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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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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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僅管疫情依然嚴
峻，但當國內傳來 「台北經文處」的陳家彥處
長榮升 St. Lucia 大使的消息時，大家都忍不住
興奮，慶祝陳處長的高陞，也不免依依不捨，

兩年九個月，陳處長在美南地區給僑胞留下深
刻的印象，那是他不卑不亢、勇於任事的工作
精神與態度，使僑胞們對台灣年輕一代官員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陳處長在離任前的繁忙公務
中也抽空接受本報記者的訪問，談及他在近三
年的公務歷程中對外交、經濟、文化事務一些
看法和感受。

陳處長表示，他在三年前上任時，即秉持
公、私協力擴大外交戰力的理念，推動與各僑
團合作舉辦相關活動，加強台僑與主流社會的
聯結，積極擴大美南地區的友台力量。

例如，經文處與僑務委員黎淑英、僑務諮
詢委員劉秀美等密切合作，動員僑社，於上年
及本年連續合辦兩屆的美南婦女論壇，為婦女
安全及弱勢兒童視力健康等社會公益募款，在
加強台僑與主流社會的互動與聯結，彰顯台僑

社團的熱心公益，皆是有目共睹。
另在這次對抗新冠病毒疫情上，台商會、

世台基金會、大專校聯會、世華工商婦女會等
各僑團也紛紛與本處合作，或捐口罩，或捐款
，協助第一線防疫人員抗疫，皆獲地方政府及
社區的讚譽。
陳處長並稱，文化也是增進與主流社會相互暸

解及友誼的良好渠道。
這三年來，陳處長積極推動台灣文化活動

。例如，經文處於前年及上年與休士頓米勒戶
外劇場合作推出台灣十鼓音樂表演及福爾摩莎
特技表演，每場皆吸引超過5千人以上觀眾，成
功地向主流社會展現台灣文化，頗有助提升我
國的國家形象。

陳處長強調，教育交流亦是增進邊友好關
係的重要領域。

例如，經文處協助休士頓警察局開設華語
課程，並與台灣佛教團體合作為警方提供心理
輔導課程，提高警方執法的能力，皆獲主流社
會的高度肯定，並增進了主流社會對台灣的暸
解及好感。

陳處長說，在擴展與地方政府的友好關係
上，也有相當多的進展。例如，前年經文處洽
獲路易斯安納州與台灣簽訂雙邊駕照免試換照
的協定，大大增進雙邊人民往來的便利性。

另經文處上年8月間邀得密西西比州州長布
萊恩率領龐大經貿團訪問台灣，頗有助增進雙
邊經貿往來。

最後，陳處長感謝任內各僑團的鼓勵與支
持，使他能夠積極結合公、私資源，在美南地
區為台灣拓展出一片更寬闊的友好天地，也請
各僑團繼續給予台灣鼓勵及支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離任前感謝各僑團的鼓勵與支持

福奇說如果疫情不能扭轉美國單日新增可能超福奇說如果疫情不能扭轉美國單日新增可能超1010萬萬
兩黨領袖呼籲政府明確要求全國民眾戴口罩防疫兩黨領袖呼籲政府明確要求全國民眾戴口罩防疫憂死亡率回升白宮防疫高官將試新的大規模檢測技術憂死亡率回升白宮防疫高官將試新的大規模檢測技術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重申投票選民的安全
（本報訊 ） 由於已確認的 COVID-19 病例激增，Harris 縣

最近在該縣新的緊急應對系統下進入了 1 級威脅級別。在 10 天
的提前投票期間和選舉日，所有投票中心將保持開放狀態，以執
行投票的基本功能。縣 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已建立了 S.A.F.E.選舉
計劃，以確保在這個選舉期間保護選民和選務人員的健康與安全
。對於那些沒有資格進行郵遞投票的人，縣書記官辦公室鼓勵選
民利用 6 月 29 日至 7 月 10 日的“前投票期間”去投票。如果
您已完成選民登記並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便有資格申請郵遞選票
。在選舉日當天年滿 65 歲或 65 歲以上，在選舉日當天以及提前
投票期間，您都不在本縣境內，生病或殘障，或是在監服刑，但
具有投票權。申 請郵寄選票的最後一天是選舉前七天。選民可
以去 www.harrisvotes.com 列印申請表或致電 713-755-6965 索
取申請表。登記投票的最後一天是 6 月 15 日。Harris 縣行政書
記官 Chris Hollins 發表以下聲明:"Harris 縣已進入 COVID-19 的

“紅色警報”威脅等級，州長 Abbott 和縣長 Lina Hidalgo 都敦促
德州人留在家中。並 應認真對待這一保護德州人健康的措施。

然而，保障您的投票權也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我們很多人都
希望自己 的意見有被聽到的時候，因此 Harris 縣的所有 57 個提
前投票投票站將在提前投票期間(星期一， 6 月 29 日至 7 月 10
日星期五–以及 7 月 14 日星期二的選舉日開放。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將繼續竭盡所能，以確保選民和選務人
員在七月決選期間安全。這包括:通過保持投票機之間的 6 英尺
和排隊選民之間的 6 英尺來加強社交安全距離; 將在每個投票站
的入口放置雙手清潔消毒台，以供選民和選務人員使用;為沒有
自己準備口罩的選民提供口罩。那些拒絕戴口罩的人將被鼓勵在
路邊投票，而那些堅持在室內投 票的人將能夠在距離投票地點
更遠的指定機器上投票，以確保他們和他人的安全。

為選民提供指套，這樣就可以在不直接接觸投票機的情況下

使用投票機;向投票者提供消毒濕巾，以在使用前後擦拭機器。
選務人員還將定期擦拭機器和其他頻繁接觸的表面; 確保民意測
驗人員戴上口罩和臉罩，並使用有機玻璃將每個選務人員與公眾
區分開來;建立一個程序，以確保選民可以顯示其身份證，而無
需親自將身份證交給選務人員，以盡量減少接觸;
和允許有疾病症狀的選民在不需進入投票中心的情況下進行路邊
投票。

"當然，最安全的投票方式是郵寄投票。如果您有資格以郵寄
方式投票，我們的辦公室必須在 7 月 2 日之前收到您的申請。如
果您無法通過郵件投票，那麼下一個最安全的投票方法就是提前
投票，以避免在 選舉日排長隊."

請至 HarrisVotes.com 查詢更多信息，，並在 Twitter，Face-
book 和 Instagram 上關注@HarrisV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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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陳處長在辦公室接受本報圖為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陳處長在辦公室接受本報
記者訪問時攝記者訪問時攝。（。（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六月30日，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
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 (Fauci) 在出席聽證會時表示，我們現在無
法控制疫情，如果當前的趨勢得不到扭轉，未來美國單日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將可能超過10萬例。他警告說，沒有足夠的美國人
戴著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在聽證會上，他說所有新案件中約有
一半來自四個州。在星期二，案件在一天之內上升了超過40,000
，這是過去五天中的第四次。 如果眼前的情況不改變，那麼每
天新增超10萬的話我也不會驚訝。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
據，截至週二，美國新冠確診病例超260萬。

白宮抗疫工作小組最高官員柏克斯29日呼籲地方當局擴大
檢測範圍，並稱工作小組希望幫忙各州‘部署一些新的測試技術
來在社區層面上真正測試大量人口’。她並將德州與亞利桑那州
確定為‘嚴重熱點’。柏克斯說：‘儘管死亡率連續幾週下滑，
但我們認為本週將會穩定下來，因此現在若不全面干預，死亡率

有可能回升。 ’ 全美最新趨勢是許多新病例年紀在40歲以下。
佛奇表示，年輕人需要明白自身在防控疫情傳播上扮演著重要角
色。

美國一些州近來確診新冠病例顯著增加，不少共和黨議員呼
籲民眾戴口罩。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共和黨人凱文·麥卡錫6月
29日說，每個美國人都有責任遵循疫情防控規範，協助遏制新冠
病毒傳播。 “他們應當戴口罩，”麥卡錫告訴美國消費者新聞
與商業頻道，“如果大家不能保持社交距離，就需要戴口罩……
需要彼此尊重。”麥卡錫的家鄉加利福尼亞州原本已經放鬆管控
措施以重啟經濟，但由於單日新增病例近來持續激增，州政府28
日命令部分縣轄區內酒吧重新關閉。南卡羅來納州同樣出現疫情
反彈現象。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里克·斯科特說：“我鼓勵每個
人戴上口罩。總統唐納德·川普不戴口罩，而民主黨總統競選人
、前副總統喬·拜登幾乎每次都戴口罩。 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6

月28日訪問得州期間呼籲民眾戴口罩。眾議院議長、民主黨人
南希·佩洛西也用這句話來呼籲政府明確要求全國民眾戴口罩防
疫。

據CNN稱，激增現像在南部和西部各州尤為嚴重，已迫使
至少16個州暫停或逆轉其重新開放計劃。 福奇博士將佛羅里達
，亞利桑那州，德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列為當前受災最嚴重
的四個州。星期二，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
擴大了需要被隔離14天的美國人的人數。

現在，有16個州的人需要隔離，他們是：是加利福尼亞州
，喬治亞州，愛荷華州，愛達荷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
，內華達州和田納西州，阿拉巴馬州，阿肯色州，亞利桑那州，
佛羅里達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德克薩斯州和猶他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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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2020年很快就過完壹半，全球疫

情仍未結束。對沖疫情影響，中國正

在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積極財政

政策：繼續減稅降費，適當提高赤字

率，增加政府投資，中央加大轉移支

付力度，支持保居民就業、保市場主

體、保基本民生、保基層運轉。

匯總中央和地方預算，今年全國

壹般公共預算收入180270億元(人民幣

，下同)，下降5.3%。全國壹般公共預

算支出247850億元，增長3.8%。中國

財政科學研究院政府績效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員王澤彩表示，從支出規模上看

，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空前，也充分考

慮了下半年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

中國財政部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1-5月各月全國財政收入分別下降

3.9%、21.4%、26.1%、15%、10%，呈

現壹季度收入大幅下降後4月和5月持

續回升的向好態勢。推進復工復產和助

企紓困顯現積極成效，財政收入降幅連

續兩個月收窄，呈持續向好態勢。

占財政收入大頭的稅收降幅收窄

。5月份工商業增值稅由1-4月大幅下

降33.5%，轉為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國內消費稅、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

