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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大休士頓地區已有5例新冠病例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當全世界都在認
真對抗冠狀病毒時，美國正忙於超級星期二的
總統競選活動，美國人民似乎比起冠狀病毒的
病情，他們更在意美國總統競選和股票。 可能
是冠狀病毒在美國的低影響尚未引起人們對此
的擔憂。美國總統選舉兩黨預選首個“超級星
期二”初步計票結果3月3日夜間陸續揭曉：前
副總統拜登和聯邦參議員桑德斯在民主黨黨內
預選中位居前列，現任總統川普在共和黨黨內
預選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綜合美媒報導的初

步計票結果，在當天舉行預選的14
個州中，拜登贏得至少 9 個州，除
東部和南部的多個州外，還拿下美
國人口數量位居第二的得克薩斯州
。桑德斯則在美國人口數量最多、
同時也是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黨代
表票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獲勝，並
在家鄉佛蒙特州等 3 個州取得領先
優勢。現年77歲的拜登和78歲的桑
德斯都是美國政壇“老將”，拜登
屬於溫和派，而自稱“民主社會主
義者”的桑德斯立場較為激進。

3日的“超級星期二”預選決定民
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逾三分之一黨代
表票歸屬。要想獲得黨內提名，競

選人需獲得過半數黨代表票。當天，在共和黨
黨內預選中，川普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各方預
計他將再次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前紐
約市長佈隆伯格斥資約5億美元加入“超級星期
二”選戰，但僅贏得美國海外領土美屬薩摩亞
。3日的“超級星期二”預選決定民主黨全國代
表大會逾三分之一黨代表票歸屬。要想獲得黨
內提名，競選人需獲得過半數黨代表票。民主
黨初選共有3979張選票，獲得超半數（1991張

）選票就可贏得初選。 “超級星期二”當天有
14個州同一天舉行投票，共1375張選票，包括
票數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從歷
史上看，誰贏得“超級星期二”，基本就贏下
了初選。拜登大勝鼓舞市場 道指飆升1170點。
一些分析師認為，美股今日上漲、以及美國國
債收益率從周二創下的歷史低位反彈，皆應歸
功於美國民主黨競選人、前副總統拜登在總
統候選人初選期間的重大勝利。在美國大選初
選的“超級星期二”，民主黨參選人、前副總
統拜登成為黨內初選的大贏家，他拿下14個州
當中的9個州的選票，其中包括第二大票倉得克
薩斯州。

拜登一連串的勝利削弱了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的勢頭，而桑德斯被華爾街
視為對市場極其不利的候選人。 CNN稱，若桑
德斯最終入主白宮，華爾街將迎來最可怕的政
治夢魘。市場認為，桑德斯如果當選美國總統
，他給美國經濟系統帶來的潛在不確定性要超
過所有其他的重要候選人。桑德斯自稱是民主
社會主義者，其競選綱領包括進行政治革命、
禁止使用壓裂法開採油氣、拆分大銀行、以及
立法徵收財富稅等。AGF Investments 首席美國
政策策略師Greg Valliere表示：“桑德斯的政策

對市場將意味著一場巨大的災難。投資者看到
他，心中懷抱著巨大的焦慮。”
當天，在共和黨黨內預選中，川普以壓倒性優
勢獲勝，各方預計他將再次獲得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提名。黨內預選是美國總統選舉第一階段
，通常在大選之年的年初至6月在各州陸續舉行
。長期以來，美國部分州、海外領土選擇在總
統選舉預選階段前半程的某個星期二集體舉行
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黨內預選。這一天的預選活
動跨地域廣、選民數量大、多樣性強，其結果
對兩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影響重大，因此備受關
注，被媒體冠名為“超級星期二”。市場仍在
關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態勢。世界衛
生組織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以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已達10566例
，這折射出全球疫情蔓延的嚴峻形勢。IMF總
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
濟構成嚴重威脅。美聯儲在周二緊急降息50個
基點的行動震撼市場。美聯儲聲明稱，儘管美
國經濟基本面保持強勁，但“冠狀病毒給經濟
活動帶來了不斷演變的風險。”美聯儲周二緊
急降息後，當天美國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在
150多年以來首次跌破1%。

美國總統初選“超級星期二” 民主黨拜登成為大贏家
拜登拿下14個州中的9州 其中包括第二大票倉德州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至三月五日晚，休
士頓衛生局宣布：休士頓市和哈里斯郡分別確
認一例“新冠病例”，兩名患者皆為男性，在
60至70歲間，與前三例確診患者一同去埃及旅
遊。目前兩人情況穩定，截至三月五日晚，大
休士頓地區共有五例新冠病例。

這兩位在三月五日被確診為“冠狀病毒”
患者，據哈里斯郡衛生部門宣布，他們都已住
院且病情穩定，其中一名女性患者，被證實是
萊斯大學的職員。Dr. Umair Shah 表示：他們正
在努力確認還有那些人和這三人一起旅行。與
他們有接觸的一些人正在自我隔離檢疫中。官

員們聲稱，根據CDC(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
驗證：“來自休士頓哈里斯郡西北部的一名男
子和一名女子的COVID-19 檢驗呈陽性。這些
病例的與旅行有關，目前尚無社區傳播的證據
。”

（另糖城十位埃及遊團員並未接受檢測只
是居家隔誰，目前已知36位團員有8位確診新
冠肺炎，1位台灣，2位休士頓，2位北加，3位
加拿大）

根據Medicare 給65歲以上有Medicare 發出
訊息，作“冠狀病毒”檢測是不用錢的，而一
些媒體宣稱美國人作此檢驗要3000美元。

以下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症狀：
1，一開始病毒會感染喉嚨，喉嚨會覺得很

乾，這種感覺大約持續3-4天。
2， 然後病毒會侵入鼻液，再流入氣管，最

後進入肺部導致肺炎。這個過程大約持續 5-6
天。

3，這個肺炎的表現是高燒和呼吸困難。鼻
腔堵塞的感覺跟普通感冒不太一樣，你會覺得
有一種溺水無法呼吸的感覺。如果發生這種狀
況的話請及時就醫。

關於預防：
1，通常最有可能感染的方式是在公共場合

觸摸了帶有病毒的物體，所以記得勤洗手。病
毒在你手上只會存活5-10 分鐘，不過即使是短
短的5-10 分鐘，也要十分警惕（不要用手揉眼
睛或不自覺的摳鼻子。

2， 除了勤洗手之外，還可以用漱口水漱口
，這樣可以殺死或者減少存留在喉嚨里的病菌
，防止落入肺部引起肺炎。

3，請一定多加小心，記得多喝水。
由於全球數據持續不足，目前對它在美國擴張
的預測是可能的，但最有可能在3月中旬至4月
中旬在美國廣泛傳播。

33月月33日的日的““超級星期二超級星期二””預選預選，，美國民主黨競選人美國民主黨競選人，，前副總統拜登初前副總統拜登初
選大勝選大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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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躋身“全球第壹”
中國寶武何以破解鋼鐵“白菜價”？

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中國寶武”)董事長陳德榮4日在滬

受訪時表示，2019年，中國寶武實現粗

鋼產量9522萬噸，超過2019年粗鋼產量

為8980萬噸的安賽樂米塔爾，躋身全球

第壹。

作為中國第壹鋼企，中國寶武由

新中國第壹個特大型鋼鐵企業“武

鋼”，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建設

的特大型鋼鐵企業“寶鋼”重組而

成，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在上海揭牌

成立。成立之初，中國寶武的年產

粗鋼規模在安賽樂米塔爾之後，位

居全球第二。

陳德榮表示，目前中國鋼鐵產能占

全球的50%，中國寶武產量名列前茅，

是自然的事；但“規模世界最大”還只

是第壹步，是最表面的東西，接下來，

中國寶武將做專業化整合，以提高資源

配置效益。

破解“白菜價”
盡管產能規模近億噸，但中國寶武

並不能“高枕無憂”。陳德榮在受訪時

感嘆，鋼鐵都已經賣到了“白菜價”，

“現在鋼鐵才4000元(人民幣，下同)壹

噸，2元壹斤。”

