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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賓館  
休斯頓中國城華人自建自營的商住兩用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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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近幾個月出現大量疑似與電子菸有關的神秘
肺 病， 病 例 高 達 逾 450 起， 範 圍 擴 及 33 州， 已 有 6
人不幸喪命。許多受害年輕人近期紛紛站出來，警告
電子菸的危險。美國總統川普也因此計畫，要禁止販
售越來越受中學生歡迎的加味電子菸。
       CNN 報導，伊利諾州 18 歲少年赫根瑞德（Adam 
Hergenreder）兩年前開始抽電子菸，因為“大家都在
抽”。之後更從抽尼古丁轉換成大麻，約 1 年半後，
他開始出現發抖抽搐的症狀，之後病情惡化到開始暈
眩嘔吐。被送進加護病房後，醫生赫然發現，他的肺
狀況糟如 70 歲老人，再晚個兩三天沒治療可能就沒
命。赫根瑞德表示：“想起來就很嚇人，小小一個裝
置如何影響我的肺。”

       加州 18 歲少女赫爾曼（Simah Herman）也在病
床上沉痛告白。她表示自己 15 歲開始接觸電子菸，
“不覺得自己在抽菸”，但她每天抽上一個電子菸彈
匣，其實吸進的尼古丁含量，相當於抽了一整包菸。
日前她因肺衰竭被緊急送醫，在鬼門關前走一遭。經
歷無法自主呼息、插著氣管的慘痛經驗，她因此決心
發起拒抽電子菸的運動。
     美國從 6 月底開始爆發神秘肺病，而且患者多屬
年輕族群。雖然目前仍無法確定病因，但因這些人都
有使用電子菸或電子霧化器的習慣，專家因此認為肺
病很可能與電子菸有關。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還在調查這些疾病是由電子菸中的成分引
發，或者只是使用電子菸慣習引起的。

美國總統川普 11 日在白宮表示“不能再讓情況惡化
下去”，聯邦政府將計畫禁售加味電子菸，包括薄荷
口味在內，只准菸草口味的產品販售。
                                                             ( 文學城 )

抽電子煙 2 年，美青年肺如“70 歲”差點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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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賓館 
最佳的休息之處和最溫暖的家 

      聯合賓館是休斯頓中國城華人自建自營的商住兩用
賓館，地處休斯頓中國城繁華中心，四通八達。連接
各種中國餐館，銀行，旅行社，律師事務所，醫務珍所，
各行各業，交通便利。有公車去市中心，來詩大學，
社區學院和安德森醫院。
       賓館內設施齊全，提供免費的停車車位和 24 小時
電視安全監控服務。賓館套房兩房一衛和一房一衛，
幹凈清新。屋內有全套廚房可做飯炒菜，有免費的洗
衣房和烘幹機。房間，大門都用密碼，沒有鑰匙，安
全可靠。目前，我們有許多來自國內的客戶如：做月子，
去安德森醫院看病，移民，簽證，進貨，商務，旅遊，
訪問，短期學習和進修。我們提供英語，中文一流的服
務。可日租或特價月租，我們接受微信（villacorporate）
/ 訂房專線：832-488-8399，舒經理，訂房後如需要
接送服務請洽本賓館訂房經理友情介紹專車接送服務。   
本公司旗下另有樂文賓館提供四房二衛，訂房電話：
713-973-9383，張小姐。相信聯合賓館和樂文會是
你最佳的休息之處和最溫暖的家。

美國總統川普 11 日在白宮表示“不能再讓情況惡化
下去”，聯邦政府將計畫禁售加味電子菸，包括薄荷
口味在內，只准菸草口味的產品販售。
                                                             ( 文學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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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P S 的愛與恨                                                                            
陳紫薇