、企業所得稅等稅種收入5月份降幅

都有所收窄。個人所得稅增長0.7%。

王澤彩分析，從今年前5個月的企業

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情況分析，工業

、交通、服務業等復工率持續向好，

全國壹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預期目標

應無懸念。

“更加積極有為”的積極財政政

策正在發力。截至6月15日，全國各

地發行新增專項債券21936億元，發行

規模同比增加12313億元。北京等29

個省份已完成全部提前下達新增專項

債券額度發行工作。債券資金全部用

於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優先保障

在建項目、避免半拉子工程。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1至4月

，全國累計新增減稅降費9066億元，

其中今年出臺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稅費優惠政策新增降稅降費

4857億元。

王澤彩表示，減稅降費政策效應

日趨顯現，必然影響階段性財政收入

短收。同時，防控疫情、保居民就業

、保市場主體、保基本民生等，又要

進壹步加大財政支出。對中西部地區

、重災區來說，預期全年財政緊平衡

狀態或進壹步加劇。

今年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全

年為市場主體減稅降費將超過2.5萬億

元，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安

排地方政府新增專項債券3.75萬億元

。今年，全國財政赤字、政府債券資

金達到8.51萬億元，比上年增加3.6萬

億元。王澤彩認為，如此大幅度增加

政府債券規模，是當前形勢下的特殊

安排，也為應對疫情沖擊預留了較大

政策空間。但能否滿足實際需求，關

鍵取決於疫情發展態勢、經濟恢復狀

況以及階段性目標的完成情況。

目前疫情仍有不確定性，國際經

濟形勢也非常復雜。中央財經大學中

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雲

分析，今年財政收支面臨前所未有的

挑戰。財政及時發力，精準定位，在

對沖疫情、“六保”等方面發揮了關

鍵作用。但財政不能“包打天下”。

喬寶雲表示，積極的財政政策除

了應對當前問題，還應形成更好的政

府治理和經濟發展的財政生態，作為

國家治理的基礎，促進其他治理工具

更好地發揮作用。比如，促進要素市

場化配置改革，形成更有競爭力的市

場機制，形成更有活力的政府治理和

經濟發展生態。

加大強度“更積極”
中國財政政策正在發力

東盟商品集采城28日在重慶巴南

區公路物流基地東盟國際物流園正式

開門迎客。作為中國西部內陸地區對

東盟貨物的承接地，東盟商品集采城

將承接東盟貨物的物流分撥需求，為

重慶市場提供中國與東盟商品互通有

無、集中展示、集中交易的新平臺。

作為西部陸海新通道重要承載地

，位於巴南區的重慶公路物流基地是

重慶國際公路物流分撥中心運營基地

之壹，其運行的南彭公路保稅物流中

心、重慶東盟公路班車已初具成效。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南彭公路保稅物

流中心共實現進出區貨值約66億元，

重慶東盟公路班車自開通以來共發車

3038車次，總重量約3.92萬噸，總貨

值約19.25億元。

“通過跨境運輸將全球貨物聚集

到東盟商品集采城進行展示銷售，可

大大促進巴南開放產業集聚和開放平

臺構建，同時增強東盟班車冷凍水產

品等回程貨物的運量，提升雙向貿易

運輸能力。”重慶市巴南區相關負責

人介紹，東盟商品集采城是該區加快

東盟去回程商品在兩端市場集聚，促

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平臺，由此前

單純依靠南彭B保的保稅倉儲物流功

能和東盟班車的跨境運輸純物流運輸

的開放模式，向“物流+貿易”的新型

開放模式轉型升級。

記者獲悉，東盟商品集采城開業

後將與巴南區對外開放平臺有機結合

聯動，依托東盟班車跨境運輸服務優

勢、通關報關服務能力，形成線下展

示、線上下單、班車運輸、集采城分

撥的壹體化商貿物流，打造巴南區進

出口商品集散地，形成集東盟賣全國

、采全國銷世界的雙向貿易態勢，進

壹步提升巴南對外開放能級。

此外，東盟商品集采城還將與重

慶公路物流基地內的傳統商貿及電商

企業開展線上線下合作，進壹步促進

交通、物流、商貿、產業融合，為物

流基地打造國際商貿物流樞紐提供保

障。

““東盟商品集采城東盟商品集采城””重慶開業重慶開業
實現東盟貨物直采直銷實現東盟貨物直采直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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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濕氣重休城濕氣重休城濕氣重休城濕氣重﹐﹐﹐﹐新冠為新冠為新冠為新冠為「「「「寒濕疫病寒濕疫病寒濕疫病寒濕疫病」」」」﹐﹐﹐﹐中醫師中醫師中醫師中醫師﹕﹕﹕﹕這類食物要忌口這類食物要忌口這類食物要忌口這類食物要忌口﹗﹗﹗﹗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進展之
下﹐使得不少民眾選擇回歸傳統﹑天然
的中醫草藥療法﹐今日﹐本台獨家邀請
到了休斯頓知名中醫師﹐從中醫的角度
剖析疫情﹒
疫情開始疫情開始﹐﹐中醫院多中醫院多「「白人白人」」上門詢問上門詢問﹑﹑華華
人怕光顧人怕光顧

泰康診所中醫師劉青川指出﹐在新冠病
毒爆發以後﹐許多華人防疫觀念較重﹐因
此不敢出門看醫生﹔相較之下﹐白人顧客
卻越來越多﹐對中醫特別感興趣﹒曾經
來拿方子的顧客大多為長者﹐目前也都

身體安康﹒她指出﹐目前診所都經過嚴
格衛生把關﹐出現嚴重症狀也會轉診至
西醫治療﹒
中醫對新冠病毒超有效中醫對新冠病毒超有效﹖﹗﹖﹗ 採用中醫療採用中醫療
法法﹐﹐8080﹑﹑9090歲長者都未出現症狀歲長者都未出現症狀

劉青川指出﹐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她的
診所也常常與國內診所互通資訊﹐發現
中醫對於預防新冠有著顯著效果﹐面對
高齡長者﹑糖尿病﹑心臟病等易感染族群
﹐她都會開方子給他們﹒她分享隨著疫
情進展﹐診所還提供了「電話開藥方」的
服務﹐有一個76歲﹑患有糖尿病與高血
壓的患者﹐在四月初被染上疾病﹐因此劉

醫師便替他與全家開了藥送去﹐過了叁
天症狀就消退了﹒
從從「「舌苔舌苔」」觀疫情觀疫情﹐﹐來看自己是否為易感來看自己是否為易感
染人群染人群
醫師指出﹐此次新冠病毒屬於「瘟疫」類
別﹐偏「寒濕」類型的病毒﹐會綿延已久且
傳染性高﹒從中醫角度來看﹐「疫毒」多
從口鼻而入﹐會對肺造成傷害﹐又因為其
寒濕的特性﹐會對脾胃造成傷害﹐傷害人
體的「正氣」﹐濕氣在人體內又不易驅除﹐
因此容易纏綿耗時﹒

劉青川指出﹐最簡單判別體內是否有濕
氣的方式就是觀「舌苔」﹐若舌苔厚﹐成白
﹑黃色﹐就是體內濕氣重﹒她也分享一名
染上新冠患者的案例﹐病患因出現短暫
發燒而來看病﹐由於其舌苔厚重﹐劉青川
便懷疑是新冠病毒﹐因此開了清理寒濕
與抗病毒的藥﹐服中藥一陣子後就消退
了﹒
染病新群染病新群﹕﹕手腳發涼手腳發涼﹑﹑睡眠時間不規律年睡眠時間不規律年
輕人輕人

劉青川指出﹐從目前的觀察發現﹐許多染
病的人都是四肢發涼﹑睡眠時間不規律
的年輕人﹒他們常常會出現極度疲勞的
現象﹐因為傷到了脾臟﹐此外﹐還會容易
出現拉肚子的症狀﹒
休斯頓潮濕休斯頓潮濕﹕﹕如何擺脫如何擺脫「「寒濕寒濕」」之體之體﹑﹑增強增強
免疫力免疫力﹐﹐避免染疫避免染疫﹖﹗﹖﹗
劉青川提醒﹐休斯頓今年雨水多﹐特別潮
濕﹐且通常肥胖者或糖尿病患者﹐都屬寒
濕之體﹒她也提供了一些可以改善體內
寒氣﹑增進免疫力的方法﹐如針灸﹑避免
吃生冷的東西﹑不熬夜﹒此外﹐「肥甘厚
胃」的食物﹐如大魚大肉﹑甜食﹑重口味食
物吃多了﹐也容易產生濕氣﹐用西醫的話
來說就是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免疫機
能就差了﹒而補氣的食療﹐如人參﹑黃耆
﹑薯類﹑豆類﹑飲甘草水可以有效達到﹒
她也建議可以調製人參﹑枸杞﹑甘草的茶
飲﹐來提神補氣﹒

此外﹐新冠肺炎的症狀與感冒相似﹐卻步
打噴嚏﹑流鼻涕﹐因為體內毒氣難以排出
﹒所以﹐每天小出汗（非大汗淋漓）排毒﹐
也能有效增強免疫力﹑保護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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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是我們對選民的承諾，您可以
行使自己的投票權，而不會危及健康。
我們會：

為需要的所有選務人員和選民提供
個人防護設備；

強化投票地點，以實現安全和社交
距離管控；和

促進和擴大在法律範圍內以郵遞方
式進行投票。

我們的選舉將是安全的。這是我們
的-不是他人的-我們將不允許任何篡改
。我們會：

確保我們投票系統和硬體的安全性
；和

即時處理有任何對選民恐嚇，脅迫
或欺詐的申訴。

我們的選舉將是方便可行的。Har-
ris縣選民可以在更多投票站投票，而且

可以快速便捷地進行投票。我們會：
利用數據增加投票站數量及投票地

點的可達性；
從其他管轄區採購足夠的投票機器

，並為其提供特優的技術服務；
根據已知的流量模式和預期的投票

率以分配投票機器至各投票站；
提供準確的提前投票期間和選舉日

，在本縣每一個投票所的排隊等待時間;
延長提前投票期間投票時間；
確保縣內各投票站，殘障人士的方

便可達性；和
增加路邊投票，並可進行開車通行

投票。
我們的選舉將是公平的。每個Har-

ris縣選民都有平等的投票機會，而您的
投票就是您在我們民主國家中的聲音。
我們會：

擴大選舉宣導至對被排除在民主過

程之外的所有選民和團體；
尋求並吸收所有選舉相關者的有意

義的反饋；
計算每一張選票並確保選舉結果的

準確性；
減少在選舉日等待選舉報告結果所

需的時間；和
積極與臨時投票選民溝通，讓他們

了解如何讓他們的選票，確保被計算在
內。

我們的選舉將是有效率的。我們將
確保資源到位，儘管此情況前所未有，
我們的選舉仍能順利進行。我們會：

在提前投票期間和選舉日，招聘足
夠多的選務人員來經營投票地點；

培訓選務人員並闡明操作程序準則
，以進行安全有效地操作；

為Harris縣選民及即將增加郵遞投
票的數量而有所準備；

制定關鍵績效指標（KPI）來衡量我
們為確保.Harris縣選民一個S.A.F.E的選
舉；

強化投票地點的可達性，使選民能
方便快捷地進行投票；和

採購下一代投票機，以便在2020
年以後使用。

請至 HarrisVotes.com/SAFE 查詢更
多信息，並在Twitter，Facebook和 Ins-
tagram上關注@harrisvotes。

Harris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
重申投票選民的安全重申投票選民的安全

(休士頓, Texas州）- 由於已確認的
COVID-19病例激增，Harris縣最近在該
縣新的緊急應對系統下進入了1級威脅
級別。在10天的提前投票期間和選舉日
，所有投票中心將保持開放狀態，以執
行投票的基本功能。縣行政書記官辦公
室已建立了S.A.F.E.選舉計劃，以確保在
這個選舉期間保護選民和選務人員的健
康與安全。對於那些沒有資格進行郵遞
投票的人，縣書記官辦公室鼓勵選民利
用6月29日至7月10日的“前投票期間
”去投票。如果您已完成選民登記並符
合下列任一條件，便有資格申請郵遞選
票。在選舉日當天年滿65歲或65歲以

上，在選舉日當天以及提前投票期間，
您都不在本縣境內，生病或殘障，或是
在監服刑，但具有投票權。申請郵寄選
票的最後一天是選舉前七天。選民可以
去www.harrisvotes.com列印申請表或致
電713-755-6965索取申請表。登記投
票的最後一天是6月15日。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發
表以下聲明:

"Harris 縣已進入 COVID-19 的“紅
色警報”威脅等級，州長Abbott和縣長
Lina Hidalgo都敦促德州人留在家中。並
應認真對待這一保護德州人健康的措施
。 然而，保障您的投票權也至關重要，

尤其是在我們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意見
有被聽到的時候，因此Harris 縣的所有
57個提前投票投票站將在提前投票期間
（星期一， 6月29日至7月10日星期五
–以及7月14日星期二的選舉日開放。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將繼續竭盡所
能，以確保選民和選務人員在七月決選
期間安全。這包括：

• 通過保持投票機之間的6英尺
和排隊選民之間的6英尺來加強社交安
全距離；

• 將在每個投票站的入口放置雙
手清潔消毒台，以供選民和選務人員使
用;

• 為沒有自己準備口罩的選民提
供口罩。那些拒絕戴口罩的人將被鼓勵
在路邊投票，而那些堅持在室內投票的
人將能夠在距離投票地點更遠的指定機
器上投票，以確保他們和他人的安全。

• 為選民提供指套，這樣就可以
在不直接接觸投票機的情況下使用投票
機;

• 向投票者提供消毒濕巾，以在
使用前後擦拭機器。選務人員還將定期
擦拭機器和其他頻繁接觸的表面；

• 確保選務人員戴上口罩和臉罩
，並使用有機玻璃將每個選務人員與公
眾區分開來；

• 建立一個程序，以確保選民可
以顯示其身份證，而無需親自將身份證
交給選務人員，以盡量減少接觸；和

• 允許有疾病症狀的選民在不需
進入投票中心的情況下進行路邊投票。

• "當然，最安全的投票方式是郵
寄投票。如果您有資格以郵寄方式投票
，我們的辦公室必須在7月2日之前收
到您的申請。如果您無法通過郵件投票
，那麼下一個最安全的投票方法就是提
前投票，以避免在選舉日排長隊."