他表示，早年鋼鐵還比較賺錢的時

候，為了保產，產能過剩點、效率低點

都還能承受，但如今鋼鐵產能過剩、利

潤很薄的時候，需要做強做優主業，同

時發展與鋼鐵有協同效應的多元產業以

提升效益。

據介紹，除了鋼鐵制造業，中國

寶武還推動“新材料產業、智慧服務

業、資源環境業、產業園區業(推進老

鋼鐵基地存量資產開發)、產業金融

業”五方面的發展，協同行業企業共

建鋼鐵生態圈。

“抱團”謀發展
中國寶武這幾年經歷了三次“重

組”：2016年，寶鋼和武鋼重組，成立

中國寶武；2019年9月，中國寶武以市

場化方式重組馬鋼集團；2019年年底，

中國寶武實施對重慶鋼鐵的實質管理。

對此，陳德榮在受訪時表示，聯

合重組是中國鋼鐵規模發展的必由之

路。他介紹，中國鋼鐵產量雖然占全

球鋼鐵的 50%，但由於工業化發展歷

程還短，大量企業(相較於行業其他企

業)單體規模較小、分布較散，裝備水

平較低、行業秩序較亂，因此需要提

高產業集中度來解決“小、散、低、

亂”的問題。

陳德榮說，中國寶武在技術、裝備

、人才等領域相對占優，但企業不能停

止發展，聯合重組是企業發展到壹定階

段的必然戰略，“今天整個市場過剩，

再去建新廠，需要‘打’掉老廠，會帶

來國民經濟、國民財富的損失，這時候

，最有效、最‘經濟’的方式是聯合重

組、並購。”

陳德榮說，寶(鋼)武(鋼)的聯合是中

國供給側改革的壹個示範，但在政府

“有形之手”之後，企業應該采用更多

市場化方式推進發展。

“優勢互補、產能重組，會帶來

雙方共贏。我們感覺這條路應該是正

確的，中國寶武也因此提升了競爭力。”

他說。

推動國際化
中國寶武今年還將大力度推進國際

化，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和“壹帶壹

路”沿線。

陳德榮在受訪時稱，除了聯合

重組，寶武的下壹步重點是提高國際

市場的份額。他介紹，歐美鋼鐵市場

相對成熟，且中國鋼鐵有競爭優勢；

“壹帶壹路”沿線人均鋼鐵使用量還

很低，有巨大的市場成長空間，國際化

將是中國寶武未來進壹步發展非常重要

的“維度”。

“全球20多億噸的鋼鐵產能，寶武

近1億噸，也僅占約5%，而成熟行業的

頭部企業占比壹般達到百分之十幾至二

十幾。”陳德榮說。

他認為，鋼鐵雖是個“古老”行業

，但其整個市場結構遠沒有成熟，中國

寶武的機會還很大。

中國下調貸款利率 將會產生哪些影響？
每月報價壹次的中國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

，結束了自2019年11月20日以來三個月的“按兵

不動”，壹年期利率直降10個基點，從4.15降至

4.05；五年期以上利率從4.8降至4.75。

中國自2019年8月20日啟動新的貸款利率報價

機制以來，LPR壹直保持下行趨勢。加上本次下調

，壹年期貸款利率已經下調了三次，降低了20個

基點；和房貸關系更密切的五年期以上貸款利率，

也下調了兩次，累計降低10個基點。

調低貸款利率，會產生哪些影響？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分析指出，今年

2月以來，中國央行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保持金

融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並先後下調逆回購和中期

借貸利率(MLF)，非常及時和必要。引導LPR利率

下行，將為企業應對疫情影響、降低實體經濟融資

成本發揮積極作用。

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員明明表示，“千

方百計降成本”是當前貨幣政策壹個重要目標。

2019年壹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小微企業貸款利率

、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都有壹定幅度下行，降成

本取得壹定成果。2020年穩增長、穩就業、降成本

需求仍大，貨幣政策邊際寬松有空間。銀行向實體

讓利，就要堅決打破貸款利率隱性下限，繼續加大

LPR下行幅度。

LPR降了，房貸會降嗎？
截至去年底，中國已經有近90%的新發放貸款

參考LPR定價。30萬億元人民幣規模的個人住房貸

款，利率也隨之“換錨”。不過，雖然房貸已經與

LPR掛鉤，但從目前看，影響有限。

根據央行2月19日剛剛發布的貨幣政策執行報

告，中國房地產貸款增速平穩回落。2019年末，個

人住房貸款余額為30.2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6.7%，增速較上年末回落1.1個百分點。

從央行官方數據可以看出，2019年12月的個

人住房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是5.62%，比去年9月末

的5.55%還提高了0.07個百分點；不過比較2018年

12月數據，個人住房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同比下降了

0.13個百分點。

從有關部門的表態來看，“穩”仍是樓市

第壹關鍵詞，LPR 的到來並不會讓個人住房貸

款出現大的波動。中國央行 19日再次強調，堅

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按照

“因城施策”的基本原則，加快建立房地產金

融長效管理機制，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

濟的手段。

貸款利率降了，存款利率降嗎？
今年以來，下調存款利率的風聲不斷。央行貨

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1月份表示，將“綜合考慮經

濟增長和物價水平的情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2月也提出，可適當

下調基準存款利率為銀行降低貸款利率提供空間，

幫助受疫情影響的困難企業渡過難關。

這些表態，都為存款基準利率的調整留下

了空間。不過，是否調降存款利息，各方仍有很

多考慮。

中信建投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黃文濤認為，疫

情沖擊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應是恰逢其時。考慮

到壹季度經濟下行壓力巨大，銀行的角色將更為重

要。

明明則認為，短期來看，對沖疫情影響的政策

可選項很多，財政政策和定向性貨幣政策更加合適

。中長期來看，調整存款基準利率的效果確實更為

直接有效，但仍然面臨壹定阻力。

溫彬認為，下階段，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時，金融部門應積極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和穩增

長，降準降息還有空間，同時也可適時適度下

調存款基準利率，繼續引導 LPR 利率下行，切

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加大降低小微企業

綜合融資成本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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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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本該歡慶祥和的節日氣
氛，被突如其來的冠狀病毒疫情爆發而
破壞。這來勢洶洶的新型病毒以極強的
傳染力席卷中國，截止發稿時中國境內
官方確診人數已經超過8萬人，並造成
了上近3000人死亡。隨著疫情的蔓延
，美國地區也有70多人確診，6人死亡
。

另據國際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
刊登中國科研團隊的論文，分析了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的臨床特征。研究對象是
中國湖北省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的99
位患者。研究團隊對這些患者進行流行
病學和臨床研究並跟蹤。

易感染人群
論文指出，被研究的99名患者中，

50人患有慢性基礎疾病。研究人員推斷
，新型冠狀病毒更有可能感染患有慢性
基礎疾病的老年人，因為這些患者的免
疫功能較弱。

至於是否會產生嚴重的混合感染，
除了病原體的致病因素外，患者的免疫
狀況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論文指出，年
齡大、肥胖和合並癥可能與死亡率增加
有關。當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例如老
年人、糖尿病患者、艾滋病患者、長期
使用免疫抑制劑的人群和孕婦等感染了
新型冠狀病毒，應及時加強免疫支援治

療，可降低並發癥和死亡率。
如何提高免疫力
自野花牌綠蜂膠問世30多年以來，

它最顯著特征就是提高免疫力、抗菌消
炎抗病毒，在消費者中樹立了良好的口
碑。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期間
，不少人在情急之下想到了服用它，增
強免疫力。近期不少新老客戶絡繹不絕
上門或致電求購野花牌綠蜂膠來保護自
己和家人。

現代醫學對蜂膠的藥理作用研究也
證實：蜂膠具有極強的抗菌、抗炎癥、

抗病毒、提高生物體的健康防衛作用。
被科學家譽為“珍貴天然的抗生素，是
人類迄今發現的最有效的天然抗菌抗病
毒之品。”其最顯著的特征是作用廣譜
，對多種病菌病毒有抑制作用，同時能
夠增強人體免疫能力，而無合成抗生素
之毒副作用。

野花牌綠蜂膠來自巴西原始森林，
純天然無汙染，濃度高，品質純正，效
果好，是當之無愧的天然珍品。野花牌
綠蜂膠具有悠久的生產歷史，全球領先
的專利提純技術，最多的國際權威認證

，在蜂膠業界和消費者中獲得廣泛的好
評和認可，在國際市場上樹立了蜂膠業
界領導者的地位。

巴西野花牌極品綠蜂膠榮獲全球食
品衛生體系HACCP、美國食品藥品監
管局FDA、加拿大衛生部天然保健局
NPN，以及國際藥品行業優異生產質量
GMP等多項國際權威認證和註冊。
野花牌綠蜂膠專賣店還銷售野花牌巴西
桔子花蜂蜜，是頂級巴西原產有機純蜂
蜜，清新香甜，潤肺止咳。

