泰國/江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上海日本團$868(全包價) 暑假回國機票$625起



BB22廣 告

 佛 光 山 休 士 頓 中 美 寺 
F O  G U A N G  S H A N  C H U N G  M E I  T E M P L E 

中美寺萬壽園 
Columbarium -龕位 & 牌位 法師說法每周日:11:30am -12:30am 

把握當下，才能創造繼起的生命展望未來，應該把握當下的機緣                
《星雲大師著》 

社教課程： 

禪修課-周六:10:30am 

太極課-周六:2:00pm 

三好兒童班-周日:10:20am

六:10:30am 

 

共修法會： 

每周日:10:30am 

普門品、金剛經、 

藥師經、阿彌陀經、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 
BLIA Houston 

 佛光會把歡喜的種子遍灑人間，

將 融 和 的 理 念 佈 滿 世 界 。 

全球佛光人致力於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等。 

歡迎加入成爲佛光會員，請洽中美寺。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說：

「人間佛教是擁抱生命的佛教，是

解決生死的佛教，是落實生活的佛

教。」讓往生者能有一處寧靜詳和

的歸宿，也讓生者能在此殊勝的殿

堂 禮 敬 先 人 , 緬 懷 親 人 。 

開放時間 

星期二-星期日 
(上午 11:30AM-下午 3:30PM) 

-美味素食及花茶 

寺院開放時間: 周二 -日 (上午 10:00AM-下午 5:00PM)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77477      TEL: 281-495-3100   Website:www.houstonbuddhism.org   Email:info@Houstonbuddhis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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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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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位醫生表演牛仔line dance
圖文: 秦鴻鈞

這是 「美南山東同鄉會」上會長豐建偉醫師的客人：專程Virgin飛來山東好
漢，美國華人腫瘤協會董事局主席張宗盛；休士頓華人醫師協會董事局主席朱繼
光；北美華人醫生聯盟休斯頓江南主席；著名放射腫瘤專家、院士，張玉蛟教授

豐建偉醫師在演出前介紹該節目：下面節目是我們休斯隊的醫生們為大家帶
來了Texas physician 醫生牛仔line dance. 這十八位醫生中有很多是我們的山東兒女
，還有一位是山東兒媳，還有的是山東人的閨蜜好友，和結拜兄弟。這些醫生們
將要上演的line dance 曾在去年十一月北美華人醫師年會做為壓軸重頭，得到一片
歡呼和掌聲，這些我們德州的醫生們，山東籍的美國醫生們，帶著牛仔的風彩今
天特意來為讓我們山東人驕傲的豐建偉醫生助場，也為山東同鄉會喝彩助威。德
州醫生們的牛
仔舞榮興邀請
國 會 議 員 mr.
Olson 和李強民
大使一起參與
，也希望隨著
大家的共舞給
山東同鄉會留
下了難忘的記
憶和歷史的一
篇。

李強民表示： 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的選擇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舉行2019中國春節招待會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在春節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在春節
招待會上致詞招待會上致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出席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出席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20192019 年春節招待會的貴賓及政要代表與總領事李強民夫婦年春節招待會的貴賓及政要代表與總領事李強民夫婦
（（中中））合影於招待會上合影於招待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330330 多位美中政多位美中政、、商商、、僑僑、、學界學界、、中石油赴美培訓人員及中資機構代表出席本周三晚中石油赴美培訓人員及中資機構代表出席本周三晚
領館的春節招待會領館的春節招待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為慶祝即將來臨的中國農曆春節，中
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於本周三(1月23日）晚在辦公樓會議大廳舉行
2019中國春節招待會。共有美中政、商、僑、學、醫界、中石油赴
美培訓人員及中資機構代表330 餘人應邀出席。

招待會由劉紅梅副總領事主持。在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樊玉珍,
及僑界名人江鎮遠演唱中、美兩國國歌後，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
強民正式登台致詞，向全場來賓致以春節的問候。

他說： 「今年是我在休斯敦與大家一起度過的第五個春節，
也讓我成為在休斯敦服務時間最長的總領事，對此，我深感榮幸！
」

李强民總領事回顧了過去一年中國各方面的發展狀況表示：中
國戰勝了各種風險挑戰！他說：2018 年是改革開放40 周年，面對
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艱鉅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是習近
平同志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攻堅克難，砥礪奮進的一年。

談到中美關係，李強民表示：2018年，中美關係曲折前行，
12月1曰，兩國元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G20 領導人峰會期間會晤並
達成重要共識，同意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
係,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管制分歧，拓展合作，為兩國關係發展
指明了方向。今年是中美兩國建交40 周年，40年來，兩國共同見
證世界風雲變幻，兩國關係也經歷了調整演變，但40年的歷史證明
，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的選擇。

談到兩岸關係，李强民總領事說：每逢佳節倍思親，我們不
僅思念祖國大陸的親朋好友，也思念海峽對岸的兄弟姊妹。本月初，習近平主席在《 告台灣同胞書 》發表40
周年紀念會上，深入分析了台灣問題的歷史根源，昭告兩岸统一的時代大勢和民心所向，表明了中國政府推動

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
一的堅定信心和決心。
只有兩岸交流和 「九二
共識 」才是符合民意的
。任何外來勢力都無法
阻擋兩岸統一的必然趨
勢。李强民總領事希望
美南地區兩岸僑胞都能
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出發，全力擁護祖國和
平統一，堅決反對 「台
獨 」分裂言行，共創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
最終統一的光明未來。
李強民總領事也對這一

年來，美南地區廣大華僑華人擁護中國和平統一,支持祖籍國和家鄉發展，以勤勞、智慧、誠信的優秀品格，團
結互助，屢創佳績，為推動中國和美南各領域交流合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對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由衷感謝。
李強民最後表示：2019年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將秉承 「外交為民」理念，切

實服務好僑胞，同大家一道共同營造良好的中美友好合作氛圍，促進相互理解和務實合作，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 「中國夢 」。他說： 總領館將一如既往做好領僑保護，維護美南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和僑胞的合理訴求，
做僑胞們權益的堡壘，心靈的港灣，總領館永遠是你們值得信賴的家！
當晚出席的貴賓，包括了休斯敦市政府首席發展官安德魯. 伊肯、福遍縣長喬治，德州眾議員吳元之，紛紛上

台致詞，祝賀中國農曆春節。德州州長辦公室亞裔主任陳中、國會議員席拉.傑克森.李的代表羅玲、國會議員
Pete Olson 的代表張晶晶、國會議員Al Green 的代表分別向李強民總領事頒發賀函，全體嘉賓們一起舉杯祝願，
為身體健康，闔家幸福，為中美關係更美好的未來，乾杯！
最後晚會在歌唱家樊玉珍演唱 「春天的芭蕾 」的優美旋律中完美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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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教中心前往奧斯丁
辦理僑胞卡申辦行動僑務服務

黃信凱魔術師多項絕活廣受觀眾喜愛

(本報訊)1月19日中午休士頓僑教中心中心配合駐
休士頓辦事處至奧斯汀辦理[行動領務及僑胞卡申辦行動
僑務服務]，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辦事處組長何仁傑專
程前往提供僑胞服務，吸引許多僑胞前往申辦。

僑胞卡申辦行動僑務服務是首度在奧斯汀舉辦，莊
雅淑向與會僑胞說明僑委會關心海外僑胞，發行了僑胞
卡，結合國內外近三千家特約廠商提供持卡僑胞各項優
惠折扣，同時也幫助海外台商企業發展，各特約店不僅
在台灣更遍布全球僑區，方便且優惠，莊雅淑同時當場
為僑胞進行申辦作業短短二小時行動僑務，發卡50餘份
。拿到僑胞卡僑胞興奮表示將立即體驗各項優惠，同時
感謝僑委會關心僑胞用心。

莊雅淑也藉機廣邀奧斯汀台商企業加入僑胞卡特約
店行列，與僑委會共創優惠僑胞丶活絡商機雙贏之機，
當場獲得奧欺汀知名之台商餐廳COCO’s老闆填表申
請加入，COCO’s老闆表示他們店家曾獲僑委會僑營
美食標章，非常期待能獲得僑胞卡特約店，同時感謝僑
委會照顧海外台商。

（本報記者黃麗珊） 黃信凱魔術師應世界
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邀請，於1月
22日下午1時免費在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演出
，華啟梅執行長與許多僑界人士前往觀賞。黃
信凱將在休士頓演出多場，當天下午3時30分
在晚晴公寓作公益演出。

黃信凱來自台灣被譽為澳洲政府御用魔術
師，在多項澳洲政界活動應邀演出，被封為
「澳洲太平紳士」，之後在2014年G20世界高

峰會議，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場合
應邀表演，2016年榮獲中華民國海外優秀青年
獎章。

黃信凱魔術師的變現金、轉移撲克牌等多

項絕活，贏得與會人士熱烈掌
聲。他在現場為配合演出邀請
多位中外觀眾上台，魔術神奇
魅力令觀眾大開眼界。黃信凱
演出過程妙語不斷，令觀眾印
象深刻，笑聲連連，節目結束
後觀眾直呼沒看夠，請黃信凱
加演。

黃信凱演出結束後致詞，
他雖然看上去十分開心，可是
去年一度患重度憂鬱症，不敢出門與別人交談
，他在患病期間感到救自己最快的方法是幫助
別人，想要帶來幸福先要把幸福帶給別人，從