喜樹田                     
陳一飛

 21 世紀高科技掛帥，我們這批資
深公民，不迎頭趕上，很容易被三振
出局。只能努力學習，於是上網、設
置 Email、加入臉書、設 line、微信、
Facetime 等， 林 林 總 總， 搞 得 頭 昏 腦
脹。一旦電腦或手機當機，怎麼辦？呼
天不應，喚地不靈，所以有人說：家有
青少年，不愁沒上線。漫畫 Dennis the 
Menace 中，Mr. Wilson( 威 爾 遜 先 生 )
家新裝置有線電視，以為從此可好好享
受觀賞喜愛的節目，卻不料拿著遙控
器，屏幕上怎樣也顯不出畫面，急得他
滿頭大汗，趕緊叫來隔壁的淘氣阿丹，
三下兩下就搞定了，於是阿丹乾脆坐
下，看他喜愛的卡通影片，請神容易，
送神難，氣得威爾遜先生七竅生煙。

 二、三十年前的手機，名副其實就
是手裡提著的電話機，現在的手機，啥
都能幹。若問什麼狗最厲害？“古狗”
最厲害。書不必念，報紙不必看，雜誌
不必翻，要什麼資料、要什麼訊息、要
想知道什麼三姑六婆的 gossip，“古狗”
一下，全都有了。所以說：一機在手，
天下歸我有。

 以前不離不棄的叫夫妻，現在不離
不棄的是手機，一機在手，天長地久，
機不在手，連魂都沒有。以前處罰小孩

你是人間的最後一片淨土

天天栽種藥材

供人體質的酸鹼度

轉為鹼性

強化免疫系統

從而提高防病抗癌的能力

也許明天

孜孜矻矻

你為世人所識

才可能成全

你的社會使命

實質的貢獻

乃成

子是坐牆角，或關在房間不准出來，現
在則要繳出手機才行。不是有句成語
叫：機不可失嗎？形容現代人的生活，
恰如其分。人與人之間最短的距離是坐
在一起，人與人之間最遙遠的距離也是
坐在一起，但各拿手機各自漫遊天南地
北，早不知人去何方？都說女人心最難
測，現代低頭族女人，埋首手機，更不
知她芳心在想什麼呢？

手機裡最厲害的一項功能是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定位系
統，能涵蓋整個地球表面百分之九十八
的地點。一般簡稱導航器，只要點下
Google 裡的 Maps，導航系統便自動顯
現。然後一位音色優美的女生或男生會
帶你走正確的路線，到達你要去的地
方。神奇的是如果有兩三條路好走，他
會挑選最快最好的路線，避免遇到塞車
之苦。可惜以我們這把耳不聰目不明的
年紀，常常跟不上 GPS 畫面的改變，
有時聽不清楚那美妙的聲音說什麼，有
時當聽到 “Ahead Turn Right ” ，呃，
已經錯過頭了。所以我對 GPS 恨之入
骨，敬而遠之，還是看地圖為妙。

今年五月，住在夏威夷的兒子，奉
命外調到亞洲工作至少一年。他與媳婦
結婚十三年來，搬遷過五次家，又接連

我甘苦自知

天時暑熱

我揮汗抽水

漫天風雨

盼望見到彩虹

月白星稀

我期待市場交易的熱絡

一花朶一新芽的綻發

少不了我的一份努力

生兩個孩子，夫婦二人克勤克儉持家育
兒，辛苦工作，很少有機會兩人出遊。
這次要長期分開，兒子想在離開前帶媳
婦去度延遲的蜜月，問我可否去陪伴孫
兒女二週，我欣然同意，一則可以和兩
個孩子混熟，免得他們忘了我們爺爺奶
奶倆，二則從來沒去過夏威夷，也可以
領略一下那裡的風光。

到了夏威夷五天後外子先回休士
頓，剩我一人和兩小奮鬥。兒子臨走
前，幫我設定好從他家來回機場的定
位，並且調好適宜的音量及速度，夏威
夷的交通規則，嚴格規定開車時不能使
用手機 (No drive and talk. No drive and 
text)，甚至手都不能碰手機，所以只能
用耳朵聽。

兒子媳婦離開後，有一天我要去 
Wal-Mart 買東西，打開 GPS，定好方
位，上路！一路聽美妙的聲音告訴我如
何上 freeway，何時左轉、何時右轉，
居然萬無一失地到了 Wal-Mart，芳心
大喜。於是我對 GPS 信心大增。

到了兒子媳婦回來的那天，清晨五
點半天還沒亮，我就出發前往機場去接
他們，從他們家到機場要走 H2 公路，
從 1 號 Exit 出口，轉 H1 公路，其實我
已經記住，根本不必看 GPS 了，為了