請至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
， ， 並 在 Twitter， Facebook 和 Insta-
gram上關注@HarrisVotes。

王连升生前是局长，在局里要风得

风，要雨得雨。他在三个城市都有房产

，冬天他到三亚去过年，夏天他到哈尔

滨去避暑。这小日子过得滋润啊。

不想乐极生悲，王连升一次饮酒过

量，突发脑出血，不治身亡。丧事办完

后，王连升的魂魄直奔阴曹地府服务大

厅，办理入户手续。他听人说过，阴曹

地府也和人间一样，如果入不上户，就

分不到房子，将来只能做一个孤魂野鬼

，永远无法投胎。

王连升走进服务大厅一看，阴曹地

府挺现代化的，还是联合办公，一条龙

服务呢！门口都挂着牌子：生死办、入

户办、手术办、房产办、投胎办、验证

办、阎王爷办……

王连升拿着自己的档案袋走进了入

户办，办公的是一位黑脸判官，王连升

恭恭敬敬地把档案递了上去，黑脸判官

打开一看，脸立刻沉了下来：“你这档

案曾经篡改过，涉嫌造假。办不了！”

说完，就把档案扔了出来。

王连升赶忙拾起档案，又拿出生前

的本事，辩

解说：“我

真没改过，

您行行好，

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

”那判官用

手一指，说

：“别狡辩

啦！人在做

天在看，你

做的事我们

都看得一清

二楚！”王

连升哑口无

言，低下了

头。

原来，五年

前，王连升

眼看年龄已

到，可还是

个副局长，

他不想马上

退休，就花

钱拉关系把

档案年龄改

小了五岁。

没想到这成

了入户的绊脚石。虽然后来在局长位置

上他多捞了上百万，可自己没花上，成

了留给他儿子的遗产。他后悔不已，早

知今日，何必当初。

王连升无奈地走出服务大厅，像只

无头苍蝇到处乱撞，一直找不到落脚的

地方。这时，迎面碰见一个鬼，那鬼身

体健壮，衣着朴素。在人间，王连升是

从不与这样的人套近乎的，可现在不同

了，他举目无亲，只好满脸带笑，上前

搭讪：“请问，像我这样没入户的新鬼

，有收留的地方吗？”

老鬼瞅了他一眼，说：“你还没入

户？那只能暂住在阴暗潮湿的狐窟兔穴

里。”王连升点头哈腰地递上一支烟，

问道：“像我这样的，年龄与档案上的

不符，怎样才能办入户呢？”老鬼说：

“到人间档案部门改正一下，开个证明

，方可入户。”

王连升傻了眼，没地方去，只好向

荒山野岭走去。想当初，他吃的是山珍

海味，穿的是名牌服装，住的是豪华别

墅，现在却蜗居在小小的兔穴里。想到

这，王连升不禁泪流满面。

当天夜里，王连升就给儿子托了梦

：“儿啊！你快去档案室找李主任，给

我开个证明，证明一下我的真实年龄。

你爸爸在这入不了户，太痛苦啦！”

没想到儿子大哭了起来：“别提了

，你刚死，上级就接到举报，说你贪污

受贿，乱改档案，咱家的那两套房产被

没收了，档案室的李主任也因帮你篡改

年龄而被撤职查办了。你成了全省贪腐

的反面教材，现在正在风头上，谁敢顶

风违纪给你证明呀！再说家里留的那些

钱，我已经在赌场上都输光了，还欠了

一屁股债，哪有余钱托人办事啊！你好

自为之吧！”

王连升听罢，气得差点背过气，破

口大骂：“不肖子孙，败家子！不是为

了你，我能改年龄、贪污受贿吗？”任

凭他怎么骂，儿子用被子蒙住头就是不

说话。

王连升见靠儿子办事无望了，就想

起了另一个人，就是以前他的情妇林美

丽。林美丽是个交际花，办事能力强，

只要她愿意办，没有办不成的事。

王连升就试着给林美丽托了梦，没

想到林美丽在梦里指着王连升的鼻子骂

：“我的青春都给了你，整天偷偷摸摸

，像做贼似的，到死你也没让我转正，

我没有一点名分，没继承你一分钱的遗

产，你还有脸来求我？”

王连升双膝跪地苦苦哀求：“我生

前也没少在你身上花钱呀！你看在我对

你一片真情的分上，就帮我一个忙吧！

去档案室为我开个证明，我在这里受不

了啦！狐窟兔穴里蝎子、蜈蚣什么都有

。”在王连升的软磨硬泡下，林美丽总

算勉强答应了。

几天后，王连升接到了林美丽开的

证明，他兴高采烈地又一次来到阴曹地

府的服务大厅，找到了验证办。这次负

责验证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老鬼，他接过

证明，左瞅瞅右瞅瞅，最后一拍桌子：

“好你个王连升呀！弄虚作假成瘾了是

不是？居然弄个假证明来糊弄本鬼，你

忽悠得住别人，可忽悠不住我，你知道

我生前是做什么的吗？就是办假证的，

我是办假证的祖师爷！如果我没猜错的

话，你这个假证是我的徒孙办的，这上

面的印章是用胡萝卜刻的。”

王连升听罢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心

想：一定是林美丽怕花钱，图便宜，才

办的假证。今天撞枪口上了，这该咋整

啊！

王连升连连作揖，一脸尴尬：“专

家息怒，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是假证

明。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请问，还

有什么方法能够顺利入户，迅速投胎呢

？请专家指点迷津。”

老鬼见他态度诚恳，口气也就缓和

些了：“现在唯一的方法只有去手术办

勘验骨龄了。这样才能验出你的真实年

龄，便于入户注册，也便于投胎，重返

人间。”

王连升心想：查骨龄，以前在医院

见过，很简单，不痛苦，早知道有这一

招，何必去求爷爷告奶奶办那个倒霉的

证明呢！

王连升马上来到手术办，说明来意

后，过来四个小鬼，让他坐在一把椅子

上，然后用绳子分别把他的双手吊了起

来。

王连升心里狐疑：这像玩魔术似的

，神神秘秘的，到底想干啥？这时，一

个小鬼开了腔：“我们的勘验方法是最

古老的，就是用锯子锯掉你身上的一块

骨头，数数横截面上有多少年轮。痛苦

肯定会有的，你要忍住啊！”说着，就

从王连升脚上脱掉袜子，塞到他的嘴里

。王连升惊恐不已，吓得脸色苍白，浑

身发抖。

王连升听到小鬼翻箱倒柜的声音和

工具的碰撞声，然后又听到拉锯子的声

音，他觉得脚趾头钻心地痛，头上的汗

珠子直往下滚，想喊又喊不出来，再后

来就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王连升感觉头

上被喷了什么东西，才苏醒过来。他慢

慢地睁开了眼，用手摸了摸，手上沾满

了鲜红的血，吓得他大叫起来：“血！

血！”

站在一旁的小鬼瞪了他一眼：“不

要大惊小怪的，刚才你昏过去了，为了

抢救你，我们使用了特效喷雾剂‘狗血

喷头’，要不，你能醒那么快吗？本来

是要锯你一只脚的，我们发扬了鬼道主

义精神，只锯下你一个脚趾头，不影响

你以后的生活。我这就给你打证明，经

过勘验证实：你的年龄确实比档案上大

五岁。”

王连升拿到骨龄证明，顺利地办了

入户手续，又拿着入户材料赶到投胎办

，办理投胎事宜。一环套一环，阴间的

户籍管理真是细致严谨啊！

主持投胎的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红衣

判官，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他上

下打量了王连升一眼，王连升心想：这

是个关键环节，他让你投胎官宦人家，

你就是花花公子；他叫你投到贫贱人家

，你就是个要饭的叫花子。想到这，王

连升把身上的钱放在材料袋里一起递了

上去。

那红衣判官一眼就看出了猫腻，把

脸一沉：“你果然当过贪官啊！行贿拿

手得很啊！我可不吃这一套，我们这透

明度很高的。你快把钱拿走，不然，我

就向阎王爷报告了。”

王连升不敢怠慢，把钱拿了回来。

只见红衣判官打开电脑，找到搜索引擎

“千度”，打上“王连升在人间”几个

字，然后点击“搜索”，不一会儿，王

连升在人间的种种劣迹一一呈现，有文

字记载，有视频，也有图片。

红衣判官又点击了“关键词”，屏

幕上立刻出现：溜须拍马、行贿受贿、

偷养二奶、弄虚作假。然后红衣判官一

点“自动生成”，只见电脑屏幕上各种

动物和人的图片上下翻滚，最后定格在

屏幕上的是一只土狗。

王连升看得一头雾水，胆怯地问：

“是不是搞错了啊？我怎么生成一只狗

呢？”

红衣判官不满地说：“你不能歧视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们还要考

虑生物多样化，如果都不愿投狗胎，狗

不就绝种了吗？这个生成结果，都是根

据你在阳间的表现，电脑自动生成的，

这套软件是阎王爷专门请印度班加罗尔

的软件工程师设计的。凡是在阳间搜刮

民脂民膏、为虎作伥、作威作福的贪官

，人们都骂他是狗官，所以贪官有百分

之九十都投了狗胎，还有百分之十投了

猫胎，你没看阳间的猫狗这些年越来越

挑食吗？普遍好吃懒做，狗不逮兔子，

猫不抓老鼠。好了，不跟你啰唆了，你

下辈子就去做狗吧……”

王连升听着听着就昏了过去。

王连升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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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给人的印象总是沉稳的、笨拙

