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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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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下周就過年了
！華人的習俗是過年時帶上一份禮物去
走親會友，忙了一年了，難得親朋好友
在一起聚一聚，吃吃火鍋、喝喝茶聊聊
天，拉近一下感情！很多人發愁到底要
送點什麽禮物好，這裏我給您推薦位於
中國城惠康超市廣場的中國瓷器玉器紅
木家具精品展，全場貨品清倉大減價，
精品茶具包裝精美，很大一個禮盒才
$9.99元，物美價廉到您都不敢信，送給
親戚朋友又客氣又劃算！還有精美的陶
瓷保溫杯、各種新茶、玉器玉雕、蘇繡
擺屏都適合送給家人朋友做春節禮物，
既顯得客氣又花費不多，而且禮物都是
濃濃的中國風，對於旅居海外的華人來
說，真是太合適了！

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展展銷
的瓷器都是從中國江西省的景德鎮運來
巡展的，在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

瓷廠，清代官窯就定在景德鎮，景德鎮
被譽為千年瓷都。這裏研制出來的高檔
瓷器不是中央國家機關專用就是外事國
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視為“國瓷”。
這些工藝大師的作品，工藝高超，做工
精細，厚重莊嚴，大氣磅礴，讓人眼界
大開。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

此次精品還有不少氣勢恢弘的紅木
家俬，難得的是老撾大紅酸枝木、越南
黃花梨、雞翅木等家具套組、大型博古
架、茶臺、大型沙發組、餐桌組、大型
寫字臺等。還有各種玉石茶盤、小型果
盤、平安扣、鎮紙、瑪瑙手把件、翡翠
手鐲、白玉手鐲等，應有盡有。本次精
品展特別值得推薦的是大型玉雕，有白
玉雕、獨山玉雕、和田玉雕，件件都是
精品，品味不亞於國內官家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有好幾套陶瓷鼓凳

，粉紅粉綠粉藍嫩黃各種顏色，根據您
家院子的大小選上幾只，安放在您家庭
院中，馬上就能感覺到一股濃濃的中國
古典風。還有整套的青花瓷桌椅，耐風
吹日曬，只要用水一沖洗，光亮如新。
這一次展出剩下的瓷桌椅不多了，先到
先得，請勿失良機。

為迎接春節，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
具精品展全場清倉大降價，特別推薦以
下特價商品用於春節送禮：精品茶具每
套$9.99元，三個大瓷缸一套$19.99元
。各種新茶價格面議。

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展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
TX 77036（惠康超市隔壁）
電話：346-308-1860

今年拜年送什麼今年拜年送什麼？？
送中國瓷器玉器客氣又劃算送中國瓷器玉器客氣又劃算！！

大師作品大師作品，，可作為傳世收藏可作為傳世收藏景泰藍法器景泰藍法器陶瓷大缸三個陶瓷大缸三個$$1919..9999

精品玉雕精品玉雕精品茶具特價精品茶具特價$$99..9999一套一套

风水法器风水法器———紫晶洞—紫晶洞觀世音菩薩雕像觀世音菩薩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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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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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國德州安徽同鄉會7週年慶典
暨會長交接成功舉行 趙美萍任新會長

圖文：秦鴻鈞

（本報訊 ）美國德州高齡選美皇后洪家鶴女士，本周四（1月16日）中午
，在文化中心慶祝春節向外國人展示中華文化的一埸演出中，演唱台灣民歌 「高
山青」。並由孫秀蕊老師指導的 「幸福舞蹈社」學員們為她伴舞，益顯 「高山青
」歌聲的動人和震撼人心。

（休士頓/ 秦鴻鈞報
導 ）2020 年 1 月 12 日下午
5時，美國德州安徽同鄉會
成立7週年大會暨新老會長
交接儀式在休斯敦百利金
山宴會廳隆重舉行。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
總領事、劉婧媛領事、美
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斯坦福市議員譚
秋晴、中國人活動中心董
事會主席靳敏、中國人活
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等嘉
賓、贊助商、媒體記者以
及安徽老鄉和朋友們約300
餘人出席，共祝安徽同鄉
會7週年慶典，並見證了前
會長張經坤和新會長趙美
萍的交接儀式。

慶典活動由前會長承
寧和新理事吳方睿主持。
開場在少林寺文化中心釋
延禪大師率領的華洋弟子
們帶來的“舞獅賀歲”中
拉開帷幕。鑼鼓聲聲，獅
騰虎躍，現場一片喜慶氣
氛。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劉紅梅副總領事首先代表
總領館發表了賀詞，祝賀
安徽同鄉會成立7週年，並
充分肯定和讚揚了安徽同
鄉會這7年來在華人社區、
在凝聚老鄉和文化公益等
方面做出的傑出貢獻，也
藉此機會向安徽的父老鄉
親們送上了新春祝福。

美 國 國 會 議 員 AL
Green和他的助理也來到年
會現場，為前任會長張經
坤和現任會長趙美萍分別
頒發了賀狀，祝賀安徽同
鄉會成立7週年，並鼓勵同
鄉會繼續為社區做貢獻，
AL Green 還風趣地用中文
“恭喜發財”給華人朋友
拜年。安徽同鄉會理事、

正在參與福遍郡稅務總長
競選的張晶晶，斯坦福市
議員譚秋晴女士也分別緻
辭。

在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上，劉紅梅副總領事見證
了前會長張經坤將會長大
印交給了候任會長趙美萍
。同鄉會為張經坤頒發了
“無私奉獻”獎牌。同鄉
會前會長、中國人活動中
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在為
張經坤頒發獎牌時，稱讚
張經坤是同鄉會第一個連
任的會長，勞苦功高，樂
於助人，除了在同鄉會裡
無私奉獻，他在社區裡的
各類活動中也一直是“幕
後英雄”，獲得僑界的一
致讚譽，獲得“無私奉獻
”獎當之無愧。

張經坤會長回顧總結
了擔任同鄉會會長這兩年
來，在理事會成員們齊心
協力下，在聯絡鄉情，公
益活動，以及促進安徽省
與美南地區在文化、科技
、醫療等方面做出的一些
貢獻。張經坤表示，這既
是回顧，也是展望，他衷
心祝愿同鄉會在趙美萍會
長的領導下會越辦越好。

趙美萍在發表就任感
言時表示，非常感謝同鄉
會理事們的信任和支持，
推舉她成為第7屆同鄉會會
長，安徽同鄉會能有現在
的規模和影響力，完全歸
功於前幾任會長、理事和
會員們的無私奉獻和辛勤
付出，她將不辱使命、不
負眾望，努力秉承同鄉會
“精誠團結、聯合會員、
互幫互助、共謀發展”的
宗旨，為同鄉會服務，努
力將同鄉會的優良傳統和
精神美德繼續傳承下去，

將同鄉會辦得好上加好。
她同時也感謝各位在場的
讚助商、兄弟社團、嘉賓
朋友、媒體記者以及老鄉
們，希望他們一如既往地
支持和幫助安徽同鄉會，
共同攜手，為社區服務，
為中美之間的友誼服務。

