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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重磅重磅重磅重磅﹗﹗﹗﹗川普深夜推文川普深夜推文川普深夜推文川普深夜推文﹕﹕﹕﹕和第一夫人雙雙確診和第一夫人雙雙確診和第一夫人雙雙確診和第一夫人雙雙確診............

在川普女助理10
月 1 日確診新冠

同天，川普晚間

11點推特上發文

宣布，他與第一

夫人梅蘭妮亞新

冠肺炎確診，將

立刻開始隔離與

治療程序。

白宮醫師康利

（Sean Conley）

2日凌晨隨即表示，已得

知川普夫婦確診，並表示

目前兩人身體狀況良好。

在此之前，川普才在上月

29日晚間與民主黨候選人

拜登進行第一場總統辯論

會，並且全程幾乎未配戴

口罩。大選剩下將近一個

多月，「十月驚奇」序幕

也已悄悄拉開。

休斯頓市長休斯頓市長休斯頓市長休斯頓市長﹕﹕﹕﹕
竊盜竊盜竊盜竊盜750750750750元以下元以下元以下元以下﹑﹑﹑﹑輕罪者免坐牢輕罪者免坐牢輕罪者免坐牢輕罪者免坐牢
休斯頓市長 9 月 28
日簽署一項行政令

1-68，指出針對未來

竊盜 750 元以下等 A
級、B級輕罪者實施

“传单即释放”，

也就是說收到傳票後不會被逮捕，

而是可以在現場開傳單後，隨即釋

放，待出庭日在法院出現即可。

根據目前供部的資訊，符合以下資

格者屬於輕罪範疇：

•擁有受管制物品（少於4盎司）

•盜竊（被盜財產750美元以下）

•服務盜竊（金額750美元以下）

•刑事輕罪（損失750美元以下）

•塗鴉（損壞範圍2500美元以下）

• 懲教設施內使用

違禁品

•持無效駕照開車

這項政令已經於9月
29 日生效，特納表

示這有助於減少監

獄內的非暴力犯數量，也可以減少

警察處理程序上的時間，整體而言

更加人道。休斯頓警察工會副主席

Griffit也對此表示贊同，並指出如果

犯人潛逃、不去法院，到時候可以

進行逮捕。

然而，這項行政令卻引起極大反彈

，許多民眾認為對於輕罪的定義太

過模糊，警方可能自由心證，將會

使得犯罪率飆高，苦了市井小民。

投票登記投票登記投票登記投票登記10101010月月月月5555日截止在即日截止在即日截止在即日截止在即
還沒有登記的請加緊腳步還沒有登記的請加緊腳步還沒有登記的請加緊腳步還沒有登記的請加緊腳步﹗﹗﹗﹗
隨著大選步步逼近，呼籲投票的聲

浪也越來越踴躍，哈里斯縣政辦公

室創新科主任周浩恩、哈里斯縣行

政辦公室華裔選民選舉宣傳召集人

芮久玟（JoAnne Ray），紛紛呼籲不

要錯過！

芮久玟指出，哈里斯郡是全德州唯

一一個有中文選票服務的地區，這

項成果得來不易，因為過去許多華

裔領導人的努力，到了 2011年開始

才有這項服務，便利華裔選民。因

此華裔選民務必十分珍惜，踴躍投

票展現華裔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未

來才會有更多相關的服務。

2020年因為疫情影響，哈里斯縣在

今年 7 月份的時候，就由周浩恩領

軍，實施了首次的免下車投票，成

效十分顯著。因此今年 11月的大選

，也將延用這個模式，讓民眾可以

不用與人群接觸，就安全進行投票

。

周浩恩提醒，目前開闢了 10個免下

車投票站，從早上 7:00 到晚上 7:00
都會開放，可以上 harrisvotes.com
查看離自家最近的投票點。

周浩恩指出，目前哈里斯縣行政辦

公室建立了安全投票 S.A.F.E.選舉計

劃，以保證選舉將是安全(Secure)，
方便可行 (Accessible)，公平 (Fair)，
以及有效率(Efficient)。一切準備就

緒，就怕民眾不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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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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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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繳稅沒川普繳稅沒??
這是美國人非常關心的問題這是美國人非常關心的問題。。““紐約時報紐約時報””驚天驚天

大爆料大爆料，，在過去在過去1818年裡年裡，，川普總統有川普總統有1111年沒有繳納年沒有繳納
聯邦所得稅聯邦所得稅，，而在最近兩年而在最近兩年（（20162016和和20172017年年））他僅各他僅各
繳了繳了750750美元稅款美元稅款,, 如依照美國富人稅率如依照美國富人稅率,, 川普比一川普比一
般美國有錢人少繳了般美國有錢人少繳了44億美元的稅金億美元的稅金。。
川普並沒有嚴厲駁斥紐約時報的報導川普並沒有嚴厲駁斥紐約時報的報導.. 也不敢公開也不敢公開
自己的報稅單以示清白自己的報稅單以示清白,, 他僅以他僅以””那是假新聞那是假新聞””一句一句
話輕輕回應話輕輕回應,, 川普顯然心虛川普顯然心虛,, 他只想造成社會上對他只想造成社會上對
這件事情這件事情””信者恆信之信者恆信之,,不信者恆不信之不信者恆不信之””的灰色態的灰色態

度度,,否則為何他不敢與紐約時報直球對否則為何他不敢與紐約時報直球對
決決,, 一次把話清楚講白呢一次把話清楚講白呢!!

美國先總統羅斯福曾說過美國先總統羅斯福曾說過::「「判定一判定一
個人有沒有社會責任感最確定的方法就個人有沒有社會責任感最確定的方法就
是看他的納稅情況是看他的納稅情況，，納稅金是我們為建納稅金是我們為建
立有序社會所付出的會員費立有序社會所付出的會員費。。」」羅斯福總羅斯福總
統說的話言簡意賅統說的話言簡意賅,, 也就是說一個具有也就是說一個具有
責任感的人責任感的人，，最基本的態度和作為就是最基本的態度和作為就是
向稅務局向稅務局IRSIRS納稅納稅。。固然納稅是個人的隱固然納稅是個人的隱
私私，，別人無權得知別人無權得知，，但是自從但是自從 19721972 年以年以
來來，，兩黨有一個約定成俗的規矩兩黨有一個約定成俗的規矩,, 那就是那就是
每一位總統候選人都會自動公開納稅每一位總統候選人都會自動公開納稅
單單，，以表明自己沒有逃漏稅以表明自己沒有逃漏稅，，並取信於民並取信於民
眾眾，，可是川普卻一直排斥公開納稅單可是川普卻一直排斥公開納稅單,,他他
從四年前參選總統時就已被各界強烈要從四年前參選總統時就已被各界強烈要
求公佈稅表求公佈稅表,, 他起初說他起初說””等到希拉蕊公開等到希拉蕊公開
她在擔任國務卿時的電子郵件後她在擔任國務卿時的電子郵件後，，我就我就
會公開稅表會公開稅表”，”，後來國務院公佈了數千封後來國務院公佈了數千封
希拉蕊的郵件希拉蕊的郵件，，但川普食言而肥但川普食言而肥，，他最後他最後
把不公佈的理由改口為把不公佈的理由改口為::””因為過去十二因為過去十二

年都被國稅局稽查年都被國稅局稽查，，等稽查結束後就會公開等稽查結束後就會公開””,, 如今如今
四年已過四年已過,, 他依然用相同理由來搪塞他依然用相同理由來搪塞,, 為什麼稅務為什麼稅務
局不敢公開出來說明清楚呢局不敢公開出來說明清楚呢!!

紐約時報作為美國最權威的主流媒體之一紐約時報作為美國最權威的主流媒體之一,, 他們他們
敢於揭露川普的報稅表敢於揭露川普的報稅表,, 表示必有所本表示必有所本，，絕不會杜絕不會杜
撰撰，，也不敢虛假也不敢虛假,, 既然川普已公開宣稱他們公佈的既然川普已公開宣稱他們公佈的
資料是資料是””假新聞假新聞””,, 已對該報造成名譽上重大損害已對該報造成名譽上重大損害,,紐紐
約時報應該對川普嚴厲譴責約時報應該對川普嚴厲譴責,, 並保留對他卸任總統並保留對他卸任總統
以後追訴的權利呀以後追訴的權利呀!!

非
馬
雙
語
詩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冰山一角 THE TIP OF THE ICEBERG
in spite of the global warmingin spite of the global warming
there won't be any melting soonthere won't be any melting soon
of the cold-eyed stareof the cold-eyed stare
that you gave me the other nightthat you gave me the other night

地球再怎麼暖化

都溶解不了

那晚你給我的

冷眼

總統大選辯論原本是美國民主的典範總統大選辯論原本是美國民主的典範,, 但在但在
今年第一場辯論後今年第一場辯論後，，全美反應普遍不佳全美反應普遍不佳,, 大多數大多數
人不是悲傷人不是悲傷，，就是憤怒就是憤怒,, 由於現任總統與前任副由於現任總統與前任副
總統都不遵守辯論規則總統都不遵守辯論規則,, 使真理愈辯愈不明使真理愈辯愈不明,,已已
失去辯論原義失去辯論原義,, 我認為接下來兩場應取消以免使我認為接下來兩場應取消以免使
選舉失真選舉失真。。

美國第一次總統辯論是從美國第一次總統辯論是從19601960年甘迺迪與尼年甘迺迪與尼
克森開始克森開始，，隨後隨後19641964年年、、19681968年和年和19721972年大選沒年大選沒
有舉行有舉行，，但從但從19761976年卡特與福特激辯以來年卡特與福特激辯以來，，此傳此傳
統一直穩健進行統一直穩健進行,, 過往的每一次論戰兩位準總統過往的每一次論戰兩位準總統
都對主題做激辯都對主題做激辯,, 雙方都遵照規則進行雙方都遵照規則進行,, 雖彼此雖彼此
理念不同理念不同,, 也能尊重對方觀點也能尊重對方觀點，，彼此間更有一定彼此間更有一定
禮節禮節,, 展現出做為未來四年領導人的高度展現出做為未來四年領導人的高度，，但是但是
這次辯論這次辯論,, 所有優點都沒了所有優點都沒了，，川普與拜登在辯論川普與拜登在辯論

前後連招呼都不打前後連招呼都不打,, 辯論辯論
中拜登還時帶微笑中拜登還時帶微笑,, 川普川普
則擺出一副冷面孔則擺出一副冷面孔,,相當相當
不得體不得體,,似乎忘了作為領似乎忘了作為領
導人應有基本謙卑和低導人應有基本謙卑和低
調調。。

根據根據 CBSCBS 的民調顯的民調顯
示示,, 有有8383%%的民眾認為這的民眾認為這
次 辯 論 是 負 面 的次 辯 論 是 負 面 的,, 只 有只 有
1717%% 認 為 是 正 面 的認 為 是 正 面 的，，在在
CNNCNN 民調中有民調中有 7171%%的受的受
訪者認為川普在講假話訪者認為川普在講假話,,
6868%%受訪者認為川普一再受訪者認為川普一再
對拜登的攻擊是不公平對拜登的攻擊是不公平
的的,, 這樣民調已讓辯論會這樣民調已讓辯論會
失去舉行的意義失去舉行的意義。。

在這次的辯論中在這次的辯論中,, 雙雙
方似乎只為自己強辯方似乎只為自己強辯,, 例例

如川普硬說他有納稅如川普硬說他有納稅,, 但卻又拿不出證明但卻又拿不出證明,,反而反而
使辯論會成為他為自己澄清的機會使辯論會成為他為自己澄清的機會,, 當拜登要他當拜登要他
在辯論會上公開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在辯論會上公開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以證明自以證明自
己沒有種族歧視觀念己沒有種族歧視觀念,,川普不但不譴責川普不但不譴責,, 反而嘲反而嘲
弄左翼激進分子弄左翼激進分子，，企圖挑起另外的紛爭企圖挑起另外的紛爭,, 這也是這也是
他擔任總統以來一貫使用的伎倆他擔任總統以來一貫使用的伎倆,, 實在不宜讓他實在不宜讓他
利用辯論的機會再次得逞利用辯論的機會再次得逞。。
由於總統電視辯論就像參選人公佈報稅表一樣由於總統電視辯論就像參選人公佈報稅表一樣,,
只是約定成俗的規矩只是約定成俗的規矩,, 川普既然拒絕公佈自己的川普既然拒絕公佈自己的
稅表稅表,, 所以拜登當然也可以拒絕參加下兩場辯論所以拜登當然也可以拒絕參加下兩場辯論
會會,, 畢竟他的民調還是領先川普畢竟他的民調還是領先川普,, 與其在辯論會與其在辯論會
上被川普羞辱貶抑上被川普羞辱貶抑,, 還不如一步一腳印到選情緊還不如一步一腳印到選情緊
繃的搖擺州拜訪選民務實多了繃的搖擺州拜訪選民務實多了!!