此到全世界各地的老人院、孤兒院等作慈善演
出，希望把歡樂帶給大家，與會人士以掌聲同
意他的看法。黃信凱表示謝意，以紙巾做道具
，教與會人士變小魔術。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辦事處組長何仁傑專程前往辦理辦事處組長何仁傑專程前往辦理[[行動行動
領務及僑胞卡申辦行動僑務服務領務及僑胞卡申辦行動僑務服務]] ，，吸引許多僑胞前往申辦吸引許多僑胞前往申辦

[[行動領務及僑胞卡申辦行動僑務服務行動領務及僑胞卡申辦行動僑務服務]]現場滿滿僑胞現場滿滿僑胞，，莊雅淑莊雅淑
向與會僑胞說明僑委會關心海外僑胞向與會僑胞說明僑委會關心海外僑胞，，發行了僑胞卡發行了僑胞卡，，結合國結合國
內外近三千家特約廠商提供持卡僑胞各項優惠折扣內外近三千家特約廠商提供持卡僑胞各項優惠折扣，，同時也幫同時也幫
助海外台商企業發展助海外台商企業發展

拿到僑胞卡僑胞興奮表示將立即體驗各項優惠拿到僑胞卡僑胞興奮表示將立即體驗各項優惠，，同時感謝僑委會關心僑同時感謝僑委會關心僑
胞用心胞用心

黃信凱魔術師黃信凱魔術師（（前左二前左二））於於11月月2222日下午在晚晴公寓演出後與長輩們及世界日下午在晚晴公寓演出後與長輩們及世界
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吳展瑩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吳展瑩、、副會長洪良冰副會長洪良冰，，黃春蘭監事長黃春蘭監事長
，，理事們理事們，，黎淑瑛前總會會長合影黎淑瑛前總會會長合影。。

黃信凱魔術師黃信凱魔術師（（左五左五））與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吳展與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吳展
瑩會長瑩會長、、洪良冰副會長洪良冰副會長、、黃春蘭監事長及理事李莉穎黃春蘭監事長及理事李莉穎、、鄭麗如鄭麗如、、蔡蔡
淑英淑英、、何真何真、、陳月燕在晚晴公寓合影陳月燕在晚晴公寓合影。。

黃信凱魔術師在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現場表演黃信凱魔術師在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現場表演。。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華文化中心華啟梅執行長中華文化中心華啟梅執行長（（左一左一）、）、世界華人世界華人
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何真理事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何真理事（（右一右一））感感
謝黃信凱魔術師謝黃信凱魔術師（（左二左二））精彩表演精彩表演。（。（記者黃麗記者黃麗
珊攝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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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整整一小時
通過任何餐單選項獲
得免費附贈的培根 –
沒錯，什麼選項都行
。但是僅限這一天的
這一個小時，為了慶
祝麥當勞的三道經典

美味將因為培根而更加滋味無窮
芝加哥，2019年1月23日 – 為了慶

祝限時推出添加培根的三道經典美食 -
Big Mac® Bacon( 大 麥 克 培 根) 漢 堡 ，
Quarter Pounder®* Bacon 漢 堡 ， 和
Cheesy Bacon Fries(起司培根薯條) ，麥當
勞決定為粉絲提供更多的 …，您猜對了
，更多的培根，讓培根愛好者美夢成真
。麥當勞將在1月29日當地時間下午4點
到5點舉辦破天荒的全國性培根一小時美
食大賞。顧客只要在這60分鐘裡點選任
何餐單選項，就會獲贈厚片蘋果木熏香
培根， 不加收任何費用。天底下還有比
免費培根更划得來的事情嗎？（答案暗
示：當然沒有）。

就麥當勞在三道經典美食上添加培
根正是錦上添花，欲罷不能，現在麥當
勞所有餐單選項都要“培根化”。顧客
在領取點選的餐飲時，會附贈兩片半片
培根，讓顧客隨自己的心意添加在飲食
中。讓我們對培根致敬。在魚香堡（Fi-
let-O-Fish®）上加些培根。在熱巧克力
聖代（Hot Fudge Sundae）上加些培根。
在 … （隨您心意）上也加些培根。

“當我們說培根的美味百吃不厭，
可不是開玩笑的。我們將在1月29日將培
根送上前所未有的巔峰，就暫且稱作培
根的極致吧，讓我們用破天荒的方式來
慶祝這道迷人的美味，” 麥當勞創意料
理總監Michael Haracz大廚表示。“我愛

培根，全美國都愛培根。我真是迫不及
待想看看麥當勞的顧客會利用培根做出
怎樣瘋狂大膽的餐飲組合。”

吃了這麼多培根，我們難免要問：
究竟是培根令我們的三道經典美食：大

麥克（Big Mac），
以新鮮牛肉**製
作 的 Quarter
Pounder，和舉世
聞名的麥當勞薯
條 ( World Fa-
mous Fries®) 如
虎添翼？還是我
們的經典美食為
培根憑添滋味？
這場辯論就要開
始。

無 需 辯 論 的
是麥當勞餐飲的
美味有增無減，
令人垂涎三尺，

包括以新鮮牛肉製作的Quarter Pounder
漢堡，Buttermilk Crispy Tenders（香脆酪
乳雞條），和專業咖啡館水平的濃縮咖
啡飲料McCafé Caramel Macchiato（焦糖
馬奇朵）, Cappuccino（卡帕奇諾）和
Americano（美式咖啡）。本月初推出的
加了培根的經典美食，令人心滿意足的
好滋味更不在話下。

TLDR: 培根一小時。麥當勞餐廳。只
有1月29日一天。當地時間下午4點到5
點一小時。在全國參與活動的餐廳供應
。*** 為了慶祝麥當勞經典美食添加培根
，顧客可以在這一小時中隨同任何餐單
選項獲得免費附贈的培根。

*烹調前重量4盎司。
**在美洲大陸大部分餐廳供應。阿拉

斯加、夏威夷和美屬領地不供應。
***顧客可點選任何餐單選項獲贈免

費培根，但每人僅限一次。
美國麥當勞簡介
McDonald's USA, LLC（美國麥當勞）

每天以高質量食材，選擇多樣化的餐單
服務超過2千5百萬顧客。全美1萬4千
家麥當勞餐廳中百分之95由男女企業家
獨立擁有和經營。欲知詳情，請登入

www.mcdonalds.com,，或通過推特追踪
我們 Twitter @McDonalds，或參考臉書專
頁www.facebook.com/mcdonalds。

因為美味的培根百吃不厭，
好好把握麥當首次推出千載難逢的培根一小時，

點選任何餐單選項就免費附贈培根

台聲合唱團一行台聲合唱團一行6262位團友位團友11//66//1919搭乘十三多萬噸大郵輪搭乘十三多萬噸大郵輪CarCar--
nival Vistanival Vista快樂出航了快樂出航了！！郵輪上的前三天都在海上航行不靠岸郵輪上的前三天都在海上航行不靠岸，，但但
團友們並沒有閒著團友們並沒有閒著，，包括了練唱包括了練唱、、演出彩排演出彩排，，及及 cocktail partycocktail party 宣宣
傳台聲在郵輪上正式演出的節目傳台聲在郵輪上正式演出的節目。。接下來的三天都是上岸的日子接下來的三天都是上岸的日子，，
第一個港口是宏都拉斯第一個港口是宏都拉斯Mahogany BayMahogany Bay，，蔚藍海天蔚藍海天，，到處是橫躺沙到處是橫躺沙
灘的遊客灘的遊客。。第二個港口是第二個港口是BelizeBelize，，台灣大使館人員在碼頭迎接台灣大使館人員在碼頭迎接，，大大
使陳立國也在場親切接待使陳立國也在場親切接待。。台聲即興在台聲即興在Fort Street Tourism VilFort Street Tourism Vil--
lagelage 碼頭快閃演出山地迎賓舞和台灣歌曲與客家歌碼頭快閃演出山地迎賓舞和台灣歌曲與客家歌，，十分吸引遊十分吸引遊
客客。。隨後又在公園表演隨後又在公園表演，，同時接受當地電視台的訪問同時接受當地電視台的訪問，，並在並在 ##11
TAIWANTAIWAN 街口大合照街口大合照，，之後拜訪台灣駐之後拜訪台灣駐BelizeBelize 大使館大使館，，接受飲料接受飲料
款待及當地伴手禮款待及當地伴手禮。。Belize ChannelBelize Channel 55 採訪的實況採訪的實況，，請看請看http://http://
edition.channeledition.channel55belize.com/archives/belize.com/archives/178370178370，，和和 https://youtu.be/https://youtu.be/
uu22ff55foNGiqfoNGiq00 相當精彩的訪問相當精彩的訪問！！最後的一個港口是墨西哥的最後的一個港口是墨西哥的CozuCozu--

mel,mel, 是購物之都是購物之都，，再回到郵輪後再回到郵輪後，，大夥收心便在大夥收心便在piano barpiano bar 操練歌操練歌
喉為明天的正式演出暖身喉為明天的正式演出暖身。。

11//1212//1919 台聲在郵輪的台聲在郵輪的Limelight LoungeLimelight Lounge 正式登場正式登場，，船公司特船公司特
以以 「「Ilha FormosaIlha Formosa –– Time For TaiwanTime For Taiwan」」 為題列印於每日活動表中為題列印於每日活動表中
，，告知全船五千多位人員有個介紹美麗台灣的告知全船五千多位人員有個介紹美麗台灣的
節目節目。。音樂會由吳振成先生主持音樂會由吳振成先生主持，，其台風穩健其台風穩健
風趣風趣，，介紹台灣民俗風情介紹台灣民俗風情、、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地理風地理風
景等景等，，影片及節目都是台聲團員自編自導影片及節目都是台聲團員自編自導。。合合
唱團在張廖莉娜老師的安排下唱團在張廖莉娜老師的安排下，，依序跳起熱情依序跳起熱情
的山地迎賓舞的山地迎賓舞、、嬌美的採茶舞嬌美的採茶舞、、團員陳鳳梧有團員陳鳳梧有
板有眼的太極功夫板有眼的太極功夫，，以及莉娜老師優美的獨唱以及莉娜老師優美的獨唱
和台聲大合唱的演出和台聲大合唱的演出，，其曲目包括了其曲目包括了 「「 望春風望春風
」」 、、 「「 點心擔點心擔 」」 、、 「「 阿里山之歌阿里山之歌」」 ，， 「「 戀戀戀戀

