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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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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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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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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案將給美國人每月兩千元直到冠狀病毒結束為止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其他議員支持每月兩千美元的經常性款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希望獲得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希望獲得11萬億美元援助州和城市萬億美元援助州和城市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要保護企業重開美國業務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要保護企業重開美國業務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新法案旨在
通過在危機結束後數月擴大政府的刺激措施，
在持續的冠狀病毒大流行中，為陷入困境的美
國家庭大幅增加經濟救濟。週五由參議員卡馬
拉·哈里斯（D.Calif。），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I-Vt。）和埃德·馬基（Ed Markey
）（D-Mass。）提出的《每月經濟危機支持法
》將向每位擁有醫療保險的人每月提供2,000美
元的支票。 在整個公共衛生危機期間以及正式
結束後的三個月內，收入低於12萬美元。

3月下旬，參議院通過了一項名為“冠狀病
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的2萬億美元計劃
，但三位進步的參議員認為這是不夠的。哈里

斯在一份聲明中說：“ CARES法案為美國人提
供了一筆重要的一次性付款，但顯然這還不足
以滿足這一歷史性危機的需要。” “大流行期
間，每個月都會繼續收到帳單，因此應該得到
政府的幫助。”

該計劃在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中獲得通過
的機會很小，該參議院的支出已經減少。 但是
，由於過去七個星期有超過3000萬人失業，而
且這場大流行沒有盡頭，民主黨人正著手向國
會領導人施加壓力，因為他們開始討論本月某
個時候可能會出台的另一項財政救助方案。《
CARES法案》為年收入在99,000美元以下的美
國人提供了最高1,200美元的補貼，有資格獲得

額外補貼的每個孩子的家庭可獲得 500 美元。
支票僅限於具有社會安全號碼的美國人，他們
在最近幾年提交了納稅申報表。 參議院民主黨
提出的新法案不會施加這樣的限制。

該計劃將禁止收債員扣押返還款項，這是
特朗普政府根據《 CARES 法案》給予的祝福
。 它還將確保無家可歸者和寄養兒童獲得付款
。“提供定期每月付款是向危機中最脆弱的人
群，特別是低收入家庭，移民社區以及我們的
演出和服務工人提供經濟救濟的最直接，最有
效的機制，”馬基在一份聲明中說。參議員沒
有為這項立法提供成本估算，儘管考慮到時間
表的延長和每張支票金額的增加，它可能會超

過《 CARES法》第一輪刺激性檢查的成本（約
3000億美元）。幾位眾議院民主黨人上個月採
取了類似的措施，將向美國人提供每月檢查，
直到失業率降至冠狀病毒爆發前水平。

眾議院預計將率先編寫下一份冠狀病毒救
濟法案，草案最早將於下週提交。 眾議院議長
南希·佩洛西（D-Calif。）和其他議員在周四
的一次電話會議上表示支持在下一個針對美國
人的下一計劃中包括每月2,000美元的經常性付
款。

光鹽社講座
疫情之下個人和小型企業政府補助計劃

（ 休 士

頓/ 秦鴻鈞報

導 ）到目前

為止，國會

已經通過了

3.6萬億美元

的刺激性支

出，要穩定

從冠狀病毒

大流行中擺

脫出來的經濟，但這還不夠，還需要花費更多。 但是

國會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在第四份冠狀病毒刺激

法案中應優先考慮的問題越來越不同。在第四份冠狀

病毒刺激法案中要尋找的四件事：

1) 對州和城市的大量援助。 這是民主黨眾議院議

長南希· 佩洛西的首要任務。 由於企業關閉和工人休假

，失業和失業人數空前激增，稅收大幅減少，使州和

市政預算受到壓制。 佩洛西希望獲得價值1萬億美元

的援助，共和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對此並不認同。

他希望獲得接近1500億美元的資金，並說在像伊

利諾伊州這樣的深水州中，任何联邦援助都不能用來

資助養老金義務。 2) 企業的責任盾。 這是麥康奈爾的

首要任務。 他想要一部新法律，以防止對重新營業的

企業提起訴訟，但可能成為工人或客戶感染冠狀病毒

的根源。 佩洛西（Pelosi）相對於企業主而言，更青睞

工人，並正在推翻責任盾。Koltun說：“這兩項都極有

可能被納入第四階段交易。” “佩洛西想大膽思考，

麥康奈爾想小事並保持狹窄，但是一旦水壩破裂，他

們將一個主意換成另一個主意，那肯定會加起來。”

3) 對於民主黨人來說，這種責任感是敏感的，因為已

經有人批評說，早期的刺激法案在幫助小企業的時候

，對大企業的幫助太大了。 因此，可以明確設計責任

盾，以幫助小型企業。 它也可能是暫時的，因此僅適

用于冠狀病毒危機的重新開放階段。 而且，對於重大

過失的情況，它可能有明確的解決方案，因此企業在

受到全面保護免受訴訟的情況下，不能忽略員工和客

戶安全。 4) 為小型企業提供更多援助。 根據“薪水保

護計劃”向企業提供的近7,000億美元的援助顯然是不

夠的。 國會在4月底通過的第二筆款項可能會在5月中

旬消失，從而促使進行第三輪融資。 庫爾頓說：“我

們已經看到馬可· 魯比奧和約翰· 巴拉索這樣的共和黨

人說，這將是當務之急，尤其是在資金快要用完的時

候。” “也許會達到3000億美元左右。” 民主黨人建

議這應該成為一個開放式的“自動穩定器”計劃，該

計劃可以在企業合格時提供資金，而無需國會不斷對

其進行授權。 但是，這對於下一項法案可能是個難題

。

用于冠狀病毒測試的資金更多。 國會已經提供了

250億美元，以幫助各州，城市和衛生系統擴大對冠狀

病毒的檢測，這被廣泛視為重新開放更多企業的前提

。一組著名的公共衛生專家呼籲進行一項460億美元的

計劃，進行額外的測試和聯繫追踪，以識別暴露於該

病毒的每個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 羅默（Paul

Romer）認為，這將花費1000億美元。

（本報訊）主題: 情之下個人和小
型企業如何申請政府補助計劃，申請這

些計劃是否會影響稅務和移民身份
時間: 2020年5月9日,星期六,下午

2-4點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

加! (開放現場問答)
疫情之下，很多個人的收入和小型

企業的利潤銳減。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可
以申請哪些政府提供的幫助計劃來度過
困境呢？光鹽社邀請了趙偉宏律師，江
桂芝會計師和聯邦和州認證醫療保險諮
詢員古雨在5月9日下午2點到4點為大
家講解，疫情期間個人和小型企業可以
申請哪些幫助計劃，申請這些計劃是否

會對稅務和移民身份有影響。
趙偉宏律師獲得法學學士，法學碩

士及法學博士的學位後，取得紐約州和
德州的律師執照，至今已在德州執業20
餘年，為全美客戶提供了高品質的法律
諮詢和服務，幫助眾多新移民解決身份

問題，進而達成美國夢。
江桂芝註冊會計師、財務規劃師是

CMCD LLC江桂芝會計師事務所的創
始人。具有超過30年的財務，審計，國
際稅務和規劃經驗。一直致力於幫助眾
多企業以及個人優化財稅結構以及資產

配置。
古雨女士在光鹽社負責健康保險項

目，是聯邦和州政府認證的醫療保險諮
詢員。
參加方式：

1. 登錄 https://us02web.zoom.us/j/
82455308224

2. 撥打 +1 (346)248-7799 US
（Houston），輸入會議號碼

824-5530-8224
此次講座免費，邀請大家參加。講

座結束之後開放回答問題時間，大家如
果有需要提問的問題，可以在Chat 裡
提出，或提前發送到 lsahouston@gmail.

com，或者短信發送到 8322063429.

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南希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希望獲得佩洛西希望獲得
價值價值11萬億美元萬億美元，，大量援助州和城市大量援助州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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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轰轰烈烈”辞职过的人