的。但在自然界，却有一种石头总能激

起人类内心最强烈的不安。

在挪威便有那么一块奇迹之岩，它

位于吕瑟峡湾的谢拉格山（Kjeragbolten

）之巅，就夹在两块巨岩的裂缝中间，

看上去摇摇欲坠。

而岩石的下方，就是近千米的深渊

，让人不寒而栗。

但每年依然有无数的游客慕名而来

。他们会站在这块岩石上摆出各种奇葩

姿势合影留念，以显示自己的勇气。

有时候游客想要踏足这块的石头，

甚至还得排上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的

队伍。

目前为止，奇迹之岩还未发生过任

何死亡案例。只是，没有人知道这块岩

石什么时候会松动，我们也无法预知压

垮岩石的最后一个人类姓甚名谁。但可

以肯定的是，这块奇迹之石的坠落，只

是一个时间问题。

事实上，美国的一名小伙子就是因

为脚踏上了类似的石头而被困在荒凉的

峡谷足足127小时。最终还是忍痛将整

截手臂割断，他才终于逃出生天。

其实，类似挪威奇迹之岩的还有很

多。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就叫做

“不稳定的平衡岩”（precariously bal-

anced rocks）。

这类岩石仅以一小部分与其他岩石

或地面相接，但却能在各种作用力下保

持微妙平衡，岩石大小从几分米到几米

不等，重可达几吨到几百吨。而这每一

块巨大的平衡岩，几乎都能成为当地的

著名景点之一。

其中一些平衡岩甚至还会来回摇摆

，也被称为“摇摆的石头”。而这在中

国民间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词——风动

石。

例如我国福建漳州的铜山风动石就

是最有名的岩石之一。这块高4米重约

200吨的庞然大物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大

约只有10平方厘米。据说如果角度选得

好，靠人力就能使这块巨石微微摇晃

（不排除心理作用），惊险万分。

而更奇葩的平衡岩还数缅甸的“大

金石”。这块重达600吨的神秘巨石就

“挂”在悬崖峭壁上，看着岌岌可危但

却屹立了2500年。佛教徒甚至还将这块

巨石漆成金色，在这上面建起了一座小

金塔，每天都有无数人参拜。

至于大金石是如何形成的，到现在

还是个谜。据猜测，它可能是由冰川搬

运而来。冰川能将极为沉重岩石运输至

几百公里外，等冰川融化后便会留下与

当地大小和类型完全不同的岩石，也被

称为冰川漂砾（glacial erratic ）。例如

加拿大的Okotok巨岩便是重达16500吨

的冰川漂砾。

不过，绝大多数的平衡岩，都是原

地形成的，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拿

最常见的花岗平衡岩来举例，一般来说

第一阶段都发生在地下。雨水和其他的

化学物质会在相对完整的基岩缝隙中渗

透，而那些在缝隙附近的矿物则会首先

被分解，崩碎。随着侵蚀加深和地面高

度的降低，那些风化了的物质就会被带

走，只留下一堆坚硬的、难以风化的岩

石，而这也叫做差异性风化、侵蚀。在

非常巧合的情况下，这其中一些岩石的

大小、形状和位置等都被风化和侵蚀得

恰到好处，能让它稳当当地站立在地面

或其他岩石的身上。

尽管想让平衡岩形成非常讲求天时

地利，但这也好比往桌面上扔硬币，只

要扔的时间够长、硬币数量够多，就总

有硬币能摆脱“非正即反”的常态，坚

强地竖立起来。

所以说，平衡岩石这玩意儿很稀奇

，但纵观全球却算不上稀有。而且别说

是在地球上，人类似乎还在地球以外的

星球上发现了这种神奇的平衡岩。

2014年，欧洲航天局的科学家就在

67P/ Churyumov-Gerasimenko彗星的艾克

尔地区发现了三块不寻常的巨石。从照

片看上去，这和地球上的平衡岩非常相

像。没人知道这些彗星平衡岩是怎么形

成的，但也有可能是远距离拍摄的角度

、空间分辨率造成的误会。

可谓天生我才必有用。除了“神奇

”以外，这些屹立于全世界各地的平衡

岩，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自然界的地震

仪”。

多年以来，许多科学家都试图通过

研究诸如井里水位的波动、磁场的变化

、甚至是动物的反常行为等前兆来预测

地震的到来。但到目前

为止，没有一个是真正

成功的。

不过，科学家也找

到了一些地震的规律。

即便人类依然无法预知

地震会在什么时候、什

么地点发生，但通过地

震危害性分析的概率方

法，我们也能大致知道

一些地区发生地震的频

率。

这些根据地震危害

性分析概率构建出来的

地震灾害图，对当地建

筑就有非常重要的指导

作用。而在过去20年里

，科学家也开始意识到

平衡岩是衡量极端地面

运动的指标之一。

换句话说，平衡岩

的存在刚好证明了自这

块摇摇欲坠的岩石形成

以来，该区域就没有经

历过足够猛烈的地震了

。否则，这些脆弱的平

衡岩很可能会因为摇晃而倒塌，从此泯

然于众石。是的，平衡岩倒下之后，和

其他石头基本就没什么两样了。

因此，平衡岩也被用作地震（或

者说没有发生过地震）的天然检测

器。特别是在地震活跃的地区，平

衡岩对人类研究地震的发生更是潜

能巨大。

通过科学的检测手段，科学家可以

测得平衡岩的暴露历史。而这块平衡岩

所经历的岁月，也正是当地没有发生过

足以使平衡岩倒塌的地震的粗略时长。

现阶段，一批科学家正在世界各地寻找

着各种平衡岩，并为之构建出相应的3D

模型，计算其重心和质量等。之后，通

过计算机模型，科学家则能在不破坏平

衡岩的情况下，模拟出究竟需要多猛烈

的地震又或是哪个类型的地震才足以使

平衡岩倒塌。

此外，平衡岩还能以更另类的方式

揭秘着地震的规律。例如在美国洛杉矶

以东约145公里的圣贝纳迪诺山脉中部

就坐落着一批平衡岩，它们至少有超过

一万年的历史。

但让科学家迷惑的是，当地正处于

著名的圣安德烈亚斯断层附近，地震通

常200至300年就发生一次。也就是说，

这一万年间这些平衡岩至少经历50至

100次的大地震。如果根据该地区的国

家地震灾害图，这些平衡岩早就该寿终

正寝了。就算忽略更早期的地震，1812

年和1857年发生的两次大地震就足以让

这些巨型岩石掉落。

然而在现实中，它们却依然保持着

“岌岌可危”的状态，偏偏没倒下。而

经过长期的研究，研究人员也得出一个

结论，可能是两个断层之间的相互作用

削弱了附近的地面震动，这才保住了这

些平衡岩。

而除了科学家以外，近年来艺术家

们也对这些平衡岩兴趣大发。

“叠平衡岩”便是现下非常流行

的一种艺术，这些岩石平衡艺术家靠

着超人的耐心，创造出了无数让人惊

叹的“人造平衡岩”。他们完全不需

要任何胶水或粘合剂，就能将石头以

几乎不可能的姿势立起来，简直是逼

死强迫症。

不过有人擅长创造，就有热衷于

毁坏。相比于其他地貌，这些平衡岩

彷佛更能激起一些人的破坏欲。2012

年，美国犹他州的童子军领袖格伦•

泰勒和大卫· 霍尔就推倒了一块被当地

人称为“哥布林”（goblin)的平衡岩。

当时，他们还将全过程拍下并上

传至网络上，他们推倒“哥布林”后

的兴奋笑声也被无数网友鄙视。另外

，童子军是西方国家家喻户晓的活动

组织形式，主要以培养忠诚勇敢、道

德正直的青少年为目的。而他们一反

常态的不负责任行为，也成功激起了

民愤。

为了这几分钟的快乐，这两人最终

被罢免童子军身份，还成功获缓刑一年

。事实上，诸如此类的破坏事件绝非只

发生了一次。他们不知道自己破坏的不

仅仅是一种地貌，还会将其背后的宝贵

知识一起掩埋。

自然界最疯狂的石头背后
可能还是一台反向的“天然地震仪”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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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佳欣內科醫師陸佳欣內科醫師周藝家庭全科醫師周藝家庭全科醫師

周藝周藝,,陸佳欣醫師診所職工及護理人員陸佳欣醫師診所職工及護理人員,,診所電話診所電話713713..981981..88988898

周藝周藝,,陸佳欣醫師診所主治糖尿陸佳欣醫師診所主治糖尿
病病,,高血壓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膽固醇,,心肺心肺,,胃腸胃腸,,
肝臟肝臟,,過敏過敏,,咽頭炎咽頭炎,,鼻炎鼻炎,,甲狀腺甲狀腺

及風濕等疾病及風濕等疾病

長和健康中心同棟二樓長和健康中心同棟二樓,,開診時開診時
間周一至周五間周一至周五,,周六請預約周六請預約

新址介於新址介於BeechnutBeechnut 和和BellaireBellaire
之間之間,,88號公路號公路Comfort SuitesComfort Suites

隔壁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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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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繼承
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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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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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從6月4日起重新對公眾
開放。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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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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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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朱师傅从鱼缸里捞出一条活鱼，

利落的刀工，将鱼切片裹粉，放入烧

的滚烫的一锅热油中油炸。

提前炖好的五花肉，放入热锅油

炸上色，出锅立即放入冰水中，切片

，配着姜片、葱段、八角等装碗入蒸

笼，勾芡调汁，最后洒在已装盘的扣

肉上…

这是电影《饮食男女》的开场。

这里提到的几样菜品，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就是离不了那一大锅热

油。确实，说起中国菜给人留下的印

象，炒菜多、油大也算是一种。

当你只吃菜也发胖的时候，可能

会怀疑，平常吃得饭菜里油是不是太

多了？吃了这么多油，健康吗？

没有油吃的日子

现在食用油是每家必备的调味品

，如果下馆子或者吃食堂，菜里的油

更是多到好像不要钱。可在历史上，

大部分人在菜里放一点油都算是奢侈

的了。

从清代中期开始，中国家庭的食

用油消费量一直稳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根据学者推算，清末江南地区一个人

每年大概消费6斤食用油，每个月就只有

半斤。

这个数量看起来还能接受，不过到

了民国时期，对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

那里六口之家每年只买17斤油，两个

人的量加起来才比得上过去一个人。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看看他们怎

么对待油，你可能感受更直观一点。

当时的农民在菜里点上几滴香油

，就是一顿平常吃不到的大餐。他们

用油的时候不会直接拿瓶子倒，而是

用铁丝穿着铜钱，从瓶子里面蘸油出

来[2]。

要是他们看到现在王刚的宽油做

菜教程，肯定是羡慕嫉妒恨。一边痛

心疾首，高呼做菜怎么这么浪费，一

边想着怎么从菜里捞点油。

即使到了 60年代，食用油仍然很

难得。

比如 1967 年，按照哈尔滨市民的

食用油供应标准，每人一天只能领到5

克油。5克什么概念，把矿泉水瓶盖翻

过来，这些油刚好能盖住瓶盖的底。

这还不是最少的，作家张贤亮回

忆在农场的生活，当时每两个月才得

到50克油，按作家自己的话

说，这个量比一口口水还少

。

当时这位作家发愁的一

大问题，就是保证每次炒菜

都能倒出一点油，不然万一

手一抖，下个月就没油吃了

。经过严谨的考虑，细致的

观察，他最后选择把油装在

眼药水瓶里。

这样的黑科技不止诞生

在东北的农场，上海的市场

里也有着同样的生存智慧，

据回忆当时上海油供应紧张

，每人分到的太少不好带走

，于是大家每人选择用棉纱

做容器，把油吸进去带走。

油不多，能多吃一点油

就成了身份的象征。现在讲

究健康的人对于油避之不及

，恨不得吃菜之前先拿水洗

洗，不过回到过去他们可未

必高攀得起。

北京市粮食公司原总经理白少川

就回忆道，当时只有大学教授、高级

演员、高级医师、13级以上的行政干

部才能获得“高脑油票”，不过这个

补助也仅仅只有半斤。

可能是考虑到大家肚子里油水实

在太少了，从60年代中期，政府每逢

节假日，都分配一两香油、二两花生

油。春节送礼送一小瓶香油，比现在

送保健品有面子多了。

从吃油太少到吃油太多

现在我们看爸妈做饭用油一省再

省，总是觉得没法理解。因为我们没

经历过那种绞尽脑汁，就为了省一点

油的日子。从吃不上油到吃油太多，

在中国只用了大概一代人的时间。

相比过去，今天的我们确实“油

腻”了很多。

根据上海的营养调查数据，在这

1982年之后的 30年间，上海居民的脂

肪供能比提高到了 39%，超过了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的30%的上限。

腰围也在无声诉说着我们吃得有多

油，根据一项服装业的数据，中国城市

男性的腰围长从63.5厘米扩张到了76.2

厘米。小肚子里沉淀的，都是消化不了

的油水。

确实，从 80年代之后，我们菜里

的油越放越多了。

比如做菜时常用到的植物油，在

1982 年，一个十八岁干体力活的小伙

子，一天大概能吃到 12.9 克油，到了

2012 年，差不多的一个人，菜里面的

油翻了两倍半。

对于中国八个省份的调查也发现

，菜里不断增加的油，成了我们变得

更胖油腻的动力。我们吃进身体里的

脂肪中，植物油做出了40%的贡献。

给餐桌增添一份油腻的，还有越

来越多的肉。

现在一个中国人每年吃掉的各种

肉大概有30公斤，放到80年代初，这

么多肉差不多够三个人吃的。

肉吃得多，脂肪自然少不了。上

文那项针对上海的营养调查发现，当

地居民吃进去的脂肪，有四成都是来

自各种肉，而过去只有两成左右。

饮食日渐油腻的原因也不难懂，

外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程

度越高的地区，吃肉就越多。

随着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外来的

以肉为主、高油高盐的饮食风格，迅

速攻克了中国的各大城市，替代米饭

为主食，蔬菜为辅的中国传统饮食结

构。人群扎堆的城市，也催生了大量

的中式廉价快餐。

如果你受不了每次吃个炒青菜都

蹭一嘴油，想突破油腻食物的包围，

寻找一块净土，那么南方可能更适合

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博士

发现，在南方，传统的饮食模式还很

稳定，并没有受到城市化太大影响。

想远离腻死人的油，吃点清淡的白米

、青菜、鱼虾，往南走就对了。

吃得油腻，坏处在哪里

既然现在的饭菜比以前油腻了许

多，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吃得太油了？

其实，单论食用油的消费量，中

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不算很多。

根据学者的推算，中国每人每年消费

的食用油，也就比印度高一点，甚至

还没到全球平均水平。

那难道我们吃这么多油，还吃得

不够？

也不是这么说，如果说经济相关

的各项指标需要抢在前面，那在油腻

指标上，我们实在没必要往前赶。

毕竟，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推荐的标准，每天吃 25到

30克食用油算是一个健康的范围。而

现在中国居民人均每天食用油摄入量

为42.1克，早就远远超标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

峰也表示，中国80%的家庭食用油量都

有超标，要提倡“减盐、减油、减糖”