北迴線北迴線」」 ，， 「「 客家本色客家本色」」 ，， 「「 噗仔聲喀催落噗仔聲喀催落」」 ，，最後和觀眾合唱最後和觀眾合唱
「「ItIt’’s A Small Worlds A Small World 」」 ，，會後並和觀眾大合照會後並和觀眾大合照。。此次郵輪之旅此次郵輪之旅，，
台聲合唱團真的讓國際聽見看到台灣台聲合唱團真的讓國際聽見看到台灣，，也為故鄉台灣盡了一份心力也為故鄉台灣盡了一份心力
！！

「「休士頓台聲合唱團休士頓台聲合唱團」」 中美洲中美洲
文化交流精彩演出深獲好評文化交流精彩演出深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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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
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
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
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腹腔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
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
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
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

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
！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
的車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
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
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

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
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
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腰椎間
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
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
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
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
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
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
做牽引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
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
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
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
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
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
，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好了病，
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英語好的
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

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
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虧有李
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司
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
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
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
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10年，
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
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
、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
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
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
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
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
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
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
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
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
，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註
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
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
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
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
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
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李醫生免費
幫你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古裝迎新春古裝迎新春,, 經典劇回憶經典劇回憶，，溫馨歡樂迎新年溫馨歡樂迎新年

春節越來越近了，在這樣闔家歡樂
，親朋好友相聚的日子，回憶總是會成
為我們難以避免的話題。那些我們一起
走過的路，度過的日子，還有一起追過
的劇，那是我們共同的精神寶藏。經典
永是經典，常看常新。iTalkBB《古裝迎
新春》專題，定有你所愛！

《末代皇帝傳奇》
該劇講述了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愛新

覺羅溥儀傳奇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從
皇帝到元首，從戰犯到新公民，歷經紫
禁城最後的榮耀，天津寓公北上成“滿
洲國皇帝”，日本戰敗被俘至蘇聯一禁

就是五年，作為戰犯引渡回國後獲得特
赦。他人生中最光明和有希望的日子來
了，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參加工作和
選舉，最終沐浴在新時代的曙光中，帶
著對新生活的不舍病逝。

我們對住在紫禁城中的皇帝總是充
滿了太多的好奇，然而最好奇的也莫過
於對溥儀這位從皇帝變成普通公民的心
裏變化，這會讓我們更加明白個人命運
總是在時代的洪流中前進，逆著洪流走
，必然會遭到打擊。只有順應潮流，才
能讓個人的光芒閃到最亮。

《精忠嶽飛》

嶽飛曾經是我們好幾代人的民族英
雄形象，所以歌頌嶽飛，也就是在歌頌
我們的理想。

該劇聚焦一代英雄嶽飛，用切合史
料記載的方式來講述嶽飛的生平及他帶
領嶽家軍征戰的傳奇故事。

追劇之後，深深的感受就是，英雄
已經逝去，然而英雄主義精神卻會一直
存在於我們的心中。年少的我們總是希
望成為別人的英雄，成年之後，才會發
現成為自己的英雄也一樣的了不起。

《龍門鏢局》
該劇講述了一群年輕人在龍門鏢局

內演繹的一幕幕經典的搞笑場面，在歡
笑與眼淚中陪伴觀眾們一起漸漸成長。

這是寧財神全力打造的繼《武林外
傳》之後的第二部古裝喜劇，古代場景
與現代廣告的結合，分分鐘都可以引燃
你的爆笑點。

《美人如畫》
該劇講述了明朝正德年間，江南地

區“繡娘”江嘉沅和三個男人之間的愛
恨情仇，也是一部女人成長史的勵誌劇
集。

女人勵誌的故事，其實從古到今都

並不奇缺，所以，女人可以如畫美，當
然更可以比鋼強。

《趙氏孤兒案》
該劇改編自經典歷史傳奇故事，講

述了在春秋時期的晉國，圍繞趙朔之子
——趙氏孤兒引發的一系列故事，彰顯
了以程嬰為首的一群古代英雄堅守忠義
、舍生取義、不屈不饒，勇於獻身的精
神。

《風雲》
電視劇講述了步驚雲與聶風為了給

父母報仇，更為了全武林的安危而舍己
戰鬥，得無名相助，與雄霸、絕無神等

江湖豪霸之間發生的一系列的愛恨情仇
、舍生取義的江湖傳奇故事。

很老的古裝片，但應該是那個年代
每個人都會看好幾遍的電視劇，那些熟
悉的演員如今已經人過中年，我們自己
也從年少懵懂慢慢步入中年，歲月流走
了，你的記憶還在嗎？

iTalkBB電視即將上新《古裝迎新春
》專題，新年增添更多樂趣。同時iTalk-
BB電視還有春晚直播，海內外同步，讓
過 年 的 氣 氛 更 加 濃 厚 ！ 立 即 撥 打
1-877-482-5522咨詢訂購吧！



休城工商 BB77星期六 2019年1月26日 Saturday, January 26, 2019

國務院從2015年10月開始啟用了
雙表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
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遞 交
I-485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排期
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
取得綠卡。根據 AC21 條款，在遞交
I-485申請後，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和配偶
以及21歲以下的孩子都可以取得工卡和
回美證，雙表排期的出現大大增加了申
請人及其家人的便利，是非常利好的消
息。但是由於最近名額緊張，移民局明
確表示，對於職業移民，即使國務院依
舊實行雙表排期，但是移民局不接受快
表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照慢表接受申
請。而親屬移民則可以按照快表遞交申
請。

移民排期表（Visa Bulletin）
無論是親屬移民還是職業移民，每

年能夠拿到美國綠卡的人數都有一定的
名額限制。由於申請移民的人數往往超
過此名額限制，申請人需要等候排期。
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在
每個月的上旬或中旬公布下個月的排期
表。

要了解排期表先要了解兩個概念，
優先日期（Priority Date）和截止日期
（Cutoff Date）。優先日期是指美國政
府最早收到親屬移民申請或職業移民申
請的日期。親屬移民申請的優先日期是
指移民局收到I-130親屬移民申請的日
期。職業移民申請的優先日期是指美國
勞工部收到勞工證申請（ETA 9089 或以
前的ETA 750申請表）或者移民局收到
I-140職業移民申請的日期。申請人的配
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排期日與主申請人相
同。

美國國務院每個月在移民排期表上
公布的日期叫做截止日期（Cut-off
Date），截止日期通常是往前，但有時
也會出現停滯或倒退的情況。

判斷自己的排期是否排到，要看自
己的優先日期是否早於截止日期。如果
答案是肯定的，若受益人在美國境內，
就可以向美國移民局遞交I-485調整身
份的申請，同時可申請工卡和回美證．
如果受益人在美國境外，就可以通過美
國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Nation-
al Visa Center）辦理領館程序。國家簽
證中心收到足夠的資料後，將把案件轉
到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開始移
民簽證的程序．

國務院在每個月公布移民排期時，
對其進展程度往往有一個大致的估計，
某些優先排期的進展會加快或減慢，甚
至可能會停滯或倒退。十月一日是每年
財政年度的開始，所以通常在九月份常

常會出現名額嚴重不足的情形，排期也
相應的大幅倒退。在十月一日新的財年
開始後，名額就會得到緩解。
審理進度表(Processing Time)

審理進度表由美國移民局每半個月
公布一次。移民局在全美有五個審理中
心: 加 州 審 理 中 心 (California Service
Center)，內州審理中心(Nebraska Ser-
vice Center)，德州審理中心(Texas Ser-
vice Center)，佛州審理中心(Vermont
Service Center)，和全國審理中心(Na-
tional Benefits Center)又稱為密州審理
中心(Missouri Service Center)。還有很
多的地區辦公室，例如休斯敦就有一個
地區辦公室．每個審理中心和地區辦公
室都有各自的審理進度。

移民排期和審理進度又是相互聯系
的．比如，移民局經過正常的審理進度
審理批準公民的兄弟姐妹I-130申請之
後，會把該案件轉到美國國務院下屬的
國家簽證中心（National Visa Center）
等待移民排期．排到後會通知申請人進
行下面的程序．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在2018年12月3日

公布新的H1B申請程序：“電子註冊”
申請程序的草案，並開啟公眾評論時間
。 這個新程序要求H1B申請方在移民局
規定的時間內進行電子註冊。移民局表
示，將於2019年2月16日之前在官網上
宣布開放電子註冊系統的時間，3月18
日之前開放系統，開放時間到4月1日。
開放時間不少於14天。需要註冊的內容
包括：1. 雇主的名字，雇主的稅號EIN
，雇主的郵寄地址；2. 獲得授權代表雇
主的代表方的名字，職位，聯系方式
（聯系電話和郵件地址）；3. 受益人的
姓名，生日，出生地，國籍，性別，護
照號碼；4. 受益人是否在美國獲得了碩
士或碩士以上學位；5. 其他相關信息。
移民局將改變往年的抽簽程序：2019年
起，將從電子註冊的申請中先抽取
65000個 H1B簽證名額，其中包括符合
美國高學歷的受益人。然後從第一次沒
有被抽中但是符合美國高學歷條件的受
益人中再抽取 20000個 美國高學歷H1B
簽證名額。移民局會在有效的註冊申請
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雇主會收到移
民局的通知，將有至少60天的時間遞交
H-1B申請。