面對疫情，野花與您同行，齊心協
力，共度難關。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蜂蜜抗菌消
炎抗病毒，提高免疫功能，為您和家人
的健康保駕護航。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諮 詢 訂 購 熱 線 ： 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
訪問，祝您健康！

一場病毒一場病毒，，改變人們的認知改變人們的認知----------
目前最大的競爭力不是學歷目前最大的競爭力不是學歷、、能力能力，，

而是免疫力而是免疫力

20202020人口普查亞裔媒體新聞發佈會人口普查亞裔媒體新聞發佈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20202020人口普查人口普查DenverDenver 及及 DallasDallas區負責人區負責人Cathy L. LacyCathy L. Lacy與休士頓人與休士頓人
口普查專員口普查專員DebbyDebby 李及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啓梅相互交流李及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啓梅相互交流

20202020人口普查人口普查,TDW+Co,TDW+Co東主王開明東主王開明,,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啓梅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啓梅,.,.
BPSOSBPSOS越裔執行董事越裔執行董事Jannette Diep,Jennifer KimJannette Diep,Jennifer Kim新聞發佈會合影新聞發佈會合影

BPSOSBPSOS越裔執行董事越裔執行董事Jannette DiepJannette Diep TDW+CoTDW+Co東主王開明東主王開明 Jennifer KimJennifer Kim 負責負責::20202020人口普查各族裔翻譯內容人口普查各族裔翻譯內容

20202020人口普查人口普查DenverDenver 及及 DallasDallas區負責人區負責人Cathy L. Lacy,Cathy L. Lacy,目目
前有前有55,,000000員工收集員工收集1212州資料州資料

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啓梅為亞裔媒體新聞發佈會引言人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啓梅為亞裔媒體新聞發佈會引言人 TDW+COTDW+CO 常務董事張庭楷主持常務董事張庭楷主持20202020人口普查亞裔媒體新聞發佈會人口普查亞裔媒體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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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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診所有牽引療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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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李醫生又引進了最先進的MLS鐳射治療
儀，無痛、快速、有效！MLS鐳射治療儀是四級
雷射，非一般巿面上的二級雷射能比擬，儘管都
是雷射，但其波長和效果還是不一樣，MLS雷射
專利技術領先業界20年，是唯一不會燙的四級
雷射，快速安全有效！經過FDA認可，對於治療
急性及慢性肌腱損傷、挫傷、血腫(瘀青)、退行
性關節病變以及椎間盤病變有著驚人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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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做牽引治療和MLS鐳射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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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現代汽車榮獲最多項 2020 IIHS
Top Safety Pick+與Top Safety Pick殊
榮

• 北美現代汽車現在在美國市
場銷售九款評為Top Safety Pick/Top
Safety Pick+的車型，為汽車業界中擁

有最多Top Safety Pick殊榮的品牌之
一

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IIHS) 宣
布現代汽車與另一品牌並列，在當今
汽車業界中獲得最多Top Safety Pick+
與Top Safety Pick評級。現代汽車總

共有九款榮獲獎項的車型。
現代Nexo車型是六臺Top Safety

Pick+的獲獎車之一，並且與其他五臺
車型不同，Nexo的車頭大燈得到了優
良的評比。得到優良評級的大燈必須
提供最佳的可見性，並避免迎面車輛
所造成的過度眩光。現代汽車其他八
種車型則獲得了Top Safety Pick的殊
榮。

榮獲Top Safety Pick的現代休旅
車為：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
特定大燈的現代Kona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
特定大燈的現代Tucson

• 備有特定大燈的現代 Pali-
sade

• 備有特定大燈的現代Santa
Fe

榮獲Top Safety Pick的現代汽車
為：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
特定大燈的現代Elantra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
特定大燈的現代Elantra GT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
特定大燈的現代Veloster

• 備有特定大燈的現代Sonata
北美現代汽車技術中心總裁Andy

Freels表示： 「我們的SmartSense安
全功能和先進的汽車平臺可為車主和
新車買家提供真正的需求。現代與其
工程團隊通過優先考慮安全性，持續
讓 現 代 汽 車 更 安 全 。 藉 由 現 代
SmartSense的功能，像
是前方避免碰撞輔助、
駕駛人註意力警示、盲
點碰撞警示、線道保持
輔助等，我們最新的車
輛可確保駕駛人的信任
。」

北美現代汽車
我們在北美現代汽

車深信每個人都值得更好的車。從我
們設計和製造汽車的方式到我們對待
顧客的方式，讓事情變得更好是我們
所做一切的核心。現代富有尖端科技
的SUV、房車、休旅車，以及替代能
源車款皆有現代保固計畫的背書，這
是我們讓顧客能有更好經驗的承諾。
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百三十
間經銷商銷售，並且將近一半的車輛
是在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製造
廠建造。北美現代汽車的總部位於加
州噴泉谷，為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
公司。

4025040250--現代汽車榮獲最多項現代汽車榮獲最多項20202020 IIHSIIHS
Top Safety Pick+Top Safety Pick+與與Top Safety PickTop Safety Pick殊榮殊榮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最新技術最新技術MLSMLS鐳射治療儀無鐳射治療儀無痛痛、、快快速速、、有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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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2月24日起全面修改
移民表格，嚴格限制移民申請美國福利。若是親
屬移民，則在美國的親屬必須收入在貧窮線
125%以上。如果是已經在美國境內的綠卡或公
民申請人，但曾經使用過美國的社會福利，如住
房補助等等，則會被拒絕綠卡或公民申請。

移民局也將審查以任何形式申請美國簽證的
申請人，如果認為未來有可能申請社會福利，就
會被拒絕入境。

特朗普總統在聲明中說，這是為了“保障美
國公民的福利”。“大量非公民及親屬，占我們
福利制度的便宜。”“造成美國納稅人的負擔”
。

移民法要求所有親屬移民申請和部分職業移
民申請，必須提供經濟擔保書（Affidavits of
Support）。經濟擔保書（Affidavits of Support
）由擔保人為被擔保的移民申請人遞交，保證該
移民申請人不會成為美國社會的公眾負擔。如果
被擔保人向政府申請某些福利，政府有權向擔保
人要求補償。通常擔保人必須證明自己有貧困線
125%以上的收入。如果申請人收入不夠，可以
用動產和不動產擔保。也可以請共同擔保人。

移民法將“公眾負擔”定義為“可能需要依
靠政府補助，比如接受政府公眾救濟金來維
持收入或需要政府長期進行醫療救助的個人”。

被列入公眾負擔考量的福利項目主要包括
1. 安全補助救濟 (SSI: Supplemental Se-

curity Income)
2. 困難家庭臨時救助的現金福利(TANF: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3. 用於支付長期看護中心的醫療救助金

（如養老院或福利院Housing Program）
4. 食物券 (SNAP: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不在公眾負擔考量範圍內的福利項目主要包

括
1. 緊急醫療救助
2. 緊急災難救助
3. 短期非現金緊急救助
4. 根據“國家學校午餐及小孩營養法”規

定的援助
5. 根據中小學相關法律法規提供的援助
6. 公眾免疫
7. 傳染病檢測和預防
8. 勞動獲得的支付（如社會保險 Social

Security）
經濟擔保人的責任在以下條件下解除：
1． 被擔保人成為美國公民
2． 被擔保人在美國工作時間達到四十個季

度

3． 被擔保人放棄美國綠卡
4． 被擔保人去世
最新移民消息
1. 由於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情況，美

國總統川普2月2日星期日發布了公告，宣布限
制和暫停所有在入境或準備入境前14天內身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移民或非移民類外國
人入境美國，不包括曾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逗留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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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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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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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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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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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福利就沒綠卡吃福利就沒綠卡””已經正式啟動已經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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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20202020新舊會長交接典新舊會長交接典
禮暨禮暨3535周年慶晚宴周年慶晚宴（（下下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世華總會名譽總會長黎淑瑛世華總會名譽總會長黎淑瑛（（右八右八 ），），副總副總
會長郭秀梅會長郭秀梅（（左八左八））主持新任會長洪良冰主持新任會長洪良冰（（右右
七七））與吳展瑩會長與吳展瑩會長（（右六右六 ））交接儀式後交接儀式後，，與與

20202020全體理監事團體合影全體理監事團體合影。。

「「印心堂印心堂」」 心靈輔導的蕭老師心靈輔導的蕭老師（（AliceAlice
Hsiao )(Hsiao )(左左 ））與李迎霞前會長與李迎霞前會長（（右右 ））合合
影於商展會上影於商展會上。。