。

至于吃得太油腻有什么坏处，你

可能被科普得已经比我还熟悉了。食

用油的成分以脂类为主，吃得太多会

把你往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

疾病、癌症等慢性病的死胡同里引。

尤其是动物油，它含有更多的饱

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常吃会显著增加

高血脂风险。在吉林松原调查发现，

那些常吃动物油的患者，比起常吃植

物油的，血脂异常的概率明显高。

不过就算知道了有什么害处，你

可能还是不自觉地多吃了油。

在家做饭，除非你很注意油的用量，

不然只做一盘炒土豆丝都可能油太多。可

要是出门在外，那你更是无处可逃。

对于中国成年人在外就餐的研究

发现，高热量、高油、高糖是这些食

物共同的特征。外卖、餐馆、食堂有

一个算一个，都能让你吃油吃到饱，

你总不能天天从家带午饭吧。

如果能注意的话，还是尽量控制

下自己吃油的量吧。不然每天吃这么

多油，恐怕中年还没到，你就先油腻

了。

中国人油吃得太多了，真的很危险

休斯頓公共衛生專家彼得休斯頓公共衛生專家彼得••霍特斯霍特斯
（（Peter HotezPeter Hotez））博士博士，，週三警告說週三警告說，，德德
州新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數創下紀錄州新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數創下紀錄，，

可能會將休斯頓變成紐約市可能會將休斯頓變成紐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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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CDCCDC表示美國的表示美國的COVID-COVID-1919病例可能比報導的病例高病例可能比報導的病例高1010倍倍
週四德州州長表示他將暫停重新開放企業和機構週四德州州長表示他將暫停重新開放企業和機構

德州新確診病例創下紀錄可能會將休斯頓變成紐約市德州新確診病例創下紀錄可能會將休斯頓變成紐約市

喬喬••羅根羅根（（Joe RoganJoe Rogan））在播客上採訪在播客上採訪
了彼得了彼得••霍特斯霍特斯（（Peter HotezPeter Hotez））博士博士，，

深入討論了冠狀病毒深入討論了冠狀病毒。。

德州農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流行德州農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流行
病學專家菲舍爾病學專家菲舍爾（（Rebecca FischerRebecca Fischer））說說
：“：“前景不好前景不好。。我們處在一個極端可怕我們處在一個極端可怕

的的情況的的情況。。

德州農工大學已有報導說學生被冠德州農工大學已有報導說學生被冠
狀病毒感染狀病毒感染。。

重新開放後重新開放後，，亞利桑那州報告了與亞利桑那州報告了與COVID-COVID-1919相關相關
的每日住院記錄的每日住院記錄，，創歷史新高創歷史新高。。

佛羅里達州佛羅里達州COVID-COVID-1919案件激增案件激增，，因為地方政府因為地方政府
重視恢復經濟並設法使企業維持生計重視恢復經濟並設法使企業維持生計。。

德州州長艾博特德州州長艾博特 (Greg Abbott)(Greg Abbott) 說說..““病毒在傳播病毒在傳播”，”，德克薩斯州一天之內就首次德克薩斯州一天之內就首次
感染了感染了55,,000000例新病例例新病例，，新病住院率再次達到創紀錄的水平新病住院率再次達到創紀錄的水平，，美國最大的兒科醫美國最大的兒科醫

院開始在休斯頓治療成人患者院開始在休斯頓治療成人患者。。

佛羅里達和德州重新開放急劇增加的冠狀病毒病例佛羅里達和德州重新開放急劇增加的冠狀病毒病例，，擁擠的海灘可能是病毒傳播的主要來源之一擁擠的海灘可能是病毒傳播的主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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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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美國移民局發
布新規，禁止許多尋求庇護者獲得工
卡。這項新規的目的就是為了阻止草
率申請庇護的人獲取工卡、杜絕移民
福利濫用。那麽，具有真正的理由和
證據申請庇護的您究竟會受到新政策
哪些影響？您到底還能不能申請工卡
？

新規包括以下幾點重要信息。首
先，被判犯有刑罪者不可以申請工卡
，包括但不僅限於盜竊、賣淫、拉皮
條、家暴、人身攻擊、虐待兒童、酒
駕、搶劫、買毒販毒等等。註意，是
被判刑，而不僅僅是被指控。第二，
工卡申請前的等待時間延長到365天
，而不再是原來的180天，就是說，
從移民局收到您的庇護申請之日起要
滿壹年，而不再是只180天，您才可
以申請工卡。這項法規將在2020年8
月25日生效。即在 2020年8月25日
之前您的庇護申請被移民局接受後如
果滿了150天，您就可以馬上遞交工

卡申請；而從2020年 8月25日開始
，您的庇護申請被移民局接受後必須
滿365天，您才有資格申請工卡。因
此，如果您的工卡時鐘已經走滿了
120天，請盡快開始準備工卡申請的
材料，並在2020年 8月25日之前遞
交。當然，如果您無法趕上這個期限
，則等365天後仍可申請工卡。第三
，入境美國壹年後才申請庇護的將無
資格申請工卡。這就是說，您進入美
國後的壹年內務必遞交您的庇護申請
才可以拿到工卡。雖然有些例外，但
是超過壹年後申請會給您帶來許多不
必要的麻煩。壹年後才申請庇護的也
不是絕對不可以拿到工卡，比如仍有
合法身份者，在專業律師幫助下還是
可能拿到工卡的。但在壹年期內遞交
庇護申請後，您在等待期間還有機會
將庇護申請改成其他移民途徑，比如
和公民真實結婚。因此，若真實理由
，您應盡早遞交庇護申請。第四，非
法入境者在等待庇護申請結果期間將
不再有資格申請工卡。第五，您的原
因導致延誤後您也將失去申請工卡的
資格，比如未出席面談、未按安排打

指紋、請求重新安排面談時間、變更
地址導致您的庇護申請被轉到新的庇
護辦公室、沒有翻譯前去面談或帶去
的翻譯不合格、和未按時領取庇護決
定等等。當然，以上這些不能申請工
卡的情形都是指您的案子還在移民局
的階段。而壹旦您的案子從移民局轉
到移民法庭，您的工卡申請資格就由
法庭決定了。那又有不同的要求。第
六，您的案子轉到移民法庭後，您可
以繼續申請或延期工卡。若移民法庭
拒絕了您的庇護申請，而您也沒在法
庭判決後的30天內上訴到移民上訴法
庭(BIA)，則您的工卡即使有效也將被
自動終止。但在BIA上訴期間，您的
工卡仍然有效且仍可延期。若BIA再
次拒絕您的申請，您即使上訴到聯邦
巡回上訴法庭，您的工卡也自動失效
，除非巡回上訴法庭將您的案子駁回
BIA重審。再次回到BIA後，您又可以
繼續申請或延期工卡。

出臺如此嚴苛的新規，壹是疫情
之後美國人確實越來越艱難，也越來
越需要保住自己的飯碗；二是必須有
效打擊和嚇退假政庇、真打工的壞人

，這些人太可惡太可恨，沒有遭受任
何傷害和恐懼而無病呻吟，草率申請
庇護騙個工卡在美國賺錢幾年就回國
養老。因此，若有真實理由申請庇護
，為了確保拿到工卡，請務必聘請專
業律師；若毫無理由申請庇護，要想
移民美國請選擇其他途徑，千萬不要
弄虛作假、來美國騙吃騙喝。善良的
美國人終於覺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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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策是不讓庇護申請人再拿工卡了嗎新政策是不讓庇護申請人再拿工卡了嗎？？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中國城8號高速公
路邊，與豐建偉醫生的 「黃金心臟中心」 同棟
內的 「黃金享尊醫療中心」 的內科醫生，糖尿
病專家梁敏醫生自開業以來，頗獲好評。凡給
她看過病的病人咸認為她看病極為仔細，很有
耐心，開出的藥方很有效力，是不可多得的好
醫生。梁敏醫生，福建醫科大學醫學系內分泌
專業碩士學位和血液病博士學位。內科受訓於
德州大學蓋文斯頓醫學院，曾在美國糖尿病中
心（Diabetes America )從事臨床治療工作，具
有豐富的臨床經驗。梁敏醫生的診所可作體檢
，包括VIP體驗，年度體檢，婦科體檢，學生體
檢，過敏原檢測。還主治糖尿病，肥胖病，高
血壓，高血脂，以及其它普通內科疾病，並提
供針灸和遠程醫療。

粱敏醫師本週給大家介紹一種新型的減肥
藥，對糖尿病、高血壓造成成年的肥胖患者及
減少心血管不良事件, 極具功效。梁敏醫生表示
：

肥胖是一種慢性病, 它已成為當今社會嚴重
的醫療問題和社會問題。 在美國， 大約每3人
中就有1個人患肥胖癥 （obesity)--體重指數

(BMI)在30 kg/m2 以上， 另外30% 的 人群 患
有體重過重 (overweight)-BMI在 25-30 kg/m2
之間。肥胖通常是導致高血脂癥、2型糖尿病、
脂肪肝、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和癌癥等疾病的
高危因素，每年全球因此而死亡的人數大概有
300 萬。

如果您有體重問題，就需要定制一個長期
的健康飲食計劃 和運動計劃。但是如果靠飲食
和運動，體重減輕仍不明顯，您可以和您的醫
生商量使用處方級的減肥藥。

今天給大家介紹一種新型的減肥藥-liraglu-
tide，商品名-Saxenda。小劑量的liraglutide 用
於治療2型糖尿病，它的商品名 victoza。Lira-
glutide 是一種人胰高糖素樣肽-1（GLP-1）類
似物，由諾和諾德公司開發，2009年7月於歐
州首次上市，2010 年在美國上市，用於治療2
型糖尿病。2014年12月 liraglutide獲得美國食
品藥物監督管理局（FDA）的批準，作為長期
減肥藥物在美國上市，適用於BMI≥30kg/m2或
BMI≥27kg/m2 伴有肥胖相關並發癥如糖尿病或
高血壓的成年肥胖患者。

數個臨床試驗結果都證明了liraglutide 作為

減肥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其中包括 對3731
名 BMI ≥ 30 kg/m2（或 BMI ≥ 27 kg/m2 伴有
血脂異常或高血壓）的非糖尿病患者的為期56
周、隨機、雙盲、對照研究, 結果顯示在治療第
56 周，治療組患者體重平均減輕 8.4±7.3 kg，
而安慰劑組患者體重平均減輕 2.8±6.5 kg；治
療組和安慰劑組體重減輕 ≥ 5% 的患者比例分
別為 63.2% 和 27.1%，體重減輕 ≥ 10% 的患
者比例分別為 33.1% 和 10.6%。該藥物常見不
良反應包括輕、中度惡心和腹瀉。

