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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造成預算短缺主要學區正準備裁員數十萬人
教育滯後將造成巨大的經濟問題危害美國的實力增長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佛羅里達州布勞
沃德縣公立學校的校長羅伯特·朗西（Robert
Runcie）目前正在為冠狀病毒引起的財務問題
做準備。在冠狀病毒大流行關閉該地區所有數
百所學校後，將成千上萬的學生從教室轉移到
遠程學習。 冠狀病毒危機使美國經濟和州和地
方財政收入嚴重短缺，接下來可能是從學校預

算削減。朗西區是美國第六
大區，為超過 26 萬名學生提
供服務。週二，朗西和另外
60 多名校，在致國會議員的
一封信中警告，除非聯邦政
府支持，否則可能迫使大型
城市學區解僱多達27.5萬名教
師。 根據大城市學校理事會
的名義寄出的信，這些學校
迫切需要資金，因為它們正
面 臨 地 方 和 州 政 府 收 入 的
20％損失。學區已經預料到困
難的一年。 學生遭受了數月
的學術中斷，失去數月的學
習機會。 學校的建築物變成
了全國各地的社區供餐中心

，學校正努力尋找支付與冠狀病毒相關的意外
支出。 數以百萬計的父母失業，導致孩子的家
庭生活劇變。 突然的人員流失可能將糟糕的情
況變成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

這封信說：“這不僅對所涉學生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而且對整個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
響。”這封信有紐約市和洛杉磯學校的學監的

簽名。 “這場教育災難可能會削弱國家多年的
經濟基礎。”

各個學區的資金主要來自州和地方政府的
財政收入，其中一小部分來自聯邦政府。在州
一級，教育是預算中最大的項目之一，通常是
通過所得稅和營業稅的組合來資助的。 由於各
州在意外的巨額收入損失中努力修改預算，學
區已被告知要嚴厲削減預算。在佛羅里達州，
朗西（Runcie）告訴他的社區，準備削減最多
25％的州政府用於公立學校的經費，即使佛羅
里達州已經是該國每名學生支出最低的國家之
一。 出現新赤字的原因是：“迪斯尼關閉了，
迪斯尼吸引了大約5000萬名佛羅里達遊客。”
“郵輪業被關閉。 餐館也是如此。 酒店入住率
下降了個位數。”

如果學區得不到幫助，學區領導者將首先
尋找可以削減“課堂以外所有費用”的地方。
最終會影響班級人數，運輸服務，在最壞的情
況下還會影響人員編制，Runcie說。 弗里曼學
區負責人蘭迪·羅素（Randy Russell）說，他正
在為明年準備三份預算：一份正常的預算，其
中包括削減5％的預算，以及世界末日削減10％
的預算。拉塞爾說：“如果要削減5％到10％，

就意味著巨額預算削減。”
拉塞爾帶領著一個 900 名幼兒園小學生到

12年級的小小區。該地區預算的82％用於基礎
教育服務和計劃，例如職業和技術教育以及員
工的薪水和福利。各學區現在可以開始削減工
資，以避免秋季的進一步痛苦，例如在學校停
課時停止代課教師的工資。

紐約州長說，州對學校的支持可能下降多
達20％，在紐約，教師和倡導者已經開始反擊
削減開支。 本月初，紐約市市長Bill de Blasio公
佈了一項預算計劃，其中包括對教育服務的大
幅削減，包括凍結招聘和削減諮詢服務。紐約
市議會議員說，紐約市和州應減少與昂貴顧問
的合同，並對州的億萬富翁徵收更高的稅款，
以抵消收入損失。 更具爭議性的是紐約警察局
的凍結招聘。國會領導人 3月份的冠狀病毒救
助計劃為學校提供了約135億美元的救助，但是
學校領導說，這只是從表面上解決問題，並要
求再提供2000億美元，該計劃幫助各學區 主要
服務於低收入學生。不久的將來的問題是在地
方和州財政收入短缺而削減預算的時候，下一
學年大量學生將進入，並且學業程度大大落後
。

國會議員Al Green與當地官員 社區領袖共抗冠狀病毒活動
在Sunnyside和Hiram Clarke主持兩場食物和口罩分發活動

此前國會通過了一項立法 撥款250億美元用於更多冠狀病毒測試

冠狀病毒導致許多學校停課已經影響數百萬家庭的生活方式冠狀病毒導致許多學校停課已經影響數百萬家庭的生活方式，，並且將造成並且將造成
從托兒到各級學生教育的危機從托兒到各級學生教育的危機。。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2020 年4月30 日
，星期四，格林議員 (Al Green) 與參議員Borris
Miles（SD-13），Shawn Thierry代表（HD-146
），Rodney Ellis 專員（Pct.1），理事會成員

Carolyn Evans-Shabazz（D 區）一同加
入 Blueridge 聯合衛理公會教堂的牧師
Romonica Malone-Wardley 和社區領袖
桑德拉·馬西·海因斯向下午1點在位於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77051 里德路 2929
號的 Blueridge 聯合衛理公會的前 500 輛
汽車分發食品和口罩。
2020年5月1日，星期五，格林議員與

參 議 員 Borris Miles （SD-13） ， Alma
Allen 代表（HD-131），RodneyEllis 專
員 （Pct.1） ， 理 事 會 成 員 Martha

Castex-Tatum（K 區）一同加入 新信仰教堂的
牧師安德烈·J·劉易斯（Andre J. Lewis）博士和
社區領袖維維安·哈里斯（Vivian Harris），為下
午 1 點在位於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福卡街 4315

號的新信仰教堂的前500輛汽車分發食物和口罩
。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說：“我很榮幸與社區
，州和地方各級的朋友和同事合作，向 500 個
Sunnyside居民和家庭提供食品和口罩。” “在
哈里斯縣確診病例中第二高的病例中，Sunny-
side努力工作的納稅人受到了冠狀病毒大流行的
極大影響。 該社區提供了非裔美國人因COV-
ID-19而面臨的全國性差異。 這就是為什麼我
們要共同努力，以確保Sunnyside能夠獲得測試
，營養和防護裝備。 為此，考慮到這種病毒的
傳播方式，我們正在保護您和您的家人，因為
影響Sunnyside的因素可能影響所有“方面”。
”

國會議員格林-國會區包括 Sunnyside 居民

區-最近與市政府官員宣佈在 Sunnyside 開設一
個移動測試部門，此前國會通過了一項立法，
撥款250億美元用於更多冠狀病毒測試。格林補
充說：“我必須感謝社區領導人桑德拉·馬西·
海因斯（Sandra Massie Hines），多年來他們對
Sunnyside社區表現出堅定的承諾，並感謝Blu-
eridge聯合衛理公會的Romonica Malone-Ward-
ley牧師允許我們使用此設施。 我還必須感謝安
理會成員卡羅琳·埃文斯·沙巴茲（D區），專
員羅德尼·埃利斯（Rodney Ellis）（第1區），
代表肖恩·蒂埃里（HD-146）和參議員鮑里斯·
邁爾斯（SD-13）在對抗冠狀病毒方面的持續
領導 大休斯頓地區發生危機。 爭取 Sunnyside
是我們的榮幸，也是我在國會中代表第九國會
區人民的榮幸。”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與當地官員與當地官員 社區領袖共抗冠狀病毒活動社區領袖共抗冠狀病毒活動，，在在SunSun--
nysidenyside和和Hiram ClarkeHiram Clarke主持兩場食物和口罩分發活動主持兩場食物和口罩分發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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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他独自