當晚，安徽同鄉會為
傑出會員汪宏正和唐茸頒
發了證書；為4位優秀的徽
二代高中生頒發了“安徽
之星”獎學金；為安徽榮
譽會員錢廣明先生頒發了
榮譽會員證書；為新一屆
理事會成員頒發了聘書；
為現場 18 歲以下的孩子和
70 歲以上的老人贈送了紅
包……

年會上，有聲拍賣環
節更是一次次掀起全場熱
潮。拍賣官由著名僑領鄧
潤京和陳珂擔任，中國人
活動中心前執委鍾玲女士
和幸福讀書會Nancy Xie女
士做拍賣助理。休斯敦古
董拍賣公司董事長吳因潮
先生捐贈的玉雕《鳥語花
香》，在一番激烈的競價
後 ， 被 亞 裔 商 會 主 席 、
Transworld Houston 副總裁

趙紫鋆先生以$1688拍賣款
中標。另一幅雙面熊貓刺
繡，被中國星餐飲連鎖總
裁沙莉女士以$1000拍得。
同鄉會理事會決定，將以
上兩件拍品的拍賣款，全
都捐給理事張晶晶，作為
她競選福遍郡稅務總長的
支持！

趙美萍捐贈的一瓶茅
台酒，被同鄉會會員梅海
清先生以$800 美元高價拍
得。同鄉會新理事、著名
畫家李曼老師提供的作品
《牡丹圖》，被同鄉會前
會長汪宏正以$500 美元收
入囊中。當晚四件拍品的
拍賣款，創下了同鄉會拍
賣之最。

年會上，安徽老鄉們
奉獻了精彩的歌舞演出和
豐富的抽獎用品。理事們
一起上台齊唱會歌，並錄
製了給家鄉親人們賀歲的
視頻，將在大年初一安徽
衛視的跨年春晚上播出。
最後，安徽同鄉會成立7週
年暨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在老鄉們依依不捨的氣氛
中落下了帷幕。

文化中心慶祝春節中華文化展示表演

圖為美國德州安徽同鄉的所有的董事圖為美國德州安徽同鄉的所有的董事、、理事上台合影理事上台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美國德州新舊會長交接美國德州新舊會長交接。。由會長張經坤由會長張經坤（（左左 ））將會長印信交給新任會將會長印信交給新任會
長趙美萍長趙美萍（（右右 ），），而由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劉紅梅而由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劉紅梅（（中中 ））監交監交。。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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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陜州地坑院亮燈迎新春三門峽陜州地坑院亮燈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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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靈糧堂糖城靈糧堂 七週年堂慶特會七週年堂慶特會
11月月2323--2626日日 周楊秀君師母主講周楊秀君師母主講

師大附中校友會師大附中校友會 大年初一召開大會大年初一召開大會

弦動春曉
——休士頓中華民樂團2020新年音樂會即將隆重推出

（樂訊） 休士頓的國樂迷們一定還會記得今年一月觀賞中
華民樂團新年音樂會的精彩瞬間。彈指又是一個春秋，未幾，
鼠年又即將到來。由中華民樂團傾力打造的第十一屆新年音樂
會“弦動春曉”將於2020年1月18日隆重開幕！新春民族音
樂會是中華民樂團的音樂品牌，自2010年始已連續成功舉辦
十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特別是2015年舉辦的抗戰勝

利七十週年大型紀念音樂會，以首演鋼琴協奏曲《黃河》而一
舉轟動僑界；2017年舉辦的大型義演成功首演名作小提琴協
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開創了美南音樂舞台展現中華音樂
經典的嶄新格局。中華民樂團匯聚來自台海兩岸的各路音樂菁
英，擔負弘揚中國音樂文化的神聖使命，續寫歷史新的篇章，
第十一屆新年的“弦動春曉”定會再上一層樓，為本地樂迷帶
來難忘的音樂審美體驗。歡迎中華民樂團的新老朋友支持國樂
，踴躍光臨，共襄盛舉。有關新年音樂會的詳盡信息，可進入
中華民樂團網站（www.hctmg.org）查看，並可網上直接訂購
電子門票。中國城黃金廣場長城書店代理售票。聯繫電話：
832-756-6284 / 713-828-7309

休士頓中華民樂團休士頓中華民樂團
20202020新年音樂會新年音樂會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將於 2020年1月25日
星期六,11:30 am 在 China Bear Buffet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舉辦 2020
年會及聚餐, 會中將選出五位新任理事.年會中有
Karaoke餘興節目表演. 餐費每人$15.00.歡迎校友

踴躍參加。
今年理事會中有五位理事任期屆滿，因此在

大會中要選出五位新理事，和新任會長，同時在
會中完成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會員在年會中將繳納年費，收費標準為：附

中校友每人會費十元，其配偶會費五元。贊助會
員及其配偶每人一律十元。

參加校友請於一月十九日前報名，以便統計
人數召開大會，請致電附中電郵信箱email houfu-
chung@gmail.com。或直接向籌備小組電話報名

以便統計用餐總人數. 方鮀生 (832-594-4127); 譚
開尹 (281-678-1124) kytan@aol.com.

年會舉辦當天正好是中國新年大年初一，大
會召開地點有設備不錯的歌唱設備，餘興節目以
唱歌為主，將有歌唱擂台般較勁，精彩可期。

【本報訊】位於糖城的 「大休士頓生
命河靈糧堂」 為慶祝教會成立七週年及中
國新年，將於1月23-26日舉行四場精彩
特會，主題： 「預備新婦，主必要來」 ，
特別邀請西雅圖靈糧堂周楊秀君主任師母
擔任講員。機會難得，國語講座，免費入
場，請勿錯失。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 地 址 ： 311 Julie Rivers Dr., Sugar
Land, TX 77478，位於59和90公路交會
處，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周楊秀君師母來自馬來西亞，畢業於
芝加哥Moody聖經學院，並於 「愛修園」
接受裝備，按立為傳道，與團隊一起建立
「琴與爐」 事工，是位帶著聖靈恩膏的敬
拜者。與周吉仁牧師同心事奉，育有三名
子女。曾於東洛杉磯基督徒之家服事，參
與敬拜禱告的服事，並牧養年輕人。

2009年回應神的呼召，憑信心舉家遷
至Kansas City，成為堪薩斯市國際禱告殿
IHOPKC 代禱宣教士十年，擔任禱告殿
「琴與爐」 之敬拜主領與教師，並負責華
人事工之牧養、翻譯、教導、培訓和網路
課程。特別有負擔教導啟示錄並傳遞末世
信息，幫助信徒建立與神親密的關係，提
升禱告文化，培訓末世先鋒，興起火熱愛
主新婦，以預備迎接主的再來。

秀君師母是一位蒙神重用極優秀的敬
拜主領、先知性歌者、詩歌創作者及教導
訓練者，1月23日週四晚她將親自帶領全
程 「琴與爐」 的敬拜禱告聚會，歡迎神的
兒女們一同加入天上的敬拜。另外三場的
聚會，秀君師母將從啟示錄1-5章來分享
如何認識神的榮美與計劃，是末世聖靈向
列國釋放的重要信息，機會難得，場場精