，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该如何鼓

起勇气辞职？

30岁，我辞去公务员，出来创业。

有人对我的决定心生向往，也有人

夸我有魄力，甚至有人认为我拿到了属

于30岁该有的所有幸运。

但3年后，如果有人问我：你有没

有为当年的决定后悔过？

我依然为自己当年看似有勇气，也

非常周全的决定心惊胆战。

用我父亲的话说，现在也算是皆大

欢喜，但如果失败了，你才30岁，可以

重新开始，但实在太难了。

辞职，看上去多么酷炫的事情。

但冷暖自知的世界里，在表面光鲜

之下，我想告诉所有人一个残酷现实：

没事不要随便辞职。

一个人想辞职的原因实在太多了。

觉得自己工作不开心，同事关系难

相处，想辞职。

相处焦虑症。换一个环境，也未必

能够缓解这种尴尬。不是同事关系难相

处，是你相处方式有问题。

“世间皆不是你妈”，别总想着上

班是高高兴兴的，同事是顺心如意的。

要时刻明白一点，你是去上班的，

不是去交朋友的。你只需要把工作做好

就可以。

这类人最不该辞职。

觉得领导看不上自己，发展受阻，

想辞职。这类人可以辞职，但前提是

——是否具备辞职的实力。

许多人兴高采烈辞职，准备大干一

场。但错误预期了自己的实力。

这个实力不是你原先职位给你的资

源和实力，而是你自带的，不借助任何

人帮助，是否可以有生存的本事。

当然，也包括——

家里有矿，那辞职创业既是资本；

无债无牵挂，辞职也算是一点底气。

最怕的是，打算用创业来赌博，妄想

通过创业改变贫穷的人，实在太难了。

碰到过一些人，本身在别人看来已

然是功成名就，不料多年创业之后，还

不如辞职之前，又得重新找工作。

辞职一不能凭借冲动；二不能凭借

任性；三更不能随便听从别人的意见。

辞职这件事，只能听自己的。

在微商很火的去年，我有朋友问我

，要不要出来干微商？

我说，你图啥？

大型私企，也混到中层。她的一个

朋友做了微商之后，一直游说她也加入

她的团队。

入跑车、住别墅、看起来高端的朋

友圈，她真的也很羡慕：她不希望一个

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我说怎么干呢？

投资，加入他们，然后发朋友圈。

我说，微商确实是个风口。但你的

问题，并不是缺钱，而是觉得生活无聊

。

如果我有10万，就去学习，去专业

机构，用做微商的时间学一门本事。资

源可能会多可能会少，但比资源更重要

的，是自己的实力。

一年后，她和我说，她花了3万，

请了个英语私教，现在暂时对工作没有

任何帮助，但是会感到每一天，自己都

在进步。

人也不像之前那么浮躁了。

5年没升职，今年竟然鬼使神差升

了半级。

我一直认为，许多看上去无用的事

，其实都是有用的。

而这些事，不需要通过辞职来实现

，但是却可以为你日后发展打下基础。

辞职，是一个人最迫不得已的选择

——

在我辞职的那一刻，已经用前程去

赌了。

看起来的潇洒，其实若干年后回头

，只有悲壮。

之前的三年，我几乎全年无休，甚

至旅行也变成了换个地方工作。我想在

朋友圈吐槽，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因为我总觉得，得到和失去，都是

自己选择的。

那句“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竟然如此真实。

辞职，创业。我的30岁的生日，特

别有仪式感——交了辞职报告，直属领

导也跟我谈了几句，但看我去意已决，

也没有再说。

我的创业就是做了两个公众号——

秋小愚和白菜妈妈进

化史。

每天8点出门去上

班，白天的工作就是

想选题、写文章，接

优质的推广，维持我

们的日常开销。

但也确实像模像

样的是个创业者，要

看资金盘，也要确保

在客户和读者之间作

到最优解。

自媒体三年，所

有人都在谈当时的红

利，但据我所知道的

：

单纯靠红利起来

的许多人，或是转行

、或是唱衰、抑或是

早早选择了放弃；而

并非单纯靠红利起来

的人，依然风生水起

。

创业的本质，其实并不是一味追求

所谓的红利，而是用心地深耕在你擅长

的领域，然后勤勤恳恳做下去。

辞职到底要做哪些准备？

1就是预估自己的实力和收入。

我以前是一个不算出名的专栏作家

。应该也有一批最早期的读者，是从报

纸或是杂志上认识我的。

在写作这件事上，我的能力至少是

中上的。纸媒时代，经得起编辑的选择

，能够从几百个投稿中上报纸，不是单

纯靠运气。

后来，小范围有了名气后，就有了

越来越多的约稿。

那个时候，我的稿费基本跟工资打

平，好的时候会超过。也就是没有工资

，我可以用稿费维持。

在自媒体冲击下，纸媒大不如前，

平台也通过内容慢慢积累起来。

而我也发现了自媒体的商业之美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平台，愿意

信任你的人品，以及推荐的一切。那么

我只需要做好每一件事，就可以维持稳

定的收入。

我已然想好了最近三年的规划，可

以慢慢做，稳稳做。

多说一句：

我所知道的，辞职后过得风生水起

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换言之，能够风生水起的，当年辞

职，并不是因为工作不如意，相反，都

是工作兢兢业业。只是希望换一个赛道

，或者是带着使命，所以辞职。

有下家再辞职，是我极度坚持的

——这里的下家，是实实在在能够

告诉你，每个月愿意给你多少收入的下

家，绝不是插科打诨的狐朋狗友。抑或

是你内心笃定的收入来源。

对于一个成年人，不要小看钱，钱

真的很重要。

2家人的支持。

家人的支持，比朋友支持重要很多

。

亲情关系的人，尚且有可能为他的

支持买单，但其他人不会。

虽然我爸一直觉得，是我当年模糊

不清的表述，让他和我妈妈强烈反对。

但确实，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人啊，

孤注一掷，还被左右夹击，真的是很难

过的。

“为你好”太难了。

这事我老公挺支持的。

他现在一直居功，因为全家只有他

支持我。

包括三姑六婆都是一句话：一定是

脑子进水了。

如果全家人都不支持怎么办？

我建议你先想想，如果失败了，自

己是否有能力为自己的结果买单。

人情社会，非常现实，成功了有赞

美，失败了就是你的错。

有工作有收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

特特别洋气；但一切清零开始，就未必

真的能稳定周围的关系。

有房贷、有车贷、上有老、下有小

，中年人的辞职啊，一定是有周密计划

，再继续。

辞职，不是为了让自己不吃苦，而

是做好更十足的吃苦准备。

成熟的人，不会随便谈辞职；成熟

的人，愿意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不要再去问别人，你能不能辞职了？

辞职是自己的事，那个劝你或是支

持你辞职的人，不会为你的辞职买单，

更不会为你的未来买单。

辞职前，多问自己能不能，少问别

人可不可以，是我能想到的成长。

那个劝你辞职的人

并不会为你的未来负责

國際區發送國際區發送1010萬元孩童物資給家長萬元孩童物資給家長﹐﹐
市議員藉此分享市議員藉此分享AliefAlief全新社區中心規劃全新社區中心規劃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休斯頓國際
區於8日早上舉行了孩童物資發送活動﹐
讓住在此區的高中生家長可以前往領取﹐
在疫情期間也能無虞地照料孩童﹒

在活動上﹐國際區區
長李蔚華﹑F 區市議
員 Tiffany Thomas 等
社區領袖都到場進
行協助﹒為了這些
當地家長﹐國際區在
例行會議上通過了
十萬元預算來採購
這 些 嬰 兒
生活用品﹐
贈 送 給 居
住 在 公 寓

之單親媽媽﹐此外還採購了120
台平板電腦﹐由學區老師分發給
貧窮學生﹐以便他們參與網課﹒

市議員 Thomas 女士還透漏國際區
Alief地區的一項最新計畫﹐自休士頓
市議會於今年1月29日通過將斥資
約 6000 萬的預算供 Alief 地區建立
新的社區活動中心以來﹐地方官員
已經在四月著手進行了舊活動中心
的拆遷﹒
Thomas 表示雖然舊的活動中心帶

給民眾許多回憶﹐但她相信
新的活動中心將會更便民﹐
她說道﹕「新的活動中心將
會包括圖書館﹑溜冰公園﹑教室﹑
美術中心﹑社區花園等等」﹐並指
出﹕「因為我們的社區﹑民眾非常
優良﹐市議會才會通過這項決議﹐

因為我們值得﹒」
她更指出﹐新的活動中心預計於2022年的
秋季落成﹐到時住在百利﹑Kirkwood一代
的民眾都能享受到這個便民的設施﹒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由
眾亞裔社團領袖商討並號召多
日的「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
雄」活動﹐在募資達標後便開始
籌緊鑼密鼓地畫送餐細節﹐終於
在8日中午﹐展開送餐活動第一
站﹐由休斯頓地區St. Lukes醫院
首先受惠﹐收到 500 份餐食﹐醫
護人員也紛紛致上感謝﹒
此次參與送餐計畫由西南管理
區區長李雄擔任主席﹑市長特納
作為榮譽主席﹐此外還有 Peter
Chang 醫 師 ﹑Cecil Fong (OCA
Greater Houston)﹑亞裔商會主席
喻斌﹑休士頓同源會會長李純如
等人擔任榮譽主席﹒參與的社團包括亞裔
商會﹑中華文化活動中心﹑美國華人聯合會

等﹐規模浩大﹒
此次將贈送給 St. Lukes 醫院的餐點共有
500份﹐將以每天100份的形式連送五天﹐

院方表示十分感激﹒該院華
裔醫師靳敏表示﹐因為醫生平
常都有供餐了﹐因此此次餐點
應該會提供給護士﹐畢竟他們
平常和患者接觸最多﹐承受了
很多風險也最辛苦﹒
主席李雄表示﹕「這
次活動是正式的第
一次送餐活動﹐St.
Lukes 醫院對抗疫
也很重要﹐有專門
的抗疫部門﹒我們
很高興先送了 500
份餐給這些醫護人
員﹐陸陸續續也會在休斯頓其

他地區進行這樣的捐贈﹒」
亞裔商會成員Yvonne Chen 也表示﹐由於

時間關係﹐目前受惠的都是早班的醫護人
員﹐但她指出夜半的醫護人員更辛苦﹐日後
正著手規劃送晚餐的項目﹐讓晚班工作者
也能收到來自亞裔的愛心﹒
目前﹐從中華文化中心的募款網站中顯示﹐
這個活動已經募得1萬1030份餐﹐每份餐

以10元來算﹐
代 表 募 得 了
11 萬 300 元﹐
並 且 已 經 有
當地 30 多家
餐 飲 業 者 加
入 ﹒ 這 些 亞
裔 領 袖 紛 紛

表示﹐希望目前能朝15萬元邁進﹐屆時不
僅能幫助到商家﹑醫護人員﹐還能藉此提供
亞裔社會形象﹐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亞裔送餐活動第一站亞裔送餐活動第一站﹕﹕St. LukesSt. Lukes醫院收五百份餐醫院收五百份餐﹐﹐醫護表感激醫護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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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珍愛||傳承傳承】】NTUAAHNTUAAH
五月線上講座系列開跑五月線上講座系列開跑