坐在车里，不知不觉已

经抽了三根烟。

失业快一年了，从

管着百来人的4S店职业

经理人到裸辞后在家看

孩子，46岁的高轩很多

时候都靠着独处和烟酒

让自己勉强维持着心理

平衡。

离职时，高轩的儿

子才两岁半，还不够上

幼儿园的年龄。由于孩

子是他和妻子两家人唯

一的第三代，家里人疼

爱得紧。妻子生了孩子

以后就一直在家带娃，

高轩则基本上没有管过

家里什么事，有时被妻

子数落“回到家油瓶子

倒了都不扶”。

“她是个识大体的

人，内柔外刚。”得知

高轩失业后，妻子一句

抱怨的话都没说，立马

到各大招聘网站找工作

面试，孩子也自然由高

轩来照顾了。

带了孩子才知道，

这是个负荷多么大的事情。虽然体力脑

力上没什么负担，但只要孩子醒着，他

所有的时间就都不再是他自己的了。高

轩感到焦虑烦躁，但又无处诉说，甚至

怀疑过自己是不是不爱孩子了，被烦得

急了还会冲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吼，然后

再陷入到无比自责的情绪中……

“我最难受的是没有自己的时间，

而且在外人看来还是在家待着一分钱不

挣。”当了一个月“全职奶爸”后，高

轩趁孩子睡着翻出自己七年前的简历，

按照网上的指导一点一点修改。

然而，海投出去的一份份简历就像

是投到了海里，听不到一丝回响。他终

于意识到，毕竟年纪摆在那儿，再辉煌

的过往业绩也难以打动如今的HR。

他曾答应家人不再吸烟，但失业在

家后，很多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怎样编

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溜出去，有个独处的

机会抽几根。

他也不曾觉得自己有什么酒瘾，只

是多年工作习惯了隔几天就微醺一下，

失业后才感觉到自己已经很依赖酒精了

。心情烦躁时，为了不让家人察觉，他

就编个跟朋友有约的理由出门，然后独

自一人去公园里找个位置偏僻的长椅坐

着喝啤酒，天气冷了就“转移阵地”，

到地下停车场的车里。难得的独处让他

感到放松一些。

有一次，他半夜出门，开着车上了

高速，打开所有车窗，把音响放到最大

，一路大吼过去，再像个没事儿人一样

回家。

这些痛苦、彷徨无助的情绪高轩是

绝对不会跟家里人讲的，只能自己消化

。家里人帮不上忙，还会替他担心，他

不想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最抑郁

的时候，他甚至想过一了百了。可家里

上有七十多岁的父母亲，下有两三岁的

孩子，“死不起”。

高轩从未想到过，从工作了七年的

公司离职，再找工作会这么难。

当初想着再不济也就在家待两三个

月，直到自己处处碰壁以后，才慢慢把

找工作当回事儿。

七年前，高轩入职某汽车品牌4S店

，担任总经理。高轩一手抓管理一手抓

销量，每年休息时间不超过10天，年薪

二三十万，还为公司开了两家新店。

变化发生在2018年，高轩说：“汽

车行业市场开始萎靡，平均月度销量下

滑了三分之二，销售利润几乎没有，只

能靠着服务产出利润。”

日子越来越难过，新区域经理定下

的月度销售任务在高轩看来，“是不可

能完成的”。

高轩觉得，这是公司在找理由逼迫

他辞职。“人家看你老了，干不动了，

找个理由……我也不用再等人家开口，

这样挺没意思的。”做好工作交接，打

印了写着“因个人原因离职”的离职报

告，他就这样离职了。

等他拿着老板补偿的钱回家时才真

正意识到，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以及自己

一手搭建走到现在的“软件”资源，已

经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失业第一个月，高轩只想着要好好

歇歇。等到他开始再找工作的时候，无

论是朋友介绍还是自己投简历，基本都

没有下文。

“几个月转眼就过去了，我还是一

个没有任何收入、坐困愁城的老男人。

”高轩的手机渐渐不再有什么电话进来

。“从前圈里的那些朋友，眼看着就快

不认识我这个人了。”

曾经叱咤职场人人尊敬的“操盘手

”、家里的顶梁柱，一夜之间，全都反

了过来。高轩无法忍受自己突然间就变

得毫无价值，角色的反差、心理的落差

比对前途的焦虑迷茫更让他

难受。

直到有位HR委婉地谈到

年龄，高轩才意识到这个问

题竟如此严重。

“汽车销售行业基本上是

个吃青春饭的行业。”高轩

分析，自己已经到了“职业

天花板”，经验也好人脉也

好，都已经不再是核心价值

，而自己也没有精力再去继

续走以前的老路，也许拼搏

一番到头来又重蹈覆辙。

可自己有什么优势呢？

高轩一直从事着跟汽车有

关的工作，完全是出于发自

内心的喜欢。小时候，他在

家里的白墙上画满汽车，不

知道为此挨了父亲多少回揍

；上初中，开始翻司机培训

教材；再大一点自学了汽车

机构、汽车工程等教材，还

开过卡车跑货运，也做过汽

车专业讲师。

“身边没有人比我更懂汽

车。”过往的经验让高轩很

自信。

“要把爱好当成一生的事

业”，他决定往咨询公司汽

车专业讲师的方向投简历。高轩分析，

讲师这一职业受年龄限制比较小，自己

多年的汽车销售和管理经验也是优势。

调整目标后，失业的第8个月，高

轩终于拿到了一家咨询公司汽车专业讲

师的offer。本打算年后入职，可因为突

如其来的疫情，入职时间还未确定。

经历了一年的“中场休息”，高轩

深刻体会到，“失业是一个特别折磨人

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能扛过来

，中年失业再找工作没那么容易，得对

自己有新的定位，有方向有目标地去转

型。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看不到希望。

”高轩很喜欢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

的一句话：有些鸟儿终究是关不住的，

因为他们的羽翼太过鲜亮。

在新工作自我介绍的PPT里，有一

页是入职感言，高轩写的是：开启人生

又一篇。

中年失业者
从几乎全年无休到每天在家看孩子

德州德州55月月11日重新開放日重新開放﹐﹐官員警告不要放鬆警惕官員警告不要放鬆警惕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德州將於
今日邁開開放的第一步﹐衛生官員在5月1
日上午的疫情簡報會中說﹐哈裏斯郡正在
極力平緩感染曲線﹐警告民眾不要因為「重
啟」就放鬆警惕﹒
哈裏斯郡郡長伊達戈爾（Lina Hidalgo）說﹐
在休斯頓市外的哈裏斯郡地區有 97 例新
病例﹐另有1人死亡﹒休斯頓和哈裏斯郡
的確診人數總和現已超過6300例﹒
4月30日德州回報了50多人死亡﹐這是自
3 月中旬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全
州範圍內增加了1000多個新病例﹐也是叁
週來最大的一次躍升﹒
哈裏斯郡衛生系統首席執行官埃斯梅爾·
波薩（Esmaeil Porsa）博士﹐樂觀而謹慎地表
示﹐哈裏斯郡已經成功使曲線變得平坦﹒

即使該地區
取得了成功﹐
伊達爾戈也
警告「任務沒
有完成」﹒
伊達爾戈說﹕
「有些人把今
天當作值得
慶祝的一日
﹒我必須要
對他們說『還
沒那麼快』﹒」
他補充說﹐僅
僅是因為一些企業可以重新開業﹐並不意
味著疫情結束﹒
波薩博士敦促民眾加倍採取安全措施﹐並

請盡可
能待在
家﹒他
還要求
每個人
都做到
完善的
衛生習
慣 ﹐在
公共場
合繼續
遮 臉 ﹐
經常洗

手或消毒﹐並保持至少六呎的社交距離﹒
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宣布即日起將率
先重新開放的行業包括﹕所有零售商店﹐餐

廳﹐電影院﹐購物中心﹐圖書館和博物館﹐但
人流上限為 25％﹒教會場所今天也可以
開始提供更多服務﹒
州長表示允許開放﹐但不是必須的﹒許多
電影院業者也表示﹐將不會按照這個時程
開放﹒
本週稍早時候﹐伊達戈爾也宣布了一項叁
管齊下的「叁T計劃」﹐要加強﹕測試（testing
）﹐追蹤（tracing）﹐治療（treatment）叁者﹐緩
速將休斯頓地區開放﹒
在5月1日早上的記者會中﹐她又新增了另
一個T﹐即團隊合作（teamwork）﹐這意味著
必須藉由社區來支持醫療體系﹐盡其所能
減慢病毒的傳播﹒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州長重啟
德州的第一步驟即日展開﹐餐飲業者於 5
月1日被允許開放堂吃用餐﹐前提是要限
制店內人流量為平日的25%﹒對於這項新
措施﹐休斯頓中國城的餐館也反應不一﹒
位於敦煌廣場的稻香飯糰老闆指出﹐因為

自家餐食偏輕食
類型﹑方便好攜帶
﹐因此生意在這段
期間受的影響比
較小﹒然而這陣
子也看到許多客
人﹐購買了食物後
因為內用區不開
放﹐只能外帶﹑到
車上吃﹐十分不便
﹒因此從 1 日開
始﹐業主將根據州
長頒布的命令﹐開
放部分的內用空

間﹒
不少業者也紛紛在臉書等社群平台上發文
﹐表示將會於1日恢復營業﹐或者開放內用
堂吃﹐呼籲民眾可以來多家消費﹒
然而﹐有鑑於州長所頒布的命令並非強制

性﹐有些業者則選擇繼續歇業﹒中國城另
一處的HK 點心城的業者表示﹐不會依據

這個命令開店﹐由
於疫情的關係﹐業
主認為這陣子會
選擇內用的客人
只占少數﹐因此將
重心放在外帶市

場﹒業主也表示
﹐雖然這陣子是
餐飲業寒冬﹐隨
著最近兩周天氣
好轉﹐中國城的
人流也有稍微增
加的趨勢﹒

重啟德州首步重啟德州首步﹕﹕餐廳開放餐廳開放2525%%﹐﹐中國城餐飲業者怎麼看中國城餐飲業者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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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聯會捐赫曼醫院三萬元物資校聯會捐赫曼醫院三萬元物資

