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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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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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緻的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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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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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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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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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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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麥康奈爾週四晚上宣佈一項直接現金支付計劃
參議院共和黨宣佈獲得冠狀病毒輔助計劃支票的資格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
麥康奈爾（
（R-Ky
R-Ky。）
。）在
在 2020 年 3 月在華盛頓舉行的參議院共和黨政策午餐會後對記者講話
月在華盛頓舉行的參議院共和黨政策午餐會後對記者講話。（
。（左圖
左圖）
）參議院多數
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 (Mitch McConnell) 刺激計劃將使美國人每人支付 1,200 美元
美元，
，每對夫婦 2,400 美元
美元，
，週四宣布立法
週四宣布立法。（
。（右圖
右圖）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冠狀病
毒大流行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巨大的
恐慌，數十萬人直接受到失業的影響
，這極大地減緩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經
濟增長。為了消除對美國經濟和人們
日常生活的損害影響並刺激美國經濟

增長，參議院共和黨人星期四晚上宣
佈了一項直接現金支付計劃，以幫助
美國人免受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傷害，
該計劃將將基於每人的收入寄出支
票-付款，每人最高獲取 1200 美元。
參 議 院 多 數 黨 領 袖 米 奇·麥 康 奈 爾

(Mitch McConnell) 刺激計劃將使美國
人每人支付 1,200 美元，每對夫婦 2,
400 美元週四宣布立法。根據該計劃
，規定在冠狀病毒爆發和失業申請激
增的情況下，在美國提供最高每人
1200 美元和每對夫婦 2400 美元的立法

。 多 數 黨 領 導 人 米 奇·
麥康奈爾在參議院上披
露了細節，每年收入不
超過 75,000 美元的個人
將有資格獲得聯邦政府
的 1200 美元支票。共同
報稅的已婚夫婦的年收
入必須低於 150,000 美元
，才有資格獲得 2,400 美
元。
如果有個人每年收入超
過 75,000 美元，根據麥
康奈爾的提議，付款將
會減少了。對於個人，收入超過 75,
000 美元的每 100 美元，付款總額減少
5 美元。根據提議，這筆款項將完全
淘汰年收入超過 99,000 美元的個人，
這意味著年收入超過 99,000 美元的人
將不會從聯邦政府獲得任何錢。根據

該計劃，對於年收入超過 15 萬美元的
已婚夫婦，支付的款項也將逐漸減少
，並逐步淘汰年收入超過 198,000 美
元的夫婦。個人和有孩子的夫婦每個
孩子有資格額外獲得$ 500。
一位資深參議院共和黨人表示，
該提案將幫助受大流行影響的人們。
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愛荷華州查
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在一
份聲明中說：“這些建議將對大多數
美國人造成衝擊，並限制對美國經濟
的損害。” “這些建議不會終結國會
對冠狀病毒的反應措施。”
麥康奈爾說，政府將審查的收入
水平將根據 2018 年的納稅申報表做出
現金支付決定。直接現金支付建議是
旨在對抗冠狀病毒大流行的經濟影響
的更廣泛的刺激計劃的一部分。

川普力推 1.2 兆美元刺激方案兩周內每人發放 1200 元
美國財政部將報稅截止日期從 4 月 15 日延後 90 天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川普政府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對經濟的影響，正在討論一套計畫，支出規模多達 1.2 兆美元，
包括兩周內直接向每個美國人至少支付 1,200 美元。知情人士透
露，美國財政部長米努勤 (Mnuchin) 提議，要在 4 月底之前開出
2,500 億美元的支票，如果美國仍處於國家緊急狀態，將在四周
後再寄出總金額 5,000 億美元的支票。米努勤周二在川普也出席
的白宮簡報會上表示， 「
美國人現在需要現金，而總統想立即提
供現金。我的意思就是現在，在接下來的兩周內。」米努勤隨後
在國會山告訴記者： 「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對美國來說，現在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時期。我們提出了一項提案，該提案將為經濟
體注入 1 兆美元。」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一直在討論一個總
規模 8,500 億美元的紓困計畫，但後來討論的支出高達 1.2 兆美元
。
直接發放現金是米努勤和國會洽談的刺激計畫的一部分。據
了解川普政府尚未確定發給現金的金額，但希望能超過每人 1,
000 美元。知情人士透露，米努勤的提案包括提供中小企業融資
3,000 億美元，2,000 億美元安定基金，2500 億美元發現金且可能
不只一次。若包括延期納稅，總規模約在 1.2 兆美元之譜。米努
勤表示，美國政府不打算將支票寄給百萬富翁，但他強調這個計
畫的緊迫性。米努勤稱，他周二早上和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商談過，後來他在國會大廈會晤了共和黨參議員。
麥康奈爾說，參議院共和黨將與政府合作制定一項刺激法案
，然後開始與民主黨進行談判，民主黨需要獲得其投票才能通過
。他說：“在我們制定並通過另一項法案之前，我們不會離開城
鎮。”
參議院將對眾議院通過的計劃進行投票，而不是將其與刺激
計劃結合起來。麥康奈爾說，雖然一些參議院共和黨人反對眾議
院的議案，但“我對他們的建議是提供信息並投票給它。” 任

何不足之處都可以在下一條法律中解決。特朗普星期二早些時候
說：“我認為我們將做一些事情，以盡快向他們賺錢。” 總統
表示，他仍然贊成薪資免稅期，但表示他願意服從他的顧問和越
來越多的立法者，而這些立法者都支持直接付款。Mnuchin 還表
示，政府打算保持股市開放。
在社會疏離時期，股價暴跌和消費者支出突然下降，明確表
明國會需要迅速而大膽地採取行動。美聯儲已經使用了很多工具
來支撐經濟，從而使決策者可以通過財政刺激來減輕損失的程度
。
政府加大力度彌補疫情造成的金融損失的消息促使美國股市
反彈。 標準普爾 500 指數跳漲 7％，之後又回落至 4％，延續了
大蕭條時期最後一次波動的趨勢。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漲 2％
。
參議院週二準備採取眾議院通過的經濟救濟措施。 該方案
是由努欽和佩洛西上週談判並得到總統批准的，用於病毒檢測，
加強失業和糧食援助，並將向各州提供數百億美元的新援助。它
的核心內容是為員工少於 500 人的公司的員工提供長達 12 週的帶
薪家庭和病假，以處理涉及冠狀病毒的問題，包括留在家中照顧
孩子放學回家。 聯合稅收委員會說，病毒法案中帶薪家庭，病
假和病假的稅收抵免將花費近 1049 億美元。尚不清楚參議院是
否會嘗試在該立法中增加其他條款，還是試圖單獨承擔更大的刺
激法案。第二名共和黨領袖約翰·特納參議員說，國會議員們尚
未確定在眾議院法案之外增加刺激措施的道路，但各種選擇正在
討論中。他說：“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則我們不會減慢眾議院
通過的方案的進程。”向美國人發行支票的想法已被各意識形態
領域的立法者所認可。 但是，像特朗普所希望的那樣迅速向美
國人賺錢可能不切實際。 國會在 2009 年發出刺激性支票以抗擊
金融危機時，從法案簽署到支票寄出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眾議