保險還是打開。一開始那美妙的女聲就
說要協助我走避免道路修築工程而交
通堵塞的路。心想大清早烏漆麻黑的
天，哪有人修路？不去管它。到了 2 號
出口，GPS 發話了：Take Exit 2，我不
理她，下個出口便是 1 號。不料一過了
2 號出口便塞車，我伸長脖子往前看，
五線道全部塞得滿滿的，至少綿延 5 哩
路，動彈不得，懊悔也來不及了。這時
我才知道 GPS 的厲害，連有人修路它
都能測知，預先警告，早知不聽老人言
吃虧在眼前，想不到不聽 GPS 言，一
樣也虧慘了；本來一小時的路程花了兩
小時才到。

從此我對 GPS 心服口服，到任何
地方都先把這位老神請出來，言聽計
從，言出必行。

作者簡介：陳紫薇，政大外交系出

身，曾任外交官，現從事中醫針灸行

業。喜愛寫短小精簡的小品，記述自我

解嘲的生活幽默趣事，曾在美南新聞撰

寫「讀報紙學英文」專欄多年，以體育

活動等輕鬆題材，教導華人在美英語會

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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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會山莊近日迎來了一位名
叫桑伯格 (Greta Thunberg) 的十六歲瑞
典少女，她在歐洲是非常活耀的氣候
活動家，為宣導環保理念，她的行蹤
遍及各國，現在她乘坐二氧化碳零排
放帆船跨越大西洋航行到美國宣揚環
保。
     “環保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危機，
如不把危機當危機，就無法解決它。
不要說一切都會變好，現在看來一切
都不會變好，現在是醒來的時候了 ! ” 
     這是桑伯格在與政界人士會晤後，
向國會議員提出的諍言，這些措辭反
映出她感到美國的氣候政治仍充斥著
太多冷漠。 
     很難想像，年紀輕輕，身材嬌小的
桑伯格竟有那麼崇高的環保理念。她
是因為擔憂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去
年在瑞典積極倡議環保，並不惜罷課，
在議會前示威抗議，呼籲政治人物採
取大膽的氣候行動而引起媒體關注，

並在父母親支持下，全心全力從事環
保運動。 
      桑伯格超乎年輕少女的毅力深深打
動人心，竟在歐洲造成了旋風，她一
次又一次精闢的演說和行動引領各國
拯救地球新風潮，並已從英、德和歐
盟領導人獲得承諾，加快他們的脫碳
努力。
       桑伯格這次美國行，除川普外，
她見到衆多政壇要人，包括 2015 年代
表美國簽訂巴黎氣候協定的歐巴馬。
她向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提出一系列要
求，她也向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提
出脫碳建議，這將有助於提高氣候變
化在民主黨內的影響，也可能增加共
和黨的壓力，該黨否認氣候變化是一
場危機。
      桑伯格展現出年輕人幫助建立大規
模氣候社會運動的強大壓力，而這個
運動極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
更加強大！

      說過千百遍不願也不會彈劾川普
的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最後展開對川
普彈劾調查，理由是他背叛就職誓
言，危害國安以及傷害選舉公正，這
是美國歷史上第四次對總統彈劾調
查，川普勢必頑強抗辯，彈劾結果難
料！
      川普上任總統來的觸法爭議罄竹
難書，在 2016 年大選前就惹出”通
俄門”，他有太多前科可受彈劾，如
今又來一個”通烏門”，竟以國家機
器和軍援施壓外國政府，假借腐敗調
查以打擊對手，他還大剌剌公佈與烏
克蘭總統通話備忘錄，冠冕堂皇的說
詞已無法取信於人，根本就是他把自
己送入火堆的！
      美國三權分立約束了總統權力，
總統不能凌駕法律之上，但川普明顯
踐踏了法律，當他違背總統職責，當
然要被彈劾，但就像之前任何醜聞一
樣，川普顯示權力傲慢，他對國家和

