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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電視15.3
的《生活》已經開播9年了，壹直是美
南電視臺的重頭節目，《生活》節目每
月分為幾個主題，其中的《生活》、
《大嘴吃四方》、《味全小廚房》等節
目在休斯敦家喻戶曉。為了讓節目與時
俱進，《生活》節目去年八月起開始逐
步改版，從9月9日起隔周推出《三個
女人壹臺戲》，每期三個女人侃閑篇聊
八卦，各種輕松私密的女性話題......節
目主持人黃梅子同時也是《生活》節目
總制片人，《三個女人壹臺戲》借鑒鳳
凰衛視中文臺的《鏘鏘三人行》節目，
不過《三個女人壹臺戲》的主持人和兩
位嘉賓均為女性，節目形式是無主題閒
談式節目，但內容有時事、社會、美容
減肥、愛情家庭、育兒時尚等，參加節

目的兩位嘉賓聘請休斯敦有壹定知名度
及學識豐富、有獨特見解的女性，由於
主持和嘉賓見聞廣博，學識豐富，現場
氣氛輕松愉快，三位美女如同閨中密友
般無話不說，各抒己見，不追求問題答
案的“正論”而是“俗人閑話”，融匯
信息傳播、制造樂趣，主持人與兩位嘉
賓在閨中密談的氣氛中以個性化的表達
，交流自由觀點，呈現生活體驗，不掩
飾真實性情，所以談者津津樂道，聽者
樂趣橫生。

今年由於新冠疫情禁足，所以大家
不能到演播室相聚。從3月到9月壹直
都在重播老版的《三個女人壹臺戲》，
很多觀眾壹直在問，什麼時候能看到新
的《三個女人壹臺戲》？現在有壹個好
消息告訴大家，《三個女人壹臺戲》從

10月起新戲回歸了，本期嘉賓是龍學天
下中文學校校長王榕和Camcast華人銷
售代表古嘉敏小姐，想看黃梅子和另外
兩個女人唱的哪壹出戲？

請今晚11月7日晚7:30鎖住美南電
視15.3頻道，收看《三個女人壹臺戲》
，重播時間為周日上午9:30-10點，周
壹晚8點，周二下午1:30。

您也可以在手機上同步收看，請至
APP Store下載Southern News Group, 下
載好以後點擊進去首頁，再點擊STV就
可以同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了。

網上收看請進去youtube頻道，搜
索STV15.3 Houston Life，然後點擊“訂
閱Subscribe”，以後就能隨時收到訂閱
提醒，收看到新《三個女人壹臺戲》了
。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1515..33《《三個女人壹臺戲三個女人壹臺戲》》
新戲回歸新戲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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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歡迎李著華臉書粉絲團加入李著華個人微信帳號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

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今年的大選除了總統選戰外今年的大選除了總統選戰外,, 國會選舉也非常國會選舉也非常
令人重視令人重視。。國會除眾議院國會除眾議院435435席全部改選外席全部改選外,,參議院參議院
的三分之一席位也要改選的三分之一席位也要改選,, 在改選的在改選的3535位參議員中位參議員中
有有2323位是共和黨籍位是共和黨籍,,1212位是民主黨籍位是民主黨籍，，目前參議院目前參議院
國會生態是共和黨比民主黨多國會生態是共和黨比民主黨多55席席,, 所以在這次改所以在這次改
選中選中,,民主黨除了要力保原來的民主黨除了要力保原來的1212個席次外個席次外，，還要多還要多
贏贏44個席才可以變天個席才可以變天,,使國會從紅色變為藍色使國會從紅色變為藍色，，難度難度
不小不小,, 但有機會達成但有機會達成！！

在這次兩黨最激戰的幾個州裡在這次兩黨最激戰的幾個州裡,,以南卡羅來納州以南卡羅來納州
最扣人心弦最扣人心弦,, 因為現任的林賽因為現任的林賽··格雷厄姆是三連任格雷厄姆是三連任

的資深參議員的資深參議員,, 原本他的選情非常穩固原本他的選情非常穩固,,
但受到川普施政的牽累但受到川普施政的牽累，，使他的威望大使他的威望大
減減，，而且他的政治立場從最初嚴厲批評而且他的政治立場從最初嚴厲批評
川普轉為對川普最堅定的捍衛川普轉為對川普最堅定的捍衛，，使溫和使溫和
派共和黨人對格雷厄姆感到失望派共和黨人對格雷厄姆感到失望,, 在共在共
和黨選民中他也從原先九成支持度銳減和黨選民中他也從原先九成支持度銳減
為七成為七成,, 這對他是相當大的警訊這對他是相當大的警訊,, 加上他加上他
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做出雙重標準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做出雙重標準
的決定使他誠信破產的決定使他誠信破產,, 也是他參選的致也是他參選的致
命傷命傷。。

而在民主黨方面而在民主黨方面,,今年則出現了一匹今年則出現了一匹
銳不可擋的大黑馬傑米銳不可擋的大黑馬傑米··哈里森哈里森,, 這位才這位才
4444歲的非洲裔政壇新秀擁有耶魯與喬治歲的非洲裔政壇新秀擁有耶魯與喬治
城大學的法學學位城大學的法學學位,,初出茅廬的他竟創下初出茅廬的他竟創下
一個季度競選籌款達到一個季度競選籌款達到57005700萬美元的美萬美元的美
國歷史紀錄國歷史紀錄.. 根據參選法則根據參選法則,, 選前籌款經選前籌款經
費往往與選舉中的選票成正比費往往與選舉中的選票成正比，，所以從所以從
這方面的數據來看這方面的數據來看,, 傑米傑米··哈里森已佔了哈里森已佔了
優勢優勢,, 目前他與格雷厄姆的民調不相上目前他與格雷厄姆的民調不相上
下下，，最後兩週兩人還可火拼一陣最後兩週兩人還可火拼一陣。。

依循幾十年來的大選我們可以發現依循幾十年來的大選我們可以發現::願意支持願意支持
來自不同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和參議院候選人的美來自不同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和參議院候選人的美
國選民越來越少國選民越來越少，，這種不願意進行分裂投票的做這種不願意進行分裂投票的做
法法，，使得參議院候選人在那些預計選票將壓倒性支使得參議院候選人在那些預計選票將壓倒性支
持反對黨總統候選人的州更難獲勝持反對黨總統候選人的州更難獲勝，，現在川普的氣現在川普的氣
勢與民調都與拜登有兩位數差距勢與民調都與拜登有兩位數差距，，除非在最後最關除非在最後最關
鍵時刻有非常震撼的鍵時刻有非常震撼的””十月驚奇十月驚奇””而使搖擺州翻盤而使搖擺州翻盤,,
否則這次大選似乎已經底定了否則這次大選似乎已經底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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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難民之歌 SONG OF REFUGEES
following the grey cloudsfollowing the grey clouds
(neither white nor black)(neither white nor black)
a flock of tired feeta flock of tired feet
each dragging a bleeding hearteach dragging a bleeding heart
drift from one countrydrift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to another
in search of a shelterin search of a shelter
that has not yet been torn apartthat has not yet been torn apart
by hatredby hatred
and bombsand bombs

隨着一片片

不白不黑的灰雲

這群疲憊的腳

各自拖著一個滴血的心

從一個國家

流浪到另一個國家

尋覓一個

還沒被仇恨與炸彈

炸碎的家園

““我的爸爸是朱利安尼我的爸爸是朱利安尼,, 但請你們把票投給但請你們把票投給
喬拜登喬拜登!!””這是川普總統親近的智囊前紐約市長這是川普總統親近的智囊前紐約市長
的女兒對選民的呼籲的女兒對選民的呼籲。。川普的另一位資深顧問川普的另一位資深顧問
康葳的女兒也發推文威脅自己的母親一定要離康葳的女兒也發推文威脅自己的母親一定要離
開川普開川普,,否則將斷絕母女關係否則將斷絕母女關係。。此外此外，，還有一批離還有一批離
開白宮的高官集體在開白宮的高官集體在CNNCNN揭露川普的霸道與揭露川普的霸道與
偽善偽善,, 川普為勝選連任川普為勝選連任,, 已無所不用其極已無所不用其極,,他已把他已把
這場大選打成一場沒有格調這場大選打成一場沒有格調，，沒有良心的大選沒有良心的大選!!
選舉原本是最珍貴的民主資產選舉原本是最珍貴的民主資產,, 但觀察這一次但觀察這一次
大選大選,, 已讓人對民主失去信心與信仰已讓人對民主失去信心與信仰,,看看川普看看川普
這幾天乘坐總統專機帶著才感染病毒的女祕書這幾天乘坐總統專機帶著才感染病毒的女祕書
到各城市造勢幕款到各城市造勢幕款,,瘋狂行徑不敢恭維瘋狂行徑不敢恭維，，當每天當每天
還有五萬人感染新冠還有五萬人感染新冠，，並已有並已有2222萬美國人被奪萬美國人被奪
走生命走生命,, 全美有全美有4848州疫情蓄勢復發之際州疫情蓄勢復發之際,,我們的我們的

CDCCDC 疾病管制預防中心竟疾病管制預防中心竟
眼睜睜看著總統公然違反法眼睜睜看著總統公然違反法
規規,,並讓那些不戴口罩並讓那些不戴口罩，，不保不保
持社交距離的盲目川粉置於持社交距離的盲目川粉置於
感染險境感染險境，，難道難道CDCCDC沒有失沒有失
職嗎職嗎！！法律與秩序只是川普法律與秩序只是川普
的口頭禪的口頭禪，，在他領導下美國在他領導下美國
家已沒有了章法家已沒有了章法！！

因為選舉因為選舉,,川普把民調落川普把民調落
後嫁禍於他人後嫁禍於他人,, 他怪罪他怪罪””中國中國
病毒病毒””,, 他怪罪福奇他怪罪福奇,, 公然污公然污
蔑廣受人尊敬的福西和其他蔑廣受人尊敬的福西和其他
傳染病公衛專家為白痴傳染病公衛專家為白痴，，但但
真正的白癡是誰真正的白癡是誰,, 難道美國難道美國
人不知道嗎人不知道嗎？？

有一位年輕男子昨天爬有一位年輕男子昨天爬
上芝加哥市中心區高聳雲霄上芝加哥市中心區高聳雲霄
的川普大樓的川普大樓,, 他用繩索將自他用繩索將自

己懸掛在空中己懸掛在空中,,要脅在大選之前與川普對話要脅在大選之前與川普對話,, 否否
則將割斷繩子自殺則將割斷繩子自殺,, 結果他在空中懸吊了結果他在空中懸吊了1313個個
小時小時,,這棟大樓的主人川普根本不予理會這棟大樓的主人川普根本不予理會，”，”死死
諫諫””對於一個巳喪失良心的人而言根本毫無意對於一個巳喪失良心的人而言根本毫無意
義義!!

川普這兩天的言論荒腔走板川普這兩天的言論荒腔走板,,他忽而說自己他忽而說自己
將輸掉選舉將輸掉選舉，，將離開美國將離開美國,, 忽而他又說他贏定忽而他又說他贏定
了了,, 自己勝券在握自己勝券在握,,反正輸贏都是他自己在說反正輸贏都是他自己在說,,但但
決定輸贏的並不是他決定輸贏的並不是他,,而是選民而是選民，，至於選民用選至於選民用選
票所做出來的輸贏又要由川普來決定承不承票所做出來的輸贏又要由川普來決定承不承
認認，，這真是一場離經叛道這真是一場離經叛道,,沒有良心的大選沒有良心的大選，，選舉選舉
已不再讓美國偉大已不再讓美國偉大，，真的值得我們去深思真的值得我們去深思!!