自去年自去年1212月冠狀病毒記載了第一個死亡案月冠狀病毒記載了第一個死亡案
例以來例以來,, 短短短短 1010 個月在全球已奪走超過個月在全球已奪走超過 100100 萬萬
人的生命人的生命，，確診案例達到確診案例達到33003300萬萬,,世人在悲戚的世人在悲戚的
輓歌聲中輓歌聲中,,送走一位位心愛的人送走一位位心愛的人,,躺在墓碑下的躺在墓碑下的
是一條條無辜的身軀是一條條無辜的身軀,,無論相識或不識無論相識或不識,,我們都我們都
向他們表達哀悼之心意向他們表達哀悼之心意。。

COVID-COVID-1919是本世紀人類所面臨的醫學大是本世紀人類所面臨的醫學大
災難災難,,雖然全球醫學家都在研發疫苗來對抗這個雖然全球醫學家都在研發疫苗來對抗這個
傳染病傳染病,, 但現在尚未成功但現在尚未成功,,不過專家再三告誡我不過專家再三告誡我
們們,,免受疾病侵襲的最佳手段仍是採取個人和社免受疾病侵襲的最佳手段仍是採取個人和社
區預防措施區預防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戴面罩這些措施包括戴面罩、、勤洗手勤洗手、、保持保持
社交距離以及限制聚會人數社交距離以及限制聚會人數,,違反這些規則就會違反這些規則就會
危及生命危及生命。。

美國人口雖只佔全球美國人口雖只佔全球44..22％％，，
但但2020萬死亡人數和萬死亡人數和716716萬確診萬確診
病例卻超過世界的病例卻超過世界的 2020％％,,而另而另
外一個國家巴西外一個國家巴西，，其人口僅佔其人口僅佔
世界世界22..77％％，，但死亡總數卻超過但死亡總數卻超過
全球的全球的1414％％,, 這兩國疫情之所這兩國疫情之所
以如此嚴重就是因為兩國領導以如此嚴重就是因為兩國領導
人一開始就沒有認真對待這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認真對待這個
病毒病毒，，由於他們的疏失由於他們的疏失,, 所以所以
現在他們的人民繼續付出生命現在他們的人民繼續付出生命
的代價的代價。。世界衛生組織的邁克世界衛生組織的邁克··
瑞安博士認為瑞安博士認為，，在疫苗未能研在疫苗未能研
發問市前發問市前,, 世界死亡人數繼續世界死亡人數繼續
翻升並非不可能翻升並非不可能,, 而美國的福而美國的福
奇博士則預測世界要回復成以奇博士則預測世界要回復成以
往的正常狀態需要等到明年往的正常狀態需要等到明年
底底。。

由於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困由於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困
境境,, 美國國會所通過的紓困案美國國會所通過的紓困案

雖然有助於人民暫時度過難關雖然有助於人民暫時度過難關,,但卻也讓聯邦政但卻也讓聯邦政
府揹負了鉅額的債務府揹負了鉅額的債務。。
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最近的報告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最近的報告，，20202020年美國年美國
聯邦債務將高達聯邦債務將高達4141萬億美元萬億美元，，是目前經濟儲備是目前經濟儲備
的兩倍多的兩倍多,, 而今年的預算赤字更將是美國歷史而今年的預算赤字更將是美國歷史
上首次超過上首次超過33萬億美元萬億美元。。而在而在20072007年大衰退開始年大衰退開始
之前之前，，美國債務佔美國債務佔GDPGDP的的3535%,%,今年的聯邦債務今年的聯邦債務
佔佔GDPGDP的比例預計的比例預計,,則從去年年底的則從去年年底的7979%% 飆升飆升
至至9898%%，，明年更將超過明年更將超過100100%,%,看來這一場疫情大看來這一場疫情大
災難真正是讓美國在為子孫後代挖越來越深的災難真正是讓美國在為子孫後代挖越來越深的
財政大窟窿財政大窟窿,,而川普總統卻天天在吹噓要讓美國而川普總統卻天天在吹噓要讓美國
更加偉大更加偉大,, 到底他要如何去填補這個財政大窟到底他要如何去填補這個財政大窟
窿呢窿呢?? 那真是讓人憂心啊那真是讓人憂心啊!!

悠關總統大選勝負的第一場辯論剛結束悠關總統大選勝負的第一場辯論剛結束，，川普川普
總統與對手拜登在九十分鐘的唇槍舌戰後顯然總統與對手拜登在九十分鐘的唇槍舌戰後顯然
沒有贏家沒有贏家。。四年前我曾把川普與希拉蕊的辯論四年前我曾把川普與希拉蕊的辯論
稱之為拳擊賽稱之為拳擊賽,, 而現在這一場川普與拜登的辯而現在這一場川普與拜登的辯
論我改稱為摔跤賽論我改稱為摔跤賽，，因為兩人辯論時大都糾纏因為兩人辯論時大都糾纏
在一起在一起,,干擾對方發言干擾對方發言,,讓對手無法表述完整的讓對手無法表述完整的
立場立場,,相當令人遺憾相當令人遺憾。。

這場辯論這場辯論，，川普期待已久川普期待已久,, 因為強辯一向是因為強辯一向是
他的強項他的強項,,既然他已在民調輸拜登既然他已在民調輸拜登,, 所以必須靠所以必須靠
辯論來扭轉劣勢辯論來扭轉劣勢,, 因此在辯論時採取窮追猛打因此在辯論時採取窮追猛打
策略策略,, 每當拜登話沒說完就頻頻插嘴企圖擾亂每當拜登話沒說完就頻頻插嘴企圖擾亂
拜登思緒拜登思緒,,氣得拜登三不五時回敬他氣得拜登三不五時回敬他::””先生先生,,請請
你閉嘴你閉嘴!!””,, 就連主持人華萊士都提醒川普要遵就連主持人華萊士都提醒川普要遵

守辯論規則守辯論規則，，並諷刺川普要不要與並諷刺川普要不要與
他交換一下位子他交換一下位子,,根據根據 CNNCNN 統計統計,,
川普一共打斷了拜登川普一共打斷了拜登7373次發言次發言,, 絕絕
大部分是挑釁和駁斥的言語大部分是挑釁和駁斥的言語,, 所幸所幸
拜登並未亂了方寸拜登並未亂了方寸,, 反而在川普發反而在川普發
言時也採取相同攻勢言時也採取相同攻勢,, 尤其是在川尤其是在川
普攻擊他兒子時奮力回擊普攻擊他兒子時奮力回擊。。

這場辯論圍繞著六個主題展這場辯論圍繞著六個主題展
開開：：兩人各自主要政策闡述兩人各自主要政策闡述、、大法大法
官任命官任命、、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健保健保、、經濟經濟、、城城
市種族矛盾和暴力活動以及選舉市種族矛盾和暴力活動以及選舉
公正性等公正性等,, 其中以新冠病毒的辯論其中以新冠病毒的辯論
最久最久，，拜登列舉了川普種種防疫不拜登列舉了川普種種防疫不
力的缺失力的缺失，，但川普竟用福奇稱讚但川普竟用福奇稱讚
他他””做得很好做得很好””的話來為自己辯護的話來為自己辯護。。

由於辯論前由於辯論前《《紐約時報紐約時報》》爆料川爆料川
普在過去普在過去1515年中有年中有1010年沒有繳稅年沒有繳稅,,

主持人直截了當向川普發問主持人直截了當向川普發問，，川普強說川普強說::””我交我交
了數百萬美元的稅了數百萬美元的稅。”。”,, 話剛落地話剛落地,,拜登立即插拜登立即插
話話::““拿出你的納稅單來拿出你的納稅單來!!””,, 顯然在大選之前我顯然在大選之前我
們是無法得知川普有沒有繳稅的真相們是無法得知川普有沒有繳稅的真相!!

川普還自誇做了川普還自誇做了 4747 個月的總統做的事比個月的總統做的事比
拜登從政拜登從政 4747 年做的都還多年做的都還多,, 這顯然是在吹噓這顯然是在吹噓,,
當主持人在最後追問兩人對選舉的態度時當主持人在最後追問兩人對選舉的態度時,, 拜拜
登說他絕對會服從選舉的最後結果登說他絕對會服從選舉的最後結果，，川普則依川普則依
然是質疑選舉的公正性然是質疑選舉的公正性,, 不承認自己的敗選不承認自己的敗選,,
川普的表態似乎預告了今年的總統大選將陷入川普的表態似乎預告了今年的總統大選將陷入
一場比疫情還要嚴重的政治大災難一場比疫情還要嚴重的政治大災難!!

川普總統不顧強大民意反對川普總統不顧強大民意反對，，執意在大選前執意在大選前
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柏格逝世後遺留的位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柏格逝世後遺留的位
子子,, 金斯柏格生前留有遺言不希望川普提名她的金斯柏格生前留有遺言不希望川普提名她的
接替人選接替人選,,但她還未入土但她還未入土,, 川普就已欽定了人選川普就已欽定了人選,,
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不過川普的做法是合法也不不過川普的做法是合法也不
違憲的違憲的。。

其實川普早在金斯柏格上個月入院治療後其實川普早在金斯柏格上個月入院治療後,,
就已向外界公佈了他心目中就已向外界公佈了他心目中1515位可能接替金斯位可能接替金斯
柏格的名單柏格的名單，，現在他選中的艾米現在他選中的艾米··科尼科尼··巴瑞特巴瑞特
（（Amy Coney BarrettAmy Coney Barrett），），是一位出身自天主教聖母是一位出身自天主教聖母
大學大學,,現任芝加哥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現任芝加哥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
她曾任已故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她曾任已故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的
助理助理，，繼承了他保守的意識形態繼承了他保守的意識形態，，對於擁護槍枝對於擁護槍枝
與反墮胎等的觀點廣為人知與反墮胎等的觀點廣為人知,, 所以她是右派所強所以她是右派所強

力支持的人選力支持的人選。。
平心而論平心而論，，如果不是因為當前最高法如果不是因為當前最高法
院的意識形態有向保守強力傾斜的院的意識形態有向保守強力傾斜的
趨勢趨勢，，巴瑞特是一位適格的大法官人巴瑞特是一位適格的大法官人
選選,, 但因為時機不對但因為時機不對，，所以她此時並所以她此時並
不適任不適任！！

照理說為平衡最高法院的態式照理說為平衡最高法院的態式,,
川普應提名一位色彩較不明顯的大川普應提名一位色彩較不明顯的大
法官以避免對立抗爭的局面法官以避免對立抗爭的局面,, 但川普但川普
所考量的卻是即將面對的一場總統所考量的卻是即將面對的一場總統
大選官司大選官司，，一旦交由最高法院來裁決一旦交由最高法院來裁決
時時,, 他急需巴瑞特的這一票來鞏固自他急需巴瑞特的這一票來鞏固自
己的優勢己的優勢。。
巴瑞特有淵博深厚的法律素養巴瑞特有淵博深厚的法律素養,, 她自她自
詡為原始主義者詡為原始主義者，，遵循著對憲法的嚴遵循著對憲法的嚴
格理解去釋憲格理解去釋憲,, 她知道在被提名後她知道在被提名後，，
就會置身於政治和意識形態兩極化就會置身於政治和意識形態兩極化

的環境中的環境中,,她說過她說過：”：”做法官需要勇氣做法官需要勇氣，，不是按照自不是按照自
己喜歡的方式來裁決案件己喜歡的方式來裁決案件，，也不能像公衆或媒體也不能像公衆或媒體
希望的那樣去裁決希望的那樣去裁決,,法官不是比人氣法官不是比人氣,, 而是履行職而是履行職
責責，，遵守法律遵守法律。”。”

這位養育了七名子女的母親也說過這位養育了七名子女的母親也說過,, 她奉行她奉行
““生命始於受孕生命始於受孕””,, 所以在墮胎相關案件中她投下所以在墮胎相關案件中她投下
反對票反對票,, 這與許多女性要求保障合法墮胎權利不這與許多女性要求保障合法墮胎權利不
同調同調,, 而且她反同性戀而且她反同性戀LGBTLGBT等的立場也曾引發等的立場也曾引發
爭議爭議,,在即將舉行的參議院任命聽證會上在即將舉行的參議院任命聽證會上,, 她將面她將面
臨考驗臨考驗,,目前參議院中目前參議院中,,共和黨以共和黨以5353對上對上4747占多占多
數席次數席次,, 所以如果沒有重大弊端所以如果沒有重大弊端,, 她應該會驚險她應該會驚險
過關過關,, 但也必然會加劇黨派之爭但也必然會加劇黨派之爭,, 並加大了美國並加大了美國
的對立的對立！！

三年前當好萊塢製片大亨哈維三年前當好萊塢製片大亨哈維··韋恩斯坦性騷韋恩斯坦性騷
擾引發了擾引發了#MeToo#MeToo””我也是我也是””運動後運動後,, 造成了世界造成了世界
各國女性爭先恐後揭露權勢人物非法性侵行為各國女性爭先恐後揭露權勢人物非法性侵行為
的浪潮的浪潮,, 許多名人因此而聲名狼藉許多名人因此而聲名狼藉,,失勢下台失勢下台。。
今年的今年的55月因為黑人佛洛伊德遭到白人警察霸凌月因為黑人佛洛伊德遭到白人警察霸凌
致死所引發的致死所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運動(#Black(#Black
Lives Matter)Lives Matter) 則引發了美國社會風起雲湧的反種則引發了美國社會風起雲湧的反種
族歧視示威活動族歧視示威活動,,震撼了全美國震撼了全美國,,使黑人地位爆使黑人地位爆
漲漲,, 連參選總統的拜登都選了黑人女性賀錦麗做連參選總統的拜登都選了黑人女性賀錦麗做
為副手為副手。。

肯塔基州一介黑人女子布倫娜肯塔基州一介黑人女子布倫娜··泰勒於今年泰勒於今年33
月中旬一個深夜在自家屋內被沒有敲門強行進月中旬一個深夜在自家屋內被沒有敲門強行進
入欲緝毒的三名白人警察射殺身亡入欲緝毒的三名白人警察射殺身亡,, 雖路易維爾雖路易維爾
市以市以12001200萬美元與她的家人達成和解萬美元與她的家人達成和解,,但大陪審但大陪審

團卻做出無法令人信服的裁決團卻做出無法令人信服的裁決,, 因而因而
引發了另一個引發了另一個””說出她的名字說出她的名字””運動運動
(#SayHerName)(#SayHerName)，，這個運動雖然在早這個運動雖然在早
些年已經被人提倡過些年已經被人提倡過，，但是好長的一但是好長的一
段時間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段時間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而布而布
倫娜倫娜··泰勒之死發生在佛洛伊德冤死泰勒之死發生在佛洛伊德冤死
之前之前，，若不是若不是#Black Lives Matter#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運動
所造成的巨大影響所造成的巨大影響,, 這次眾人為她舉這次眾人為她舉
行的行的#SayHerName#SayHerName運動就不可能會引運動就不可能會引
發全美各地的熱烈響應發全美各地的熱烈響應。。