彩，請千萬不過錯過。
此次特會四場公開聚會，歡迎各界踴

躍參加：
1) 1月23日 (四) 晚上8:00琴與爐 ─ 敬
拜禱告之夜
2) 1月24日 (五) 晚上7:30再來君王 ─
掌管末世
3) 1月25日 (六) 晚上7:30得勝教會 ─
榮耀呼召
4) 1 月 26 日 (日) 上午 10:00 天地響應
─ 時代轉變

欲知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七週
年堂慶特會詳情，請洽莫思危牧師 (281)
433-0517，E-mail： rolccgh@gmail.com
，網址：www.rolcc-houston.net。

世界婦女工商企業管理協會新會館開幕儀式世界婦女工商企業管理協會新會館開幕儀式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與美南分會前會長李迎霞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與美南分會前會長李迎霞
與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前來祝賀世華喬遷之喜與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前來祝賀世華喬遷之喜

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與美南分會前會長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與美南分會前會長
李迎霞攜手共同參與盛大的開幕儀式李迎霞攜手共同參與盛大的開幕儀式

李迎霞參與世華新會所喬遷之喜李迎霞參與世華新會所喬遷之喜榮譽總會長施郭鳳珠與美南分會前會長李迎榮譽總會長施郭鳳珠與美南分會前會長李迎
霞合影留念於盛大開幕典禮上霞合影留念於盛大開幕典禮上

美南分會前會長李迎霞應邀出席開幕儀式美南分會前會長李迎霞應邀出席開幕儀式

世界各地世華姊妹們均可有娘家在台北任何時世界各地世華姊妹們均可有娘家在台北任何時
候有個可以前耒互動與交流的地方太棒了候有個可以前耒互動與交流的地方太棒了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肯定總會長劉琍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肯定總會長劉琍绮绮的努力與付出為世的努力與付出為世
華置入永久的會館華置入永久的會館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前來恭喜世界婦女工商協會購置會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前來恭喜世界婦女工商協會購置會
館舉辦開幕儀式館舉辦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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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

的里程碑之作。小说讲述了文革期间一次偶

然的星际通讯引发的三体世界对地球的入侵

以及之后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三百多年的恩

怨情仇。这本小说虽是科幻，却可能比起许

多现实主义作品都更加真实。作者刘慈欣的

宇宙想象，又被称为“硬科幻”，因为他不

是凭空想象的未来世界，而是建立在扎扎实

实的物理学理论之上。

北大哲学系教授吴飞写了一本《三体

》的哲学解读，这不仅是吴飞的一个破次元

壁的作品，也是《三体》解读维度的一次破

壁。吴飞说：“一部伟大的小说，其中的问

题当然是有哲学深度的问题，更何况，刘慈

欣自己也多次有意识地提到终极问题……同

样的物理学理论，同样的宇宙模型，但带着

不同的生命体验去理解，就是完全不同的生

活世界。虽然物

理世界未必就是

不自然的，但绝

不是只有一种讲

述的方式。以我

们的方式讲出一

个全新的世界历

史，这应当是我

们和刘慈欣共同

的处境和希望。

”

01/ 黑暗森林，

是霍布斯自然状

态的宇宙版本

《三体》的

作者一再说，小

说中讨论的是终

极问题。真正的

终极问题只有一

个，那就是生命

，而这正是《三

体》的主题：

“宇宙很大，生

命更大。”

这是什么意

义上的生命？阿甘本曾注意到希腊文中表示

生命的两个词现代西文里很难区分这两个词

，但中文却可以，

前者可译为生命，后者可译为生活。

生命指的是纯粹生物性地活着，而生活指的

是有善恶区分的生活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有一句著

名的话：“人类为了生命而生，却以好的生

活而存在。”但在阿甘本看来，现代主权理

论，却建立在赤裸生命的关心之上，即没有

任何好坏形容的纯粹生命。霍布斯对自我保

存的强烈关注，既是这一传统的结果，也开

启了恶劣的先例。贯穿《三体》的黑暗森林

理论，正是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宇宙版本

。

小说中触及了霍布斯未能看到的许多

东西。按照叶文洁最初的描述，宇宙社会学

有以下两条公理：

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第二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

量保持不变。

还有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

炸。

叶文洁，《三体》系列人物。她是大

学教授、天体物理学家、ETO统帅，人类毁

灭的元凶。叶文洁历经劫难，一生坎坷，她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目睹父亲惨死，多次被

人陷害和设计。悲剧的前半生使叶文洁厌恶

人类，这种观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缓解

，但她始终相信人类无法自救，必须借助人

类之外的力量才能拯救人类。

后来，罗辑对这个理论有一个更系统

的描述：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

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

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

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

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

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

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

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

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

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

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

将很快被消灭。

人类花了几百年，经过耗资巨大的面

壁计划和惨烈的末日之战后，才慢慢理解和

接受了这套理论，并据此建立了与三体世界

之间的威慑平衡。而罗辑的这段描述，也正

适用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利维坦》第

13章，霍布斯充分描述了自然状态中的这种

情形：

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

不可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

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存，有时则只是为了

自己的享受；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

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

这样就出现一种情形，当侵犯者所引

为恐惧的只是另一人单枪匹马的力量时,如果

有一个人种植、建立或具有一个方便的地位

，其他人就可能会准备好联合力量前来，不

但要剥夺他的劳动成果，而且要剥夺他的生

命或自由。而侵犯者本人也面临着来自别人

的同样的危险。由于人们这样互相疑惧，于

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

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

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

……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

，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

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人类

的欲望和其他激情并没有罪。在人们不知道

有法律禁止以前，从这些激情中产生的行为

也是同样无辜的；法律的禁止在法律制定以

前他们是无法知道的，而法律的制定在他们

同意推定制定者前也是不可能的。

霍布斯的自然法与叶文洁—罗辑的宇

宙社会学虽然表述不同，但之间有非常大的

相通之处。

宇宙社会学公理一的基本内容就是霍

布斯最基本的自然法，都以生存为第一原则

。宇宙社会学的公理二，即资源有限，而文

明不断扩张，霍布斯没有给以同样高的地位

，但在描述中也当作了一个必要条件：“任

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可能同

时享用。”

猜疑链，也是霍布斯理论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因素：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时候，对于

每个他人的潜在威胁，他只能自己判断，而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假定周围的人都是潜在