國安的問責不屑一顧！
       民主國家，人民票選出來的總統
與國會都要對選民負責，彈劾是國會
代表人民去查明真相並追究總統責任
的第一步。當然，彈劾並不等於罷免，
彈劾需調查和審議以決定是否有實質
內容進入審判，所以還有很長一段路
要走。
       佩洛西對川普的彈劾調查推遲數
年，這是她對環境氛圍智慧的考量，
她深知美國人民沉默寡言，以及在共
和黨控制下的參議院存在一定的彈劾
障礙，所以她以前不願徒勞無功，而
現在她終於出手了！
      上一次尼克森總統因水門案遭彈
劾，原因包括濫用權力、蔑視國會和
妨礙司法公正，尼克森最後知恥而辭
退總統。
       現在川普完全吻合尼克森遭彈劾
的三要件，你寄望他會像尼克森一樣
辭職嗎？門都沒有！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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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被揭露年輕時
頭戴毛巾，臉塗棕色的照片，因涉
及種族歧視而遭撻伐，他雖認錯，
但又被接連爆出高中時塗黑臉參加
表演以及另一個黑臉黑胳膊，伸舌
頭的視頻，真是匪夷所思。
     黑臉、棕臉、紅臉和黃臉，只要
你不是原膚色的人，卻故意塗上不同
顏色的臉相取悅人，都涉及種族歧
視，今年初維吉尼亞州州長和司法
部長都因年輕時黑臉舊照被扒出而
引發風暴，公眾人物應該引以為鑑。
在西方國家，塗黑臉被視為種族歧
視是因為在十九世紀初，美國黑奴
制尚未被廢除，白人盛行塗抹黑臉、
模仿黑人粗獷口音的滑稽劇，由於
蔑視黑人，所以在黑人民權運動興起
後，塗黑臉被認為種族歧視與冒犯。
     其實連帶有紅色字也非常敏感，
美式足球華盛頓紅人隊（Redskins）
因為”紅皮膚”被視為對印地安人

歧視與侮辱，一度被撤消商標權，
並被要求更名，但東主拒不改隊名。
     不過 NBA 洛杉磯快艇隊大老闆
卻因私下與女友發表對黑人歧視言
論而被終身禁賽，並被迫把球隊出
售。
       這次特魯多引起的風波給加拿
大造成巨大傷害。檢騐他執政的頭
四年，他不斷在演講中對性別平等
和種族主義等問題的道德權威過於
挑剔，他以胡言亂語離間了盟友，
在全球領導人中幾乎沒有朋友。 
       最可怕的是，特魯多道貌岸然，
他把自己塑造成 21 世紀覺醒的政治
家的縮影，並嚴厲批評那些缺乏政治
資歷的人，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尊
重少數族裔，倡導社會正義的形象，
但是從他突兀的臉相卻讓我們看到
他的灰頭灰臉，他的政治前途恐將
終結。

      希爾頓 (Hilton) 是一流酒店的代
稱 , 打造擦亮這個金漆招牌的巴倫·
希爾頓日前辭世，亨年九十一歲，他
生前遺願將一生資產的 97% 捐給慈善
機構，這位大亨以這種慷慨方式告別
人世，令人敬仰懷念。
      任何一位傳奇人物的發跡都有異
於常人之處，這位出生於達拉斯的巨
擘當然也充滿可歌可泣的故事。
      巴倫·希爾頓在進入他父親所創
建的希爾頓前，曾用二十年時間創業，
他曾與人合夥兜售橙汁，也曾創立石
油公司與飛機租賃公司。他進入希爾
頓後，從最底層停車場車伕做起，隨
後一路高升，在擔任首席執行長 30 年
裡，他用盡企管和行銷將希爾頓打造
成最受尊敬品牌。
      巴倫·希爾頓曾以 8300 萬美元出
售 6 家酒店一半股權，用於回購希爾
頓股票，價值增長 7 倍。川普曾以 3
億 2 千萬美元收購新大洋城希爾頓酒