伸張黑人與女人權利不遺餘力的伸張黑人與女人權利不遺餘力的
芝加哥黑人女市長萊特富特這一次支芝加哥黑人女市長萊特富特這一次支
持與提倡持與提倡#SayHerName#SayHerName運動真可謂殫運動真可謂殫
精竭慮精竭慮，，無所不用其極無所不用其極,,她動用了全市她動用了全市
所有發佈公共服務信息的電子廣告牌所有發佈公共服務信息的電子廣告牌

來宣導呼籲芝加哥市民來宣導呼籲芝加哥市民#SayHerName#SayHerName 以紀念布以紀念布
倫娜倫娜··泰勒泰勒,, 或許是她用力過度或許是她用力過度,, 立即遭到芝加哥立即遭到芝加哥
白人市議員的極端不滿白人市議員的極端不滿,, 批評她所謂的紀念批評她所謂的紀念,,是有是有
特定目的的特定目的的““政治聲明政治聲明””,, 是一種是一種““劫持劫持””市民的行市民的行
為為，，並稱市長的舉措毫無價值並稱市長的舉措毫無價值，，也與公益無關聯也與公益無關聯,,
當然市長予以回擊當然市長予以回擊,, 堅稱一切都是為了反歧視的堅稱一切都是為了反歧視的
作為作為,, 當然與政治無關當然與政治無關。。

我認為女市長的做法與說法是完全正確的我認為女市長的做法與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的社會常常誤解了我們的社會常常誤解了””政治政治””的涵義的涵義,,試想想看試想想看,,
如果萊特富特今天不是市長如果萊特富特今天不是市長,, 她沒有掌握公權力她沒有掌握公權力
的話的話,, 對於推動對於推動#SayHerName#SayHerName 運動運動,,她恐怕也是她恐怕也是
無能為力了無能為力了！！#SayHerName#SayHerName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
的運動的運動,,如果能夠持續推動下去如果能夠持續推動下去,, 相信對於改善族相信對於改善族
群歧視與伸張司法正義一定有相當大助益的群歧視與伸張司法正義一定有相當大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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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现代人的饮食结构是粮谷类食品消

费下降，动物性食品成倍增加，就是说糖

类的摄入量下降了，脂肪摄入量上升了。

这样的结构从好的方面来说，儿童生长发

育良好，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不好的方面

主要表现在某些营养物质依然摄入不足，

如钙、铁、维生素A、维生素B2等，而富

贵病却不断增加。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与过

剩并存，营养缺乏病与富贵病同在，使得

人们处在一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中。只有

正确的饮食习惯结合适度的身体锻炼才能

轻松远离亚健康。

膳食营养平衡，主要注意三点：多

样、平衡、适度。五谷为养，五畜为益

，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营养家将食物分成五大类。

第一类为谷类和薯类，谷类包括米

、面、杂粮等，薯类包括土豆、甘薯、

木薯等，主要提供糖类、蛋白质、膳食

纤维及B族维生素，处于膳食金字塔第

一层，也是最底层，所占比重最大。

第二类为蔬菜水果类，包括鲜豆、

根茎、叶菜、茄果等，主要提供膳食纤

维、矿物质、C族维生素和胡萝卜素，

处于膳食金字塔的第二层。

第三类为动物性食物，包括肉、禽

、鱼、奶、蛋等，主要提供蛋白质、脂

肪、矿物质、A族维生素和B族维生素

，位于膳食金字塔的第三层。

第四类为豆类及其制品，包括大豆

及其他干豆类，主要提供蛋白质、脂肪

、膳食纤维、矿物质和B族维生素，也

位于膳食金字塔的第三层。

第五类为纯热能食物，包括动植物

油、淀粉、食用糖和酒类，主要提供能量

，处于膳食金字塔的顶端，建议控制摄取

，每天不超过25克。

早餐应该摄入足量和富有蛋白质的

食品，占全天餐量30%—40%，因为上

午工作学习量大，人体消耗的热量也大

。可选择谷类，牛奶或奶制品，肉类食

物，新鲜蔬菜和水果。

午餐要提供以糖类为主的足量食品

，占全天餐量40%—50%。下午仍继续

工作下午的体温略高于清晨，人体要释

放更多的能量，因此，进食一定要充足

。饭菜要丰盛，量要足。

晚餐宜清淡为佳，多吃一些含维生

素C和粗纤维的蔬菜，占全天餐量

20%—30%。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宜清

淡可口，饭后一小时吃点新鲜水果。一

到傍晚，血中胰岛素的含量就上升到高

峰，胰岛素可以使血脂转化成脂肪储存

在腹壁之下，使人日益发胖。加上晚上

活动量减少，血流速度明显降低，因此

，大量血脂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动

脉粥样硬化等。

一日三餐要吃多少才合适呢？

饮食宜少，少食多餐，病宜少食。

多食可致人体肥胖，易患冠心病，高

血压等。老年人因转化过多能量及加以储

存的能力有限，过食则有患高血糖，高血

脂的危险。连续长期饱食，会使人未老先

衰，折损寿命，并易诱发胆石症，胆囊炎

，糖尿病等疾病。

人体消化器官的活动是有一定规律

的，在饮食时，胃，小肠，胆囊和胰腺

分别分泌出各种消化液促进消化，如果

吃的太多或者暴饮暴食，则消化液的分

泌量不足，同时胃壁过度扩张，胃肠蠕

动困难，因此正常的消化机能就会减弱

，而发生消化不良，严重还会引起胃肠

炎，甚至急性胰腺炎等疾病。

病中往往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故

宜少食养胃，以助元气的恢复。

怎么才算是好好吃饭呢？

胃癌是消耗性疾病，营养的补充对胃

癌患者来说刻不容缓。营养补充不仅仅是

每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就能搞定的，需

要合理搭配饮食，做到全面补充营养。

糖类、脂类、蛋白质、维生素、无机

盐以及水是人体所需的六大营养物质，而

这些物质基本上都能从食物获取。

糖类等于糖果？

说到糖，应该有一大部分人都抵挡不

住糖的诱惑吧。但胃癌患者究竟能不能吃

糖？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弄清楚

“糖”是指什么。广义的“糖”是指糖类

，日常食用的蔗糖、粮食中的淀粉、植物

体中的纤维素、人体血液中的葡萄糖等均

属糖类。而人们口中的“糖”则多指糖果

， 是以白砂糖、淀粉糖浆、乳制品、油脂

、甜味剂、色素等材料加工制作的产品，

其中的糖分是极高的。（以下提到的“糖

”是指糖果~）

糖在体内会被分解成为葡萄糖，葡萄

糖是机体的能源物质，为机体供能。若血

液中的葡萄糖过多，大脑就会发出指令

——“原料够多了，不要再来了”，此时

人就会产生饱腹感，阻止进食。对于胃癌

患者来说，原本就胃口不太好，若再多吃

点糖或含糖量高的食物，那就不是食欲好

不好的问题了，而是吃不吃得下的问题了

。再者，甜腻的食物容易引起反胃、恶心

呕吐，这就加重了胃癌患者的胃肠道反应

。

此外，有的胃癌患者进行胃切除手术

，吃下去的糖跳过了胃消化这一过程，部

分糖就会被肠道的一些细菌分解，产生酸

性物质，而肠道的环境呈碱性，酸碱中和

产生气体，使患者产生胀气的反应，严重

的话可能造成缝合处裂开，发生危险。

所以，糖，胃癌患者还是尽量少吃或

不吃的好。

若是想补充葡萄糖，为机体供能，可

以吃些含淀粉多糖的主食以及各种新鲜水

果。人的唾液中含有唾液淀粉酶，能将淀

粉水解成葡萄糖，这就是为什么米饭在嘴

里嚼一会有淡淡的甜味。这些主食除了为

机体提供葡萄糖之外，也提供其他营养物

质，如膳食纤维、维生素等。水果中的糖

类在人体中经过水解变成葡萄糖，为机体

供能。

脂类就是油腻腻的肥肉？

《中国肿瘤营养治疗指南》推荐：卧

床胃癌患者每天所需能量需达30 kcal/kg，

非卧床胃癌患者为35 kcalkg，其中50-70%

来源于糖类，30-50%来源于脂类。脂类是

人体细胞组织的组成成分，人体每天必须

摄入一定量的脂类物质。

有人一听到脂类，脑海就自动浮现出

肥肉白花花甚至还滴着油的模样，实际上

，含有脂类的食物可不是只有肥肉，还有

有各种烹饪用油，如大豆油、橄榄油、花

生油等；肉类，如羊肉、牛肉等；坚果类

，如榛子、核桃、开心果等；蛋类中的蛋

黄。其中胃癌患者应避免食用油炸食品，

坚果较硬，会增加胃的消化负担，胃癌患

者建议少吃。

含维生素A的食物：

动物性食物，如蛋类、乳制品等；深

色蔬菜，如胡萝卜、番茄、菠菜等；水果

，如香蕉、桃子等。

含维生素D的食物：

鸡蛋、牛奶等。晒太阳也可促进体内

维生素D的合成。

含维生素E的食物：

玉米、大豆、燕麦、绿叶蔬菜、蛋等

。

含维生素K的食物：

大豆、菠菜、甘蓝等。日常基本饮食

基本可以满足人体维生素K需求。

含维生素B的食物：

粗粮；水果，如橙子；蔬菜，如青菜

、西兰花、甘蓝等。肉类，如猪瘦肉、鸡

肉等。

含维生素C的食物：

新鲜的水果蔬菜，如白菜、苦瓜、菠

菜、红枣、草莓、柑橘等。

无机盐是什么？

无机盐也称“矿物质”，是人体代谢

的必要物质。其包括常量元素，如钙、磷

、钠、钾、氯、镁和硫；微量元素，如铁

、铜、锌、硒等。若是人体无机盐缺乏，

就会产生相应的疾病，例如钙缺乏容易引

起骨质疏松、抽搐等疾病；铁缺乏则易出

现缺铁性贫血、免疫力下降等疾病。那么

，应如何补充呢？最好的摄入方式是吃富

含无机盐的食物。

含钙的食物：

豆类、奶类、蛋黄、海带、紫菜等

含磷的食物：

黄豆、土豆、肉、鱼、蛋、奶等

含钾的食物：

鲜枣、猕猴桃、香蕉、番茄等

含铁的食物：

动物肝脏、木耳、瘦肉、蛋、芝麻、

海带等

含铜的食物：

鱼、虾、蛤蜊、动物肝脏等

含锌的食物：

海带、奶、蛋、牡蛎、大豆、茄子等

含硒的食物：

小麦、玉米、大白菜、海产品等

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也有一句

老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说明吃

也得有所讲究，不可乱吃一通。对于胃癌

患者而言，应坚持“少吃多餐，细嚼慢咽

，合理搭配，谨慎选择”的原则。

吃对6大营养物质解决饮食难题

美國失業率繼續下滑 但仍遠高於疫情前水平

美國20個城市房價創2018年以來最大漲幅

(本報訊)美國勞工部2日公佈數據顯示，9月美國失業率環比
下降0.5個百分點至7.9%，連續五個月下滑，但仍遠高於新冠疫
情暴發前的水平。

數據顯示，9月美國失業率低於市場普遍預期，但仍比2月
水平高4.4個百分點。另外，9月美國臨時失業人數環比降至460

萬人，永久性失業人數環比上漲至380萬人。
數據還顯示，9月美國非農業部門新增就業人口66.1萬人，

環比增幅較此前四個月有所收窄。同時，美國勞動參與率環比下
降0.3個百分點至61.4%，與2月相比收窄2個百分點，凸顯疫情
對美國勞動力市場打擊沉重且持久。

隨着美國各州放鬆疫情防控措施步伐逐漸放緩，企業復工後
最初一波招聘潮正在散去。此外，每週新申請失業救濟人數仍處
高位，顯示企業裁員速度並未明顯放緩。分析人士認為，目前美
國就業增長正在降溫，勞動力市場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仍有較長的
路要走。

癌症治療新策略：靶向休眠細胞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如同熊會冬眠以抵禦寒冷，癌細胞也會休眠以保護
自身免受威脅，躲避抗癌藥物和治療措施。但是，美國麻省總醫
院癌症中心的Mo Motamedi博士及其團隊已經發現了一種“喚醒
”休眠癌細胞的方法，能使其對化療、放療和抗癌藥物重新產生
反應。

Motamedi表示，大到熊小到細菌，所有生物都有一種基本
能力，即在極端炎熱或寒冷環境下，或遭到食物短缺或有毒物質
等威脅時進入休眠狀態。因此，找到能夠阻斷癌細胞休眠狀態的
方法或將有助於治療多種癌症。

“Mo Motamedi對工作充滿了熱情，他在以一種非常不同的

角度審視癌症。他的研究與當今很多專注於某一特定類
型癌症基因突變的研究不同。 ”美國麻省總醫院癌症中
心血液腫瘤科主任、臨床科室主任David Ryan博士表示
。

Motamedi博士及其團隊以裂殖酵母 （一種與人類細胞
非常相似的單細胞真菌）為模型，揭示了細胞表觀遺傳
學的基本原理，並發現了一組重要的蛋白質。這組蛋白
質也稱為“酶”，是細胞進入休眠的關鍵，可以幫助細
胞應對長期威脅並存活下來，也能在細胞休眠時停止儲
存能量。

由於人體細胞中也存在許多這種蛋白質，Motamedi博士及
其研究團隊認為這些蛋白質可能也是休眠癌細胞能夠存活的關鍵
。他們的研究結果不僅支持了這一觀點，還發現了休眠狀態癌細
胞的弱點，可用於靶向殺傷這些癌細胞。

