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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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首創 
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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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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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萬的悼念者向休斯頓的弗洛伊德致最後的敬意
特納市長國會議員格林及多位名人共同悼念弗洛伊德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弗洛伊德於5月25日在明尼阿波利
斯白人警官德里克·喬文（Derek Chauvin）戴上手銬時跪在脖子
上去世後去世。 有關事件的錄像引起了普遍的憤慨。週二，成
千上萬的悼念者到德州休斯頓的讚美噴泉源泉向黑人黑人喬治·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致以最後的敬意。黑人被警察殺害在
全世界引發了抗議，並呼籲結束美國的系統種族主義。出席者中
包括發表悼詞的夏普頓牧師； 弗洛伊德家族的律師本傑明·克魯
姆（Benjamin Crump）； 拳擊手弗洛伊德·梅威瑟（Floyd May-
weather），他為弗洛伊德付了金棺材的錢。 休斯頓德州人隊明
星J.J. 瓦; 代表：Sheila Jackson Lee和Al Green； 說唱歌手斯利姆·
暴徒和保羅·沃爾； R＆B 歌手 Leela James； 演員傑米·福克斯
（Jamie Foxx）和 Channing Tatum； 及 Ahmaud Arbery，Botham
Jean，Trayvon Martin，Michael Brown 和 Eric Garner 的親屬–徒
手的黑人，在著名案件中被白人殺害。

代表德克薩斯州第九國會選區的民主黨議員格林說：“我們
在這裡不是因為我們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 5月25日在白人
警察的膝蓋下。格林說：“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沒錢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的原因。他的罪行是他出生時是黑人。”
代表德克薩斯州第18國會區的另一位民主黨議員李（Lee）發表
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有時使聽眾站起來。“我想感謝那些年輕的
遊行者。他們是黑色和棕色，他們是亞洲人，他們是白色。 他
們正在抗議和遊行，我聽到你的哭泣。” 李對喪葬者說，弗洛

伊德是按“任務”被送到地球的，目的是向警察的
殘酷行徑大開眼界。

在聖所內有弗洛伊德（Floyd）突然熟悉的圖像
的大型海報作為背景。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弟弟 Philonise Floyd 說：“每個人都知道
大弗洛伊德現在是誰。” “他將改變世界。”休斯
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說，該
市的律師正在起草一項行政命令，以禁止殘酷和窒
息的攻擊，其中包括為紀念弗洛伊德而進行的其他
警察改革。特納說：“我們不以他的完美為榮，”
“我們今天向他表示敬意，因為當他最後一次呼吸
時，我們其他人現在都可以呼吸了。”

前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週一前往休斯敦
與弗洛伊德（Floyd）的家人私下會面，但他也沒有
參加週二的葬禮。 拜登錄製了一條在該服務處播放
的視頻, 拜登說：“對喬治的家人和朋友來說，吉爾
和我知道，當您將靈魂埋葬在地球深處時，您內心深處的空洞。
正如我私下對你說的，我們知道你將再也不會有同樣的感覺。他
繼續說： “但是對您而言，這一天已經到了您無法完全悲傷的
時候了。現在，這是您為更好地改變世界以紀念喬治·弗洛伊德
的目的。 ”私人服務通過電視和網絡進行現場直播，是弗洛伊
德（Floyd）四天以來的第四次追悼會。週二早些時候，明尼蘇

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Tim Walz）呼籲明尼蘇達州人默哀8分
鐘46秒，以紀念弗洛伊德（Floyd），這是沙文（Chauvin）抱住
他的時間。服務結束後，預計休斯頓警察將把弗洛伊德的遺體護
送到德克薩斯州皮爾蘭德附近的休斯頓紀念花園進行埋葬。在遊
行的最後一英里，他的棺材將由馬車拖著。 在墓地，弗洛伊德
將被安葬在其母親拉森西亞·弗洛伊德旁邊。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台灣政府捐贈35,000片外科口罩
（本報訊）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持續

發揮「台灣能幫忙，而且

台灣正在幫忙」（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

ing!）的精神，陳家彥處長

於6月11日代表台灣政府

捐贈路易斯安納州紐奧良

市(New Orleans)及斯萊德爾

市(Slidell)合計共 35,000 片

外科口罩，協助強化第一

線工作人員對抗「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COVID-19)」

所需個人防護裝備。

紐奧良市由國土安全

暨緊急準備辦公室(New

Orleans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Pre-

paredness)主任Collin M. Ar-

nold 代表，在該市職業籃

球隊主場館 Smoothie King

Center接受陳家彥處長捐贈

30,000 片外科口罩，並轉

達市長LaToya Cantrell對我

政府及人民感謝之意。

陳家彥處長表示，紐

奧良市與台灣情誼深厚，

去(2019)與駐休士頓辦事處

共同舉辦台灣關係法立法

40週年影像展，在市政廳

展出20餘幅紀念台美關係

及路州與台灣關係的珍貴

照片。此外，去年台灣桃

園縣及宜蘭縣亦先後組團

前來紐奧良市考察災害防

救，2018年我國立台灣體

育運動大學前來訪演紀念

「臺灣傳統週」及紐奧良

建城 300 週年，展現雙方

人民密切交流，誠為台美

恆久夥伴關係的堅實基礎

。本次疫情發展以來，欣

見在市長Cantrell領導下防

疫成效顯著，很榮幸代表

台灣政府捐贈紐奧良市口

罩協助抗疫。

陳家彥處長也捐贈紐

奧良隔隣城市斯萊德爾市

5,000片防疫口罩，由市長

Greg Cromer親自接受，並

感謝台灣捐贈口罩協助抗

疫，同時盛讚台灣的防疫

成就。

隨著疫情在全球持續

蔓延，台灣不僅與美國等

理念相近國家強化防疫合

作，並持續以國際人道援

助行動協助全球共80多個

國家防疫。至今已捐贈醫

療用口罩超過2,300萬片，

其中捐贈美國近1,000萬片

。

陳家彥處長表示，這

是「台灣能幫助 (Taiwan

Can Help)」致力於全球衛

生的努力，也是「台灣正

在幫助(Taiwan Is Helping)

」的具體行動。

疾病沒有國界，台灣

處於全球防疫的第一線，

並且樹立典範，台灣的防

疫工作向國際社會證明了

，世界需要台灣，台灣不

會缺席。

儘管冠狀病毒感染在其他地方有所下降似乎在美國仍然激增

（本報訊 ）根據雅虎新聞獲
得的文件，雖然許多國家/地區
的COVID-19病例有所下降，但
美國的感染率似乎在上升。在 6
月9日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文件中，美國的
每日病例變化百分比最高，最近

幾天增長了36.5％。 在總案件數
排名前十的國家中，與巴西，西
班牙，意大利，德國和伊朗的案
件減少相比，這是最大的峰值，
而在俄羅斯，印度和秘魯，案件
增長不到5％。6月9日，美國聯
邦 緊 急 事 務 管 理 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的一份文件顯示，案件數量同樣
呈上升趨勢。 根據FEMA文件，
在美國，死亡人數的滾動平均值
開始每天上升超過1,000。

根 據 約 翰·霍 普 金 斯 大 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追
踪，美國的冠狀病毒陽性病例超
過 200 萬例，死亡 11.3 萬例，已
恢復 533,504 例，是世界上任何
一個國家或地區中報告數量最高
的。 CDC 和 FEMA 均未回應立
即置評的請求。

亞利桑那州最大的衛生系統
表示，該州正在為需要外部肺部
機器的患者提供治療能力。州衛
生部門助理主任傑西卡·里格勒
（Jessica Rigler）說：“我們不希
望人們陷入危機狀態，以為這些
案件在亞利桑那州都是不好的。
” “我們當然在監視發生的情況
，並努力確保人們了解社區中
COVID-19的使用情況。” 同時
，在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文·
紐瑟姆（Gavin Newsom）敦促保
持冷靜，因為該州處理的案件數
量激增。

成千上萬的悼念者向休斯頓的弗洛伊德致最後的敬意成千上萬的悼念者向休斯頓的弗洛伊德致最後的敬意 ，，特納市特納市
長國會議員格林及多位名人共同悼念弗洛伊德長國會議員格林及多位名人共同悼念弗洛伊德。。