世華年會商展會上世華年會商展會上，，世華前會長李世華前會長李
迎霞迎霞（（右右 ））與與 「「石墨烯遠紅外線能石墨烯遠紅外線能
量毯量毯」」 廠商廠商、、新北市婦女工商會副新北市婦女工商會副

秘書長葉嫣嫣秘書長葉嫣嫣（（左左 ））合影合影。。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歷任會長及理事們合影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歷任會長及理事們合影。。

所有新舊會長及來賓表演歌舞所有新舊會長及來賓表演歌舞。。所有新舊會長及來賓表演歌舞所有新舊會長及來賓表演歌舞。。

出席貴賓出席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左四左四），），斯坦福斯坦福
市市議員譚秋晴市市議員譚秋晴（（右一右一），），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右右
三三），），副總會長郭秀梅副總會長郭秀梅（（左二左二 ），），林富桂律師林富桂律師（（左三左三））
與歷任會長陳美雲與歷任會長陳美雲（（右二右二）、）、吳展瑩吳展瑩（（左一左一））與新任會與新任會

長洪良冰長洪良冰（（右四右四））合影合影。。

世華郭秀梅副總會長世華郭秀梅副總會長（（中中））主持新主持新、、
舊會長交接舊會長交接。（。（右右 ））為新任會長洪良為新任會長洪良
冰冰，（，（左左 ））為會長吳展瑩為會長吳展瑩。。

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仍有二百多人出席盛會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仍有二百多人出席盛會。。



BB99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20年3月7日       Saturday, March 7, 2020

王朝旅遊為您作出疫後出遊準備王朝旅遊為您作出疫後出遊準備
王朝旅遊為您作出疫情過後出遊的準備，疫

情的惶恐導致大家都不敢出外遊玩，阻擋了大家
想出遊的心，但阻擋不了大家出遊的準備，一切
簽證代辦還在繼續，很多國家簽證都可以簽多次
往返的 ，所以現在就是最好的時間去辦理您將要
出國旅遊的國家簽證，比如中國十年多次往返，
十年多次往返中國簽證有分旅遊簽證和探親簽證
，兩者的區別為：前者是在中國每次可以停留最
多60天，而探親簽證則可以每次逗留120-180天
（最多180天），兩者同樣都是十年多次往返。疫
情結束後，牽絆著全部華人的心到時候就可以回
去中國家鄉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

再來就是歐洲的申根簽證，從今年（2020）
年開始，申根簽證就有著明顯的重大變革了！改
革一：申請者可以提前六個月開始申請簽證，在
此之前，想要辦理申根簽的申請人只能提前三個

月開始辦理，但現在可以提前到六個月申請，意
味著大家就有著充足的時間去規劃行程，這無疑
是一個重大的好消息；改革二：縮短了審批的時
間，往年的審批時間約為15天的，現在縮短到10
天，大大提高了效率；改革三：實行了全面的電
子化，申請人可以在線上申請以及提交申請表；
改革四：對於多次入境簽證，變革後的申根簽統
一了多次入境簽證的有效期，要是經常到歐洲旅
遊，並且都有良好的旅簽記錄，就可以獲得多次
入境的簽證，最短為期1年，之後可以隨著申請人
申請次數遞增年限，但最長不得超過5年。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護照更新和全球簽證
（包括：中國、俄羅斯、申根、日本、韓國/其他
國家）”
同時擁有合規的“公證認證”代理資質 王朝旅遊
是休斯頓最具權威的專業和精緻代理“私人團”

首選
更多行程請查詢王朝網站：www.aaplusva-

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
信: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A14，敦煌廣場隔壁，大
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中國城一
提起 「金大碗 」 餐廳，總令人食指大
動，他們的招牌菜如蒜香雞翅，XO 醬
炒桂花腸炒河，豉椒桂花腸炒河，滑蛋
蝦球炒河，海鮮大什會，核桃明蝦球，
鹹魚雞粒豆腐煲，南乳吊燒雞……等等
名菜，總令人吃了還想再吃，百吃不厭
。每次踏入 「金大碗」 餐廳，總是高朋
滿座，人聲鼎沸，充滿熱騰騰的人氣，
和生的喜悅 !

「金大碗 」 新年新氣象，在原有
的好菜之外，又新增了許多可口新菜，

使您今年的春季
，又可以吃遍好
菜，喜悅滿滿。
「金大碗」 今年

農曆新年新推出
的菜色十分精彩
，包括：琵琶豆
腐，貴妃雞，羊
腩煲，酥炸大腸
，椒鹽多春魚，
百花蒸豆腐，香
辣大蝦炒麵，XO

醬海鮮伊麵，XO 醬帶子炒河粉，豉椒
炒蜆，韓式炒年糕等等，以及稍後即將
推出的焗葡國雞飯，焗白汁海鮮鈑，焗
豬扒飯...等等。

「金大碗」 位於中國城的中心點上
， 「王朝商場」 的正對面,對老顧客來
說，到 「金大碗」 吃飯，就像回家一般
溫馨、喜悅， 「金大碗」 的熱誠招待，
更使所有賓客有 「賓至如歸」 之感。

「金大碗 」 的地址：6650 Corpo-
rate Dr. Suite F, Houston ,Texas 77036,
電話：713-776-2288

「「金大碗金大碗」」 喜迎春喜迎春，，推出精典新菜饗客推出精典新菜饗客
羊腩煲羊腩煲，，椒鹽多春魚椒鹽多春魚，，XOXO醬帶子炒河粉醬帶子炒河粉

圖為美崙美奐圖為美崙美奐，，溫馨宜人的溫馨宜人的 「「金大碗金大碗」」 餐廳內部餐廳內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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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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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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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彼此切實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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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古斯丁
說「我們總以為我們有愛，懂愛，會
愛，能愛，卻常常因為自以為是的愛
變成傷害，因為期待回報的愛變成交
換，因為狹隘自私的愛變成佔有。 上
帝的愛，愛到忘記自己；而人的愛，
愛到忘記上帝！」