【【珍愛珍愛||傳承傳承】】骨盆健康知多少骨盆健康知多少？？
善用物理治療呵護妳我的聚寶盆善用物理治療呵護妳我的聚寶盆

親愛的休士頓台大校友們貴安，
今年四月，感謝校友和親友們對

四月防疫相關講座的參與和支持。校
友會因應疫情嘗試了新的聚會形式，
隨著參與率逐場遞增，並橫跨各年齡
層，可見老中青世代在新的局面下都
能善用科技利器，讓我們不受地域限
制，線上互動。校友會想在此真摯地
感謝四月講者們在關鍵時刻應邀主講
，犧牲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準備教材，
並無私分享、解惑，這些精采的演講
絕大多數都收錄於校友會的YouTube
平台，若校友想回顧或是空閒時間想
補課，請查看下方【四月份演講回顧
】。

五月天，新的氣象、新的主題、
新的期許。從五月十日(週日)開始，連
續四個週日下午，校友會敬邀各位參
加【珍愛|傳承】系列線上講座。這四
場講座不限台大校友參加，歡迎轉發
分享給有興趣的親朋好友參考。校友
會期待舊雨新知加入五月的講座，並

期許各位運用所學為自己的生活加分
，居家防疫期間平安喜樂。

>>報名五月系列講座以收到提醒
通知和問卷連結

五月是感恩月，也是傳承時節。
呼應五月母親節，校友會前兩週邀請
了Erin和Tammy兩位專家，從西醫和
中醫角度和大家分享保健心得，找到
珍愛自己的不二法門。

音樂是世界共通的語言，然而，
無形的音樂需要經過樂器載體才能共
振出優美的旋律，流傳至今。校友會
邀請許舒堯博士為大家分析這些聲波
在不同時空建築背景下轉化的形狀。

良好的親子溝通有助於世代傳承
，但對於來美國留學、工作、移居的
父母而言，因應華裔第二代在美國的
成長背景與教育方式差異，養兒育女
的思維也隨之調整。因此，校友會邀
請專攻兒童心理發展的張慈芬博士，
分享常見的親子問題與因應對策，為
僑胞父母心打一劑預防針，劃下本系

列演講的句點。
#各場演講尾聲會發布問卷連結，

凡於講座當日回填問卷，就有機會抽
到NTUAAH精美防疫小禮，或是講者
加碼的禮包。

#【四月份演講回顧】僅部分演講
開放影片分享。

NTUAAH_200405_防疫期間的用
藥安全和知識

NTUAAH_200412_防疫期間的心
理調適與臨床剖析 (video unavailable)

NTUAAH_200419_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NTUAAH_200426(Part 1)_防疫消
毒液的科學常識

NTUAAH_200426(Part 2)_職涯分
享: YouTuber和Intel工程師的日常

~NTUAAH關心您

【珍愛|傳承】骨盆健康知多少？
善用物理治療呵護妳我的聚寶盆

時間：2020年5月10日 (週日)，
美國中部時間14:30開放入場.
地點：Webex平臺，R.S.V.P. 報名。
主講人：Ya-Ling (Erin) Hansen (鐘雅
苓), DPT PT, The Woman's Hospital
of Texas

簡介：從青春期、生育期間到更
年期後，女性的身體與骨盆腔不斷經
歷變化，也讓女性更容易產生骨盆腔
的問題。睡眠、營養與如廁習慣都與

骨盆健康息息相關。認識物理治療能
為骨盆健康帶來的益處，也幫助妳更
了解自己的身體，不論妳處於生命的
哪個階段，妳能夠且值得擁有更好的
生活品質。
流程 (Central time)：
14:30 健康操，10-15分鐘，自由參
加。
15:00 中文講座/Q&A，40-60 分鐘
。

來不及報名? 一鍵進入5/10講座

小提醒
1. 若第一次使用Webex線上會議功能
，請提前在手機或電腦安裝相關程序
App。
2. 請提早入場，現場達人數上限100
名便無法登入。
3. 本次演講結束後可索取演講的錄影
和教材，但鼓勵各位現場聆聽、互動
。
4. 演講結束後，別忘了填問卷、抽好
禮!

世界廣東同鄉會及安良工商休士頓分會合辦世界廣東同鄉會及安良工商休士頓分會合辦 送出午餐飯盒送出午餐飯盒
給給 不同醫院的不同醫院的Covid-Covid-1919 部門及部門及ICUICU 前線抗疫前線抗疫 的醫療人員的醫療人員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安良工商休士頓分會送出午餐飯盒安良工商休士頓分會送出午餐飯盒
給給 不同醫院的不同醫院的Covid-Covid-1919 部門及部門及ICUICU

前線抗疫前線抗疫 的醫療人員的醫療人員

全部午餐委由海港餐廳承辦全部午餐委由海港餐廳承辦
及贊助及贊助

世界廣東同鄉會及安良工商休士頓世界廣東同鄉會及安良工商休士頓
分會分會 常務理事及職員抽空參與常務理事及職員抽空參與

星期三星期三 0505//1313,, 送出午餐飯盒給送出午餐飯盒給
St Joseph ICUSt Joseph ICU

星期二星期二0505//1212 送出午餐飯盒給送出午餐飯盒給
Memorial Hermann city centerMemorial Hermann city center

COVID unitCOVID unit

星期五星期五0505//0808 送出午餐飯盒給送出午餐飯盒給 BenBen
Taub Physical & RehabTaub Physical & Rehab

星期四星期四0505//0707,, 送出午餐飯盒給送出午餐飯盒給
Methodist Willowbrook COVIDMethodist Willowbrook COVID

星期三星期三 0505//0606,, 送出午餐飯盒給送出午餐飯盒給
Methodist Willowbrook COVIDMethodist Willowbrook COVID

這項活動在這項活動在0505//0404//2020 星期一星期一，，義工們代替世界廣義工們代替世界廣
東同鄉會及安良工商會送出第一次午餐飯盒給東同鄉會及安良工商會送出第一次午餐飯盒給
Methodist Willowbrook ERMethodist Willowbrook ER的醫療人員的醫療人員

世界廣東同鄉會送出午餐飯盒世界廣東同鄉會送出午餐飯盒 給給 不同不同
醫院的醫院的Covid-Covid-1919 部門及部門及ICUICU 前線抗疫前線抗疫

的醫療人員的醫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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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去年的时候，我曾听一位男士说：