2.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於
2018年9月11日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民
和非移民申請采取省

略發出RFE（要求補充文件）或者
NOID（意圖否決）通知， 而直接否決
的審理政策。

該備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的申
請：第一類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定提
供符合移民法對特定類別的證據要求而
提交的申請。 第二類是在提交申請的證
據中沒有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持證據
。 備忘錄指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包括
在家庭移民的 I-485申請中沒有提供經
濟擔保表 （I-864），或者豁免申請中
沒有提供所要求的支持證據。 備忘錄提
別指出，移民官省略補件程序的範圍不
局限於所舉出的例證。

3. 川普總統於8月20日成立特別
辦公室，專門調查在申請綠卡和公民過
程中有撒謊行為的申請人，一旦發現撒
謊，立刻撤銷公民資格。

4. 川普總統表示，所有申請過美
國政府福利和政府補助的申請人，將在
綠卡和公民申請時被移民官視為“公眾
負擔”而拒絕申請並被遞解出境。除了
食物券，國土安全部（DHS）將一系列
非現金類的社會福利, 如讓美國出生的子
女進入公立學前教育項目，煤水電費補
助，和Med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助
”的範疇。

5. 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ICE)2018
年的人手是去年的三倍，逮捕的人數是
去年同期的五倍。

6. 美國移民局於2018年5月11日
發布的關於“計算持有F、J和M非移民
簽證的學生和訪問學者非法滯留時間規
則”的備忘錄將於 8 月 9 日生效。自
2018年8月9日起（包括8月9日當天）
，未能繼續保留其居留身份的F、J和M
簽證持有人的非法滯留時間將在以下情
況下開始累積：1 學業或經允許的工作
結束後的第二天，或其參加未經允許的
工作的第二天；2學業或項目完成的第二
天，包括任何經允許的實踐培訓以及任
何經授權的寬限期限；3 I-94身份過期
的第二天；4 移民法官或在某些情況下
，移民上訴委員會發布除外、驅逐或移
除命令的第二天。

非法滯留時間180天以上，3年不得
入境美國。非法滯留時間1年以上, 10年
不得入境美國。有遞解令，在未經允許
或假釋的情況下再次進入美國境內者，
終身不得入境美國。

7. 美國國務院於2018年3月30號
公布新規定：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需要提
供社交軟件用戶信息。幾乎所有申請美
國入境簽證的人都將被要求提交他們在
過去五年裏使用的社交媒體信息。2017
年9月，特朗普政府曾宣布，申請移民
簽證的人將被要求提供社交媒體數據，
受這個計劃影響的人約為71萬。新提議
將更大地擴大這條命令的覆蓋範圍，把

每年約1400萬申請非移民簽證的人包括
進來。該提議涉及20個的社交媒體平臺
大部分是美國的：Facebook、Flickr、
Google + 、 Instagram、 LinkedIn、
Myspace、 Pinterest、 Reddit、 Tumblr
、Twitter、Vine以及YouTube。也有一
些是美國以外的：中國的網站豆瓣、QQ
、新浪微博、騰訊微博和優酷；俄羅斯
的社交網絡VK；創建於比利時的Twoo
；以及拉脫維亞的一個問答平臺Ask.fm
。

8.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
國移民政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
投資移民在內的職業移民排期日趨冗長
。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審理時間
都明顯延長。移民局加大人力物力對現
有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度。派
專人去學校，工作簽證的任職單位調查
申請人的就讀情況和就職情況是否與移
民局的申請信息完全一致。一旦發現有
任何不實情況，馬上取消簽證。公民申
請父母和公民申請兄弟姐妹的移民類別
也面臨被取消的風險。此外，美國移民
局還大大增加了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
息要求和審查力度。對於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推翻
2004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策，即日
起以審查新申請的方式嚴格審查身份延
期。根據以前的政策，在審理H-1B工
作簽證身份延期時，如果和初次申請沒
有實質變化，可以繼續批準申請。移民
官只有發現重大錯誤，或者延期申請新
問題的情況下，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
。因此H1B延期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而
在新政策下，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重
新嚴格審查，和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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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
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
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
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
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
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
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
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
(11-1月下午5點)在電臺調頻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提供最新的移

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
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臺法律節目的
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
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
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
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托
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
業務。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
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
傳真:713-583-9749。網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
yanni@solisyanlaw.com周一到周五:9:
00AM-5:00PM, 周六:10:00AM-1:

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
該鏈接中收看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二月份職業移民不可使用快表排期二月份職業移民不可使用快表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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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歡送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全僑歡送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暨歡迎陳奕芳主任餐宴暨歡迎陳奕芳主任餐宴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趙婉兒趙婉兒(( 左左 ），），鄭昭鄭昭（（ 右右 ））代表德州代表德州
州長頒發獎牌給莊雅淑主任州長頒發獎牌給莊雅淑主任（（中中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發表臨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發表臨
別感言別感言。。

新到的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新到的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陳家彥
處長致詞處長致詞。。

休市僑胞四百多人參加歡送莊雅淑主任及歡休市僑胞四百多人參加歡送莊雅淑主任及歡
迎陳奕芳主任餐會迎陳奕芳主任餐會。。

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務榮譽職人員（（ 右起右起））葉宏志葉宏志、、黎淑瑛黎淑瑛、、劉秀美劉秀美，，趙婉趙婉
兒兒、、梁慎平梁慎平、、甘幼蘋代表上台頒贈大家簽名的德州州旗給甘幼蘋代表上台頒贈大家簽名的德州州旗給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 右四右四 ）。）。

「「歡樂歌唱班歡樂歌唱班」」 成員代表成員代表，，由會長王妍霞由會長王妍霞（（右四右四 ））代表贈代表贈
送紀念品給莊主任送紀念品給莊主任（（ 右三右三））

中華文化中心代表中華文化中心代表 （（ 右起右起 ））李雄李雄、、華啓梅華啓梅 、、高㻴璘等高㻴璘等
人贈送紀念品給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人贈送紀念品給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右四右四 ）。）。

全體出席各社團代表登台與莊主任全體出席各社團代表登台與莊主任（（ 二排中二排中 ））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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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連續第九年盈利創新紀錄華美銀行連續第九年盈利創新紀錄
20182018年全年淨利達年全年淨利達77億零億零44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每股獲利每股獲利44..8181美元美元

較較20172017年均成長年均成長3939%%
再度位列再度位列《《富比士富比士》》 「「全美百強銀行全美百強銀行」」 前十名前十名

【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
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股票代
號 EWBC，於 NASDAQ 交易）1 月 24 日公佈
2018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盈利報告，2018年第
四季度淨利達1億7千3百萬美元，每股獲利
1.18美元；全年淨利達7億零3百70萬美元，
每股獲利累積達4.81美元。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
建民（Dominic Ng）表示，截至2018年12月
31日，總貸款創新紀錄，達3百24億美元，
較2017年同期增加33億美元或11%；總存款
創新高，達3百54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增
加32億美元或10%。

吳建民表示： 「華美銀行連續第九年盈
利創新紀錄。2018年總收入達16億美元，增
加 11%；淨利差達 3.78%，較 2017 年提升
0.30%。此外，銀行營運效率不斷提升，收
入成長水平高於支出。2018年，華美銀行平
均資產報酬率（ROA）達1.83%，平均股東權
益報酬率（ROE）達17.0%。」 在《富比士》
（Forbes）發佈的 「2019全美百強銀行榜」
中，華美銀行第六度躋身榜單前十，且自
2010年至今連年榮登前十五名。他感謝3,150
名員工群策群力，使銀行實現持續穩健的發
展。

吳建民說： 「我們滿懷信心邁入2019年
。華美銀行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的服務網絡
，以及深入的中美跨境金融知識和經驗，使
我們在同業中脫穎而出，為客戶提供在中美
市場發展所需的專業服務。我們相信，獨特
的金融橋樑策略所創造的市場優勢將繼續為

銀行取得更卓越的成績。」
盈利表現概要：
• 獲利強勁成長 – 2018年全年盈利

達7億零3百70萬美元，較2017年的5億零5
百60萬美元增加39%；全年每股獲利累積達
4.81美元，較2017年的3.47美元亦增加39%
。2018年第四季度盈利達1億7千3百萬美元
，每股獲利達1.18美元，較2017年第四季度
的8千4百90萬美元和0.58美元，分別躍升
104%。

• 淨利息收入及淨利差穩步上揚 –
2018年第四季度淨利息收入達3億6千9百
40萬美元，較2018年第三季度增加2千零70
萬美元或6%，較2017年同期增加4千9百70
萬美元或16%。淨利息收入增加主要得益於
貸款收益率和貸款的雙重成長。2018年第四
季度淨利差為3.79%，較2018年第三季度增
加0.03%，較2017年同期增加0.22%。

• 總貸款再攀新高 – 截至2018年 12
月31日，總貸款達3百24億美元，較2018年
9月30日的3百12億美元增加12億美元，年
均增長率為 15%，主要得益於工商貸款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loans）和單一住
宅按揭貸款的成長。總貸款較2017年同期增
加33億美元或11%。