的危险，从而先发制人，尽快消灭之。每个

人都处在这样的猜疑中，没有更高的权威来

裁决，就会陷入战争状态。

另外，霍布斯花了很大力气来论证，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精神还是身体，人

们的力量相差无几，是大致平等的。这种平

等，是他进一步讨论战争状态和自然权利的

前提。

但在宇宙社会学中，这一前提是不存

在的。文明之间并不平等，其差别就像地球

上的各物种之间那样，甚至达到界一级，所

以罗辑首先会想到达尔文，而且每个文明也

无法真正了解其他文明的实力。

特别是在漫长的文明演化中，随时可

能发生的技术爆炸，使文明之间更无法猜

测彼此的进化程度：技术飞跃的可能性是

埋藏在每个文明内部的炸药，如果有内部

或外部的因素点燃了它，轰一下就炸开了

！地球是三百年，但没有理由认为宇宙文

明中人类是发展最快的，可能其他文明的

技术爆炸更为迅猛。我比你弱小，在收到

你的交流信息后得知了你的存在，我们之

间的猜疑链就也建立了，这期间我随时都

可能发生技术爆炸，一下子远远走在你的

前面，变得比你强大。

托马斯·霍布斯，英国政治家、哲学家

。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他提

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指出国家是

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

的，是一部人造的机器人，反对君权神授，

主张君主专制。

技术爆炸增加了彼此之间的模糊度，

使猜疑链变得更加牢不可破。这使宇宙社会

学构建了一个更加彻底的黑暗森林。《利维

坦》甫一问世便备受诟病，霍布斯被当作邪

恶的代名词，因为他所描述的那个丛林状态

过于恐怖，他所理解的人性过于黑暗，但和

刘慈欣所写的黑暗森林比起来，简直是小巫

见大巫了。

毕竟，邪恶的霍布斯之所以设定所有

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还是为了通过法律和社

会契约结束战争状态，使人们能够安全地走

出丛林状态。

然而，刘慈欣的黑暗森林却不存在建

立社会契约的可能性，不可能产生一个制定

法律、执行正义的宇宙级政府，人们对宇宙

越是深入了解，就越是感到黑暗无比，“这

一切，暗无天日。黑暗森林状态对于我们是

生存的全部”。

霍布斯所描述的地球上的丛林状态与

利维坦，只不过是黑暗森林的一个角落

，是宇宙社会学的一个特例，就像牛顿

物理学只是爱因斯坦物理学的一个特例

一样。

《三体》解读：
认为生存唾手可得
是人类失败的根源

本文摘自 书名：生命的深度

作者: 吴飞 出版社: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三体》的哲学解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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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陪審團是每個美國公民應盡的義務。所
以收到陪審團的通知信，應該填好後寄回或通過
上網或傳真的方式及時回復，不能因為工作或出
差的原因申請豁免。但是如果符合以下的情況，
可以申請陪審團的豁免：

1. 年齡超過70歲;
2. 家裏有小於12周歲的孩子需要照顧;
3. 本人是公立或私立中學的學生;
4. 本人正在高等教育機構就讀;
5. 本人是參議院，眾議院，或其部門，委

員會，董事會，辦公室或其他立法機構或政府部
門的雇員;

6. 是某無行為能力人的主要照顧者（這一
條不適用於以照顧無行為能力人為職業者。）;

7. 美國軍隊的現役服務人員，並不駐在本
區。

如果不符合以下條件，可以申請免除陪審團
的義務：

1. 年滿18周歲;
2. 是美國公民;
3. 是該州和郡的居民;
4. 在該郡擁有投票權;
5. 有健全的頭腦和良好的道德品質;
6. 能夠讀和寫;
7. 沒有被裁定盜竊輕罪或重罪;
8. 沒有正在被指控盜竊輕罪或重罪。

最新移民消息
1.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請的申請

費從$1,410漲到$1,440.加急申請的項目主要包
括使用I-129表的H1B, L1，E簽證和I-140職業
移民申請。其他類別移民申請的申請費也會在近
期調漲。

2. 川普10月4日周五表示，所有簽證申請
人必須證明自己有醫療保險或有能力支付醫療費
用才能獲得簽證。該規則原定於11月3日正式生
效。法院目前已經阻止了該法案的實行。

3.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最新移民排期，
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綠卡持有者的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不需等排期，可以同時遞交 I-130
（親屬移民申請） 和I-485 （調整身份申請）
。這種情形幾年才出現一次。現在不確定二月份
是否會持續這個排期情況。一般而言，美國綠卡
持有者只能為自己的外籍配偶遞交綠卡申請的第
一步（I-130），等移民排期排到後才能遞交綠
卡申請的第二步。但是在最近幾個月，美國綠卡
持有者可以為自己的外籍配偶將兩步同時遞交。

這個政策有兩個巨大的優勢。第一：在遞交
I-485 （調整身份申請）的同時，可以遞交工作
許可和回美證的申請。一旦拿到工作許可，就可
以為任何雇主工作。而一旦拿到回美證，入境美
國不再需要申請赴美簽證。第二：在遞交I-485
（調整身份申請）之後，外籍配偶可以不繼續維
持他們的其他非移民身份。

4. 今年5月13日，ICE表示已經對休斯頓
的206起婚姻欺詐案件立案，已有96人被刑事
起訴，50人被逮捕。此舉顯示了美國國土安全局
打擊婚姻欺詐案件的決心。

5. 今年H1B抽簽於4月10號正式結束。
移民局共收到201,011份申請，比去年略有上升
。

H1B工作簽證改變抽簽順序：2019年起，
所有的申請將一起先進入第一輪抽簽，其中包括
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第一
輪抽簽共有六萬五千個名額。

第一輪沒有抽中，但是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
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進入第二輪抽簽，這一輪抽
簽有兩萬個名額。抽簽順序的變更讓擁有美國碩
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增加16%（5340
個中簽）的中簽機會。對於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
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人來講是好消息。

2020年起開始新的電子抽簽程序：美國移
民局2019年12月6日宣布，新的H-1B註冊系
統將於2020年正式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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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開放電子註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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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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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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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
icaid等都列入了“政府補助”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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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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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
SOk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收到陪審團通知應該怎麽處理收到陪審團通知應該怎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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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抱春天擁抱春天 》》大休斯頓地區大休斯頓地區
20202020春節聯歡晚會春節聯歡晚會（（上上 ））

「「北美詩協北美詩協」」 詩朗誦詩朗誦《《回家回家》。》。

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包京鷹演唱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包京鷹演唱
：《：《 我愛你中國我愛你中國》。》。

徐子騫二胡獨奏徐子騫二胡獨奏《《戰馬奔騰戰馬奔騰》，》，並由並由 「「夕陽紅舞夕陽紅舞
蹈隊蹈隊」」 伴舞伴舞。。

「「玉蘭花開組合玉蘭花開組合」」 表演大唐樂舞表演大唐樂舞，，李白李白《《清平樂清平樂 》。》。

「「The one dance studioThe one dance studio 」」 拉丁舞表演拉丁舞表演。。國劇社京劇聯唱國劇社京劇聯唱《《 四郎探母四郎探母》。》。姚奇志博士和陳昌義博士合姚奇志博士和陳昌義博士合
唱唱《《 請跟我來請跟我來》。》。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表演幽默舞蹈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表演幽默舞蹈《《此後此後 》。》。 中國著名國際級聲樂家許澤男中國著名國際級聲樂家許澤男
聲獨唱聲獨唱《《相信未來相信未來》。》。