目前，他們正與美國麻省總醫院癌症中心的多個實驗室合作
，致力於在癌細胞中尋找分子靶點。該“喚醒”方法的關鍵在於
一種天然化合物（酶抑製劑），它能夠特異性地抑制這組蛋白質
。

“現在我們有了除去這些蛋白質的一種酶抑製劑，可用於治
療具備化療耐受性的癌細胞，使其對化療產生反應。我們的最終

目的是將這種酶抑製劑用於對治療已經或可能產生耐受性的癌症
患者。胰腺癌是最致命的癌症種類之一，但是酶抑製劑很可能會
對其奏效。 ”Motamedi博士表示。

“如果能阻止癌細胞進入休眠狀態，或將其從休眠狀態喚醒
，就能增強化療和放療的效果。 ”Ryan博士如是說。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本報訊)在低抵押貸款利率推動的住房需求刺激下，美國20
個城市的房價在7月份加速上漲。

標普CoreLogic Case-Shiller房價指數相比2019年攀升3.9%，
高於經濟學家估計的3.6%。這是自2018年12月以來最大的同比

漲幅。
住房市場一直是美國經濟中出人意料的亮點，美國人渴望利

用好創紀錄低的抵押貸款利率。
庫存短缺也幫助擡高了房價，尤其是在美國人尋求更多空間

以疏散出去的情況下。
Realtor.com首席經濟學家Danielle Hale表示，“由於買家需

求沒有放緩的跡象，而且庫存有限，房價進一步上漲似乎不可避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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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用手机点外卖，早已成为人们

的“常规操作”。如今，宠物们也获得

了点“外卖”的权利。宠物主粮、宠物

零食、宠物玩具、宠物清洁用品等，都

能在一小时内送货上门。

天猫超市数据显示，在“小时达”

服务的带动下，最近一周宠物用品日交

易规模同比增长均超过 500%，最高增

幅接近 600%。

千亿规模的“宠物经济”正在催生

宠物外卖这一新消费趋势的崛起。

客单125的宠物外卖，精致养宠生活加

速跑

《2020宠物外卖报告》显示，饿了

么宠物外卖订单增长达135％，宠物外

卖订单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客

单价格高，根据数据显示，饿了么平台

过去一年平均一单宠物外卖的客单价格

为125元，远高于餐饮外

卖的客单价格。

其中，90后用户已经

成为最大的宠物外卖消费

群体，宠物相关外卖的订

单正在飞速增长。

于是，宠物经济逐步

与不同业态融合，摩擦出

新商机的火花。近段时间

，饿了么和美团这两大外

卖平台就先后释放出加码

宠物市场的信号，“宠物

外卖”的市场潜力随之而

受到关注。

与淘宝宠物店最大的

不同是，宠物外卖销售的

产品仅限于同城配送，和

人们点外卖一样，一小时

左右便可送达。

就这样，在年轻人“精致养宠”的

理念下，毛孩子们带着125元的高客单

价开启了全新的消费市场。

宠物外卖兴起，催生千亿规模的

“宠物经济”

疫情期间，人要赚钱吃饭，宠物要

花钱吃粮，需求是拉动新生事物发展的

原因。

当淘宝“关”了门，物流放了假，

街上只剩下跑腿和外卖平台的送货小哥

儿，同城外卖成为了人们闭门修炼时的

唯一的选择。此时在全国各地，宠物外

卖顺势而生。

年初，人们对局势的迷茫导致消费

者开启了“疯狂囤货”模式，也正是那

段时间，多数平时不经常网购的消费者

也开始尝试网上下单，养宠的便开始云

抢粮。

单身经济、老年经济是宠物外卖发展的

根本原因

从养宠群体来看，年轻人和老年人

占大多数。一方面，随着单身、丁克家

庭这种群体数量的不断上涨，单身经济

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倾向于养宠物来陪伴自己；

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倾

向于离开家乡去创业，巨大的生活压

力导致对父母的陪伴缺失，养宠物也

逐渐成为了陪伴老人的选择，老年经

济成为了宠物市场高速发展意料之中

的原因。

年轻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逛街购买

宠物食品，老年人不方便出门逛街，导

致宠物用品网络化快速发展。这次疫情

造成的大规模停工停业，成为了宠物外

卖行业兴起的直接引爆点。

宠物外卖的期待和困境

“宠物外卖”帮助宠物店商家探索

出一条新出路，但是宠物外卖和人吃的

外卖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人们吃的菜

是餐厅制作出来的，餐厅可以自行定价

，但宠物食品属于有品牌的标准化产品

，成本、价格、利润空间没有多大差别

，自主定价空间很小。

随着网络购物的蓬勃发展，线下宠

物店受到了来自“网购”的冲击，消费

者一改曾经去宠物店给宠物洗澡顺便购

物的方式，逐渐养成了宠物店购物后再

去网购平台搜索同款产品货比三家的习

惯。若实体商家给宠物用品的定价明显

高于网购平台，便极易沦为线上宠物用

品的线下展示厅、体验店。

特别是疫情以后，人们的收入受到

了影响，花钱不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

，抖音直播带货发展得如火如荼，更逼

迫商家降价，趋同于网购平台的价格。

有着房租、水电、工资成本压力的线下

宠物店急于拓展销售渠道，但又无力支

撑平台经营成本的困境，值得平台方思

考和解决。

从未来看，宠物外卖行业将会成为

一个新的热门领域，整个市场的发展前

景零号，但这一行业目前处于探索阶段

，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管，创新出更加新

颖的宠物外卖销售模式。

宠物外卖兴起，催生千亿规模的“宠物经济”

宠物蚂蚁是最近几年才流行的"新秀

宠物"，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名为"蚂

蚁工坊"的产品进行饲养，一般蚂蚁工坊

里配置有饲养盒以及蚂蚁的巢穴等等。

当买回一窝蚂蚁的时候，饲养者要

注意，在塑料盒的顶部及四周涂抹防逃

液，否则工蚁们可能会爬得哪里都是。

防逃液可以在网络上直接购买，也可以

利用滑石粉等细末与无水酒精融合，并

用棉签涂抹到上述地方。无水酒精挥发

得很快，不一会儿，这些极细微的粉末

便可以均匀地附着在塑料盒表面了。

另外，及时清理蚂蚁堆放的垃圾也

是保证它们不出逃的重要条件。很多蚂

蚁会在活动区域堆放垃圾，当垃圾的高

度超过防逃带的高度，那所有的防逃措

施都会土崩瓦解。另外，给蚂蚁个舒适

的环境也可大大降低它们的出逃概率。

细心照料它们，蚁巢的种群数量便

会飞快上升。等到你的蚁巢已经有很多

工蚁，即使多个试管巢都显得拥挤时，

便可以将其挪到更加"豪华住宅"内了。

这个豪华住宅可以说是蚂蚁最终的巢穴

，可以在网络上直接购买。这是一个经

过严密设计，由多个大蚁巢和超大活动

区构成的人工蚁巢。

在搬家时，可以将所有试管巢内的

个体轻轻地倒入人工蚁巢的活动区中，

刚倒入新环境时它们会惊慌失措，到处

乱爬，但不一会儿便会自己进入巢穴中

，开始新的生活。由于人工蚁巢的巢穴

空间很大，因此一开始可以只打开最底

层的两个巢穴。蚁巢之间会有通道连接

，在每一层会有一个细长的缝隙，用塑

料纸片塞入缝隙便可以阻挡蚂蚁通过。

随着蚁群数量越来越多，可以给它

们开放越来越多的巢穴。到了这时，一

个蚂蚁帝国就算基本建成了。如果在网

上直接购买一只蚂蚁蚁后培养，回想只

有孤零零的一只蚁后，在你的精心培育

下逐渐发展，最终成为壮观万分的蚂蚁

帝国，相信那种成就感一定会使你激动

万分。

在饲养蚂蚁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恼人

的问题，在此也将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加以介绍。首先，由于蚁巢的空气相对

不流通，且食物来源稳定，故而极有可

能会出现发霉的现象。当你发现蚁巢内

长满霉菌，你可以选择直接更换穴。如

果不想这样做，那就需要你平时辛勤地

维护了。

经常清理活动区的食物残渣以及蚂

蚁雄放的垃圾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有机

质往往会成为培养霉菌的温床。另外，

清理蚁网内残留的垃圾同样较为繁琐。

你可以使用镊子或咖啡勺等工具将蚁内

的垃圾取出，也可以用湿润的棉球深入

到穴内，将这些细小的垃圾粘出，但动

作一定要尽可能的轻柔，不要伤害到穴

内的蚂蚁，尤其不要伤害到蚁后。

另外，如果家中的卫生条件不算太

好，同时蚁内的昆虫尸体又得不到及时

的处理，在巢穴中还会出现螨虫。螨虫

的身体多呈红色，会在一些蚂蚁足的关

节或触角上攀附，很容易发现。一旦出

现了螨虫，同样可以更换新的蚁，并对

日加以消毒处理。

另外，蚂蚁身上的螨虫，可以用纱

布包裏油性较大的有机物或动物户体加

以引诱。当这些螨虫从蚂蚁身上爬下来

，进入到纱布包内，便可以将其消灭了

。但是，这种方法往往不能一次就将附

着在蚂蚁身上的螨虫全部消灭，可多重

复引透几次，直到你已找不到有被螨虫

攀附的蚂蚁为止。

在饲养的过程中，你可能还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时你可询问一些有

饲养经验的高手，也可以在网络论坛中

寻找处理方法，相信只要有耐心和信心

，就一定能克服各种问题。在饲养蚂蚁

的过程中，饲养者还需要积极与虫友进

行交流。

当然，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很多的饲养经验是不能

一概而论的。各位饲养者一定要勇于尝

试、敢于挑战，出现问题积极思考，加

以分析。只有这样，昆虫饲养的经验与

技术才会不断提升。

最后，还要提醒一些饲养者，一旦

饲养，便要对它们终生负责。如果你只

是一时兴起，饲养不久便提不起任何兴

趣，总想将其赶快处理而饲养下一类群

，那只能说明现阶段你还不具有饲养昆

虫的能力，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盲目"入

坑"。

蚂蚁也疯狂，另类宠物——蚂蚁

8月以来，陕西科技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人文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高

校相继因封闭式管理引发关注。

其间，武体学生乘游船“出逃”

，情侣隔栅栏拥抱，东师人文学生夜

间操场蹦迪等细节登上微博热搜，宛

如一出现实版荒诞喜剧。

教育部已针对此现象表态：“疫

情防控期间，需要各地各校因地制宜

，反对一刀切。”

实际上，即便没有疫情，这些年

来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筑起高墙、关

上校门。因封闭管理规定被锁在围墙

之内的学生，与平常时期被挡在大门

之外的市民，在这一刻，似乎形成了

跨越时空的映衬。

一句“为了管理”，便能轻而易

举地将校园“切碎”。普通人进大门

需得先上网预约，这边区域是免费开

放，那块区域得付费观赏，再往里走

一点儿，便能看见“谢绝入内”的牌

子。

一边是推崇包容与开放的大学精神

，一边是被浮躁的世俗生活带偏的学术

氛围，以及影响校容的游客乱象。

叩问了教育界半个世纪的问题再

一次被提起：“大学究竟该不该关上

校门？”

如果仅仅用脚投票，许多高校已

经隐晦地给出了答案。一扇存于开放

精神中的理念之门，在推拉之间发出

了沉闷的吱呀声。

01 围墙拆了又建

慕课曾有一句Slogan流传甚广——

“好的大学，没有围墙。”但在现实

生活中，这个理念已经难以得到世人

理解。作为公共空间而存在的大学校

园，在人们心中逐渐变得遥远。

有人在网上提问：“2020年如何自

由出入北大？”仅有的三个回答出现同

样的四个字：“考入北大。”这个答案

放在今日此刻，看似“没毛病”，但曾

经人们出入北大却无比容易。

1993年3月，北京大学推倒南墙，

改建商业街，与中关村几乎打通。时

代的浪潮在推土机的轰鸣中翻滚，高

等学府和精英教育的“身份感”变得

模糊飘摇。

2001年，北大又在南门砌起灰色

水泥墙，卖光碟的小贩和盛极一时的

飞宇网吧一如来时的匆忙，彻底消失

也就在一夜之间。

很难有后来者再去理解“修建一

所大学不需要设计围墙”这件事，距

离感和规划图代替了曾经的“不羁”

。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甚至不觉得自

己拥有进入高校的权利。

当西安交通大学的新校区落成，

人们发现这里竟然没有围墙，直呼怪

异。尽管校方多次强调，学生宿舍拥

有单独门禁与安保系统，但依然得不

到“理解”。

有网友问：“建造任何一个社区

，有围墙不是常识吗？”校长王树国

笑着回应：“大学不要用无形的围墙

把自己圈住。”

就连游客也习惯于去寻找一个大

学的围墙，尽管那个学校从未有过

“边界”。在岳麓山下，湖南的三所

高校几乎相互融合，学生可以自由地

穿梭于各大校园。

以湖南大学为例，没有校门、没

有围墙，市政公路穿校而过。5A级景

区岳麓书院自2005年恢复至今，仍在

办学。然而，今年4月，返校的学生发

现，湖南大学的人行道边，逐渐砌上

了红砖。

一位湖大学生在朋友圈感慨：

“2020年发生了太多出人意料的事情

。比如，学校开始修墙，而我开始养

猫。”