休斯頓特納市長及其工作人員正在努力減少感染病例的急劇增加休斯頓特納市長及其工作人員正在努力減少感染病例的急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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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新冠離婚潮新冠離婚潮新冠離婚潮新冠離婚潮﹖﹖﹖﹖德州律師解析德州律師解析德州律師解析德州律師解析﹕﹕﹕﹕「「「「離婚手續沒有想像中難離婚手續沒有想像中難離婚手續沒有想像中難離婚手續沒有想像中難」」」」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使得各
地湧現離婚潮﹐夫妻相處之道實不易﹐有
時放手往往是使雙方解脫的唯一解法﹒
本台獨家邀請到了德州地區執照律師
Tracy Lin﹐來分享這樣的現象是否也在
德州逐漸發酵﹐並給予有離婚打算的民
眾一些意見﹒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德州離婚率是否上升德州離婚率是否上升﹖﹖

據統計﹐在上海許多夫妻在封城的朝夕
相處下﹐出現矛盾﹐線上離婚預約從叁月
中旬排到四月﹒但Tracy 指出﹐就她個
人的觀察而言﹐疫情並沒有對德州地區

造成所謂的離婚潮﹒她也認為這陣子雖
然有離婚案件﹐但原因都沒有和新冠有
直接關係﹒反而有一名離婚的客戶﹐因
為疫情期間獨自帶孩子太辛苦﹐因此訴
諸律師﹐希望能將回中國的前夫找回來
德州﹐一同盡到養育職責﹒但林律師也
提醒﹐法律可以在金錢上給予保障﹐但並
沒有辦法限制某個人居住與生活的權力
﹐因此就這個案例而言﹐是行不通的﹒
親愛的我們離婚吧親愛的我們離婚吧﹕﹕離婚該從何著手離婚該從何著手﹖﹖

林律師指出﹐在美國每一州的家庭法都
有所不同﹒在德州﹐要申請離婚只要去
當事人居住的郡﹑居住地區法院去遞交

申請﹐前提是要在德州住滿半年﹑該該地
區住滿兩個月﹒因此﹐即使想申請離婚
的配偶中﹐甲方在國外﹐只要乙方人在德
州﹐滿足當地「居住要求」﹐甲方都能委任
當地的律師﹐協助遞件﹑請法院申請傳票
﹐再寄到配偶手上﹐這樣子就開始了法定
程序﹐也就是說在國外的一方不一定要
到美國申請﹒
舉例來說﹐她曾經碰到一個冤枉案例﹐一
名台裔女生和德州人在美國﹑台灣都登
記結婚﹐但日後反悔想要離婚﹒因此女
方就在台灣委任律師﹐準備了一年後﹐上
了法院才發現台灣法官不受理美國的離
婚案例﹒因此林律師指出﹐最正確的做
法應該是﹐女方能在台灣委任美國丈夫
所在的州的律師﹐協助在當地遞件﹑跑程
序﹐等到離婚證書下來後﹐就能拿到台灣
翻譯﹐並去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即
可﹒
此外﹐林律師提醒若是在德州收到法院
離婚傳票﹐若在規定期限內沒去法院報
到﹐就會被認為是缺席﹑不出庭﹐將直接
被判輸﹐原告可能就會得到所要求的財
產或賠償﹒
德州離婚德州離婚「「6060天天」」冷靜期冷靜期﹑﹑懷孕期間不離懷孕期間不離
婚婚﹖﹗﹖﹗

林律師指出﹐德州離婚有60天的冷靜期

﹐也就是說遞件後60天﹐才能正式離婚﹐
在這段期間內雙方可以談妥離婚條件﹐
只要雙方談妥﹐到時一個人去法院發誓﹑
提供雙方簽好的合約等即可﹒
另外﹐如果女方在離婚期間懷有身孕﹐依
照德州法律﹐雖然可以遞件﹐但是法院是
不會在這段期間審理離婚的﹐目的是為
了「孩子的利益」﹐而孩子的利益也永遠
會是法官判斷的優先依據﹒
人人都關心的是人人都關心的是﹕﹕財產怎麼分財產怎麼分﹖﹖

林律師也指出﹐財產分配主要是要靠「時
機」與「謀略」﹐雖然法律上有提到雙方必
須把婚後財產都誠實回報﹐並平均分配
﹒但實際執行上並不會這麼順利﹒但林
律師提點﹐因為德州保障孩子的福祉﹐若
離婚一方是家庭主婦﹐沒有經濟能力﹐平
時在家顧家帶小孩﹐通常法官幾乎都會
判先生搬離﹐讓太太能在家裡繼續照顧
小孩﹐甚至還可能要求先生支付贍養費﹑
太太的律師費﹒背後的道理其實很簡單
﹐即爸媽的爭吵糾紛不應該影響小孩的
利益與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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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幫忙台灣能幫忙 台灣正在幫忙台灣正在幫忙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持續發揮 「台

灣能幫忙，而且台灣正在幫忙」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的精神，陳家彥處長
於6月11日代表台灣政府捐贈路易斯安納州紐奧良
市(New Orleans)及斯萊德爾市(Slidell)合計共35,000
片外科口罩，協助強化第一線工作人員對抗 「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所需個人防護裝備。

紐奧良市由國土安全暨緊急準備辦公室(New
Orleans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
cy Preparedness)主任Collin M. Arnold代表，在該
市職業籃球隊主場館Smoothie King Center接受陳
家彥處長捐贈 30,000 片外科口罩，並轉達市長
LaToya Cantrell對我政府及人民感謝之意。

陳家彥處長表示，紐奧良市與台灣情誼深厚
，去(2019)與駐休士頓辦事處共同舉辦台灣關係法
立法40週年影像展，在市政廳展出20餘幅紀念台
美關係及路州與台灣關係的珍貴照片。此外，去
年台灣桃園縣及宜蘭縣亦先後組團前來紐奧良市
考察災害防救，2018年我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前來訪演紀念 「臺灣傳統週」 及紐奧良建城300週
年，展現雙方人民密切交流，誠為台美恆久夥伴
關係的堅實基礎。本次疫情發展以來，欣見在市
長Cantrell領導下防疫成效顯著，很榮幸代表台灣

政府捐贈紐奧良市口罩協助抗疫。
陳家彥處長也捐贈紐奧良隔隣城市斯萊德爾

市5,000片防疫口罩，由市長Greg Cromer親自接
受，並感謝台灣捐贈口罩協助抗疫，同時盛讚台
灣的防疫成就。

隨著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台灣不僅與美國

等理念相近國家強化防疫合作，並持續以國際人
道援助行動協助全球共80多個國家防疫。至今已
捐贈醫療用口罩超過2,300萬片，其中捐贈美國近
1,000萬片。

陳家彥處長表示，這是 「台灣能幫助(Taiwan
Can Help)」 致力於全球衛生的努力，也是 「台灣

正在幫助(Taiwan Is Helping)」 的具體行動。
疾病沒有國界，台灣處於全球防疫的第一線

，並且樹立典範，台灣的防疫工作向國際社會證
明了，世界需要台灣，台灣不會缺席。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Dominic Ng））表示表示::
近期中國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近期中國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為美國企業進軍中國市場創造為美國企業進軍中國市場創造

了有利條件了有利條件，，這一點應被列入中美談判議程這一點應被列入中美談判議程
11月底，特朗普（又譯川普）總統和

習近平主席將於二十國集團峰會（G20
Summit）上會面，屆時關稅將成為首要議
題。儘管近日中國已提出了一系列貿易優
惠措施，但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
稱APEC）峰會上仍威脅說，要把對中國商
品徵收的2500億美元關稅 「提高一倍以
上」 。然而，在中美經貿關係中，貿易既
不是唯一的層面，也不是追求國家利益的
唯一途徑，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是中國
對待外資的態度。近期，中國在開放外商
投資方面取得了實質進展，特斯拉（Tesla
）和埃克森美孚（Exxon）等美國企業抓
住了這一契機。中美在投資領域的互動對
實現美國政府所追求的自由、公平和互惠
的經貿關係至關重要，應該被提上兩國首
腦的會談議程。

中國已全面改革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制
度

儘管中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仍不及如

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但在過去三年間，
中國已取得了明顯的改善，也為外資企業
帶來了更多機會。首先，中國政府的立場
已經從 「正面清單」 轉為 「負面清單」 。
在之前的制度下，外國公司只能投資正面
清單上的行業，也就是政府 「鼓勵」 的行
業，而且每一項投資都需要得到政府批准
。這些審批通常伴隨著限制（例如成立合
資企業的要求）或期望（例如技術共享）
。在2016年實施的新制度下，外國公司被
允許投資所有的領域，除非是在負面清單
上註明的限制類行業。此外，對於不在上
述清單中的行業，外國企業不必再申請批
准，只需註冊投資即可。