舉足輕重的宗教領袖舉足輕重的宗教領袖----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在紀錄片在紀錄片FrancescoFrancesco中表示同性伴侶應獲得民事中表示同性伴侶應獲得民事
結合法律之保障結合法律之保障，，他明確表達支持同性戀人組他明確表達支持同性戀人組
織家庭的權利織家庭的權利，，他的主張標誌著教庭對同性戀他的主張標誌著教庭對同性戀
立場的歷史性重大轉變立場的歷史性重大轉變,,各界褒貶皆有各界褒貶皆有，，我個人我個人
認為以教宗的高度認為以教宗的高度,,對於這樣具有紛爭的問題表對於這樣具有紛爭的問題表
態並不睿智態並不睿智,, 必將折損他的領導威望必將折損他的領導威望。。

傳統天主教教義所認定的婚姻模式是傳統天主教教義所認定的婚姻模式是““一一
男一女之間的結合男一女之間的結合”，”，雖然美國最高法院認定同雖然美國最高法院認定同
性婚姻是合法的性婚姻是合法的,,但那純粹是從法律與人權的觀但那純粹是從法律與人權的觀
點來判決點來判決,, 並未考慮到道德並未考慮到道德，，也沒有宗教的考也沒有宗教的考
量量,, 這些年來天主教對同性戀所持的觀點是這些年來天主教對同性戀所持的觀點是:: 具具
有同性戀有同性戀””傾向傾向””並不為過並不為過，，但同性戀但同性戀””行為行為””則則

是犯罪是犯罪，，所以天主教會尊重同所以天主教會尊重同
性戀者性戀者，，但反對同性婚姻但反對同性婚姻,, 從從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教皇本篤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教皇本篤
十六世都一直保守著這樣堅定十六世都一直保守著這樣堅定
的立場的立場,,但自從方濟各上任後但自從方濟各上任後
以悲天憫人的宗教大愛以悲天憫人的宗教大愛,,允許允許
同性戀者上教堂同性戀者上教堂,,正因為他的正因為他的
寬容態度而讓寬容態度而讓””小眾小眾””天主教徒天主教徒
成為同性戀者成為同性戀者,, 引來引來””大眾大眾””天天
主教徒的不滿主教徒的不滿,, 加上多地天主加上多地天主
教會相繼爆發高層神職人員性教會相繼爆發高層神職人員性
侵醜聞更令人髮指侵醜聞更令人髮指,,據統計自據統計自
4040年代以來年代以來，，僅賓州三百多名僅賓州三百多名
天主教牧師就性侵了上千名兒天主教牧師就性侵了上千名兒
童童，，那是天主教會的大災難那是天主教會的大災難,,
為此方濟各曾向全世界天主教為此方濟各曾向全世界天主教
徒公開贖罪徒公開贖罪，，承認罪行承認罪行，，但他在但他在
嚴譴神父暴行為外嚴譴神父暴行為外，，卻未見懲卻未見懲
罰行動罰行動。。

方濟各並非法律專家方濟各並非法律專家，，也非政治學家也非政治學家，，或經或經
濟學家濟學家，，他只是一位宗教家他只是一位宗教家,,是全世界十二億天是全世界十二億天
主教徒的神父主教徒的神父，，他首要身份是一位牧師他首要身份是一位牧師，，對於世對於世
俗紛擾不應該介入太深俗紛擾不應該介入太深,,此番挺同志言論很可能此番挺同志言論很可能
影響世界關於同性伴侶法律地位的爭辯影響世界關於同性伴侶法律地位的爭辯，，讓主讓主
教們不安教們不安，，他們擔心同性戀羣體結合會威脅到他們擔心同性戀羣體結合會威脅到
教會的團結教會的團結。。

教宗最近對新冠肺炎疫情表達了真誠的關教宗最近對新冠肺炎疫情表達了真誠的關
心心,, 他說他說COVID-COVID-1919給世界帶來災難給世界帶來災難，，也給世界也給世界
提供了一個重新調整堅持更古老的價值觀的機提供了一個重新調整堅持更古老的價值觀的機
會會::讓我們重拾家庭讓我們重拾家庭、、感激和同情感激和同情。。
是的是的，，我們所期待的教宗就是具有這樣崇高的我們所期待的教宗就是具有這樣崇高的
愛與關懷的教宗愛與關懷的教宗！！

美國總統大選只剩美國總統大選只剩1212天天,, 這場堪稱美國歷史這場堪稱美國歷史
上變數最多的選舉雖然在全國民調方面拜登大上變數最多的選舉雖然在全國民調方面拜登大
幅度領先川普幅度領先川普,,但真正決定兩人勝負關鍵的搖但真正決定兩人勝負關鍵的搖
擺州依然在勝負誤差範圍內擺州依然在勝負誤差範圍內,,所以最後所以最後1212天將天將
是關鍵決戰時刻是關鍵決戰時刻,,其中以佛州戰場特別重要其中以佛州戰場特別重要,, 根根
據過去據過去5050年的歷史年的歷史,, 凡贏得佛州者必贏得大選凡贏得佛州者必贏得大選,,
今年應該也如此今年應該也如此。。

佛州擁有佛州擁有2929張選舉人票張選舉人票,, 僅比加州的僅比加州的5555張張
與德州的與德州的3939張略少一籌張略少一籌，，目前加州已篤定被拜目前加州已篤定被拜
登贏得登贏得，，德州則由川普居優勢德州則由川普居優勢，，所以佛州成為成所以佛州成為成
敗關鍵敗關鍵,, 千禧年小布希就是因為重新計票小贏千禧年小布希就是因為重新計票小贏
高爾高爾537537票而得天下票而得天下,, 20082008年歐巴馬在贏下佛年歐巴馬在贏下佛
州後也贏了白宮州後也贏了白宮,, 四年前川普在佛州以四年前川普在佛州以11%%的差的差
距險勝希拉蕊距險勝希拉蕊，，所以儘管他在全美輸了所以儘管他在全美輸了300300萬萬

票票，，卻因為贏了選舉人票拿下總統卻因為贏了選舉人票拿下總統
寶座寶座！！

川普知道佛州重要川普知道佛州重要,, 幾年前就幾年前就
已設籍佛州已設籍佛州,, 稱佛州是他的家鄉稱佛州是他的家鄉,,
這次他感染新冠後復出造勢第一這次他感染新冠後復出造勢第一
站就選定佛州站就選定佛州,, 儘管福奇批評他在儘管福奇批評他在
不斷增加冠狀病毒之際舉行競選不斷增加冠狀病毒之際舉行競選
集會是自找麻煩集會是自找麻煩,, 但川普毫不以為但川普毫不以為
意意,,他對支持者說他對支持者說，，他想給他們一個他想給他們一個
大大的吻大大的吻，，他攻擊拜登他攻擊拜登,,把股市增把股市增
長長、、太空部隊建立以及成功任命兩太空部隊建立以及成功任命兩
位保守最高法院法官視為重大成位保守最高法院法官視為重大成
就就,, 但卻絕口不提因鼓勵州長羅但卻絕口不提因鼓勵州長羅
恩恩··狄桑蒂斯提早開放佛州經濟而狄桑蒂斯提早開放佛州經濟而
造成造成 11..55 萬人死亡的悲劇萬人死亡的悲劇！！現場狂現場狂
熱支持者似乎對冠狀病毒也不在熱支持者似乎對冠狀病毒也不在

意意,,川普競選團隊志工在佛州各大小城市盡全川普競選團隊志工在佛州各大小城市盡全
力助選力助選，，挨家接戶敲門拜票挨家接戶敲門拜票，，這是拜登陣營所做這是拜登陣營所做
不到的不到的。。

不過拜登有媒體大亨彭博拔刀相助不過拜登有媒體大亨彭博拔刀相助,, 以一以一
億美元在佛州打選戰億美元在佛州打選戰,, 文宣廣告深植人心文宣廣告深植人心,,拜登拜登
副手賀錦麗也多次南下佛州副手賀錦麗也多次南下佛州,, 氣勢相當不錯氣勢相當不錯,,今今
年佛州新登記選民踴躍年佛州新登記選民踴躍,, 530530萬人支持共和黨萬人支持共和黨,,
比支持民主黨的比支持民主黨的517517萬人多萬人多，，支持兩黨的人數支持兩黨的人數
在伯仲之間在伯仲之間,, 根據根據 Real Clear PoliticsReal Clear Politics 平均民調平均民調
顯示顯示，，拜登只領先了拜登只領先了 33..77%,%, 如果川普能在佛州如果川普能在佛州
翻盤翻盤,, 就能連任成功就能連任成功，，一切還要看未來一切還要看未來1010天是天是
否有新情勢轉變否有新情勢轉變,, 所以選舉尚難預料所以選舉尚難預料！！

《《紐約郵報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New York Post)以斗大的標題以斗大的標題””
拜登私密電郵拜登私密電郵””獨家刊出總統候選人喬獨家刊出總統候選人喬··拜登的拜登的
兒子亨特兒子亨特··拜登涉嫌收受外國公司不當利益以換拜登涉嫌收受外國公司不當利益以換
取其父在擔任副總統時的政治特權取其父在擔任副總統時的政治特權,, 結果推特與結果推特與
臉書都拒絕在他們的平台上鏈接這一則新聞臉書都拒絕在他們的平台上鏈接這一則新聞,,
CNN,ABCCNN,ABC與與NBCNBC以及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以及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
等主流媒體都視而不見等主流媒體都視而不見,,不予發佈與報導不予發佈與報導，，這個現這個現
象非常奇特象非常奇特,, 照理說這是一條爆炸性的照理說這是一條爆炸性的””十月驚十月驚
奇奇””特大新聞特大新聞,, 為何諸多主流媒體卻噤聲不語呢為何諸多主流媒體卻噤聲不語呢??

美國是新聞高度自由的國度美國是新聞高度自由的國度,, 所謂的所謂的””自由自由””
包括了發佈與不發佈任何一則新聞的自主權力包括了發佈與不發佈任何一則新聞的自主權力,,
換句話說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媒體都可以獨立自主決定是任何一個媒體都可以獨立自主決定是
否要或不要刊登或播放任何一則新聞否要或不要刊登或播放任何一則新聞,, 所以在這所以在這
樣的準原下樣的準原下,, 上述這些媒體的作為與不作為都沒上述這些媒體的作為與不作為都沒

有錯有錯,, 因為讀者因為讀者、、聽眾與觀眾會自己做判斷來決聽眾與觀眾會自己做判斷來決
定是否接受他們的作法定是否接受他們的作法,, 因此媒體自律就變得非因此媒體自律就變得非
常重要常重要,, 甚至比新聞自由還重要甚至比新聞自由還重要!!