象牙塔里究竟能不能容纳社会气

息？争议还未落定，湖南大学宣传部

便出面回应，学校并非在修围墙，而

是为防控疫情暂时设定边界，加强开

放式校区管理。

由于中国地广人多的特性，高校

为了更好的管理各个学院分区，会选

择修建围墙或限制外人进入，这一举

措已经成为常态。

尤其是在电子设备更新升级以后

，24小时全方位监控不仅让校外人士

心有芥蒂，就连校内学生也不敢随意

闯入禁区。

当然，并非所有的大学都会因为

有无围墙而饱受各方意见指摘。作为

国内顶尖的军事院校，国防科技大学

不仅有围墙和校门，甚至戒备森严，

几乎不开放参观业务，但却无一人反

驳。

02 旅游团来了又去

一道围墙圈住校区，从此市井与

学府看似泾渭分明，但校内外之间的

纽带并未就此切断。

北大95级学

生李晓在民谣里

唱道：“什么时

候未名湖的湖畔/

来往着一个个的

旅游团。”

2006年，不

堪游客烦扰的北

大发布通告，原

则上对小学生和

成人旅游团不予

接待，只批准中

学生团体进入，

但普通游客仍可

自由出入。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北大开始

逐渐摸索、细化“限制游客令”“刷

卡入校审核制”“预约参观”等管理

规定。

诗 人 叶 匡 政 在 2008 年 评 论 ：

“（从前）人们想起北大时，想起的

是陈独秀、胡适的北大，想起的是傅

斯年、陈寅恪、梁漱溟的北大。然而

今天，人们想起北大，想到的却是它

的‘关门哲学’。”

2018年7月，北大和清华相继推出

校园参观网约系统，个人实名认证后

方可预约入校。北大每日开放6000个

参观名额，游客不能进入办公、教学

场所，而清华将上限设置为每日8000

人。

作为国内高等教育殿堂的代表，

北大清华每一条新规的出台都能挑动

舆论神经，其“关门”趋势也是国内

两千余所普通高校，尤其是十余所头

部名校的缩影。

2015年，媒体人贾葭前往厦门大

学参观，却被拒之门外，理由是“限

流名额已用完”。于是他和好友跟随

一位黄牛爬梯翻墙入校，两人花费二

十元。

这便是他在文章《花20块进门的

大学永远不配一流》里所述的经历，

贾葭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游人如织，却

从未封校，他写道：“开放，就是

‘大学’的应有之义。”毕业于哈佛

的人大教授聂辉华驳斥，哈佛与剑桥

也并非所有区域都向外人开放。

实际上，被网络标榜为“当地热

门打卡点”的南京大学、中山大学、

武汉大学等高校均有发布出入管理规

定，限制普通游客入内游览。

2018年，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加装

门禁系统，师生需要刷卡入内。同年

，武汉大学决定，谢绝校外无关车辆

入校，公务车辆需报备预约入校。

但名校中也有例外，如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直到疫情前

依然允许游客自由出入。浙江大学紫

金港校区甚至有一个昵称便是“三墩

镇人民公园”，一到春天，草坪上便

铺满野餐布。

03 大学是谁的后花园？

如果仅仅是将大学当作人民公园

来观赏，也符合大学的开放精神吗？

武汉大学几乎在每年樱花季都会

出现游客超载的现象，校长窦贤康表

示：“大家愿意到大学里面来，大学

有责任接纳他们。”尽管武大每年都

需要为此付出600万的经费用于建设预

约和安保系统。

也有学校认为，游客是学子不能

承受之重。2018年，湖南农业大学浏

阳基地科研玉米被人偷摘，导致学生

面临无法毕业的局面。

同年，湖南农大耘园油菜花田宣

布闭门谢客。校方回应，因管理难度

大，游客在科研田野炊，肆意采摘研

究成果的现象屡禁不止。

然而，大学的公共资源远远不止

“花园”和“景点”。

2013年，北京晨报发文称过去20

年，北大保安队先后有500余人考学深

造，分别通过旁听考取大专、本科、

研究生文凭。文章写道：“未来中国

大学应更加开放，有更多的市民去旁

听拿文凭。”

北大、上海交大、中华女子学院

都有相应的缴费旁听生制度，申请通

过后，社会公众不仅能旁听，还可以

参加考核。但更多的高校都处于自由

旁听的状态，尤其是人数较多的公共

课，几乎不会验证学生身份。

复旦大学校内刊物《复旦研究生

》就曾推出整版“蹭课地图”，包括

形体训练、中医文化、当代小说选读

等25门课程，校外人士只需按图索骥

也可到校听课。

除了课程以外，由纳税人出力、政

府投资建造的公办高校公共资源，例如

图书馆、体育场也存在“共享”理念，

但实施起来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2017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

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明确公办

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体育

场馆，鼓励民办学校向社会开放体育

场馆。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中也有条例，国家支持学校图书

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

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高校体育场

和图书馆的对外开放程度几乎无法统

一。2019年，南京大学图书馆率先向

社会公众试点开放。但此举引发了部

分校内学生不满，反对者认为这样会

分散大学资源。

但一切的开放难题本质都难在

“治安管理”，而不是作为出发点的

“开放”本身。

那么将所有欲窥大学风采的校外

人拒之门外，高校便可一劳永逸地获

得“文明”与“清净”了吗？

将学生一股脑地锁在校园之内，大

学便可以抵挡“疫情”的入侵了吗？

大学的墙，围住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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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排期表（Visa Bulletin）
無論是親屬移民還是職業移民，每

年能夠拿到美國綠卡的人數都有壹定的
名額限制。由於申請移民的人數往往超
過此名額限制，申請人需要等候排期。
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在
每個月的上旬或中旬公布下個月的排期
表。

要了解排期表先要了解兩個概念，
優先日期（Priority Date）和截止日期
（Cutoff Date）。優先日期是指美國政
府最早收到親屬移民申請或職業移民申
請的日期。親屬移民申請的優先日期是
指移民局收到I-130親屬移民申請的日
期。職業移民申請的優先日期是指美國
勞工部收到勞工證申請（ETA 9089 申請
表）或者移民局收到I-140職業移民申
請的日期。申請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的排期日與主申請人相同。

美國國務院每個月在移民排期表上
公布的日期叫做截止日期（Cut-off
Date），截止日期通常是往前，但有時
也會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情況。

判斷自己的排期是否排到，要看自
己的優先日期是否早於截止日期。如果
答案是肯定的，若受益人在美國境內，
就可以向美國移民局遞交I-485調整身
份的申請，同時可申請工卡和回美證．
如果受益人在美國境外，就可以通過美
國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Nation-
al Visa Center）辦理領館程序。國家簽
證中心收到足夠的資料後，將把案件轉
到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開始移
民簽證的程序．

國務院在每個月公布移民排期時，
對其進展程度往往有壹個大致的估計，
某些優先排期的進展會加快或減慢，甚
至可能會停滯或倒退。十月壹日是每年
財政年度的開始，所以通常在九月份常
常會出現名額嚴重不足的情形，排期也
相應的大幅倒退。在十月壹日新的財年
開始後，名額就會得到緩解。

國務院從2015年10月開始啟用了
雙表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
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遞 交
I-485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排期
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
取得綠卡。根據 AC21 條款，在遞交
I-485申請後，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和配偶
以及21歲以下的孩子都可以取得工卡和
回美證，雙表排期的出現大大增加了申
請人及其家人的便利，是非常利好的消
息。但是有時候，即使國務院依舊實行

雙表排期，但是移民局對於職業移民不
接受快表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照慢表
接受申請。

審理進度表(Processing Time)
審理進度表由美國移民局每半個月

公布壹次。移民局在全美有五個審理中
心: 加 州 審 理 中 心 (California Service
Center)，內州審理中心(Nebraska Ser-
vice Center)，德州審理中心(Texas Ser-
vice Center)，佛州審理中心(Vermont
Service Center)，和全國審理中心(Na-
tional Benefits Center)又稱為密州審理
中心(Missouri Service Center)。還有很
多的地區辦公室，例如休斯敦就有壹個
地區辦公室．每個審理中心和地區辦公
室都有各自的審理進度。

移民排期和審理進度是相互聯系的
．比如，移民局經過正常的審理進度審
理批準公民的兄弟姐妹I-130申請之後
，會把該案件轉到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
家簽證中心（National Visa Center）等
待移民排期．排到後會通知申請人進行
下面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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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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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逐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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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
確定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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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
sy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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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移民局十月份接受職業移民快表排期移民局十月份接受職業移民快表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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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代禱夥伴平安：

進入9月，濕熱的天氣似乎緩和了下

來，現在早晚的溫度比較涼爽，眼看著就

要進入台灣最舒服的季節。打開網路，

看著新聞報導，了解新冠病毒還是到處流

竄，雖然世界各國的領袖卯足了全力想要

控制病毒的傳播，目前看來成效不是太顯

著。

在這疫情當中，神確給我一個非常特

別的帶領，就是在今年的年初，透過一位

以前伊甸的同工的牽線，介紹了一位姊妹

與我交往，藉由現代的通訊軟件，緊密的

交通和分享，於是決定就在今年的中秋節

完成我們的終身大事。感謝很多愛我的弟

兄姊妹，在過去的日子裡，無論是公開相

挺或是私下默默地代求，神的確垂聽了我

們的禱告。

前幾天一個涼爽的下午，和一位也是

剛從美國回來的弟兄，坐在高中校園裡閒

話家常，我們坐在鐵椅上，背後是一群高

中生在那裏打球，不時會傳來快樂的歡呼

聲。我們回憶著這幾年來發

生在我身上的故事，他似乎

有意的帶著我清楚地數算

神的恩典，讓我不禁讚嘆地

說：『神對我真好！』

當美國的疫情日益嚴重

之際，我能在台灣自由的四

處傳福音，真是要特別的感

恩。在過去的8月份，我配搭

了喜樂合唱團的全台巡回佈

道十場活動；9月份，我除了

籌備婚禮的事宜之外，也零

星安排了幾個聚會，例如，9
月的2日，9日，分別在伊甸

的視障發展中心的團契中分享；9月24日在

雙連教會的盲人查經班分享，每次的聚集

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響；9月29日也將要在

淡水基督教會的長青團契分享。10月份，

先前所排定加州的所有佈道行程，現在看

來也不得不必須完全停擺，所幸我繼續留

在台灣找尋傳福音的機會，目前已經排定

的行程：10月10-11日在高雄聖教會；10月
21日在木柵基督徒聚會；10月25日早上，

在新竹基督長老教會；下午在浸信會台北

懷恩堂；11月1日在信義會新莊教會；還

有，11月7-8日，將配合北加州Milpitas的佳

音基督教會將有兩場的佈道會，現在也已

決定透過網路直播，求 神使用這些聚集，

能夠堅固基督徒的信心，也能帶領慕道友

更深的認識耶穌基督。

《詩篇》二十三篇短短的只有六

節，但卻出現了十七次的「我和我的」。

「你」這個字也出現了五次。還有，「祂

和祂的」也有七到十次之多。由此可見，

這首詩深刻地描寫我與神之間的關係。面

剛剛從醫院打電話回來，Mark從麻醉中

醒了。氣切後，他可以自己呼吸，也能夠

知道在耳邊講話的是爸爸，只是他還不會

回答，目前還是發燒中用藥控制。明天是

不是要做胃切，醫生仍然要再看狀況才決

定。曉明也真的很辛苦，他晚上還要到

UHD上課。心疼他們父子！

◎友人回響

1 .劉華華：G o d  i s  G o o d !  G o d  i s 
GREAT！太高興了！ 

2. 王建民：哈利路亞，感謝主！求主

保守身體的治療和復原！ 
3 .  潘師母：讚美神祂的慈愛永遠長

存，祂的信實直到萬代。祂垂聽多人的懇

求，施恩給Mark,相信祂要施恩拯救，祂要

憐憫醫治Mark。
4. 楊蓬蘭饒健：很感謝神！ Mark從麻

醉中醒來、 可以自己呼吸！ 我們繼續為他

禱告！

5. 梁德舜牧師：哈利路亞！

6. 角聲策委/翁嘉翡：Praise God! He is 
good and faithful!

7. 角聲策委/曾惠蘭：感謝主！

8.  袁昶黎長老：感謝讚美神，祂將

Mark從昏迷裏甦醒過來，更會將他由世俗

的罪惡中拯救出來。哈利路亞！我們敬拜

祢，高舉祢的名為聖！ 
9. 西北華人浸信會劉婉華：我已轉告

本教會繼續為Mark迫切禱告。

9-30
~有福同享~
今天一早我就在美秀姐妹的WhatsApp

祝福。

生日念父母恩，快樂在基督裡。

（詩篇16:11）
中午外出回來途中路經美秀姐妹家，

我們在車庫門前見面，我唱"祝你生日快樂

"給美秀姐妹聽，她很高興笑得開心接受我

的祝福。

美秀姐和女兒Herlina晚上8:00pm開車

送來美秀姐妹的壽麵與蛋糕，求主賜福給

她們母女的愛心，感謝Herlina女兒今天自

己親手做印尼式炒麵與蛋糕給媽咪享用，

讓我有幸做她們的鄰居，在疫情期間也可

以“有福同享”哩！感謝有你們美秀姐妹

母女真好！謝謝天父大恩典。

對憂慮的關鍵，信仰不能使你除去壓力，

信仰也不能幫助你停止憂慮。你不需要信

仰，你需要的是跟神的關係。換句話說，

你需要的是牧者，能夠供應你、保護你、

引導和指正你的牧者。主就是你的牧者。

弟兄姊妹，面對這波的疫情，我們還

在憂慮當中嗎？來信靠祂、接受祂，將一

切的憂慮卸給祂，因為祂是我們生命的主

宰，也是我們永遠的牧者。

*謝謝您們願意成為我服事過程中的

代禱夥伴，也願意作為我事工發展過程中

忠誠的支持者，求神賜您們和您們全家平

安！在這疫情當中，讓我們同心合一禱

告，求  神快快動工，讓疫情儘快被控制

住。如果 神感動您願意以財務支持我的事

工，支票Title可以寫上NWCC (Northwest 
Chinese Church)，寄到3610 Hillside Dr. 
Round Rock, TX 78681.並註明 For Joshua 
Ministry.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儆醒禱告 互相代求
9-25 (周五 )健