校聯會在四月二十三日捐贈價值三萬
元的防護品給西南區的赫曼 (Memorial
Hermann) 醫院。其中兩萬兩千多元用來
購買四百件全身密封的防護服及—萬五千
個口罩。剩餘的七千五百元捐贈給醫院，
做為五月六日全民護士節慰勞護士們的餐
點費用。屆時將選用唐城的華人餐館，以

幫助餐館的維持運作。
典禮由西南區赫曼醫院的總裁 Mali-

sha Petal 女士,和醫生、護士、職員及作
業室副總裁等代表接受。臺北經文處陳家
彥處長，何人傑組長，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西南管理局理事長李雄，執行長李純
如，及校聯會前理事長葉宏志，副會長劉

美玲也參與盛會。眾議員 Al Green 特別
派他的代表林富貴律師，頒發嘉獎狀給校
聯會和處長。 西南區警察局指揮官 Ban
Tien, 休士頓市政主管員 Chris Brown, J
區衆議員 Ed Pollard也親臨現場.

當天校聯會特別訂了 200 盒精致的西
式餐點，來慰勞赫曼醫院勞苦功高的醫生

護士們。
新冠病毒基金募款，很快的在兩個星

期之內就到達七萬多元 (其中頭兩萬元由
校聯會對捐。) 遠遠超過我們預期目標的
五萬元。 校聯會在此致誠的謝謝校友們在
這世紀大災難中發揮了大愛和民胞物與，
慈悲為懷的精神！團結華人的力量救災，
盡其在我。其中三千元捐給福邊郡 PPE
drive, 三萬元捐給西南赫曼醫院，另外約
四萬元預計將捐給休斯頓食物儲藏庫，以
救濟因新冠失業，貧苦無依的—般市民們
。

雖然今年的年會和獎學金的典禮儀式
無法舉行。但是獎學金將照常贈與。今年
得獎者共有四十—位，獎學金總金額將高
達八萬四千五百元。遠超過往年紀錄！非
常謝謝所有獎學金贊助者以及鄭大展和獎
學金委員們，在這困難的時刻帶給我們異
外的驚喜！

謹祝大家居家平安，—切如意！

大專校聯會會長
徐小玲

讀樓著讀樓著〈〈老蔣在幹啥老蔣在幹啥??〉〉有感有感((66))
樓文淵先生於2019年6月發表此書，

是以民國38年任蔣侍衛人員時的〈工作
日誌〉，加上摘錄同時期蔣的〈日記〉所
編撰而成。雖然日記部分僅是 “摘錄”
，但仍是記錄蔣當時思維最真實的一手資
料。如果再將這兩項資料進一步加以整理
分析，那麼對蔣的人格特質及其面臨山河
變色危局的因應與心路歷程，就能有較深
入的瞭解。本文即以此為目的試作探討。

3月4日： 「與吳、張談話，研究匪
方與邵力子等談和結論，認為其本身有和
平之需要，以及渡江後各種之顧忌，以俄
國政策根本不願共毛之渡江與英美勢力接
觸，更不願其統一中國，否則，俄必能控
制共毛也。」

3月5日： 「文白以此次失敗以外交
為失敗之總因，余同感，…余之失敗，俄
共勝利，即為美國根本之失敗。彼馬（歇

爾）猶未覺悟也。」
3月25日： 「逸民、辭修來見，… 直

告以余決願以革命領導者地位領導革命，
而決不直接出而從政也。」

4月1日： 「晚課召見侍從人員聚餐
訓示，即以余所在地之奉化為革命根據地
，積極進行之方略。」

4月6日： 「令經兒對常會補充指導
。一、和會必須先訂停戰協定；二、如共
匪何日渡江則和談即何日停止，其破壞責
任應由共方任之。」

4月20日：（侍從記）： 「是晚，共
軍陳毅部，因江陰要塞叛變，大舉渡江南
侵。和談因而破裂。」

4月21日： 「立法、監察各委員害國
負黨，國家至此，大部責任應由若輩與桂
系謀叛自私而成也，可痛之至。」

4月22日： 「李（宗仁）乃表示不能

擔任艱巨責任，必須要余復出。余乃堅拒
。」

4月23日： 「國軍撤離南京。」 （政
府即日遷至廣州）

4月24日：（侍從記）： 「久經困戰
之太原於本日淪陷。」

4月25日：（侍從記）： 「登太康軍
艦，…航向已為共軍圍困之上海。」

4月26日： 「下午一時到上海復興島
停泊，…研討今後部署與戰略…決令廣州
作固守之準備，照預定方針固守上海、廈
門、廣州各海口與敵持久周旋也。」

5月2日： 「李徳鄰留桂不來穗…其
真意乃欲余出國。…以余剿共之志，如國
內有寸土可為我革命立足之地，則余不敢
放棄此責任也。」

5月3日： 「本日杭州撤守。」
5月8日： 「籌思三民主義實施方案

，…而以臺灣或定海為實現
區也。」

5 月 13 日： 「周奉章
（喦）主席與段澐軍長由甬
來見，指示其定海防務與建
設為民生主義實驗區之要旨
等。」

5月15日：（侍從記）： 「武漢今撤
守。」

5月16日： 「甚願在定海與普渡作常
駐之計也。」

5月17日：（侍從記）： 「九江陷落
。」

5月20日：（侍從記）： 「西安撤守
。」

5月23日：（侍從記）： 「南昌失陷
。」

5月25日： 「指示經兒赴滬面告恩伯
縮短原定戰線後，再圖安全撤退，但余意
如能固守，仍應不撤也。」

5月28日： 「接恩伯函，乃知上海主
力安全撤退為慰。」

6月2日： 「見陳大慶談上海作戰經
過，砲兵幾乎全失、戰車亦失四分之三。
湯始報為全部撤出，完全謊妄。」

6月4日： 「自共匪渡江以及上海失
陷後，我軍被消滅者足有十一軍之多，統
計在東南瓊、臺、定三島為基礎，可編並
成軍者尚有十五個軍。」

6月5日： 「訪閻伯川（行政院長）
，…明告其軍事財政、外交與政治各項要
者共七條，囑其參考之，並交（國民黨中
常會）非常委員會名單，囑其與李洽商之
。」

6月11日： 「訓示周（至柔）…余之
革命領袖權力並不關於總統名義職位之存
否，尤其無總統職位不有法律之限制，故
今日對革命軍有絕對無上之權力也。」

6月15日： 「接閱妻函二封，…以美
國確有收回臺灣與承認共匪之可能。」

6月18日： 「臺灣主權與法律地位，
英美恐我不能固守，臺灣為共匪奪取，而
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太平洋海島防線
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 …
余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
，決不能交還盟國， … 料其決不敢強力
收回也。」

6月26日：（侍從記）： 「李代與閻
揆又來電催赴廣州。另立委一百八十餘人
聯名促駕赴穗主持

中原大學傑出校友郭正泉感恩餐會中原大學傑出校友郭正泉感恩餐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特別感謝郭正泉和林翠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特別感謝郭正泉和林翠
梅夫婦長期以來對同鄉會的支持梅夫婦長期以來對同鄉會的支持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恭喜郭正泉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恭喜郭正泉化
工博士榮獲工博士榮獲20182018年中原大學傑出校友年中原大學傑出校友,,並透露並透露

他的父親亦畢業於該校他的父親亦畢業於該校,,郭正泉還是他的小學弟郭正泉還是他的小學弟

中原大學傑出校友郭正泉以祈禱中原大學傑出校友郭正泉以祈禱，，祈福祈福，，祝祝
福的話福的話，，歌唱歌唱,, 擁抱和大家分享喜樂擁抱和大家分享喜樂

長春會長柯志佳介紹郭正泉化工博士是長春會長柯志佳介紹郭正泉化工博士是ACSACS
成員成員,,目前該會有目前該會有1515萬會員萬會員,,全世界有全世界有740740個分個分

會會,,他榮獲他榮獲20182018年中原大學傑出校友年中原大學傑出校友

楊朝昭和郭正泉互相段練十全氣功鍊身體楊朝昭和郭正泉互相段練十全氣功鍊身體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致詞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致詞,,中原大學基督教會中原大學基督教會
創立創立,,它們對社會付出是有目共睹它們對社會付出是有目共睹,,郭正泉化工郭正泉化工