我對我對《《紐約郵報紐約郵報》》這則新聞非常不以為然這則新聞非常不以為然,, 因因
為他們的大標題就大錯特錯為他們的大標題就大錯特錯,, 什麼叫什麼叫 ””拜登私密拜登私密
電郵電郵””？？明明他們所揭露的是拜登兒子的私密電明明他們所揭露的是拜登兒子的私密電
郵郵,, 為何不加上他兒子的名字呢為何不加上他兒子的名字呢！？！？那顯然有誤導那顯然有誤導
讀者之嫌讀者之嫌,, 他們想先用標題來醜化拜登他們想先用標題來醜化拜登,, 更何況更何況
他們說這些郵件的獲得是來自於德拉華州一家他們說這些郵件的獲得是來自於德拉華州一家
電腦修理廠沒有被人認領的筆記本電腦電腦修理廠沒有被人認領的筆記本電腦，，裡面的裡面的
內容包括了拜登兒子涉貪內容包括了拜登兒子涉貪、、涉毒與涉黃的電子郵涉毒與涉黃的電子郵
件與視頻件與視頻,, 該報還說那家電腦修理廠曾多次連絡該報還說那家電腦修理廠曾多次連絡
送修者卻不回覆取回送修者卻不回覆取回,, 這樣的說詞與內容荒誕不這樣的說詞與內容荒誕不
經經,, 拜登的兒子如果愚蠢到那樣的地步拜登的兒子如果愚蠢到那樣的地步,, 那他的那他的
老爸就不會是拜登老爸就不會是拜登,, 他會把大批不利己的筆記型他會把大批不利己的筆記型
電腦留在修理店不拿回來電腦留在修理店不拿回來？？這根本是不通的邏這根本是不通的邏
輯輯！！

推特和臉書因為是一個廣受歡迎的公眾平台推特和臉書因為是一個廣受歡迎的公眾平台，，
他們有自己審理的規律他們有自己審理的規律,, 禁止分享鏈接包含由電禁止分享鏈接包含由電
腦駭客所獲取的私人信息內容腦駭客所獲取的私人信息內容,, 尤其現在大選期尤其現在大選期
間各種虛假新聞彌漫間各種虛假新聞彌漫,, 所以這兩家平台採取了更所以這兩家平台採取了更
積極行動以遏制與選舉有關的虛假聲明和操縱積極行動以遏制與選舉有關的虛假聲明和操縱
行為的信息傳播行為的信息傳播,, 以避免重蹈以避免重蹈20162016年俄羅斯侵入年俄羅斯侵入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網站竊取希拉蕊的電子郵件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網站竊取希拉蕊的電子郵件
而造成希拉蕊慘敗的覆轍而造成希拉蕊慘敗的覆轍。。

川普現在猛烈批評推特和臉書川普現在猛烈批評推特和臉書，，並指責社交並指責社交
網絡壓制了保守主義觀點的傳播網絡壓制了保守主義觀點的傳播,, 這顯非事實這顯非事實,,
媒體的自律絕不等於新聞自由的壓制媒體的自律絕不等於新聞自由的壓制，，與其放任與其放任
假新聞散播假新聞散播,, 還不如管制新聞品質來得重要呢還不如管制新聞品質來得重要呢！！

往年這個時候往年這個時候，，正是我們關注瑞典皇家科學院正是我們關注瑞典皇家科學院
公佈諾貝爾獎公佈諾貝爾獎(Nobel Prize)(Nobel Prize)得獎人的時刻得獎人的時刻,, 但是但是
今年很不尋常今年很不尋常,, 由於深受新冠肺炎與美國大選影由於深受新冠肺炎與美國大選影
響響,, 媒體的焦點都在這兩方面上媒體的焦點都在這兩方面上，，以致於諾貝爾以致於諾貝爾
獎被奚落了獎被奚落了,, 相當令人遺憾相當令人遺憾。。

諾貝爾獎一向被公認為全世界所有學術與人諾貝爾獎一向被公認為全世界所有學術與人
文領域最權威文領域最權威，，最有聲望的獎項最有聲望的獎項,,今年的獎項包括今年的獎項包括
物理學物理學、、化學化學、、生理醫學生理醫學、、文學與經濟學獎共有十文學與經濟學獎共有十
一人獲得一人獲得,, 而單獨由挪威議會所評選的和平獎則而單獨由挪威議會所評選的和平獎則
由世界糧食計劃署獲得由世界糧食計劃署獲得,, 淘汰了極右派國會議員淘汰了極右派國會議員
提名的川普總統提名的川普總統,, 這也不出乎意料這也不出乎意料。。

特別值得一書的是特別值得一書的是,,在今年獲獎精英在今年獲獎精英
中中,, 竟有一名猶太詩人竟有一名猶太詩人、、一名猶太經濟一名猶太經濟
學家和三名猶太背景的科學家學家和三名猶太背景的科學家，，在諾在諾
貝爾獎歷史上總共有貝爾獎歷史上總共有900900多位獲獎者多位獲獎者，，
其中至少有其中至少有208208位是猶太裔位是猶太裔，，該裔拿走該裔拿走
了了2020%%的化學獎的化學獎、、2525%%的物理獎的物理獎、、2727%%的的
生理與醫學獎以及生理與醫學獎以及 4141%%的經濟學獎的經濟學獎,,
猶太族裔出類拔萃無庸置疑猶太族裔出類拔萃無庸置疑，，而今年而今年
新增數據又為這一成就增添一筆新增數據又為這一成就增添一筆,,除了除了
Paul MilgromPaul Milgrom獲經濟學獎外獲經濟學獎外,,奧爾特因奧爾特因
在丙型肝炎方面的研究而獲得了醫學在丙型肝炎方面的研究而獲得了醫學
獎獎,,安德烈安德烈··蓋斯和羅傑蓋斯和羅傑··彭羅斯爵士因彭羅斯爵士因
在黑洞方面研究獲得物理學獎在黑洞方面研究獲得物理學獎，，麻州麻州
桂冠詩人桂冠詩人 Louise GluckLouise Gluck 則以新詩獲得則以新詩獲得
文學獎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原本是頒發給那些窮諾貝爾文學獎原本是頒發給那些窮
一生之力從事於文學一生之力從事於文學、、文化或文字工文化或文字工
作的文人作的文人，，他們絕多為默默無聞做研他們絕多為默默無聞做研

究究、、追求文字藝術和美學的作家學者追求文字藝術和美學的作家學者，，但近些年但近些年
改變了評審方向改變了評審方向,, 四年前第一次把文學獎頒給了四年前第一次把文學獎頒給了
一個從事歌詞與音譜創作的藝人鮑勃一個從事歌詞與音譜創作的藝人鮑勃··迪倫迪倫，，迪迪
倫是的歌詞歌曲極具創意倫是的歌詞歌曲極具創意，，詩意無窮詩意無窮,, 而今年文而今年文
學獎得主學獎得主GluckGluck也是新詩的高手也是新詩的高手,, 她的作品並非她的作品並非
長篇累牘長篇累牘,, 而是深含人生哲理的精湛短詩而是深含人生哲理的精湛短詩。。

這些年來諾貝爾獎越來越接地氣這些年來諾貝爾獎越來越接地氣，，獲獎人大多獲獎人大多
是走出知識象牙塔外是走出知識象牙塔外，，以實驗方法印證高深學術以實驗方法印證高深學術
理論的學者與文人理論的學者與文人，，他們都是在學術他們都是在學術、、人文人文、、政政
經經、、科技與各行各業出類拔萃的精英科技與各行各業出類拔萃的精英,, 所以諾貝所以諾貝
爾獎非常值得禮讚與肯定爾獎非常值得禮讚與肯定,,不應該被我們遺落不應該被我們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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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秋冬由于天气变化，我们的身体很