• 總存款再創新紀錄 –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總存款達3百54億美元，較2018
年9月30日的3百36億美元增加18億美元，
年增長率為21%。2018年第四季度各類存款
較上季度均有所成長，其中無息存款增加5
億8千3百萬美元，年增長率為21%。總存款
較2017年同期增加32億美元或10%。

• 資產品質穩定 – 截至2018年 12月
31日，貸款損失準備金為3億1千1百30萬美
元 ， 或 總 貸 款 的 0.96% 為 持 作 投 資
（held-for-investment, HFI），2018年9月30
日為3億1千萬美元或0.99%。2018年第四季
度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相當於平均持作投資貸
款總額的0.20%，第三季度為0.05%。截至
2018年12月31日，非獲利資產降至9千3百

萬美元，佔總資產的0.23%；2018年第三季
度為 1 億 1 千 4 百 60 萬美元，佔總資產的
0.29%。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18年 12月
31日，華美銀行股東權益為44億美元或每股
30.52美元。普通股每股有形權益為27.15美
元，較2018年第三季度成長5%，較2017年
同期成長17%。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
9.71%，第一類資本比率（CET1）為 12.2%，
總風險資本比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13.7%。

華美銀行管理階層表示，預期2019年銀
行將繼續成長。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2019年
2月15日派發2019年第一季普通股股息每股
0.23美元，股東將依其至2019年2月4日的
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

號EWBC在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
。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
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4百10億美元
，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
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
、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
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
、上海、深圳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
行，在北京、重慶、台北、廈門及廣州亦設
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
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
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此外，華
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
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
有關華美銀行2018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財務報
告及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
westbank.com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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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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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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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彼此關心扶持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1-22-19（周二）

今 天 下 午 我

去惠康與百佳華人超市送號角月報各一百

份，明天上班前我還要去敦煌大中華超市

送號角100份
1-23-19（週三）

中午11 :30am FBCC李國宏姐約我

共享午餐， 1 2 : 3 0 開車同去醫療中心

MEMORIAL HERMANN TIRR復健中心探

訪7個月前因雨天路滑釀成車禍，頸部以下

遭癱瘓的的王廣衛弟兄暨母親，他們是住

在Victoria,TX.後送去聖安東尼復健，上週

轉至休士頓醫療中心。目前有Pearland滿福

教會弟兄姐妹去探訪關心送食物給王媽媽

吃，王弟兄可以吃醫院食物，盼望多些教

會兄姐們關心這個家庭，他有兩個年幼女

兒2歲，4歲，妻子在家照顧，王弟兄的父

母親二月將回中國去，已來美6個月探望兒

媳全家。求主憐憫、安慰他們全家。週一

西南國語教會韓友惠牧師師母也去探望王

弟兄和王媽媽，送去飯食給王媽媽。敬請

角聲人我們禱告中記念王家的需要。

朋友李國宏姐來接我去“何處覓小

館”吃午餐，也買個飯盒給王廣衛弟兄的

媽媽吃。我們吃完午餐要去接楊若夢大姊

再一起去TIRR復健中心探訪病人。

約半小時，找到TIRR復健中心，我們

一到病房介紹自己後，我們三位就為王弟

兄禱告鼓勵。

休士頓醫療中心是世界有名的，病患

來自世界各地，王弟兄他說肩頸很酸疼，

筆者幫王弟兄按摩肩頸穴道，王弟兄說目

前雙手略微可以舉起，我按摩他的右手拇

指與手掌心他說有一點知覺，左下肢也

有點感覺，王媽媽說「每天我也幫兒子按

摩、餵飯食，去年三月我來美探親，未料

兒子六月即發生車禍，我照顧他七個月

了，二月我和先生要回廣州了，感謝你們

愛心探訪，送食物等」

國宏姊與楊大姊也鼓勵安慰王媽媽與

王弟兄，筆者請國宏姊與楊大姊讀聖經給

王弟兄、王媽媽聽背誦羅馬書5章3-5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

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

們心裡。」我們大家一同唸三遍。神祂的

話就是我們的每日靈糧、我們的生命和力

量，是抵擋魔鬼的利劍。

下午王廣衛弟兄他去作復健，我們和

王媽媽道別，送楊大姐若夢回家，她住在

兒子媳婦家，我們小小休息一下喝咖啡、

喝溫水、吃甜點，就回中國城。

◎分享好文～ 青春 

下面轉載好友發給我的好文章～  青
春，與讀者共享:

德裔美籍人 塞繆爾·厄爾曼 70多年前

寫的一篇只有四百多字的短文。首次在

美國發表的時候，引起全美國轟動效應，

成千上萬的讀者把它抄下來當作座右銘收

藏，許多中老年人把它作為安排後半生的

精神支柱。

美國的麥克亞瑟將軍在指揮整個太平

洋戰爭期間，辦公桌上始終擺著裝有短文

《青春》影本的鏡框，文中的許多的詞句

常被他在談話或開會作報告時引用。

後來此文傳到日本，文章的觀點成為

許多日本人生活哲學的基礎。松下公司的

創始人松下幸之助說：「多年來，《青

春》始終是我的座右銘。」

文章如下：

「青春，並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時光，

也並非粉頰紅唇和體魄的矯健。

它是心靈中的一種狀態，是頭腦中的

一個意念，是理性思維中的創造潛力，是

情感活動的一股勃勃的朝氣，是人生春色

深處的一縷東風。

青春，意味著甘願放棄溫馨浪漫的愛

情去闖蕩生活，意味著超越羞澀、怯懦和

欲望的膽識與氣質。

而60歲的男人可能比20歲的小夥子更

多地擁有這種膽識與氣質。沒有人僅僅因

為時光的流逝而變得衰老，只是隨著理想

的毀滅，人類才出現了老人。

歲月可以在皮膚上留下皺紋，卻無法

為靈魂刻上一絲痕跡。憂慮、恐懼、缺乏

自信才使人佝僂於時間塵埃之中。

無論是60歲還是16歲，每個人都會被

未來所吸引，都會對人生競爭中的歡樂懷

著孩子般無窮無盡的渴望。

在你我心靈的深處，同樣有一個無線

電臺，只要它不停地從人群中，從無限的

時間中接受美好、希望、歡欣、勇氣和力

量的資訊，你我就永遠年輕。

一旦這無線電臺坍塌，你的心便會被

玩世不恭和悲觀失望的寒冷酷雪所覆蓋，

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20歲。

但如果這無線電臺始終矗立在你心

中，捕捉著每個樂觀向上的電波，你便有

希望超過年輕的90歲。

所以只要勇於有夢，敢於追夢，勤於

圓夢，我們就永遠保持青春！

千萬不要動不動就說自己老了，錯誤

引導自己！年輕就是力量，有夢就有未

來！」

我是 1995 年來美國陪讀的，在國內從
沒有接觸過基督教。奇妙的是，到美國後
第三天，就認識了從老家湖南來的一對基
督徒夫婦。他們邀請我和先生去教會，有
時我也帶孩子參加週五學生團契。每次參
加這些活動，我都很喜歡。我曾讀過有關
瀕死經歷的書，諸如病人在深度昏迷時知
道醫生所做的一切，醫護人員和家人所說
的話，甚至另一個世界匪夷所思的事情。
另外，我在農村長大，常聽大人談到鬼，
說人死後幾天內晚上會回家看親人，死了的
孕婦會變成血污鬼，鬼走路沒有聲音等等。
因此我從小就很怕晚上出去，獨自不敢關燈
睡覺。若說世界是純物質的，究竟害怕甚麼
呢？因此基督教說有上帝，我一點不反感，
反倒是一見鍾情，似乎有種自己的想法被
證實所帶來的安慰與滿足。

出國前，大哥囑咐我一定要讀書，否則
沒辦法在國外生存。但現實與理想總是有差
距：想讀研究生沒有本科文憑，要讀本科，
又沒有錢。到美國後我很快懷上了第二個孩
子，想打黑工賺錢都找不到機會。我常常自
憐、自卑，覺得丈夫在讀博士，自己卻連
本科在國內都沒有讀完，差距會越來越大，
因此對婚姻缺乏安全感。如果自己的夫妻關
係出了問題，孩子們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雖然我們的婚姻關係非常好，我卻活在這
種憂慮和對前途的無望當中。後來我發現，
周圍和我有相同境遇的人也一樣，在不平
安中努力地活著。

或許因為這些原因，我對基督教的信仰
很感興趣，也常在參加教會活動中得到心

靈的安慰。唱詩歌我會流
淚，聽人講信主見證，儘
管不明白他們在見證甚麼，為甚麼會流淚，
也情不自禁地被感動。然而要接受基督信仰
並不容易，因為我的先生根本不信，對教會
活動和基督徒行為有許多反感。比如他說：
妳看有些基督徒，行為還沒我好。還說，他
們吃頓餃子都要禱告老半天，對我們南方人
來說，餃子有甚麼好吃的？他寧願開車送我
和孩子去教會，自己卻回實驗室做事，只想
多出論文。他擔心向我們傳講基督信仰的人
是別有用心，因此後來我也不常去教會了。
偶爾教會有特別活動，我好想參加，甚至想
順便「免費旅遊」，這時先生總會自命清高
地說：「妳又不信，幹嘛還去？不要讓別人
以為我們貪小便宜。」

在人生的無望當中，我是真希望有神，
但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跟我有甚麼關係呢？
祂既看不見又摸不著，為甚麼要造一棵樹放
在那裡讓人去吃？祂又是誰造的？戰爭、地
震等災難來臨的時候，上帝又在哪裡？那些
沒有信但一輩子行善的人死了會去哪裡？我
心中的這些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解答，所以
在加州的四年半裡我與信仰一直是若即若
離。信仰似乎可有可無，但生活的道路必須
自己去走。時間就在煩惱與歡愉的交替中自
然地流逝，直到 2000 年初去了「萬湖之州」
的明尼蘇達，我在那裡度過了六年半感恩的
歲月，也在那裡與我的上帝「一生相許」。