2/26(周三)
小淑漸漸身體恢復，有時她邀我

一起吃晚餐，她做韭菜盒、水餃、小

米粥、滷雞爪、醃製糖醋蘿蔔與紫包

菜給筆者吃，我們都愛麵食。

2/28(周五)
上午11:15帶小淑去辦事，去惠康

買菜，路經周師母牧師家送他們小淑

昨晚做的四個韭菜盒，也去美秀家送

兩個韭菜盒與美秀託我代買的三文魚

與生薑。

下午送小淑回家後已兩點鐘，我

們去吃自助餐，休息補充營養，小淑

手術後，少吃肉，現在有食慾想吃點

魚與小排骨肉。

筆者很久沒有來此餐廳，見到四

位女服侍生，大家歡喜彼此問安，離

去前也送她們號角月報與美南日報福

音版暨證主2020年曆給餐廳四位女服

侍生與櫃檯經理小姐各一份。

2/29 (周六)
中午帶兩個飯盒，來陪小淑姐妹

吃午餐，她漸漸恢復體力，上兩周前

去看醫師說小淑姐妹需要三個月才會

完全恢復。

下午4pm帶小淑姐妹去曾老師那

裡問有關買旅遊保險，小淑暫買了半

年保險$400，保值10萬元。小淑說

「買保險就是買個安心，不怕一萬，

就怕萬一。我身體這麼健壯的，哪知

道來美陪先生治癌，突然遇上腹部疼

痛，要做切除膽囊手術。」

我們西南國語教會發起愛心捐款

給小淑姐妹，共收到捐款 $3900多。

感謝天父的大愛顯在眾位弟兄姊妹的

身上，讓大家學習彼此切實相愛。

我一周約有四次來陪伴她一起吃

晚餐，帶她去買菜與日用品等，有時

在家她煮白菜豆腐蝦子粉絲湯，涼拌

蘿蔔暨紫包菜，有時我帶晚餐一起

吃，有時我們去外面吃午餐，她說在

美國生病特感到孤獨，沒有親人幫助

照顧，感謝師母抽空來陪伴她，今天

小淑講講又哽咽與眼眶泛淚。

    愛心天使與黃媽媽

3/3 (周二)
下午3時我載小淑去中國城辦事。

4時來到王朝商場“何處覓”附近遇見

一位黃媽媽(85歲)，見她自己用推車自

晚晴公寓走路到王朝商場買吃的東西，

我們做愛心天使日行一善，載送黃媽媽

回晚晴公寓，她盛情邀請我和小淑姐妹

去她家坐坐，交談分享。她說「我是自

福州到台灣，在台灣台北再興小學教中

文注音符號十多年。爾後，我們夫婦移

民來美國，有一女一子，兒女均成家立

業，有四個孫兒女，是基督徒，老伴和

我住晚晴十多年，現老伴回天家，自己

一人住晚晴。我們為黃媽媽禱告祝福

後，拍照留念離去。」

回小淑家，小淑中午已做好排骨冬

瓜香菇湯暨紅燒排骨芋頭接待我一起吃

晚餐。飯後又打果汁給筆者喝，我們彼

此交談分享，一起讀箴言書2-3 章，禱

告後我回家。

     送黃媽媽回家

●友人來信
1. 潘師母是上帝派到人間的愛心

天使，在人間榮耀神，傳遞神的大愛!
無處不在!願上帝賜福每一個需要幫助

的人，願神的愛與我們同在!阿們!  休士
頓/小淑

2. 潘師母你好！你對小淑無微不

至的關心。太感謝你了。小淑身邊有你

的陪伴。我很放心。潘師母你辛苦了。

潘師母，看了你的「思牡札記」專文報

導《愛心天使出航》知道小淑得病的全

過程。她在患病期間，你一直陪伴在她

的身邊細心的照顧她。我衷心的說一聲

謝謝啦！山東煙台/ 孫盛珍大姊

3.  為在武漢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兩

位主內弟兄（李文亮醫師、紅綾先生）

的離世深感悲痛，才知道他們是基督

徒。願他們安息在主懷裡。感謝主，藉

著上周六師母分享的禱告，讓我認識到

禱告的更多重要性，我聆聽語音版的禱

告詞，如潤物無聲般走進我心裡，感動

淚目。如果以後每天都能聽到這樣的禱

告就太好了。再次感謝師母！遼寧/蘇菲

為什麼上帝允許冠狀病毒發生 ?

西南國語教會徐仁燕姐妹致潘師母信 :

     感謝主有您這麼有愛心的師母幫助
小淑！看到小淑這次生病的情形就讓我
觸景生情，回憶我先生去年六月在北
京突發心梗急診手術後送加護病房，我
買到第一時間的機票獨自趕回北京，照
顧他和婆婆，兩週之後為了留住工作不
被裁員又匆匆趕回休斯頓上班，我自己
不論精神上和經濟上都擔起了沉重的負
擔。感謝主有教會的弟兄姐妹一直為我
們禱告，讓我得到了很多心靈上的安
慰，也支持著我一路走來到今天。

      現在我雖然上班遠，每天六點半出
門，晚上也常常加班到 7 點以後才能回
家，甚至週末也要加班；下班回來還要
煮飯做家務，每晚也很晚才能休息，真
是身心疲憊。但做為第一代移民，旅居
他鄉的我們，為了生存就只能撐下去，
既使沒有積蓄、頭頂房貸車貸，一天的

重擔也必須一天當，不能過多地為明天
憂慮。每週日我都盡量爭取去教會參加
主日崇拜、參加教會的服侍和成人主日
學；每次見到師母您和教會關心惦記我
的弟兄姐妹都是極大的鼓勵和安慰！

      這次小淑姐妹生病我不能幫到什麼，
但聽到古弟兄倡議為小淑姐妹愛心捐
款，我就毫不猶豫地把原本想捐給武漢
的錢捐給小淑了，我想此時此刻她更需
要我們每一個人的愛，積少成多！真的
是為師母您的愛心感動，更感謝神讓教
會這麼多弟兄姐妹把神的愛傳揚出來，
幫助我們這些寄居異國他鄉的客旅，讓
我們不再為明天憂慮！讓我們靠著神的
愛和信心來度過這世上短暫的客旅之
日，憧憬好得無比的未來！哈利路亞！
2-10 12:39MN

    思牡回覆信
      仁燕，感謝您忙碌中，有感而發，
寫下感人的心聲，主耶穌記念西南國語
教會各位弟兄姐妹們的愛心捐款幫助小
淑姐妹，大家同舟共濟，扶持她，安慰
她，共渡過難關。
   潘師母

2020 年 2月 19日信息
願全能的上帝所賜的信心和祝福

臨到你們 , 永遠與你們同在。願你們
身穿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 心裡剛強 ,
每天為你們所愛的人宣告詩篇 91 篇。
阿們 !

在聽了 " 邁克談天下事 " 的最新
報導後 , 我對耶穌說 :" 主啊 , 這種情
況真的很可怕。"

耶穌回答說 :「珂萊爾 , 現在你也
許知道我為什麼哭得這麼厲害了 , 我
仍在哭泣。靈魂的喪失非常慘重 , 這
是你們生活中用任何東西都無法衡量
的損失。二十世紀初流感肆虐的時候 , 
你還沒有出生 ( 我想主說的是 1918 年
的西班牙流感 )。這些事完全超越了
對現實本身的描述。 

" 實際的狀況比報導的要嚴重得
多 , 這也會造成經濟上的重大損失。
人們還不知道其嚴重程度 , 也不知道
採取了什麼措施隔離那些有那些有症
狀的人 , 他們對病人很殘忍。

" 我希望我的子民開始為我而活。
我希望他們能夠明白 , 活著不是為了
提高生活水準 , 有足夠的金錢 , 得到他
們想要的一切。我希望他們把心交給
我——這是一個極端的措施 , 我從未
希望過這樣的事情發生。

" 這場瘟疫才剛剛開始 , 它的爆發
會震驚全世界的。世人哪 , 要把你們
的心轉向我 , 不要以為你們繼續為自
己而活的同時 , 還能躲避這場瘟疫。
我在呼喚你們所有人回到我身邊 , 而
你們所看到的 , 正是你們冷漠自私的

生活方式的後果。"
啊 , 主啊 , 我知道我也犯了這個罪。
兩周前 , 我問自己 : 為什麼主如此

痛苦呢 ? 祂為什麼在哭泣 ? 那時以西結
病得很重。

接著 , 有關冠狀病毒的消息就傳開
了。

這裡有一個關於詩篇 91 篇的真實故
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 有一個 900
人的兵團 , 這個軍團的指揮官讓他的士
兵每天在做任何事之前 , 都先宣告詩篇
91 篇 , 然後再去打仗。這 900 個人每天
都這麼宣告。在整個世界大戰期間 , 當
其它軍團在戰場上受傷或被殺時 , 這個
軍團沒有一個人受傷或被殺 ; 900 個人 ,
沒有一個人犧牲 ! ! ! 親愛的家人 , 這足
以告訴你們上帝非常尊榮這個禱告 , 並
差派巨大的天使天軍保護人們。 

此時此刻 , 我真的很想聽到主的聲
音。所以 , 我說 :" 耶穌 ......"

主說 :" 我在這裡 , 你不需要咖啡。  
( 是啊 , 今天早上我突然從床上跳起來 ,
因為我想早點與祢相會。) 我已經在這
裡傾聽你的每一個心跳了。你叫我的百
姓這樣禱告 ( 宣告詩篇 91 篇 ), 實在是
太好了。信心的宣告非常有能力。我寶
貴的子民們 , 要從心裡發出祈求 , 要用
心 , 慢慢地禱告。請設想一下詩篇所描
述的情形 , 願你們堅守相信我給你們的
這個應許。要為你們的孩子用心宣告這
篇詩篇 , 當然也要為你們的國家乃至全
世界宣告這篇詩篇。 

" 你們會問 : 我為什麼要為如此腐敗

的世界祈禱呢 ? 很簡單 , 我的話永遠都
不會落空。這個禱告所遮蓋的地方將多
得超出你們的想像。為了得到有效的保
護 , 人們必須轉離罪惡。因此 , 你們至
少要開始懇求我 , 讓大家準備悔改。

" 但最好每天為全世界用詩篇 51 篇
來禱告。這篇詩表達了我對所有受造物
的心意 , 並邀請數百萬靈魂為他們的罪
悔改。"

就在這個時候 , 我 ( 在異象裡 ) 看到
主給世界各地的靈魂們蓋上了一張巨大
的毯子 : 一條悔改的毯子 , 一條保護的
毯子。另外 , 我還想補充一點—禱告祈
求神的憐憫。對任何一個垂死的人來說 ,
這個禱告非常有能力。主給聖徒傅天娜
一個應許 : 如果你在一個罪人臨終前祈
求憐悯 , 救恩就會臨到他們身上。 

我想在此補充一句 : 我以前進入新
時代尋找真神的時候 , 有一天主把祂的
聖靈降在我身上。那是 5 月 5 日 , 那天
剛好是新墨西哥州的自由日。就在我得
救的那一天 , 聖靈降臨在我身上的時候 ,
我就開始背誦詩篇 51 篇。我這輩子從
沒讀過聖經 , 也沒聽說過聖經 ! 幾年後 ,
我在聖經中找到了這篇詩 , 我很高興聖
靈在我得救的時候給了我這篇詩篇。

我親愛的家人 , 祂的話太有能力了 !
耶穌繼續說道 :"你那天得救的時候 , 

你還不認識我呢 , 但我認識你。我知道
有一天你一定會成為我的新婦的。現在
我們正在做你一直渴望要做的事 : 幫助
別人認識我。你本可以一輩子做個攝影
師。如若那樣 , 我在你出生之前為你造
的那個甜蜜之地 -- 那個對迷失的靈魂充
滿慈愛和關愛的心田 , 永遠都不會滿足
的。珂萊爾 , 我多麼想點燃你心中的愛
火啊 !"