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制度的第二個顯
著改變是，負面清單上的行業和相關限制
明顯減少——從2016年的93個減少到
2017年的63個，2018年只有48個。也許
許多觀察人士對這份仍有諸多限制的清單
並不滿意，中國也的確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但這已經是中國在該領域取得的一項重
大進展。在許多與美國公司相關的領域，

情況已明顯改善，包括電動汽車生產、航
空製造、某些金融服務和農業活動。如果
這股勢頭持續發展，中國將最終展現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該有的姿態。

美國公司正把握新的機會
儘管外國商界對中國執行更為寬鬆的

政策持懷疑態度，但中國政府正在認真實
施這些舉措。最有力的一項證明就是，當
美國的政界人士叫囂與中國 「脫鉤」 時，
美國企業實際上正在擴大對中國的投資。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在2018年1
月至9月期間，美國對華直接投資較去年
同期增長10%以上。由此可見，美國企業
對中國政府最近放開的領域有很大的投資
興趣。

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特斯拉（Tesla
）。該公司已開始在上海建造一間耗資20
億美元的全資電動汽車工廠，每年將為中
國和全球市場生產50萬輛Model 3和
Model Y汽車。最近，中國取消了對外資
控股的限制，這使得特斯拉的汽車工廠將
成為中國第一家外資控股的汽車廠。其他

外國汽車製造商如德國的寶馬（BMW）也
已效仿，收購其在華現有合資企業的多數
股權。

另一個例子是石化行業。自2011年以
來，中國逐步取消了對石化行業的限制，
現已允許外資控制生產設施。這一改變促
使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考慮在廣東
興建一間耗資數十億美元的石化工廠來生
產石化原料，以滿足亞洲日益增長的消費
需求。德國企業集團巴斯夫（BASF）也於
今年早些時候宣佈，將在廣東投資100億
美元，建設中國首家外商獨資的重化工企
業。

最後，美國企業還準備利用最近公佈
的金融業改革。2018年4月，中國承諾允
許外國公司持有資產管理和證券公司的控
股權（立即持股51%，三年內持股100%）
。許多公司（包括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
）正在通過控制現有的證券合資企業來把
握這個機會。這將有助於這些美國企業更
好地滿足中國在財富管理、代理和其他服
務方面日益增長的需求。

外商直接投資改革為當前的貿易戰指
出一條明路

當然，這些初步數據還不足以為中國
外商直接投資改革下定論，這些措施也不
足以解決美國目前對市場准入缺乏互惠的
擔憂。然而，在當前對經濟前景預測黯淡
的情況下，我們急需聽到 「改革」 和 「外
國企業反響熱烈」 諸如此類的好消息。

這些舉措表明，中國明白徹底改革過
時的做法、為外國企業創造一個更公平的
競爭環境，將最終有利於本國的長期繁榮
。同時，我們也能從中看到，唯有實質的
改革加上政府的支持，才能讓改革在市場
上發揮真正的效用，對企業產生切實的影
響，包括這些企業對中國市場長期前景的
看法。

中國在改革直接投資方面所帶來的機
遇，理應在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對
話中佔據重要位置。最後，在中美經貿關
係中持有強硬的態度並不是目的本身，而
是實現共同繁榮和建設性目標的手段。

紐奧良市國土安全暨緊急準備辦公室主任紐奧良市國土安全暨緊急準備辦公室主任
Collin M. Arnold (Collin M. Arnold (左左))與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與駐休士頓辦事處陳

家彥處長家彥處長((右右))合影合影。。

紐奧良市國土安全暨緊急準備辦公室主任紐奧良市國土安全暨緊急準備辦公室主任
Collin M. ArnoldCollin M. Arnold接受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接受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
彥處長捐贈彥處長捐贈3030,,000000片防疫口罩並合影片防疫口罩並合影。。

路易斯安納州斯萊德爾市路易斯安納州斯萊德爾市(Slidell)(Slidell)市長市長GregGreg
Cromer (Cromer (中間中間))偕幕僚長偕幕僚長John Welborn (John Welborn (右右))在在
市政廳接受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捐贈市政廳接受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捐贈

55,,000000片防疫口罩並合影片防疫口罩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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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和大家讲个故事，讲一个

真实的故事。

上一辈的爱情：看淡生死，却放

不下彼此

壹

我妈在 20岁的时候就嫁给了我爸

。

那时候，我妈留着两根长长的辫

子，长得可水灵了。

而我爸，单眼皮小眼睛，骑着一

辆二八自行车，就把我娶回了家。

我一直佩服我爸的运气，能够遇

到我妈，真的可以说是三生有幸了。

听我妈说，那时候爷爷家还是比

较有钱的，能吃得上白面馒头。

估计这也是为什么外婆愿意把闺

女嫁过来的原因吧。

贰

我爸没什么能耐，念过几年书，

但也沾染了不少坏的习惯。

抽烟，喝酒，耍钱，说谎，样样

齐全。

听我妈跟我说起她刚嫁过来的时

候，

我爸外出打工能挣200块钱，过完

年，就花的差不多了，临走时，还要

在倒贴一些给我爸当生活费。

其实我爸挣得要更多，但是耍钱

都输了，回家不敢说，就撒谎。

而我妈为了这事儿，经常和我爸

吵架。

但是我爸是那种不会吵架，但是

也绝对不会改的男人。

后来我妈要离婚，回娘家，我爸

才真的害怕，决心改过自新。

叁

后来我爸也确实改了，跟着亲戚

去了钢厂打工，挣得也多了，不过一

年只能回来一次。

而我妈带着我，种着地，开着一

个理发店。

那段时间的生活，有说不出的辛

酸。

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真的不是一

个懂得体贴的人。

甚至于我一度觉得，我爸根本不

喜欢我妈，只不过是凑合着过日子罢

了。

再到后来，我爸所在的钢厂倒闭了。

失业的老爸不得不回家重新想挣

钱的路子。

在那个年代，民以食为天，老百

姓的出路除了出去打工，就是要在家

和黄土打交道。

我爸妈借钱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

，开始出去走街串巷，收粮食。

肆

我爸是一个很懒的人，而收粮食

要起早贪黑，我爸起不来。

为此，我妈跟我爸一起，干起了

夫妻买卖。

这是个体力活，也是个辛苦活，

常常天还没亮，爸妈就走了，晚上顶

着星星回来。

一袋玉米，大概百十来斤，我爸

扛起来就走，一天下来，倒腾个几千

斤，不在话下。

我妈也练就了一身的“本事”。

村里人都说我妈能干，跟老爷们儿似

得。

这话乍一听是夸人，可其中心酸

也只有自己知道。

长年累月下来，爸妈的身体一天

不如一天，至于现在人们口中的爱情

，从来没从父母嘴里听说过。

不过多年的辛苦，也总会迎来甘

甜，父母把我供出了大学，也盖了新

房子。

这么多年来下来，我爸似乎也在

不断的长大。

伍

都说男人晚熟，这在我爸身上真

的一点儿都不假。

我爸从刚结婚时幼稚的像个孩子

，到现在成为家里的一家之主。

我妈整整用了二十年才教会了我

爸。

前几年，我爸查出肝有点儿问题

，医生说要戒酒戒烟。

我爸不以为然，一辈子的习惯，

说戒就戒，哪有那么容易。

我妈说：你现在不是为你活，是

为了我活，你走了，剩下我一个老太

太，我怎么办呢?