休斯敦民樂團管弦樂合奏休斯敦民樂團管弦樂合奏《《北京喜訊傳邊寨北京喜訊傳邊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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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今天立即註冊！獎
學金代碼：PINPOINT
前50名註冊者將獲得250美元的會議註
冊獎學金！
美華中醫學院自豪地展現
針灸與中西醫結合會議
醫療保健中的人工智能
2020年2月22日至23日，上午8點至
下午5點
Wyndham Hotel @ Energy Corridor
14703 Park Row, Houston, TX 77079
https//www.acaom.edu/pinpoint-con-
ference/

坐落於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的
華美中醫學院（ACAOM），為有興趣從
事針灸醫學和保健療法的人士提供碩
士/博士學位課程。作為全國少數獲得
全美高等院校評鑑會認證的中醫學院，
我們的學院和中國，台灣8所姐妹校雙

向交流學識基礎，通過與休斯頓Meth-
odist 醫 院 醫 療 保 健 系 統 的 合 作 ，
ACAOM成功整合了東西方醫學，為整
體醫學和自然療法提供強而有力的培訓
。

如果需要中文諮詢服務和更多專業
學位課程訊息並啟航您的職業展望之旅
，請填寫“Request Info”表單。 我們
會盡快的回覆您!
華美中醫學院概覽 (Viewbook)
學位宣傳冊:
中醫學醫學博士 (DACM Brochure)
中醫學醫學碩士 (MAOM Brochure)
中西醫結合保健管理學碩士 (線下)
中西醫結合保健領導學碩士 (線上)
(MIWM-MIHL Brochure)
學位計劃:
中醫學醫學博士 (DACM Degree Plan)
中醫學醫學碩士 (MAOM Degree Plan)

中西醫結合保健管理學碩士 (線下)
(MIWM Degree Plan)
中西醫結合保健領導學碩士 (線上)
(MIHL Degree Plan)

請訪問我們的網站以獲取以下更多信息
F1國際學生簽證規條 (F1 Rules)
國際學生申請資格 (Eligibility and Tuition)

國 際 學 生 申 請 截 止 日 期 (Admission
Deadlines)
線上申請 (Online Application)

擴大您的視野擴大您的視野!!歡迎蒞臨華美中醫學院歡迎蒞臨華美中醫學院

來到新奧爾良來到新奧爾良，，生活就是狂歡生活就是狂歡
狂歡節三天團狂歡節三天團$$268268//人起人起，，20202020年年22//2424出發出發

“新奧爾良是我最愛的美國城市，
密西西比河蜿蜒，法國風情盎然，尤其
Cajun美食結合法國西班牙美南精華，
小龍蝦鱷魚螃蟹各種海鮮薈萃。吃飽了
找個酒館邊喝邊聽全世界最好的爵士樂
，最後坐著帥小夥蹬車的Pedicab詠而
歸。每年早春時節Mardi Gras狂歡節前
後去住幾天，排洩一年的苟且。——高
曉松”

是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
詩和狂歡。Mardi Gras新奧爾良狂歡節
，是世界聞名的狂歡節日。持續半個月
左右的狂歡季，會在每年的“肥美星期
二”達到最高潮！今年的狂歡日就是在

2月25日這個星期二喔！

怎樣才能融入到這場盛大狂歡活動
呢？首先，你當然要先來到新奧爾良，
找好酒店住宿；其次，你最好把自己也
打扮起來，臉上的油彩畫起來，服飾裝
扮起來，華麗的復古的，越誇張越好。
官方定義的狂歡節主題顏色是紫色、綠
色和金色，分別象征著公正、信念和力
量，跟著穿準沒錯兒；接下來，你只要
走到大街上走進人群中就可以盡情狂歡
啦！

週二的遊行活動是從早上就開始了
，會持續一整天的狂歡模式。一輛輛精
心裝飾過的彩車在街上遊行，每輛都有
著不同的主題故事。圍觀的熱情群眾會

尖 叫 不 已 ， 你 會 聽 到 “Throw me
something, Mister!”的狂喊聲，大家會
爭搶著從天而降的各種串珠、小飾品，
還會有一些“幸運物品”，人們認為誰
搶到的串珠越好看越大串，誰就會被越
多的好運青睞。

狂歡節期間，數百萬人會從世界各
地趕來，酒店費用昂貴，停車也不方便
。這個時候跟團遊的好處就體現出來了
。王朝旅遊推出新奧爾良狂歡節三/六
日遊，最低價只要$268/人起，休斯頓
出發，前往新奧爾良的法國區住一晚，
正好趕上第二天的狂歡節。還可順道遊
新奧爾良。

現在更有酒店升級服務，如果你提

前升級了酒店，就可以在享用過豐盛的
早餐美食之後，悠哉地坐在二樓露臺上
欣賞狂歡。自己準備些串珠，看到漂亮
的姑娘小夥就大方地丟下去，也不失為
另一種參與的方式呢！

整個狂歡節期間，遊行比薪水重要
，服裝比買賣重要。來到這裡，就暫時

忘卻生活的憂愁，工作的煩惱吧！全身
心投入到這場盛大狂歡之中，或許會有
更深刻的感受。（圖片源自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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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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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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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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基督徒對過農曆新年當持何種立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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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寧亞牧師