華來信告訴筆者：

Mark 仍在與血

壓高和肺感染奮鬥

中，週二下午曾試著拔出呼吸管，但當晚

呼吸困難(有痰排不出)，又插入呼吸管，

以便抽痰和幫助呼吸，因為已經插管一

週，醫生建議今天9-25下午拔出(呼吸管插

太久，感染不容易好，會反復感染)，希

望成功; 如果失敗，就要氣切。請為此禱

告，求神保守拔管成功，Mark可以自主呼

吸，感染也被控制，如此Mark才能進入下

階段治療，奉主耶穌聖名，阿們！

西北華人浸信會/劉婉華姐：我們教會

每日都在為他們禱告。

西南國語教會/劉華華：讓我們以禱告

抓住神的應許！「神是應當稱頌的！祂並

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祂的慈愛離

開我。」（詩66：20）。繼續呼求神，切

切禱告！求主幫助甦醒Mark的靈, 來榮耀

祢的名！

蓬蘭：我們會繼續迫切地為Mark的恢

復禱告！

王建民：感謝主，誠如詩篇所説: 上
帝與我們同在，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

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 阿們！

海灣華人教會郭文仁師母：謝謝潘師

母、美蘭姊妹，健華姊妹常常轉貼Mark的
近況，使神家的人都儆醒代祷，「耶和華

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顕大能幫助向祂心存

誠實的人。」

薛輝：求神大能的手施恩醫治！求神

也安慰王弟兄和Jennifer，賜我們眾弟兄姐

妹祷告的力量！

角聲曾惠蘭：懇求主保守Mark的拔管

成功，感染控制住，順利進行繼續下階段

治療，懇切地祈禱。

第一教會謝鳳嬌：求主憐憫，求主醫

治Mark早日脫離險境，大聲呼求，大力搖

動恩主聖手。阿們！

轉貼健華9-28來信：

今天Mark 剛完成氣切手術，還在麻

醉恢復中。明天要作胃切以方便餵食。求

主幫助他能快點清醒過來。請大家繼續為

Mark懇切禱告，求主耶穌憐憫醫治他。

●友人懇切禱告

1) 劉華華：讓我們將醫治仰望在神手

中，同心謙卑地將整個醫療過程完全交託

給神！雅各書五章16節「所以你們要彼此

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

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2) 美蘭：哦，慈悲憐憫公義的阿爸天

父，求主托住這位年輕人Mark，願主在祂

身上彰顯您的大能大力，全然的醫治臨到

Mark。
3) 黃美秀：求神憐憫Mark年輕孩子、

希望他早日得到神的醫治、求神賜給醫生

們有能力、智慧來幫助醫治Mark 的頭腦

早日清醒。

◎轉貼健華來信

感謝主！神垂聽大家的禱告。曉明

新人與伊甸喜樂合唱團團員暨親友們合影留念。

陳明輝牧師李嘉玲小姐結婚相片。

◎陳明輝牧師神對我真好
(詩23:1.)

                        您的同工 陳明輝 敬筆

                   09/27/2020 寫於台灣台東

陳明輝 牧師

Joshua Chen
【 走出教會的圍牆： 敬拜、佈道、培

訓 】
cell phone : 832-428-2472
email : minghchen@gmail.com
facebook(短網址 )  :  h t t p s : / / r eu r l .

cc/5gg7bR
LINE ID : 8324282472
WeChat ID : 8324282472 (如是從海外

加入需要加上+1)
編輯：為視障陳明輝牧師於中秋節在

台北貴格會板城教會與李嘉玲姐妹舉行婚

禮感恩，感謝神恩待他賜他“牽手”，與

他同心同行，奔天路程。李嘉玲姐妹是學

特殊教育的，求主賜福她，做陳牧師的好

幫手。

前言：

鼓勵弟兄姊妹用經文來禱告，這是最

厲害的兵器。讓我們用神自己的話，來提醒

這位信實的神，我們何等渴慕看到祂的旨意

成全！

1. “轉機”已然來到
美國總統川普與第一夫人梅蘭妮亞新

冠肺炎確診，為他們夫婦能迅速得醫治禱

告。也願在病中，川普能以更謙卑柔軟的心

降服於主，持守神的託付；也以謙卑柔軟來

贏得民心！許多人議論說川普夫妻罹患新

冠肺炎是他政治生涯最大的危機，但神卻要

我們宣告最大的轉機來到！

當神在說轉機的時候很有意思，另一

種“轉機”也出現了。異象中看到川普夫婦

和他的團隊一行人，每個人都拉著行李，行

色匆匆去機場，好像逃難一樣。是的，因為

仇敵正在追趕他們！

他們下機以為抵達目的地了，没想到

被一位穿着筆挺制服的男士帶到别的登機

口，再次登上飛機。他們不斷登機轉機，

不知道自己會被帶到哪𥚃，茫然又疲憊。突

然，那位穿著制服的男士對他們說：你們抵

達目的地了！他們走出空橋，就看見幾個大

字：神的寶座！

神最大的用意，是要透過劇烈動盪的

時局，把川普和整個團隊引到祂的寶座前！

當這群人在神面前謙卑自省，認清除了神以

外再無幫助，徹底被神得著，神將因著他們

而得著整個美國！

來 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

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

隨時的幫助。

禱告：

我們宣告疾病和死亡無法得著神膏抹

的君王！凡為攻擊川普和他的家人、團隊造

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審判時興起用舌攻

擊他們的，你必定他們為有罪。這是耶和華

僕人的產業，是他們從我所得的義。這是耶

和華說的。（賽 54:17）
當川普和他的家人、團隊來到神施恩

寶座前，宣告獨有神是他們唯一的憐恤、恩

惠、幫助，真正的轉機就要來到！神要得著

白宮，更要得著整個美國！

2. 一條枉然之路
為一切咒詛川普、向他行巫術的術士、

政客、媒體禱告，願他們蒙神憐憫不致滅

亡。他們暗地所做的，沒有一件能隱藏，必

要顯露出來！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

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

《為美國大選禱告文》
◎作者：錫安君王傳媒藝術中心 / 董芩玎

知道的。（太 10:26 ）
詩 127:1 （所羅門上行之詩。）若不

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

醒。

禱告：

主說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

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所有在暗中攻擊、

傷害川普總統的不法行徑，必然曝光。

我們宣告那與神為敵的，要開始經歷

“枉然之路”！他們枉然勞力，所施的咒詛

徒勞無功！他們枉然警醒，一切的詭計與陷

阱，反倒成為猛獸反過來咬他們！

因為主這樣說：他雖用詭詐遮掩自己

的怨恨，他的邪惡必在會中顯露。挖陷坑

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滾石頭的，石頭必反

滾在他身上。（箴 26 : 26~27）
3. 甦醒之光：神的手電筒
當百姓已經習慣了謊言，對真理是沒

有感覺的。人在黑暗中久了，也適應了黑

暗。除非有人拿手電筒對著他，否則是不會

驚醒的。

禱告：

路 1: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

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我們為美國禱告，

因著主的憐憫，主必用祂的強力手電筒照射

美國的百姓！必有大事發生，真相一一被揭

露，使百姓震驚並甦醒過來！

何 6:1~2 來罷，我們歸向耶和華！他

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纏

裹。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他必使

我們興起，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是的，美國會甦醒！當百姓歸向耶和

華，神的醫治和纏裹將臨到美國。美國將甦

醒、興起，迎接更大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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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花人越来越多，很多花友都

爱在家中养花，但大部分花友都说

花卉难养，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在家中培养花卉，之所以难以

将花卉养好，这是因为花友们没有

把握好正确的养护技巧，就拿平日

的浇水来说，在浇花时有这几种水

，是不可以随意拿来浇花的，以免

烂根枯萎！

自来水 花卉之所以难以养好，

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就比如说土壤

的变化，如果土壤出现板结、碱性

化的现象后，这对于一些花卉的生

长就极为不利，这也是小花在这里

要说的是不可以使用自来水对花卉

浇水的原因。

在家中的自来水中，大多是经

过过滤之后所形成的，这就容易导

致里面蕴含的漂白粉等成分过多，

长时间使用这一种水来浇水的话，

容易导致土壤板结，不利于花卉生

长；除此之外，使用自来水来浇花

，还需要查看温度是否和花卉温度

一致，以免影响花卉生长。

生肥水 如今在网上随处可见有

很多自制肥水的方法，就比如说：

黄豆水、淘米水等等，这一些肥力

在处理恰当之后用来给花卉浇花用

的话，确实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肥

力效果。

但有不少花友在制作肥水时，

因为贪快，在肥水还未完全发酵时

，就直接用来浇花，这将导致肥水

浇在花盆之中继续发酵，所产生的

热量容易伤害到花卉根系，进而损

伤根系，影响生长。

所以说，在家中自制肥水时，

尽量将肥水发酵的时间延长，也不

要出现未完全发酵的情况。平日给

花卉浇花所使用的肥水，一定要确

保完全发酵之后，才能用来给花卉

补肥用！

雨水 今已经进入秋季，此时会

伴随有大量雨水，再加上这时空气

变得湿润，水分蒸发的速度会变得

缓慢，花卉对于水分的需求也不多

，在这时养花就需要做好控水措施

，在遇到下雨天后，可以选择少浇

水甚至是不浇水，还应该提供通风

环境，促进水分生发。

很多花友都说花卉难养，但

其实不然，掌握好正确的养护方

法，是可以轻易将花卉养好的。

想要将花卉养好，在浇水这一方

面也需要“下功夫”，以上所说

到的这“3 种水”，不可以轻易

给花卉使用，以免伤害到花卉根

系，进而难以继续生长，多了解

养花技巧，方能在养花路上走得

更远！

秋季养花，这几种水不要浇

大丽花又叫做大理花，天竺牡

丹花，它的花朵直径不同，最大的

花朵直径有二十多厘米，一朵花有

盘子那么大了，花色也非常丰富，

有紫红色，白色，红色，粉色等等

，从五月份一直开花，可以开到十

月份。它是非常好养的一种花，和

月季一样好养。

大丽花的根茎有点像一个

个的红薯地瓜的形状，大丽

花的花型非常美，颜色很多，

有淡粉色，有鲜艳热情的红色

花儿，还有紫红色等等。花朵

特别大，大丽花比小丽花的花

型更大，而且地栽比盆栽更加

强大，植株可以长到一米多高

，花朵和碗口一样大。

大丽花如何种植

地栽比较简单，只需

要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就可

以了，在春秋季节都可以种

，栽种之前，先松土，给一

点底肥在土壤下面，让土壤

疏松透气肥沃。

种植的时候，一坨块

根不要掰开，直接埋土里，

块根种球埋下去之后，按时

浇水，保持不积水。一般两周左右

的时间就会发芽，发芽之后，就可

以施一些含有氮肥的肥料，促使它

长出枝条来。

盆栽的大丽花，最好是选择较

深较大的花盆种植，因为它的植株

比较大，如果想要控制它的株型，

不让它长得太高，也可以打一点矮

壮素，或是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

一来可以促使它长出花苞，开花花

大色艳，二来也有控高的作用。

大丽花非常喜肥

所以我们要栽植在含有腐殖质的

，排水透气的土壤里，下一些底肥，

生长期经常施肥，可以促使花色更加

艳丽，花朵更大，非常美丽，养过这

种花儿的人肯定都知道它的美。

秋冬如何养大丽花

大丽花到了秋天还有花开，特

别漂亮，到了冬季气温下降之后，

露在土壤表面的枝叶会渐渐枯萎，

但是土壤中的根茎，也就是像地瓜

一样的种球，如果是地栽的话，可

以不用挖出来。

如果是盆栽的话，可以搬入室内

，少浇点水，明年还会发芽的，长江

流域的地区基本上都可以不用挖出块

根来，来年会自然发芽长大开花的。

如果冬季温度特别低的话，可

以挖出来，然后可以放在沙土里，

保持一点点湿润，但是不要积水，

放在走廊上，或是放在家中阳台上

遮阴，阴凉通风的地方放置起来，

这样过冬，然后到了春天再种植下

去就好了，又可以再次开花的。

大丽花怎么种植？
金枝玉叶和雅乐之舞有一点点相似，

但是它的叶子是绿色的，枝干是紫红色

的，雅乐之舞的叶片上则会有一些明显

的斑纹。金枝玉叶和玉树一样好养好看

，只是叶片较小，而且和玉树一样特别

容易繁殖，主要的繁殖方式，就是以扦

插为主，随便剪下一节枝条扦插到盆土

中，就可以很快生根发芽。那么盆栽的

金枝玉叶如何养，才能长得枝繁叶茂，

枝干壮实，颜色翠绿呢？

1、适当露养，多晒太阳

要让金枝玉叶长得更加健康壮实，叶

片枝干颜色更漂亮，在春秋的时候尽量露

养，如果长期放在室内的话，长期放在光

照不充足的地方，会导致叶片变薄，叶色

变得难看，叶片厚实度不够，不够饱满，

而且状态也不会好，枝干会变成绿色。

只有多放在室外露养的话，光照充足

，它的叶片更加厚实饱满，枝干也会从

绿色变成鲜艳的紫红色。在选择花盆的

话，最好不要用瓷盆来栽种金枝玉叶，

用红陶盆的话，不会容易积水，比较透

水透气，这样就算放在外面淋雨，也没

有问题，刮风下雨都不怕，不会烂根烂

枝掉叶。

夏季的时候会有一个短暂休眠的状态

，但是这个时候只要适当遮阴，不暴晒

，放在阴凉的环境中，它还会处于一个

生长期的状态中，不会休眠。

2、浇水不能过多

因为它和玉树有点像，它喜欢干燥又

温暖，光照充足的生长环境，比较耐干

旱，所以浇水的时候，要注意先看看盆

土情况，如果还没有变干，就不要急着

浇水，不要担心它缺水，它是比较耐旱

的植物。

夏季也不能浇水过多，如果盆土长时

间潮湿，会导致盆土中出现病菌，从而导

致烂根，这种情况下可以更换盆土，或是

及时放在室外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

3、及时修剪、打造造型

因 为 在 春 秋 季 节 ， 它 的 生 长 速 度

较快，有一些枝条在春秋会疯长，所

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经常修剪，打造

出来自己喜欢的株型和造型，剪掉一

些过长的徒长枝条，细弱枝条，同时

剪下来的枝条及时扦插繁殖，又可以

养出更多棵的金枝玉叶来了。

通过修剪，绑扎，可以让它的株型层

次分明，而且枝叶长得比较饱满的时候

，就更美了。可以从普通的一棵金枝玉

叶，养成一棵盆栽精品。金枝玉叶这样

养，叶片翠绿，枝叶壮实，层次分明造

型美！

养金枝玉叶，注意“3点”