容易不适，尤其是肺部，时不时的感冒

咳嗽，让人头疼不已。当我们肺部不适

，去医院时，可能大多数常常听到医生

说的这一句话“少吃发物”。

所以生活中生病时不能吃发物，已

经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常识那你知道为

什么不能吃发物吗？有哪些是属于发物

吗？

老一辈口中的发物，究竟是什么？

中医说的「发物」，并没有明确的

界定。所谓「发」，是激发、诱发的意

思，发物能够诱发某些疾病或症状。具

体来说，食用某种食物，可能由原来没

病变成有病；原来有病的，或致旧病复

发。

例如，感冒中的人通常不建议吃鸡

肉、鸡蛋等食物，对感冒的人来说，鸡

肉、鸡蛋就是发物。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鸡肉、鸡蛋一定是发物。对于不感冒

的人来说，鸡肉、鸡蛋有着丰富的营养

物质，是日常的营养补给品，未必是发

物。

如何知道吃的食物是不是发物？

要看食物的性味以及食用的季节。

例如羊肉，在冬天吃有温补的作用

，而在夏天吃，很多人就容易上火，对

这部分人来说，羊肉就是发物。

要看食物是否会引起疾病。

例如有些人吃虾蟹容易引起过敏，

对这些人来说，虾蟹就是发物。

要看自己的体质。

例如雪梨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滋养降

火的水果，但对于体质虚寒的人来说，

雪梨性味偏凉，是一种冷积发物。

发物分为哪几种？

发热之物

温热、辛辣易助热生火的食物：葱

、生姜、韭菜、胡椒、羊肉、狗肉等。

生热发物本身阳气较旺，容易上火

。在阳气旺盛的夏季，普遍人都不建议

食用，阳气上亢、阴虚内热者尤甚；但

对于脾胃虚寒者来说，生热发物是绝佳

的温补食物，特别是在冬季，有助阳的

作用，可适当补充。

冷积发物

寒凉，容易损伤人体阳气的食物：

西瓜、柿子、冰糕、冬瓜、四季豆、莴

笋等。

冷积发物性味偏凉，对于脾胃虚寒

者来说，容易加重虚寒症状，引起脾胃

不适，应当少吃；对阴虚内热者却是绝

佳的降火良方，特别是在夏季。

湿热发物

影响脾胃运化，助湿化热的食物：

糯米、芋头等。

湿热发物对于多数人来说，都不适

宜多吃，脾胃虚弱者、痰湿体质者尤甚

。这种食物较难消化，多食容易引起湿

滞和脾胃不适；但对于中气不足的虚弱

人群，这类食物却有一定的补气作用。

气滞发物

滞涩阻气的食物：豆类、薯类、油

腻食品、油糕、莲子等。

气滞发物容易引发气机不通畅，特

别是对于脾胃虚弱者，容易导致消化不

良、腹胀、没胃口；但对体虚者来说，

这类食物却有非常好的滋养作用，特别

是久病、产后、老年虚弱者。

动血发物

伤络动血的食物：辣椒、狗肉、桂

圆、白酒等。

动血发物吃多了容易生风动血、上火

，阴虚实热者、身上长疮、发炎者需要戒

口；动血发物对于一些体寒者有一定的温

补作用，但不建议作为食疗方式。

动风发物

生风的食物：海鲜、鱼、虾、蟹、

鸡蛋等。

海鲜过敏的人有很多，误食容易引

发身体出疹等各种过敏症状；但对于不

过敏的人来说，这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

，是良好的营养物。

光敏性食物

容易引起日光性皮炎的食物：莴苣

、茴香、苋菜、荠菜、香菜等。日光照

射后皮肤易损伤者不宜多食。这些食物

不大量食用不会出现不良反应，但过敏

体质人群要少吃。

发物的范围其实很广泛，几乎涉及

大家日常饮食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

是：发物并非百害无利的，临床上也常

利用发物的催发或诱发作用治疗某些疾

病，如麻疹初期，疹透不畅，食用蘑菇

、竹笋等，可助其透发、缩短病程。又

如多食海腥发物可催发牛痘等。

而我们需要的是合理地进食，而不

是盲目地禁食。如果医生特别叮嘱不要

吃某些食物就不要吃，如果没有特别叮

嘱的就可以吃。

生病不能吃发物，什么食物才算发物呢？

生活中，关于糖的食物处处可见。

汤圆、绿豆汤、红豆粥、乌梅白糖

汤……这些食物，都离不开糖。

那么，加入食物的这些糖到底是白

糖、红糖、冰糖还是饴糖？它们是怎么

来的，在作用上有哪些区别？又适合哪

类人群食用？我们一起来探个究竟吧。

糖是怎么来的？

大家熟悉的白糖、冰糖、红糖，其

实是一种天然产品，主要来源于这两种

植物：甘蔗和甜菜。

据说，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糖是从

甘蔗中提取出来，再通过各种加工制造

，变成超市中看到的最终产品。

而生活中接触不多的饴糖，则是以

玉米、大麦、小麦、粟为原料制造而成

。

因此，由于原料不同、制作方法不

同，不同种类的糖在功效上也有差别。

红糖：暖胃驱寒

正常情况下，红糖是由甘蔗经过榨

汁、浓缩而成，缺少高度的精炼，所以

保留了许多的微量元素，比如铁、锌、

锰等，在营养成分上会更加丰富，对人

的身体好处也会更多。

红糖的原料——甘蔗属于甘寒，但

经过小火慢熬浓缩，使其失去寒性，红

糖也变得“甘温”，具有暖胃驱寒、散

寒止痛，化瘀生津的作用。

女性经期、小孩在外面受寒，或者

淋雨受凉了，喝一碗浓浓的红糖水，可

以活血化瘀、缓解气血不足、温暖中焦

脾胃，再也不会害怕寒邪来袭。

白糖：清肺润燥

白糖并不陌生，通常如细沙一般，

用于日常烹饪中，它是蔗糖经过溶解、

去杂质，以及多次结晶提炼出来。但也

正是因为高度提炼，白糖几乎没有微量

元素，营养上不及红糖。

不过，白糖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

糖度能达到99.6%以上，只要添加少量

的白糖，就能有大量红糖的效果，在一

定的程度上能大大提高效率。

而且在中医上，白糖性质甘、寒，

具有补脾生津、舒肝和中、清肺润燥的

功效，可以利咽喉、解酒毒。

冰糖：和胃润燥

冰糖和白糖的区别在于工艺，它是

由白糖重结晶炼制形成的，由于结晶的

样子就像冰晶一样，所以叫冰糖。

冰糖的糖度能达到99.9%，比白糖

更甜，而且不容易变质，利于储存。

和红糖相反，冰糖是凉性的，适合

春天和秋天吃，可避免上火，而红糖适

合夏天和冬天吃。

《本草纲目》中记载冰糖味甘，性

平，归肺、脾经，具有止咳化痰、和胃

润燥、补中益气的功效，而且滋补之力

更强，炖雪梨润肺的时候经常用到冰糖

。

饴糖：补虚养血

饴糖属于淀粉糖，它也是一味传统

中药，味甘、性微温，具有化胃气，补

脾精，生津又养血的作用。

日常中因体质虚弱导致的腹部疼痛

，可以用饴糖泡下水喝。孩子出现咳嗽

症状的话，也可以用饴糖蒸馒头吃。

值得注意的是，饴糖容易滋腻碍脾

，助生湿热，小孩老人不能经常吃，痰

热体质的人也要注意。

吃糖要适量，过多是危害

虽然糖好处多多，但并不代表可以

无限制吃糖。

糖的危害一直被“隐藏”，除了具

有上瘾性，就像烟草和酒精一样，如果

糖瘾犯了，就会不断找糖食吃，还会给

身体带来巨大的伤害。

一旦长期摄入糖，它就会在机体内

转化为脂肪，久而久之，加上其他不良

的生活习惯、饮食方式等，人就会长胖

，体重蹭蹭蹭往上涨。

当然，这个危害只是“冰山一角”

，之后皮肤加速衰老、骨质开始疏松、

其他营养的吸收变慢、人们罹患肥胖、

二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龋齿等危

险就会接踵而来。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每人每日食用

糖量的上限应该在50克，最好保持不超

过25克。糖虽然很甜，但适量吃才是最

重要。

红糖、冰糖、白糖……
功效各不同，会吃的人身体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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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1111月月33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現場採訪哈里斯縣設在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現場採訪哈里斯縣設在NRG ArenaNRG Arena體育館的計票中體育館的計票中
心心，，並與哈里斯縣書記官辦公室社區外聯協調人芮久玟並與哈里斯縣書記官辦公室社區外聯協調人芮久玟(JoAnne Ray)(JoAnne Ray)合影合影。。今年大選哈今年大選哈
里斯縣華裔選民註冊超過里斯縣華裔選民註冊超過44萬萬88千人千人，，比比20162016年多年多22萬人萬人，，芮久玟芮久玟(JoAnne Ray)(JoAnne Ray)辛勤耕耘辛勤耕耘
，，功不可沒功不可沒。。

MS Texas Eileen DongMS Texas Eileen Dong主持的主持的HOPE PYX GlobalHOPE PYX Global萬聖節不忘做慈善活動萬聖節不忘做慈善活動，，特別接受曾在德州特別接受曾在德州
牛仔節獲得過牛仔節獲得過20182018大滿貫冠軍大滿貫冠軍、、20182018的的Scholastic Art CompetitionScholastic Art Competition大賽金獎的小畫家大賽金獎的小畫家EmilioEmilio
RecioRecio特別創作的天使肖像畫中特別創作的天使肖像畫中Eileen DongEileen Dong身後的蝴蝶類似於倖存者的康復歷程身後的蝴蝶類似於倖存者的康復歷程，，反映她反映她
堅持與家庭暴力堅持與家庭暴力，，人口販運和性虐待作鬥爭的事人口販運和性虐待作鬥爭的事，，直到每個人都有自由直到每個人都有自由。。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3131日日，，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五週主題為萬聖節之夜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五週主題為萬聖節之夜(All Hallows Eve)(All Hallows Eve)，，休斯休斯
敦八雅歌舞美麗的舞蹈家何芙蓉敦八雅歌舞美麗的舞蹈家何芙蓉(Grace)(Grace)身穿五彩艷麗的盛裝身穿五彩艷麗的盛裝，，帶著口罩前往體驗極具帶著口罩前往體驗極具
西方特色的藝術文化西方特色的藝術文化。。今年今年1010月月33日至日至1111月月2929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德州文德州文
藝復興節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們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藝復興節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們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能參與的世界上最大能參與的世界上最大
的文藝復興節活動的文藝復興節活動，，今年因應疫情會強制戴口罩今年因應疫情會強制戴口罩，，限制進園人數限制進園人數，，在各處頻繁持續消在各處頻繁持續消
毒毒，，設立設立COVIDCOVID1919病毒測試病毒測試，，確保觀眾體驗不變確保觀眾體驗不變，，節目更加豐富多彩節目更加豐富多彩。。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1日日，，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五週主題為萬聖節之夜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五週主題為萬聖節之夜(All Hallows Eve)(All Hallows Eve)，，亞商會義工陳宇亞商會義工陳宇
雯雯(Yvonne Chen)(Yvonne Chen)與閨蜜藝術家們特別前往遊覽並觀賞極具盛名的焰火晚會與閨蜜藝術家們特別前往遊覽並觀賞極具盛名的焰火晚會。。今年今年1010月月33日至日至
1111月月2929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德州文藝復興節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們為數十萬遊德州文藝復興節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們為數十萬遊
客帶來互動式客帶來互動式、、能參與的世界上最大的文藝復興節活動能參與的世界上最大的文藝復興節活動，，今年因應疫情會強制戴口罩今年因應疫情會強制戴口罩，，限制進限制進
園人數園人數，，在各處頻繁持續消毒在各處頻繁持續消毒，，設立設立COVIDCOVID1919病毒測試病毒測試，，確保觀眾體驗不變確保觀眾體驗不變，，節目更加豐富節目更加豐富
多彩多彩。。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424日清晨日清晨，，每年一屆的每年一屆的20202020年第六屆休斯敦太極拳健康日在休斯敦中國城太極年第六屆休斯敦太極拳健康日在休斯敦中國城太極
公園暨網上同步舉行公園暨網上同步舉行。。圖為楊俊義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圖為楊俊義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張要武超寫實油畫大師張要武超寫實油畫大師、、江鎮遠江鎮遠
書法大師書法大師、、世界功夫副社長世界功夫副社長、、螳螂拳傳人螳螂拳傳人、、休斯敦跌打療痛中心董事長羅榮華醫師休斯敦跌打療痛中心董事長羅榮華醫師、、沙漠美沙漠美
術學校校長術學校校長、、吳爾立大師吳爾立大師、、胡麟大師胡麟大師、、程滿意大師程滿意大師、、金仲賢助教金仲賢助教、、梁揚燕助教梁揚燕助教、、陳漢斯青年陳漢斯青年
書法家書法家、、美南電視新聞主播董子天與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等合影留念美南電視新聞主播董子天與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等合影留念。。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88日的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理事會上日的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理事會上，，王妍霞將接任王妍霞將接任20212021年世屆華人工商年世屆華人工商
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同時現任會長同時現任會長Nancy ChenNancy Chen將擔任新一屆監事長將擔任新一屆監事長。。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1日下午日下午，，哈里斯縣行政書記官克里斯哈里斯縣行政書記官克里斯··柯林斯柯林斯(Chris Collins)(Chris Collins)率陪同候任選務官伊莎貝爾率陪同候任選務官伊莎貝爾··朗格利朗格利
亞亞(Isabel Longoria)(Isabel Longoria) 與華裔官員周浩恩與華裔官員周浩恩、、外聯部亞裔社區協調人芮久玟外聯部亞裔社區協調人芮久玟(JoAnne Ray)(JoAnne Ray)等向外界公開說明開票過等向外界公開說明開票過
程程。。根據哈里斯縣選舉辦公室報告根據哈里斯縣選舉辦公室報告，，截至截至1111月月33日選舉日日選舉日，，哈里斯縣的投票人數已超過哈里斯縣的投票人數已超過164164萬萬，，略高於註冊略高於註冊
選民的選民的6666％％。。這是該縣自這是該縣自19921992年年((7272%)%)以來的最高投票率以來的最高投票率。。 20202020的大選無論輸贏的大選無論輸贏，，哈里斯縣哈里斯縣(@HarrisVotes)(@HarrisVotes)
整體對外公開其內部操作及執行的細節整體對外公開其內部操作及執行的細節，，公正公正，，透明透明，，一切為選民著想一切為選民著想，，服務選民服務選民，，方便選民方便選民，，讓選民成讓選民成
為大贏家為大贏家，，並為其他縣選舉管理部門建立了一個標竿並為其他縣選舉管理部門建立了一個標竿。。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424日日，，加爾維斯頓縣共和黨加爾維斯頓縣共和黨(Galveston County Republican Party)(Galveston County Republican Party)，，警警
官吉米官吉米··富倫富倫(Jimmy Fullen)(Jimmy Fullen)，，加爾維斯頓縣郡長馬克加爾維斯頓縣郡長馬克··亨利亨利(Mark Henry)(Mark Henry)法官和電法官和電
台節目脫口秀主持人邁克爾台節目脫口秀主持人邁克爾··貝里貝里(MichaelBerry)(MichaelBerry)遊艇盆地遊艇盆地(Galveston Yacht Basin)(Galveston Yacht Basin)
接連舉行了接連舉行了““返回藍色返回藍色””(Back the Blue)(Back the Blue)誓師大會及誓師大會及MAGAMAGA遊艇大遊行遊艇大遊行，，支持消支持消
警人員讓國家有序管理警人員讓國家有序管理。。圖為休斯敦時尚達人圖為休斯敦時尚達人Nancy XieNancy Xie前往觀摩盛況前往觀摩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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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火焰树来自一个以观赏植物闻名的家族——紫葳科