剛到明尼蘇達不久，當地一位華人牧師
打電話邀請我們去教會參加當晚的春節聚
會，因搬家原因我們沒有去成。再過了幾個

月，我們和先生的兩位哥哥的家庭團聚，對
我們的信仰帶來了轉折性的改變。在閒聊家
事時，發現先生的大哥、大嫂已經信主耶穌
了，也感覺到他們有了不少的轉變。夫妻關
係看上去更融洽了，曾經驕傲的大哥變得謙
卑了很多。他們分享了從接觸到接受基督信
仰的過程，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又很得激
勵，尤其是先生的心中不再對基督信仰有反
感和防備了。

自那次回去後，我們就固定參加教會和
團契，以及週日的慕道班，提了很多問題，
以致有人說我們這對夫妻是不會信的。因為
心中對信仰有太多疑惑，我們決定邀請牧師
到家裡做客，專門跟我們講信仰。牧師信主
的經歷讓我感動：他是國內名校畢業，很有
音樂天賦，來美後經歷婚姻的挫折，歸向了
基督。雖然上帝的時候未到，我們的心仍沒
有向上帝打開，但那晚牧師的見證對我來說
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原來有學問、有知
識也不能帶來真正美好的婚姻和成功的人
生。再過了幾天，我們又邀請了一位信主耶
穌的姊妹到家裡來講福音，那天上帝感動我
和先生同時決志，接受主耶穌為我們生命的
主宰。我從一個有神論者到相信耶穌基督，

承認自己有罪。
初信主耶穌時對罪其實並不清楚，當越

多讀聖經上的話語，就越看到自己的罪無可
推諉，我就是一個罪人。後來牧師問我要不
要受洗，我又很猶豫。嘴上說要跟隨主耶穌，
但談到受洗又沒有那麼堅定，我真是小信。
當天晚上我和兩個孩子聊天，他們問我：我
們死了以後會去哪裡，會去天堂嗎？接著他
們說，他們相信會去天堂。我說：「我們永
遠也不會分開。」將來死了以後，一家人都
去天堂，那是我很嚮往的。上帝使用孩子們
的信心，讓我立定心志很快受了洗。受洗歸
入基督，是讓我們向魔鬼宣告：我是屬基督
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在主裡我是
新人；在人的面前我見證我跟隨上帝的事實，
將榮耀歸給上帝。信主後，我們真的是彼此
見證對方生命的改變，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
生命蛻變。感謝讚美上帝！

如今我成了何等人，成為上帝的兒女，
是上帝的揀選，是上帝特別的恩典。我願將
自己的主權完全交給上帝，願祂的名在我口
中得著榮耀。我願一生跟隨主耶穌，走永生
的道路。
          轉載自《中信》月刊第 682 期

從一見鍾情到一生相許 

          劉建文

我從 1954 年開始在衛生防疫
機構工作，後在大中專院校從事
預防醫學教學至 1989 年退休，
之後返聘十年，總共 45 年。在
上帝的恩手中如今我已有 90 歲
高齡。

從退休至今的 30 年中，我是如何度過晚
年的？概述如下：

一、老有所學——閱讀書刊
按照「學無止境」、「活到老學到老」

的要求，退休後仍要學習。退休後有更多時
間來閱讀書籍，因為浪費光陰就是浪費年
日，也是浪費上帝給我們的時間。我十分喜
歡閱讀教會名人的書刊及傳記，如約翰•本
仁的《天路歷程》；宋尚節的《靈歷集光》、
《查經集》、《我的見證》和《失而復得的
日記》；劉翼凌的《宋尚節傳》；史蒂亞的
《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馨香的沒
藥——蓋恩夫人傳略》、《王明道文庫精
選》、《與神同行》、《俞成華醫生軼事》
等等。這些書刊都有益於我屬靈生命的成
長。

二、老有所為——編寫書籍
退休後不能閒著，要發揮餘熱。在上帝

的恩手帶領下，按照身體情況，我儘量安排
時間編寫一些書籍。幾年來，我先後編寫了
《簡明聖經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
版）、《聖經簡明字典》（中國國際文化出
版社出版）、《治病不如防病》（浙江科技
出版社出版）、《身心靈健康與人生》、《創
世記導讀與問題解答》、《約翰福音導讀與
問題解答》、《羅馬書導讀與問題解答》、
《啟示錄導讀與問題解答》等。此外，還在
華人基督教刊物上刊登有關信仰、健康方面
的文章近 400 篇。

三、老有所樂——讀經禱告
人不能不吃飯，也不能不呼吸，否則不

能生存。作為基督徒也不能不讀經禱告，因
為聖經是生命的糧食，禱告猶如呼吸，要使
屬靈生命成長就必須要讀經禱告，尤其對退
休人士來說有更多時間可以用在這方面。我
每天早晚能用較多時間為教會、為福音、為
有難處的弟兄姊妹代禱，其樂無窮。

四、人生目標——仰望耶穌
聖經教導我們要「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

成終的耶穌」（希伯來書 12:2）。仰望耶穌
雖然只不過四個字，但整個人生秘訣都藏在
其中。我們在世一日，就要仰望耶穌一日，
我們必須時時刻刻仰望耶穌。不要因回憶往
事或憂慮將來而轉移我們對耶穌的視線，要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腓立比書 3:13）。
我們不知明天如何，但知耶穌掌管明天。祂
說：「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
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
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
憂慮……。」（馬太福音 6:32-34）

我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出入要平安。
我每次外出時，都仰望耶穌保守我，使我平
安出去平安返家；更要仰望耶穌使我在真道
上站立得住，行在上帝的心意當中。每日每
時都要仰望耶穌的同在，仰望耶穌使我非常

喜樂。
五、樂在其中——參加聚會
遵照聖經「不可停止聚會」的教導。由

於我是退休人士，有更多時間參加教會的聚
會，我每逢主日都要參加上、下午及擘餅記
念主的聚會；每逢週二、週四上午的守望禱
告會；週四晚上的家庭聚會；另外還參加每
月一次的中老年團契聚會。每次聚會中見到
上帝與我們同在，弟兄姊妹彼此代禱，彼此
關心，彼此扶持，受益匪淺。

六、生活規律——愉快度日
退休後生活有規律很重要，我體會到：

儘量早起床，按時睡覺。一般在早晨七點起
床，晚上十時許睡覺為好，多年來我都是這
樣實行的。具體說，七點醒來後我先禱告，
讀幾章聖經，然後起床。晚上九時許，先讀
幾章聖經及《荒漠甘泉》、《活水》等靈修
書籍，禱告後睡覺。早晨一般九點吃早餐，
餐後在院子裡散步，12 點半左右午餐，晚
餐在下午六時許，在其間閱讀書刊或寫小文

章。由於養成規律生活，使我的生活不枯
燥、不緊張，能依賴主耶穌的恩典度過每一
天。

七、身體健康——預防保健
預防保健是預防疾病和增進健康，提高

身體健康水平的重要措施。退休人士需要有
一個健康的身體，保持身體健康非常重要。
如何做到這一點？我認為需要學習一些有
關預防保健方面的常識。例如，保護自己的
眼、耳、手、腰、腿、常見小傷小病、飲食
衛生、老年常見疾病的防治等方面的常識。
我過去下鄉為農民防病治病時，曾向農村衛
生員及鄉村醫生用邊講邊實踐的方法傳授
預防保健知識。同樣，在教會老年團契中，
每年安排三次健康講座，由我講解預防保健
方面的常識，使退休人士、老年人能保護自
己的身體，促進健康。有了健康的身體才能
安度晚年，更能互相幫助，榮神益人。

八、回到故鄉——探親訪友
如果身體可以的話，我每年總在四月份

回到故鄉杭州，差不多一個月時間。在這段
時間裡，我要到四個家庭聚會點去參加聚
會。那邊的弟兄姊妹就好像自己家裡的兄弟
姊妹一樣，互相關心，常常代禱，這是非常
好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去聚會，有位姊妹在一家大公
司做會計。我們知道中國那邊的一些情況，
有些地方需要做一些假賬。因為她是基督
徒，不能弄虛作假，所以就辭職了。之後她
去做臨時工，事先講好不做假賬，要實事求
是。她還在教會團契中講道，而且講得挺
生動，很有供應，這是主耶穌奇妙的帶領。
另外，我到故鄉之後，三公里以內的路，我
就騎自行車去。國內有自行車道，這一點比
澳洲好。人家說：「你年紀這麼大，怎麼還
騎自行車呢？」我說：「主會帶領我，保守
我的。」我騎車到幾個聚會點去探望一些弟
兄姊妹，上帝都帶領我平平安安地過去。特
別感謝主，給我有比較好的身體。那期間，
我去探望一些同樣上了年紀的同學，跟他們
講福音。我對他們說：我們在老年的時候要
很好地來敬畏主。「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箴言 9:10；詩篇 111:10）敬畏上帝
的態度含有愛、尊敬和感激，認識到自己
的不配，從祂為人捨命的計劃中獲得救恩。
主耶穌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福
音 7:7）這是非常寶貴的應許。雖然我們的
年紀不斷衰老，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夠我們用
的。