最近的一項臨床試驗研究還證明了Liraglu-
tide具有減少心血管不良事件（中風，心梗，心
血管死亡）的風險，成為一種具有明確心血管
獲益的藥物。這是其它的減肥藥不具備的。它
是一種皮下註射劑，一天註射一次。與其它的
藥物一樣，Liraglutide也有使用的適應癥和禁忌
癥；需要在醫生的指導下應用。

梁敏醫師主持的 「黃金享尊醫療中心」 的
地 址 ， ： 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102,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
713-595-9000

「「黃金享尊醫療中心黃金享尊醫療中心」」 內科醫生內科醫生// 糖尿病專家梁敏醫生糖尿病專家梁敏醫生
介紹一種新型減肥藥介紹一種新型減肥藥，，具有減少中風具有減少中風、、心梗心梗，，心血管死亡風險心血管死亡風險

圖為內科醫生圖為內科醫生 // 糖尿病專家梁敏醫生糖尿病專家梁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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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醫生專頁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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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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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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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讓我今天晚上可以與諸位，

一同參加韓友惠牧師夫婦線上歡送會。

從韓牧師履新西南國語教會，我認

識他們夫婦已經十年了。記得那天潘政喜

牧師陪著韓牧師與我品茗、享受點心，我

們有美好的交流，他請我為他禱告和隨時

賜教，足見他的謙卑和尊敬長者的心志。

他説他願意在西南國語教會事奉十年，現

在足十年了，韓牧師遵守他的諾言，憑信

心、藉上帝的引導前往凱地拓展新的福音

事工，足見他們夫婦是對誠信的福音伙伴。

成功的男人，後面有位偉大的女人！

韓師母，雖然與你見面、談話的機會不

多，深信你在背後必全心全意、捨己、擺

上為主、同心與韓牧師同行直到如令，如

令你又迎接新挑戰，你確實是箴言卅一章

所言的才德的「師母」，以你為傲！

聽見西南國語教會會眾的分享、依

依不捨的嘉言，可見韓牧師在你們當中辛

勞的牧養、按時分䊡、訓練栽培、轉導指

引，並不徒然，在開花結果途中！

弟兄姊妹日後只要開車卅分鐘，又可

以凱地重逢，同心敬拜主。祈望你們在後

方支援、代禱，共證上帝奇妙的作為！我

衷心為你們和韓牧師夫婦感恩，是主的恩

典，可以分享我的心意！ 

事，聖靈每天與你們同在，得人如得魚，

福音廣傳！做更多的事，榮耀主！

 杜長柄伯伯：祝福韓牧師、師毌更多

的榮耀主！祈禱上帝為牧師加增力量和－

切的供應！阿們！

葉步湧：祝福韓牧師師母，帶領著神

的恩典，走進Katy，帶著神的恩典滿有力

量的進入新的福音工場，擴展神的國度，

在傳福音的路上繼續有上帝的恩典和從神

而來的屬天的智慧和能力，廣傳福音，榮

耀歸給神！

杜倪榮伯母：願神賜福給韓牧師一

家，有聰明智慧來牧養新的羊群。不論

順境或逆境，都蒙神看顧保守。在Katy地
區，因神的名廣傳福音，萬人都蒙恩得

救。傳遍那地方成為神的燈枱，吸引眾人

信主。榮耀歸給三ㄧ真神。阿們！

程憲平姐妹：韓牧師你好！知道你馬

上要離開西南國語教會，真感依依不捨！

好在你還在休斯頓，我們可以繼續保持聯

繫。

在過去的日子裡，無論是禮拜天的主

日，還是在和平團契的聚會中，我都能看

到你和你家人的身影，還能聽到你激動人

心的講道，讓我受益匪淺！尤其是在2016
年11月18日在韓牧師和另兩位弟兄和姐妹

的幫助和帶領下，讓我了解並接受了主耶

穌的救恩。

在這些日子裡我有較多機會學習主的

話語，按聖經的旨意更新心意，做神喜悅

的兒女。在此衷心祝你和全家按照神所期

待的，心時時歸向祂，按主所喜悅的道路

行走，一定會蒙神的祝福！

林淑華姐妹：天上的阿爸父啊！愛我

們的主耶穌！我們感謝讚美祢，求祢記念

韓牧師，他就要離開西南國語教會，我們

是非常的捨不得，這些年來他為了牧養神

的羊群，他不知辛苦的奔波勞碌，給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韓牧師信心滿滿，大膽

的在神面前按手禱告，求神醫治弟兄姐

妹，很多弟兄姐妹的病被神醫治，我就是

其中之一。我的手臂因著車禍受傷，痛了

幾十年，藉著韓牧師信心的禱告，神醫治

了我。感謝神藉著韓牧師彰顯神醫治的大

能！願榮耀歸給神！

韓牧師順服神的引領，去拓展新的

事工，傳福音給未信之人，求神潔淨那

地，保守那地，帶領更多人認識救恩，歸

向神。神會印證祂的話語“在沙漠開江

河”。我們都會為韓牧師禱告，求聖靈引

領他前面的每一步，榮耀主耶穌的名。

求神祝福韓牧師身體健康，家庭和

睦！感謝讚美主！禱告奉靠主耶穌寶貴的

聖名求！阿門！

朱敏：韓牧師、韓師母：願那在曠野

與腓利同在的聖靈，今天同樣帶領你們在

Katy，走遍那地方，在各處宣傳福音，作

神所喜悅的工。相信聖靈每天都會與你們

同在，供應你們各樣的需要，也相信你們

的日子如何，你們的力量也必如何，因為

這是神的一個偉大的應許，祂必成就！

唐一美：韓牧師，韓師母，你在寫字

枱上紅色灑金的紙條上， 寫下「至於我和

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
下) 以明心跡。只要能秉持此種心志， 堅
持下去， 加上愛神愛人的心，必蒙神的祝

福及保護。

也特別感謝過去十年，你在我們中間

的忠心 服事， 及對會友們愛心的付出。

特送上我們的祝福：「 保護你的是耶

和華；耶和華在你的右邊蔭庇你。 白日，

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耶

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

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

你，從今時直到永遠。」（詩121:5-8）
韓謝秀容 師母致謝：謝謝同工們精心

的安排給我們一份特別的驚喜，也謝謝大

家的祝福！相信有你們的支持與代禱，我

們就能夠帶著神的恩典，滿有力量地進入

新的福音工場來擴展神的國度。也真是求

神帶領西南國語教會的同工們及眾弟兄姐

妹能夠一起同心合意地來興旺主的福音，

讓西南國語教會能夠成為周圍社區的祝

福。

空中歡送會
6 - 2 7 ( 周 六 ) 