从那以后，我爸真的就把烟戒了

，那段时间，我爸口袋里，天天装着

瓜子和冰糖。

陆

如今我也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

家庭，我爸老了，反倒多了几分温柔

。

家里的重活很少让我妈做，在农

村生活，不干重活是不可能的。

我爸肩负起了更多的重担。

不过懒得毛病还是没改，我经常

劝他，让他改改这毛病。

我爸总说：让你妈催着干活，都

习惯了。

我爸不会说甜言蜜语，也不懂浪

漫，但是还是偷偷花了200块钱给我妈

买了一个银镯子。

他们没有去看过一场电影，也从

来没有约过会，但是却相濡以沫的过

了三十多年了。

我经常看到爸妈吵架，更确切的

说是我妈自己一个人在吵架。

我爸还是跟以前一样，不会吵架

，但是不同的是：

他知道改了。

上一辈的爱情：看淡生死，却放

不下彼此

柒

很多人说父母那一代人的爱情，

大多是凑合着过日子。

也有人说，那个年代，离婚是被

看不起的。

只是我还是能够感觉到，父母之

间的那种甜蜜的牵挂。

就像晚上做好了饭，我爸总要等

我妈回家才一起吃饭一样。

内心有个牵挂的人，才不会觉得

孤单。

上一辈的爱情
看淡生死，却放不下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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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處理壹
些事務。如: 需要委托國內的親屬或朋
友處理自己在中國的房產，銀行賬戶，
商業文件，法律訴訟文件，需要辦理單
身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手續，或到中國
辦理收養手續等等。通常這些文件需要
經過領事認證程序。

領事認證是壹國的外交、領事機關
在公證文書上證明公證機關或認證機關
的最後壹個簽名和印章屬實。辦理領事
認證的目的是使壹國出具的公證文書能
為另壹國有關當局所承認，不致因懷疑
文件上的簽名或印章是否屬實而影響文
書的域外法律效力。

領事認證制度是世界各國為了相互
便利文書往來而在外交領事實踐中逐漸
形成的國際慣例。國際交往的發展伴隨
著各類文書在世界各國間的大量流動，
但各國關於出具公證書、商業證明等的
形式和要求卻不盡相同。領事認證制度
通過壹環扣壹環的連鎖認證方式，由壹
國駐外外交或領事機構確認最後環節的
印章和簽字屬實，使相關文書能為該國
國內有關部門和機構接受，不致因有關
機構懷疑文書本身的真實性而影響其在
當地的使用，從而涉外文書能夠在各國
間順利流轉和使用。

對於法律文件，如委托書、聲明書
、法律訴訟文件、健在（生存）證明、
無配偶聲明書、近照證明、護照復印件
與原件相符公證通常需要先由公證員
（地保官）公證 (Notary)，再到州政府
(Secretary of State) 取得證明公證員公
證資格的文件，最後拿到領事館進行認
證(Authentication)。整個過程需要兩到
三個星期的時間。

辦理委托書公證需提供：1、委托
書文本；2、與委托事項相關的權利證
明原件或復印件(如存折、股票開戶憑證
等)；2、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還應提
交結婚證等相關文書原件及復印件。3
、涉及房產轉讓的，應提交房產證原件
或復印件。 4、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
身份的證明.

辦理寄養委托書公證需提供1、委
托書文本；2、親屬關系證明等(證明父
母和子女關系，如兒童出生證)。3、父
母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聲明書公證1、聲明書文本；2

、與聲明事項有關的權利證明等。3、
辦理放棄繼承權聲明書公證的，應提交
被繼承人死亡證明和申請人與被繼承人
親屬關系證明，以及所放棄房產或財產
證明。4、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
的證明.

辦理無配偶聲明書公證1、聲明書
文本；2、有婚史的，應提交離婚證或
離婚調解書或離婚判決書原件及復印件
；喪偶的，應提供原配偶死亡證明原件
及復印件; 3、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
份的證明.

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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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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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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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6月1日起
逐漸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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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幾年才出現壹次。現在不確定7月
份是否會持續這個排期情況。壹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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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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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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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旦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
主工作。而壹旦拿到回美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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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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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的申請信息完全壹致。壹旦發現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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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來壹直延續的申請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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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次申請的標準壹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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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旦有上述情況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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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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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壹到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壹期的電視節目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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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書等法律文書認證程序委托書等法律文書認證程序
(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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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台僑社區為協助休士頓地區安養中心的長者及第一線人員強化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台僑社區為協助休士頓地區安養中心的長者及第一線人員強化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COVID-1919))的的
防疫裝備防疫裝備，，積極參與德州聯邦眾議員積極參與德州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發起的防疫物資協調工作發起的防疫物資協調工作，，並於並於66月月1010日由楊朝諄僑務諮日由楊朝諄僑務諮
詢委員以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義捐贈詢委員以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義捐贈1010,,000000片防疫口罩給休士頓地區的片防疫口罩給休士頓地區的Paradigm Nursing HomeParadigm Nursing Home
與與Garden TerraceGarden Terrace二家安養中心二家安養中心，，將有助因應疫情持續發展所需強化第一線防疫工作的個人防護裝備將有助因應疫情持續發展所需強化第一線防疫工作的個人防護裝備。。

捐贈儀式在捐贈儀式在Paradigm Nursing HomeParadigm Nursing Home戶外舉行戶外舉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休士頓休士頓
台灣商會張智嘉會長台灣商會張智嘉會長、、周政賢顧問周政賢顧問、、徐世鋼先生及受贈口罩的二家長照機構代表等共徐世鋼先生及受贈口罩的二家長照機構代表等共1010餘名賓客應邀在餘名賓客應邀在
場觀禮場觀禮，，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NBC)休士頓第二頻道休士頓第二頻道(KPRC Channel(KPRC Channel 22))電視台也安排記者到場採訪錄影電視台也安排記者到場採訪錄影。。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首先致詞感謝台僑社區慷慨捐贈的善舉首先致詞感謝台僑社區慷慨捐贈的善舉，，並肯定其選區所涵蓋的並肯定其選區所涵蓋的Missouri CityMissouri City
、、Stafford CityStafford City及及Fort Bend CountyFort Bend County等市等市、、郡已於日前分別接受台灣政府與人民捐贈的防疫口罩等物資郡已於日前分別接受台灣政府與人民捐贈的防疫口罩等物資。。

陳家彥處長也致詞感謝聯邦眾議員陳家彥處長也致詞感謝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領導社區防疫工作領導社區防疫工作，，偕同台僑社區將迫切需要的防疫口偕同台僑社區將迫切需要的防疫口
罩等物資捐贈至長照機構罩等物資捐贈至長照機構，，有助強化第一線防疫工作有助強化第一線防疫工作；；本次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與國會議員合作捐本次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與國會議員合作捐
贈口罩的善舉贈口罩的善舉，，可說是公私部門合作抗疫的另一例證可說是公私部門合作抗疫的另一例證。。

陳處長強調陳處長強調，，疾病不分國界疾病不分國界，，迄今台灣已捐贈全球超過迄今台灣已捐贈全球超過22,,300300萬片防疫口罩萬片防疫口罩，，其中近其中近11,,000000萬片捐贈萬片捐贈
給美國強化防疫合作給美國強化防疫合作，，這是這是 「「台灣能幫助台灣能幫助(Taiwan Can Help)(Taiwan Can Help)」」 全球致力於公共衛生的努力全球致力於公共衛生的努力，，也是也是 「「台灣台灣
正在幫助正在幫助(Taiwan is Helping)(Taiwan is Helping)」」 的實際行動的實際行動；；防疫需要各國齊心合作防疫需要各國齊心合作，，台灣將與全球夥伴共同防疫台灣將與全球夥伴共同防疫、、共同共同
繁榮繁榮。。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Al Green (Al Green (左左33))、、休士頓台灣商會休士頓台灣商會
及長照機構代表於捐贈口罩儀式合影及長照機構代表於捐贈口罩儀式合影。。

陳家彥處長及聯邦眾議員陳家彥處長及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合力搬運台僑社區捐贈合力搬運台僑社區捐贈
的防疫口罩贈予長照機構的防疫口罩贈予長照機構。。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右右11))與聯邦眾議員與聯邦眾議員Al Green (Al Green (左左22))及楊朝諄僑及楊朝諄僑
務諮詢委員務諮詢委員((左左11))合影合影。。

陳家彥處長應邀參加聯邦眾議員陳家彥處長應邀參加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捐贈口罩儀式並致詞捐贈口罩儀式並致詞。。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致詞感謝台僑社區捐致詞感謝台僑社區捐
贈口罩強化第一線防疫工作贈口罩強化第一線防疫工作。。

楊朝諄僑務諮詢委員致詞楊朝諄僑務諮詢委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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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Clinic
• Kingwoo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Fort Bend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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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 29日，美國政府計劃
取消3000名“與中國解放軍所屬大學
有直接聯系”的在美中國學生和研究人
員的簽證，理由是懷疑中方間諜正在竊
取美國科研機密，因此美國暫停被疑有
潛在威脅的中國學生入境。白宮網站也
發布了最新公告：將禁止“與中國軍方
有關”、持F學生簽證和J訪問學者簽證
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入境美國，但不包
括本科生，並宣布該決定從2020年6月
1日中午12:00時起實施。因此，許多並
無間諜之嫌的中國留學生遭受牽連，留
學之路從此斷送。如此情形之下您應如
何應對？

蔡先生的女兒在中國軍校主修電子
工程，畢業後來美國深造，突然碰上美
國這個最新簽證政策，原本計劃好的留
學之路瞬間被封；如果再回到中國，整
個家庭對她學習生涯的巨大投資就將付
諸東流；壹家人都不知道該怎麽辦。還
在中國、且已拿到學生簽證的陳先生從