我是一个四十五岁的已婚男人，坐标深圳市，

在一家外资企业企业任职物流部部门经理一职。

五年前，我有了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婆和乖

巧懂事的的孩子。日常生活工作平稳，也算得上小

有幸福。

但之后，我丧失了这一切，变回到未婚的状态

，每日依然一样的上下班下班，不一样的是内心空

虚，再也找不着心魂安放处。

这一切来源于我的那一次婚姻出轨，是的，我

疯狂的爱上了一个女孩，她叫梧桐，1个使我失去

了判断，忘却对爱情婚姻忠实理性的女性。

《一》

在我青春年少时期里，我一直期盼遇到1个第

一眼倾情的女孩，之后对天发誓会为她倾尽全力去

爱。

之后我遇到了，在放学后的林荫大道上她身穿

海军蓝的套头衫，扎着马尾辫，骑着1辆自行车，

风把她刘海儿吹散，她背着双肩包的肩膀一颤一颤

消失不见在我面前。

正当我看得痴迷，她转过身回眸一笑，向着我

的方向，那样远，我却看得那样真实。

这嫣然一笑，我一见倾心，在青春年少的内心

泛滥磅礴的情海，初次汹涌澎湃地想奋不顾身去喜

爱和得到。

之后我到处打探她的消息，勤奋转变成学霸，

刻意贴近她的日常生活，举着鲜花玫瑰要告白对她

的喜爱时，始料未及发觉她有男友。

她坐上了一个小男孩的自行车，将头埋在那人的

身上，娇小玲珑，目光里是无法掩藏的深情和高兴。

我突然失恋了，其实我还没有进行爱过，就被终

止了。谈恋爱戛然而止，顺便着遗失了再爱的勇气。

这件事情造成我全部高中生活和大学时间，都

自个单着，害怕谈恋爱，也没人使我动心。

《二》

一直到工作多年以后，遇见我的妻子，两个人

三观相符合，有共同语言，水到渠成进行，再加上

都到适婚年龄的年龄，没到大半年就买房子结了婚

，结婚后1年她为我生下孩子。

生活一转眼就过去了十几年。

这十几年左手和右手那样了解，这十几年平淡

无奇。

在我的37岁生辰上，妻子给我买了生日蛋糕

祝贺，她说：希望你始终活得高兴，也期望这个家

永远幸福。

那时候我就认为这样子的时间便是一生，虽然

淡然无味，也并没有想过有天就会离开。

我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在与我的日常

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她对我对孩子对家都尽心尽责。

她也曾是一个优秀的女人，却为了嫁给我所有

的日常生活放弃了全部的爱好，从青春年少的容貌

慢慢地转变成1个拥有皱褶的女性，变得单一没有

朋友。

与此同时妻子在我眼中也是一个独立自主能干

的女性，她基本上能够 自个拧瓶盖，搬大物件家

具，解决日常生活乱七八糟的杂事，多少次我想要

帮点什么，她都是命令式拒绝接受。

也许恰好是由于她的大事小事承包，慢慢地我

就进行享有那种甩手掌柜的悠然自得。

但我可以把工资的绝大多数拿给她，我可以确

保她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吃饱穿暖，我也不过问她的

支出动向，这是因为总感觉那便是1个真爱你的男

人的最好方法。

因此我与妻子的婚姻生活状况是坦诚相待。我

渐渐地也不喜欢揣测她的想法。

《三》

一直到突然有一天她看了一篇文章婚姻关系文

跟我说：老公，你会搞外遇吗？

我摸不清楚情况，不由自主迟疑，我说：不知道！

她无缘无故与我大吵一架，随后躲到房间内锁

住门，并在里面大声说出：你不爱我，一直以来基

本都是。

我很郁闷，但我承认我的确不这样喜欢她。

在书房睡了一晚，彻夜难眠。

那一个夜里我想了许多以往没想过的难题，我

嗅到了婚姻关系匮乏的味儿，或逐渐畏惧止步不前

的生活下来，期待已久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

始终都在啃咬我的心里。

我逐渐感觉人的一生不应该有遗憾，最少我不

能这样老去。

而妻子的那一个问题在之后的生活里一语成谶。

我出轨了，我刚开始说过我爱上了梧桐，1个

生命中被认为最想爱的女人。

也许你见到这儿会骂我混蛋，骂我衣冠禽兽，

但实际便是这般，我没法控制自身爱上了梧桐，连

我都诧异于自身的这份疯狂和沉迷。

我甚至是在爱梧桐的那三年的时间里，多次会

想到和妻子协议离婚，娶她为妻。但每次话到嘴边

我又愧疚不已。

《四》

我俩认识纯粹是一场意外，是在飞机上，那时

候我要去北京市出差，她去北京故宫周边见朋友。

我靠着靠窗户的位子，她靠着我的左手边很安

静地系安全带，飞机飞行前，她轻轻地跟我说：您

好，先生，我能与你互换下位子吗？我第一次坐飞

机，想看看飞机翼下的云彩和房屋。

她讲话的过程中，露着淡淡的酒窝，双眸里装

的是清澈见底的真心实意和一些闪亮的期待。

也没有思索就同意了。

由于在她的身上，我好像看见那一场青春年华

，那一个骑着自行车回眸看我的林荫路上的女生，

单纯讨人喜欢却勾人心魄。

我闻着她走过我身旁时清新飘下来的浅浅的茉

莉花香水味道，我迷之向往要去接近她。

你听起来，感觉1个已婚男想要搞外遇的套路

基本都是一样的吧，但不管你怎么想，我不是这样

的，我是确实有喜爱，而不是想要为了做一些无关

的事埋下伏笔啥子撩人的清新脱俗的暖心情话。

梧桐也是，她并不对我有兴趣，她顾着自己看

别样的风景，只不过有时候对我面带微笑。

要不是飞机遇到了气流晃动得厉害，我们将会

不可能还有沟通交流。

但命运有时候偏偏喜欢跟你开玩笑的，那一场

气流里，我们彼此之间询问另一方：还好吗？

最终沉浸于当中，渐渐地记不得陌生的身份，

是一面之交的缘里，弄出了友情的火苗。

原先我认为坐飞机百无聊赖透了，但那次，所

有飞行的时间里，我都很激动。

我给梧桐讲了许多关于北京市的经典故事，显

摆着我三十多年累积的专业知识，抖着我难有呈现

的机智幽默。

梧桐高兴得很开心，像小铃铛碰撞后清脆悦耳

的声音。

我要了她的联系电话和手机微信，像很多年飘

浮高空的风筝找到了风筝线，越来越安稳起来。

最终梧桐也要了我的手机微信，她在屏幕里储

存的一瞬间，我心里暖洋洋的，这也是在妻子的身

上不曾有的感觉。

我承认那一刻开始心里发生了转变。

《五》

飞机落地后，在拿行李物品的区域又遇到梧桐

，她在人群中朝我招手。

我见过许多不一样的女孩，但女生们中的大多

数数多多少少地染上了庸俗的物品，越来越矫情和

虚荣，经常炫耀着有的没的自豪感。

但梧桐不一样，她并没有，她浑身上下并没有

一件品牌货，包含那包包都擦破了仍在背，她说自

已初次坐飞机，想看风景就恳求。

那种心直口快不虚情假意落落大方的单纯性，

突然之间让我爱上了她。

分开 后的相当长长时间，我与梧桐如同蜻蜓

点水，有波澜又安静了。

但越是如此，我越无法忘掉她给我的这份躁动。

我经常控制不住去翻阅她的微信朋友圈，去体

会她经过的时光，有时候睡不着觉，从头至尾地翻

，直到在她的更新里见到，她说：

特想遇到1个温暖如春如阳光一样的男人共渡

这一生，她说她怕风雨夜的雷声。

那一瞬间的内心产生愿意保护她的想法，暗暗

决定了想做那个可以给她温暖如春的男人。

故此是我主动地联系她，给她发消息，也是我

一发无法挽回地喜欢和痴迷她，最后在意她的日常

生活，想念她的一切安好。

巴不得全天都陪伴这个女孩，她令我找到了年

轻的的感觉，追回了那个已逝的自身，使我深陷激

情满满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色彩鲜艳起来。

一开始，我的恳求很低，想要梧桐接纳我这个朋

友，察觉梧桐也很喜欢与我聊天儿时，我又希望可以

变成她的亲哥哥，去保护她守着她，我懂自已已经结

婚的身份，感觉梧桐无法爱上我如此的男人。

可是我心存侥幸心理。

一个经历过

婚外恋男人

我追寻爱情

最后损害了

两个女人上

美南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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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从中学毕业不久的新西兰奥克兰华

人女孩Selina Zhang，由于成绩优越，收

获了英美两国多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目前，Selina正在自己最终选定的约翰

斯· 霍普金斯大学就读。

Selina的“聪明之处”到底在哪？

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个中缘由，也许

要从她的个性以及学习环境说起。

性格勇敢 敢于挑战

Selina在 11岁时跟随家人移民新西

兰，后入读奥克兰中区的公立学校。对

她个人而言，融入新西兰，和同龄新西

兰人打成一片并非可让她烦恼之事。

“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

思想，在保留自己的中国文化和身份背

景的同时，要主动去拥抱新西兰的文化

，融入本地社区，习惯新西兰的交流方

式。”Selina也强调，“逼迫自己多说

英语，与当地说英语的同学交朋友。当

你融入一个群体后，语言障碍就不是很

大的问题了。”

11 年级时选择转学进入 AIC 中学

(Auckland International College)，是 Seli-

na勇敢踏出的另一步。作为小学霸，她

原来所在学校提供的NCEA课程已经满

足不了她的“冲关”之心。从家长那里

得知AIC这所提供北半球学制IB课程的

中学后，Selina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转学

换课程的挑战。

她是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原因的：

“我想学习一种更有挑战性的课程，然

后通过这个更难的体系得到更多的机会

，给我的人生创造更多的选择——不只

拘泥于在新西兰读书，而是展望世界。

”

更强集体感 更大发展空间

与其他学校相比，小班制教学的

AIC不仅让Selina有了强烈的团体感，也

给予了她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间。

她说：“AIC的氛围更像一个大家

庭，小班制的教学，能让每个人，包括

每位老师和学生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每个老师都熟悉你的脸，你也知道每位

同学的名字。这种氛围与安排，一方面

方便了你对信息的获得，比如说，你想

要某份学习资料，随便问一句，大家都

会来帮助你。另一方面，即使毕业了之

后，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依旧紧密。

学校让我们有了一种强烈的团体感，所

有人都能帮助你，你也会帮助所有人，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经验。”

这也就是为何Selina在回顾过去的

点滴生活时，很想感谢在她成长过程中

曾经或一直陪伴她的人，包括学校的老

师、校长、学习顾问，还有同学。“和

他们交流共事的经历，向他们学习的过

程，以及他们为我提供的一些机会，都

让我得到了许多原本得不到的见解，这

些都是塑造了我现在的个性的因素。无

论缺少了哪一部分，都是不完整的。”

谈及学校教学，Selina说：“AIC的

课堂教学方式别出心裁，它让每个学生

都有发展独立思考能力，做出自己的判

断的空间。这些能力同时又在你的其他

实践方面得到了锻炼。怎么说呢，这两

年的学习对我而言难能可贵。”

“而且，到AIC之后我才发现，学

校在课外活动这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不

只是在体育方面，还有很多让学生发挥

创作性和艺术性的实践，方方面面多了

很多机会。我的学习生涯从此开始变得

更加全面了。”

兴趣得以延续 重在经验和成长

早在还在中国时，Selina就从小学

二年级开始学起了拉丁舞，这个坚持了

十几年的兴趣在AIC也幸运地得到了延

续。

与许多孩子被父母逼迫上兴趣班不

同，Selina对拉丁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

，她也总有一些更为深沉又成熟的想法

，“比起跳舞本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坚持的过程。十几年的学习，我在不断

地精进，锤炼同一门技术是很可贵的经

历。而且我认为，你在对待一项爱好的

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取得的那些奖项

和证书，而是你在培养这个爱好的同时

，你所获得的成长的经验和体会。”

而邻居那对聋哑夫妻，又让她萌生

了参加手语俱乐部，为他们提供更多帮

助的念头。

Selina讲述说：“因为在那之前，

他们有时候会来我家找我们帮忙，但我

看不懂他们的手语，所以就感觉很无力

。学习了手语之后，你会发现，你不仅

掌握了一种新技能，还能用这种技能真

真切切地在生活中帮助到别人。而且我

在AIC担任手语俱乐部的会长时，也学

会了如何在帮助他人的同时组织好集体

。”

医疗关乎全人类 学医是因使命感

由于美国的医学院不招本科学生，

目前，Selina正在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

攻读医学相关课程，希望能在研究生时

实现自己的梦想。

之所以会有学医的想法，是源于她

在高中时期开展的学年末生物课研究，

主题是食肉菌。“感染食肉菌之后，结

局不是打大量抗生素，就是截肢。当时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细菌会造成的不

可控制的后果，感知到了病魔会给人带

来的恐惧感，所以这就是我想开始学医

的契机。”