7:30pm我們西南國

語教會有為韓友惠

牧師師母舉辦空中

驚喜歡送會，筆者

邀請梁德舜牧師(休士頓浸信會退休牧師

/馬來西亞華人)，Randy鄭牧師(台灣來美

多年，宣教士退休，教會支持鄭牧師近26
年，目前在北加州神學院進修第三年)邀他

們兩位牧師擔任神祕特別佳賓，也帶給韓

牧師師母與教友們許多驚喜與鼓勵。溫馨

感人的歡送會由古秉勳，劉華華，孔莉三

位精心策劃製作，也感謝35位弟兄姐妹們

踴躍上線分享，彼此鼓勵，榮神益人。摘

錄弟兄姐妹們暨長輩對韓牧師的祝福和感

謝：

周藝萍王建民：感謝韓牧師師母來我

們教會十年，盡心、盡力、忠心、謙卑事

奉。

求主賜福他們日後在Katy, Richmond開
拓福音工場，領人歸主，建立基督教會。

謝謝秉勲弟兄、華華姐妹和孔莉姐妹

精心安排給韓牧師、師母的空中歡送會！

劉華華：感謝韓牧師來我們教會十

年，我上他的主日學課程、三福佈道，從

作學生聽道，到學習實習去做個人談道佈

道，現在擔任主日學老師，是一步一步學

習。

孔莉：十年前韓牧師來我們教會，在

我生病時，韓牧師師母帶著 女兒暨美食來

探訪我，鼓勵我再次興起喜樂事奉主。

吳生玉：感謝韓牧師關心孔莉和我們

吳家兩家人，無論是在北京或是在休士

頓，有時韓牧師在線上為我們在北京親友

關心禱告醫治。感謝韓牧師。

吳晚霞／劉世鍵：感謝韓牧師，我

（世鍵）生病，腳作手術，他5:30AM來

載我去醫院，直到等我做完手術又載我回

家，我們都感激他的愛心。

郭大衛：感謝韓牧師十年在我們教會

事奉，特別八年前家父罹患巴金森氏症，

韓牧師常來探訪，關心長輩也為家父母施

聖餐，特別家父在疫情期間去世，韓牧

師愛心幫忙主領喪禮，甚至陪同我去至

College Station安葬家父，求主紀念他所

做的，也求主賜福韓牧師師母前面當走的

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林楊琦媽媽：約書亞記1:9《我豈沒有

吩咐你麽？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

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

你的 神必與你同在。》

韓牧師要藉著禱告打開將要服侍的那

城，神要照著應許賜給他得救的人，不是

靠著能力，而是神的應許。藉著禱告，一

定要多禱告。

韓牧師要記住神在啟示錄中，對七個

教會提出的四個重點：1.稱讚，2.責備，

3.勸告，4.應許。

在服侍中，多禱告尋求神的心意，不

迎合人，只做合神心意的事。

鄭國嘉阿姨：看到韓牧師成長了很

多，講道越來越有進步，有神的恩膏。從

講道中能感受到韓牧師跟主的關係越來越

親密。

周曉峰伯母：韓牧師為人謙卑，和

藹，對我很關心。韓牧師牧會講道都很

好，很捨不得他走。

願神帶領他，帶領更多人信主，在這

個特別的時候，讓更多人看到盼望！

祝韓牧師和師母及家人身體健康，有

平安喜樂！

吳陳慧媽媽：相信每件事情都有神的

旨意和帶領，相信神會祝福韓牧師新的事

工。我會在每天的禱告中記念韓牧師的事

工。

任德威（任伯母）：願神帶領韓牧師

前面服侍的道路，願神祝福韓牧師的事

工，並保守全家人的身體健康！

董文染伯伯：感謝韓牧師十年來對我

們的關愛，真是一位好牧師，一對賢伉

儷，求神保守韓牧師順利拓展新事工。

黃標洛伯伯：願神帶領韓牧師前面服

侍的道路，願神祝福韓牧師的事工，並保

守全家人的身體健康！

蘇鏡波伯伯：感謝韓牧師對我們的照

顧，真的很捨不得他離開，但神對他有新

的帶領，祝福韓牧師的事工，祝他和家人

都身體健康！

不想在網上發聲，但想說幾句感謝的

話語。

鄭莪峰：得人如得魚。福音廣傳！

小喬：感謝牧師和師母在教會服事多

年，恩典滿滿，感謝牧師為Katy廣傳福音

努力，榮耀歸給神！

小伍：謝謝韓牧師和師母在教會這麼

多年的服事。祝福你們全家。祝福牧師，

師母在傳福音的路上継續有上帝的恩典和

從神而來屬天的智慧與能力！

許秀梅：祝福韓牧師師母，在聖靈的

帶領你走進Katy，宣傳福音作神所喜悅的

韓友惠牧師，師母全家福。

主內親愛的弟兄姐妹：

平安！

轉眼間來到西南國語教會已有十年多

的時間，而這十年也是我們全家人從不穩定

到穩定的過程，這個過程從人來說是一個比

較艱難的日子，然而因著有你們的陪伴讓我

們很平順地走過來。我們要感謝神的恩典，

也謝謝大家在主裡的關愛、支持與代禱。

記得我們剛到休士頓的時候是正綱兄

與麗虹姐接待我們，記得當時我們因為捨不

得把已開封的奶粉扔掉，結果開箱之後，發

現奶粉已撒滿整箱的衣服。當時已是深夜，

然而他們還是忙著幫我們一起清理。

當時也是因為弟兄姐妹在我們來之

前，為我們找到合適的居所，並幫我們張

羅、預備生活所需用品，使我們來到教會

後，很快就可以入住並且能夠進入正常的生

活。因 Lisa 當時與我們同住一個公寓，自

然少不了她的關心與幫助！

我們到教會的時候，我們家老二差不

多才十個月大，等她差不多要上小學的時

候，我們家又添了老三，之後我（秀容）開

始五年的神學院裝備。所以其時這十年來，

我們更多的是接收到教會弟兄姐妹而來的

關愛。

記得當我們家老三要出生了的時候，

是陳師母，Angela ，還有各個團契的負責

人：藝萍、麗虹、蓬蘭、孔莉、史陽輝、宜

媛等姐妹們組織弟兄姐妹，並為我們張羅一

個全教會性、溫馨的 Baby shower。當我們

搬到 Katy 新家的時候，也是藝萍、史陽輝、

蓬蘭等幫我們籌備了一切，讓我們很順利地

開放家庭來接待大家。

記得 2012 年我（友惠）的按牧典禮，

也是眾同工花了許多的時間策劃、安排並預

備所有的一切，使整個的按牧典禮非常隆

重、順利地進行。

求主記念您們在主里的辛勞。

十年來，在我們的生命、家庭及事奉

中經歷了許多高山與低谷，感恩有大家一路

致西南國語教會感恩信

的陪伴，與我們一同歡笑，一同哭泣。十年

來這所有一切點點滴滴都歷歷在目。而許許

多多的事情我們無法一一地講述，也無法在

這裡一一地提到那些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

但您們所作的一切我們都會記在心上，也求

神記念並報答您們默默無聞愛心的付出。在

這裡我們祝願大家一生都常在神豐富的恩

典與祝福中，也祝願我們每個人都能用我們

的一生來愛我們的主，一生來事奉榮耀祂！

根據信義會的規定已離職的牧師，不

能再影響原來服事的教會，所以我們會根據

信義會的要求，從今天開始，我們會從教會

所有的微信群里退出來，但是我們還是會保

留個人的微信。大家如果有任何代禱的事

情，可以隨時地聯繫我們，我們可以在主裡

彼此代禱。如果用電話聯繫我們的話，請打

我們的手機，因為家裡的電話已不能用。

主同在！

                 主內  韓友惠，謝秀容  敬上

給韓友惠牧師師母的祝福 ◎梁德舜牧師

感謝神的恩典，帶領韓牧師和師母在

西南國語教會10年的歲月中，盡心竭力的

牧養和服事，共同見証神的恩典與大能！

韓牧師因順服神的旨意及呼召，六月

㡳在本教會的服事告一段落，將展開  神預

備給他新的旅程！我們深信，神會繼續帶

領他，在新的禾場中， 升起祂自己重用的

器皿，大大的使用韓牧師，對民行謙卑 、 
好憐恤的心，開啓福音和事奉的門！

在這裡謹代表西南國語教會，獻上弟

兄姊妹們滿滿的祝福！讓我們奔走在屬天

的道路上時，相互扶持！更在每天的禱告

中，彼此記念，感恩，及數算神的恩典！

提摩太前書一章十二節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

穌 ， 因祂以我有忠心 ， 派我服事祂。」

求神親自帶領韓牧師、韓師母前面服

事的道路，並且在一切事上豐富供應！在

新的階段的服事當中，領受聖靈的恩膏和

大能，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如鷹展翅上

騰！在神的愛中，傳揚真理，影響衆多人

的生命，成為衆教會合一的祝福！

◎劉華華韓友惠牧師 - 感恩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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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一场大型招聘会在江汉大

学校园举办，这是疫情发生后武汉举办

的首场高校毕业生专场线下招聘会。武

汉市人社部门从报名企业中遴选了80多

家企业参加，专门招聘高校毕业生。

五月二十八日，求职者在济南人才

市场参加现场招聘活动。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强调

“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千方百

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就业”成为

热词，多次出现。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中国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的

好消息陆续传出，允许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延缴所得税等助企纾困的政策相

继落实，多地明确把就业放在“六稳”

“六保”工作首位，千方百计保就业，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些，都让包括

海归在内的众多求职者心中有了更多底

气。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

国际经济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国外一些

企业岗位招聘需求出现了断崖式萎缩，

有的公司已开始裁员。受此影响，一些

应届留学生的求职计划也随之调整。值

得注意的是，今年国内高校毕业生达874

万人，人数再创新高。面对这个局面，

海归的就业压力如何破解？

春季招聘战线拉长

“我很早就关注了春招，但疫情影响

之下，我之前关注过的公司有的开始更改

自己的招聘计划。”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姜颖曾感慨，对于应届毕业海归来说，

今年的确要拿出比往年更有竞争力的求职

表现，才能获得心仪的职位。

姜颖即将完成在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

斯大学传播学专业的学习，毕业以后回

上海发展是很早之前就已做出的决定。

自身专业在国内拥有广阔的就业前

景、作为独生子女能在父母身边陪伴照

顾……这些都是姜颖综合考量的因素。

与此同时，面向留学生的归国落户政策

，亦是她国内求职时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留学生服务体系运行机制

不断完善，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吸引留

学人员回国工作所提供的配套

服务与保障，让海归实实在在

地感受到了政策实惠。

为了赶上春招，找到更适

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姜颖投了

不少简历，在线参与了一些笔

试与面试，但寻找理想职位之

路并不容易。“今年春招给我

的整体感觉是战线长、受疫情

影响明显、招聘节奏较慢。”

还有一些她之前曾心仪过的公

司，在疫情发生后调整了招聘

计划，以技术岗为主，与姜颖

专业不符，她只能继续耐心寻

找。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就业”是关注热点，姜颖

也早已注意到国家“稳就业”

“保就业”的政策扶持不断落

地，这让她对于求职有了更多

信心。“我要打起精神，重新

物色工作!”电话那头，姜颖

声音中充满坚定，“压力确实

有，但我也做好了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

，只要硬实力过关，相信一定会找到满

意的工作。”

“云服务”打通求职渠道

在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攻

读信息系统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路

晨，同样也是今年毕业。她原本计划

在美国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然而，随

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在综合考

虑疫情可能给自己求职带来的影响后

，路晨改变了原有计划，于 4月底回

国。

“一方面，安全问题是我必须考

虑的，而国内对于疫情的防控强于国

外；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美国一

些企业的复工复产时间表还在延迟，

这也确实给求职造成了困难。”路晨

说，她虽然人在海外，但一直关注着

国内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恢复运行的

一系列政策支持“组合拳”。思考再

三，路晨决定放弃毕业后在美国实习

，而是回国找份实习工作，边积累经

验边求职。

为稳定和扩大就业，各地出台了不

少政策实招，向毕业生提供就业支持。

各地人社部门将求职招聘、专项服务、

失业登记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事项由线

下转至线上；许多学校巧用新媒体渠道

搭建本校“云求职”平台，为广大毕业

生求职“保驾护航”；用人单位开展一

系列“线上春招”，云招聘、云求职、

云服务成为主流。相关招聘机构所发布

的数据显示，仅在春节假期后2月3日—

13日期间，求职者使用平台内提供的“视

频面试”功能次数较2019年秋招旺季首周

就增长超20倍。而根据《2020春节后求职

情况调研》的数据，除关注企业经营情况

是否受影响外，近三成职场人关注企业是

否有启动视频面试的计划。

线上招聘不停歇、就业服务不打烊

，这也打通了像路晨这样的海归的求职

之路。路晨坦言，过程比想象中简单，

在国内几个求职App上投递简历后，她

现在已经找到心仪的实习岗位，准备入

职。

“没想到会这么顺利!我投简历的时

候已是春招末，但仍有不少岗位在慢慢

放开。”路晨如是说。

“国内的工作环境令人心安。我入

职实习的单位，要求员工每天上班时要

测量体温，在食堂里也要求保持距离，

分散就餐。大家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

下逐渐返岗复工，一切井然有序。”工

作环境安全、发展方向符合自身预期，

路晨感慨，幸亏几月前自己当机立断做

出了回国选择，“这个决定做对了!”

回国发展瞄准朝阳产业

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早期教育专

业的安娅，去年1月在美找到了一份实

习工作，成为哈佛幼儿园的一名早教老

师。

“一开始找这个实习，是想感受美

国的早教模式，体验工作环境并积累实

践经验。可如今因为疫情影响，我们只

能居家线上办公。”对于早教而言，线

下面对面的教学无疑对积累经验来说效

果更好，线上办公让实践经验的积累大

打折扣，这令安娅颇感无奈。

在安娅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一些行

业在逐渐解封，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乐

观，“我不知道要在家待到什么时候。

虽然目前居家工作有工资，但园长说只

会给到6月底，因为现在的情况下家长

已经不交学费了。”

原本就曾犹豫过是否回国发展的她

，下定决心等8月送走自己的毕业班之

后就回国，把自己学到的早教理念和实

践经验带回去。

“我一直在关注国内的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情况，中国的疫情防控到位、

措施出台及时，还有那么多最美‘逆行

者’，让我感受到了祖国强大的凝聚力

，我真的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安娅语气中满是自豪。

在她看来，国内的早教行业是一个

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对于一些国际知

名的幼教理念体系正处于探索阶段，尚

未普及，这让安娅看到了其中的发展潜

力。她想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更多的中

国孩子从中受益。

疫情宅家的日子里，安娅还与同事

一起做公众号，做公益的教育理念普及

、介绍儿童心理发展的早教知识。同时

，她也想尽快了解国内早期教育的工作

环境，做好准备工作，积累经验，为回

国工作或创业做铺垫。

求职，且听海归如是说

国内毕业生攀升至834万，海归人

数突破60万

毕业人数增长，扩招的企业却寥寥

无几

面对秋招，不少同学吐槽：

“HR质问我的学校是野鸡大学？？

”

“别人研究生都是2年，你怎么是1

年半？”

“本科能去的公司，硕士居然过不

了？”

“群面像白菜一样被人挑挑拣拣”