院籌款委員會的前稅務顧問馬克·格森說，這是國會向每個人發
送相同金額的最快，最簡單的方法，但仍需幾個月的時間。如果
議員們決定給低收入工人更多的錢，那就變得更加複雜了。他說
：“削減支票有實際的局限性。”
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的經濟學家傑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表示，如果實際上在兩週內取消檢查，將在三週內看
到對經濟的提振。 “那就是多少人受到了壓力。 這些支票將直
接用於償還抵押或信用卡等循環債務，或將食物擺在桌上。”為
了進一步減輕普通美國人的財務壓力，Mnuchin 說，個人納稅人
可以延長最高 100 萬美元納稅期限，企業可以推遲最高 1000 萬美
元的納稅額。 努欽說，延期付款總額可能高達 3000 億美元，高
於他上週提出的 2000 億美元。90 天的延誤使納稅人有更多的時
間支付未付的稅款，無需支付利息或罰款。白宮鼓勵納稅人繼續
在 4 月 15 日之前提交納稅申報表如果他們不欠國稅局任何錢。
川普說： 「
我認為要做些事情儘快把錢送到國民手裡。」他
仍然贊成減免薪酬稅，但表示他願意將這個問題交由自己的顧問
和支持發現金的國會議員來處理。美國財政部將報稅截止日期從
4 月 15 日延後 90 天。特朗普週一建議美國人不要以超過 10 人的
團體聚會，避免餐館和酒吧，並在可行的情況下在家教育子女
。 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表示，如果遵循這些與社會
保持距離的準則，美國可能會“大大減少冠狀病毒的傳播。”根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數據，在美
國，已有超過 5,000 例該病毒的病例，有 91 人死亡。彭斯週二還
表示，白宮要求建築公司向醫院捐贈他們的 N95 空氣過濾口罩，
並“放棄下達額外的訂單”，以確保醫護人員有足夠的裝備來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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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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升溫﹐
肺炎疫情升溫
﹐休斯敦遊民何去何從
休斯敦遊民何去何從﹖
﹖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在新冠
肺炎肆虐之際﹐休斯頓地區「遊民聯
盟」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正在
努力確保遊民也了解情況﹐並在這段
期間保持安全﹒在休斯頓地區目前
約有 3900 名遊民﹐經常出沒在地下道
﹐且晚上成群結伴睡在人行道上﹒他
們被認為是在防疫期間最脆弱的一
群人﹐除身心狀況比一般人差以外﹐
也往往沒有健保﹒
遊民聯盟持續在有需要時提供幫助﹐
但自疫情爆發以來﹐他們一直在呼籲
需要更多資源﹒遊民聯盟發展部副
總裁馬丁內斯（Sara Martinez）說﹕「聯
盟已經組織﹑啟動了工作小組﹐他們
正在計劃和商討對策﹐但我們目前因
為缺乏資源﹐而陷入困境﹒」聯盟目前
也正在跟市﹑郡政府合作﹐得到更多
資源﹒
休斯敦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市
政府緊急管理辦公室﹑公眾衛生部門
的官員正在和哈裏斯郡﹑遊民聯盟等
的地方機構合作﹐將為遊民設立新冠
肺炎應急中心﹒從就金山﹑洛杉磯﹑
納什維爾﹑巴爾的摩﹑埃德蒙頓到巴

黎﹐我們都密切合作﹐和附近城市﹑整
個世界相互分享資訊和最好的措施
﹒目前最緊迫的問題包括﹕得到資源
﹑設置遊民專用檢測站﹑為無家可歸
者提供可能的個人隔離設施﹒」
「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源缺口﹐例如庇
護站﹐讓有需要的人可以有地方待﹐
此外﹐還有個人防護設備﹑及醫療清
潔和衛生用品﹐也需要有地方讓那些
被感染﹑但無處可去的人去養病的地
方」﹐馬丁內斯表示﹒
目前在遊民之中尚未傳出感染案例﹐
但遊民聯盟正在對出現症狀的人進
行檢查﹒馬丁內斯進一步指出「無家
可歸者跟一般人一樣﹐都應該要可以
接受測試﹒我們正努力和當地政府
官員合作﹐得到額外資源﹐讓遊民可
以更容易受到篩檢和測試﹒」

針對居住問題﹐哈裏斯郡也祭 （Lina Hidalgo）在推特上表示﹐ ﹒」她隨後又推文表示﹐所有 16
出 應 急 辦 法 ﹐郡 長 伊 達 戈 爾 「叁月份開始﹐哈裏斯郡暫停 個法院都已經在各自的授權
執行『驅逐令』的工作﹐ 下 ﹐共 同 加 入 暫 停 驅 逐 行 列
我準備簽署一項命令﹐ （包括某些緊急情況例外）﹐從
在 必 要 時 將 其 終 止 ﹒ 現在起一直實行到 3 月 31 日﹐
我們不允許在疫情爆 也就是說﹐因新冠狀病毒的影
發時﹐有人流落街頭﹒ 響﹐而暫時處於財務不穩定狀
感謝我們的司法維護 態的房客﹐可以因此鬆一口氣
和平正義﹐做正確的事 ﹐不會因此被驅離住處﹒

Galleira﹑Katy Mills﹑Premium Outlet各百貨暫停營業拚防疫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
大休斯頓地區肺炎確診案例上修
至 80 例﹐當地百貨商城業者紛紛宣
布將暫停拉上鐵門﹐暫時歇業以共
同抵禦疫情﹒
母公司西蒙集團發布聲明表示﹐包
括 Galleria﹑Katy Mills﹑和 Houston
Premium Outlets 都宣布從 18 日晚
上七點關門後﹐就將暫時停止營業
到 3 月 29 日﹒
西蒙集團執行長 David Simon 表示
﹐「消費者﹑零售業者﹑所有員工的
健康安全對我們都至關重大﹐所以

我們採取了這個方式﹐幫助減緩新
冠肺炎疫情在社區之間蔓延﹒」
Memorial City Mall 隨後也宣布從
19 日開始﹐將加入暫時歇業的行列
﹐直到 3 月 31 日才會再開業﹒然而
附 近 的 Dillard's 百 貨 跟 目 標 百 貨

（Target）仍會繼續營業
﹐周邊的餐館目前僅提
供外帶或外送服務﹒
該百貨開發商 MetroNational 總 裁 Jason
Johnson 在一份聲明中
表示﹐「我們有責任保
護員工﹑顧客和房客﹒」並指出﹕「我
們會繼續關注聯邦﹑州﹑地方政府
的一舉一動和建議﹐然後會再宣布
什麼時後 Memorial City Mall 將繼
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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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航班變動調整

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航班
變動調整 （ AA 、DL
DL、
、 UA
）
敬請乘客出行前再次確
認您的航班情況
根據疫情的發展不同，
根據疫情的發展不同
，
各航空公司會順應改變其航
班狀況，
班狀況
，敬請乘客密切關註
航空公司官網。
航空公司官網
。

COVID-19
COVID19.. 19
19.. 03
03//20
20//20 的行政管理工作更新
為了增強聯邦、州、地方和私營部門 COVID-19
應對力度,特朗普總統正在削減繁瑣的手續。從為醫
療保健供應商提供靈活性,到加速和擴大測試,到賦予
教育工作者權力和支援小型企業,特朗普總統正在減
少法規以應對 COVID-19 疫情。以下是總統為減少整
個政府工作中的法規而採取的一些步驟:
特朗普總統採取行動,授權 HHS 放棄某些規則和
法規,為醫療保健提供者提供靈活性,以應對冠狀病毒
緊急情況。
總統簽署了立法,取消限制製造商直接向醫院銷
售工業口罩(這很容易保護醫護人員) 。
FDA 授權某些合格的實驗室在審查其緊急使用授
權請求時使用經過驗證的冠狀病毒測試。
FDA 採取行動,授權各州授權在其境內開發和使
用的測試。
CMS 取消了對醫療保險患者遠程醫療的限制,極
大地擴大了全國的就診範圍。
HHS 解除了 HIPAA 處罰,使醫療保健供應商能夠
擴大患者的遠端醫療。
教育部已廣泛批准學院和大學,使他們能夠更容
易地將班級轉移到網上。
美國農業部放棄了某些要求,允許兒童在學校關
閉期間繼續用餐。
SBA 放寬了救災貸款標準,大大擴大了小企業獲
得經濟援助的機會。

白宮 COVID-19 更新
特朗普總統正在支援受冠狀病毒影響的美國企業
、工人和家庭 (HERE)強大和團結,我們將占上風!(視
訊)特朗普總統、副總統彭斯和科羅納病毒特別工作
組新聞簡報(視頻, 註釋)特朗普總統與州長們就冠狀病
毒反應(視頻)1600 每日: 特朗普總統: 沒有什麼可以
站在我們的方式 (這裡)
CISA 發佈關於 COVID-19 期間關鍵基礎設施工人指
南(此處)今天,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域 (CISA) 發
佈了指南,以說明州和地方司法管轄區和私營部門在
應對 COVID-19 時識別和管理其基本工作力。指南並
附出清單 。 here.
如果您對此清單有疑問,請聯絡 CISACAT@cisa.
dhs.gov。
美國農業部和 DOL 宣佈資訊共用,以協助 H-2A
雇主 (這裡)美國國務卿桑尼·珀杜今天宣布,美國農業
部與美國勞工部將結成夥伴關係,說明識別可能獲得
並有資格轉移到美國其他地區的外籍和家政工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農業部門雇主在現有的監管
當局下滿足美國國內的關鍵工作力需求。
SBA 向各國提供災難援助
SBA 向 新澤西州、 印第安那州、 喬治亞州, 、
北卡羅來納州, 、 麻塞諸塞州、 新罕布什爾州、, 特
拉華州、 佛羅里達州, 、加利福尼亞州、 亞利桑那州
等受冠狀病毒影響的小企業提供災難援助。