九、人際關係——作鹽作光
主耶穌教導說：「你們是世上的鹽……

世上的光。」（馬太福音 5:13-14）聖經教
導我們如何正確處理人際關係，要追求和
睦，學習饒恕，包容接納。根據聖經的教
導，我將這些努力實行在生活中。上帝也確
實恩待我，使我能較好地處理多方面人際關
係，與家人、學生、友人、教會弟兄姊妹等
友好相處，互相關懷。我掌握一些按摩、簡
易防病治病的方法。有朋友或弟兄姊妹遇到
某些疾病時，我會給他們做初步處理，或教
給他們簡易防治的方法。

十、主看顧我——凡事謝恩
退休至今，除了患疝氣、前列腺肥大住

醫院手術幾天外，身體無任何不適，胃口
好、睡眠好、能走路，幾乎沒有咳嗽、感冒。
除了每年一次去診所化驗血液外，幾乎不去
診所、醫院，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聖經教
導我們：「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
骨枯乾。」（箴言 17:22）在日常生活中，
主耶穌使我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
恩。總之，在我的退休生活中，經歷了上帝
賜給我的平安喜樂，願將一切榮耀全歸於愛
我的主耶穌。

如此安度晚年 
   嚴惠來

          王媽媽與兒子

國宏 , 思牡 , 楊大姊探望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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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是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昆虫之一

，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根据化石证

据显示，原始蟑螂约在4亿年前的志留纪

出现于地球上。我们发现的蟑螂的化石或

者是从煤炭和琥珀中发现的蟑螂，与你家

橱柜中的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亿万年来它

的外貌并没什么大的变化，但生命力和适

应力却越来越顽强，一直繁衍到今天，广

泛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值得一提的是，

一只被摘头的蟑螂可以存活9天，9天后死

亡的原因则是过度饥饿。

蟑螂与人类的血压方式不同。蟑螂没

有像人类一样庞大的血管网络，也不需要

很高的血压，才能保证血液能到达毛细血

管。它们拥有一套开放式的，不需要太高

血压的循环系统。当你砍掉它们的头，它

们脖子的伤口会因为血小板的作用而很快凝

固，不至于血流不止。而且，蟑螂呼吸通过

气门——它们每段身体上都有一些小孔。加

上它们不需要通过大脑来控制呼吸功能，血

液也不用运输氧。它们只需要通过气门管道

就可以直接通过导管呼吸空气。

蟑螂属于冷血动物，这意味着它们需

要的食物比人类的少得多。也就是说，它

们吃上一餐，就能维持数周

。只要没有遇上掠食者，伤

口又没有被细菌或病毒感染

，它们就能幸存下来。

在大多数人眼里，令人烦恼

的蟑螂恶贯满盈，但我们都

误解了这一动物，其实，它

们大多数都不是害虫，殊不

知，它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本草纲目》就有它的描

素“形亦似?虫而轻小能飞，

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

，多入人家屋里逃尔。有两

三种，以作蠊姜气者为真，

南人亦啖之。” 只有很少部

分是害虫。

下面就来看一看蟑螂还有要

什么好处吧

1、抗抗癌作用

国际有关资料表明，蟑螂体

内的抗体对癌细胞有显着的

生长抑制作用，被现代医学

机构推广应用于各类肝病、

癌症的治疗。

2、提高免疫作用

蟑螂对细胞特异性免疫和体

液特异性免疫均有提高的作用，可激活非

特异免疫功能细胞，调节人体免疫功能，

机体生理平蘅，延缓衰老。

3、消肿利水作用

美洲大蠊性寒味咸，有毒，有辛辣味

、有散瘀、消积、解毒、利水、消肿等功

能。主治儿童疳积、扁桃腺炎、身体包块

、痈疮肿痛和蜈蚣、毒蛇咬伤等。

4、恢复改善肠胃消化功能

蟑螂对乙型肝炎、肺心病、肾衰竭、

心衰竭、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心脏瓣

膜病、心肌病、糖尿病、甲亢、严重贫血

、痛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原发性

肝癌、肝腹水、肺癌腹水、心血管急病能

起到预防和治疗作用。

5、消炎止痛作用

蟑螂可通利血脉，养阴生肌，提升免

疫，散结消积。内服：用于瘀血阻滞，胃

痛出血，胃、十二指肠溃疡；外用：用于

金疮、外伤、溃疡、瘘管、烧伤、烫伤、

褥疮之创面。

最重要的它还是大自然的清洁工，可

以分解垃圾、粪便、腐尸等。

人人憎恨的“小强”
居然还有这种好处

一只西伯利亚哈士奇拥有非

凡的侦测能力，它用鼻子“嗅出

”主人史蒂芬妮‧赫菲尔(Stepha-

nie Herfel)罹患卵巢癌，接下来主

人癌症两次复发，它也都“侦测

”到。

赫菲尔在2011年收养了九个

月大的哈士奇塞拉(Sierra)。2013

年赫菲尔从家乡加州搬到威斯康

星州时，塞拉初次嗅出她患了癌

症。

赫菲尔说：“它把鼻子放在

我的下腹部，并专注地嗅闻，我

以为衣服沾到东西。当塞拉第三

次这样做后，它走开并在衣柜后

面躲了起来。”

在此之前，赫菲尔一直感到

腹部疼痛，急诊室一名医生诊断

她有卵巢囊肿，给她开了麻醉止

痛药，并嘱咐她回家休息。

赫菲尔说：“看到塞拉害怕成这

个样子，我预约了医生进行超声波和

验血的检查，几日后，我得知自己患

了癌症。”

当时已是癌症第三期，赫菲尔接

受全子宫切除术，还失去脾脏，随后

接受化疗，直至2014年4月。

随后在2015年和2016年，塞拉再

次藏起来，赫菲尔担心癌症复发，结

果真的如她所料，第一次癌细胞转移

到肝脏，第二次蔓延至骨盆部位。

她的肿瘤科主治医生库许纳

(David Kushner)说，塞拉的“侦测”

能力不是一种侥幸或猜测，其他品

种的狗也具有这种非凡能力，它们

的准确率为 98%，并适用于许多型

癌症。

哈士奇“嗅出”主人患癌
症3次挽救主人性命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9日报道，澳大