店，更名川普廣場賭場酒店，巴倫說：
“我喜歡川普，他與我父親都是成功
銷售員。”
        希爾頓旗下包括酒店、華爾道
夫、康萊德等品牌，在全球 90 個國家
有近 5000 家酒店，2007 年以 260 億美
元出售 76 個國家的 2800 家酒店 , 巴
倫成為希爾頓的發揚者與終結者。
      巴倫對攝影和飛行很有興趣，曾
獲飛行執照，還擁有由直升機、滑翔
機和飛機組成的機隊，他也熱衷體育，
創立過美式足球大聯盟 (AFL)，並參與
NFL 的合併。
      在私生活領域，巴倫不同於希爾
頓家族花樣百出的婚姻，以及與好萊
塢女星錯綜複雜的糾葛，巴倫只有一
次婚姻，但孫女芭莉絲希爾頓緋聞不
斷，頻頻讓希爾頓家族負面新聞曝光，
如再不潔身自愛，恐將敗光祖父所創
建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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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從未遇到同路人，誰天生偏愛獨行，從未想爭取過身份，再不幸都需要等，疲倦在慢慢
生長皺紋，仍爭取要繼續飛行，到哪一天，到哪一年，醒來記不起第幾個秋分，錯失了
適當時也要尊重的擁吻。

1.1894 大劇院：百萬美元四重奏（Million Dollar Quartet at The 

Grand 1894 Opera House in Galveston） 

花上一個小週末的時間來到 1894 大劇院欣賞《百萬美
元四重奏》講述過去美國孟菲斯的生活剪影吧。
時間：10/4，8pm
地 點：The Grand 1894 Opera House (2020 Postoffice 
Street Galveston, TX 77550)
費用：$25

2. 第 11 屆休斯頓韓國節（11th Annual Korean Festival Houston 

at Discovery Green） 

這個週六的綠色之地將舉辦 2019 年度第 11 屆休斯頓韓
國節。
時間：10/5，10am-10pm
地 點：Discovery Green (1500 Mckinney Street Houston, 
TX 77010)
費用：免費

3. 高 地 週 六 藝 術 市 集（First Saturday Arts Market in The 

沿途黑夜比燈更亮 終點碎片散在路上

Heights） 

本週六，歡迎來到休斯頓高地舉辦的週六藝術市集，來
選購各種美術作品和工藝品吧。
時間：10/5，11am-6pm
地 點：First Saturday Arts Market (540 West 19th St 
Houston, TX 77008)
費用：免費

4. 2019 德州篝火節（The Bonfire Texas Festival 2019 at Stevens 

and Pruett Ranch） 

斯蒂芬斯與普爾特農場將舉辦本屆的 2019 德州篝火節，
現場還會有精彩的音樂表演與特色燒烤攤位等著各位。
時間：10/5，1pm-9:30pm
地 點：Stevens and Pruett Ranch（1210 County Rd 59 
Rosharon, TX 77583）
費用：$25 

5. 休斯頓德州人對戰亞特蘭大獵鷹（Houston Texans vs. 

Atlanta Falcons at NRG Stadium） 

NFL 常規賽：休斯頓德州人隊將在主場 NRG 體育館對
戰亞特蘭大獵鷹隊。
時間：10/6，12pm
地點：NRG Stadium (NRG Parkway Houston, TX 77054)
費用：$55

6. 休斯頓迪納摩對戰洛杉磯銀河（Houston Dynamo vs. LA 

Galaxy at BBVA Compass Stadium） 

休斯頓迪納摩隊將在 BBVA 球場迎戰洛杉磯銀河隊。
時間：10/6，3pm
地 點：BBVA Compass Stadium (2200 Texas St Houston, 
TX 77003)
費用：$24

7. 休斯頓馬球俱樂部：休斯頓杯（Houston Cup at Houston 

Polo Club） 

休斯頓馬球俱樂部將在這個週末舉辦休斯頓杯的比賽。
時間：10/6，4pm
地點：Houston Polo Club (8552 Memorial Drive Houston, 
TX 77024)
費用：$30

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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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到了象徵天長地久的結婚吉