DOL 帶薪休假虛擬市政廳 – 美國東部時間 3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昨晚,總統簽署了《家庭
第一冠狀病毒應對法》(FFCRA),要求某些僱主為雇員
提供帶薪病假或家庭假,原因與 COVID-19 有關。這
些規定將由美國勞工部的工資和工時司管理和執行,
自生效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點擊這裡加入網路研討會 :https://dolwhd.cosocloud.com/whdcommteam
撥打此號碼進行音訊訪問:888-791-5525;參與者密
碼: 6860607
CMS 發佈關於成人選擇性手術、非基本醫療、
外科和牙科手術的建議 (HERE)
今天早些時候,在白宮特別工作組新聞簡報會上,
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宣佈,在 2019 年新冠病
毒爆發期間,所有選擇性手術、非必要醫療、外科和
牙科手術都將推遲。指南可以在這裡找到。
CMS 問題常見問題 有關災難性健康保險和冠狀
病毒 (這裡)今天,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發佈了
常見問題,以澄清通過災難性健康計劃診斷和治療冠
狀病毒的覆蓋範圍。常見問題解答 可以在這裡找到
。
FDA 繼續促進治療的發展 (這裡)特朗普總統已指
示 FDA 繼續與公共和私營部門合作,確保向急需安全
有效的患者,包括感染 COVID-19 的患者提供可能安
全有效的救生藥物。

冠狀病毒(COVID-19)大流行:符合資格的緊急保
護措施概況 (此處)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根據 COVID-19 緊急宣言,就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公共援助方案
可能符合的應急保護措施類型提供以下指導,以確保
資源限制不會抑制努力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災難。
醫院船,其他國防部資產準備冠狀病毒反應 (這裡)
美國國防部公共事務助理喬納森·拉斯·霍夫曼(Jonathan Rath Hoffman)在今天的新聞發佈會上說,USNS
舒適和 USNS 慈悲正在準備部署,"根據需要說明可能
不堪重負的縣提供緊急病人護理」 。。五角大樓能源
部執行特朗普總統的指示,宣佈請求購買原油為 SPR
為美國能源工業提供救濟(HERE)在美國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指導下,美國能源部(DOE)將通過購買 7700
萬桶美國製造的原油,將戰略石油儲備(SPR)補足最高
產能。今天,DOE 宣布招標購買最初的 3000 萬桶,以
開始填補 SPR。
HUD: COVID-19 無家可歸者援助提供者的規劃
與 回 應 ( 這 裡)HUD 的 特 別 需 求 援 助 計 劃 辦 公 室
(SNAPS) 邀請無家可歸者援助提供者及其合作夥伴
參加辦公時間會議,討論 COVID-19 規劃和回應於美
國東部時間 2020 年 3 月 20 日下午 2:30 - 4:00。
有關最新資訊,請參閱 CDC 網站 :www.coronavirus.gov。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長春會壽星慶祝活動

为什么渣男那么遭人恨
还有女人愿意爱？

副刊

30 岁出头的 A 女，美国名
牌大学博士，长相甜美，家世
优渥，要什么有什么。
她嫁了一个学历、外貌都
和她相当的老公，男人情绪平
稳，很疼爱她。但是，A 女总
觉得若有所失，人生中，似乎
少了一些调味的东西。
原来，她喜欢重口味的爱
情，于是，她碰到了一个在感
情上有着宇宙洪荒之力的男人
，对她的仰慕和渴望是赤裸裸
、无法抑制的。
一开始她不知道对方已婚
，后来知道之后如晴天霹雳。
但是她的心已经归属于对方了
，所以她索性自己离了婚。
但是对方，就像许许多多
的男人一样，有着各种复杂的
理由无法离婚，所以，她就成
了小三。
委屈吗？是委屈。但是，
男人对她来说，就是有一种无
法抗拒的吸引力，强烈的感情
爆发的张力，让她感觉自己活
着的美好。
然而有一天，她无意间看
到男人和另外的女人露骨聊骚
的记录，让她完全震惊。
她不明白，她付出那么多
，应该已经填满了那个男人的
心了，为什么他还需要跟别的
女人聊骚？是为了释放压力？
还是寻找后补？
40 多岁的 B 女，和一个艺
术家陷入热恋，两个人爱得难
分难舍，几乎 24 小时都黏在一
起。
男人对她好得没话说，对
她前一段婚姻的孩子也是照顾
有加，更是关心她的父母，多
方体贴。
眼看两个人就要结婚领证
了，B 女也发现，他居然趁她晚
上睡着的时候（要不然真的没
有时间，他们特别黏腻），和
别的女人聊天。
内容不但暧昧，而且还信
誓旦旦地说，他是准备单身终
老的，根本不打算结婚。
B 女困惑且愤怒，她受不了
爱情当中有一点点的瑕疵，因
此拂袖而去。
几年后，她准备嫁给一个
追求她多年的男子。但是，她心
里还是放不下艺术家，所以，发
信息告诉他：我要结婚了。
艺术家当然展开了各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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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热烈的回应：你怎么可以
嫁给别人呢？你是我的呀！我
们见一面吧。至少让我看你一
眼。
于是，B 女去了艺术家的家
里，两人见面恍如隔世。
艺术家告诉她，因为知道
她是基督徒，守身如玉，所以
，也为她守候了这些年，一直
没有找人。
两个人就此抱头痛哭了 5 个
多小时，她哭累了，躺在床上
，艺术家体贴地帮她去买晚餐
。
她躺着躺着，突然福至心
灵地拉开了他的床头柜，里面
果然有新买的保险套，已经拆
开用了几个了。
她受不了自己再次被欺骗
，于是把那些保险套一个个吹
成了气球，撒在他床上，再次
离开，从此不回头，嫁人了。
B 女也是不解：我们都这么
亲密、这么相爱了，为什么你
还需要和别的女人说那些 543 的
话？
她不介意他们分手的时候
他睡了别的女人，但是隐瞒事
实刻意欺骗她，真的无法原谅
。
C 女也是为了她“生命中的
最爱”离了婚，对方也是一样
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无法
离婚。
C 女不但拆毁了自己的家，
更是全心全意地期望男人成功
，还出钱资助男人的事业。
但是男人始终有着“失败
者”的愤怒，对事业成功的 C
女不假辞色，屡屡甩臭脸。
后来，C 女更是发现，男人
在外面始终有“炮友”，趁她
出差的时候，开着她买给他的
名牌豪车接女人回家，睡她的
床，还穿她的睡衣，甚至共用
她的“情趣玩具”。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形容的就是 C 女的心境。
OK，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这些优秀的女人，就是需要渣
男来虐一虐，所以她们可以成
长的更好。
但是，为什么条件如此优
秀的女人，会这样着了渣男的
道呢？
原因只有一个，她们的优
秀、独立、成功都是外在的，
除此之外，这三个女人都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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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同点：
内心住着一个渴望被宠爱
的小女孩，希望能够被男人好
好 hold 住，给予无限的娇宠、
浪漫和深情，以及浓得化不开
的怜爱。
由于太渴望那份爱，所以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谈得来、
有感觉、好像能够供给那种爱
的男人，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想
要得到、留住、挽回。
这就是现代女人常常会跌
入的一个大坑——为爱付出，
在所不惜。
在这样的诱惑下，很容易
一头栽进这个看似浪漫、理想
的关系中，却没有看到这个男
人的人品究竟为何，是否值得
你信赖和托付终生。
爱情究竟是什么？
那种两情相悦、缱绻情深
的感觉，真的只是一开始两个
人在一起的荷尔蒙刺激，同时
也是我们童年没有好好被爱过
和疼过的一种代偿。
那份滋味的确美好，每一
个人都值得拥有，但是，它真
的就是镜花水月，转眼就会成
空，这是它的本质，而它还有
一个致命的特质：令人上瘾。
每次只要和对方在一起，
就好像一切其他的痛苦、烦恼
都可以抛诸脑后，天地之间、
地球之上，只有你们两个人了
，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这真的是一种成瘾。
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内在
的情感空缺，不想去感受那份
孤独，不愿意心里有失落的感
觉，于是，那个人就成了我们
的毒品。
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去换
取，得到那一刹那间的美好，
但是终究它是会伤人的。
女人，如何在感情中自处？
根据我的观察，愈是能够
为女人提供那种浪漫、娇宠、
深情感受的男人，愈有机会是
伤害你感情的渣男。
那些真正脚踏实地、人品
真诚、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
男人，大部分在这方面是比较
笨拙的。
所以，面对感情，我们女
性应该如何自处呢？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自己
内在那个缺爱的小女孩，知道
她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情绪能量