哦 , 感謝主 , 我真的非常需要這把
火。

" 你們所有人都需要。你們若一心
尋求我 , 你們就必尋見我 , 並得著所渴
望的愛火。這是一個挑旺復興和進入各
種使命的季節。伴隨苦難而來的是悔改
和回轉。 但是悔改必須先從我的牧者們
開始 , 才能完全波及到迷失的世人。

" 我寶貴的子民 , 如果你們每天沒
有真誠的悔改 , 你們在我面前就會變得
冷漠無情。我迫切需要你們為自己的
罪 , 為世人的罪深深地悔改。有了這種
發自內心的憂傷痛悔 , 恩典就會從天上
豐沛地降下來。不悔改 , 你們就如石像
一樣冷冰冰的 , 意識不到你們在服事誰 , 
意識不到你們到底屬於誰 , 到底不屬於
誰。

" 我不希望你們整天對你們的一舉
一動都謹小慎微。但我希望你們能夠意
識到你們的空虛 , 你們的軟弱 , 你們的
缺點。這樣你們就必大聲呼求 , 更多地
需要我了。

" 我多麼想把我自己更多地賜給你
們啊 ! 親愛的子民 , 大聲呼求吧 ! 不要
害怕 , 要大聲呼求說 : ' 主阿 , 我需要你 , 
我需要更多的你 , 主啊 , 請把更多的你 , 
賜給我吧 ! '

" 這樣呼求 , 你們就會被我充滿。你
們難道沒有聽說 , 天國是要努力進入的
嗎 ? "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 , 天國是
努力進入的 , 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 馬
太福音 11:12 )

" 所以 , 你們要向天呼求。這不僅不
會得罪我 , 反倒會讓我喜樂 , 把更多的
我加給你們 , 超過你們的想像。是的 !! 
呼求要更多 , 更多的我 , 你們必全然得
到 ! "

 《聖經應許 -- 悔改》

耶 8:6 我留心聽 , 聽見他們說不正直
的話。無人悔改惡行 , 說 , 我作的是什
麼呢 ? 他們各人轉奔己路 , 如馬直闖戰
場。 

太4:17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 說 , 
天國近了 , 你們應當悔改。 

太 11:21 哥拉汛哪 , 你有禍了 , 伯賽
大啊 , 你有禍了 , 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
的異能 , 若行在推羅西頓 , 他們早已披
麻蒙灰悔改了。 

太 12:41 當審判的時候 , 尼尼微人 , 要
起來定這世代的罪 , 因為尼尼微人聽了
約拿所傳的 , 就悔改了。看哪 , 在這裡
有一人比約拿更大。 

路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 與悔改的
心相稱 , 不要自己心裡說 , 有亞伯拉罕
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 , 神能從這
些石頭中 , 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路 5:32 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
是召罪人悔改。 

路 13:2-3 耶穌說 , 你們以為這些加利
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 , 所以受這害
嗎 ? 我告訴你們 , 不是的。你們若不悔
改 , 都要如此滅亡。 

路 15:7 我告訴你們 , 一個罪人悔
改 , 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 , 較比為
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 , 歡喜更大。 

徒 3:19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 , 使你
們的罪得以塗抹 , 這樣 , 那安舒的日子 , 
就必從主面前來到。 

彼后 3: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 , 有人
以為祂是耽延 , 其實不是耽延 , 乃是寬
容你們 , 不願有一人沉淪 , 乃願人人都
悔改。 

啟 2:5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
落的 , 並要悔改 , 行起初所行的事。你
若不

悔改 , 我就臨到你那裡 , 把你的燈
檯從原處挪去。

啟 3:19 凡我所疼愛的 , 我就責備管
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 , 也要悔改。

觸景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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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会跳舞，真是一件新鲜事儿！可

田老汉家的这只鸡啊，不只是会跳舞这

么简单……

见过鸡打鸣，谁见过鸡跳舞？可田

老汉家的鸡就会！这新奇事儿传遍了全

村，大伙争相跑去看，也引起了村主任

李大强的注意。

大家挤在田老汉家，只见那只毛色

金黄的公鸡立在地上，随着屏幕上的卡

通鸡扭动着身子，时而扑扑翅膀，时而

蹬蹬两腿，还不时撅撅屁股，滑稽极了

。

李大强嘴里衔着牙签，嘻嘻笑着说

：“他娘的，这鸡还真有点意思。月娥

，这鸡是不是你教的，瞧那股骚劲儿，

只有你这柔软的身段儿才能教出来哟！

”

月娥红着脸不说话，拉起儿子小辛

转身进了屋。说起这只会跳舞的鸡，还

是因为小辛。田老汉的儿子前些年出车

祸去世后，剩下田老汉、儿媳妇月娥和

孙子小辛三人相依为命。田老汉在家照

看小辛，月娥体弱多病，出不了远门，

只好去村办企业石灰厂上班，一家人全

靠那点微薄的工资和县里发的贫困补助

度日。

眼见小辛日渐长大，常常目不转睛

地瞪着同龄人骑童车、玩玩具，田老汉

心里急了，他琢磨许久，想出个主意，

别的买不起，不如就让小辛与鸡为伴，

拿鸡取乐！他挑出一只精气神俱佳的公

鸡，交给小辛打理。小辛也挺上心，把

鸡当兄弟，照顾得无微不至， 跟鸡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

后来石灰厂淘汰一批旧电视和影碟

机，月娥花低价买了一套，给小辛放动

画片，小辛跟着片子学舞时突发奇想，

以米粒奖励的方式，一步步调教自己的

亲密伙伴，久而久之，这鸡竟学会了跟

着旋律扭身舞动！

李大强把田老汉拉到一边，说要跟

他商量个事。见田老汉疑惑地看着他，

李大强说：“村里不正在搞农家生态游

吗？把这鸡放到舞台上去表演，准能成

为乡村一绝，给八方游客添个乐子，到

时咱搞个观赏门票，那钱还不是哗哗地

来？”田老汉脑子还没转过弯来，李大

强大手一挥道：“就这么定了，舞台搭

好了我来抱鸡，到时村里给你分红！”

李大强还真是说干就干，马上找人

在村中心划出块地，围上高高的篱笆，

中间搭起个台子，摆上音响设备，挂上

“鸡舞九天”的横幅，把公鸡抱过去跳

舞，按每人每次10元的标准，向观众

收费。别说，还真吸引了不少看新鲜的

人。

看着票子哗哗进账，李大强笑得合

不拢嘴，田老汉却满心郁闷，谁不知道

他李大强是个吃肉不吐骨头的主，当初

许诺给他分红，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只怕一毛也不会给你拔！白损失一只好

鸡了，而且，鸡被抱走后，最不习惯的

就是小辛，又变得形单影只了，整天闷

闷不乐的。

但李大强不管这些，这可是只生钱

鸡，每日表演完后，便抱回去好生伺候

，没有演出时，则交给孙子小建玩。田

老汉恨得牙痒痒的，却又毫无办法。如

果只是白白损失一只鸡也就自认倒霉了

，但不久后，全村人都因为这只鸡恨起

了田老汉。

这鸡到李大强家后，每日吃好喝好

的，迅速雄壮起来，李大强和小建时常

带着它在村里溜达，吆三喝四地替其开

道，竟让它变得骄横跋扈，见着禽畜就

赶，遇上菜地便啄，到处拉屎扑腾，村

民们怨声载道，无处发泄，便把气撒在

田老汉身上，责怪他养出了只妖精，替

恶人生钱不算，还弄得全村鸡犬不宁的

。

田老汉心里冤极了，整天长吁短叹

地想对策。可还没理出头绪，更糟的事

又来了。

那天小辛生日，说想让鸡回来给他

助兴。田老汉不忍心让小辛失望，便去

找李大强，李大强一口回绝道：“不行

，我家小建刚得了‘幼儿园好孩子’的

荣誉，我都约上亲朋好友来庆祝了，更

离不开那鸡的助兴！”田老汉悻悻地回

了家。

不大会儿，村中心传来阵阵熟悉的

乐曲，小辛很激动，央求爷爷带他去看

。爷孙俩来到舞台下，只见李大强的亲

友正看得过瘾呢。这时小建出现在舞台

上，指手画脚地要鸡学他的另一套动作

，鸡不听使唤，小建就使劲扯它的脖子

，踢它的屁股。见昔日的好伙伴痛得狂

叫乱窜，小辛受不住了，他冲上舞台，

用力向小建推去，小建猝不及防，一头

栽倒在地。那公鸡追上来对小辛一顿猛

啄，它已经不认识以前的主人了。

小辛受伤事小，把小建推倒可摊上

大事了，小建右手腕被摔脱臼了！在医

院安顿好小建后，李大强狮子大开口，

管田老汉要6000块钱。田老汉头“嗡”