妻子如此看不起我、贬低我、嘲讽我，我为

什么还要相信爱情？我为什么还不和她离婚

？因为，如果我不假装相信爱情的话，如果

我离了婚，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婚姻早已让

我无能为力，我只好麻木地活着。看着她和

别人相爱，然后一次次原谅。过一天算一天

吧，也许慢慢就适应了……

很可惜，即便这位男士适应了悲伤，可

以无限度容忍妻子的所作所为，他的妻子还

是抛弃了他。毕竟她的心不守家了，几个月

前义无反顾跟别人走了。她走得时候很绝情

，让他别再继续白日做梦，从来就没爱过他

。

这位男士的经历很常见，好多男人离婚

前都经历过相似的一幕。

有一些男人发现妻子在外面爱着另一个

男人，吵架之后，妻子依然不愿意收心，而

是选择继续伤害。虽然婚姻形式还在，只是

彼此再也不是纯粹的夫妻。纵然心里的悲伤

已无法形容，可他们却只能继续装作看不见

，只能熬日子。

婚姻中的各类问题中，唯独感情问题理

不清。有很多人虽然还算是夫妻，两颗心却

早已形同陌路。

一、男人的坚强就是对自己狠点心

去年，我曾经试探着问过几位类似经历

的读者：你明知妻子心里早已经没有你了，

为什么不愿离婚？她那么伤害你，即便离婚

也比一直悲伤要好得多呀。

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但是核心意思大

概是相同的。因为心里舍不得、面子上过不

去，担心未来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因而不

敢离婚。

一句“不敢离婚”，说出了问题的本质。

也许并非他们没有傲气或骨气，只是家

庭与生活的重担早已消磨掉了他们的脾气。

虽然曾经以为自己很“铁血”，可是在感情

问题面前，很多人都没了招。

在如今的婚姻中，“能忍”的人正在快

速增加！他们的婚姻就好像在委屈中数日子

，不知道何时解脱，更不知道如何解脱。

下午，我看到了一位男士发来的一段关

于自己婚姻问题的讲述。为了写文章，我还

和他聊了十几分钟。

他曾自以为自己是一位对待感情十分

“铁血”的男人，虽然爱妻如命，但是对待

感情问题很有原则。

结婚6年，当他偶然得知妻子瞒着他和

别人约会的时候，他的第一想法就是离婚。

他扇了妻子几十巴掌，要把她扫地出门。

在他提出离婚之后，妻子终于坦诚向他

认错，她发誓认真悔改，再也不和那个男人

联系。家人也全都来劝和，让他为了孩子不

要离婚。

离婚闹了1月有余，在众人劝说下他给

了妻子一个机会。一旦再次发现，就让她净

身出户。妻子满口答应了，以后认真守家，

换工作离开那个人。

可惜好景不长，即便她换了工作，那个

人依然还在纠缠，总是阴魂不散。忍不住他

的软磨硬泡，她又一次出去偷偷约会了。后

来她偶尔就去见他，1个月后又被老公发现了

……

这位男士说：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又

提出了离婚，狠打了她的脸，真不能和她过

了。父母又来劝和，岳父母让她下跪道歉。

虽然我心里很痛苦，却再次原谅了她。那时

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坚强，感情中真正的坚强

就是对自己一狠到底，有些错误不能原谅。

二、感情问题有一就有二

这位男士说过1句挺有意义的话：婚姻

感情问题就像潘多拉魔盒，这个魔盒一旦打

开，就再也关不上了，有一就有二，停不下

来。如果不对自己狠心的话，最终依然还是

躲不掉最悲伤的结局。婚姻因为感情而出了

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止损。

他提到了潘多拉魔盒，那就暂且叫他大潘。

大潘现年38岁，离婚2年，有一个8岁

的男孩。夫妻离婚之后，前妻很快就嫁给了

那个男人。

心里。

大潘说：大概3年前的一天晚上她回来

很晚，进了家门后就小心翼翼，不敢和我目

光对视，也没说什么话。她从来不这样，我

心里很好奇。我还没问她去了哪里，她就匆

匆去洗刷了。

大潘倒也没觉得异常，毕竟很信任她。

可是她的手机响了，当大潘从她包里拿出手

机想看的时候，她慌慌张张冲了出来，还没

洗完澡就来夺手机。

大潘说：我发现她身上有被咬过的痕迹

，好几个地方，心情突然很糟糕。她不让我

看，蹲地上哭了。

三、他后悔自己优柔寡断

在这种事情面前，妻子哭完之后竟然开

始狡辩。她怪大潘怀疑自己，这都是昨天你

咬的，你还好意思问我？你该问问你自己，

为什么咬我！

大潘尽量保持着理智，告诉她：昨天我

喝酒了，你说是我咬的就我咬的吧，你把手

机拿出来给我看看。看完之后，你就清醒了

。

妻子不给他看，两个人开始了争夺。妻

子一气之下摔了手机，她宁愿摔烂也不让大

潘看。

手机虽小，事情很大，这类问题已经渐

渐成为不少夫妻离婚的导火索。大潘和妻子

就是因为手机，第一次产生了感情冲突。

大潘说：她了解我是什么脾气，她这是

心虚了。我当场打了几耳光，向她提出了离

婚，让她不要再那么嘴硬。他见我铁石心肠

，终于认错了。她说不是故意伤害我，而是

那个男人太会说情话。

证实了心中的猜测，大潘更不能原谅她

。他又一次打了她的脸，她跪在地上任凭他

打，一直哭着道歉。不过即便她认了错，大

潘依然不想原谅她。

夫妻闹离婚，两家人都来了。双方父母

看法相同，为了孩子别离婚。那天岳父母差

点向大潘下跪，二老也狠狠打了自己的女儿

，让她以后正经点，好好过日子，下班就回

家，别老是往外跑。

大潘说：说心里话，我也舍不得，也许

她是真糊涂了吧。她当着双方老人的面发誓

，以后一心守家，求我原谅她。

到底是多年的感情舍不得，大潘强忍着

心痛原谅了她。她离开了上班的地方，换了工

作。

那段日子她说到做到，每天小心翼翼，

不敢惹大潘生气。

大潘说：妻子虽然不完美了，但是我毕

竟爱过她，也能接受，就是心里有阴影。那个

男人阴魂不散，一次次纠缠。她仅仅安分了3

个月，又一次跑去见他了。直到1个月后我才

发现，他们已经见面了5次，我却一无所知。

还是因为看手机的问题，我发现了她瞒着我做

过的事情。我后悔自己优柔寡断，在家人劝说

下，我又原谅了她，这是第2次了。

四、感情跨过那一步，心越走越远

可是大潘的妻子依然不思悔改，没多久

又偷偷去见那个男人了。

在大潘的讲述中，8个月的时间里，他

总共原谅了妻子3次。每次都是在自己铁了

心离婚的关头，双方父母前来“搅局”，让

他为了孩子多考虑，别离婚。

虽然前3次都没离婚，但是妻子的态度

一次比一次差。第1次她主动下跪道歉，第2

次是被她父母逼着下跪道歉，第3次她说自

己没错，被父母打了几耳光才道歉。

闹了3次离婚，婚姻还在延续，但是大

潘心里更悲伤。他再也不敢信任妻子，却也

渐渐感觉舍不得她离开。他以为事不过三，

他以为这一次妻子应该真的悔改了。可他并

没想到，3个月之后，她主动提出了离婚。

大潘说：那是第4次了，我还没发现，

她就主动承认了。她说自己的心已经交给了

那位朋友，希望跟他过一辈子。我心里很悲

痛，我不能再原谅她，但是我心里却期待着

岳父母来说和。突然意识到舍不得她，但是

脸面问题让我不能后退。

即便已经感觉到了强烈的不舍，大潘还

是同意了离婚。这一次岳父母没有出现，他

们再也不管了。二老对女儿死了心，随她去

吧。

离婚之后，大潘看着她拿着不多的行李

缓缓下了楼，仿佛心都碎了。虽然知道尊严

很重要，可他还是追了出去，希望她不要走

。

前妻流着泪冷笑：你终于知道离婚的感

觉了吧，我心里真没有你了。那时候我们恋

爱8年，看似很恩爱，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不

合适。不要怪我狠心，人不能不为自己。你

有你的生活，我也有我的，从此往后井水不

犯河水。

大潘再也没有勇气留她，他知道她确实

变了，再也不是当初的她。就算自己再如何

不舍，她也不会回头了，她心里有了别人。

大潘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天我有

一种觉悟。那些年我和她恋爱的时候，曾有

很多人想追求她，因为她心里爱着我，谁也

追不走她。如今她爱别人了，我也留不住，

一样的道理。感情跨过了那一步，心越走越

远。

五、他说，自己终于坚强起来

离婚之后的大潘悲伤了好几个月，总在

没人的时候悄悄哭。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

己这么坚强的男人竟然也会哭！

可是哭有什么用呢？那个离开的女人已

经和别人结婚了，永远不属于自己了。那个

男人爱说情话，感动了她。

在大潘的讲述中，如果不知道前妻如今

的忏悔，他没有勇气向我讲述他的经历。正

是因为前妻再婚之后一直过得不好，他才觉

得自己终于见到了想要见到的结果。

前妻的老公不爱她，他又爱上了另一个

女人，正在鼓励人家离婚。前妻舍不得他，

但是那个男人的态度却越来越不好，就像当

初她对大潘一样。虽然婚姻还在，但是离婚

应该不远了。

她向大潘道歉，大潘也曾想过重新接受

她。可是他想起了自己的誓言：男人最大的

坚强就是对自己狠。无论多么希望她回来，

也不能重新接受她。即便一辈子单身到底，

也比复婚幸福，这辈子和她不可能了。

大潘说：我想告诉男人们，妻子跟人走

了，离婚后对自己狠一点，才能不自卑，更

坚强。

六、感情问题中最怕左右纠结

有些人可能不适合结婚，就像那个拐走

大潘前妻的男人一样。他就像一个祸害，拆

散了别人的婚姻，得到了想要的人，但是他

没有过日子的想法。如今他又一次开始了破

坏，而此时最悲伤的却是大潘的前妻，以及

另一个女人的丈夫。

但是归根结底，还要怪大潘的妻子不安

分。

我记得前年中旬，我曾见过一个即将离

婚的男人。他讲述了妻子的绝情与莫名其妙

，简直是铁石心肠。

妻子爱上别人之后拒绝道歉，还振振有

词告诉他：我需要爱情，三年五年可以只陪

你一人，只爱你一人。可是人生很漫长啊，

让我一辈子只陪你一个人太难了。当婚姻过

久了，当我感觉到腻歪的时候，我就真的不

爱你了。我就是这种人，你也别爱我了。我

早把心给了他，请你有点尊严，我们谈离婚

的事情吧……

这位男士不想离婚，好多人劝他要么忍

，要么就离。他左右纠结，选择了逆来顺受

。后来他实在忍不了了，主动离了婚。

早知如此，当初就该离，白白悲伤了1

年多。

感情问题有正就有反，爱人有了情人之

后，有些人能忍，也有一些人眼睛里确实进

不得半粒沙子，是真正的铁血。选择忍耐的

人不一定能忍到底，而选择“铁血”的人却

可以早点解脱。

对于一些正在面对此类婚姻问题的人来

说，最怕左右纠结。

若是为了家庭的完整，那么忍一时也可

以理解。所只是因为害怕离婚后再也找不到相

爱的人，那么你的忍耐将是没有意义的。与其

一直悲伤下去，不如早点离开，因为很多人忍

着忍着就不想忍了，或者说被抛弃了。

“当婚姻感情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最大的坚强，是对自己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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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日前接受采訪時稱正在考慮取消
OPT, 一項專門為外國學生設立的為期12到29個
月不等的實習期。川普表示他還在考慮禁止中國
學生在美國的技術領域學習，甚至禁止所有來自
中國的學生到美國的學校學習。

據福布斯雜誌報道，美國國家政策基金會的
研究發現：

“沒有證據表明參加OPT計劃的外國學生會
減少美國工人的工作機會。實際上，證據表明，
當美國工人稀缺時，美國雇主更有可能求助於外
國學生工人。”