，没有随着年岁跟着我们长大
。
她需要无条件的关注、赞
赏和爱，所以会不自觉地向外
去抓取。
你要愿意去感觉自己内在
的那种孤苦无依的感受，可以
用“卖火柴的小女孩”来形容
她、称呼她、感受她，然后知
道，有一个资源充足、成熟的
、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可以为
自己去争取到的“成年人”，
和这个小女孩是在一起的，就
是成年的你。
每次小女孩需要安慰、确
认、关爱和安心的时候，你可
以提供给她。试着找到这种自
给自足的感受，这对你的所有
关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一定要意识到，自
己有没有把爱情的比重放得过
高了，同时要愿意下定决心去
学习调整。
很多女人把生命中最主要
的乐趣、养分的来源，都放在
感情上面，好像没有爱情生命
就欠缺了什么，这是注定要受
伤失望的。
大多数的男人到了一定的
年龄，爱情对他们来说，都只
是生理上的一种渴望，他们更
注重自己的自我价值，并且比
较愿意透过事业来展现。
这说明了为什么婚姻中男
人要离婚，通常比较困难；而
当一个女人的心走了以后，她
要离婚，就比较容易达成。
因为男人的重心比较少放
在亲密关系当中，他们最怕的
就是麻烦——父母的压力、亲
友的眼光、同侪的看法，更别
说离婚之后孩子的问题，甚至
还有金钱的损失，想到这些他
们就会头痛。
面对原配，即使感情再不
好，他们内心深处都还是会有
一份“负罪感”，只要原配多
方为难、坚持不从，他们很难
踏出那一步。
在一份关系中，比较迫切
需要这份关系的一方，始终就
是站在劣势。
所以奉劝那些对爱情抱有
高度幻想的女人们：可以好好
享受恋爱所带来的乐趣，但是
不要刷太多存在感在一个男人
身上。
要将自己的生命乐趣，平

均的分配到事业、兴趣、嗜好
、家人、朋友上面，不能在一
个男人身上放过重的比例。
第三，慎选恋爱的对象。
有人说，选对象不是看他
对你好不好，而是看他对其他
人好不好，这是硬道理。
对自己父母不好的男人，
肯定也无法持续的对你好。对
其他人小气刻薄、动辄批判、
目中无人的人，更是迟早会把
这种恶劣的态度带入你们的关
系中。
更重要的是，看看他是如
何评价他的前任女友的。
如果他总是从一个受害者
的角度批评前任，那你就知道
，这个人不会思量自己的过错
，更没有意愿去改变，他“永
远的受害者”的身份，最终也
会代入你们的关系中，让你成
为一个加害者。
有些男人的确是“被抛弃
的”，我以前看到这样的人，
会同情他们。
但是现在，我心中会有一
个警示：被抛弃并不表示他没
有过错，他自己其实要付一半
的责任。
重点在于，这个人有没有
因为上一段失败的关系，而自
我反思检讨，成为一个更好的
伴侣，拥有更多的内在空间，
可以接纳、承载女人的各种面
向。
总而言之，他有没有因为
上一段关系而成为一个更宽广
的人。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确
定，他在上一段关系中的所有
问题，都会在你们的关系中再
度浮现。
第四，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和劝告。
当你沉浸在一段炽热的感情
中时，常常过于自信，不愿意听
取别人的意见。通常老人家说的
话，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是年轻时候满身反骨的
我，不曾理解的真相。
身边有一些拥有正知正见
的智囊团，无论是好姐妹、还
是男闺蜜，甚或是一位有智慧
的好老师，都是必要的。
愿爱情带给你的，是滋养
、是喜悦、是陪伴、是加分。
点“在看”的人，都有机会收
获这样的爱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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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移民排期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7 年 06 月 08 日, 第一優先為傑出
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5 年 09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
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6 年 04 月 15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
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 年 07 月 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 年 05 月 15 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
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2019 年 06 月 01 日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7 年 01 月 01 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7 年 01 月 01 日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表
第一優先：2017 年 10 月 01 日, 第一優先為傑出
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 年 08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
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7 年 03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
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 年 08 月 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 年 12 月 15 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
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9 年 01 月 01 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9 年 01 月 01 日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4 年 01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4 年 01 月 01 日
第二 A 優先：有名額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4 年 11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4 年 11 月 01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8 年 02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8 年 02 月 01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6 年 07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6 年 07 月 01 日

B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4 年 09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4 年 09 月 01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20 年
02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20 年 02 月 01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5 年 07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5 年 07 月 01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8 年 10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8 年 10 月 01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7 年 07
月 25 日中國大陸 2007 年 07 月 25 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 21 歲以上未婚
子女
第二 A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 21 歲以下
未婚子女
第二 B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21 歲以上未婚子
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由於疫情的影響，美國從 2020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開始暫停所有的移民和非移民簽證服
務。美國移民局從 2020 年 3 月 18 日起取消了所
有的打指紋，面談和公民宣誓，但是移民局還在
工作。
2. 美國移民局宣布新的 H-1B 電子註冊系
統於 2020 年正式啟用。註冊窗口期為 3 月 1 日到
3 月 20 日。3 月 20 日中午 12 點電子註冊窗口正
式關閉。雇主需要設立網上賬戶，填寫公司和受
益人的基本信息，並為每位受益人支付十美元的
註冊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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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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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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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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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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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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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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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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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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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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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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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龍教育學院舉辦騰龍“
騰龍教育學院舉辦騰龍
“ 紫砂藝術 ” 講座

騰龍教育學院俞曉春董事長（
騰龍教育學院俞曉春董事長
（右）在講座上致詞 。

騰龍教育學院俞曉春董事長（
騰龍教育學院俞曉春董事長
（右）在講座上致詞 。

宜興優秀青年陶藝家吳俊峰（中 ）向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
宜興優秀青年陶藝家吳俊峰（
向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
（左 ）
介紹宜興紫砂壺。（
介紹宜興紫砂壺
。（右一
右一）
）為騰龍俞曉春董事長
為騰龍俞曉春董事長。
。

騰龍教育學院俞曉春董事長（
騰龍教育學院俞曉春董事長
（右）在講座上致詞 。

第五屆宜興優秀青年，陶藝家吳俊峰介紹
第五屆宜興優秀青年，
宜興紫砂壺。
宜興紫砂壺
。

圖為騰龍教育學院舉行騰龍”
圖為騰龍教育學院舉行騰龍
” 紫砂藝術 “講座現場
講座現場。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紫砂藝術
紫砂藝術”
”講座現場宜興紫砂茶壺展示
講座現場宜興紫砂茶壺展示。
。

“紫砂藝術
紫砂藝術”
”講座現場宜興紫砂茶壺展示
講座現場宜興紫砂茶壺展示。
。

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左立者 ）向主講人宜興陶藝家吳
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
俊峰（
俊峰
（右二 立者
立者）
）提問
提問。（
。（右一
右一）
）為騰龍俞董事長
為騰龍俞董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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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旅遊開往賭場巴士，每週七天
八達旅遊開往賭場巴士，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該公司並承租各種大型巴士供僑界社團公司使用
班車，開車時間為：9:00AM ,11:00AM , 1:00PM, 4:
00PM , 6:30PM, 8:30 PM, 11:00PM, 該 班 次 在 Lake
Charles 25 號出口，送$5 元或$10 元餐券。
（ 第 二 組 ） ： 到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
為 Lake Charles 44 號出口，每週七天（周一至周日
） 上 午 8:30AM, 11:00AM, 6:00PM, 8:00PM, 10:
30PM 開車。該組有送$10 元或$12 元餐券。
（第三組）：到 NASKILA GAMING 賭場。這是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只需一小時，每週七天，