利亚的一名年轻男子意外发现一个可以

自动吐钞的自动存取款机(ATM)，并因

此一夜致富，每天过着豪奢的生活，也

一直没被绳之以法。但他最终受不了良

心谴责，主动联系银行要求负起责任，

最后被送进大牢，却感觉终于解脱了。

报道称，年近 30的桑德斯(Dan

Saunders)是个一事无成的失意者，快30

岁了没钱也没女友，在酒吧打工，月收

入仅700澳币。

2011年2月的某天，桑德斯下班后

去酒吧喝酒，但在店内刷卡不成功，他

只好到外面提款机取钱。然而他的账户

余额只剩几十澳元，他自暴自弃地随手

按了200澳币的按钮，正等待屏幕显示

“余额不足”时，没想到ATM机竟真的

吐出了200澳元的钞票。

桑德斯感到非常惊讶，赶紧将这些

钞票收进口袋，他回到酒吧付钱买酒，

并若无其事地继续和朋友聊天。聚会结

束后，他再度回到那台ATM机取钱，机

器又再次吐出更多的钱，而他的账户从

几十元被扣成负数。然而，整个过程中

银行都没来讨债，也没警察前来问询。

桑德斯后来发现酒吧附近这台ATM

机的故障，每天午夜12到凌晨1点都会无

条件地吐出钞票，他也就利用这个难得的

机会不断领取意外之财，过着纸醉金迷的

生活，承租喷射式飞机带朋友飞到世界各

地度假，有时一晚就豪掷几十万澳元。

他和朋友分享ATM机致富的故事，

但从未有人相信，他就改称自己投资赚

了一大笔钱，并把钱投入股市和房地产

，才有今天的成就。就这样，他连续四

个月陆续从ATM机取出近100万澳币。

这笔财富让桑德斯完成所有想做的

事，但他看到银行户头赤字愈来愈大，

心里还是感到有点焦虑不安，于是他把

钱投入赌博，希望以此填补这个缺口。

但也许是运气用完了，他愈赌愈输，亏

空也愈来愈大，最终他也因此罹患忧郁

症，每晚做恶梦。

4个月后，桑德斯终于承受不住良心

谴责，主动联系银行坦白一切，神奇的

是银行原本答应要报警，之后却没下文

，饱受心灵折磨的桑德斯只好一边想办

法还钱一边寻求心理医生协助，最后把

自己的故事投稿给媒体，并在三年后开

庭受审，被判一年多的有期徒刑。虽然

锒铛入狱，桑德斯却觉得相当舒服，终

于可以放下所有罪恶感。2016年，34岁

的他得以出狱，再度回到酒吧工作，并

从此过着脚踏实地的生活。

发现无限吐钱ATM
澳一男子花100万澳元却崩溃自首

紀實文學

他们在星辰大海与柴米油盐中反复斟

酌，左右为难。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们见

过梦想开花的样子，就越发不愿意在芸芸

众生里苟且，时代给他们造梦太多，却又

当头一棒。

2018年，最后一批90后已经全部成

年，迈向了生活的门槛。

2017年年末，所有的社交媒体被一句

“最后一批90后即将成年”刷屏，伴随着

网络媒体成长的这代人，依旧选择用网络

进行一场聚众狂欢，各式各样的18岁霸占

着手机屏幕，像极了一场集体告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批90

后已经成为各类媒体所钟爱的对象，第一

批90后已经结婚，第一批90后已经离婚

，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好似第一批90

后的成长，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1990年，《亚洲雄风》在神州大地卷

起一股浪潮，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时代

激流勇进的回声，出生在这个时代的人，

生逢国家齐头赶上的运势，一路顺流，最

终汇进社会这篇汪洋。

对于这一代独生、充分享受了改革经

济红利的一群人，在他们成长之初，就已

经被社会与媒体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

任性、叛逆、缺少责任感，60后对他们满

是担忧，70后对他们多有不解，80后对他

们稍有微词。

当这一代问题儿童成年后，是否会是

问题青年，他们所面临的真实生活又是怎样

，我想只有用最真切的生活场景来说明。

2016年的盛夏，毕业季如约而至，大

学校园里的脚步比往常更加匆忙，最后的

相聚和告别，成为整个六月的全部。

熄灯后的操场依旧喧闹，半夜宿舍楼

下砸门的声音，也意料之中地换回宿管阿

姨的那句“现在这些孩子呀”，这短短几

个字好像囊括了所有的不解。他们不会知

道，在整个社会眼里吃穿不愁的这代人究

竟会面临什么。

南方姑娘小雨毅然决定北上，去追寻

她心中的新闻。2012年，在她进入传媒专

业学习之初，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激荡

，传统媒体衰落，众生喧哗。

2015年，本地一家著名媒体的深度报

道部宣告解散，一时间让传媒专业的学生

心有戚戚。老师在课堂上一遍又一遍地说

，想要做媒体，无非北上或南下。报纸，

电视台业务紧缩，编制紧张，自媒体刚刚

起步，又不被不懂传媒的父母所理解。

于是临近毕业，她在北京找了一家并

不出名的报社做实习生，前期没有任何收

入的现状让她不得不再厚着脸皮向家里寻

求帮助。不到一米六的姑娘拖着28寸的箱

子来到北京，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斥巨资

租了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卧室，家里每个

月补贴给她的5000元，在支付这个繁华地

段的房租之后所剩无几。

关系好的朋友劝她去远一点的市郊租

个便宜的房子，她却一直不能接受这种用

时间换金钱的逻辑。她给自己算了一笔帐

，如果去远一点的地方，每个月会省至少

两千块，但她每天要在交通上耗费至少多

出四五倍的时间，而在她给自己的规划里

，每晚的雅思，阅读都是坚决不能牺牲的

。

一次聊天，我问到她，是不是还有出

国的打算，她说不知道，她总觉得，她的

生活不该是这样但又不知道会是哪样，她

能握在手里的，只有她学生时代的那些铁

律一般的生活习惯，因为这样她会觉得，

她还是在为梦想奋斗，而没有陷入现实的

泥沼。

至于每个月的5000块，她说：

“我总要还给我爸，但不是现在

”，而对她的父母而言，没有编

制不如回到小县城的电视台，舒

舒服服地做起公务员。

畅畅是我们班的学霸，本科

毕业保研人大，今年也将结束硕

士生涯。她对国际新闻有着非同

寻常的痴迷。大学四年里，每次

课上放出华春莹的片段，大家都

会回头看看她，进入人大后，我

们更加笃定她的未来。

去年见到她，她说她准备报

考新华社在贵州的分社，大家讶

异，她又说男朋友是当地人，已

经付过了首付，她觉得他们一起，可以承

担起当地每月的按揭。“不管怎样，还是

新华社”，她说这话好像是在劝她自己而

不是说给别人听。

房价骤涨，让绝大部分普通家庭无力

承担，曾经以为衣食无忧的90后，都在

“住”的面前低下了头。他们一直以来以

北上广为目标，披荆斩棘，最后却败在了

高高的房价上。越来越多的90后选择去二

线城市甚至三线城市生活，因为这些地方

，会给他们一个两代人加起来足以承担得

起的首付。

生活成本日益增加，刚入行的薪资水

平却难以支撑，权衡之下，那些才华横溢

的畅畅们，用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

，打过折扣的梦想，和不打折扣的生活，

成了一种普遍的选择。

历来被称为高薪行业的房地产行业开

始入冬。去年刚在诸多同学羡慕之下步入

其中的乐乐不容乐观。在一个省会城市，

在一个还算不错的房企，起码会过上吃喝

不愁的生活，这是大家的共识。

落户政策放宽，二线城市疯狂抢人，

房地产市场限贷限购，让整个市场的不理

智疯涨。摇号政策叩开了销售玄学的门，

对于置业顾问来讲，除了认真谈客户，还

要烧香拜佛祈求他的客户如愿中签。房不

愁卖，活却难干。

除此之外，经济下行，官方无法用房

地产拉动经济的旧招，冒房价报复性反弹

的风险，损伤公信力。一时间，房企大乱

，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精兵简政”，没

有经验的入行新人，成为了第一批被“劝

退”离职的对象。

从工作被边缘化，到领导直接谈话，

乐乐最终也选择了离开。刚入行不满一年

的他，没有资本跳槽，也没有了校招的机

会，便一头扎进了代购的大军，成为众多

自由职业者中的一个。

浩辰从美国回来，大半年过去了，依

然还在满中国地飞着找工作。无疑他是家

境优渥的那种，上学时候从来没有放过每

一次电子产品升级和新版球鞋面市，现在

点开他的微博，小尾巴仍然吊着iphone7。

我们打趣他是飞人，说他每天都在飞向远

方，他说鸟往远处飞不是避寒就是找食。

教育产业化与国家的开放让留学生的

含金量骤跌，海归再也不是名企的宠儿，反

而会被贴上纨绔子弟的标签，至今他还没有

拿到一个心仪的offer。想到他从大二开始刷

托福的样子，好像世界对他误会很深。

小天是最普通的那一个，成绩中游荡

荡但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在知名的电视台

做过实习记者，当过本土网站的新媒体小

编，偶尔一脚也踩进过影视圈，现在在家

门口的国企里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如果说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大概就

是她把所有的收入全都用在了旅行上，就

像她说的那样，她对工作所有的爱意，都

来自于工作所能提供给她的对梦想的支援

。周围的同学陆续开始传来请帖，步入柴

米油盐中去。父母偶尔会逼婚，但她总会

萌生出不婚或者丁克的念头。

在她对自己的认知里，好像还没有做

好准备去迎接另一种生活，因为她还没有

想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她还没有

把喜欢变成现实，那么又该如何负荷两个

人或者一个家庭的重量，她一再强调这不

是自私，这是对生命的负责。

在拿到这个命题的时候，我在心里盘

算了一大圈，回想着一路成长的经历。现

在想想，如果要站在一个客观地立场，凌

驾个体来给这代人的现状加以描摹，我想

致应该是这样：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他们的身上已经被商业气息所侵袭，

不会再有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态，也

不会效仿父辈在格子间里的人生，他们被

鲜花与掌声所包裹的前二十年，让他们的

骄气比任何一代人都要旺盛，但他们脚下

所踩的这方土地的急剧变革，也让他们比

任何一代人都要煎熬。

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社会语境的限制。

70年代国家动荡，70后在“文革”的余声

中小心翼翼地成长；80年代改革开放初见

成效，80后在国家崛起的形势中意气昂扬

地大步向前；90年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90后在两代人的手掌心里养尊处优，肆意

生长。时代给了90后前几代人都没有尝过

的甜头，也把他们推到了生活的浪尖。

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让大批青年涌进了

一二线城市，在这些寸土寸金的地方相互厮

杀，日益高涨的地价让出生在90年代的人

不能像80后那样赶上房价最后的理智，通

货膨胀和资本原始积累开始让阶层划分越发

稳固，新媒体打破了交流的边界也膨胀了社

会的物欲，多样化的教育给了这些年轻人启

示，现实能提供给他们的土壤却少得可怜。

他们不像80后还踩着最后一方黄土

地，也不像00后和10后已经被父辈的原

始积累送上了云端。他们在半空里飘着，

忽上忽下，可能一个不小心就血肉模糊。

他们的可敬与可怜，都来源于他们从小所

接触的英雄、童话和魔法。

已为人父母的80后在教育资源与健

康危机中焦头烂额，本应成家的90后却开

始恐婚恐育。大多数80后所叫苦不迭的

4+2+1家庭，在90后眼里并不是最大的障

碍。于他们而言，一二线城市无力支付的

物价与房价，三四线城市不能提供的发展

机遇，朝不保夕的工作，都让他们无力去

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当传统的职业无法满足他们基本的生

活需求和人生追求，斜杠青年，自由职业

者成为了90后的主流。上班是文员，下班

是模特，人前是教师，背后是代购。职业

的界限在90后这里被逐渐消解，他们像他

们所熟悉的网络环境借用人设的玩法，重

建他们的角色定位。

今朝有酒今朝醉，当他们无力去承担

一些超出范畴的压力时，当下成了他们看

中的东西。背三千块的包欠一万块的信用

卡，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三千或者一万

，都不足以应对他们在现实里所需要面对

的天文数字。

积极废人，隐形贫困，佛系养生，这

些看起来矛盾的词汇却真切地描述了他们

的现状，一手怀揣人生蓝图，一手捏着煎

饼果子，他们的生活远比这些看似充满矛

盾的新兴词组更加矛盾，他们一边环游世

界一边计算着分期利息，有时候会想彻底

甩开那些买房买车的压力，转头却无法忘

记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90后在垂死挣扎中祈求置之死地而后

生，前路越来越狭隘，他们嘴上说着无所谓

，却每个人都暗地使着劲，头破血流地触碰

阶层的天花板。与父辈与前辈不同的是，他

们早已有了最坏的预期，所以显得浪荡。

生活从来不会放过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境遇，90后尝过甜头不假，但也面临

着更加鲜血淋漓的现实。

生活不曾放过谁，现在轮到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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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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