“獲準參加OPT的外國學生的相對數量與美
國STEM工人失業率的各種衡量指標呈負相關。
獲準OPT的外國學生人數更多，美國工人失業率
越低。”

“數據分析顯示，在從事OPT的外國學生人
數占STEM職業工人多的地區，失業率較低。

世界各國都在爭奪所有資源中最寶貴的資
源-人才。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已經讓
國際學生畢業後找工作比美國更容易。根據加拿
大國際教育局的數據，來自印度的印度留學生在
加拿大大學學習的人數從2016年的76,075名增
加到2018年的172,625名，增長了127％。

特朗普政府在減少或取消OPT計劃正面臨挑
戰。鼓勵國際學生來美國的理由很強，而限制此
類學生及其在美國工作的論點卻很弱。

1 什麽是OPT？
答: OPT 是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的縮

寫，是讓外籍學生在獲得學位後將所學的專業知
識到校外運用於實踐的一種臨時工作許可。

2 申請OPT應具備什麽樣的條件?
答: 第一，必須是全日制(Full Time)學生；

第二，在遞交OPT申請之前至少上完一學年的課
程；第三，遞交申請時有有效的學生身份；第四
，準備從事的工作與自己所學的專業直接相關。

3什麽時候可以申請OPT
答: 只要外國學生上完一整學年課之後便可

以申請OPT。一般提前90天遞交OPT申請。
4 最早什麽時間可以遞交OPT申請?我最晚

可以什麽時候遞交申請?
答: 可以畢業之前的120天遞交申請。最晚

畢業日當天移民局收到OPT申請。
5 OPT可以讓外國學生工作多長時間？
答：普通學位的學生OPT的時長為12個月

。STEM專業的學生OPT 的時長為 29個月。
STEM指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專業。

其他移民消息
1. 川普總統自從上任以來，對於移民政策

有很多新的提議，有的已經開始實施，而有的在

法院的介入下胎死腹中。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則，
正常情況下，已經遞交的移民申請和已經批準的
簽證，綠卡和入籍不受總統政策調整的影響。

2.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務院做出
以下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3月1日到7月1日之
間所發出的所有補件(RFE),拒絕意向書(NOID),
N14,和上訴（29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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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5月4
日宣布：從今年6月1日起不再接受郵局或快遞
信件的查詢。所有的查詢必須通過網絡查詢系統
提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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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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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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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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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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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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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政府磨刀霍霍向川普政府磨刀霍霍向OPT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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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朋友們親愛的家長朋友們！！
20202020年的暑假註定不尋常年的暑假註定不尋常，，在這宅在這宅

家抗疫的特殊時期家抗疫的特殊時期，，您在保護孩子安全您在保護孩子安全
的同時的同時，，是否也希望他們假期充電學業是否也希望他們假期充電學業
有成有成？？滿懷自信重返校園滿懷自信重返校園？？春藤一向以春藤一向以
質量求發展質量求發展，，將家長和孩子們的需求放將家長和孩子們的需求放
在首位在首位，，我們停課不停教不停學我們停課不停教不停學，，精心精心
設計了暑假網絡精品課程設計了暑假網絡精品課程，，把生動的課把生動的課
堂構築在雲端堂構築在雲端。。

春藤憑借著春藤憑借著““潛心辦教育潛心辦教育，，真心愛真心愛
孩子孩子，，誠心待家長誠心待家長””的辦學理念的辦學理念，，正規正規
嚴謹的教務制度嚴謹的教務制度，，先進務實的教學思想先進務實的教學思想
，，深入淺出的授課方式深入淺出的授課方式，，獲得了優良的獲得了優良的
口碑口碑。。三月中旬以來三月中旬以來，，春藤開始了全面春藤開始了全面
的中文和才藝網絡授課的中文和才藝網絡授課，，一批高度熱愛一批高度熱愛
教育事業教育事業，，潛心教學的的優秀教師們潛心教學的的優秀教師們，，
面對挑戰面對挑戰，，迎難而上迎難而上，，付出了大量時間付出了大量時間
和精力和精力，，不斷探索新技術不斷探索新技術，，分享網課經分享網課經
驗驗，，全校上下團結一心全校上下團結一心，，群策群力群策群力，，使使
網課教學大大超出了預期的效果網課教學大大超出了預期的效果。。網課網課
方式多樣方式多樣，，靈活便捷靈活便捷，，受到了廣大家長受到了廣大家長
和孩子們一致好評和孩子們一致好評，，為我們舉辦網絡夏為我們舉辦網絡夏
令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令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有信心我們有信心、、

有能力辦好有能力辦好20202020年這次特別的夏令營年這次特別的夏令營，，
為家長和孩子們服務為家長和孩子們服務！！

20202020年網絡夏令營春藤金牌中文課年網絡夏令營春藤金牌中文課
程將選用以暨南為主程將選用以暨南為主，，雙雙中文為輔雙雙中文為輔，，
以及春藤自編實用中文閱讀材料相結合以及春藤自編實用中文閱讀材料相結合
，，力保暑假期間使孩子們的中文水平大力保暑假期間使孩子們的中文水平大
幅提升幅提升。。課業加強營和才藝課程分別是課業加強營和才藝課程分別是
英文英文（（11--66年級年級）、）、演講演講、、辯論辯論、、數學數學
（（代數代數、、CBECBE代數代數、、幾何幾何、、心算速算心算速算、、
小學數學小學數學）、）、編程編程（（JavaJava、、PythonPython）、）、
GTGT、、繪畫繪畫、、手工手工、、唱歌唱歌、、國際象棋等國際象棋等，，
以上課程均為精品小班制以上課程均為精品小班制，，確保教學質確保教學質
量量，，我們挑選經驗豐富我們挑選經驗豐富，，認真負責的優認真負責的優
秀老師為孩子們授課秀老師為孩子們授課，，希望孩子們學有希望孩子們學有
所獲所獲、、學有所值學有所值、、學有所樂學有所樂。。

網絡課堂對學生來說是挑戰也是契網絡課堂對學生來說是挑戰也是契
機機，，是養成自律意識和良好學習習慣的是養成自律意識和良好學習習慣的
絕好機會絕好機會。。請大家抓住時機請大家抓住時機，，盡早為孩盡早為孩
子做好暑期計劃子做好暑期計劃。。期待您和孩子的加入期待您和孩子的加入
！！

中文提高營中文提高營//中文特色班中文特色班
JuneJune 11 –– AugustAugust 77 ((1010 weeks)weeks)

課業加強營課業加強營//特色才藝班特色才藝班

JuneJune 11 –– AugustAugust 77
((1010 weeks/weeks/33 sessionssessions；；33wks per seswks per ses--
sion)sion)
SessionSession 11:: 66//11--1919
SessionSession 22:: 66//2222--77//1717
（（66//2929--77//33 Independence Day RecessIndependence Day Recess
））
SessionSession 33:: 77//2020--88//77

周日特色才藝班周日特色才藝班
JuneJune 11 –– AugustAugust 77 ((1010 weeks)weeks)

春春藤藤教教育育學學苑苑
優惠驚喜優惠驚喜
11.. 註冊費註冊費：：$$2020//家庭家庭

55//2222之前及當日註冊繳費之前及當日註冊繳費,, 註冊費半價註冊費半價
22.. 一門課程一次性報滿三期一門課程一次性報滿三期，，學費減學費減
$$2020
20202020暑假網上註冊暑假網上註冊
請點擊報名請點擊報名

熱線電話熱線電話
281281--848848--82888288 346346--702702--03230323

學校網頁學校網頁
http://sunbridgelearning.comhttp://sunbridgelearning.com

學校郵箱學校郵箱
Sugarlandafterschool@gmail.comSugarlandafterschool@gmail.com

學校地址學校地址
25532553 Cordes Dr. Sugar Land, TXCordes Dr. Sugar Land, TX 7747977479

感謝關註感謝關註！！
春藤教育學苑歡迎您和孩子的加入春藤教育學苑歡迎您和孩子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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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
「新冠疫情」 改變了全世界人

的生活和心情，也只有在危難
時才彰顯一個人的偉大心態和
志節。尤其記者最近訪問盧林
中醫師時感受尤為深切。

盧林中醫針灸師表示：我
和美國民眾一樣，對當前的美
國新冠肺炎疫情看在眼裡，急
在心裡。一個國家裡，百萬多
人被感染，十多萬人死亡，這
個數字還在上升中，而且上升
的很快。在這個地大物博、人
民文明衛生、國家實力世界第
一，人口相對稀少的國度裡，
出現如此大面積的疫病流行。
得病人數超過百萬，死亡人數
超過十萬，多少家庭失去歡樂

! 真的是世界第一，讓人觸目驚
心 !