事航海和引航控制專業研究，近期正準
備來美國深造，得知美國簽證新政策後
深感不安，不知能否順利入境美國繼續
深造。他們代表了兩大類型的學子：壹
是準備近期從中國來美國繼續深造，二
是已在美國而擔心新的簽證政策可能取
消他們的簽證，迫使他們學業完成前提
前離開美國。在現在已經開始實施的新
政策下，他們分別該如何應對呢？

首先，如果您還在國內，且您的確
是中國軍事院校畢業，或者從事過軍事
項目的研究，但是誌在本專業繼續深造
和深入研究，眼下可以考慮的是聯系與
美國院校類似的平行學校繼續您的學業
和研究，不要因此而荒廢學業和中斷研
究。等到美國簽證政策好轉後再考慮轉
回美國學校。類似的學校比如澳洲、日
本、新加坡和歐洲等國願意接納您的學
校都可考慮，並把美國學校的錄取通知
及時呈交上去。若您雖有中國軍方背景
，但您從事的專業並不涉及到敏感的軍
事項目，或者您已退出涉及軍事項目的
領域，而改行於軍事項目毫無關聯的民
事項目，則應及時與錄取您的學校國際

留學生中心(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
和美國使領館取得聯系，具體探討您繼
續來美深造的可行性。

如果您已身在美國，而簽證可能即
將失效並要被迫回國，您也有幾個選項
，並不是無路可走。第壹，若您確有中
國軍校背景，且仍在從事有關軍事領域
的研究，您應盡快聯系所在美國學校的
國際留學生中心，闡明您的態度和意向
，證明您的研究並無軍事間諜之嫌，而
是用於人類對自然科學領域的共同開發
，受益方不僅是中國，而是中美兩國甚
至全人類。如此懇切力求校方理解和支
持，進而得到校方為妳在移民局申述，
保留您的學籍和簽證則不是完全無望。
第二，校方如果無能為力，則應盡快回
國，再申請他國的平行學校繼續您的專
業研究。第三，若您毫無間諜之嫌、也
無間諜之實，或者曾有間諜有關的活動
但現已停止，且您決定留在美國，而回
國甚有潛在危險，則您可根據回國後可
能出現的危險考慮申請庇護。獲得庇護
身份的前提有二：壹是來美國前曾受國
內政府的傷害、二是來美國前未受任何

傷害，但現在回國後或被傷害。當然，
申請庇護必須有真實的理由和充足的證
據，不可欺瞞。而壹旦獲得庇護身份，
您可在美國合法居留和工作，遠優於留
學身份。如今日漸緊張的中美關系極大
提高了國人獲得美國庇護的成功率，這
大概是旅美華人學子因禍得福、不幸中
之大幸。

編者按：田律師是美國律師協會和
德州律師協會會員，以擅長經辦各種移
民案件著稱業內，特別是政治庇護和職
業移民申請，且於2017年和2020年連
續四年被評為德州十佳移民律師。田律
師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地上庭經驗，
同時精通於撰寫各種上訴狀、上訴成功
率高。另外，田律師博采眾長，擁有美
國法學博士學位、英美文學本科和碩士
學位及電腦方面碩士學位，還曾擔任華
中科技大學外語系專業英語教師。他為
人謙虛、熱情、責任感強，極具親和力
，視客戶如家人，把客戶的事當自己的
事，急客戶之所急，憂客戶之所憂，樂
客戶之所樂。

三千多中國學生簽證被取消後我怎麽辦三千多中國學生簽證被取消後我怎麽辦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
民（Dominic Ng）表示，近期中國大幅
度放寬市場準入，為美國企業進軍中國
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一點應被列入
中美談判議程。

11月底，特朗普（又譯川普）總統
和習近平主席將於二十國集團峰會
（G20 Summit）上會面，屆時關稅將成
為首要議題。儘管近日中國已提出了一
系列貿易優惠措施，但美國副總統麥克
•彭斯（Mike Pence）在亞太經濟合作
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
tion，簡稱APEC）峰會上仍威脅說，要
把對中國商品徵收的2500億美元關稅
「提高一倍以上」 。然而，在中美經貿

關係中，貿易既不是唯一的層面，也不

是追求國家利益的唯一途徑，另一個值
得關注的領域是中國對待外資的態度。
近期，中國在開放外商投資方面取得了
實質進展，特斯拉（Tesla）和埃克森美
孚（Exxon）等美國企業抓住了這一契
機。中美在投資領域的互動對實現美國
政府所追求的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經貿
關係至關重要，應該被提上兩國首腦的
會談議程。

中國已全面改革對外商直接投資的
制度儘管中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仍不及
如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但在過去三年
間，中國已取得了明顯的改善，也為外
資企業帶來了更多機會。首先，中國政
府的立場已經從 「正面清單」 轉為 「負
面清單」 。在之前的制度下，外國公司
只能投資正面清單上的行業，也就是政
府 「鼓勵」 的行業，而且每一項投資都
需要得到政府批准。這些審批通常伴隨
著限制（例如成立合資企業的要求）或
期望（例如技術共享）。在2016年實施
的新制度下，外國公司被允許投資所有
的領域，除非是在負面清單上註明的限
制類行業。此外，對於不在上述清單中
的行業，外國企業不必再申請批准，只
需註冊投資即可。

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制度的第二個
顯著改變是，負面清單上的行業和相關
限制明顯減少——從2016年的93個減
少到2017年的63個，2018年只有48個
。也許許多觀察人士對這份仍有諸多限
制的清單並不滿意，中國也的確還有很
多進步空間，但這已經是中國在該領域
取得的一項重大進展。在許多與美國公
司相關的領域，情況已明顯改善，包括
電動汽車生產、航空製造、某些金融服
務和農業活動。如果這股勢頭持續發展
，中國將最終展現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該
有的姿態。

美國公司正把握新的機會
儘管外國商界對中國執行更為寬鬆

的政策持懷疑態度，但中國政府正在認
真實施這些舉措。最有力的一項證明就
是，當美國的政界人士叫囂與中國 「脫
鉤」 時，美國企業實際上正在擴大對中
國的投資。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在2018年
1月至9月期間，美國對華直接投資較去
年同期增長10%以上。由此可見，美國
企業對中國政府最近放開的領域有很大
的投資興趣。

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特斯拉

（Tesla）。該公司已開始在上海建造一
間耗資20億美元的全資電動汽車工廠，
每年將為中國和全球市場生產50萬輛
Model 3和Model Y汽車。最近，中國取
消了對外資控股的限制，這使得特斯拉
的汽車工廠將成為中國第一家外資控股
的汽車廠。其他外國汽車製造商如德國
的寶馬（BMW）也已效仿，收購其在華
現有合資企業的多數股權。

另一個例子是石化行業。自2011年
以來，中國逐步取消了對石化行業的限
制，現已允許外資控制生產設施。這一
改變促使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考
慮在廣東興建一間耗資數十億美元的石
化工廠來生產石化原料，以滿足亞洲日
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德國企業集團巴斯
夫（BASF）也於今年早些時候宣佈，將
在廣東投資100億美元，建設中國首家
外商獨資的重化工企業。

最後，美國企業還準備利用最近公
佈的金融業改革。2018年4月，中國承
諾允許外國公司持有資產管理和證券公
司的控股權（立即持股51%，三年內持
股100%）。許多公司（包括摩根大通和
摩根士丹利）正在通過控制現有的證券
合資企業來把握這個機會。這將有助於

這些美國企業更好地滿足中國在財富管
理、代理和其他服務方面日益增長的需
求。

外商直接投資改革為當前的貿易戰
指出一條明路

當然，這些初步數據還不足以為中
國外商直接投資改革下定論，這些措施
也不足以解決美國目前對市場准入缺乏
互惠的擔憂。然而，在當前對經濟前景
預測黯淡的情況下，我們急需聽到 「改
革」 和 「外國企業反響熱烈」 諸如此類
的好消息。

這些舉措表明，中國明白徹底改革
過時的做法、為外國企業創造一個更公
平的競爭環境，將最終有利於本國的長
期繁榮。同時，我們也能從中看到，唯
有實質的改革加上政府的支持，才能讓
改革在市場上發揮真正的效用，對企業
產生切實的影響，包括這些企業對中國
市場長期前景的看法。

中國在改革直接投資方面所帶來的
機遇，理應在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
的對話中佔據重要位置。最後，在中美
經貿關係中持有強硬的態度並不是目的
本身，而是實現共同繁榮和建設性目標
的手段。