七天 9:00 直班，車費$15 元，可享用 25 元。
（ 第 四 組 ） ： 到 DELTA DOWNS 到 RACLTPARK , 為 Lake Charles 4 號出口，每四 9:00AM 及星
期日 10:30 AM 開車，可送 5 元或 10 餐券。
「八達旅遊」 表示：該公司的大型豪華巴士
，除開往賭場外，還有一開放給各學校，機關，
公司承租 ，作為旅遊 ，郊遊之用 ，詳情請洽 ：
713-777-9988

圖為 「八達旅遊
八達旅遊」」 有多部豪華巴士
有多部豪華巴士，
，供各機關
供各機關、
、學校
學校、
、公司承租
，作為旅遊
作為旅遊，
，載運人員之用
載運人員之用。（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休士頓有 20 年以上歷
史的 「八達旅遊」 的 CASINO 巴士站，於去年年底
搬新址了，去賭場的巴士上車地點，改在 Sharpstown Mall 商場的最東面，面朝 59 高速公路那一
面（Houston Trade Center — 100 Sharpstown Cen-

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上車。共有四組賭場
，按不同時間上車：
（第一組 ）：開往賭埸第 25 號出口，有 Lake
Charles 的 Lauberge 賭場及 Golden Nugget 賭場，
每週七天，天天開車，二家賭場任選，二小時一

「 八達旅遊
八達旅遊」」 每週七天定時停靠在 Sharpstown Center 的豪華巴士
，每天定時開車
每天定時開車，
，載客前往各大賭場
載客前往各大賭場。（
。（II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在家給自己““充充電
在家給自己
充充電”，
”，人宅
人宅““心”不“宅”
我們響應 CDC 衛生局的建議，乖乖在家呆著
，不出門，不串門，不聚會，安靜在家，雖然不
能 出 門, 但 要 努 力 讓 每 一 天 都 過 得 豐 富 多 彩 。
大家一起在行動！平時堅持鍛煉，面對疫情

我們的新網站

的風險程度就會低很多。因此，進行
有氧心肺功能鍛煉對於提高免疫力、
促進人體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沒事在
自己的後院散散步，多吸收綠色的
新鮮空氣，減少靜坐時間，此外，
還要規律生活，按時作息飲食，不
熬夜，不恐懼、不焦慮，保證生物
節律不被打亂，增強自身免疫力
。
我們可以好好計劃壹下疫情
過後的旅遊行程，說走就走的旅行
還是要規劃的，那這段時間就真的
太適合規劃旅遊路線了。但肯定有
朋友們有所顧慮說：“現在規劃也
沒用啊，萬壹到時疫情還沒結束，
那還不是去不了。”
不要怕，現在我們王朝旅遊有個 ，因為
疫情關係，所以現在部分旅行團都推出了出行
保障政策，都希望遊客可以有一個安心無後顧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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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News Group

之憂，良好的旅遊環境和氛圍，只要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訂購旅行團都會有很大的 ，而且大家的
顧慮我們王朝都會顧及到，就是如果您訂了的旅
行團屆時有什麼關
於疫情的問題，導
致不能如期出發，
我們會第一時間根
據代理的旅遊公司
作出不同的延期時
間，最長延期可長
達 24 個月，所以大
家可以放心規劃，
說不定到時候疫情
退去就能如期出發
，更好的是您訂購
的旅行團還是最優
惠、最劃算的。這
麼壹箭雙雕的好活

動還猶豫什麼呢？欲購從速，想知道每個旅行團
的優惠活動，趕快致電我們王朝旅遊咨詢優惠事
項吧：713-981-8868。
在這裏，王朝旅遊與您並肩同行，有好消息
好事情會跟大家分享，有難關會共同解決——這
就是我們王朝旅遊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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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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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New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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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高 血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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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症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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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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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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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中美論壇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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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星期六

乃縵因信得痊癒
3rd.Sunday in Lent 大齋節第三主日，
3-15，2020.
經文： 列王紀下卷5章1 – 15節；路加
福音4 章 23–27節。
序論：古代以色列人，一聽到自己患
上痳瘋病，心情就很沉重。接著馬上要準
備面對被迫隔離一段很長的時間（至少7
天），直到被祭司檢驗確實完全痊癒，方
能回到家及社區居住。這是猶太人社會及
宗教團體的要求及律法。（參閲利未記13
章）。因為當時醫學不發達，社會及宗教
界人士認為痲瘋病患是一種會傳染、不潔
淨的皮膚疾病；幾乎 很難痊癒。
這種情況好像今天，各國一聽到 武
漢發現的新冠狀肺炎病毒（ COVID-19）
時，人心就會害怕或警愓。因一接觸病人
用過、模過的東西，甚至近距的接觸；或
吸到病患肺部 排出的空氣；也會被染到
這種可怕的致死 的肺炎。這種病毒會散
播蔓延、人傳人、尤其在社區傳染時，速
度快、要隔離。並且迄今尚未有疫苗可接
種，和特效藥可治癒。
舊約列王紀下五章記載：敘利亞（以
前亞蘭-大馬士革Aram-Damascus）有一名
統帥（Commander of Army陸軍總司令）名
呌乃縵Naaman。他是敘利亞國王 便哈達二
世Ben-Hadad II（860B.C_840B.C在位）很
器重，又很有才幹的將軍。但十二分可惜
乃縵得了當 時，令人害怕的痳瘋病。可以
想像乃縵統帥內心的深處，十是何等地悲

傷及無奈！其實，很多人在知道自己，患
有無可救藥的癌症或其他絶症時，豈不也
很絶望、無奈及憔悴。這是人之常情，也
令人看透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及有限！
幸虧，敘利亞在這之前， 有次偷撃以
色列成功；擄獲一位以色列少女，她成為
乃縵將軍夫人的婢女。
這位少女向她的女主人推薦：以色列
的撒瑪利亞有一位神人先知名以利沙。他
必能醫治我的主人-乃缦統帥。乃縵將軍
夫妻為了痳瘋病能被醫治痊癒，深信婢女
的勸言；敦請敘利亞王便哈達二世寫一封
信給以色列國王。當時的以色列國王是 約
蘭Joram，在便哈達的信上説：「我打發
臣僕乃縵去見你，你接到這封信，就要治
好他的大痳瘋。以色列國王看完了信後，
很恐懼就撕裂衣服説：我豈是上帝，能使
人死，使人活。這人明明是尋隙來攻擊我
呢！ 以色列人國王太沒有安全感和也失去
了信心。因為北方，有一個很強猛
大國做你的 鄰國，而自己又是一弱小
的國家時，更怕強國的淫威和突來的侵略
攻擊。先知以利沙聽到以色列國王撕裂衣
服、恐慌時，就派人去以色列王說：「你
為什麼撕裂衣服悲哀？你可以請他來，
讓他們知道在以色列國中，也有一個先
知。」後來，果然乃縵帶著馬匹馬車，這
表明他高貴的身分，命令對方醫治；他來
到先知以利沙家門。聖經記載乃縵除帶著
敘利亞王的信以外，還帶三項東西：

怎樣愛不可愛的人

1.認知一個事實:自己未必可愛，耶穌
卻來先愛我們。
「愛不可愛的人」我的動機是「祂是
愛我，為我捨己。」主耶穌為了愛我這不
可愛的罪人(小時後偷拿過母親的錢。溜入
書店沒有付錢看漫畫。學生時期考試作弊
等等)，甘心捨了祂的自己的生命。
2.願意愛不可愛的人，是落實愛人如
己最重要的記號。勿站在自己立場看對
方，學習愛人如己。學習耶穌願意愛不可
愛的人，耶穌去撒該家作客。
3.學習用耶穌的態度來接納與愛對
方。《腓立比2章5節》你們當以基督耶穌
的心為心。
《約翰福音13章34b節》 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如果天父要我們用祂的眼光看人，陪
伴祂放在我們身旁的人與他一起成長，是
我們的榮幸。三個建議：
A.饒恕對方曾有的冒犯，以善勝惡。
舊約聖經中說到掃羅王因嫉妒要殺害大
衛，大衛在逃避掃羅王追殺過程中雖有機
會殺死掃羅王，但大衛卻尊敬掃羅王，用
良善回應他。
曾有人用仇恨、用錯誤對待你
饒恕是對神承諾以下三件事：a.不藉
機懲罰對方。b.不會藉機摧毀對方名譽，
落井下石。c.不會再重提受傷的過程，允
許自己成為受害者。勿活在是受害者情境
裡。
B.同理對方的生命經歷。「悲慘世
界」電影中男主角尚萬強是個竊賊，他姊
姊生養七個孩子，姊夫過世，姊姊成了寡
婦，當年貧富懸差大，他幫姊姊養七個孩
子，是因為不想外甥餓死，而去偷一塊麵
包，被關入監牢5年。不斷多次越獄，共
關19年。出獄後有偏差行為，但片中神父
完全愛他，無條件接納他，幫助他，讓他
生命翻轉。女主角芳婷是個妓女，因為被
丈夫遺棄她和孩子，芳婷為養孩子而被迫
去下海賺錢。不可愛的人，我們要用同理
去看對方不容易的生命經歷。
C.檢視有否自己的因素在裡面。在建
立教會初期，與同工難免以擦，常見有同
工和我意見不合而離席，我想是同工用情
緒控制我做決定嗎？我會生氣，覺得同工
沒有禮貌，太不可愛，但師母提醒我:錯不
在同工，是在你自己反映激烈。事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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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榮憫牧師