的一声大了，赶忙通知月娥，月娥预支

了半年的工资赶过来，公媳两人好一顿

哀求，李大强才答应减免1000块钱。

那鸡可能在这件事中受到了惊吓，

不吃不喝，病恹恹的，李大强忙于照顾

孙子，便把它抱给田老汉，恶狠狠地说

：“我免了你1000块，这阵子你给我好

生养着它，养好了再抱回来，有啥差错

就不是1000块钱的事了！”

田老汉敢怒不敢言，用好糠好米招

待它，不料这鸡在李大强家吃惯了精细

饲料，竟对此无动于衷，挣扎着拼命往

外跑，田老汉连忙追上去，跟着鸡走了

好久，到了一个地方，那鸡停下来，轻

车熟路地绕到一个小土地庙里，笃笃地

啄着什么，然后又使劲拨拉了一阵，才

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田老汉走进去，瞧

见地上有个东西，捡起来翻了翻，大吃

一惊，忙用手摸索了一阵，抱起鸡飞快

地往回跑。

第二天县长来视察，在李大强的引

领下边走边看，走了一会儿，路上突然

冒出个人，县长很是惊讶，说：“这位

老乡出门怎么随身抱着鸡？”李大强狠

狠地瞪了一眼田老汉，解释道：“这是

只会跳舞的

鸡，是我们

村里的一绝

，由这位田

大爷负责照

看，可能是

他急于向领

导展示，所

以早早抱过

来了！”县

长听了很感

兴趣，李大

强趁机添油

加醋，把自

己怎么围绕

这只鸡大做

旅游文章的

事吹了一通

，县长边听

边点头，他

看看田老汉

的气色、装

束，问道：

“田大爷是

不是属于村

里的贫困户

？”李大强

点点头。

县长拉过田

老汉的手，

亲切地说：

“田大爷，

今天的午饭我们上您家吃好吗？”见对

方愣了愣，县长道，“您放心，我们会

付餐费给您的，您平时吃什么，就给我

们做 什么，多放点米就行！”县长是

想实地考察一下贫困户的生活状况。李

大强刚要阻拦，田老汉点头如捣蒜道：

“成，成！我回家准备去！”说完拔腿

便走。李大强吩咐手下去买菜，被县长

拦下了。

中午时分，众人来到田老汉家，李

大强正为饭菜的事发愁，没想到田老汉

摆上了一桌不错的菜：蕨干、木耳、蘑

菇等几个山货，一大盘香味诱人的鸡肉

，一壶自酿的黄酒。李大强很高兴，说

：“田大爷虽然是贫困户，可我们让他

儿媳妇去村办企业上班，还给他家申报

了贫困补助，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

他这话一半是吹嘘自己， 一半是借机

警告田老汉别乱说话。

县长他们吃完后，李大强说：“田

大爷，把那鸡抱出来跳个舞，让县长指

点指点吧！”“先别忙看这个。” 县

长摆摆手，对秘书道，“小叶，按工作

餐的标准，把餐费交给田大爷吧！”小

叶掏出300块钱递过去，田老汉伸手挡

住道：“这点钱可不够！”

大家吃了一惊，就这桌菜来说，这

钱已是绰绰有余了。县长不解地问：

“那要给多少钱？”田老汉伸出五个手

指。“500？你疯了！老田，县长给你

300块已经够多了！”李大强厉声道。

“5000！你们刚才吃的那鸡，赔了

我5000块钱！”田老汉眼里仿佛要喷出

火来。

原来，刚才吃的鸡，就是那只会跳

舞的公鸡，田老汉把它给杀了！

这事非同一般，县长听田老汉讲了

村主任如何强占这只鸡扰民、敛财、讹

钱的事后，目光像把刀一样刺向李大强

，李大强捶胸顿足道：“我一时糊涂，

伤害了大家，伤害了田大爷！那5000块

钱，我一定还回来！”

“还？这点钱，你当然还得了，但

有些账，恐怕你永远也还不上！” 田

老汉冷冷道。他转身对县长说：“请县

长跟我到一个地方去看看！”

田老汉带着众人左弯右拐，到了一

个墓地边。李大强黑着脸道：“你把大

家带到我家祖坟来干啥？”他看了看四

周说，“我承认，我家祖坟是违规占了

农田，改天我会迁走！”

田老汉没搭理他，径自走进旁边那

个小土地庙，掀开墙根的一块砖，翻出

个塑料包，来到县长面前，层层打开后

，露出几个本子，县长一看，是李大强

这些年来暗地里做的账本，上面记录了

一笔笔挪用、挤占、截留、贪污公款的

数目，令人触目惊心！

恶霸村主任被田老汉给扳倒了！

村民们边放鞭炮边问他：“你是怎

么发现账本藏身处的？”

田老汉说，还多亏了那只鸡。李大

强这人很迷信，估计是最近上头对账目

查得紧，李大强不敢将账本放家里，只

好藏在祖坟旁边的土地庙里，三天两头

去祭拜，那鸡也尾随而去，李大强怕它

乱跑，便把几包鸡饲料放在庙里，时不

时撒些哄它。

那天鸡被送回田老汉家时，吃不惯

米糠，便跑去老地方觅食，无意间扒拉

掉了砖块，掉出了账本，恰好被跟来的

田老汉看到，他担心直接拿走会打草惊

蛇，万一还没上交就被李大强发现，指

定得来销毁证据。于是他便依原样放回

去，等待着告发的机会。

“那你怎么知道县长会来？”有村

民问。

“我相信天不会黑太久，青天很快

就会到来的！”田老汉说。

“那也犯不着把鸡杀了吧？留着它

生财不更好？”村民们都说。

田老汉不好意思道：“一是那天确

实没啥菜招待县长；二是那鸡已经变性了

，李大强家的染缸，把它给染黑了，留着

也是个祸害！” 他沉默了一会儿，哀伤

道，“可惜了，这只会跳舞的鸡！”

会跳舞的鸡

李强是村业余剧团团长，不但会吹拉弹唱，还

会编小品。前些日子，县里开展“反赌”宣传，李

强就编了一个小品《王跛子来赌》。

小品的主人公王跛子三十来岁，嗜赌如命，搓

麻将、诈金花、推牌九、摇单双，样样都会。就是

因为赌博，他把电器家具卖了，把猪娃羊娃卖了，

把鸡子鸭子卖了，到头来，还欠了一屁股两疙瘩的

债。媳妇和他离了婚，带着女儿走了，老娘气得离

开了人世。就这样，王跛子还是天天赌，为筹赌资

，他拦路抢劫，最后被判刑十五年。

这次，李强亲自在小品中饰演王跛子，小品排

好后，到各村巡回演出。小品写的是老百姓的事，

说的是老百姓的话，人们都夸小品真实、鲜活、教

育人，李强听了，心里十分高兴。

那天晚上，剧团又在演出。“铿铿锵、铿铿锵

”，一阵欢快的锣鼓声后，李强正准备出场，电灯

突然熄了。李强赶忙跑去看电闸，刚走到电闸旁，

屁股就被人踹了一脚。李强“哎哟”一声，仔细瞅

瞅，呀，咋是小丽她爹、自己的老丈人呢！

李强有些不高兴地问：“爹，是你把电闸拉了

？”

老爹闷声闷气地说：“老子就是要拉电闸，叫

你们演不成！”