現在正是投資中國的時候現在正是投資中國的時候，，而非撤資而非撤資 吳建民著吳建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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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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承接上期）

平安的晚餐
婚姻結束後兩年，2012年前夫中風，

喪失了說話及右手的運動功能，生活須倚

賴他人。當時他沒有收入也沒有存款，需

要社會福利署幫助。上帝安排了一位熱心

的社工人員，為他謀得了一個綠卡居民的

特殊補助，順利搭上福利政策的末班車。

出院後住進安養院，由女兒Tammy擔負起

日常照料的責任。每個禮拜天，兒子Steven
也會和父親在教會相聚。

2015年某日，清晨四點醒來，腦海

裡浮現一幕幕過去與前夫爭吵的不愉快畫

面，縱然事過境遷，往事再度清晰浮現，

彷彿觀看一部老電影。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再想這些了。就在黎明前的片刻，完

全無設防的瞬間，往事重返心頭。就算不

再痛徹心扉，仍不願回首。舊事已過，為

甚麼會再次想起？難道天父要對我說甚

麼？我反覆琢磨著……。

緊接著開始忙碌的一天。兒子運動

結束後，像平日一様，我上網看見證的視

頻。那天是尹清楓上校的遺孀，李美葵姊

妹的見證故事。李姊妹娓娓訴說，20年來

為了調查丈夫死因，長年淹沒在仇恨和痛

苦裡，最後得到的只有無止境的煎熬和折

磨。

我幡然醒悟：上帝透過這個見證告訴

我，與過去和解，在饒恕中才能彼此得釋

放。

此前見前夫喪失健康，落在無助的境

地，心情沒有太大的波動，原以為對過往

已經釋懷。其實不然。這些埋藏在內心最

底處的苦毒黑暗，再將暗將明的清晨重現

腦中，使得我不得不面對：原來仇恨和埋

怨並沒有消除，仍是潛藏心中的暗流。我

也很清楚，惟有饒恕才能從這些得釋放。

星期天與前夫在教會見面，與他分享

這段經歴，當我提到彼此饒恕，他竟毫不

猶豫地點頭答應，流露出久違的笑容。

禮拜結束後返家，Tammy打電話來，

說希望感恩節能帶父親一起慶祝共餐。當

下直覺的反應：有必要嗎？但不想對女兒

明言，只能敷衍地應付：「看情況吧！」

第二天在讀經禱告中，聖經以弗所書

六章7節跳入眼簾，知道是神在對我說話：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

人。」

我清楚明白了天父的心意，不願祂的

兒女沉浸在惱怒、仇恨、苦毒裡，反倒要

彼此饒恕，甘心事奉。感恩節一起吃飯，

並不是只在服事丈夫，而是服事主。我雖

想成為討神喜悅的孩子，實非全心順服，

以至於推諉拖延。於是來到神面前認罪，

並求主賜我順服的心，以恩慈、憐憫待

人。

於是接受女兒提議，兩人攜手籌劃

感恩節的菜單，讓全家在睽違十幾年後，

第一次平和開心的聚在一起，同桌吃飯。

那天晚上，看著餐桌上豐盛的菜餚，我們

四個人的臉都閃亮亮的，心底湧出莫名的

平安。對眼前這個喪失健康、無法言語的

人，只有深深地憐憫。

那個感覺，是我從小渴望得到，在初

信主時也嘗過，之後暫時失去，此刻重新

經歷。我知道，這是上帝要我們得到，也

只有祂能夠給的自由與平安，。

謝耶穌，感謝曾經提供幫助的所有朋

友，感謝持續探望的牧師、師母以及教會

的弟兄姊妹，感謝醫療團隊，當然也感謝

勇敢的兒子。當時所有醫護人員都說了相

同的話：Steven是個神蹟！

兒子甦醒後，醫師添加更多復健項

目。當時他的狀態如同新生兒，身體、心

智各方面都需要重新學習。譬如不能自行

咀嚼、吞嚥，因此進食必須仰賴胃管；手

腳的運用尚未協調，需要各式各樣的練

習。

在醫院辛苦的復健有了進展。車禍11
個月之後，Steven終於出院回家了！我滿心

歡喜，帶著他回到我們熟悉的家。

困境中的安歇處
返家之後，生活中仍有許多無法掌控

的困境：岌岌可危的婚姻、沈重的經濟壓

力、兒女健康……，各個層面傾軋糾結。

僅管Steven生命跡象穩定，仍需24小時

警醒照看。氣切的管子必須定期更換，在

●友人來信

1.) 潘師母，感謝神賜健康、愛心與

您，在這特殊疫情時期，您仍然去關愛有

需要的人，真的很感動。～韓麗娟/休士頓

2.) 敬佩潘師母在如此炎熱天氣給眾多

兄弟姐妹送去問候和關愛！

願內心有軟弱的人都能得到安撫和力

量。～張紅霞/休士頓

3.) 感謝主使用您做成美好的事工，給

予周遭的人安慰、幫助及愛的擁抱，上帝

透過您成為愛的管道，以榮神益人！

～白添成師母/休士頓

◎說不盡的恩賜

今年筆者在角聲號角月報事奉25 年
了，時間過得飛逝 ......。

感恩有神同在！看見上帝陸續興起

Nancy(劉徐樂平)暨林呂寧華師母、施梁國

冰師母、Paul,Ellen......。暨各位策委們、

號角月報寄報協工們 、《角聲天使團隊》  
、《 號角作者團隊》《 愛心天使團隊》.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  
摘錄角聲德州總監暨角聲休士頓分會

主任來信如下：

Dear 潘師母，

感謝你為主在號角 2 5年忠心的服

事......藉文字工作，愛心的服侍，改變許多

人的生命，你忠心的榜樣，常常成為我的

提醒。

願天父繼續堅立你手所作的工！

主裡同工　Nancy
2.) 潘師母，恭喜您，也為你的事奉感

謝主，繼續加油。～Paul (羅達威/角聲休

士頓分會策委主席)
3.) 恭喜潘師母在角聲忠心的服事25

年，我還記得五年前在紐約角聲年會時，

我們慶賀你獲頒20年長期服務獎。～Lily
林呂寧華師母 (角聲休士頓輔導中心主任)