～思牡札記～
近 日 收 看
youtube台中旗旌
教會蕭祥修牧師3
月8日主日講道信
息「怎樣愛不可愛
的人」。蕭牧師說自認自己是慈眉善目、
作人親切、是可愛的人，但長大後與人交
往共事時，會發現有的人不可愛，容易磨
擦，特別當我們進入婚姻後，有一個人用
一面鏡子照你本質來看你時，你我的不可
愛就易暴露出來。聖經中大誡命要我們
「愛神愛人」讀聖經經文《馬可福音12章
30-31節》『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
力愛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
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羅馬書12章21節》「你不可為惡所勝，
反要以善勝惡。」換位思考：

2020年3月21日

感謝這些同工，神讓我不斷對付自己，幫
助自己成長，瓦解自己，讓我學習更加接
納與包容愛不可愛的人，長大成熟，生命
大幅成長。
愛的本質《哥林多前書13章7節》「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愛的內涵凡事包容。
禱告結束:親愛的主，賜我無條件的
愛，可以來愛不可愛的人，學習愛人如
己，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友人蘇菲來信
師母近日都好吧？謝謝您的福音分
享，我前段時間因靈裡受到攻擊，很沮
喪，想不通為何我只是因為沒去那家教
會，竟然引起那裡負責的姊妹懷有那麼大
的記恨，用盡方法去破壞我與周圍人的
關係。我都開始懷疑自己的信仰了。好傷
心。今天收到師母的消息又加添我的信
心。有你的鼓勵和陪伴就不覺得這條路難
走了。請師母為我禱告，求神保守我內心
的平安和在主裡的喜樂，讓我的心思意念
不至動搖，求神憐憫。謝謝師母！請師母
為我做這個代禱，求神增強我對祂的敬畏
之心，而不是對人的畏懼。感謝主，謝謝
您！阿們！神再次讓我們警醒要悔改，不
可犯罪，堵住撒旦的破口並要落實到行動
上，這兩日我也在禱告，反省自己在與人
交流中產生的問題和誤解，我已領會神的
心意了，神鑑察全地，也求神來鑑察我的
心，特別是今天的日子！感謝主 阿們！
●思牡回信給蘇菲
每位天父的兒女走天路，多少會經歷
一些磨練，好叫我們的生命被擦亮更新，
榮神益人，勿輕易受挫折，灰心喪志，惡
者仇敵多時等候要來挑戰愛主的人，牠要
我們受不了苦而偏離主道；年輕時在台灣
作護士時，也曾被楊xx嫉妒我熱心在醫院
向病人與醫護人員傳福音，在背後到處亂
講我，楊xx當時也在教會熱心作長老，我
當時想要離職，但是挪威籍護理主任約我
談話，她說相信我的為人，請我忍耐不要
辭職，她給我看《馬太福音5章10-12節》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
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
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
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
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
他們。」蘇菲，我至今仍受用啊！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a. 銀子 十他連得（約340公斤現代中譯
本譯三萬塊銀子）
b. 金 六千舎客勒（約70 公斤，現代中
譯本六千塊金子）
c. 十套的衣服 （一定質料非常好的、
華美的衣服。）
乃縵以為有他的國王的信加上金 、
銀、貴重的禮物就會得到醫治。今天很多
人也有這種思維，以為金錢萬能。甚至有
錢能使鬼推磨。錢很好用，但十錢絶 不是
萬能！尤其金錢根本無法醫治我們靈命上
的病——-罪，大麻瘋。
若從屬靈的生命層次上去觀看，乃縵
的思維模式還是停留在很「世俗」上。因
他乃是一位，不認識上帝的人。
乃縵到先知以利沙家時，以利沙只差
一個僕人去門口告訴乃縵：「你去約但河
洗七次，你的皮膚就會好起來，並且潔淨
了。」乃縵深感遺憾，沒被善待。
其實，這個命令是要敘利亞的統帥知
道，醫治他的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必須
聽從上帝的命令。 先知自己不是醫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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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賜給人醫治的力量。古代中東地區
的宗教儀式中，有洗濯的清潔儀式。「七
次」一般是象徵一 個完整完全的意義。先
知命令乃縵去約 但河混濁的溪水中沐浴，
表示沐浴 和得醫治兩者之間在本質上並沒
有什麼闗聯，在此也顕示人都要像以色列
人民一樣，耍經過約但河，才能得到全能
的上帝醫治及祝福。（參閲約書亞記3章
1節—4章24節；3章10節 以色列人過約但
河。）
乃縵立刻發怒掉頭走人。他的理由是
像我這樣有頭有臉的人物，不遠千里帶來
金、銀、羅衣、和國王的薦信來求醫，你
竟然差一僕人命我去約但河沐浴7次。他想
至少神人「先知必出來 見我，站著求告他
的神—-耶和華，在患處上揮動他的手，醫
治好我的痳瘋病。難道大馬士革的亞罷拿
（Abana 希臘人稱這河為金河，就是今天
的巴拉達河Barada River of today，它源於
外黎巴嫩山脈，而流經大馬士革城。）及
法珥法河（Pharpar River 源自黑門山Mount
Hermon 往東流到大馬士革南方。）豈不比
以色列任何一條河的水潔淨麽？我不也可
以 在那裏洗而得到潔淨嗎？」5 章12節。
這不僅勞民傷財捉弄人；好像有一點欺負
人太甚了吧！
怪不得乃縵怒氣沖沖地走開。乃縵
身上 就是有這股不謙虛的傲氣。雖然患
上大痲瘋病，但嘴巴及骨氣還是蠻硬的！
世人就是愛面子。可是「病人」想得到神
的醫治，首先他必須在神聖的上主面前謙
卑下，否則休想得到醫治。這是上主的定
律。感謝上主，最後乃縵還是征服了他自
己的驕傲、自以爲高貴的心態、不可一世
的英雄作風、偉大軍人的抱負，親自下去
約但河中沐浴。
（未完待續）