博士是該校傑出的傑出校友博士是該校傑出的傑出校友

全美全美FAPAFAPA郭正光總會長致詞盛讚郭正泉和林翠郭正光總會長致詞盛讚郭正泉和林翠
梅是休士頓的有應官梅是休士頓的有應官,,有活動需要幫忙這對夫妻有活動需要幫忙這對夫妻

決對是有求必應決對是有求必應

傑出校友郭正泉和校友們與有榮焉傑出校友郭正泉和校友們與有榮焉

郭正泉和林翠梅夫婦全家和台北經濟文化辦郭正泉和林翠梅夫婦全家和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陳家彥處長感恩餐會合影事處陳家彥處長感恩餐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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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海大战，历史上蒙古海军战斗力

爆表。

张弘范被任命为征讨崖山的元军舰

队主帅，他联合西夏后裔李恒所率舰队

，一南一北锁住海湾口，并以陆军断绝

宋军饮水通道，形成夹击之势。

“海面浮尸十万”，南宋军民无一

投降。场面之壮烈，令人扼腕。

后来“岭南三大家”之一的诗人陈

恭尹，拜谒三忠祠写下《崖门谒三忠祠

》：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崖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堪称“大气磅礴，大笔遥深，卓绝

千古”之名作。

所谓“三忠”，是指文天祥、陆秀

夫、张世杰的“宋末三杰”。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文天祥最早被俘，在被羁押的战

船上，过伶仃洋，目睹宋军海战惨败的

情景，写下《坐北舟中望崖门诗》、

《哭崖山》等多篇与崖山有关的诗。因

不降，后死于大都（今北京）狱中。

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兵败，

将其俘虏的是张弘范，一个出生在河北

定兴，宋辽边界的幽云土著,一个蒙古

大军的中的副总指挥之子。蒙古对宋战

争的东路军总指挥是党项人察罕，副总

指挥就是张柔（其子张弘范）。蒙古人

的“兼容并包”可窥一斑。

公元1278-1279年，蒙元铁骑南下

，分水陆两路进攻，文天祥被俘。张世

杰在海战时溺水身亡，左丞相陆秀夫背

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

后，十万军民也跳海殉国。这就是历史

上著名的崖山海战。

崖山海战标志南宋灭亡，华夏民族

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一脉相承

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因此

有“崖山之后无中华”这种说法。

周总理到崖山视察工作时曾经说：

“我看陆秀夫不应该跳海，他应该带兵

到海南岛去，带兵到台湾去，在那里搞

根据地，还可以再打嘛。”

崖山海战后，陆秀夫幼子陆自立

（号复宋）和其他南宋遗民乘船外逃至

南洋爪哇岛，陆自立被推举为首领，准

备等待时机反攻蒙军。可惜的是，因实

力有限，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恢复大宋。

陆自立和南宋遗民来到爪哇岛时，

正遇到爪哇岛内乱，他们趁机占领了爪

哇北部沿海300里的顺塔这个地方，并

在这里建立“顺塔国”，陆自立自立为

“顺塔王”。

公元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

元世祖忽必烈派遣一千艘战舰组成的海

军，从福建泉州渡海，登陆爪哇，联合

满者伯夷王克塔拉亚萨攻打信诃沙里国

叛将贾亚卡特望，灭信诃沙里国。满者

伯夷国王克塔拉亚萨随后反戈，打退元

军，统一爪哇。

到明朝永乐年间，爪哇顺塔国还曾

派使者向明朝朝贡。《明史》对顺塔国

有相关记载，“其国一名莆家龙，又曰

下港，曰顺塔。……永乐九年自遣使表

贡方物”。梁启超在《中国殖民伟人传

》也有专门介绍顺塔国，“明太祖时爪

哇者婆并时入贡，盖本二国也。者婆亦

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流寓多广

东及漳泉人。”

爪哇岛出现在文学中，是遥远之所

的意思。《金瓶梅》第二回：“那人一

见，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早已钻入爪

洼国去了。”