Selina补充说：“在得知感染食肉

菌后无治愈之方时，我认识到了人类在

这种严重的疾病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以

及无能为力。即使目前医学已经相当发

达，但很多类似的疾病都没有办法治愈

。”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某一方面

有天赋、能力，或是热情，但却不去试

着培养并发挥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

种浪费资源的行为。”

“医疗方面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的问

题，就是一种使命感吧，我选择参与到

这个战斗中来。奋斗之后，不管将来成

功与否，我都可以说，我尽到我最大的

努力了。”

她到底“聪明”在哪？

一个对自己有清晰认识，有明确目

标，又坚持不懈的孩子，终究会攀登到

她想去的高点。

当然，Selina自己对她的“聪明”

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用她的话说就是

：“我有我的技巧，要有一定的目的性

，但是也要有一定的非目的性。意思就

是，你在有目的性的同时，不要忘了塑

造你的个性，塑造你的世界观。”

为正在努力向上的后来者们，Selina

总结了自己的几条学习经验，以供借鉴：

1.不能随波逐流，在做出选择时，

要清楚自己的能力，选择学校或课程时

，最好不要强求。

2.想要学习成绩优秀，必须要做好

规划。比如说，设定每天、每学期的日

程计划，把所有重要的日期、考试时间

等信息列出来，这样才能合理分配时间

，不仅效率能提高，学习也能更轻松。

3.在学业负担较轻的时候，可提前

密集安排IB课程要求的课外活动。如此

一来，在后来学业忙碌之时，课外活动

方面的压力就会相对较小，你也就能花

更多时间在功课上。

4.选择课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选

择自己喜欢并享受的活动，这样你就不

会把它当成一种义务来完成。要有一定

的目的性，但也要有一定的非目的性。

不应只是为了让你的简历更加好看，或

是只是为了做完实践而已，而是要切实

在其中享受和受益。

5.在课外活动以外，一定要给自己

匀出时间娱乐、社交。社交是塑造你个

人、让你加强自我了解的一部分。你看

的电影和书籍，你写的小说，包括你自

己画的画，这些都是你的个人思想的一

种积累。

总而言之，你要提前想好，你想把

自己塑造成一个怎样的人，但是，这个

自我塑造并不代表着自我包装。

被多所名校录取
新西兰华人女孩分享成功之道

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U.S. De-
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統
計，2018年有超過兩百萬外國人以
F, J, I 簽證入境美國，且無有明確逗
留期限，只是壹個籠統的“身份合法
期間”即duration of status，其含義
是：即使您的簽證過期，只要您在美
國境內依然合法，那麽您不需要續簽
您的簽證。國土安全部發現了很多的
漏洞，如許多 F簽證的外國學生通過
頻繁地更換學校或者專業而長期逗留
在美國，有的超過十年以上。更為甚
者，許多人進入美國後即使身份黑了
也沒離開美國，而他們並沒有申請延
期或者轉換為別的簽證，移民局無法
跟蹤他們，法庭也無法判定他們在美
國非法逗留的起始日期並做出相應的
驅逐決定。這給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社
區福利帶來巨大的隱患。因此，2020
年9月25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新
的規則，取消F(學生類簽證)、J(訪問
學者類簽證)和I(外國媒體代表類簽證)
目前實行的身份 Duration of Status
(D/S)制度。

取消D/S制度後，新的做法將是
“固定逗留期”。比如進入美國時持

F或J類簽證的停留在美國的最長時
間不得超過四年，超過四年而學業或
研究項目仍未結束者，必須根據壹定
的程序申請延長簽證。移民局壹旦收
到延長簽證的申請，就能準確跟蹤申
請人的行蹤。

此外，新的規則還將F類簽證的
Grace Period 將從60天縮減至30天
。也就是說，發現您的F 簽證失效後
，您應該在30天內申請延長簽證或者
離境，而不再是過去的60天內。因此
，為了保持在美國的合法身份而避免
非法逗留，請您務必重視，因為從
2018年9月開始，外國學生在美國失
去合法身份後，移民局會立刻開始計
算其非法滯留時間，有些學生已經收
到移民局要求回國的郵件自己還不清
楚，甚至有些學生直到最後收到了當
地移民法庭的上庭通知才知道美國政
府已經給自己下達了驅逐令。

因此，進入美國後，請務必立刻
與您學校的外國留學生服務中心 (In-
ternational Office)取得聯系，要成為
那裏的常客，經常去打聽您的簽證和
I-20表格的有效期限，和如何維持您
的全日制學生 (full-time student) 狀

態。您如果是本科生， 每個學期最少
要取得12個學分，且GPA 須在2.0
以上；若是研究生，則每個學期最少
要取得9個學分且GPA 須在3.0以上
。壹旦發現某門成績太差，應立刻選
修壹些簡單課程拉高GPA。讀書期間
您若搬家，則搬家後的10天內必須在
學校的international office更新地址並
報告移民局。若想轉學，則須在幫您
取得簽證的學校報到並在該校學習1
年後才可申請轉學，且前提是必須先
取得新的學校給您的 I-20，而且 F簽
證仍然有效。壹旦您F1簽證過期，如
果I-20有效，則您還可合法留在美國
；此時您壹旦離境，就必須申請新的
簽證入境美國。畢業或者在校項目結
束後，您可合法在美國停留60天，而
且不能上課或工作，有工卡的除外。
此外，F簽證的學校在校期間可以工
作，但必須是在校內工作，且每周不
得超過20個小時。當然，這份校內工
作可以幫您拿到社會安全卡。校外的
工作，比如Uber 司機，則是不可以
的。我有個客戶在德州攻讀電腦博士
期間被 Uber招為司機，只跑了兩單
業務，就被移民局驅逐出境。

有時，學校會也出錯，比如突然
取消您的學生資格，甚至開除學籍。
您應聯系international office並查清緣
由，請求更正並報移民局更改您的狀
態。只要是校方失誤，都會得到解決
，但若因為作弊、抄襲、或者犯罪記
錄而被學校開除，則唯壹可做的是確
認I-20關閉時間並準備盡快離境，以
免造成非法滯留。以上內容謹供參考
、不作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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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orney Fangzhong TianAttorney Fangzhong Tian
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

Dallas Office:Dallas Office: 1104611046 Chanay Dr.,Chanay Dr.,
Frisco, TXFrisco, TX 7503575035

Houston Office:Houston Office: 21272127 CobblerstoneCobblerstone
Ct., Sugar Land, TXCt., Sugar Land, TX 7747977479

Tel: (Tel: (972972)) 978978--29612961; (; (713713)) 559559--20782078;;
((214214)) 646646--87768776; (; (832832)) 789789--19971997

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tianfangzhong@yahoo.comtianfangzhong@yahoo.com

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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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新的簽證規則哪些新的簽證規則 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僑委會慶光輝十月僑委會慶光輝十月
僑胞卡加碼優惠抽大獎僑胞卡加碼優惠抽大獎

僑委會為鼓勵僑胞參加雙十
國慶，並達到推廣臺灣觀光與促
進國內商機之目標，近年來結合
國內僑胞卡特約商店提供十月慶
典回國僑胞消費優惠，表達政府
照顧海外僑胞之美意，並促進國
內觀光產業商機。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指出，
今年配合推動 「疫後振興」 政策
及因應僑胞回臺人數較往年少等
因素，特別規劃於慶典期間結合

國內僑胞卡特約商店，於本會官
方 粉 絲 專 頁 (https://reurl.cc/
OqM0kv)推出 「線上e申請 胞你
最優惠」 粉絲活動，活動期間(10
月5日至10月31日)只要持僑胞卡
至特約商店消費打卡，並於本會
官方粉絲專頁留言，即有機會抽
大獎，獎品有國內五星級飯店住
宿、百貨商場消費、知名餐廳消
費等共200項，獎品豐富多元。

此外，為更進一步鼓勵在臺

居留僑胞及僑生於國內消費，本
年推出 「僑胞卡十月慶典優惠專
案」 ，目前已有阿瘦皮鞋、國立
故宮博物院、金車噶瑪蘭威士忌
酒廠、乾唐軒等600多家國內特
約商店加入，提供限時優惠專案
，一連串的慶典專案，期能讓更
多僑胞參與慶典活動及國內觀光
旅遊，擴大商機效益。

僑委會非常重視僑胞回臺參
加慶典旅遊及國內觀光產業商機

，並擔任平台角色，結合國內觀
光產業，陸續推出各項鼓勵參與
慶典旅遊措施，用心服務每一位
僑胞，以實際的行動讓海外僑胞
及國內商家有感，一起分享臺灣
的真善美。

*僑委會官方粉絲專頁：https:
//reurl.cc/OqM0kv

*僑胞卡網站：https://reurl.
cc/py31j8

1010//33國慶花藝展覽國慶花藝展覽
開幕式時間更改開幕式時間更改
原訂10/3(星期

六)上午 10 時舉行
的國慶花藝展覽 ，
現時間更改至 11:
30am，請屆時蒞臨

採訪，謝謝!

何真
Christi Yao

832-866-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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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僑社

（本報訊）2020年進入了九月菊黃蟹香時
節，美南大咖談主持人董子天(Sky Dong)自從今
年6月1日美南新聞傳媒集團暨美南電視隆重推
出美南新聞聯播，擔任新聞主播後，近期又將
在美南電視台和相關自媒體頻道主持Sky in the
Chinatown一全新檔節目，並在快手抖音欄目，
以專業、智慧、機智、青春、活力、時尚為主
打，不僅要你好看，還要你好吃好玩！一起成
為大休斯敦地區乃至全美的最新穎的網紅。

最新推出一些好看好吃好玩的節目！包括
：Sky in the Chinatown 是一檔集美食文化與娛

樂休閒生活面面具到的華人在美國的清明上河
圖，在節目中你可以真真實實隨 Sky 品嚐到整
個大休斯敦地區，全美甚至世界各地的美食。
色彩艷麗的食材，琳瑯滿目的品種，各種新潮
餐飲，在節目中 Sky 可以充分滿足大家的胃口
！

正在籌備策劃的另一檔電視購物(TV Shop-
ping)直播節目，讓你不論是工作學習之餘，還
是在疫情宅家期間，都可以隨著 Sky 一起看時
尚潮流，直接買到打折促銷商品，最新最炫最
時尚！

董
子
天

要
你
好
看

菊黄蟹香菊黄蟹香Sky in the ChinatownSky in the Chinatown
即將推出即將推出 帶你好吃好玩帶你好吃好玩

美南新聞集團由美南報系和美南國際電視頻道構成，成立至今已40年，已成為全美最大亞裔多媒體集團。美南新聞大樓整體建築成白色，非常優雅氣派！現在就隨我一同進來吧，進門右手
邊就是我每天的新聞直播間，大屏幕放著我們頻道各個時段的節目，隨左手邊進入風雲人物榜，美南報業1979年6月16日在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創刊發行之後，以二十餘年的時間，向全美各地迅
速發展，範圍涵蓋休斯頓、達拉斯、華盛頓、芝加哥、亞特蘭大、波士頓、西雅圖、聖路易斯以及波特蘭等城市。包括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與總統候選人希拉里都曾來美南，還有國內美國本土一
些名人明星走馬燈一樣來美南新聞做節目。隨著風雲人物榜走過去，可以看到牆面名人名事的各種慶典活動。然後就到達我們的另一個主播間。在這間播音室裡我在《美南大咖談》節目裡採訪
過布什家族及眾多名人明星。

美南國際電視 ，每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滾動播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觀眾可以直接從手機下載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的《今日美國》標識，或通過iTalkBB在世界各地
或網上收看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節目。

In 2020, it’s the chrysanthemum-flavored crab yellow season in September, and Sky Dong，the host of the Southern American Giant Talk Show, has been served as the news anchor for newly launched
STV 15.3 Daily News TV program at the Southern News Network from June 1st, 2020. Sky Dong mentions she will soon host a brand new program “Sky in the Chinatown” in STV 15.3 and open a few so-
cial media channels, such as Kwai, Douyin etc. With focuses on professionalism, wisdom, wit, youth, vitality, and fashion, Sky Dong not only want you to watch professional talk show, but also promote you deli-
cious and fun throughout Chinatown! Together you will also become the most innovative Internet celebritie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and even the United States.
Newly launched shows include mysterious good-looking, delicious and fun elements! include: Sky in the Chinatown is a collection of food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life full coverage of Chinese daily
life in theUnited States like on the River on the Qingming Festival. In the newly coming show, you can follow Sky to taste the real authentic food throughout Chinatown as well as Greater Houston area and en-
tire United States, and even the world. With colorful ingredients, a dazzling array of varieties, and a variety of trendy dining, Sky can fully satisfy everyone appetite in the show!
Another TV Shopping live show that is being planned will allow you to watch fashion trends with Sky and directly buy discounted promotional items, whether you are working or studying, or during the epi-
demic. The most dazzling and fashionable!

美南新聞聯播，美南國際頻道推出
的一檔晚間直播新聞節目！涵蓋了休斯
敦本地新聞、美國新聞、大陸新聞、國
際港澳台新聞，30分鐘內讓您撥開雲霧
，直擊豐富的新聞資訊大餐！ STV
15.3 News broadcast, an live evening
news program launched by STV 15.3 In-
ternational TV Channel!

Cover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Houston local news, U.S. news, interna-
tional news(mainland China news,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news). Within
30 minutes, you can get rid of the clouds
and go straight to the rich news and infor-
mation feast!

U.S. Southern Giant Talk Show been
Hosting by Ms Sky Dong in STV 15.3 is
an excellent program and enjoys countless
reputations!

Sky主持的《美南大咖談
》，非常好看，享譽無數！

U.S. Southern Giant Talk
Show been Hosting by Ms Sky
Dong in STV 15.3 is an excel-
lent program and enjoys
countless repu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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