盧林說：我是一個華人中
醫針灸師，我願獻出生命，只
要政府召喚，我會立即奔赴抗
擊新冠肺炎的第一綫，也有許
多中醫針灸師等著這樣做。用
我們的中醫中藥和針灸技術，
與美國醫生合作，治療最危重
病患，搶救美國兄弟姊妹們的
生命。我們做醫生的，都應該
是患者的保姆和靠山。醫生就
是治病救人。若遇難治的患者
，不是積極想辦法去救治，而
是兩手一攤，一走了之，這不
是個好醫生，是個不稱職的醫
生。

盧醫生說：有報導見佛羅

里達醫院醫生用抗瘧藥— 羥基
氯奎治療一例新冠肺炎男患者
的成功，這是個好醫生。他們
沒有怕擔責任，沒有怕丟飯碗
，更沒有兩手一攤，一走了之
。而他們只愛人的生命，勇於
接受一個沒有根據的辦法，挽
救了人的一命。這樣的醫生，
精神多麼可貴，值得大家學習
。

盧醫生說：羥基氯奎是專
治瘧疾的一種化學合成藥，它
雖有一定的毒性，但能殺 死瘧
原蟲，因此退燒作用很強。許
多人知道瘧疾這種病，也是傳
染病之一，是有蚊子（ 瘧蚊 ）
傳染的，過去中國南方多見此
病，人稱它為“ 打擺子”，這

種病原體寄生於人體的血液內
，破壞紅血球，使人貧血而死
。惡性症高燒不退也能死人。
瘧疾有惡性瘧、間日瘧、三日
瘧等類型，但生病時都先發冷
、發抖後發高燒、出汗退燒。
下次再如此發病。未得到治療
者，反覆發作，幾次人就起不
來了，甚至死亡。

盧醫師說：中醫最早用金
雞納霜樹皮和其他中藥一起治
該病，後有西方人從該樹中提
取奎寧，也傳入了中國使用，
後又發明了瘧的平，比奎寧的
作用好，毒性也小，都能殺死
瘧原蟲，有強的退燒作用。

另外，羥基氯奎治療新冠
病毒有效，是個好的發現。現

在已開始大面積試用，衷心希
望取得好效果。若只有退燒作
用，我再次建議，用中藥的白
虎湯加一貫煎人參敗蠹散、小
柴胡湯等，新冠肺炎早期用霍
香正氣丸，如果加上中醫針灸
效果更好。中藥的毒性微乎其
微，可以和西藥抗生素類藥同
時用，或錯開1～2小時用，這
樣可增強療效，挽救危重患者
，拯救更多的美國兄弟姊妹的
生命。

盧醫師最後呼籲政府，應
重視中醫中藥的正能量，組織
中西醫聯合醫療隊，奔赴抗擊
新冠病毒的第一綫，救治危重
患者，抑制疫病的擴散，以取
得防疫抗疫的徹底勝利 !

訪中醫針灸師盧林訪中醫針灸師盧林談談-- 「「團結抗疫團結抗疫 」」

圖為盧林中醫針灸師接受本報記者圖為盧林中醫針灸師接受本報記者
的訪問的訪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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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

）起開始了外賣點餐服務，並自上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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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與母親到珍

寶樓吃飯、團聚，或定餐回家享用，都

請儘早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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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您與母親、家人一塊來品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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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五重新開啓堂食上周五重新開啓堂食，，母親節與家人聚餐及訂餐請早母親節與家人聚餐及訂餐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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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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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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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my Hsu艾美的交響人生 (1)