……

回国以为很抢手，结果被踩到土里

近两年，国内媒体总爱报道：名校

海归花百万留学，回国月薪仅1500。国

内海归就业大趋势不容乐观，从国内疯

传的校招招鄙视链可以看出，海归往往

被企业HR放在选择链的最底层：

985研究生 > 985本科生 > 北美研

究生 > 北美本科 > 英国本科 > 英国

研究生 > 澳洲研究生 > 澳洲本科

emmm...虽然主页君对此鄙视链并不

认同，但是求职难，这个问题已是很多

海归的共识。

近期，小编也在后台收到很多海归

同学的诉苦：

@美国硕士Emma

没想到回国后找工作居然会四处碰

壁；原以为 找个上万元的工作是底线，

但投了无数简历后发现， 仅靠留学文凭

在招聘市场上根本吃不开。

@英国硕士Ava

留学回国之后，找工作确实不容易，

我就 在家当了3个月的‘海待’。后来通

过朋友内推，进入上海的一家企业。

@美国本硕Edward

挤着地铁上下班，领着4000的薪水

，收入还比不上高中时考上三本的同学

，我开始怀疑自己放弃国内名校去留学

的选择是否正确。

其实，类似他们这样求职经历的海

归大有人在。把留学当镀金轻松溜一圈

回国的“洗澡蟹”式海归，在激烈的竞

争中面临淘汰。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百万留学

，月薪4000”的故事，最终也成了不少

人的现实。

但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很多留学

生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根据Boss直聘发

布的2019海归就业报告显示：超过4成

海归年薪 15W+，海归就业起薪 8K至

1.2W，超过国内应届生30%。

而且从海归期望薪酬分布图上看，

2019年应届海归期望薪酬在5K以下和

1.5W以上占比，和去年相比逐渐降低，

侧面反映出留学生整体自我认知更为清

晰，对招聘市场岗位价值判断步调更为

一致。

为了让留学生对国内求职有更清晰

的认知，主页君希望大家借此，静下心

来剖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通过扬长避

短的方式，更加“风光”和“高薪”的

回国就业。

海归回国求职现状大揭秘

众多海归在选择回国求职后，往往

面临着一系列国内HR“来自灵魂的审判

”：

仅有普通文凭，缺乏技术与经验的

“小海归”竞争力明显较弱，但比例明

显偏高有名校过硬文凭或多年实际工作

经历的“大海归”则处于人才金字塔塔

尖“去光环化”倒逼留学从“镀金”转

为“炼金”留学生专业扎堆，与国内人

才需求出现错配

想要正确应对HR的审判，更重要的

是认清现在海归的现状：

容易错过名企校招季

国内企业一般在9月开始进行秋招

，一直持续到11月中下旬。这个阶段招

聘企业的数量和质量相当高。而海归一

般的毕业时间大多数是6月，少部分是

12月等。哪怕6月毕业的一般也不会立

即回国，这就是所谓的错过校园招聘。

虽然容易错过秋招，还有一种选择

：2月底-4月中旬的春招，不过参与人数

多岗位少，所以想在春招找个好的工作

是比较困难的。在求职时间上，海归就

处于劣势了。

缺乏相关工作经历

大部分人在留学期间缺乏对未来的

清晰规划，所以在大学期间只顾着努力

提高自己的GPA和综合素质，不清楚相

关工作经验在求职中的重要性。

和北清复交相比，海归处于劣势

国内学生有地利之势，国内企业对

他们更加了解。特别是清北复交的学生

，国内HR普遍认为从吃苦能力、薪资水

平、长期稳定性上要比海归强。

国内HR只认名校

海内外的信息差和课程设置不同，

国内的HR压根儿没法判断一个海归的含

金量，所以大多时候国内HR只认海外名

校。

对自身没有明确的定位

要对自身的学校、实习经历和校园

经历等方面正确定位，切勿期望值定的

太高，否则会导致求职困难，以发展的

眼光来对待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千万别

一方面吃不下苦，另一方面放不下脸。

面试官：60万海归回国，我凭什么要录用你？

尽管早已经意识到一张海外毕业文凭

，对于自己在国内找工作的帮助有限，但

是张浩（化名）还是低估了今年找工作的

艰难。

他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硕士毕业生，

2018年3月入学，专业方向是金融和市场

营销。一开始，他准备留在澳洲，但发现

很难找到工作之后，张浩于今年2、3月份

转投国内的工作岗位。

“我三月初就开始在国内找工作，一

直到现在都没有offer，投了一百多家企业

了，回应得很少，基本只有银行理我。”

张浩说，他目前感觉挺焦虑。

对于海外留学生来说，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一些人惯用的“国外找不到

再找国内工作”的策略，今年几乎失效了

。

他们该如何应对新的局面？

消失的实习岗位

从高中时就在美国读书、顺利考入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李俊（化名），在

临近毕业的时候，被疫情“撞了一下腰”

。他学的是商科，今年大四毕业，由于是

家中生意的接班人，李俊本来不用担忧找

工作的问题。

然而令他挠头的是，他在美国实习的

项目却都被取消了。

“因为我这个学期很有空，本来打算

一边做实习项目，一边完成学业，然后我

暑假的时候再继续工作，大概半年的时间

，累积一点经验再回国。”李俊说。

为此，他广泛投简历，筛选学校项目

，并去找教授拿推荐信。“我在一门课上

拿了A，跟教授关系还可以，我那时候就

去找他拿了推荐信，正常来说我们学校的

老师还比较有声望，所以美国这边其实找

实习是不太难的。”

但是，疫情一来，他在美国找了两个

实习项目都黄了。另外找到的一个实习项

目，却是远程的，他觉得意义不大，也放

弃了。

李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对

工作比较看重以后的发展、公司和项目怎

么样。“给我一个薪水蛮高，但是不能提

升我自己的工作，我就不会去了。”

目前，李俊找工作的时候，做得比较

多的是供应链管理、渠道分销，还有商业

分析、市场分析等，但他更期望有机会可

以接触项目经理的岗位，但这个得回国去

发展。

但是，李俊也清醒认识到，这次疫情

也影响了国内的环境。他表示，留学生不

能再戴着光环看自己。

“留学生标签没有以前那么好用了，

以前可能随便是个留学生，哪怕实力很差

劲，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现在的话，

可能该优秀的还是优秀，差劲的可能就没

有以前那么多的机会。”

他表示，周围有不少留学生的朋友，

去游戏公司做运营、做策划，甚至有些就

是做销售，肯定跟自己原来的理想选择有

差距。

“慢半拍”和“赶上了”

李俊是幸运的，因为他并不需要过多

考虑钱的问题，但是张浩却需要更现实考

虑工作的问题。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经想

留在澳大利亚，2019年8月份开始，他去

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和一些招聘会寻找机

会，但是都没后文，然后他就将目标投向

国内。然而，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国外

找不到回国找”的策略却并不太奏效。

张浩表示，他很想从事金融行业，银

行、证券机构的相关岗位，薪资最好能过

万，但是找工作的道路出乎意料的艰难。

“我在国外的大学是今年四月份才拿

到毕业证，去年十二月份结业的就很尴尬

，只能跑今年的春招，但疫情影响找工作

不容易，估计还要继续跑今年的秋招。但

是今年秋招又有很多2021届的学生，很多

岗位基本上也只会面向2021届，我又是

2020届的，这种情况在留学生群体里还挺

普遍的，跟我一起毕业的同学很多都还在

找工作，竞争非常激烈。”他说。

他已经清醒认识到这一局面，表示一

方面，很多行业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国

际贸易、服务业、旅游业等，工资待遇可

能也会降低。为此，张浩一方面调整了找

工作的计划，决定找不限于与自己专业相

关的岗位，哪怕是销售都可以。此外，他

还将参加省考和一些事业单位的考试。

“今年我的很多留学生朋友都不打算

在国外发展，一个朋友行李都还在澳洲，

但现在回不去了，就准备在国内继续找工

作了。”张浩说。

和张浩“慢半拍”相比，一早决定

在国内工作的徐军（化名），则已经

手握几个工作机会。他同样在澳大利

亚念书，就读商业硕士。他的毕业时

点比张浩好：2018年3月入学，2019年

10月结业，12月毕业。”他告诉21世

纪经济报道记者，想从事一些数据分

析 研 究 的 中 后 台 工 作 ， 目 标 年 薪

15w-20w左右，最好可以落户口。

谈起早早签订了合同，徐军有几分庆

幸：他参加了去年秋招，已经签约公司，

目前等待入职中。“疫情确实有影响，肯

定大部分人会更倾向稳定类的国企央企工

作，不会趋向选择中小企业、创业型公司

。之前有朋友签的上海律师事务所，疫情

之下工资缩水一半，一万变五千。”

他表示，虽然已经找完工作了，但还

是认为，即使是海归硕士，找工作的难度

也在加大。尤其是一些有“毕业时差”的

海外留学生，由于在春天才毕业，不少人

刚开始找工作。

海归学子艰难求职路
消失的实习岗、国外留不下国内慢半拍

不管有没有深造的必要，很多人都想

出国去看看，对于学生们来说，留学是一

个既能开拓眼界还能给学历镀金的渠道

——

有的同学，觉得如果不出国，会很遗

憾；

有的同学，决心通过出国，实现求职

跨越，得到TOP级别的OFFER；

有的同学，还没想好，不如出去看看

吧。

海归优势正在缩水，给你几个靠谱的

建议

然而，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出

国留学后的求职路并没有想象的好走。

前些日子，“留学6年底薪两千”的

话题引起热议，虽然深扒背景后会发现，

这只是个案，故事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因

素在里边。

但是，海归优势正在缩水也是不争的

事实。

“10年前在人才市场，海归人才招聘

会都设在贵宾室，留学生是抢手货；现在

，留学生也要跟国内大学应届生一样，要

参加企业招聘会。”

更有一些HR直言：现在海归研究生

还不如985高校本科生。

“有的海归，英语水平还不英语四级

的”一位刚刚面试完海归的HR吐槽。

如果说个别的言论不足以有说服力的

话，这里有一份“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

份调查，数据显示：超过5成的留学生归国

后的第一份工资月薪低于8000元。虽然，

看着也还不错啦，但比较一下学费，就不

会这么淡定啦。

——为好优姐姐的分析——

看了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信息，会不会

更加无所适从呢？为好优辅导的同学中，

有不少亲们有出国的打算，当然也有不少

出国回来求职的。所以，今天这篇推送，

力求不偏不倚，展示真实的情况给你。

第一， 大多数校招公司对海归和本土

应届生一视同仁，偏爱留学生的是少数行

业。

偏爱留学生的行业有哪些呢？一个是

英语教育方面的，比如新东方、英孚教育

等，另外涉外的金融行业，比如花旗银行

，海归学历背景的员工占比90%以上。

另外，咨询/四大/快消这几个行业，过

去还比较偏爱留学生，会更愿意相信留学

生的国际思维、英语能力，而现在这几大

行业也越来越一视同仁了。

第二， 留学生归国求职，会面对的不

利情况有哪些？

1.求职中的“时差”问题：

国外大学的毕业季与国内不同，求职

的节奏也不一样，如果对归国求职的状态

过于乐观、缺乏对国内校招的紧迫感，往

往会导致错过最佳求职季。

比如，有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先收

拾东西回到老家，然后在老家见见朋友，吃

一吃家乡的味道，两个月过去了，再想找工

作，往往校招就过去了，你当然可以用社会

招聘渠道，然而，你并没有工作经验。

2.实习经历的“认可度”问题：

如果能在国外跨国大品牌的地方实习

还好；如果只是在某个一般的公司实习过

，国内的企业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就会不

太有利。

同时，为好优姐姐也见过很多海归，

在国外读书期间，由于学习本身语言就费

劲儿，空余时间一点实习经历都没有的。

这也很难有求职优势。

3.语言上的期望值问题：

一方面，很多留学生在国外却尽可能

呆在母语环境，英语口语勉强过关，因为

并不考级，专业语言真的很难拿得出手；

另一方面，国内的英语教育水平在显

著提升，而且各种考证压力下，很多优秀

的同学，英语水平确实很好：我们辅导的

一位林业大学的英语专业女生说，面试毕

马威的时候，英语水平甚至秒杀留学生。

4.对留学生的偏见，特别是本科就出

去的。

知乎上有个帖子，HR评价本科就出去

的留学生是：不接地气+不自量力。他说

——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一家国际机构

邀请我去介绍中国的女性发展情况，我在讲

述中介绍到“堂兄”“居委会”这样的词。

然后一位女孩忽闪着大眼睛问我：堂兄是什

么?居委会是什么？她的汉语很流利，我还

以为是华裔。后来一聊才知道，原来是17岁

就出国读高中了。其实，如果17岁就出去，

我是理解的，于是我耐心的解释这两个词的

汉语意义。但是HR要招聘的是员工，他会

介意你的知识结构和适应能力。

第三，给留学生的求职建议。

基于以上的分析，留学生归国求职确

实并不简单，当然，为好优姐姐不是专门

黑留学生的，所以，在文章的结尾部分，

有几个实用的建议：

1、在国外，尽量争取实习机会。如果

在国外，就有不错的实习经历，那么回国

通常能很好的证明自己的努力和靠谱程度

。

2、在时间上，尽早的关注秋招海归渠

道。再次强调，秋招越来越早，你要在8月

初就关注各大公司的秋招信息。幸运的是

，现在大公司都有海外专场，给海归的网

申、笔试专门渠道，千万盯紧啦，不要你

还在恍惚，时间就过去了。

3、在语言上，如果你是海归，你外语

真的要好。如果在相应的外语上露怯，那

就特别容易被批评，很难洗白了。

4、在求职领域上，如果你并没有特别

的规划，可以关注更倾向于接受海归的行

业和岗位：比如英语教育、国际金融汇兑

、贸易、国际猎头公司，还有一些传统的

外企优势也仍然有的。

最后，不管有什么样的热点案例、有

什么样的数据统计，人们还是要过自己的

日子。所以，最近辅导的几位妹子，有想

要出国的，也有即将归国的，作为为好优

姐姐，我们的态度还是很积极认可和支持

的，世界这么大，出去看看也挺好的。

海归优势正在缩水，给你几个靠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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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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