還有五天，我們就要送豬迎鼠慶新歲

了！

       我個人喜歡慶祝節日，令人興

奮，促進人與人的交往，建立人際美好關

係，切入聖經福音信息，引導人歸依救贖

主。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處於中國文化傳

統與民間宗教習俗混雜的時代中，對過農

曆新年當持何種立場呢？基督徒當如何過

一個既喜樂、感恩，有意義又不流於民俗

迷信的「新年」呢？基督徒在過年時，應

該如何親情、信仰兩兼顧？

　　有些學者認為，華人的「過年」

極有可能是源自於以色列民族出埃及時的

「逾越節」，因兩者之間的習俗、禮儀非

常相似的。

根據《舊約聖經‧出埃及記  》12章 
7-12節

7 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吃羊羔的房屋

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 8 當夜要吃羊羔

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

9 不可吃生的，斷不可吃水煮的，要

帶著頭、腿、五臟，用火烤了吃。10 不可

剩下一點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

燒了。

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

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

逾越節。12 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

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

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

和華。

       逾越節那夜有滅命的天使巡行

埃及全地，把埃及人一切頭生的，無論是

人，或是牲畜全都擊殺了。在那日黃昏的

時候，以色列人家家戶戶都殺了羊羔，並

把羊羔的血塗在房屋的門框和門楣上作為

記號，如此，天使就會越過那家，不殺害

那家頭生的人和畜。那夜以色列人不可在

外遊蕩，一定要趕回家吃羊羔的肉、無酵

餅、苦菜，一家圍爐團圓，等到次日早晨

才可外出。

　　而在華人的「年」傳說中，那專

吃人的惡獸也是在每年歲末黃昏時出來吃

人，為此緣故，除夕夜也不可在外，一定

要趕返家吃年夜飯，與家人團聚守歲，並

要在門框與門楣上貼紅紙，以免被年獸殺

害。以色列人守逾越節的那夜，主要的食

品有羊肉、苦菜、無酵餅等等。

在我們華人的年俗裏，除夕的年夜飯

也必吃肉、苦菜（今有人以芥菜代之）和

無酵餅（年糕、餃子）。

　　我們華人過春節時，喜愛用紅

紙條寫對句貼於門楣與門框之上的習俗，

究竟是從何而來，基督徒又當何去何從？

我個人認為基督徒也可張貼，因華人的新

春過年與猶太人之逾越節塗羔羊的血於門

的主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約翰

福音十八章36節），祂的國跟這個世界無

關，是屬於天上的。我們是天國的百姓，

但我們也是地上的國民，我們要進入到這

個世界，並且把天國活出來。當我們清楚

自己的身分，就會得到很大的自由。

　不論今日結局是否是你的期待，仍

要持續為國家禱告。不要用暫時的結局來

定位你的教會或族群，仍要活出真理與上

帝的價值觀、公義的價值觀、家庭主流

化、以及持續愛人與愛神。倘若任何一位

總統與立委不關心家庭，那對國家來說會

一直沉淪下去。他表示，但是有盼望的

是，過去多年來大家推動愛家的運動，看

到了在全台的影響力，也產生一股聲音，

讓更多政治人物重視家庭。

　面對政治議題、公共事務，教會關

心及參與的太少，這是教會要反省的。教

會要全心投入家庭事工，一定要從個人的

家庭開始，教會的牧者、長執同工一起看

重家庭，活出幸福家庭見證。以色列復國

之前，守住的就是「家庭」，即使亡國漂

流四方，但他們堅守安息日，家人都要聚

在一起，因著家庭保守了信仰，一群群的

家庭回歸的時候，就能「復國」與「富

國」，如今成為全球具有影響力的國家。

楊牧師再次呼籲「禱告第一！」不要

忽略也不要放棄基督徒每天禱告的責任，

並聆聽神的心意，勇敢往前邁進，在關鍵

時刻為神發聲。

●友人回應選舉後

現在台灣無論是誰領導，都在中美大

局之下，不能怎麼樣；而中國美國都在上

帝的末世計畫之下，也不能怎麼樣。所以

基督徒應當一無掛慮，而要積極多幫助一

些人找到正路。～～～周基樹

楣與門框上，或有密切關聯，從這立場觀

看，基督徒也可行，只是詞句不可不留

意，應儘量使用聖經經文中之詞句或選擇

一些較基督化之文句為宜。

對聯示範：

天賜十條誡
門迎八福春

平安皆是福
喜樂自生春

送舊歲除舊事
迎新年作新人

道為至寶一生用
心作良田萬世耕

主賜洪恩才是福
人蒙厚澤使為春

舊歲蒙恩應謝主
新年納福要求神

忍耐謙卑喜樂足，
寬容饒恕平安多。

走天路從神得力，
奔靈程靠主加恩。

那麼基督徒如何過一個有意義的「農

曆新年或春節」呢？

一）感恩頌讚
過年對華人來說，具有除舊迎新、祈

安求福、合家團圓等意義。然而過年對基

督徒而言，它的第一個意義應是感恩，因

我們的上帝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的眼目

時常看顧我們，使我們行過的路徑都滴下

脂油。

申命記11章11-12節
11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

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12 是耶和華你

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

Jaylord牧師夫婦

◎梁德舜牧師

上帝掌權
1-10為天氣禱

告

聽氣象報告說

1月10 日晚上8pm
後會有下雨和陸續

起大風，可能形成龍捲風…

昨天（1/9）晚上8:20pm我和周武籐牧

師劉美師母晚禱時，我有為今晚8:00pm至

1-11(周六)1:00 am的多雨與大風吹禱告，

「奉耶穌的名禱告，求主寶血遮蓋休士

頓，求主差遣祂的大能使者在休士頓的第

二層天的四角東南西北站立，護衛城中您

的百姓，使風雨都要聽命於祂，讓大風吹

減低傷害，不致形成龍捲風，讚美主，祢

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發怒，在發

怒的日子仍以憐憫為懷，祢在風雨中作我

們的高臺，作我們的保障，作我們的避難

所，作我們隨時的幫助.... 。我們讚美祢，

敬拜祢，我們愛祢全能的真神。萬王之

王，萬主之主。阿們。

1-11 凌晨00:30am經過短暫的刮大

風，我們住的西南區平安，沒有龍捲風，

讚美主的大能與保守眷顧，賜一夜平安在

我們中間，一覺醒來已是清晨6時了。

1-11為君王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我們要給自己加油，誠如台灣張茂松

牧師說的，無論當家的是你喜歡的或不是

你喜歡的..... 。
筆者看台灣選舉新聞結果，我們都要

敬重人民選出來的總統，台灣族群暨政黨

不再對立，建立和諧共處，發奮圖強，日

日更新的美麗的中華民國。《聖經‧提摩

太前書2章1-2節》說: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

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

無事地度日。」

下面摘錄網上《國度復興報》採訪楊

寧亞牧師：

《面對2020大選之後》楊寧亞牧師

說：上帝掌權，繼續為台灣禱告。

「耶和華神仍然在人的國中掌權，持

續地、不放棄地日夜為國家守望禱告，是

基督徒的責任。」今日（11日）是中華民

國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

員選舉。經過激烈的競爭，蔡英文與賴清

德當選為總統與副總統。

　關於教會和基督徒如何面對選舉結

果，台灣基督教聯盟（簡稱台基盟）理事

長楊寧亞牧師受訪表示，面對選舉或任何

事情，假如我們分不出來天上的、地上

的；絕對的、相對的；永恆的、短暫的，

我們就會焦慮。這些事背後都牽涉到權

柄，也就是誰是上帝、誰掌權。他呼籲台

灣眾教會共同活在真理與永恆裡，並思想

天 上的事而不被地上的事限制，因為我們

Jaylord牧師夫婦，周武籐牧師劉美師母，
菲律賓督察，Tina裴姐妹。

菲律賓人和我們

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詩篇65篇11節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

詩篇103篇2節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

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
基督徒理當飲水思源，在過年時節向

萬福的源頭—耶和華神，獻上感恩頌讚

二）除舊迎新
就是脫去舊我、穿上新人，一舉一動

要有新生的樣式。

以弗所書4章22-24節
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 ，

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 漸變壞的 ；
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
24 並且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