日，但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資料顯示，

從全國範圍來看，2018年結婚率僅為7.2

（結婚人數與人口數的比率），為近 10

年來新低。

  日前記者走入 90 後的單身人群，
思想的獨立、社群的單一和工作的壓力
讓他們對於結婚的觀念與前輩們大不相
同，女不急嫁，男不急娶讓很多父母很
是焦慮。

   相親 50 多次找不到心動的

  1993 年的泰州姑娘小沐為了圖個穩
定的生活，某師範大學畢業後考了家鄉
的事業編，在離家不遠的鎮政府裡工作。
本來以為工作離家近，生活壓力會小一
點。沒想到，竟是噩夢的開始。2016 年
開始工作的小沐到目前為止相親不下 50
次，在農村，25 歲還沒嫁出去會被周圍
人指指點點的，回到家裡，父母也嘮叨
得不行，為什麼要逼我相親？

  小沐告訴記者，最瘋狂的時候一周
和 7 個不同的男士出去看過電影，有時
候一天和 2 位男士吃飯。至於為什麼相
了這麼多次親也沒相到合適的，小沐表
示找個合眼緣的太難了，怎麼可能吃頓
飯就心動，我享受一個人的生活，但是

每天要被周圍人逼瘋了，我很久沒有開
心過了，說不定哪天我就隨便找個人嫁
了。

   物質和感情難以兼得

  南京姑娘小楊今年剛從北京某 211
學校碩士畢業，在河西金融城一家私企
工作。在南京要有房子，要比我優秀，
在這些基礎上還要有感情。小楊表示結
婚會降低生活品質，所以對方條件還是
要在考慮範圍的。之前上學時談過一個
南京的拆遷戶，男孩子是大專學歷，家
裡有五六套房，月薪 5000 多元。男孩子
人挺好的，處了大半年還挺有感情的。
不是對學歷歧視，但是經常說不到一塊
兒去。小楊表示目前剛工作，還是挺享
受一個人的生活，對於相親、結婚並不
排斥，但要達到自己的要求。

  2018 年 8 月 26 日，江蘇南京萬人
相親大會，愛之拱門、男女遊戲互動吸
引了大批單身青年前來，圖源：視覺中
國

  同樣的煩惱合肥姑娘小路也有，之
前相了兩個，一個在合肥有房、年薪 20
萬，各方面都符合小路的條件，另一個
在上海工作，但在合肥沒房。我內心是
喜歡第二個的，但是他沒有房，所以我

選擇了前一個。談了一段時間後，小路
提出了分手。我後悔了，當初應該遵從
自己的內心和喜歡的人在一起，但是要
讓我再選擇一次，我應該還會選擇有房
的。1992 年的小路告訴記者，自己年齡
不小了，條件太差的不能談，但是又不
想將就感情，所以自己也很迷茫。

   社交圈子小，結識不到男生

  從本科到研究生，班上男女比例嚴
重失調，研究生班上都沒有男生，每天
都和室友在一起，認識的男生就是手機
裡的蔡徐坤、李現、王俊凱性格開朗的
河南姑娘小楠告訴記者，我們漢語專業，
95% 的人都去當了老師，我現在是初中
語文老師，每天就是上課、備課，到哪
裡結識男生？ 小楠表示自己挺想相親
的，但是平時社交圈子過於狹窄，閒暇
時間都捧著手機玩，很少有機會出去結
識男生。對於目前 90 後不願意結婚的現
狀，小楠直呼我願意結婚，倒是給我個
人啊！

  專家建議虛擬的完美人設 不要代入

現實生活

  不少年輕人表示，微信好友越加越
多，但是真正的朋友卻在減少。南京市
愛心傳遞社會工作服務中心黨支部書記

馬連平建議社區可以提供一些有意義的
公益活動供年輕人參加，讓年輕人在公
益活動中結識朋友，提高交友品質。此
外，年輕人的婚戀觀也在發生改變。年
輕女性的獨立讓她們不再依靠婚姻，不
少 90 後姑娘表示結了婚再離婚還不如不
結婚。對此，馬連平認為社區要做好正
確婚戀觀的宣傳工作，兩個人在一起應
該互相珍惜、互相包容，共同成長的。

  針對目前年輕女性不願結婚的現
象，心理諮詢師席世陽表示除了高離婚
率和婚後的現實壓力使女生恐婚以外，
過度沉迷於影視劇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每個女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白馬王子或者
影視劇人物，並將虛擬的完美人設代入
到現實生活中，導致期待和現實中落差
很大，難以談到合適的物件。面對焦急
的父母，席世陽表示首先父母要學會接
納孩子的現狀，不要增加孩子壓力，給
孩子自由的空間。然後在與孩子交流相
關問題時要避免使用教導式的談話方
式，要去瞭解孩子們的困惑，並且給予
孩子信任，90 後都是成年人了，有能力
去做選擇，父母應該做的是給建議而不
是發號施令。