葛培理女兒應總統邀請為疫情禱告
葛培理女兒應總統邀請：3/15 為疫情禱
告， 求神赦免很多罪過。以下是佈道家葛
理翰（Billy Graham）的女兒葛安妮（Anne
Graham Lotz）的禱告：
國家祈禱日
2020 年 3 月 15 日
鑑于冠狀病毒大流行，川普總統宣佈 3
月 15 日為國家祈禱日，他說：「我們這個
國家，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中，一直在這樣的
時代向上帝尋求保護和力量……」無論你身
在何處，是的，我鼓勵你轉向信仰行為中的
祈禱。
父 神！在飢荒、洪水和火災的世界中；
疾病、死亡和我們日常活動的中斷，在總統
要求舉行國家祈禱日的這一天，我們選擇抬
頭仰望……
跪著（祈禱）。
我們看到祢坐在榮耀的寶座上，掌控萬
物（以賽亞書 6:1）一切萬物。我們知道祢
是一位仁慈、恩典、信實、慈愛的神。（以
弗 所 書 2:4； 哥 林 多 後 書 9:14； 出 埃 及 記
34:6）
所以，我們拒絕懼怕冠狀病毒及其對我
們生活的影響，取而代之的是「我們相信
祢」。
祢曾說過：祢的耳朵正聽著我們的呼求
（詩篇 4:3），
祢的眼睛注視著我們
（詩篇 33:18），
而且您的膀臂夠長，可以伸到我們身邊
（以賽亞書 59:1），
而且強壯到足以環抱著我們
（詩篇 139:7-10）。
現在環抱著我們，環抱著讓我們靠近
祢；平靜我們狂跳的心。將祢平安的靈吹入
到我們內心的恐懼和動盪中。
即使現在，我正為著祢（賜）的平安祈
求禱告，我也想知道……這兇惡、陰險、邪
惡的病毒，會成為引發我們深愛的國家屬靈
覺醒的觸發因素嗎？祢是否正在試圖引起
我們的注意，要求我們在與祢的關係中醒
來？—我知道我們迫切需要醒來。
我們已將蔑視祢的婚姻制度合法化；我
們慶祝與祢的指示相抵觸的關係；為了我們
自己的方便，我們殺滅了祢所創造並帶有祢
的形象的生命。
我們變得世俗化，甚至，我們都不承認
祢的存在，更不用說尊敬或服從祢了。
祢引起我的注意。因此，就像古老的
先知但以理一樣，我以謙卑和羞愧向祢求
助，因為我代表美國承認一些想到的國家罪
行……（但以理書 9:1-19）
* 我承認－－全國對「性」上癮；對錢、
享樂、娛樂、色情、科技、毒品、酒精、食
物、電視、流行、我們自己上癮。
* 我承認－－我們愚蠢地否認祢是獨一
的、真實的、活神，我們對之負責的造物主；
我們活著好像“我們的生命是一場沒有永恆
重要性、 目的或意義的宇宙意外事故”。
* 我承認－－我們貪婪已經累積了數萬
億美元的國債。
* 我承認－－我們傲慢和驕傲使我們認
為自己已足夠了。
* 我承認－－我們相信我們國家繁榮是
因為我們是偉大的，而我們卻拒絕承認所有
的祝福都來自祢的手。
* 我承認－－我們在拒絕、蔑視和無視
祢的同時，依靠我們的軍事力量和武器系統
來保護我們免受傷害和危險。
* 我承認－－我們在包容性的渴望中，
屈服於多元化的壓力，因此我們尊敬其他神

靈，好像祢只是其中之一。
* 我承認－－我們已容讓祢所賜與的物
質上的祝福，來欺騙我們以為我們不需要
祢。
* 我承認－－我們活著，好像物質財富
和繁榮將帶來幸福。
* 我承認－－我們已將真理邊緣化，並
使謊言成為主流。
* 我承認－－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在眾多
神靈之下分裂、兩極分化的國家，擁有許可
證犯罪及擁有不再遵循法治的公義。
永生神的聖靈使我們相信：有必要遠離
我們的罪惡，與祢同在。（約翰福音 16:8）
主、神！求祢憐憫我們！當我們為我們
的罪悔改並轉向祢時，求祢也轉向我們！
沒有人像祢一樣幫助無能為力的人抵抗
這種強大的疾病。
耶和華我們的神啊！求祢幫助我們！因
為我們依靠祢，我們奉祢的名與這個巨大而
無形的敵人對抗。（歷代志下 14:11）
再次，我們抓住祢對所羅門王的應許。
祢說過：「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使
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
中。」
祢說過：「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
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
行 ..」
祢說過：「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
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祢說過：「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
處所獻的禱告。」（歷代下 7:13-15）
我們懇求祢，我們抓住祢的應許。求祢
垂聽我們禱告！赦免我們的罪過！醫治我們
的土地！我們正站在我們國家的破口當中。
我們奉那一位拯救者的名禱告。我們美
麗而唯一的救主、萬國之王、神的兒子和人
的兒子。現正活著、掌權且即將回來的萬主
之主和萬王之王耶穌基督。
我們奉祂的名和榮耀禱告，阿們！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旅遊中國
星期六

2020年3月21日

Saturday, March 21, 2020

B14

河南，一铲子下去，全是祖宗

河南人的一天，从一碗胡辣汤开始
。
胡辣汤有四大标配：肉汤、香料、
面筋和配菜。
牛羊骨肉汤熬足八小时，放八角、
胡椒、肉蔻等十几种香料，倒入独门搓
洗的面筋，
放入肉片，红薯粉条、黄花菜、木
耳、豆腐皮、海带、花生等配菜，一大
锅糊糊涂涂的汤熬成。
咋一看，胡辣汤黑不拉几，按《舌
尖上的中国》的说法：
“无论怎么拍，都是稀糊糊的不上
相，惨不忍睹。”
第一次见的人，还没用勺子伸进碗
里划拉几下，看看个中真谛，就扭头走
开了。
究竟味道如何呢？喝过的人自然懂
，内有乾坤。
清早，街角的胡辣汤摊子早已坐满
了人，门口也排起了长队。
老百姓上一秒睡眼惺忪，下一秒就
火眼金睛，紧盯着摊子即将腾出的座位
。
“老糁儿（老师），胡辣汤，油馍
头！”
取到汤后，他们看塑料凳一空着，
马上补位。
趁着热气，往汤里淋香油、陈醋，
放一撮香菜、一勺榨菜。
然后，捧着碗，“刺—溜”一声，
一口下肚，麻辣鲜香味上头，额头渗出
汗，全身暖洋洋，慰贴！提神！
这还没完，胡辣汤还得配着香脆油
馍头、水煎包、鸡蛋布袋、肉盒或油饼
喝，浓汤配炸物，那人间可太值得了，
得劲儿！满足！
“早上一碗胡辣汤，给个神仙都不
当。”
在河南，胡辣汤没有唯一正宗的，
有西华逍遥镇、漯河北舞渡、淮阳朱家
、开封素胡辣汤等多个流派。
辣、咸、稠、淡任君挑选，只要你
喝到最爱的那一碗，它就是最正宗的胡
辣汤。
尽管胡辣汤长得不精致，但它有烟
火味，陪着河南人走了1059年，大写的
河南之光。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懂
它的人自然会懂。
河南人也像胡辣汤，尽管被外界误
解，但，实实在在接触过他们的人，自
然会懂。
北宋时期，在世界第一座人口超百
万的国际化大都市——汴京（河南开封
），全世界也没想到徽宗皇帝会迷上一
款神奇的汤。
当时徽宗最得宠的小太监看皇帝经
常没精打采，那状态就跟咱们周一上班
的状态一模一样。

小太监刚休完年假回来，旅途中刚
好珍藏了两张方子，一张是少林寺“醒
酒汤”，喝完神清气爽；另一张是武当
山“消食汤”，通秘排毒。
为了哄皇帝开心，小太监让御膳房
将这两张方子合二为一，炮制了一款新
汤。
虽然样子看上去不咋地，但皇上喝
完后，开胃健脾，精神矍铄，龙颜大悦
，将这款汤赐为御汤，还赐名为“延年
益寿汤”。
这款汤，就是现在河南人的“第一
条命”——胡辣汤。
因为是御汤，可想而知，极少河南
百姓能喝。
不过皇恩浩荡，徽宗将胡辣汤赏给
了兵人们，此汤冬御寒，夏避暑，兵人
们喝完不再感冒发烧，将汤奉为神汤。
宋朝最鼎盛时，就是胡辣汤最辉煌
时，于是它被画进了《清明上河图》里
。
《清明上河图》一画完，靖康之难
发生了，黑龙江的金朝一举拿下北宋，
河南战火焚烧，开始了历史上最大一次
迁徙。
河南开始断崖式覆灭，一跌落就是
800多年。
迁徙途中，小太监为了谋生，开小
摊卖胡辣汤，无数河南人民爱上了这种
暖胃驱寒、提振精神的滋味，靠着这碗
胡辣汤活了下来。
颠沛流离中，故乡的汤最能充饥，
也最能暖心。
如今的河南人民，无论在哪个城市
谋生活，下班后，一定会去当地的河南
铺子喝碗胡辣汤，跟老乡们吹吹水。
“我的老乡要吃饭啊。”只要有老
乡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胡辣汤老板娘
那锅粘稠的黄汤，就会一直熬下去。
在大农业时代，河南是天地之中，
是 5000 年的华夏文明高地，是 5000 年
的中华粮仓，更是风云骤变的古战场，
住在这个“一把洛阳铲下去全是祖宗”
的河南人，见证了太多皇朝的海市蜃楼
。
但你要问河南是什么？
河南人的答案从来不是那些历史高
光时刻，而是：
“河南就是一碗五味杂陈、苦辣酸
甜的胡辣汤。” 他们，将所有的历史
和灾难都揉进了一碗汤里，地道务实。
早晨胡辣汤，中午烩面，是河南的
性格。
胡辣汤，河南人的“第一条命”；
烩面，则是“第二条命”。
烩面的历史只有60年，比不上胡辣
汤的上千年，凭什么能成为河南人的第
二条命呢？
抗战时期，日军飞机经常空袭河南
。