許碧珠姐妹與葉明翰牧師

第一樂章：生命的變奏

大寒將至

2001年12月19日
或許是即將下雪的前兆，那天清晨特

別寒冷。

一如往常，早餐後我帶著小學三年級

的兒子Steven上學。此前不久，先生的三姊

送了部外觀及車況如新的二手車給我們。

上了這部車，兒子欣喜、好奇地在車內四

處探索，順勢坐進副駕駛座。未曾多想，

我們出發往學校開去。沒想到這短短的幾

分鐘，竟改變了我們的一生。

行駛途中，Steven發現椅子太貼近前

方的擋風玻璃，於是試著將座位往後退，

但瘦小的他力不從心。情急之下，我便側

身、低頭幫他推壓座椅下的把手。視線似

乎才離開路面片刻，再抬頭的瞬間，已迎

頭撞上一棵大樹。

當我從震撼中稍稍清醒過來，只見衝

擊後爆發出來懸掛在一旁已洩了氣的安全

氣囊，兒子已不知去向。想站起來找他，

發現右腿竟無力支撐，周身疼痛不堪，只

能不斷叫喚他的名字，又使盡全力大聲呼

救。正當慌亂之際，恰巧鄰居齊先生夫婦

駕車經過，見狀立刻撥打急救電話並通知

外子，同時把被安全氣囊擊打，彈至座椅

下的孩子抱出來。那時Steven已奄奄一息。

在等候救護車抵達的那幾分鐘，雖

然疼痛如潮水，幾乎淹沒我所有的意識，

心中仍不斷重複吶喊：「救救我的孩子！

救救我的孩子！」看著兒子一動也不動，

時間彷彿也靜止了。在懊悔、難過、驚嚇

中，隱約聽見警笛聲由遠而近，像是救生

圈拋過來。之後，我們母子倆就被送到鄰

近醫院。

當時Steven身上並無任何外傷，但頭

部受到強烈撞擊，顱內出血，血壓、腦壓

超高，處於指數2-3之間的重度昏迷，生命

垂危。為了急救，醫生把他的頭蓋骨打個

洞，插管引流，好減低腦壓，之後留在加

護病房治療觀察。而我因右小腿開放式粉

碎性骨折，以及肝臟受安全氣囊打傷引發

氣泡，也在同一時間，於二樓接受手術。

墜入深淵

2001年12月20日
手術後我心急如焚，不知兒子是生是

死，迫切想了解他的情況，於是央求護士

讓我探視。在醫師同意下，我忍著疼痛坐

上輪椅，被推進兒童加護病房。踏入病房

的剎那，像是再次受到撞擊，映入眼簾的

景象令人窒息。只見瘦小的Steven身上插滿

各式各樣的管子，頭上裹個紗布，眼睛緊

緊閉著。原本好動、活潑的他，安安靜靜

躺著，只聽見呼呼作響的機器，幫助他呼

吸。

緩緩靠近兒子床邊，見臉色蒼白的兒

子心如刀絞，萬般不捨撫摸他的手，輕聲

喚著他的名字：「Steven，Steven，快醒來

吧！跟媽咪回家好嗎…」

眼前的一切，恍如一場噩夢，期盼

我能盡速逃離夢境？但只見病房潔白的四

牆、空氣中瀰漫的消毒水味道，以及躺著

一動也不動的Steven……這一切的一切，

彷彿一把利刃刺向心坎，那撕心裂肺的傷

痛，提醒我——這是事實，不是夢。

在不知該如何幫助心愛的兒子，心神

無主、惶惑失措的時刻，聽見那規律的心

也巧遇林天娜姐妹自Woodland來學如何

做餃子皮，衷心感謝她送我們自己下午剛

釣的新鮮鱸魚數條暨自己曝曬的魚肉乾、

冬瓜、茴香等等。今晚周師母請我們吃炒

韓國粉絲暨鄰居陳太太送來的蝦水餃、雪

糕、鱸魚等。周師母送我茴香牛肉水餃帶

回家吃，他她們真是活出分享愛的人生。

●友人來信

1) 潘師母，平安！葉明翰牧師(2020
年)和潘政喜牧師(2018年)，相繼息了勞

苦，做工的果效，都隨著他們。你轉放在

facebook的幾張休士頓教牧“茶”經班舊

相片，我都看到潘牧師，真想念他，一位

良善、忠心的僕人。

我最近在FB的文章，師母可以轉載給

美南福音版或號角月報讀者、分享，版權

屬主。

滯留在美國北加這段時間，我會繼續

寫《面對疫情的心情》，所以，你看哪

一篇合適，六月份的號角月報，就請用

吧！～黃明鎮牧師 上
2) 潘師母，妳好，願妳平安 健康。我

感謝主，一切都可以平穩，在疫情中不斷

為人類祈求，求主憐憫施恩。我知道妳做

很多關懷工作，你自己也要小心保重。神

與妳同在。～陶大姐

3) 謝謝師母，我們一起禱告，讓全地

平安和諧。～徐姊妹

4) 謝謝師母，一起禱告。謝謝師母5-3
來看望我們，讓我很感動，您是上帝派來

的天使。～多多

5) 師母，回台北狀況還好，我自己

住，住的地方環境還不錯，主日禮拜也由

網路上收看了，除了買生活用品，很安

靜，學校，公司照常，只是聚餐和活動大

都停止了，願疫情早日控制，全球能恢復

正常生活。～小曼

6) 潘師母:謝謝你～死亡的毒鈎！-謝
謝徐恆夫的好文分享美南福音版。～寶蓮

7)好美喔！謝謝分享！也預祝潘師母 
母親節快樂！～莫師母

肺儀器的嗶嗶聲，就像在提醒我：只有全

心仰賴醫師醫治。是啊！我們身在一個醫

療先進的國家，相信醫師一定會有辦法。

怎料醫師的答覆竟是：腦部受重創昏

迷的兒子，醫療團隊暫時無法做進一步治

療，只能等待。

聽了醫師對兒子病情解析，猶如晴天

霹靂，頓時心情跌入低谷，閃現的希望之

光竟熄滅了。那時惟一能做的，只有向過

去所信奉的神明求助。人力不能及，乞求

天上的神明介入，來扭轉命運吧！

在身心極度傷痛的同時，兩名警察來

醫院進行事故調查，製作筆錄。他們說在

車禍現場未發現煞車痕跡，因此懷疑我帶

著孩子自殺。如若證實了，將以謀殺罪名

起訴我。

當下無法用英文為自己辯解，只能

透過別人的翻譯來溝通說明。員警詢問事

發經過，我也再次經歷整個事件，腦海裡

浮現兒子剛上車時的天真爛漫的笑容，和

意外發生後他慘白的面孔。萬般自責、心

疼、在無力回天的絶望狂濤衝擊下，我的

情緒決堤，完全失控的嚎啕大哭。兩位警

察見狀，決定不對我做謀殺起訴，以意外

事件結案。

尋找倚靠

眼下處於人生的驚濤駭浪之中，多麼

渴望有個能倚靠的肩膀和傾訴的對象。原

以為親愛的丈夫能與我同舟共濟，但事實

不然，從他那兒得到的只有更深的責備。

我無言以對，也無法辯駁。丈夫的歸咎和

自己的懊悔，把我推入痛苦深淵，在幽暗

中蹣跚前行。

那一刻我覺悟了，這是我必須獨自承

擔的責任，也是惟一的贖罪方式。不斷為

兒子祈福，祈求上天憐憫，幫助他度過難

關，脫離死神的挾制。或者天可憐見，讓

奇蹟發生，我能再得回那個活潑健康的孩

子。其餘的，竟甚麼也做不了。

Steven不斷承受著肉體上的折磨。尤其

當護士反覆為他抽痰時，他全身抽搐，我

心疼得無法直視，傷心欲絕的向從小祭拜

的各路神明哭求。無法接受兒子所遭受的

種種苦難，只有將歷年來熟知的咒語、佛

經全都用上，不斷誦念，全心寄望因此能

從厄運中得解脫。然而無論念甚麼、念多

少次，心中依然茫茫無著，沒有一絲一 毫
平靜。

究竟誰在掌管一切？又該將命運交託

予誰？我疑惑著……

意外發生後，陸續有許多愛心人士到

醫院探視，包括已故新澤西主恩堂的魏正

德牧師以及魏師母，由一位基督徒友人得

知消息，便主動前來關懷我。當時我們雖

不認識，他們慈藹的面容、柔和的語調，

給了我如親人般溫暖的感覺。牧師告訴

我，有一位真神能幫助我們，並分享靠著

向耶穌基督禱告，病得醫治的見證。當時

只求眾天諸佛都能來挽救兒子的性命，多

一位神明，多一份加持，只有求之不得，

於是立刻與牧師、師母一齊禱告。之後，

他們幾乎每天到醫院探視，每次都帶著我

同心向耶穌祈求。

黎明的微光

2001年12月23日
幾天後，加護病房裡鄰床住進一位年

紀與Steven相仿的白人小男孩。他的母親過

來詢問關於兒子的狀況，才開口就讓我吃

人生中暫停休止符
1988 年美國雷

根總統訂每年五月

份第一個星期四為

美國全國禱告日，

即今天五月七日，請大家同心以「在全地

上榮耀主」為七項目禱告：

1. 美國政府所有的官員，工作人員，

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都要榮耀主的名。

2. 為軍隊禱告，求主保護他們，使他

們在每一個機會中，都能在國內及國際中

榮耀主。

3. 為所有的媒體用他們的才能去榮耀

主。

4. 為所有的商業，企業做生意的領導

人，在開展美國的經濟上，都能榮耀神。

5. 為所有從事教育方面的人仕，包括

管理階層，校長，老師們，求主使用他

們，特別現在是在線上教學，讓他們所作

的是榮耀神。

6 .為眾教會禱告，特別是很快的將

來，教會將重開，求主幫助，帶領教會遵

從主的大使命，在所在社區及全世界中帶

領人信主。

7. 為家庭禱告，求主幫助家庭裡每一

成員與主能更親密，特別在這個疫情之

下，為經濟有問題的家庭禱告，求主看

顧，亦求主的榮耀在每個家庭中得到彰

顯。阿們！

 4-4 暫停休止符

凱西姊妹，早安！我們都關心你，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讓我們大家都放慢腳步，

停下腳步，人生中暫停休止符是有需要

的，讓我們安靜重新思考生命與生活的意

義與目標，重新建立與主耶穌更親密，以

祂為中心的標竿生活。願更多人回轉歸向

真神，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耶和華在患難

的日子，做我們的保障，並且要搭救認得

祂名的人。

4-28 懷念葉明翰牧師                                  
愛有位台福教友碧珠姐來信說:「很難

過，我失去兩位良師益友-葉明翰牧師暨潘

政喜牧師」。我回她信說:「主把祂愛的僕

人一個一個接回天家，做祂神國特別事工

的有用人才。要歡喜高興，因為他們是回

天家與主同在。潘牧師常在追思禮拜中說

『要用歡送心情歡送他們出國，有一天在

天家，必再歡聚。』」

葉明翰牧師享年80歲。他曾來第一台

灣基督教會傳講台灣民俗與基督教福音，

我們和他很熟悉。線上葉牧師的回天家報

導，神恩待葉牧師，看見眾天使相迎，歡

迎跟隨，息了世上的勞苦，不再受疾病的

纏繞，與主同在，好得無比啊！

上週四多多去醫院做身體檢查， 
5-3(主日)下午6:50pm我去探望多多，我們

約在停車場見面5分鐘，筆者送給她們銀

耳紅棗枸杞湯(不加糖) ，綠豆紅豆薏仁營

養粥(不加糖) 給她們母女鼓勵加油打氣。

5-4 (周一)下午去角聲辦公室拿信，

去銀行辦事，再到周牧師師母迎主教會，

了一驚，她居然說著

一口標準北京腔的普

通話。知道兒子的病

況後，她鼓勵我不要

輕言放棄，並且對我

說了一則朋友女兒八

歲時所發生的故事。

小女孩後腦被硬

物撞擊，陷入昏迷長

達8個月，母親便開

始每天為女兒唸故事

書。所有的故事書都

唸完了，這位媽媽便

開始發揮想像力，在床前講述一個又一個

自己創作的故事，從未間斷。八個月後，

女兒奇蹟般恢復意識。經過多年後，這位

恢復健康了的女孩，有天對母親講了個故

事，媽媽一聽，故事情節非常熟悉，再仔

細一想，原來竟是女兒昏迷期間，自己編

造的故事。

我聽到了這段經歷，認識到原來昏迷

的兒子依然能聽見外界的聲音，故事中的

小女孩昏迷8個月得康復。這讓眼下徬徨無

助的我頓時有了個站穩腳步的點，心中重

重黑幕揭開一條縫，透進一絲亮光。於是

每天除了求告神佛，也開始不停地與兒子

說話，為他加油打氣。這一點點可以做的

事，帶給我無比希望與信心。

希望幻滅

2001年12月25日
當全世界都在歡慶耶穌降生時，我和

正與死神搏鬥的兒子，在藥水味刺鼻的加

護病房中一同度過。醫師建議給兒子做些

聽覺刺激，讓他接觸喜愛的人、事、物。

因此，雖然加護病房並不建議12歲以下的

孩童進入，為了改善Steven的病況，特別允

許剛滿12歲的女兒Tammy在聖誕節當夜到

病房探視弟弟。

姊弟手足情深，當Tammy看見全身

插滿管子的弟弟，她臉色震驚而凝重。來

到病床邊，眼裡噙著淚水不停地呼喚：

「Steven起來了，家裡有好多你的聖誕禮

物，我們回家拆禮物！」

姊姊一聲聲叫喚，只見Steven半睜的

雙眼流下兩行淚水。是兩人心有靈犀，或

是奇蹟出現？我們當下以為他有了進展，

聽見了聲音，做出反應，於是立刻請醫師

檢視。結果並非如此。醫師不認為這是有

意識地回應。不過他要我們繼續對Steven說
話，放音樂，持續刺激他的聽覺。

當期待落空，希望幻滅，我徹底崩

潰了，心中不停地吶喊：「神啊！請救救

我的兒子，我願付上任何代價，在所不

惜。」

曙光乍現

2002年1月20日
在兒童加護病房內，盼著奇蹟能夠出

現，每天卻在淚水中失望。直到第33天的

清晨。

清早進入加護病房時，看見Steven心跳

顯示器的數率異常，心中一驚，趕忙詢問

護士。這才知道他不再需要仰賴呼吸器，

正自行努力呼吸，才引發心跳急促。我的

孩子終於過了一個坎兒，脫離危險。那一

刻，我驚喜交加，一個多月來在暗夜中飲

泣的心，總算得見曙光。

Steven在生命跡象穩定後轉移至兒童醫

院。這時二姊如實轉述了醫師對兒子的醫

療報告。經醫療團隊評估，Steven腦部所受

的損傷，按一般病患情況，大多數的患者

早已成為植物人。幸運的是，兒子年紀尚

幼，處於成長階段，腦部週邊細胞有機率

得到修復，不過，在智能方面很可能出現

障礙。

這話就如一把利刃字句刻上心頭，

這無止盡錐心之痛，以及眼前滿佈荊棘之

路，已不知所措，在排山倒海的困苦當

中，無語問蒼天，該如何才能破除這些咒

詛？

（未完待續）

兒子 Steven 過生日

上帝並不成全我們千年的祝願和夢

想，沒有人青春永駐，沒有人壽與天齊，沒

有人萬事如意。

相反的，上帝命定草必枯乾，花必凋

謝，美容消沒，人生在世必遇患難，我們的

軀體一天天衰殘，塵歸於塵土。

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有晚上，有早晨。

沒有人能改變，縱然獻上最虔誠的祝禱。

哎！這是一條滅亡的路。

難道人生就是這樣？出來如花，又被

割下；飛去如影，不能存留？

有沒有一條路通向永生？有沒有一條

路使美夢成真？

有一條路，是唯一的路，就是主耶穌

基督，祂是永生，是天父上帝所命定的唯一

救世主。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

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

救。

（文載自［中信］）

上帝命定
◎白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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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一只口罩用好幾天！用愛援助第一線工作者 2020年慈濟線上