（Bignoniaceae），这个科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多数成

员是木本，有乔木、灌木、木质藤本等多种习性，遍布

亚洲、美洲和非洲的热带丛林，也有少量草本的种类，

比如我国常见的角蒿（Incarvillea）。

火焰树（Spathodea campanulata）是火焰树属的唯一

成员，原产于热带非洲，生于山地或高原的森林中，有

时也零星生长在稀树草原上。树如其名，开花时满树红

花，状如火焰，非常壮观，因此它很早就被人们引种栽

培，作为园林观赏树种，在热带地区的国家也常在城市

里用作行道树。我国南部各省区，如云南、两广、海南

、福建、台湾等地，也常有栽培，长势良好。

火焰树的叶子是对生的奇数羽状复叶，整个复叶可

以长到40多厘米，而且叶子是常绿的，即使长在稀树草

原地带的火焰树，在旱季时也不会落叶。另外，火焰树

的花期不太固定，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开花，不过在非洲

原产地，它常常会集中在旱季时开花，在一片枯黄的大

地上，少量开花的树木会带来一抹浓重的亮色。

为鸟类提供食物

火焰树的花生于枝顶，排成伞房状，花蕾是棕色的

，花萼弯曲成角状，远看像一束佛手。花序底部的花先

开，每朵花开放时间大约为一周，然后逐渐向上过渡，

顶部的花次第开放。花冠是很喜庆的火红色，基部比较

窄，先端则膨胀成一个大大开口的钟形，从正面看，花

冠是两侧对称的，略显二唇形，下部突出成囊状，里面

贮藏了大量的花蜜。

这些花蜜当然是为传粉者准备的了，那么火焰树的

传粉者是谁呢？

是鸟类。在非洲原产地，有很多种鸟类可以为它传粉

，同时也从花冠中吸食了花蜜作为回报。这种鲜艳的红色

也最容易吸引鸟类注意，比如同产地的很多芦荟（Aloe

spp.）也是红色或橙色的花朵，同样由鸟类传粉。

火焰树被引种到美洲之后，当地的蜂鸟也很喜欢这

种树，不过有的蜂鸟很狡诈，并不从花的正面进入，而

是在侧面直接用喙刺穿花冠，偷食里面的花蜜，这是赤

裸裸地吃白食了。另外人们还观察到，美洲当地的一些

蝙蝠也适应了火焰树，为它传粉。

成为昆虫杀手

那么，火焰树是否也欢迎昆虫为它传粉呢？答案是

否定的，不但不欢迎，它还成了昆虫杀手。

从花蕾时期开始，火焰树就会分泌一种黏液，直到

花开的初期都会存在，有研究结果认为，这种黏液对昆

虫有致死的毒性，然而对脊椎动物（鸟类、蝙蝠等传粉

者）似乎没有效果。

我们常常会在火焰树初开的花冠里找到各种昆虫的

尸体，比如蜂类、蝇类，甚至还有蚂蚁，有学者曾经统

计过，在一个花序里（十几朵花）找到了200多个昆虫

尸体。它们都是死于黏液的作用，当然未必是黏液对昆

虫真的有毒性，也有研究推测这种黏液可以让昆虫腹部

的气孔阻塞，使之窒息而死。总之无论是什么致死原因

，有一点是明确的，火焰树对昆虫实在是不友好。为什

么会这样呢？

首先，火焰树主要依靠的传粉者是鸟类，我开这么

大朵的花，自然要求传粉者的个头也要大一些，才能够

使花粉抹到传粉者身上，如果是个头小的昆虫，根本

hold不住这么大的花，若是只吃完花蜜就走人，那我岂

不是做了赔本买卖。

其次，在旱季开花时，昆虫数量本来也不多，而且

其中很大比例还是投机取巧者，它们会在花初开时，甚

至花蕾期就刺破花萼和花冠，盗取里面的花蜜，火焰树

自然不会欢迎这样的偷盗分子，因此设计了一个机关，

把盗窃者“就地正法”, 不过这种机关只对昆虫有用，

对鸟类无效（美洲的某些蜂鸟在偷笑）。

最后，在花朵留下这么多昆虫的死尸，也方便了来访的

鸟儿们，不但有花蜜，还有荤菜，有些杂食性的鸟类顺

带就把昆虫吃掉了，岂不美哉，这样鸟类就更加喜欢帮

火焰树传粉了。

养蜂人的噩梦

火焰树的果实是宽条形的蒴果，两侧压扁，成熟后

从中间裂开，散出种子，它的种子有紫葳科的标志性本

领——会飞。紫葳科成员的种子要么周身长着薄膜质的

翅膀，要么两端各长一束轻盈的毛发，能够御风而行。

火焰树的种子是属于前者的类型，长了圆形的薄翅，可

以凭借风力在空中飘扬很远的距离，这样有利于后代的

散播。

火焰树凭借着优良的观赏价值，自200多年前被西

方学者发现以来，随着人类的脚步迅速扩散到了世界各

地，在全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泛栽培。但是，在一

些原生生态脆弱的地区，火焰树却成了入侵物种，比如

许多太平洋岛屿（夏威夷、斐济、关岛、瓦努阿图、库

克群岛等）上，火焰树入侵比较严重，它的种子繁殖能

力强，幼树生长迅速，在撂荒地上尤其喜欢扎堆生长，

除了会侵占一部分人类耕种用地外，在这些岛屿的一些

原生森林中也是繁衍很快的，再加上种子带翅膀，扩散

能力强，挤占了原生植物的很多空间。

因此，火焰树光荣地登上了“世界恶性外来入侵种

百强名单”，跟马缨丹（Lantana camara）、凤眼莲

（Eichhornia crassipes）、腺牧豆树（Prosopis glandulosa

）这些著名的植物入侵种并列。

就这些危害还不够，南美的相关报道指出，在火焰

树密集生长的地方，还是养蜂人的噩梦，由于它具有

“昆虫杀手”的特质，养蜂人的很多蜜蜂就会“有去无

回”，从而导致巨大损失，所以有经验的养蜂人在迁移

时都会绕开火焰树。

所幸，在我们国内栽培的火焰树，还是比较温顺的

，至今尚未发现逃逸到野外的植株，主要原因还是我国

的纬度比较高，即使南部的省区也没有赤道地区那么热

，所以火焰树才不会变得那么嚣张。所以朋友们，当你

到南部地区旅游时，只需静静地欣赏这满树火红的花儿

就好了。

送你一束大红花，内赠200只虫

记得以前在贴吧或者是一些论坛

上，经常会看到有人发起这样的活

动：公布你的手机号后四位，一样

的话，就一起认识一下;或者是公布

你QQ号的前五位，一样的话，就相

互加好友。

对于这样的活动，参加的人还真

的挺多，因为大家都觉得在这样的情

况下，能够找到一个和自己非常有缘

的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其实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相遇，本身就是

一种缘分。

而在爱情中，我们也应该要相信

一些缘分。

卡萨布兰卡有一句经典名言：世

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城市里有那么

多的酒馆，她却偏偏走进了我这一间

。

很多时候，爱情很奇妙，让我们

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

个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和自己过着

相同频率的生活，等着我们去遇见。

最近网上的一对情侣登记结婚火

爆了全国，引来无数网友的围观。

原来故事的两位主人公居然是同

名同姓，都叫李秋怡，两个人也几乎

是跨越了整个中国来完成这场婚礼。

据悉，两位新人是在四川成都登

记结婚，而她们一位来自河南，一位

来自上海，后来李秋怡女士表示，自

己的这场婚礼，将会在西安举办。

同名同姓的两个人，来自不同的

城市，居然就莫名其妙的走到了一起

，就连网友也感叹缘分真的好奇妙!

很多人都说，爱一个人是不需要

理由的。但是我觉得，越是爱一个人

，越需要一个理由。

那些没有理由就相爱的人，大都

在分开的时候，也可以毫不费力。

缘分就是给我们的一个理由，可

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相爱，即使分开，

也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儿再次遇见

，重新走到一起。

知乎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位女孩儿和自己的男友分手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后来女孩儿

开始了相亲之路，但是相了那么多次

亲，都没有遇到过看对眼的人。

有一次坐地铁，她心情很不好，

感觉茫茫人海，总是找不到那个对的

人，然后就随便抬

眼一扫，居然就看

到了站在人群堆里

的前男友。当然前

男友并没有看到她

。

他们没有说话，

之后又是各奔东西

，后来在一次同学

结婚的婚礼上，她

又看到了前男友，

依旧没有说话。不

过结婚有敬酒的环

节，这次总归是要

说话的。

然而到了他那一

桌时，女孩儿发现

前男友居然提前走

了。

她很生气，觉得

就算分手，也不至

于老死不相往来吧

。她不忿，给前男

友发了信息骂了他

一顿。谁知道前男

友看到短信之后，

回复她说：别走，

我马上回来。

原来他在知道今

天女孩儿会过来时，就去那个桌上找

她了，但是没有看到，一气之下就离

开了婚礼现场，谁知道两个人正好错

开。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误会，他

们才觉得，原来自己心目中还有对方

的位置，在茫茫人海中，两个人也还

有着羁绊和牵挂。

据女孩儿说，后来她们结婚了，

再后来生了孩子，虽然吵架，但是再

也不会离开了。

《周易》中说道：“世间万事万

物，在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也许你并不相信缘分，但是在未

来的某个时间，或许你会感叹，能够

遇到TA，真好!

其实我就是一个不太相信缘分的

人，不过对于那些贴吧中发起的活动

，我也会参加一下，但好像我并没有

什么桃花运，要么遇不到，要么就是

遇到一位同性朋友。

我曾经加过一个qq群，里面的人

都是和我一天生日的人，虽然人不多

，但是几十人聊得还是挺火热，不过

我当时在群里并太受欢迎，自己后来

索性退了出来。

既然不开心，又何必强求融入呢

。之后我对于这些东西，就开始不相

信了。

遇到的人，说缘分真奇妙;遇不到

的人，就说缘分这东西，根本不存在

;直到我遇到现在的妻子。

我们后来在一起之后，她跟我提

起自己当时来北京，只是为了散散心

。但阴差阳错认识了几个好朋友，就

索性在北京工作了。

在认识我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打

算离开北京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认

识了我，居然还一起吃饭，一起看了

电影。再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在一起了

。

后来我由于工作的事情，需要用

一下她的QQ，突然发现，她的QQ和

我的 QQ居然那么像，前五位都是一

样的数字，她也感觉很惊讶，跟我说

这就是缘分吧。

其实我们两个人一个在南，一个

在北，如果不是她来北京，那么我们

俩大概永远也不会遇到，但是很多时

候事情就是这么的偶然。

《请回答 1988》中有一句台词：

缘分是不会经常找来的，如果要用到

缘分这个单词，必须是偶尔，很偶然

地出现的戏剧性的时刻，那才叫缘分

。

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夫妻在

一起之后会离婚，是性格不合吗?是

出轨劈腿吗?是家暴吗?还是从一开始

，我们就对爱情缺少了敬畏之心。

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无数个偶然因

素累积到一起，才换来的相遇相知相

许;但是如果两个人对爱情没有敬畏

之心，就会忘记初衷，早晚会有缘尽

的那天。

《夏日友人帐》中有一段话是这

样说的：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把这些

偶然和必然串连在一起。所谓缘分就

是指无数个偶然的排列组合。那些看

似偶然的事件，其实是由数个必然几

经重合而来的“理所当然”。

长久而幸福的爱情，一定存在

“必然”的因果，不可能所有的事情

都追求缘分。

我们相信缘分，是因为我们对爱

情还心存美好;我们不过分执着于缘

分，是因为我们还需要勇气去勇敢的

面对生活。

佛系人生，一切都随缘，但是唯

有努力向前，我们才能够遇到我们的

缘。

缘分可遇，亦可求。

最后，我们不妨也一起来做一个

小活动：

评论里说说出你最喜欢的三个数

字，一样的人，不妨可以私信认识一

下。

缘分这东西，谁又说得准呢?