那么，我们有个疑问：为什么古代

蒙古海军这么强大？“蒙古海军”不是

一个玩笑段子吗？

事实并非如此，古代蒙古海军确实

强大。号称“东洋第一海军”。

史料记载，公元1221年第一次出现

蒙古帝国派遣数百艘舰船，跟金国水军

交战的记录。蒙古海军居然赢了临海的

金国海军。

与南宋交战时，蒙古海军规模更是

突飞猛进。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

，蒙古帝国在明州、温州、台州登记的

舰船数量达一万九千多艘，其中五分之

一超过3米。

南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蒙古

帝国又从各地的造船厂订购了2000艘舰

船。当蒙古军队打到福建时，已经拥有

700艘船可以在海边航行，又有1400艘

在江上航行。

有了硬件，还要有软件：海军。

鞍上武士不乏有通水性之兵，最大

一部分还是灭金之后受降的金国海军为

蒙古所用。

蒙古时代的海军，主要是战船运送

兵力，火炮还没有形成主要战斗力，靠

的是弓箭。渔船plus版本就是战船。

要不是海风影响了运送兵力，蒙古

顺手就把日本也灭了。

蒙元统治了9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

，这算一个过渡。

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

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

“务施实德，不尚虚文”。

元朝期间，汉人是列在蒙古人、色

目人之下的第三等，色目一词起源于唐

代，是“各色各目”的意思，包括西域

、西北各族及欧洲人；汉人主要是北方

汉民族和女真、契丹、高丽等北方民族

，原来金国统治范围内的；南人为第四

等，是南宋统治范围内的。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主要指的是统

治阶级不是汉族，没有继续使用儒家封

建思想体系。跳出了中原概念。毕竟人

家蒙古大军横扫亚欧，“见过世面”。

比如废科举，蒙人分级统治，儒生

排第九，九儒十丐，文明沦丧，礼崩乐

坏。好在没有实习“文字狱”、“焚书

坑儒”。

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在元

代得到了放大，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

元朝在民族文化上采用相对宽松的

多元化政策，即尊重中国各个民族的文

化和宗教，并鼓励中国国内各个民族进

行文化交流和融合。

元朝宗教，佛教得以延续，最盛行

的是藏传佛教。这与汉传佛教已有不同。

元朝时期，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

要是太一、 大道、全真三派及浑元教

。在这些教派中以全真对蒙古统治者的

影响最深。全真教是由道家王重阳创立

的，其主要宗旨是弘扬儒教、佛教、道

教和实践，故名全真。还有一个重要人

物是丘处机。

元朝还包容和接纳欧洲文化，甚至

能准须欧洲人在元朝做官，通婚等。欧

洲著名历险家马可.波罗曾是元朝的重

要官员。

蒙古来自草原，无论是疆域还是思

想，都有“辽阔”之感。特点就是兼容

并包。

在文学方面，元代文化有两大特色

，一是通俗化，一是多元化。

元代文学的特点则是四种主要的文

体：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在文学

史上首次齐聚文坛。元曲文学形式出现

。

元代尚武轻文，科举时废，唐宋以

来形成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观念被强

有力地改变。

元代治法粗疏，导致人的精神思想

比较自由。

多元文化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审美

观的多元化，思想的活跃使人们可以对

事物作出多视角的评判。

在 天 文 方 面 ， 郭 守 敬 的 一 年

365.2425天的太阳历，与现代公历只差

了26秒。

蒙古尚音乐，图兰朵就是以元朝背

景创作的。

在医学方面，“金元四大家”一出

直接王炸，中国医学的理论知识到了全

盛时期。其后一千多年都是跟着这四派

走。

朱震亨主张“阳有余阴不足论”和

“相火论”，善用养阴降火，故称作

“养阴学派”，提出了著名的“阳常有

余，阴常不足”的观点。

刘完素主张“火热致病”，善用寒

凉药物，故称作“寒凉学派”。

张从正主张“病由邪生”，善用

“汗”、“吐”、“下”攻邪法，故称

作“攻下学派”。

李杲主张“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善用“益气升阳”，故称作“脾胃学

派”或“补土学派”。

所以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的说法

，只是对统治阶级、官僚体系来说的。

在其他方面还在继续发展。虽然汉族和

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不再是第一等。

明朝在不远处即将到来。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太平天国运动是关系到清朝生死存

亡的，在清朝末期，太平天国的出现，

无疑是让清朝雪上加霜。清末时期，各

个方面的问题已经显现，由此出现了太

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的出现，让清朝

变得岌岌可危，甚至是差一点让清朝走

向灭亡。

洪秀全出生在嘉庆十九年，在这一

年中，嘉庆帝已经是年老了。洪秀全出生

于广东花县（今花都区）的耕读世家，因

此洪秀全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熟读

四书五经及其它一些古籍。因此洪秀全的

家人对他是给予了厚望，更为重要的是，

乡里乡亲的人都看好洪秀全。

也就是说，乡里乡亲的人相信洪秀

全能够光宗耀祖。虽然乡里乡亲的人们

看好洪秀全，但是洪秀全的科举之路并

不顺利。洪秀全多次参加科举，直到在

25岁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次参加科举的

洪秀全仍然是失败的。从此，洪秀全言

语沉默，举止怪异。

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仍然参加科

举，但是依然落榜。这时候的洪秀全受

到了打击。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的命运

发生了改变，在这一年中，洪秀全发现

了《劝世良言》一书，详读之后被宣扬

上帝的基督教义所感动，萌发了信奉上

帝、追求人人平等的观念。

从此之后，洪秀全创建教派，其后

发动了金田起义，也就是在此之后，洪

秀全奠定了太平天国的基础。不可否认

的是，太平天国出现后，以非常迅速的

战争，直接让清朝的半壁江山失守。由

此说来，太平天国差一点让清朝走向灭

亡。

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

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此后

，太平天国走向了巅峰时期。长期的享

乐生活已严重削弱了洪秀全的意志，损

坏了他的智力。进入天京之后，洪秀全

开始忘乎所以，此时的洪秀全为自己的

失败埋下了隐患。

刚刚进入天京，洪秀全就派人拆掉

了明朝的故宫，命令将那些巨柱和石料运

到玄武湖边上，去构造一个新的宫殿。这

就代表了洪秀全是只顾得自己的享受，完

全忘记了当初太平天国和金田起义的目的

。宫殿建成后，洪秀全整天把自己锁在金

碧辉煌的天王府中，谁也不见。

洪秀全一方面杂乱无章地思考着一

些哲学和神学问题，一方面，他像历史

上所有的帝王一样，苦练房中术。随着

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长江上游的重镇

安庆失守，各地太平军连连失败。形势

急转直下，李秀成一再劝他率众突围、

“让城别走”时，洪秀全勃然大怒。

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

，剩下的结果只能坐以待毙。天京被围

困的最后关头，洪秀全眼见城池守不住

了，精神彻底地崩溃。此时的洪秀全就

更加是精神失常了。洪秀全整天嘴中念

念有词，不断呼唤神灵，乞求上天让地

下长出食物，让自己的天兵天将饱餐杀

敌。

粮食没有从天而降，由此说来，很

多太平军被活活饿死。全城男女腹饥难耐

，日夜围着忠王府哭求救命。1864年4月

，全城粮食几乎已尽，洪秀全命人将苔藓

野草之类东西“取来做好”，美其名曰

“甜露”。李秀成奏“此物不能食”，洪

秀全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

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被湘军攻

破。此时的洪秀全命悬一线，刚刚攻破

城池的湘军满大街的寻找洪秀全。7月

30日，湘军总兵熊登武得到一个太平军

黄姓宫女告密，这才知道洪秀全已死10

多天了。最终湘军找到了洪秀全的尸体

。洪秀全是怎么死的呢？

洪秀全因食“甜露”过多而病倒了

，但他拒不服药，导致病情日趋严重，

终于一命归西。一直到死，洪秀全都保

持着他固有的神秘感。临死前，他命人

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

实实。最终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仍然以失

败告终。

洪秀全最后的时刻
荒诞悲凉，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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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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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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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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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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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07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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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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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01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9年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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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22日中國大陸2014年03月22日
第二A優先：有名額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5年01
月15日中國大陸2015年01月15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8年03月
15日中國大陸2008年03月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6年07
月22日中國大陸2006年07月22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4年11
月22日中國大陸2014年11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20年
03月01日中國大陸2020年03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5年09
月22日中國大陸2015年09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8年12月
15日中國大陸2008年12月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7年07
月28日中國大陸2007年0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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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移民消息
1.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務院做出以下
政策調整：
a. 移民局於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宣布，對
於3月 1日到 5月 1日之間所發出的所有補件
(RFE)和拒絕意向書(NOID)的回復，在原有的截
止日期基礎上，給予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3月20日起接受申請文件的電
子簽名。
c. 美國國務院從2020年3月20日星期五開始
暫停所有的移民簽證和非移民簽證服務。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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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新的申請和審理案件。目前移民局打算從6
月4日起重新對公眾開放。但是會根據各州的疫
情調整開放時間。
e.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16日開始取消了
加急申請。
f.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疫情為由要求延期
。如果申請材料合格，延期等待期間是合法的。
工作簽證的申請人延期等待期間240天之內可以
合法工作。

因為疫情的原因而耽誤延期申請的遞交，移
民局會根據個案情況寬限處理。

通過豁免簽證進入美國的，可以延期30天
。30天之後如果情況沒有好轉，可以繼續延期
30天。

2.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2月24日起全面
修改移民表格，嚴格限制移民和非移民申請美國
福利。綠卡或公民申請人如果曾經使用過美國的
社會福利，如TANF, SSI, SNAP, Medicaid, 食物

券、住房補助等等，則會被拒絕綠卡或公民申請
。移民局也將嚴格審查以任何形式申請美國簽證
的申請人，如果認為申請人未來有可能申請社會
福利，就會拒絕其入境。
3. 從2019年12月2日，加急申請費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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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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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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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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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自從川普總統就職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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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庇護和難民入境美國和獲得綠卡，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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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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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年年55月移民排期月移民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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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開示圖為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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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客戶，希望大家平
安的渡過疫情.咱們州長也試著
開放了一些生意！我還是鼓勵
大家放開心情可以不出去人多
的地方儘量不出去！很感激老
人中心的工作人員，疫情期間
仍然站在岡位繼續服務長輩們

！煮飯送餐給中心的長者！萬
德福保險的李經理尊重州長的
居家令在家為客戶們服務，有
事請打281 758 9152. 若有需請
預約，我將戴口罩為大家服務
！

將來的保險趨向都會走網

路，這段居家時段，保險公司
給我們上了很多的課，準備在
不見面的情況下也可以為大家
服務！

萬德福保險也有培訓新的
保險經紀人，歡迎持有健康和
人壽保險執照的經紀人來共同

努力幫助更多的華人！
保險經紀人，自己就是老

闆，沒有失望，只有希望，你
的知識領域打開後，有努力就
有碩果，沒有人規定你的上班
時間，你和客戶方便即可！

有興趣的朋友請聯係萬德

福保險李淑惠 281 758 9152 約
談，將幫助你渡過自己瞎摸期
，很快可以上線賺錢！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萬德福保險服務萬德福保險服務
不打烊不打烊 李淑恵李淑恵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一場新冠肺炎

疫情，讓休市所有人度過一、二個月宅

在家，度日如年的日子。雖然仍照常工

作，但缺少了人來人往，總覺得缺少什

麼，群居的人類終於體會到 「獨處」 的

寂寞。而此時， 「珍寶海鮮城」 的重新

開幕，讓您在疫情期間不寂寞， 「珍寶

海鮮城」 陪您共享精美點心和百吃不厭

的正宗粵菜，不僅從4月28日（本周二

）起開始了外賣點餐服務，並自本周五

（5月1日）起，重新開啓堂食，只要在

桌與桌間保持距離，您照樣可坐在餐堂

，一享 「珍寶樓」 精緻、可口的點心，

和精美，精緻的午餐和晚餐菜色。

「珍寶海鮮城」 開業二十年，一直

是休市各大社團集會，春宴，公司行號

擺酒最喜愛選擇的地點。因為菜色精美

，價格公道，場地寬敞，還有大型舞台

，是僑社各大社團公司、年節聚會，公

司聚餐最喜愛前往的所在。加上該餐廳

在2018 年底重新裝修完工，煥然一新。

整潔明亮，可擺酒64桌。疫情期間，政

府規定餐館只能容納平日25%的人流，

也有近20桌。到珍寶樓來進餐，寬敞舒

適的空間及人我的距離，讓您安心在此

進食，盡享美食的愉悅。

珍寶海鮮城近期在點心和菜色上也

更新了。不僅點心更為精美，又更新了

更多別具匠心午餐和晚餐菜色，令每一

位看到菜單的珍寶樓食客驚喜不已。

多年來以天天茶市、正宗粵菜、港

式點心馳名的 「珍寶海鮮城」 ，在重新

更新了食譜後，他們新推出的菜單，也

更令人驚艶 ! 如點心類、各式海鮮、名

菜、洋洋灑灑，令人目不暇給。歡迎上

網查看：oceanpalacehouston.com , 每

道菜都是名菜，很多菜您從未吃過，就

等待您來品嚐，大塊朵頤 !