                                       ( 揚子晚報 )

    一周和 7 個男士看電影…
                  93 年姑娘被相親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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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在印尼過海關時未按工作人員要
求每人支付 15 萬印尼盾 ( 約人民幣 75.7
元 ) 的“小費”，8 月 24 日，劉先生一
家被印尼海關的工作人員拒絕入境。近
年來，中國遊客被印尼海關工作人員索
要“小費”的事情屢見不鮮。對此，中
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尼大使館 9 月 6 日表
示，中國公民若遭遇印尼海關工作人員
索賄，應堅決抵制並第一時間聯繫領事
館申請領事保護。

  8 月 24 日，在新加坡工作的劉先生
為家人預定了當天前往印尼巴淡島 2 天
1 夜的行程及酒店。讓人沒想到的是，
高高興興的一家人卻在印尼過海關時遇
到煩惱。

  當日，本已順利過關的劉先生發現，
同行的父母、姐姐與自己 10 歲的外甥在
過關時被直接攔下，並被工作人員送入
一間辦公室內。

  兩名身著便服的海關工作人員告訴
劉先生，雖然印尼對中國護照免簽，但
其家人的新加坡旅遊簽證很快就要到期
了，只要劉先生的家人每人支付 15 萬印
尼盾 ( 約人民幣 75.7 元 )，工作人員便可
給予通關。

  劉先生向記者回憶時表示，自己從
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因為工作需要時常
往返國內外出差，因此自己護照上蓋有
許多其他國家出入境章，過關比較順利。
但與自己同行的家人所持有的都是新護
照，他懷疑與此有關。此外，他還表
示當時工作人員身著便服未佩戴任何證
件，面對印尼海關工作人員的無理要求，
自己及家人當場表示拒絕。

  “只要是在簽證的有效期內 ( 家人
有效期至 29 日 )，自己的家人便可憑藉
新加坡旅遊簽證多次入境。”劉先生表
示，自己現場曾先後向印尼海關的工作
人員出示了家人往返巴淡島的船票及酒
店預訂資訊，也提供了 29 日從新加坡飛
回中國的機票，但兩位身著便服的工作
人員僅是漫不經心地表示，要將自己及
家人交給他們的“官員”(official)。

5 美元後，便被索取費用的工作人員放
行了。他強調，此類情況在自己的護照
上蓋有多個國家的出入境章後，再也沒
有出現過。

  9 月 6 日，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新聞
和公共事務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如果前往印尼的中國公民遭遇印尼海
關工作人員索賄的情況，應堅決抵制並
向領事館尋求幫助。目前，國人向領
事館申請領事保護的直接途徑為撥打
12308，國內的領事中心會將申請保護的
情況第一時間回饋給駐外使領館。除此
之外，我國公民外出在有些國家入境後
會收到含有當地領事保護熱線資訊的短
信提醒，其中的手機熱線 24 小時值機。

  該工作人員強調，中國公民身處海
外時遇到問題一定要在遵守當地法律的
前提下第一時間聯繫使領館申請領事保
護。

                                   ( 中國青年網 )

  約 10 分鐘後，一名身著印尼海關白
色制服的“官員”便將劉先生及其家人
帶往另一個房間內，並直接辦理了拒絕
通關的手續。

 “印尼海關的工作人員作為國家機
關的工作者，竟明目張膽做出如此舉
動。”劉先生對此哭笑不得，雖然早有
耳聞印尼海關向旅客索取賄賂的事情，
只是沒想到自己也會碰到。因為事發突

然， 激 憤 之 下，
一家人並未選擇
向中國駐印尼大
使館求助。

  與劉先生一
家不同的是，同
樣 是 在 印 尼 海
關， 面 對“ 索
賄 ”， 張 先 生
在當面向海關的
工作人員支付了
“小費”後，便

被海關順利放行。張先生向中國青年網
記者講述了自己在雅加達入境時被索要
“小費”的事情。

  “當時因為自己是第一次出國，護
照上都是空白頁。”張先生表示，2016
年 1 月自己前往印尼參加國際會議，在
印尼海關同樣發生了遭印尼海關的工作
人員索取“小費”的事情。當時因為害
怕被拒絕入關，張先生在向對方支付了