关于爱情，你还是要相信一些缘分的



BB66
星期六       2020年11月7日       Saturday, November 7, 2020

醫生專頁



休城工商 BB77
星期六       2020年11月7日       Saturday, November 7, 2020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
館在7月下旬突然關閉，原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事館的事務由位於美國首都
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接管。認證
程序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主要體現在：第壹，以前委托書只需
要三級認證：公證-州政府-休斯敦總
領館。大使館增加了美國國務院的認
證要求。第二，以前三級認證的文件
內容可以是中文，現在美國國務院要
求所有文件必須有中英文。第三，因
為疫情的原因，美國國務院不對公眾
開放，辦理認證的時間需要長達兩個
月。第四，大使館不接受郵寄辦理認
證。第五，因為疫情的原因，大使館
現在不對公眾開放。有緊急情況需要
先郵件聯系說明緊急事由，預約成功
才能辦理。

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處理壹
些事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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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因
為疫情的緣故，認證過程至少需要
3-4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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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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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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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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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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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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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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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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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
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
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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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tube.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認證程序認證程序(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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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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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處於一場戰爭當中，是美國

和新世界秩序之間的戰爭，他們企圖要佔

領和接管美國。他們中有些人可能有誤

會，以為是在與美國爭戰，實際是在與神

爭戰。神已經決定了結果，勝利是主的心

意。如果川普能繼續保持信實，主也會對

他保持信實。

 川普有獅子的特性，是為了我們的

緣故，主創造他的時候就給他的。主會把

他帶到一個境地，在主裡面是獅子也是老

鷹，要他為這個國家完成某些特定的任

務，他也有老鷹屬天的眼光，有些在他心

中的洞見，可能連他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

到底是怎麼回事，但他確實知道是為了什

麼爭戰，是與新世界秩序爭戰。 
想想看，以色列蒙拯救，怎麼會少得

了「以斯帖、但以理、摩西、約書亞、大

衛」，你可以一直數算下去。拯救以色列

的爭戰已經持續很久了，而在這個時刻，

這場大選就是戰爭之一。 
自從川普上次當選，他需要面對的是

這個國家的共產黨。我所說的，可能對你

來說難以理解，在川普當選總統之前，主

就告訴我，之後我也告訴了我的團隊 - 不管

他們自稱什麼 - 它就是共產黨﹔我們必須禱

告神挪去它一切的權柄，以至於有像川普

這樣的人可以起來，敵擋處理掉這個希特

勒的靈（共產黨的靈）。

這4年中，川普在魂裡被不斷提升，

有人會說他有點像雷根總統，他會遇到許

多的麻煩。但實際上，川普比雷根更進一

步，他直接面對、震動它（共產黨）。雷

根也很想做，但不及川普做的程度，川普

所做的更具攻擊性。 
我們可能不同意川普總統所說的每一

件事，因為你不知道他幕後處理了什麼。

身為基督徒，我們會對所做的事，

定義什麼是最重要，就如對媒體說“假新

聞”（fake news）。最開始他只是說說，後

來發現，他真的在處理媒體的問題。

每一次他說假新聞的時候，他正試圖

向美國表明自己的立場，這其實也是神要

處理的問題。這位總統的許多表述，就是

為了要【攪動美國人】。 

看計票緊張的心臟砰砰跳，…總算川普贏

了佛州。」

11-5
從“希望之聲”江峰時刻主持人說：

「民主黨給推特壓力，要推特暫停川普推

特直到計票結束。」新聞報導說「現在大

家稍安勿躁，等候公平、正義來到，…」

憲政危機，可能要呈上大法官來判

決，2020美國大選被主流媒體操控，是場

黑暗與光明之爭。如果選舉結果出現問

題，很可能由最高法院定奪。感謝神，在

此美國面臨歷史的十字路口，天佑美國，

Amy Barrett 已經奇蹟似地通過參議院批

准，宣誓成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很可

能成為川普連任最關鍵的一票，幫助川總

帶領美國回歸基督傳統。

◎友人來信

1) 求 上帝的愛，賜福給川普美國總

統，使他在這競選連任的路，能在 主的保

守帶領下，平安得標，這樣的祈求禱告是

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News姐妹

2) 為美國和川普禱告做最後100米衝

刺中彰顯神的公義大能和榮耀！阿門！

                     ～劉漢林/Woodland, TX
3) 潘師母：謝謝你，讓我們全心交託

及仰望創始成終的主耶穌吧！阿們！

                                     ～方師母/香港

4) 阿們，同心合意的禱告！

                                     ～小燕/休士頓

5) 求主扶持在上掌權者，求主讓謊

言惡行止息，讓祂的僕人繼續守護美國這

地！願主旨意成！阿們。～白師母/休士頓

6) 天父上帝，我們的身心似乎已經被

我們背負的重擔壓傷，求你施恩醫治使我

們恢復強壯，在你賜的平安裡，試著如何

將心裡的壓力完全交托～

讓我們不再被擔憂與不安威脅，強撐

著蹣跚的腳步，無奈的走在迷茫的道路；

因為我們已經明白真道，決心要倚靠愛我

們的上帝，讓自己經歷過你的大能，就叫

心裡的一切愁苦煙消雲散～

使我們越交托能越有信心，能學習主

耶穌的樣式，進入平靜安穩中重新得力；

在天父的愛裡被激勵奔跑，歡喜快樂的感

謝你所賜的各樣美福～

感謝天父上帝垂聽我們的禱告，奉耶

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們！      ～楊春蘭

7) 阿們～求主憐憫保守美國！

　　　　　　　　　　　  ～危楚淩

8) 為德州，0hio，北卡，賓州等，手

按淺蘭州禱告翻紅。 
主啊，求你來翻轉整個選情，除了讓

川普大勝以外，參議院眾議院在你掌管當

中。！　　　　　　　　　　  ～張麗英

9) 阿門，這禱告內容太切中要害了！

                                             ～Cindy孫
10) 是的，求神憐憫恩待美國，除去

黑暗權勢一切的攪撓與攔阻，願神的心意

成全。                              ～韓謝秀容師母

仇敵將一

個恐懼放進你的

心裡，川普可能

無法當選，你也

知道他不當選的

後果。我要告訴

你，鼓勵你：他

已經獲勝了，我

不關心他們說什

麼，每次他們說

哪一個州翻轉了

被他們拿下了，

都將歸於塵土。因為神是站在川普這一邊

的。

神若幫助他，誰能抵擋得了他呢？那

些人做這一切事，企圖圍繞攻擊他，但如

果川普堅強站立，透過我們的禱告，他在

明年1月坐上總統的位置是絕對穩妥的。 
所以，我們不要在懼怕中禱告，而

是要在信心裡禱告。在神裡面，他在這個

國家有些事情要處理完，在教會裡也有一

些事情要處理完。我要告訴你的，對你們

很多人來說可能很陌生。如果川普不是總

統，並且沒有做他現在正在做的事，美國

將永遠不會再看到復興。我們需要他的程

度超乎你的想像。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們保持單純的

心，不要論斷批評他，只要單單為他禱

告，求神在主裡賜給他一切所需的，去做

一切要做的事情。 
神不會放棄祂對川普總統的應許，

對美國的應許，以及地上列國的應許，因

為川普總統，他們將看見神榮耀的極大運

行。 
我知道這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在將

來，我希望你們記得我所說的，會感嘆

說：“哦，這些妮塔有講過”。

因為神是真神，在祂裡面毫無虛謊。

祂的話可能寡少，但每句話都極其重要，

永不落空。在即將到來的年日，我們會情

不自禁為川普總統，極大地贊美和歸榮耀

給耶穌，因祂不會忘記自己的應許，如果

你對神信實，祂也會對你信實。 
當20年前主耶穌要為開始鷹的聚集

的時候，他說：如果我拒絕呼召，不靠著

祂的能力使祂的旨意得滿足，以至於可以

拯救美國，祂將要追討在戰爭中所流血的

罪。而由於我的不順服，美國就會被接

管。

主說過，這個國家人民的心是如此柔

軟，我們奉祂的名做過許多偉大的事，美

國對全地有極其貴重的價值，雖然他有許

今 年 1 1 月 4
日 是 我 們 休 士 頓

號角月報創刊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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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4﹞，感恩主耶穌同在。筆者26
年在休士頓做兩份文字宣道事奉（號角月