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
哥林多後書5章17節 「若有人在基督

裡 ， 他就是新造的人 ， 舊事已 過 ，都變

成新的了 。」

除夕、除舊迎新這兩個詞，顧名思義

似乎都在提醒基督徒，應於新的一年來臨

之時自我省察，檢討過去靈命追求上之得

失、事奉上之成效，

並本著除惡之心，在主裡自我更新，

以期來年能更討神喜悅。

三）立下新志
靠主恩典，對未來一年心中充滿盼望

和信心，並在神面前作妥善的年度計畫，

求神成就心中的願望。

腓立比書3章13-14節 
13 弟兄們 ，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

著了 ；我只有一件 事 ， 就 是忘記背後 ，
努力面前的 ，

14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

裡從上面召我來得 的獎賞 。
腓立比書 4 章13節  「 我靠著那加給

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 
立志新的一年內能再把聖經讀完一

遍；或在未來一年中最少帶領一個人信

主、參與教會事奉等等。

基督徒若想過一個有意義的農曆新

年，就應先使「農曆新年」──春節福音

化，即賦予各項過年之民俗活動有屬靈的

意義，唯有如此，基督徒才能過一個喜

樂、感恩，又有意義的「農曆新年」。 

我們夫妻在台灣台中喜信聖經學院

四年學習結束後，我先生又在拿撒勒人

會神學院四年畢業立即加入臺灣工業福

音團契，在竹圍附近電子工埸，高雄前

鎮加工區，高雄中國鋼鐵，後勁加工區

傳福音。四年服侍期滿。我們改換跑道。

主耶穌要我們在高雄後勁加工區女子宿

舍旁租來的家成立了後勁福音中心。

這是一個福音最好的據點，因為人

群從我們家門口經過。祂告訴我每天彈

琴讚美祂，讓祂的心滿意足，看祂怎樣

將人一批一批的帶進我們教會。我每天

從早到晚都在彈琴讚美主耶穌。隔壁美

容院阿慧姐說妳既然開了教會了，為什麼不

出去推廣，每天就只彈琴妳在等誰呀，我說

我等妳呀，嚇得她跑回家去。

半年只有全家五個人聚會，先生講道， 
我司琴和三個女兒一起聚會。終於接下來有

了七、八位，不錯有進步。之後我們加入基

層福音共二年時間。

感謝主高雄喜信會弟兄買了八人座汽

車送給我們，可以接待海外青年使命團

YWAN 福音隊來做街頭、公園 、夜市佈道。

在那段時間接待 34 個國家來的人，有福音

船 、 日本沖繩島來的青年使命團 、 韓國來

的福音隊國內臺北來的福音隊，也有不同國

家。各路來的福音隊，道生神學院，在我家

吃、住，有各種膚色，也有黑色的皮膚。

一天有五位菲律賓人走過來，我請道生

神學院學生為我翻譯，問她們要往哪裡去，

我可以開車接送，因著開車服侍她們，也邀

請她們來參加聚會，隔天來了七位參加我們

的聚會，接著每星期人數倍增。天冷之前我

們請求不同的教會幫忙送來冬衣、棉被，給

這些菲勞。當天冷來到就把衣服棉被送到女

子宿舍辦公室，她們拿到都哭了，我也受不

了哭了。

感謝主耶穌帶來兩對宣教師夫妻幫助我

們，協助菲勞的事工。人數越來越多，聚會

場地改到公園。後來保力逹 B 老闆送我們

一輛七人座的福音車，上面寫著「末日廹

近 ，信耶穌得永生」。附近學校放學小朋

友們，只要看到車上所寫的字，就大聲喊叫 
「末日廹近，信耶穌得永生」。小朋友們 
，一路喊回家。

◎周劉美

感謝主讓我們租到高雄聖光神學院禮堂

500 人場地，星期日能讓菲勞聚會，星期日

租公車到女子宿舍接送聚會，也有坐火車從

北到南來的，一週年慶有七百人出席聚會。

感謝榮耀讚美都歸給獨一真神主耶穌基督。

因為主對我所説的話都要應驗。

2014 年 4 月 30 日我們夫妻從貝里斯來

到美國，作宣教士的工作就是介紹人認識主

耶穌基督的救恩，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

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

著得救。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2018 年 12 月 7 日有位 JayIord 菲律賓

牧師要求裴姊妹帶他來見我們。我們正在禱

告尋求接下來的福音禾場。他非常高興説：

我們為中國城禱告 10 年了，希望上帝給一

對忠心的夫妻能夠在那裡傳福音。知道我們

的情況後立刻邀請加入他們的教會，直到了

他們教會，看到許多菲律賓弟兄姊妹熱情的

接待，好像回家了。

回家後我哭泣了一場 ，主啊！在台灣

祢給我們機會服侍菲律賓人，沒想到在最需

要的時候，禰興起菲律賓的弟兄姊妹來接

待我們，幫助我們，Jaylord 牧師在我們家

幫忙申請 10 年聚會證書，申請半個小時立

即通過，他高興的從椅子上站起來大喊「感

謝主！」，接下來申請成立 Welcome Home 
Ministry ( 迎主教會）加入 ICCM，半年後

終於拿到 ICCM 501C3 非營利組織

2019 年 10 月 12 日 Welcome Home  
Ministry ( 迎主教會 ) 正式開幕，陳國安牧

師證道，王曉明教授翻譯。當天有中國城華

人、鄰居墨西哥人、美國人、街友等共襄盛

舉，一同見證歷史的時刻 。 
我深信主耶穌對我們所説的話都要應

驗，一切榮耀、讚美都歸給獨一真神主耶穌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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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風災未復原
波多黎各再遭大震
撰文：趙嘉萾報導