「珍寶海鮮城」 表示：該餐廳開放

堂吃及外賣，但需外賣送餐者必須上網

訂購。 「珍寶海鮮城」 每天開放時間為

上午10時至晚間9時, 「珍寶海鮮城」
訂座、訂菜熱線：281-988-8898 ，該

餐廳位於 「香港城 」 西側前方，地址

：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珍寶海鮮城疫情期間不打烊珍寶海鮮城疫情期間不打烊，，推出外賣及送餐服務推出外賣及送餐服務
本周五重新開啓堂食本周五重新開啓堂食，，送餐服務必須親自上網定購送餐服務必須親自上網定購

圖為圖為「「珍寶海鮮城珍寶海鮮城」」一樓大廰重新裝修完工一樓大廰重新裝修完工。（。（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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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Southern News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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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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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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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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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左至右：思牡，楊多，徐剛

有「民俗國寶」之稱、從算命師變成

上帝僕人的葉明翰牧師，今（4月27日）於

馬偕醫院安息主懷。家屬表示，葉明翰牧

師在最後階段告知，看見周圍有天使來接

他，因此已經做好準備，今早在睡夢中安

詳離世，享壽80歲。

天使四圍環繞

葉明翰牧師2019年同期曾動手術切除

膽，今年2月初因身體不適，到馬偕醫院

作詳細檢查，發現肝臟部位的惡性腫瘤；

經評估認為手術成功率高，術後也恢復良

好。但3月準備出院前，因傷口感染，導致

鉀離子偏高，引發急性腎發炎，情況惡化

於是進入加護病房救治，當時家人也曾發

出代禱信。

在加護病房中插管多日，葉明翰牧

師以寫字的方式告訴家人，他已經看到很

多天使在周圍，知道時間到

了。家人用白板寫字，詢

問他希望「回家」或「天

家」？葉牧師選擇了「天

家」，因此家人與醫院溝

通，不繼續侵入式治療，讓

葉牧師能感到舒服一點。

拔管後，原本預計只能

支撐2小時，但葉牧師40小時

後始離世。「也許留了這段

時間，是讓葉牧師與師母，

能有一段最後的談話、分享

吧！」繼子蔡榮耀弟兄表

示，最後幾小時葉牧師的身

體指數恢復正常，直到睡夢中平靜安詳離

世。因疫情期間，目前告別儀式從簡，其

餘尚未確定。

出生即被宣判「剋星」，耶穌斷開一

切綑綁

葉明翰牧師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曾

在自述見證文和佈道會提到，當他出生前

準備取名時，算命師表示這個小孩剋父、

剋母、剋兄、剋弟、剋妻又剋子，是標準

的「剋星」，所以一出生後，家人就把他

隔離在奶媽家三年。

他的哥哥和姊姊，在母親懷他的十個

月裡，相繼得了急病身亡；母親則是臨產

前因重病差點喪命。之後連續生了四個弟

妹，但沒有一個人活下來，也就是十個兄

弟姊妹中，有六位短命。

葉明翰牧師十歲時，父親得了癌症，

紅燒三文魚或買燻鴨，有時她做水餃，包

子，韭菜盒，羊肉滋然，煎帶魚，綠豆小

米粥糖醋蘿蔔紫高麗菜等，小淑和我如姐

妹般，去年10月她先生骨髓癌去世。

疫情三月底居家抗疫，我每周兩次去

陪伴她吃晚餐，我們飯後走路半小時，再

一起讀兩張聖經，目前已讀完箴言，傳道

書，現在在讀馬太福音1-4章讀完。

小淑明天去照顧台灣來長輩夫婦。她

前兩天幫忙餐廳作餛飩1000個，水餃100
個，包子100個。她說老闆拿去外賣。小淑

還應朋友邀請暑假要去芝加哥幫人做月子

哩！感謝主，大家都失業的時候，居然他

工作不斷，上帝恩典夠用！

4-30(周四)
11 a m龔弟兄 ( 7 8歲 )電話中聽我說

1:25pm會代新澤西州黃明發牧師來看望

他，也會帶午餐、香蕉、海苔給他吃，他

說感動流淚了，他說數十年來沒有什麼師

母關心他，他自南加州來休士頓住在旅館

已三個月，在休士頓都用走路運動一小時

去中國城買他喜愛吃的食物，我留給他一

雙全新的筷子，湯匙，叉子，康寧湯鍋，

塑料小飯盒一個，他說要帶去離休士頓七

個小時的車程住，他打算在M城買房子住

下，他是做房地產的。

3:15pm載龔先生來中國城銀行辦事，

他說要走路一小時回旅館，我說我送你平

安回旅館，今天1:25pm有年輕李先生來幫

他修影印機人的，肚子餓了也吃我帶去的

午餐，紅燒三文魚，白菜豆腐蝦子粉絲、

五花肉數片、黑木耳、蕃茄、雞蛋湯。韭

菜炒蛋包煎餅。(感謝小淑姐妹昨晚做的晚

餐美食，我做紅燒三文魚)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友人來信

1. 潘師母以過來人身份一路以愛陪伴

小淑，小淑真有福。～黃明鎮師母/北加州

2.求主保守師母所付出的愛心。感謝

神，真是美麗的紀錄。～唐翊明/屏東

3.今天我送給角聲用的7個N95另加50
個口罩。這些口罩照美國FDA規格製造，

也經過中國海關檢查放行。這都是送給角

聲用的，我們年紀大了，要多保重。

　　　　　　　　　　　　～Alex梁

為治病在五年內耗盡家產仍過世，留下母

親、兩個稚齡的妹妹與尚在襁褓中的小

弟。幼時活在死亡陰影中，而親朋也以異

樣的眼光看他。面對接踵而來的災禍和

「剋星」這個莫須有的罪名，為了尋求突

破命運，他開始潛心研習算命學、拜師學

藝，也當過業餘算命師。

幾年後，他竟然得了與父親一樣的

病，萬分絕望的他準備自盡時，突然想到

父母從小教導他要敬拜的上帝，然而以前

卻因生活太悲慘而對上帝反感、逐漸遠離

神。這時走到了盡頭的他，開始向上帝禱

告說：「我父母所相信敬拜的上帝啊！如

果你是真神，又是慈愛的上帝，就向我顯

現吧！不然，我會無怨無悔地結束自己的

生命。」

話還沒說完，一道光照得他張不開

眼睛，然後聽到有聲音說：「誰教你這樣

做？」葉明翰像挨了一記悶棍，說：「主

啊！從來沒有人教我用這樣殘忍的方法，

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同時，他又恍然

大悟地回答：「有！有！是撒但。」

上帝讓他看清是撒但的詭計，然後這

股黑暗力量、重擔和綑綁，瞬時從他身上

消失。接著聖靈光照他看清自己的罪，便

跪在上帝面前認罪悔改、接受耶穌所賜的

新生命和命定，自此從「災星」翻轉成為

帶給別人祝福的使者。

1959年他領受五個印證後回應呼召，

開始全時間事奉主，1970年受按立為牧

師，1975年被設立為宣教師，先後差派到

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及美國，傳道牧會

共42年；退休之後，他仍然經常到世界

各地佈道可謂「活到老，傳（福音）到

葉明翰牧師退休後，仍在世界各地服事奔走。

分 享 的 愛
今年一月底徐

剛(媽媽)帶楊多(女
兒)暨四歲外孫女來

美國，準備讓楊多

做化療，筆者歡喜見到代禱多時的楊多就

說「妳們全家三人都順利通過拿到簽證來

美國，就是神蹟啊！」

復活節楊多接受洗禮歸入基督名下，

與主聯合。

4-23(周四)
筆者寫信鼓勵徐剛(媽媽)，楊多(女

兒)，楊多癌症除了配合醫院做化療，你們

母女也要天天禱告宣告:
我奉耶穌的名，靠著耶穌的寶血，拿

著十字架擋在楊多和癌細胞中間，我奉耶

穌的聖名，靠著耶穌的寶血，拿著聖靈的

寶劍砍斷癌細胞，癌細胞在我生命中無權

無份，我楊多現在是屬於主耶穌的寶貝，

我奉主耶穌的名，命令斥責你們癌細胞完

全要枯萎消失，我相信主耶穌已賜我新生