報德州版暨美南日報福音版）。

感謝神揀選我，造就我，學習用無聲

勝有聲的來傳揚基督，見證基督，榮耀基

督。這兩份報也有放在網頁，所以會是"弗
遠無屆"。感謝天父25年來一路引導我，

加力量給我，興起許多《號角》月報寄報

義工、《角聲休士頓分會策劃委員會》、

《號角》月報作者團隊、《角聲天使團

隊》、《角聲癌症協會》《角聲輔導中

心》、「聯邦醫療保險」講座、醫院、療

養院、居家探訪等等；我們一起以愛服務

社區，與海灣華人教會配搭關懷「燒傷童

福音事工」、「暑期遊學生福音事工」。

目前角聲社區中心主任是劉徐樂平女士

(Nancy)。策委主席是羅達威弟兄(Paul)。
有三位半職的同工:林呂寧華師母(Lily)、
施梁國冰師母(Tina)、潘劉慰慈師母。

願一切榮耀、尊貴、能力、頌讚全歸

給獨一真神。

◎友人來信

1) 恭喜休士頓《號角月報》德州版

創刊25週年！潘師母，真不容易，辛苦你

了！

願主賜福你的辛勞！

　　　　　～王建民/西南國語教會

2) 25年，真快，難以置信，潘師母

真的了不起，感謝有妳陪伴我們走過那段

時間，很多事情在號角月報指引我們的生

活方式跟品質，和主恩的愛我才知道自己

有多大的祝福來自神，神必定祝福妳的辛

勞。阿們！

       ～Gin謝/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3) 恭喜恭喜！實在辛苦你了！我為你

驕傲！加油！                     ～鄭心本老師

4) 謝謝師母在文字事工上甘心樂意的

擺上，求神加倍賜福妳的辛勞！

                         ～華華/西南國語教會

11-4   2020美國大選舞弊

全美暨全球各國都關注2020美國大選

開票新聞報導:關鍵州作弊﹝密西根州、威

斯康辛州﹞威州人口580萬，竟計算出1千
9百萬票，他們在47分鐘內製造出額外的

票。

昨晚威斯康辛州在川普領先15萬張時

停止唱票，一夜之間3:30-4:30說找到12萬
張全部投給拜登選票，無一張是投給川

普。郵寄選票作假，是很大的問題，有些

地方有人重複去投票，有的把選票丟入垃

圾桶，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總統的律師

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律師說要提告民主黨

不公義、不清楚的選票，有許多的造假選

票與舞弊…

下午一點半接獲香港方師母電話告訴

筆者「潘師母啊，我關心美國大選開票整

夜未眠，…」

我告訴方師母：『無論誰做美國總

統.....人在做，天在看。老百姓也在看。相

信「老天有眼，必明察秋毫。」我沒有繼

續看選舉後新聞，禱告把選舉結果交給上

帝定奪，美國老百姓用選票選出誰高票當

選，就是誰，要知道總統也不是容易做的

喔！為在上執政掌權者禱告，是我們基督

徒的當盡本份。

做假選票的人，計票不公正的人，有

一天都要站在主耶穌基督台前受審判，要

因說謊而去硫磺火湖裡.... 。
聖經上說:惡人也是為禍患的日子所

造。

張伯笠牧師在個人視頻中說「在佛州

基督徒代禱者們，我想讓你們知道！

休士頓號角月報創刊25週年

多失敗，神並沒有拒絕他，而是盡一切所

能來拯救他。

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這個救贖計劃

的一部分。神不是要管教川普總統，而是

管教製造混亂的新世界秩序。

精英們（或稱光明會）企圖摧毀美

國，但主卻是要將復興帶給美國。我們正

在朝著復興的方向，主非常願意與我們同

工，使我們這個國家軟弱的變剛強，失敗

的變成得勝。

川普並不是美國的問題，製造問題

的是精英們、新世界秩序、光明會（不管

你怎麼稱呼他們，或他們自己怎麼稱呼自

己）。

神也不是對教會生氣，而是要建造教

會。請把這些記在心裡，你需要把眼目定

睛在真實的事物上，保護川普本人、他的

家庭、他的執政團隊，以及那些要與川普

合作的國家領導人。

我們的禱告會使這些快速的實現，我

們也禱告神賜給這個國家所有一切所需的

恩典，來勝過當前面對的所有一切。 
所以，我們不需要害怕，我們不要

懼怕神對這個國家的希望會落空。神將揭

露一切作弊的行為，阻止他們對選舉的偷

竊。籍此，祂可以除掉社會主義、共產主

義、光明會、新世界秩序。

到那時，整個國家都要大大張口感謝

神的作為，祂的恩慈、良善，祂無人能比

的智慧。就像當年人們呼喊感謝喬治•華盛

頓拯救這個國家一樣，也會同樣感謝川普

總統。 
妮塔牧師勉勵代禱者，越謙卑降低自

己，就得到更多。我們越謙卑，祂跟我們

越近，謙卑讓我們更多擁有主，更多認識

主。 
將主所在意的放在心裡，並且在信

實中禱告的人，神會將傾倒祝福下來給他

們。 
所以，代禱者們，還需要繼續加油！

我 24小時走出「選舉舞門弊」的經歷，

或許你可以參考：

1）抵賴：不相信這是正在發生的事

實。我在 11/3 不斷看電視報導到過了半夜，

淩晨三點再起來查看，消息一直還好。次日

11/4 整天跟著報導，對 WI. MI 兩州的票數

很好，都在 54/45 之間。當時已經數點的票

已經是 75%，相信最後 25% 應該是這樣比

例。誰知道下面發生的郵寄選票完全抹殺了

川普的領先優勢，最後還以 1% 的比例川普

敗選。我一直不肯相信這個數字。一直認為

川普會有 2% 的比例勝出。

2）忿怒：我氣得快發瘋了。世界特別

是美國，怎麼可能有這樣選舉舞弊，操縱郵

局，製作假票，操控計票工作，不許監督人

員靠近計票枱，突然憑空出現數百萬郵寄票

出現。而且在等待假票運到前暫停計票。為

什麼沒有人嚴密監督這個過程？為什麼在

美國能有這樣的事發生？司法部門為什麼

沒有預先防範？郵局工會早就公開表示支

持白等，為什麼高層人士不嚴加戒備？

我不只生敗壞的黑幫的氣，我也生神

的氣。為什麼神沒聽千萬忠誠信徒的掏心禱

告？為什麼祂沒看到惡人所做的壞事？若

是看到，為什麼還容許惡惡事得逞？為什麼

不主持公義？我氣得吃不下，睡不著覺。整

天魂不附體似的坐立不安。

3）哀傷：昨天晚上 11/4，我心神不寧，

不再看電視，也不再在電腦上看時事評論，

我正在經歷接受事實的傷痛。我昨晚很夜才

上床休息，但是輾轉無法入睡。後來不知道

什麼時候睡著了，到三點多醒來，發現心

臟絞痛難當。這是三四十年來沒有發生過的

事。我馬上向神祈求，求祂救我。救這個國

家。不知道什麼時候胡裡糊塗就睡著了。到

五點多再醒過來。

4）恢復：醒來之後，心不痛了。躺在

天還黑的床上很平靜。突然記起聖經中的一

節經文説：「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並倚

靠祂，祂就必成全。」（詩篇 37:5）

我是如何走出「選舉舞弊門」的！
◎ Pastor Yau

當時我就將這節經文分成幾點，教導

自己如下：

A) 「將我的事」是指我現正心中記掛

的事，使我煩惱無法解決的事，使我心痛無

法解決的事。當然是指選舉舞弊這事。

B) 「交托」是指放下，交出去。既然

這件事是我不能解決，自己無法解決，就該

交給一個能夠解決這事的人去解。剛剛我們

家炊房的抽氣機太久太髒了，要換個新的。

我上星期就去買了個新的。看看安裝說明

書，發現我自己既沒有足夠工具，也不能一

個人就會做好。星期一就約好一個懂得安裝

的人幫忙。今天八點電話來了說他十點會

到，真的凖時到來。半價小時就裝好了。你

既然不能改變或是解決這選票的事，就必須

交給一個能夠處理這事的人。

C）「耶和華」是全知全能的神，祂肯

定能夠處理這個問題，比我或是任何人力更

有智慧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D）「並倚靠祂」是指完全交給祂去處

理。倚靠信任祂的能力，智慧，方式，時間，

或任何必需的做法，完全相信他一定能做

到最好，最完美，最有效果。這個肯交托的

心志十分重要。既然交托了，就應該完全放

手，讓神完全接手，做祂要做的事，去解決

我不能解決的問題。

E）「祂就必成全」他肯定會做好，

做得撤底，做到沒有人能夠相比的完美。

「必」字很重要。神不會推辭，不會坐視不

管，不會譲邪悪逃脫，不會半途而廢，也不

會使倚靠祂的人受傷，受害。祂會保護倚靠

祂的人免受傷害。神的旨意永遠不會被邪惡

難阻。

 我寫了這些，一方面分享我的經歷，

另一方面，希望可以幫助你從忿忿不平的心

態中平靜下來。神自己行事，必然會處理這

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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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過蘿拉與戴爾颶風接連重創的社區

颶風賑災發放 撒下慈濟善種

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和德州東部社區的居民，在八月

底遭四級颶風蘿拉（Hurricane Laura）侵襲；相

同的災區在10月9日，再到受到二級颶風戴爾（Hurricane 

Delta）的侵擾。豐沛的雨量從尚未修補的房頂溢漏到屋

內，災民因淋雨而受寒，前路茫茫更讓心情降至冰點……。  

 為確認兩次颶風對社區的影響，慈濟德州分會志工10月

21日組織五人勘災小組，深入災區勘災。

得知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安排在10月31日要去路易斯安那

州的德昆西市（DeQuincy, Louisiana），為受到蘿

拉颶風（Hurricane Laura）和戴爾颶風（Hurricane Delta）

接連侵襲的家庭舉辦發放活動，因哈維颶風（Hurricane 

Harvey）與慈濟結緣的志工芭比·弗特貝瑞（Barb ie 

Fortenberry），特地從德州華頓市（Wharlton, TX）開了單

程三個半小時的車，只為了到場盡一份心力……。

◎ 唯一提供經濟援助的組織

◎ 重建或離開的徬徨

◎ 等候發放長長的隊伍

◎ 賑災發放撒善種

真善美志工／吳育宗、劉本琦／德州報導

真善美志工／吳育宗、劉本琦、錢美臻／德州報導

9
208

慈濟美國最新紀錄片《Karuna》雲端盛大首映

災區內到處是堆積如山被毀損的家具和建築殘骸。攝影／吳育宗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右）贈送德昆西警局偵探長傑瑞 · 
貝爾（左）一條環保毛毯。攝影／吳育宗

 八月底登陸的四級颶風蘿拉和十月初侵襲的戴爾颶風，

接連衝擊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和德州東部社區，許多先前已

受損的房舍，在颶風二度沖刷下變得更加殘破。

 10月21日休士頓的慈濟人北上至災區勘災，在勘災後便

馬上著手進行賑災發放。與慈濟合作的德昆西警局偵探長傑

瑞·貝爾（Jerry Bell），在10月28日提供給慈濟德州分會一份

名單，列出了314戶受災家庭，並依據受災等級分為三類。

 志工在10月29日到德州分會合力打包350份生活物資，

每個袋內裝著6包香積飯、2包香積麵、2本文宣與10只口

罩；另外還備妥400條環保毛毯，準備發放使用。

 在準備前置工作時，志工恍然發現大夥忙著出發，卻

忘了帶上現值卡。眾人當機立斷通知在會所留守的志工黃禾

力，馬上啟程把現值卡送來，並維持原訂計畫在十點半準時

發放，先發放物資，等現值卡送到再開始第二階段的發放。

 開始發放後，8位當地志工協助核對災民名單，負責發

放的慈濟人除了遞上物資袋、環保毛毯，更輕聲細語地向居

民解說慈濟，並抱歉地說明需要民眾午後再次回來排隊領取

現值卡。

 我們的小鎮是被遺忘的，沒有任何政府或其他團隊想

到我們，慈濟是唯一提供經濟協助的組織。你們是唯一給

我們幫助的人。                                                             杜威鎮居民

 路州重災區查爾斯湖市（Lake Charles）遭遇60公分以

上的淹水，查市希望之家（Operation Hope）營運總監布朗

特 · 哈肯斯（Brent Hawkins）陪伴慈濟志工，深入查市貧

困社區，說明該處約有800戶家庭受災，他約可聯繫到500

戶居民，提供災民名單和規劃發放地點，協助慈濟舉辦賑災 

發放。

 志工秋蕊 · 布朗（Charee Brown）帶領大家，到路州

重災區之一的德昆西市 (DeQuincy, LA）探訪。她提到，小

鎮很多居民受新冠肺炎影響暫時失業，好不容易等到夏天，

有些工作正要重新開放之際，蘿拉颶風到來破壞了許多商鋪

和公司建築，復工也泡湯了；緊接著戴爾颶風該鎮被30至60

 第一站抵達蘿拉颶風勘災時拜訪過的德州邊境小鎮杜威

(Deweyville, TX)，該鎮多個家庭因無法參加10月3日慈濟舉

辦的發放活動，因此聯繫慈濟求援，志工藉勘災機會途經來

此，與五戶居民約在消防局會面，發放現值卡及物資。

 蘿拉颶風登陸點的卡梅隆教會區（Cameron Parish)，

夾在查爾斯湖和墨西哥沿岸，本就是低勢低窪的瀕海區，颶

風到來時全區淹水高達1.5公尺以上，區內多數房子被夷為平

地，只看到殘留的白色水泥地基及少數殘存的房柱，處處可

見倒塌成堆的牆壁和磚石。

 受災的屋主史蒂芬妮 · 羅德麗格 (Stephanie Rodriguez)

表示，她的房子在2005年遭遇麗塔颶風 (Hurricane Rita) 

全毀，雖然按照政府要求的新標準重建，但今年的颶風實在

太強了又把房子毀了。她和丈夫希望能重建，但多數鄰居將

要般離此處，他們的房子將會是這個社區唯一一棟房子，捨

不得離開老家的他們真的很徬徨。

 一波又一波的天災，重創著飽受新冠肺炎疫情折磨的美

國民眾，在自然反撲的動盪時期，更需要民眾大懺悔、大慈

悲，用愛來膚慰受難的同胞，更應虔誠茹素護生與大地萬物

共生息。

公分高的水淹了，居民斷斷續續有一個多月沒電，根本無法

恢復正常生活。

 德昆西警局偵探長傑瑞 ·貝爾（Jerry Bell）得知慈濟

將舉辦賑災發放，對慈濟人進行了災情簡報，同時承諾將提

供約300戶弱勢族群的發放名單，與支援發放地點及維安等 

項目。

 10月31日一早六點

多志工從德州分會

出發，北上至兩個

半小時車程外的德

昆西市。快要接近

發放會場，遠遠見

長長的車龍排隊守

候著，原來有70多戶家庭一早七點就到現場等候，焦急著要

領取一份能讓家人餬口的物資。當日共計嘉惠265戶家庭。

 令人感動地是這次發放中，有許多因哈維颶風結緣的

新血輪加入。居住德州華頓市的志工芭比本身是哈維風災受

災者，現在積極把握機緣做志工，到有需要的地方學習與付

出；新加入慈濟行列的三位越南裔志工，也自行從休士頓開

車到場與團隊會合。

 在發放過程中，許多災民好奇詢問志工慈濟是什麼團

體，當志工解說證嚴法師創辦慈濟的經歷，以及慈濟已遍及

全球102個國家地區開展服務項目時，不少人感佩慈濟為援

助受難者，而凝聚成這麼大的一股力量，還有災民受到感動

當場寫下感謝函，希望能感謝和激勵更多的慈濟物資。

 在一次又一次的風災發放中，慈濟人在社區撒下善種，

期待著一如哈維風災後見到更多新志工般，未來也會有更多

民眾因此加入慈濟的隊伍。

10月31日德昆西市賑災發放的志工團隊。攝影／吳育宗

 新冠肺炎疫情和颶風
重創德州家庭，慈濟美國
德州分會與休士頓食物銀
行（Houston Food Bank）
合作，近期擬於11月7日與
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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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
同時接受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
需全程戴上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 
先到先領，發完為止。