新年才剛過，波多黎各在1月6日上午6點32分發生芮氏規模5.8的地震，造成

建築物倒塌、土石流及大範圍停電，未有人員傷亡；但不幸的是，當地在 

1月7日上午4點25分，再度發生芮氏規模6.4的地震，造成1人死亡、十多人受傷。

◎慈濟人密切關注 
◎百年風災又地震 ◎聯邦動員救災慈濟美國志工在8日參與聯邦急難救助總署舉辦，與波

多黎各救災組織（Puerto Rico VOAD）及其他主流

非營利組織，以電話會議一起商討應變對策。，並在第一時

間與當地志工密切聯繫，了解災區需求持續關注災區狀態。

6日地震後，波多黎各瓜尼卡（Guanica）、馬亞圭斯

（Mayaguez）、堯科（Yauco），三個城市皆宣布進入緊

急狀態，隨後龐斯（Ponce）也跟進。7日更大的地震讓阿瓜

迪亞（Aquadilla）及西南地區海域，一度發布海嘯警報，且

全島暫時切斷供電；7日地震是自1918年以來，波多黎各最

嚴重的地震。

由於美國國家地震預告中心研判後續數日或許還會發生強

震，無法確定地震威脅已經解除，所以居民在擔憂餘震來襲

之下，根本不敢回到建築物內，膽戰心驚的度過了好幾天；

直到1月14日，當局說明儘管餘震不斷，但未來發生芮氏規模

6以上地震的機率，已下修到8%，才讓民眾緩解緊張情緒。

在天文台服務的前邁阿密經文處處長王贊禹14日說明，

各國救援震災的人力、物資，均已進入波多黎各南部

災區。當地救援物資、人力非常充足，且政府經費人員均已

到位，預計災後復原將能順利進行。

一位住在龐斯市的李姓台商10日聯繫慈濟，敘述她看到的

災區景況指出，許多建築物龜裂，路上滿是落石、地層也下

陷了。

李女士說：「災區情況很糟，滿目瘡痍也不安全，隨時還

會出現餘震的搖晃，政府把災民收容中心安置在龐斯市的棒

球場。市區至今仍有大部分區域停電停水，只能靠鄰居們守

望相助。自2017年瑪麗亞颶風重創波多黎各，百年風災還沒

完全修復家園，又遭逢地震，地震對當地人來說，真的是很

慘、很難過的事。」

此波地震造成房屋35戶全倒、287戶半倒、1100戶受損

和987戶受影響；官方設立的收容所接納了1790人，

另有超過3400位居民暫居在停車場與公園。

美國總統川普7日宣布，波多黎各即日起進入緊急狀態，

並授權聯邦急難救助總署（FEMA）協調救災工作，美國政

府會協助部分救災費用。

之後聯邦急難救助總署說明，災後需要社區全體人民，與

聯邦政府、州政府一起努力發揮力量，儘速讓災區復原。該

局應變災難小組官員已進駐災區，加上國家事故管理援助小

組（IMAT）將一起協調當地救災事務。

慈濟志工將持續與有關單位合作協商賑災事宜，以

提供波多黎各必要的協助。請繼續關注慈濟美國中文網 

tzuchi.us/zh，了解我們最新的動態。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招生中
適齡適性的啟發性活動，啟發學習興趣的主題式角落教學。中英文雙語教學，
將東西方文化節慶融入課程教學。歡迎2.5～4歲孩童報名。

詳情請洽李園長 713-395-0303
Tzu Chi Great Love Preschool & 

Kindergarten, Houston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活  動  看  板

聯絡單位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家長中文班等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713-270-9988

713-270-9988

713-270-9988

770-458-1000

512-491-0358

954-538-1172

407-292-1146

504-782-5168

210-875-6932

361-987-7130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亞特蘭大支會

奧斯汀聯絡處

邁阿密聯絡處

奧蘭多聯絡處

紐奧良聯絡點

聖安東尼聯絡點

康福聯絡點

電話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虔誠禮敬迎新年　
祝願世界少災難
撰文：林書賢、駱淑麗、黃光宇、陳修文報導

在美國的慈濟志工在新的一年到來時，透過虔誠朝山、

恭敬誦經來禮敬諸佛，以虔誠的心，發心立願祈禱

人心淨化、社會祥和、世界少災難，並自我期許在新的一年 

縮小自我習氣，並持慈濟理念帶動社會愛的循環。

◎虔誠朝山　祈求無災
◎傳承陪伴  接棒承擔

2020年1月1日在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有來自委內瑞拉、 

越南社區的志工近40人，以虔誠的信念隨著句句佛號，

步伐整齊三步一拜進行朝山。

志工們在晨曦中集合，雙手合十專注觀摩與聆聽，學習朝

山如何跪拜。正式進行時，每個人心念一致彎腰身心柔軟，

五體投地修「忍」行；從每一個腳步、每一次跪拜中，來自

省與縮小自己，以一念清淨，回歸真如本性，一同祈求天下

無災難。

儘管遠在德州，但志工們心繫心靈的故鄉靜思精舍，更關

心證嚴法師的身體健康。慈濟志工吳冉云說：「我希望新的

一年，祝證嚴法師身體健康。因為師父身體健康，我才有力

量去做慈濟，努力做慈濟。」

在2020年開年第一天，慈濟美國總會一百三十多位志

工以最虔誠的心禮拜《法華經序》，恭敬迎接「心」

的一年。

時值新舊交替之際，美國總會發佈正副執行長人事案， 

由原副執行長陳佳昇擔當新任執行長，原執行長黃漢魁承擔

副執行長。

陳佳昇感恩前執行長過去八年的帶領，讓美國慈濟邁向

更健全的組織架構及更完善的制度；黃漢魁感恩過去八年， 

全美慈濟人的支持、愛護、與關心，並承諾將繼續承擔慈濟

美國的未來志業。全球慈濟志工總督導黃思賢親自前來美國

總會，祝福執行長世代交替與傳承，他肯定陳佳昇與黃漢魁

的工作績效及勇於承擔。

之後全體與會者共同禮拜《法華經序》，來展開新的一

年。儘管眾人平常就有禮拜法華經，但在新年第一天，於莊

嚴的佛堂、祥和的氣氛中共同虔誠誦經，身心靈都有了全新

的不同感受。

新的一年第一天全美慈濟各分支聯點皆舉辦了不同的活

動，無論是朝山、恭誦法華經或是聚會團拜，大家共同的心

願都是一樣的，期盼以虔誠心念祝願新的一年，在全美慈濟

人同心協力心手相攜中，以善解、包容入人群，讓愛遍灑人

間淨土。

慈濟美國總會在新年元旦清晨恭誦《法華經序》，並進行繞佛繞法。
攝影／駱淑麗

◎步步堅定　愛種萌芽

德州分會啟動一年多的災後中長期復原計畫（CORE 

Program），也在這次新年活動中看到顯著正面的社

區反饋，許多越南裔志工的加入，代表慈濟人一步一腳印的

服務，已深入各個族裔社區萌芽成長。

在朝山後越南裔慈濟志工孫定願歡喜的表示，覺得心中充

滿了難以言喻的歡喜，因為大家都一條心，行進中每個人步

伐很整齊，那種磁

場與氛圍讓她非常

感動。她希望每年

都有機緣，來參加

慈濟人的朝山，從

虔誠信念堅定向前

開啟新的一年。

受邀來參加朝山

的一位女性越南裔

居民指出，因為知道慈濟是一個幫助人的團體，她覺得很

好，以後也要經常來參加慈濟活動，學習幫助別人，只要有

空她願意盡自己的能力來參加慈濟。

越南裔社區志工孫定願（右）和越裔居民
一同參與德州分會的朝山。攝影／許維真

當今世界各國風、火、水、土四大不調日趨嚴重，慈濟志工一
直都在關注著，和災民併肩經歷天災人禍所造成的艱苦歲月。

有福的人，您所捐出的善款，不僅僅是金錢，更是一份真誠
的善念、救人的善心。佛經上記載，世間若善少惡多，天下就
會多災難；世間若是善多惡少，即使有惡業也會轉禍為福。

這個世界需要您共同付出愛，一起讓受苦難的人們，能收
到一份希望，再次綻放笑顏！

捐款請電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電話：713-270-9988；
或參見慈濟美國中文網tzuchi.us/zh。

讓希望萌芽
讓愛擴散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與會眾，在2020年元旦虔誠朝山迎新年。
攝影／許維真

地震災區地面和建築物牆壁出現龜裂、坍塌等情況。李小姐提供災區嚴重坍塌的房屋。李小姐提供

2020TX_newspaper_187.indd   1 1/16/20   5:09 PM



BB1515廣告
星期六       2020年1月18日       Saturday, January 18, 2020

2020Census_Thecensusis(Awareness)_11.2x20.5_ZH-T.indd   12020Census_Thecensusis(Awareness)_11.2x20.5_ZH-T.indd   1 12/27/19   11:09 PM12/27/19   11:09 PM



BB1616廣告
星期六       2020年1月18日       Saturday, January 18, 2020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World Journal ' 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Name :                                                                                          Date :           /         /                Name :                                                                                               Dat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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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