命，新細胞在我身體內，願主在楊多生命

中得到當得的榮耀，願主祢在楊多生命中

掌王權居首位，作主作王。願主使用楊多

為你做美好的，榮耀的見證，求主帶領我

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我愛你們，主耶穌也愛你們全家大小

人，你們女兒真聰明啊！要好好帶領她認

識主耶穌的救贖恩典與大能，相信她要在

你身上看到神的同在，榮耀與權能醫治。

早點睡覺增強免疫力。晚安！

謝謝潘師母，非常感謝，感謝上帝的

指引。晚安師母，有您的鼓勵就會安心，

師母，我好感動[流淚]，謝謝有您們給我

莫大的信心，我也相信神安排的這一切是

為了讓我見證神的大能。

我們也愛師母您，感謝您一直那麼關

心我們，一直給我們力量，感謝主耶穌的

憐愛，求天父讓我能一直陪伴我的女兒，

讓她和我一起見證神的美好和榮耀。楊多

潘師母，託你的福，感謝你的幫助，

有你真好，求主指引，有主施恩，阿們！

我們愛你。

我一直每天在為我的乖女兒楊多禱

告，非常感謝師母的禱告詞，我會這樣禱

告。徐剛。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詩篇 37篇5節》

4-29(週三)
下午2:00pm我帶小淑姐妹去王朝通

訊交手機月費，送她回家，一起吃晚餐，

7:30pm我們上線参加西南國語教會禱告

會。

小淑今晚作白菜豆腐粉絲黑木耳與蝦

子湯，韭菜炒雞蛋，鹿肉香腸，包煎蛋

餅。真美味啊！

我留一份明天帶去給龔弟兄當午餐，

相信比買普通飯盒更好吃啊！

小淑，她2-5做切除膽囊手術，2-6我
接她回我家照顧她，一週後她回家，我仍

每周有四五天去陪伴她吃晚餐，有時我做

還有 HOPE，別想不開！ ◎黃明鎮牧師

老」，一生為主擺上。

葉明翰牧師以台灣民間習俗與信仰、

婚姻協談、婚前指導與培靈佈道見長，特

別在有關「基督徒的祭祖」、「向民間信

仰的家人傳福音的方法」等議題上，研究

特別深入。

緬懷

葉明翰牧師去年曾在台北復興堂分

享信息，表示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息了世

上勞苦後會到「耶穌所預備的地方」（約

翰福音14:3），他認為：「所有的神明都

叫你看自己的造化，只有耶穌說『我帶你

去』，只有耶穌是我們的救主。」

近日曾與葉明翰牧師一起拍影片的台

北復興堂主任牧師柳子駿牧師，今日於臉

書PO文表示，當得知敬愛的葉明翰牧師離

世的消息，令他淚流不止，並懷念他爽朗

的笑聲。形容葉牧師：「是我們的國寶，

是傳福音不遺餘力的神國大使，一生無數

的佈道、領人歸主，成為我們後輩最好的

典範。」

 葉牧師的元配數年前離世，與丈夫

過世多年的曹節子師母，為傳福音結為連

理、彼此扶持，兩人相識已久且曾一起同

工。曹節子師母本身是教會長老，兒子蔡

榮耀弟兄表示，目前母親雖難過但心情平

靜。葉牧師日前在加護病房中，仍惦記著

孩子們和教會，前幾天還特別提醒來探望

的蔡榮耀弟兄：「要去教會。」因葉牧師

擔憂因疫情使許多教會改為線上聚會，使

得信徒們因此鬆懈。

2019年12月在土城真理堂，是葉明翰

牧師最後一次佈道會，「80歲的葉牧師一

輩子努力做工，現在天使接他回天家，我

們應該要為他歡喜！」蔡榮耀弟兄說，對

民俗傳統研究深入的葉明翰牧師，近年來

特別著重從民間信仰引導至基督信仰、以

尊重不批判的方式傳福音，相信這種方式

能夠拯救更多靈魂，期待未來能有更多人

傳承此精神。

（文載自［基督教今日報］）

美國每年自殺的人數約有 4 萬 4 千

名，大部分是男人，因失業、失婚、失親、

失去健康等，心裡壓力過大，產生焦慮

憂鬱時，就選擇以死逃避。

三月初，新冠病毒一在美國肆虐，

紐約頓時成了重災區，醫護人員疲於奔

命，眼見病患一個一個在眼前離世，再

大的能耐，打擊也有如泰山壓頂，令人

難以承受。

在紐約一家醫院服務多年的 49 歲急

診室醫師Lorna Breen小姐，疫情暴發後，

就不眠不休的投入救援行動，很不幸地，

她也被感染病毒。

經過救治之後，她康復了，也再度

回到醫院工作，只是過了一個多禮拜，

醫院要她回家休息時，她自殺了。

這事引發許多探討，為什麼會那樣？

理由很簡單，就是「我不想活了！」被

壓太重，力不能勝，沒有指望 (No Hope）
了。

失去盼望（Lose Hope）是人類最大的

失敗。

50 多年前，我在警大學柔道時，8 段的

黃滄浪老師就勉勵我們說：

「比賽時，未到最後一秒鐘，千萬別放

棄！」

因為柔道有「半勝」、「一勝」之別，

輸了半勝，未必全輸。只要重整旗鼓，一鼓

作氣，把對方摔得漂漂亮亮，你就「全勝」

禱告文

了！

之前輸的半勝，已經「不算數」了。

就如更生人，信了耶穌，「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一樣！神不再追究人以前的

問題，一切都在十架上～「概括承受」了。

人生難免有疾苦，有重擔，但來到耶穌

面前，衪「願意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

的痛苦。」

因祂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可以

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祂復活的得勝，就成為我們最大的～

HOPE ！

有 HOPE，就可以勇敢活下去。

 葉明翰牧師今安息主懷，看見眾天使相迎
從算命師到忠心主僕，傳奇一生安詳落幕

1. 禱告不是一個 “ 後備車胎 ” ，讓你

在遇到麻煩時拉出來用，禱告實在是一個 “ 
方向盤 ” ，指示正確的道路。

2. 為什麼汽車的擋風玻璃是這麽大，而

後視鏡卻是如此之小？因為我們的過去沒有

像我們的未來這般重要。所以，集中精神向

前看，向著未來前進。

3. 友誼就像一本書。燒一本書只需要幾

秒鐘，但寫一本書需要很多年。

4. 生活中所有的東西都是短暫的。如果

生活順利，享受它，它們不會永遠不變。如

果生活遇到艱難，不用擔 心，艱難也不會

永遠不變。

5. 老朋友是金！新朋友是鑽石！如果你

得到一顆鑽石，不要忘了黃金！因為要托住

一顆鑽石，你總是需要黃金做托架！

6. 通常當我們失去了希望，很多時悲觀

地想到這是末路，上帝從上

面微笑著說： “ 放輕鬆些，

親愛的，它只是一個彎，不

是末路！

7. 當上帝解決你的問

題，你相信上帝的能力 ; 當
上帝不解決你的問題，那是

上帝相信你自己能解決的能

力。

8. 一個盲人問聖安東尼： 
“ 有什麼東西比失去視力更

差？ ” 他回答說： “ 是的，

失去你的視野！ ”
9. 當你為別人禱告，上帝聽你的，祝福

他們，有時，當你平安和快樂時，記得那是

有人已為你向上帝祈求。

  10. 擔憂帶不走明天的煩惱，只會帶走

今天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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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會志工動起來 為南方醫護加油打氣 【2020世界地球日•護生愛大地】

撫平美國疫情線，加速加倍！
從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爆生至今，佛教慈濟

基金會（簡稱慈濟美國 Tzu Chi USA）立刻開啟 

「驚世的疫情 ‧ 警世的愛：撫平美國疫情線」行動，凝聚公

眾大愛，與抗疫前線應前並肩作戰。  

◎ 為打敗疫情加油

◎ 疫情中的一封情書

◎ 孩子捐出比賽獎金

◎ 捐助超過370個組織

◎ 關懷休士頓社區

◎ 第二線守護者

◎ 讓愛發揮雙倍能量

撰文：許維真、王乃人／綜合報導

撰文：王偉齡

德州春天特別短暫，每四月正是春光明媚的好時節，但

今年這場世紀災疫，影響了各行各業與所有的人，在

疫情時期，慈濟美國德州分會的志工卻時刻不停，正在為關

懷社區而忙碌奔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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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收到台灣寄來的布口罩半成品後，休士頓兩位縫