浴佛典禮

德州分會密集捐贈防疫用品 與居民一起築起防疫網
美國病例持續攀升，各地都傳出緊缺個人防疫用品的求

助訊息，這讓慈濟人看了覺得好不捨、好心疼，美國

慈濟德州分會在3月23日收到大量的防疫物資，執行長黃濟

恩馬上與醫療幹事孫秀蕊聯絡，請她跟人醫會的醫師聯絡了

解需求，從24日起王顧毓芬中醫師、Sarah Fan醫師、陳正

德醫師（Dr. Samuel Chen）、Claire Chang醫師、Kuan Yu

醫師和Victor Yang醫師，都陸續到會所領取捐贈。

 德州分會在5月2日舉行第三次發放活動，志工與會眾歡

喜再到會所領取物資。為便利得來速發放，本次防疫規則修

改為請大家在車內舉著寫好名字的紙張，儘管大家只能隔著

車窗揮手問候，但許多老友透過在紙上寫大愛或畫上冷飲的

圖形，都是在彼此間交流無聲的關懷。

 2016年為幫助越南裔社區，慈濟人與位在休士頓西南處

的蓮花廟（Lotus Temple）結緣。4月25日志工帶了750只

口罩前往關懷該院師父Huyen Viet，希望這些物資能保護全

體師父的健康，以為當地社區提供精神膚慰。同日，志工也

到第一任住持淨海法師是印順導師弟子的玉佛寺捐贈，帶給

該寺200只口罩，20只N95口罩及3副護目鏡。

 第一線警也屢傳染疫也令人心疼，4月27日志工到休士頓

警局和哈里斯縣警局（Harris County Sheriff’s）捐贈，用行動

來支持執法人員。市警局的助理警長亨利·高（Henry Gaw）

熱情地歡迎志工，並簽收下2000只外科口罩、200只N95口罩

和4加侖酒精。他笑著說：「如果你們不戴著口罩，我能認出

你們更多人，我從未忘記你們在哈維颶風時期的義舉。」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一只口罩要用好幾天

◎ 慈濟解決了口罩荒

◎ 讓愛心救援物資加倍

◎ 想給你們一個擁抱

◎ 因疫情延遲退休的市長

撰文：黃芳文、蘇素珍、蔡長治

撰文：林桂英、劉本琦、許維真、林書賢

與疫情感染速度賽跑，全美慈濟人四處奔波，在「驚世

的疫情‧警世的愛：撫平美國疫情線」行動中，用愛

的能量架起防禦線，抵抗新冠病毒的攻擊。

 慈濟美國至5月7日在2292人次的志工協助下，馳援

全美678所第一線抗疫醫療院所、警局、消防局、養老

院、街友收容中心等，累積捐贈物資：806,511只外科口

罩、35,233只N95口罩、57,212雙手套、7,599瓶護生防疫

酒精、3,115份食物蔬果袋、3,082只布口罩、及其他更多 

物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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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蔓延而無人探視的老人家也是志工掛心的對

象。4月25日志工拜訪從1996年起便關懷的魏斯契斯老人院

（Westchase Ortho & Rehab），大家帶著慈濟關愛的慰

問信，志工林華音也手寫一張充滿感恩與思念的卡片，還有

500只口罩和1加侖的酒精，要捐贈給院內的各族裔長輩。 

 每天在美國各地都有慈濟志工正在規劃、協調與進行

捐贈，邁阿密志工在5月1日和2日連續去了四家醫療院所，

依序到拉金社區醫院（Larkin Community Hospital）、南方

紀念醫院（Memorial Regional Hospital South）、希爾克

雷斯特療養院（Hillcrest Nursing Home）、西奈山醫療中

心 (Mount Sinai Medical Center），共捐贈了1400只N95口

罩、1900只外科口罩。

 西奈山的加護病房與急救團隊（ICU and ER team）很

感恩，社區中的陌生團體竟在此時捐贈物資給他們。院方人

員透露，慈濟捐贈的口罩真是寶貴，目前該院很多醫護人員

一天只能拿到一個口罩，甚至一個口罩還要連續使用好幾

天。儘管疫情已經逐漸受到控制，但醫護人員的口罩仍然非

常不足。

 美國奧斯汀聯絡處收到口罩後，志工便動起來分享給有

需要的機構單位。4月21日志工給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老人院帶去了500只口罩，該院職員布鲁克斯（Brooks 

Eastman）簽收時，不斷說這些物資真是解決了口罩荒。

 奧斯汀市政管理辦公室也急需口罩，該局行政總監蘇姍

娜（Suzanne Piper）21日中午到慈濟會所領取，她表示感

動得快哭了：「一個月前下單訂的口罩，到現在都還沒有收

到！我們員工每天要面對這麼多的市民，包括遊民，真的很

需要口罩來保護。」

 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了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響，我們大

多數人很幸福，能平安健康的在家中避疫，可是正如紐約慈

濟人醫會醫師廖敬興所說：「我們雖不是第一線醫護人員，

但我們願意做第二線的守護者。守護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犧牲

自己，奮力搶救病患的前線工作者。」

 消弭新冠肺炎病例或許還要走好長一段路，這場驚世的

疫情，除了帶給人們深刻的覺悟外，更需要您共同以大愛關

懷我們的社區。慈濟美國若於6月30日募款70萬美元，多位

善心人士承諾將同等捐出70萬美元，讓眾人的愛心能加倍，

化為更多防疫物資援助前線醫護，以及在疫情中受創的家

庭，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捐款支持慈濟的各項慈善項目：

全球浴佛善共振
回報四恩予安樂
成就淨心大菩提

全球因疫情蔓延而人心惶恐不安，讓我們一同以虔

誠的心念，感念天地眾生恩。誠摯邀請您在今天 

(5月9日) 加入首度慈濟線上浴佛活動直播。

經由美國慈濟線上浴佛網頁，同步參與台灣慈濟本會

和美國慈濟所舉行的浴佛典禮，讓我們相會雲端，凝

聚善念，齋戒茹素祈願弭平疫情天下無災。

浴佛典禮網路連結：

www.tzuchi.us/BuddhaBathingCeremony

台灣浴佛典禮
美國西岸時間：4:00-5:00 PM

美國中部時間：6:00-7:00 PM

美國東岸時間：7:00-8:00 PM

美國慈濟浴佛典禮
美國西岸時間：05:10-05:45 PM

美國中部時間：07:10-07:45 PM

美國東岸時間：08:10-08:45 PM

 因哈維颶風與慈濟人相識的迪金森市（Dickinson）市

長茱麗葉·馬斯特（Julie Masters），4月29日見到老朋友來

訪非常歡喜。沒有戴口罩的茱麗葉解釋，因物資緊缺市府無

法提供防疫用品給工作人員，慈濟送來的2000只口罩和2加

侖酒精，真是幫了大忙。此外，她原本5月就要從無給職的

公職退休，但疫情推遲了選舉，她要一直等到11月選舉出新

市長後才能退休。

 迪金森市警局警長羅恩·莫拉萊斯（Ron Morales）感謝

慈濟捐贈2000只口罩、200只N95口罩和2加侖酒精。他提

到該局警員在執法時，曾遭遇聲稱已感染新冠病毒的民眾吐

口水，但幸好這些人經檢測後都是陰性的。他感恩的表示，

慈濟人真是該局的好兄弟，一直在照顧著他們。

 溫泉村（Wellsprings Village）是一個庇護家暴婦女的

中途之家，志工5月1日捐贈該院300只口罩，並從代表接受

的該院經理Monique Douglas口中得知，受疫情經濟影響，

該院工作人員均被削減工時，每週只上班兩或三天，這個消

息讓志工了解，社區中需要幫助的人更多了。

 護理人員黛博拉·埃文斯（Deborah Evans）在簽收物

資時告知，院內有幾位長輩進出醫院外，其他人都平安健

康，長輩們還很期盼每月與慈濟人約會再度到來。

 27日志工各捐贈500只口罩給長期關懷的西木老人院

(Senior Care of Westwood) 和教堂療養院 (Mission Care 

Center)，以確保該院長輩們安好。
 2018年起，慈濟志工開始到哈里斯縣警局轄管的監獄探

視受刑人。當天到縣警局入口，正巧遇上了牧師經理唐·薩

維爾（Don Savell），他代表接受1000只口罩和2加侖酒精

的捐贈後，引領著志工進入大樓與刑事司法部門指揮官達里

爾·科爾曼（Darryl Coleman）會面。達里爾張開雙臂遺憾

地說：「若非疫情關係，我真要給你們一個大大地擁抱。」

德州分會5月2日
得來速發放時，
收到畫有冷飲和
寫著大愛的暖心
鼓勵。攝影／
林書賢

4月25日志工至魏斯契斯老人院關懷與捐贈防疫用品。攝影／許維真

蓮花廟師父Huyen Viet（右2）感謝志工4月25日帶來的防疫用品。 
攝影／梁明嬋和Tran Hien

網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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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zuchi.us/zh/coronavirus拉金社區醫院5月1日歡喜接受慈濟志工帶來的口罩。攝影／蘇素珍

線上直播

奧斯汀志工 
4月21日到威
斯敏斯特老人
院捐贈。 
攝影／溫倉彬

5月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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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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