過程中，看孩子痛苦掙扎，卻無計可施。

對於出軌的丈夫，我沉默以對，只期待減

少衝突，或許能改善彼此關係，期盼他

能停止對我的傷害。然而，他早已無心於

家，經常得意洋洋，毫不避諱地與友人談

論外女，完全無視我的感受與存在。

就算在困境中，我還能找到一個讓心

靈歇憩之處。

兒子出院不久，我抱著感恩的心走進

教會。當時尚未成為基督徒，也不懂得如

何禱告，但耶穌早已成為我的傾訴對象，

最貼心的朋友。每當進入教會，原本雜亂

的心能回歸平靜。這樣無可言喻的平安讓

我覺得好輕鬆，平日肩頭、心上的擔子，

似乎就在教堂門口放下了。當聖歌響起，

藉著湧流的淚水，心底的傷痛得到安慰。

在教會，我忘卻了生活上的勞苦愁煩，找

到一直以來嚮往的平安喜樂。真希望日子

只停留在教會時光，不必去面對殘酷的現

實。

應允禱告
丈夫為了慶祝兒子的歸來，未徵得我

同意，便安排在外和親友聚餐。當時我還

不良於行，必須藉助輪椅才能行動，實在

沒有餘力應酬他人。況且與先生的關係已

瀕臨破碎，如何能偽裝自己的情緒，強言

歡笑？於是拒絕他的安排。怎料他勃然大

怒，在兒女面前把我從輪椅上硬拉下來，

抓著我撞牆。那一刻，我極度恐懼和憤

怒，不知道如何反應。若是堅持抗拒他的

意思，不知道他要怎樣傷害我，更不願意

孩子們目睹這樣的暴力。於是，吞下眼淚

和自尊，帶著委屈受辱的心情，去參加這

個毫無意義的聚會。

聚會結束回到家中，內心的波動無法

平復，我來到耶穌面前哭訴：「我一生所

求，只想有個健全完整的家，有位愛我的

丈夫，不敢有其他妄念，但我的枕邊人竟

如此待我，他欠我一個道歉。」

向耶穌傾訴後便就寢。才剛睡下，

客廳內傳來一陣悲戚的哭聲。心中猶豫著

是否該看看究竟，但很快哭聲停止，聽見

先生的腳步朝房間而來，停在門口，緊接

著，隔著房門，聽見一句：「對不起。」

我愣住了。這是怎麼回事？

頓時回想起睡前的禱告。啊！耶穌

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祂確實聽見我的哀

哭；真的應允了我的呼求。

在人生低谷行進，似已山窮水盡，無

路可走。就在那一剎那，峰迴路轉，彷彿

有人為我挪開大石、打通山脈，開了一條

出路。

我滿心感動地禱告：「主耶穌，我相

信祢有能力幫助我，並且顧念我。請祢永

遠不要離開我。我要信靠祢。」

從那刻起，讓耶穌基督進入我的生

命，憂傷的心靈得着安慰，對生命能重新

燃起盼望。

2004年11月受洗，我成了基督徒，有

病人你的名字叫“忍耐”
小淑姊妹4月30

日開始去610附近居

家照顧台灣來的袁

先生夫婦 (85歲 )一
個多月了，每週五休假，我去接她回家休

息，黃昏再送她回主人家。

6-5 (週五) 9:30am去接小淑回家，帶

她去辦事，晚上7時又送她回去照顧袁先

生夫婦，筆者有機會應邀拜訪袁先生夫婦

(85歲)，鼓勵安慰體弱臥床的袁太太 ，筆

者與袁媽媽簡短介紹自己寒暄後，說：「"
我知道做病人不容易啊！袁媽媽你知道病

人的英文字patient翻譯成中文(patience忍
耐)是何意思呢？袁媽媽專心聽我講，我

盼有天寫文章《“病人”你的名字叫“忍

耐”》。」

你們主僕有緣彼此相遇相識，主僕之

間要彼此尊重，也要彼此珍惜。

感謝神賜福筆者當說的話，需要鼓勵

他們暨小淑，為袁先生夫婦暨小淑禱告祝

福。送給袁先生看號角月報/中信月刊 /美
南福音版，他喜愛閱讀書刊。

袁先生夫婦是台灣來美多年，女兒家

住在新澤西州，袁先生說他是湖南人，

小淑說「潘師母是和您同是湖南老鄉

喔！」。我們有美好交談分享。感恩。

袁先生也喜愛吃我送去的綠豆，蓮

子，淮山，蕎麥營養粥。蘿蔔雞湯。為他

們禱告祝福後離去。袁先生他很高興 , 歡
迎我再來看望他們。  

陪伴~是生命中最好的禮物~
人生，最需要的不是很多錢，而是

「陪伴」這兩個字！

人的一生面臨了不同挑戰，也會遇到

不一樣的人，身邊陪伴我們的人接著變

化，其實每個人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陪伴」是一種情感的付出，所以才

無怨無悔！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真正的

愛，是陪伴。                                                                              
父母陪子女，夫妻相伴，子女陪父

母，好朋友相互陪伴........
6-6 (週六) 10:30AM筆者去探望作化

療的多多姊妹暨她女兒楊揚暨母親，在家

門前短暫交談10分鐘， 送給她基督教書刊

《傳揚》、《飛颺》、美南福音版、角聲

癌症書 /小冊/CD,乙本兒童說故事書 。 
  6-10 (週三) 多多的母親說:「感謝潘

師母給的書與 CD，女兒多多很喜愛看書

與聽基督教詩歌 CD，五歲小孫女 也很高

興聽多多媽媽講兒童故事書給她聽哩！」 
感謝神賜機會探訪關心年長者與癌友

暨家人.......。    

了嶄新的生命，深層的平安感油然而生。

從此有耶穌作生命的主，神是天父，我不

再是孤兒，不再孤單。之後歡歡喜喜帶著

Tammy和Steven去教會，也帶著他們認識基

督。看到我從過去以淚洗面，愁苦哀怨，

轉變成溫柔微笑、滿懷盼望，外子也願意

與我們一起參與教會活動，隔年他和兩個

孩子同時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兩年後丈夫

理清了那段婚外情，瀕臨破碎的婚姻也暫

時得以修復。

第五樂章：命運交響曲

豐富預備
2004年期間，丈夫以我的名義與幾

家銀行商業貸款，投資失敗後無力償還，

龐大的債務導致我信用破產，生活陷入困

境。我從事美容美髮行業，為了能夠照顧

Steven，工作室設置家中。既沒有固定收

入，所得也有限，難以購屋置產，只能到

處租房，如浮萍四處漂泊。

這樣過了十年。2014年3月，住處租

約即將在兩個月後到期，房東通知不再

續約。兩年內三度搬家，深受居無定所之

苦，期盼能有一個安定的居所。因此和當

時已在工作的女兒Tammy商議，以她的名

義向銀行貸款，幫助購屋。

我才開口，她未曾考慮便一口答應，

但一夜之間又變卦。滿心期待瞬間落空，

根本無法理解她的反覆，當下我們起了很

大的爭執。為了平息彼此高漲的情緒，我

帶著Steven出門買午餐，希望母女倆能冷靜

下來。一個鐘頭後回來，只見女兒房間凌

亂不堪，她已不知去向。撥電話，始終不

接聽，重新查看房間，發現她已帶著所有

衣物，離開家了。

即使沒有女兒的奧援，家還是要搬。

我花了近一個月四處尋找安身之處，卻找

不到讓我們母子落腳的地方。心急如焚，

只得委託仲介公司。所幸仲介還算得力，

很快便找到離當時住處不遠的獨棟房屋。

興奮之餘，只希望能儘快簽約，根本不敢

提出任何要求。沒想到簽約當日，屋主竟

向我提出許多不合理的條件：租屋期間屋

主若要售屋，房客必须同意開放房子，不

得異議，即使房客有權異議；在原有的押

金之上，另增加1/3的押金，因我們有一隻

13磅的小狗，就算原押金已是當時租屋法

規中的最高金額。諸如此類，林林總總，

像是要刁難人。

儘管如此，因租約到期，搬家已是迫

在眉睫，只能同意屋主的要求。但心中有

個奇妙的聲音提醒——不要簽約。於是要

求屋主再給幾天時間考慮。面對屋主的無

理，心中實在憤懣難平，加上租約馬上到

期，憂慮和壓力，讓我幾天無法安眠。心

想既然無從選擇，只能勉強接受不合理、

不公平的租約，等待來日再以惡制惡！

（未完待續）

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

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2 耶穌和他的門徒

也被請去赴席。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

他說：“他們沒有酒了。”4 耶穌說：“母

親（原文作“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5 他母親對用人說：

“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6 照

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

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7耶穌對用人說：“把

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8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

席的。”他們就送了去。9 管筵席的嘗了那

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只有舀水

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10 對

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

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跡，是在加利利的

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

在迦拿的婚筵 ◎周劉美 師母

他了。12 這事以後，耶穌與他的母親、弟

兄和門徒都下迦百農去，在那裡住了不多幾

日。

在台灣，有一天我邀請朋友來晚餐，

碰巧市場公休，買不到任何食物。到超市只

買到唯一冬粉一小包和半斤高麗菜，這那夠

5 個大人吃呀。只有跪下來禱告求主耶穌為

我預備煮好切好的肉。妹妹先到我告訴她，

我相信耶穌會聽我的禱告為我預備切好的

肉。之後我請她拿一個持大盤子來裝冬粉炒

高麗菜，她說這麼少要用特大盤子裝。姊妳

的腦袋有沒問題，沒想到盤子是在她的手中

菜突然膨脹 她大叫：姊啊我簡直不敢相信

我的眼睛看到菜變成一大盤。

朋友來了手上帶著兩大袋（各一隻）

北平烤鴨進門笑著說這家才剛開三天。她買

來請大家吃另外一隻帶回家孝敬父母親。當

天所有發生的就由我妹妹講，因為她是見證

人。我們的主耶穌真的好奇妙哦，不但有切

好的肉北平烤鴨，又讓大盤子的菜五個大人

吃不完。感謝主耶穌聽禱告讓我們經歷奇妙

的事。榮耀歸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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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哈維災區 建立一步一腳印的信任

馳援華頓唯一醫院 守護風中殘燭的一線光亮
2020年3月4日，大休士頓地區發現德州第一例新冠肺炎

（COVID-19）病例，3月19日州長葛瑞·艾伯特（Greg 

Abbott）宣佈執行居家避疫政策。這對受哈維颶風重創的華

頓市（Wharton）家庭而言是雙重打擊，居家避疫讓居民本

以拮据的收入變得更少，能改善生活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

◎ 守護華頓家庭

◎ 華頓唯一的醫院 ◎ 讓愛循環的心念

◎ 二度送口罩

◎ 愛的禮物彌勒竹

採訪：劉本琦／撰文：王偉齡

採訪：劉本琦／撰文：王偉齡

夏日到來休士頓艷陽高照，讓人們已待不住室內，民眾

紛紛無視社交距離規定走出戶外，脫了口罩玩耍、開

派對、打籃球、近距離聊天。休士頓市警局的員警見狀多是

上前善意提醒居民，但無視防疫規定的人實在太多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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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初，慈濟志工和哈維颶風「災後中長期重建計畫」