李强不解其意，但也来不及多问，就说：“爹

，别乱来，有啥话等演完了再说。”

说着，李强把电闸推了上去，老爹今天好像是

吃错了药，依然不依不饶：“老子不光拉电闸，老

子还要揍人呢。”

说着，举起手里的拐杖，就要打李强。旁边的

几个人见状，赶紧把老人拦住。小丽闻讯赶来，生

拉硬拽地把老爹拽回了家。

演完节目，李强来到老丈人家，一见面就亲热

地叫了一声“爹”。老爹一见李强，又气得脸红脖

子粗，连声说：“滚、滚、滚，老子不是你爹。”

说着，举拐杖又要打。

李强、小丽和小丽妈个个一头雾水。李强问：

“爹，你为啥打我？”

小丽也问：“是呀，爹，李强咋惹你了？”

老爹扬起拐杖打李强，一边打一边说：“他自

作自受，老子就是要打他。”

李强抱着头，左躲右闪，被打得嗷嗷乱叫。小

丽见状，赶忙拉起李强跑出了门，老爹在后面大声

说：“李强，你娃子从今往后别进老子这个门。”

说罢，“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李强和小丽回到家，两人怎么也分析不出老爹

到底是哪根神经搭错了，也就放下这件事先睡了。

第二天刚起床，老爹就气冲冲地来了。李强和小丽

笑脸相迎。老爹一进屋，右手就伸进怀里掏东西。

小丽一见，心“怦怦”直跳，赶忙上前。见老爹从

怀里掏出两张纸，小丽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两人一

看，又是哭笑不得，原来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老爹气鼓鼓地说：“李强，你娃子肚子里墨水

多，会编小品，小丽配不上你，你和小丽在协议书

上签个字，离婚吧。”

小丽忍住笑，上前问爹：“你到底是为了啥？

这事您总得让我们弄明白吧。”

老爹气哼哼地说：“小丽，李强瞧不起你爹，

糟蹋你爹，作践你爹，你要还是我女儿，就应该帮

我出气！”

李强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了，问：“爹，我到底

做了啥事啊？”

老爹说：“你娃子莫装糊涂，你编小品，咋不

编你亲爹，编你亲妈，偏偏编老子？”

李强说：“爹，我没编你呀。”

爹说：“李强，你莫把老子当憨子。老子姓王

，腿跛，好搓麻将。你编的小品里那个赌鬼也姓王

，也是个跛子，你说，你编的不是我是谁？”

老爹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怪不得老爹发这

么大的火，原来他对号入座了。李强正要向爹解释

，手机响了，原来是村主任找他有事。李强对小丽

说：“小丽，你把爹招呼好，我去去就回。”

老爹拦住李强：“不行，你必须签了字再去。

”看老爹牛脾气发作，李强和小丽相互递了眼色，

说：“好，我们签。”

老爹刚才吵得凶，现在小两口真签了字，他反

而没声音了，怏怏地拿过协议书。一看，老爹顿时

又来精神了，原来两人写的都是五个字：坚决不同

意。老爹指着小丽说：“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

女关系。”说罢扭头往回走。

老爹故意迈着大步低着头，遇见熟人也不说话

。走到村头，几个正在玩耍的小娃子看到他，跟到

他屁股后头，拍着小手唱：“王跛子，好来赌，天

天来赌天天输，编成小品到处演，你说害羞不害羞

。”

老爹听了，牙根咬得嘣嘣响，心想，这都是你

李强编小品编的，这些小娃娃蛋子也嘲笑我。

回到家里，老爹一屁股坐到板凳上，烟一根接

一根地抽。他脑子里像安了轴承一样，飞快地转着

，李强呀李强，你叫老子丢人现眼，老子也叫你好

好地喝一壶苦酒。

于是，老爹就去找律师咨询，最后一纸诉状把

李强告上了法庭。很快，老丈人告女婿的事，在乡

里传开了。

有人笑李强，生了个聪明相，长了个死心眼，

手爪子发痒，把老丈人编成小品。有的说，李强不

孝顺，侵犯了老丈人的名誉权，这回，要栽了。还

有人劝李强，算了，别再演

这个小品了，何必要顶着被

子玩旱船，自己出了一身汗

，还落个不好看呢？

法院通过深入走访调查

，决定由郑庭长负责调解这

起矛盾纠纷。郑庭长一大早

就来到村里，把老爹和李强

叫到村委会。老爹可得意了

，一见到郑庭长，连忙说道

：“李强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郑庭长，你可要为我做主

啊！”

李强极力争辩：“我哪

里侵犯您的名誉权，您拿出

证据来啊。”

老爹白了李强一眼，说

：“百家姓里，那么多的姓

他不编，偏偏编姓王。他不

编麻子、秃子、拐子，偏偏

编跛子，十里八乡的人都知

道我的绰号叫王跛子呀。法

官大人，他是不是侵犯了我

的名誉权，败坏了我的名声

。”

郑庭长听了，笑着说：

“大叔，你这样自己对号入

座，完全是误会李强了。李

强编小品，是文艺创作，人

物是虚构的，不是针对某一

个人。小品里主人公姓王，

是个跛子，嗜赌如命，李强

编小品这样安排，是作者的

权利，至于和你有相似之处

那也只是巧合。你和小品里的王跛子井水不犯河水

，何必要自己朝自己身上泼脏水呢？”

法院现场调解在村里还是第一次，来了好多围

观村民，他们听郑庭长这么说，也一个个夸李强编

的小品好，教育人。

一个姓王的中年男子，跛着腿走近了，大声说

：“李强编的小品，演到我心里去了。以前，我是

个有名的赌棍，从今往后，我要再去赌，大伙扇我

的脸巴子，剁我的手爪子。”说罢，紧紧握住李强

的手，“李强，谢谢你，救了我，今晚上，我请你

喝酒。”

郑庭长趁热打铁，对老爹说：“大叔，王姓是

个大姓，这个人的外号也叫王跛子，好来赌，人家

就没有对号入座哟。”

这时，村主任跑来高兴地告诉大家：“刚才，

我接到通知，李强编的小品《王跛子来赌》，明天

到县里参加汇演，县里说了，汇演结束后，还要在

全县巡回演出。”

“哗啦啦，哗啦啦”，人们一边使劲拍起了巴

掌，一边在数落老爹：“这么有出息的女婿，打着

灯笼也找不着，你还把宝朝外推。”“就是，就是

，他不要这个女婿，我要……”

听着乡亲们的议论，老爹的脸刷地红到了耳

根，他一个劲地又是跺脚又是拍打自己的脑袋

，嘴里还说：“我不告了，不告了。”之后又

来到李强身边，小声说，“李强，别怪爹，我

就是一口气不顺，咳咳，下次有机会我来演王

跛子！”

乡亲们听了，笑得人仰马翻……

对号入座的老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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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以往的舊網站相比,廣告的曝光率增多了，從傳統的固定廣告,演變成滾動廣告.讓每一個客戶的
廣告都有公平的曝光率。解決了以前客戶廣告在最下面看不到的問題。

新添加了美南論壇，供大家全休斯頓發布招聘，求職，買賣，生活資訊等信息,打造華人最大的
聚集地. 實現全平臺的信息服務。

改版黃頁與分類廣告- 流量監控，黃頁分類更細致，更詳細。分類廣告可通過論壇模式發布。

用戶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訂閱不同的分類新聞，廣告。我們每周會推送一些客戶訂閱內容的廣告語
新聞，增大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新網站同比舊網站網速提升了許多. 新網站啟用的是AWS.Amazon的服務器. 用戶打開網頁和圖片
的速度會比以往大大提升。

新 的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BB1616廣告
星期六       2020年3月7日       Saturday, March 7, 2020


	0307SAT_B1_Print.pdf (p.1)
	0307SAT_B2_Print.pdf (p.2)
	0307SAT_B3_Print.pdf (p.3)
	0307SAT_B4_Print.pdf (p.4)
	0307SAT_B5_Print.pdf (p.5)
	0307SAT_B6_Print.pdf (p.6)
	0307SAT_B7_Print.pdf (p.7)
	0307SAT_B8_Print.pdf (p.8)
	0307SAT_B9_Print.pdf (p.9)
	0307SAT_B10_Print.pdf (p.10)
	0307SAT_B11_Print.pdf (p.11)
	0307SAT_B12_Print.pdf (p.12)
	0307SAT_B13_Print.pdf (p.13)
	0307SAT_B14_Print.pdf (p.14)
	0307SAT_B15_Print.pdf (p.15)
	0307SAT_B16_Print.pdf (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