紉高手志工自告奮勇協助縫製。志工鮑秀英整個星期除了上

班時間，都在趕工縫口罩至半夜，那份祝福眾人平安防疫的

心意，著實令人感動。

德州分會4月18日舉行第二次發放活動，這次採取開車

領取方式，工作小組事先規劃動線，志工提早到會所分裝口

罩、搭帳棚。12點30分結束線上祈禱，執行長黃濟恩再三叮

嚀後，大家各就各位。

這期間不時傳出養老院爆發大規模群聚感染，迫使各地養

老院謝絕訪客。邁阿密志工想起長期互動的山頂療養院（Hill 

Crest Nursing Home）的爺爺奶奶，在避疫期間無人探訪，老

人家的落寞誰能膚慰？心中都為長輩們感到孤寂。

於是志工寫了一封信，請療養院負責人轉交給長者們。這

封信，是新冠疫情中志工寫給長者的情書，上面有好多志工與

在家透過網路學習的孩子，看到這麼多人的愛被激發參與

抗疫，也與小夥伴們一起加入行動。3月26日開始，慈濟邁阿

密連絡處呼籲大眾捐款支援醫院，短短三、四天在華裔社區獲

得熱烈迴響。很多人一捐再捐三捐，更有小朋友把參加國際象

棋比賽、繪畫比賽等的獎金，慷慨的捐獻了出來，教人感動。

4月14日邁阿密志工去聖十字醫院（Holy Cross Hospital）

，捐贈1,000個醫用口罩。院方代表金·賽斯維克（Ms. Kim 

Saiswick）感謝眾人愛心。志工反過來謝謝院方，讓眾人有機

會可為醫護人員盡點心力做他們後盾，為他們加油打氣！

邁阿密志工在4月15日，聽到當地的紀念醫院（Memorial 

Regional Hospital）防疫物資庫存量很低急需援助，立刻送

去1,000只醫療口罩。院方代表勞倫斯 · 西佛（Mr. Lawrence 

Civil）感謝慈濟用實際行動，如此有效率又快速即時馳援醫護

人員。

慈濟的大愛，沒有分別，志工將愛與關懷送往不同種族、

宗教、語言的醫院、療養院，只因我們都是一家人。讓我們一

起採取行動，縮短居家避疫期，回歸日常生活。

• 493,378 外科口罩

• 36,712 只手套

• 17,674 N95 口罩

• 7,899 罐消毒酒精噴霧瓶

 慈濟在各地的志工帶著物資馳援有需要的地方，已捐

助各項物資給予166所第一線抗疫醫療院所，以及維安的警

局、消防局、養老院、街友收容中心等，超過370個不同的

組織單位，截至今天為止捐贈物資累計：

 4月11日志工們合作把布口罩和濾片、外科口罩、淨斯

穀粉分裝好，準備進行發放。近百位民眾保持著社交距離，

秩序井然的排隊領取防疫用品，雖隔著距離但中間交流著對

彼此溫暖的關懷話語，氣氛溫馨祥和。當日共發出565只外

科口罩及126個布口罩。

 想到近期因防疫，已有兩個月無法去鄰近的晚晴公寓探

視長者，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和志工們4月13日帶著500

只外科口罩前往關懷。雖然無法入內與長輩們歡敘，但晚晴

公寓的鄭經理收下這份關懷時，頻頻感謝慈濟人對社區長輩

的愛護，是真正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愛理念。

 24小時待命的消防局也是志工關心的對象。志工們送給

休士頓會所鄰近的消防局300只外科口罩，期許第一線工作

人員能平安健康的度過艱困的抗疫時期。

 在南加州志工與州參議員康妮·雷娃（Conn ie M. 

Leyva）辦公室合作，將2,000只外科口罩、12大瓶乾洗手

液、230罐消毒濕紙巾等物資，送入波莫納街友收容中心，

為社區補起防疫破口。看慈濟志工帶去一箱箱物資，康妮

露出感動的笑容說：「我們正處於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危急時

刻，但很幸運在我們的轄區內有慈濟，帶來極大的幫助。」

 在疫情最嚴峻的紐約，志工多次提供物資給抗疫重點醫

療單位，其中包括位在皇后區的艾姆赫斯特醫院（Elmhurst 

Hospital, New York）；因該區病患激增不斷湧入，醫院防

疫物資迅速耗盡，志工分別在3月31日和4月10日，馳援該院

4,300只外科口罩、445只N95口罩，讓第一線醫護安心搶

救生命。

 在民眾配合各州防疫舉措施行後，美國增長的病例趨勢

已稍緩和，但這場世紀災疫距離平息到回歸日常，還有一大

段艱困的路要走！邀請您和慈濟一起，將防疫物資和經濟援

助，送給前線醫護和疫情中受創的家庭，您可以透過以下方

式，捐款支持慈濟的各項慈善項目：

• 網路：www.tzuchi.us/donate/zh/coronavirus

• 手機應用程式：一指積善 Tzu Chi Connect

• 電話：1-888-9TZUCHI（888-989-8244）

慈濟美國抗疫資訊不斷更新：www.tzuchi.us/zh/coronavirus

 一位善心人士承諾，若慈濟在6月30日前，能募到50萬

美元，他將捐出同額50萬美元的善款，讓愛發揮雙倍能量，

這需要您協力挹注能量。請加入慈濟美國關愛社區的行列：

撫平美國疫情線，加速加倍！

 因社區愛心湧現及各單位通力合作，讓慈濟可把這些救

急、救命的物資，在如此危困的時刻，依舊不間斷提供給各

社區，及時安定人心。

• 3,670 罐乾洗手液

• 2,097 份食物蔬果袋

• 1,476 只手工布口罩

• 及其他更多物資......

 「我們雖不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但我們願意做第二線

的守護者。」紐約慈濟人醫會召集人廖進興醫師和所有慈濟

志工心念一致：「讓我們守護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犧牲自己，

奮力搶救病患的醫護人員。」

四位志工在兩個進出口大門

指引車流，為保持社交距離，

民眾打開後車窗領取口罩。另

在書軒門外設立一站，方便民

眾捐款及購買淨斯資糧。休士

頓慈濟人文學校的胡兆敏老師

在捐款特製卡上，寫了「為打

敗疫情加油！」為大家打氣。

發放過程中雖下了幾分鐘小

雨，但志工提前從天氣預報得

知有八成機率會下雨，早準備

好雨衣。非常順利共發出2,490

只醫療口罩及120個布口罩。

老人互動的照片，寫著：「我們很想念您，更希望很快再見到

您！」「您是被愛著的！」還有孩子們寫道：「媽咪！我必須

要去養老院！爺爺奶奶們在等我！」「我去老人院最開心了！

」字裡圖間，都希望讓長者覺得，陪伴和關愛，就在身邊。

當邁阿密志工4月8日收到一批口罩時，雖然數量不多，

但第一個想到的也是長輩們。隔天，志工帶著300只醫療口罩

跟300雙手套前往，在院外把這份守護長者的心意再次交託給

負責人，得知院內老人家目前都安好，沒有受到太多疫情影

響，志工的心，才真正放下。

今天最有意義的居家避疫活動，莫過於和家人、孩

子、親友一同上線，加入慈濟美國在疫情爆發後，首度

舉辦的網路活動「世界地球日・護生愛大地」！

明天是2020年世界地球日，但因許多家庭還要遠

距上班上課，因此慈濟美國的世界地球日活動，安排在

今天舉行。請呼朋引伴大力支持這個適合全家的線上活

動，尤其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當下，讓我們換個心

情，用正面的態度來思考，如何和大地之母共生存，避

免下一波自然災疫的反撲和發生！

直播內容包括：齊心共念線上祝禱、介紹「抗疫

情・素行動」的茹素撇步、大愛感恩科技環保新知、有

獎徵答......還有可愛的帶動唱 Baby Shark Dance，在

唱唱跳跳中學習與萬物共榮，小朋友絕對不能錯過唷～

邁阿密志工到山頂療養院捐贈口罩。攝影／紀榮源

胡兆敏老師在捐款特製卡上寫
「為打敗疫情加油！」。
攝影／劉本琦

休士頓志工合作分裝防疫物資。攝影／許維真

休士頓志工到會所附近的消防局捐贈物資。攝影／許維真

LIVE網路               直播

粉絲專頁：
www.facebook.com/TzuChiUSA

Youtube英文直播：
www.YouTube.com/USTC360

日期：4月25日（六）
美國東岸時間：7:00 PM

美國中部時間：6:00 PM

美國西岸時間：4:00 PM

臉書英文直播：Tzu Chi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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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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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kuyo 按摩椅     母親節大促銷

TC-292
原价：$1300

现价：$950

TC-395
原价：$1800

现价：$1400

TC-730
原价：$4950

现价：$3950

TC-626
原价：$2700

现价：$1900

Zero gravity
PVC leather
Space-saving

AVS Sleeping-aid Device
Hand-held remote control
PVC leather

Leg massage
4 auto programs
3 levels of intensity

3 levels of intensity
Heating on lower back
Deep massage

NOW 
HIRING!

Sale specialists and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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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5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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