拒付“小費”，

中國遊客一家遭印尼海關拒絕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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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補充營養援助計畫（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 SNAP），之前稱為糧食券計
畫，是美國最重要的福利計畫之一。有關於糧食券的
“故事”有很多，比如充斥著欺詐丶被移民濫用丶常
用於購買垃圾食品等等。但是下面這名華人老闆的做
法讓人不禁大吃一驚，自己還面臨最高 20 年監禁。

  糧食券計畫是美國最重要的福利計畫之一，相關
的“故事”有很多，但是這名華人老闆的做法讓人不
禁大吃一驚。

  “大陸式聰明” 華人老闆恐面臨 20 年監禁

   據媒體報導，一家華人經營的美甲店允許顧客使
用糧食券來支付美甲服務、店內出售的香煙及首飾等
物品，並且收取兩倍費用。該華人老闆 5 日在紐約西
區的聯邦法庭認罪，罪名是“未經授權使用、轉讓、
收購和擁有聯邦糧食券福利”。該罪名最高可判處 20
年監禁與 25 萬美元罰款。

  46 歲的林杭（Hang T.Lam，以下皆音譯）在紐約
上州羅切斯特經營一家名叫“Young’s Nails”的美甲
店，該店不出售食品，也是無權接受糧食券的福利。

  紐約西區聯邦助理檢察官 Kyle P.Rossi 處理此案，
他表示，門羅縣（Monroe County）的社會服務部 DSS
於 2018 年 4 月發現，有人拿糧食券去林杭的美甲店去
兌換現金，或者販賣糧食券換取美甲服務和其它非食
品物品。

  而在 2018 年 4 月 19 日到 10 月 1 日期間，美國農
業部的監察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的便衣五次到訪林杭的美甲店，修腳、修指甲，購買
香煙、珠寶，或者用糧食券來兌換現金。

  當便衣使用電子福利轉帳卡（SNAP EBT）來結帳
時，林杭收取了雙倍的費用。而在購物完成之後，林
杭再去三家被批准使用糧食券許可權的店內完成交易。

  而這三家店名為：位於羅切斯特克林頓大道北
的 Tanhong  Du、位於克林頓大道南的 Ocean Garden 
Oriental Foods Inc. 以及 Brighton-Henrietta Town  Line 
Road 路的 Asia Food Market（亞洲雜貨店）。

  2018 年 11 月 7 日，執法人員持著搜查令到林杭的
美甲店搜查，並查獲一批糧食券的電子福利轉帳卡、
幾十張手寫的包括四位數的 PIN 號碼與各種現金金額

的便條，以及其它糧食券授權商店的電子轉帳收據。
  執法人員最後盤問了一些參與美甲店消費欺詐的

客戶，當中有八人承認他們用糧食券福利兌換現金跟
購買美甲服務。

  聯邦檢察官指出，林杭欺詐 SNAP 的福利總金額
至少有 26,000 美元。她在今年 3 月被起訴控罪，並於
9 月 5 日認罪。法官定於今年 12 月 16 日判刑，她或將
面臨最高 20 年監禁與 25 萬元罰款。

   美國將領取福利與批准綠卡掛鉤
2018 年 10 月 10 日，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在“聯

邦公報”（Federal  Affairs）上公佈《拒絕入境公共負擔
因素》（Inadmissibility on Public Charge  Grounds）新規，
首次將領取福利作為是否批准綠卡的考量因素之一。

  根據新規，對本人或家人將享受美國公共援助的
個體，美國政府將有更多權力限制發放綠卡給申領以
下福利的人士，涉及福利項目就包括糧食券。新規只
適用於申請簽證或永久居留身份的人，對大部分已取
得綠卡以及申請入籍的人士沒有影響。

                                                          ( 美國中文網 )

耍中國式小聰明，
美華人老闆恐面臨 20 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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