当时有一位名厨叫赵荣光，特别喜
欢吃面食。飞机来了，赵师傅就去躲飞
机，回来后，看见面条坨了，就加点羊
肉汤烩烩再吃。
久而久之，赵师傅发现重新烩过的
面也很好吃，就潜心研究，成了抗战的
河南人民填饱肚子的来源。
无数的战乱、饥瑾，造就了河南人
的态度：活着是第一要务，活着就要务
实。
60年的烩面，就是务实和知足的象
征。
吃烩面是务实，做烩面是“海纳百
川”，没有统一标准。
在家里，无论有无香料，不管有无
牛羊肉高汤， 只要有汤、有面、有菜
，只要烩同一锅，就是河南烩面。
面可以是手扯宽面、刀切宽面，也
可以用刀削面；香料也没有统一标准，
凭您口味抉择，只要不掩盖汤味就可以
。
在烩面馆里，厨师对烩面的高标准
就是高汤香料。
您别看这高汤相貌平平，里面的香
料可是有八角、花椒、玉果、小茴香、
白芷、丁香、香叶、桂皮、香沙、草扣
、毕卜、草果、陈皮、厚朴、干姜、辛
义花、干松、枝子、沙仁等。
跟广东药材式的老火靓汤可有得一
比，一熬就是5小时。
可以这么说，烩面的做法只有60年
，可烩面的河南高汤可有上千年。
所以，吃河南烩面，看重的是汤，
每碗汤的配方，都是厨师的独家秘方，
也难怪河南群众中午都要吃碗河南烩面
，早上精气神消耗太多，得补补。
对于在外打拼的河南人民，吃上一
碗烩面，最后一定会把汤喝完，每一口
都是分外香浓的上千年河南故土味道，
吃了心安。
就像河南网友温翔龙所说：
“豫菜见证着自夏商以来，华夏历
史的岁月沧桑；孕育着黄老思想、中庸
之道；传承着程朱理学。
喝其汤，问鼎中原、八百诸侯会孟
津的历史典故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血与泪
。
但这片土地上的儿女，逆转了‘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听天由命，而是以
其朴实的食材做出了琼浆玉液搬的汤。
”
河南，中原大地，中国之中，得中
原者得天下。
除了会熬汤，河南还有一股霸气。
仗着这股霸气，河南人民练成了
“两掺儿”“三掺儿”的做饭绝技。
“两掺儿”，就是把两份食物掺到
一起吃，实现食物界的大同。
咸辣胡辣汤掺滑嫩豆腐脑；土豆粉
掺刀削面；羊肉烩面掺万物......

在河南饭桌上，荤的素的，咸的淡
的，软的硬的，全拿一碗掺了。
山里珍馐，海里美味，陆上佳肴掺
成一碗融饭、菜、汤于一体的“N 掺儿
”，色香味俱全。
这就是中原人士的包罗万象，实现
了河南老乡老子的梦想：无为而无所不
为。
中原人士这种包容心态，还体现在
“万物皆恁”和“万物皆中”的河南话
。
夸人，说“恁”！（多么！）
“这妮儿长得真富态，大脸盘恁好
看，排场！（有面儿）”
“咦，恁（你）对象咋恁帅哎！”
吵架，说个恁，气势猛增！
“说你咋恁牛掰？！”
夸人，吵架，万物皆可“中”！
“妮儿，咱去吃烩面，中不中？”
“中！”
“你看我这衣裳中不中？”“中中
中！排场！”
“你帮我个忙，中不中？”“中中
中！安排！”
你要 1 分钟内学好河南话，这宋朝
的标准普通话，是有诀窍的：
用普通话念“一把旧伞”，你就学
会了河南话的“1893”；
用普通话念“1893”，你就学会了
山东话的“一把旧伞”。
学好1893，河南话山东话两不误。
河南人一边大气包容，一边谦虚低
调，见谁都喊老糁儿（老师）。
打车时，“老师儿，火车站走不走
？”
买东西时，“老师儿，拿包烟。”
中原的“中”，是中心，中间，中
庸，是不偏不依，刚刚好，河南将这份
不偏不依的富有心态活在了生活方方面
面。
中华5000多年历史，河南占了3000
多年朝代都城史；
中华 24 个朝代，422 个皇帝，河南
实地见证了 20 多个朝代兴替，300 多个
帝王更替。
所以，江湖传闻，河南人手一把
“洛阳铲”，在盖新房前，都要拿洛阳
铲挖一挖土，自行鉴别一下，土下有没
有千年陵墓。
河南，一铲子下去全是祖宗。
一旦鉴别有墓，那就再找一处新地
盖房，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也免得惊
了祖宗的千年美梦。
老话说得好：“若问古今兴废事，
请君只看洛阳城。”
洛阳盛产古墓，见识多了，洛阳人
民也就发明了洛阳铲，供全国的考古学
家使用，也供河南地铁局使用。
毕竟，作为千年古都，河南和西安
一样，哪里有地铁和地产，哪里就有考

古队。
一边修地铁，一边考古；一边建房
，一边考古，这都是古都捆绑在一起的
三大天团。
更何况，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占
了四座：
洛阳，十三朝古都；
开封，八朝古都；
安阳，七朝古都；
郑州，夏商古都。
看来，河南三大天团的工作难度要
比西安天团更难些。
如今，这把铲不仅能挖中华五千年
的文明，也在互联网广泛使用，比如，
如今一个小影迷喜欢一个演员，那么就
准备用洛阳铲挖偶像的“千年资料。”
世间万物，都有蝴蝶效应，要不是
华夏文明的第一任老大——黄帝的口头
禅“中中中”，传给了后代子孙，那么
河南地底下就不会藏有那么多宝物：
黄帝一句“中中中”,华夏文明在
河南冲积平原平地一声雷，诞生了；
中华缺文字，黄帝一句“中中中”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在河
南安阳出土；
中华缺经济，商朝王帝一声“中”
，商人、商品、商业的第一次开蒙，开
在河南；
中华缺科技，河南科学家们一声
“中”，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在全世
界沸腾，中华四大发明，河南占了三个
。
“河南并不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
源地，但它是最重要的孵化器。一部河
南史，半部中国史。”
一把洛阳铲，足以证明这个孵化器
的神奇之处。中华文明正是通过它的孵
化，造山造水造中华。
河南是中华的长者，当之无愧，但
时代不饶人，骤然间，它成了令人唏嘘
的长者，受尽百般误解。
1938年，为了阻碍日本军队南下，
国民党扒开了黄河大堤，千万河南人民
陷于洪涝饥荒中。
1942 年，河南大旱，千万人受灾
。 河南颠沛流离了800多年，来到近代
，依旧躲不过战争和洪灾。
但这位看尽荣辱兴衰的长者，正以
它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追赶时代的节
奏，默默地复兴着，正如那碗五味杂陈
的胡辣汤，越熬越有味。
这个百年来被饥饿困扰的省份，如
今产粮1300亿斤以上，蜕变成了中国人
的大粮仓，实现了“河南熟、天下足”
。
河南每10碗中国粮，有一碗产自河
南；每 4 个馒头，有一个用的是河南面
粉。
河南以一省之力生产了全国 85%速
冻水饺，75%汤圆、50%火腿肠以及
33%方便面。
中原的“中”，被河南演变成了中
国的中央粮仓、中央厨房以及中国劳动
力资源的中央仓库，合称中央大仓。
中国有姓氏共 11969 个，其中三分
之一的姓氏出于河南；中国前 100 人口
大姓里，有83个出于河南。也就是说，
多数中国人，其实都是河南人。
所以，河南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
代表着华夏文明。
河南文明像蒲公英种子，生根发芽
的地方，就是华夏文明繁衍生息的地方
。
还是那句老话，当经济浪潮退却时
，城市文化的力量便会浮出水面。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节奏，有它的性
格，不应该千篇一律。
在等待着文化力量浮出水面的过程
，这些蒲公英种子，正在以顽强的生命
力，在大江南北建设着，然后下班到馆
子里喝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便已知足
。
最后，豫见中国，老家河南，中原
必将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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