（C.O.R.E.）的合作夥伴「現在就做」（Just Do It Now）

密切聯繫，討論疫情中華頓居民的困境和需求，及如何讓執

行中的重建項目，不會因疫情而停止。

 在居家避疫期間，當地志工芭比·福騰伯理（Barbie 

Fortenberry）成了慈濟在地區最好的窗口。芭比原為華頓災

區家庭的守護者，2019年因認同慈濟理念成為慈濟志工。

 每個月，芭比帶領「現在就做」團隊在當地發放食物給

有需要的家庭，每天供餐給學童，協助低收家庭度過難關，

讓當地居民感受到社會的愛與關懷，莫因絕望而走上歧途。

慈濟在疫情爆發時，趕緊寄了口罩給「現在就做」的職員義

工，讓食物發放不致受影響。

 原本華頓市的最後一間醫院在2016年關閉，之後民眾

須到半個小時車程外的艾爾坎普市（El Campo）或倫森堡

市（Rosenburg），甚至開車一個小時的休士頓看病。而受

到2017年哈維颶風重創的當地家庭，仍掙扎在漫漫的重建 

路上。

 五月中志工詢問芭比當地是否有需要防疫物資的醫療機

構，芭比提供了非營利醫院奧克班德醫療中心（OakBend 

Medical Center）資訊和聯絡人崔西·奈特（Traci Knight）

的電郵。原來在2018年時，這間總部位於休士頓的醫院，看

見華頓居民的掙扎困境，在此開設分院服務貧苦社區。

 與該院取得聯繫確認其需求後，5月21日志工劉本琦和

林華音帶著6000只醫療口罩、200只KN95口罩、200副眼

罩、60件防護衣，前往位在休士頓西南方50分鐘車程外的

奧克班德醫療中心。抵達時，崔西和該院的急診室主任比

爾·翰林（Bill Hamlyn）已在門口等候，幾個月好久不見的

芭比和「現在就做」的董事，也在醫院和志工會合。

 看見志工從車上搬下一箱箱的物資，院方人員都相當驚

奇，在個人防護用品一件難求的時刻，慈濟竟能籌措到這麼

多物資。

 休士頓因疫情減緩逐步開放，但誰也無法確定新冠病毒

是否會再度爆發。「我們警力非常吃緊，無法全面執行出外

要戴口罩和社交距離的防疫政策，所幸大部分的人在我們的

提醒後都很配合，拉開和其他人的距離。」休士頓市警局助

理警長亨利·高（Henry Gaw）在慈濟志工5月19日二度到該

局捐贈口罩時，感激的說。

 儘管上個月才為該局送去了口罩，但想到員警值勤都

需戴上口罩，頻繁地接觸人群，染病風險極高，警局口罩很

快會用罄，慈濟再度準備一萬只口罩捐贈該局。助理警長亨

利·高像老朋友一樣歡迎慈濟人到來，也讓志工了解休士頓

市的維安情形，他一回到辦公室，馬上把慈濟的捐贈行動放

到個人社群媒體上。

 

 慈濟的大愛，沒有種族、社會階層、宗教與宗門之

分。5月22日休士頓慈濟志工前往兩個小時車程外的亞瑟

除了寄口罩，5/21日志工又親送口罩給芭比，補充服務社區所需的防護
裝備。攝影／劉本琦

休士頓慈濟志工將數千只口罩和其他防疫物資，送往華頓地區唯一一間
醫院。攝影／劉本琦 芭比帶來了九支竹筒，裡頭滿是華頓居民的愛。攝影／劉本琦

德州哈里森縣警局警長艾德·岡薩雷斯（Harris County Sheriff Ed 
Gonzalez）得知慈濟二度送口罩給獄方，特地百忙中抽空感謝慈濟
捐贈。攝影／劉本琦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重創美國家庭，
休士頓居民也受到疫情嚴重衝擊。慈濟美國
德州分會與休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6月19日與6月26日舉辦蔬
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家庭，
幫助居民了解到他們並非孤單無助，因慈濟美
國將伴隨居民平安健康的度過這場世紀疫情，
並積極展開災疫的中長期復原計畫。

注意事項：
本次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
行，前來領取食物的民眾需全程戴上口罩留在
車內，由志工協助將食物放入後車廂。

兩場發放每次提供2000份蔬食，發放數量有
限，先到先領，發完為止。

“感謝慈濟美國休士頓分會不斷給警局提供馳援， 

  這次帶來一萬只口罩。您們保護警察和社區的行   

  動，非常值得讚許。"

摘自休士頓警局助理警長 亨利 · 高的臉書

 同天志工再度前往哈里斯縣警局位在休士頓市中心的監

獄管轄部門，這回再度為哈里斯縣警局送去6000只口罩。

 四月份慈濟人首度去縣監獄捐贈口罩，就是希望能防

止監獄裡疫情失控。「監獄裡的疫情開始平緩些。」刑事司

法部門指揮官達里爾·科爾曼（Darryl Coleman）和志工分

享這個好消息，他說：「非常期待能很快看見慈濟志工和其

他宗教心靈團體，再度回到監獄來，恢復和獄友的心靈探索 

課程。」

港（Port Arthur），拜會當地越南裔社區和更遠的羅須朗

（Rosharon）的緬甸裔社區。

 新冠爆發後，志工已先寄一批口罩給亞瑟港越裔移民

心靈寄託的越南廟寶門寺（Buu Mon Temple），當地受到

2017年哈維颶風重創，許多越裔家庭經濟非常艱困。慈濟在

2019年與寶門寺合作，幫助當地不諳英語的越裔災民，提供

所需物資、文具用品，並協助填寫政府救災補助表。廟方住

持智廣法師歡喜迎接志工到來，指著臉上口罩笑說：「這正

是慈濟四月初寄送給我們的救急口罩。」

 這次志工為廟方再帶去20只慈濟藍色布口罩、1000只

醫療口罩，另外恭謹的交給住持一張支票，以協助修理在颶

風中被破壞的廟宇屋頂。

 在志工要離去前智廣法師說：「我有禮物要給您們，一

定要請您們帶回去。」他走到花園內一大盆高度及肩的彌勒

竹前，指出這是他每次都想要送給慈濟的盆栽，過去志工去

當地協助中長期重建計畫都載滿了人，但這次只有四位志工

前去送物資，車內剛好有空間可載著智廣法師的心意離開。

 又再開兩個小時車抵達的羅須朗，慈濟在2017年哈維颶

風後曾為當地提供物資，居民生活非常困窘艱難，且對外來

者保持距離和高度警戒。志工透過社區代表派蒂（Patty）

捐贈1000只口罩，請派蒂一半交給緬甸佛寺，一半交給緬甸

教會，發送給當地居民。

 回程中看到後照鏡翠綠的彌勒竹，想起警局、獄方、越

裔社區對慈濟累積的信任，志工新中許願希望不久能很快回

到羅須朗，能逐漸與緬甸裔社區災民們建立起良好互動，繼

而能為當地帶去需要的馳援。

“醫院的PPE供應到現在都還是非常不穩，您們送來   

  的物資，可以保障我們醫護和病患的安全。"

奧克班德醫療中心 崔西

 志工回應奧克班德醫療中心的人員，他們醫院無私的大

愛，與人醫仁心雪中送炭的精神，和慈濟有著相同的信念。

 此行慈濟人也為「現在就做」準備了400只醫療口罩，

芭比趕緊把過去幾個月居家避疫時，華頓居民累積的愛－九

個裝滿銅板的慈濟竹筒，趁此物資捐贈行程，把竹筒交給 

志工。

 沉甸甸的竹筒，是遭到颶風重創的華頓居民在面對一而

再、再而三的災難時，仍保有一顆想要助人的心，點滴在個

人財務吃緊中累積的愛。這份不具名讓愛循環的心念，更令

志工感動不已。

休士頓
慈濟蔬食發放活動

食物發放日期：

6月19日，上午 11 點開始發放
6月26日，上午 11 點開始發放

食物發放地點：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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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南新聞網站，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電視 網絡日報 一把抓
編輯 記者24小時待命

全程報導！

我們和您一同共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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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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