 慈濟美國佛教系列電影及紀錄片《菩提
之路・慈悲流轉》(On the Buddha’s Path: 
Compassion In Action)，近期將推出新作
品《Karuna》(梵語意指「慈悲」)，將在 
11月20日星期五，於「人文珈琲229」雲端
盛大首映 。
 這部遠赴尼泊爾和印度精心拍攝、耗時剪輯的紀錄片，講述世界知名
科學家僧侶馬修 · 里卡德（Matthieu Ricard)、和藏傳佛教高僧雪謙冉江
仁波切（Shechen Rabjam Rinpoche）共同創設的非營利組織「Karuna-
Shechen」，如何幫助當地婦女獲得知識和一技之長，找到生命獨當一面的
力量，並成為其他弱勢婦女、孩童的重要支持。在實踐佛陀慈悲與智慧，
也成為當地社會推動慈善、教育，和守護社區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組織。
 在首映會中，里卡德特地為雲端首映會的觀眾錄製了一段「慈悲與智
慧」的談話，並邀請到Karuna-Shechen印度分會負責人沙梅爾 · 阿赫塔爾
(Shamel Akhtar)，和觀眾在雲端直接問答。

休士頓慈濟蔬食發放活動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11月7日與11月14日，
上午11點開始發放，
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的訊息， 
請前往：VeryVeggieMovement.org/zh

 因人們在傳統市場內宰殺動物販售，讓新
冠肺炎(COVID-19)疫情迅速蔓延全球，重創
生命與經濟。在此世紀疫情的當下，慈濟美國
深刻反省催生成立「素行動聯盟」，廣邀餐廳
和蔬食產品製造商，共同推動飲食潮流2.0，
讓吃素成為方便、美味、 營養、有趣的飲食
選擇。讓我們攜手，大範圍大規模推動茹素理
念，為地球和人類的永續而努力。
 參與的餐廳和食品製造商僅需以素餐點為
主，提供產品折扣或優惠，即可加入「素行動
聯盟」。合作夥伴將獲「素行動聯盟」為您的
餐廳設計和推廣優惠折扣的宣傳品，一旦您確
認後，就可開始使用並進行媒體宣傳。

慈悲的飲食
文化變革

RSVP及更多紀錄片相關資訊：

認識「大愛人文中心」和

(C.A.F.E. 229)： 
網路首播：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美國中部時間下午6點 

《Karuna》雲端首映會 
「人文珈琲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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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梁晨導演新書梁晨導演新書《《一夢一生一夢一生 》。》。

梁晨導演新書梁晨導演新書《《一夢一生一夢一生 》。》。

美國文藝評論家陳寧美國文藝評論家陳寧（（左左 ））向大家推薦梁晨導演向大家推薦梁晨導演（（右右））新書新書。。

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右右 ））向大家推薦梁晨導演向大家推薦梁晨導演（（左左））新書新書。。

作家陳瑞琳作家陳瑞琳（（左左 ））推薦梁晨導演推薦梁晨導演（（右右））新書新書。。

劇作家任國平劇作家任國平（（筆名梧桐筆名梧桐）（）（左左））推薦梁晨推薦梁晨
導演導演（（右右））新書新書。。梁晨導演得獎電影梁晨導演得獎電影 「「落在落在

紐約的灰紐約的灰」」 。。

梁晨導演得獎電影梁晨導演得獎電影 「「落在紐約的灰落在紐約的灰」」 。。

梁晨導演梁晨導演。。



BB1212
星期六       2020年11月7日       Saturday, November 7, 2020

休城工商

從法律上分析從法律上分析20202020年美國大選危機和解決方案年美國大選危機和解決方案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明明（（1111月月88日日））下午一時至下午一時至
五時盛大開幕五時盛大開幕

歡迎前來參觀樣品屋及設施歡迎前來參觀樣品屋及設施，，並有舞獅並有舞獅、、
抽獎及茶點招待抽獎及茶點招待

（本報記者秦鴻鈞）由 「世
大建設」 開發、設計、營造的休
斯頓中國城首家高檔老年公寓
「祥瑞花園」 在近期已全部完工

，並將於明天（11月8日）舉行盛

大的開幕儀式。歡迎各界前來參
觀 「祥瑞花園」 令人驚艷的高檔
樣品屋暨各種優化生活的完美設
施。為家中的長輩或自己提前規
劃退休後的完美人生。

「祥瑞花園」 位於休斯頓中
國城的中心點，百利大道與Tur-
tlewood路的交口進入，一片寧靜
的封閉社區內，巍峨矗立了一棟
高端大氣的高檔、精裝修住宅，
還有樓頂花園，附近的公園，走
道、綠樹盡呈眼前，令人有安靜
舒適，省心安心之感。

在 「祥瑞花園」 住房內，無

論客廳、臥室、浴室、廚房，無
不呈現安靜、舒適的居家之感，
讓您省心安心，靜度老年的安祥
時光。 「祥瑞花園」 公寓還貼心
的安排住戶的社交、活動圈，如
免費享用的健身中心、圖書館、
電影院、卡拉Ok ,麻將間、公共餐
廳...，並可享用免費 Wi-Fi,360 度
監控、高度照明，並有全天保安
，公寓經理，訂餐服務及特約醫
生，讓您在此高端大氣的精裝修
住宅內，安靜舒適的安度晚年，
過得怡情盡興，省心安心。

「祥瑞花園」 將於明天（11月

8日）下午一時至五時舉行盛大的
開幕儀式，休斯頓Turner 市長將
親臨現場，除了剪綵儀式外，還
引領所有來賓參觀他們的樣品屋
及各項設施，並觀看舞獅表演，
還有各種精彩禮物抽獎，及享用
他們提供的茶點，歡迎大家踴躍
前來參觀。 「祥瑞花園」 的地址
： 6955 Turtlewood Dr. Houston ,
TX 77072，或上網查看：turtle-
woodseniorliving.net, 購房詳情請
洽潘婉芬（Sandy Phantom Gillis ):
(832)709-5057, 或李雄（Kenneth
Li )+1(832)734-6888

由於新冠病毒的影響，2020年美國
大選到了今天的2020年11月5日仍無結
果，這讓全美各界深感憂慮。以往的慣
例是在選舉日第二天早上，落選的候選
人公開承認敗選，從而使大選結果盡早
明確。而今年的選舉無法很快就見分曉
。那些習慣了打砸搶的人群也不失時機
地上街鬥毆和鬧事，最終可能會導致軍
隊出動幹預和鎮壓；而投票的半夜飛來
的幽靈之票和計票工作中的大面積舞弊
，已讓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陷入天
下大亂，幾個關鍵搖擺州的投票結果已
經引起共和黨發起的司法挑戰。經過壹
百多年的歷史洗滌，美國總統大選形成
的壹套規範和流程遭受了空前踐踏，美
國憲政也因此陷入極大危機。有人甚至
開始動搖，是繼續堅持美國似的民主憲
政，還是學習某個東方大國壹人獨斷的
專制獨裁呢？

讓我們先回顧美國憲法的內容和演
變。美國憲法於1787年制定、1788年生
效、1789年正式實行；其第二章第壹節
第三款規定，各州選舉人團成員在投票
選舉總統和副總統時，每人可以在選票
上寫上兩個候選人的名字。各州將投票
結果密封郵寄到首都，由參議院議長當
著參眾兩院的面拆封並點票。在獲得選
舉人團總人數過半的候選人當中，得票

最多的當選為總統。如果得票過半而且
相等的候選人不止壹個，則眾議院應立
即召開會議，投票決定總統。若無任何
候選人得票過半，則由眾議院在得票最
多的五位候選人當中選出壹位擔任總統
。通過以上程序選出總統後，得票次之
的候選人成為副總統。這樣的結果導致
總統和副總統分屬不同黨派，因此1804
年通過的憲法第12修正案明確規定每位
選舉人團成員在投票時必須明確所選的
兩個候選人哪個是總統，哪個是副總統
。這樣就不可能有兩人同時得票過半且
票數相等；只有無任何人得票超過半數
時才由眾議院投票，從得票最多的前三
人（從原來的前五人減為三人）當中選
出總統。此外，根據美國憲法，勝選者
將在2021年1月20日宣誓就任新總統。
如果大選出現平局、或者某個州的選舉
結果引發法律糾紛而使得任何候選人都
無法獲得多數，不能在2020年12月8日
前確定選舉人，那麽國會就有權拒絕接
受該州的選舉結果，則將由新選舉產生
的眾議院在2021年 1月6日確定總統人
選。另外，在平手的情形下，根據美國
選舉法，眾議院議員以州為單位，壹州
壹票用50張票投出下壹任美國總統，參
議院以壹人壹票的方式選出副總統。這
可能會出現可笑的局面，特別是參眾兩

院不在同壹個黨派手裏的時候。如果到
1月20日總統就職日，仍無法確定總統
人選，則將依據美國總統繼任順序選出
代理總統，這可能是選舉產生的副總統
人選或是白宮發言人，這將取決於參議
院是否能在1月20日前確定副總統人選
。另壹種可能是，川普敗選並拒絕接受
選舉結果，並在壹州甚至全美國提出多
起選舉訴訟，最終打到美國最高法庭，
因為他在2020年 8月的采訪中直言：
“我們輸掉這次選舉的唯壹可能性就是
選舉被操縱。”此後，川普壹直拒絕表
態壹旦敗選自己將和平交權。

如果由國會決定總統大選結果，則
近期伴隨的國會議員大選結果也是非常
關鍵的；如果國會兩院都由共和黨占領
，則川普連任毫無懸念。如果國會兩院
都由民主黨占領，則拜登入主白宮夢想
成真。但是，若打到美國最高法庭，則
共和黨會在6比3的優勢中穩勝。還有
兩種極端的情形，壹是夜半飛來的幽靈
郵票和計票工作中已發現的大面積舞弊
，可能導致這些州的投票全部作廢，從
而引發官司連連，或者在這些州重新投
票；二是在這場大選帶來的憲政危機中
，國會和各州再次修訂憲法，進壹步完
善選舉制度。以上都是民主社會的和平
解決方案，雖然成本高昂、費時費力和

混亂不堪，但不至於導致整個社會陷入
內戰，更不太可能像1860年林肯當選後
，1861年南方叛亂武裝向北方挑起戰爭
，引發全面內戰。即使內戰重現，挑起
內戰的壹定是支持打砸搶和踐踏法律與
憲政的民主黨，而到目前為止，面對鋪
天蓋地的投票舞弊，川普只是堅持訴訟
解決問題。因此，如果內戰重現，美國
人民和美國聯邦政府，也壹定會像第壹
位共和黨的總統林肯那樣，鎮壓叛亂、
剿滅反動勢力，讓美國這座人類文明燈
塔更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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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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