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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大選

只有不到幾天時間了，現在所有的

媒體和民眾的註意力都聚焦在總統

大選。美南國際電視15.3的《JJ觀

點》節目，主持人休斯頓新聞名人

馬健邀請美國華人聯合會UCA理事

施惠倫博士壹起談大選，施博士談

到美國選舉制度對華裔選民的隱性

不友好，想投票好困難！因為很多

華人都在工作，而且目前新冠疫情

禁足，導致很多人在投票站等待時

間過長，引起生活不便。華裔移民

因為怕麻煩，很多人都不去投票。

在美國，如果8年不投票，就會被

移除出投票系統。如果華裔不投票

的人很多，那麼久而久之整個族裔

都會被忽略。所以，華裔去投票，

投票給亞裔候選人，讓亞裔的聲音

更大壹點，對於維護華裔的整體利

益是非常重要的。

2020年美國大選已經拉開帷

幕壹周多，德州提前投票到 10月

30日周五結束。在大休士頓地區

的選票上，大家會看到12位亞太候

選人的參選, 他們當中有9位在民

主黨 Democratic Party, 3 位在共和

黨 Republican Party 競選，使亞太

候選人再創歷史高峰。其中的6位

在民主黨壹方的候選人， 剛得到

了Houston Chronicle的背書推薦，

是壹個了不起的成就。亞裔候選人

，經常是得票最少的，因為亞裔畢

竟在美國是弱勢群體和移民族裔，

得不到重視。2018年中選，休士頓

有11位亞太候選人當選成功，全部

是民主黨壹方。他們為我們的社區

，帶來了更大的聲音和希望。這是

要靠我們社區的支持，要感謝大家

的集體努力。2020年亞太候選人

還會再破哪些歷史紀錄呢？讓我們

華裔投出手中珍貴的壹票，創造美

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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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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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起新戲回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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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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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女人壹臺戲三個女人壹臺戲

制片人兼主持人黃梅子制片人兼主持人黃梅子 CamcastCamcast華人銷售代表古嘉敏華人銷售代表古嘉敏 嘉賓嘉賓：：龙学天下中文学校校长王榕龙学天下中文学校校长王榕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的的《《JJJJ觀點觀點》》------想投票好困難想投票好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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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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尼福奇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Anthony Fauci））是一位非常穩健是一位非常穩健
的免疫學與公衛學專家的免疫學與公衛學專家，，他長期擔任美國國家過敏他長期擔任美國國家過敏
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曾向六位美國總統提供過睿曾向六位美國總統提供過睿
智建言智建言,,儘管他現在依然是白宮頭號疫情軍師儘管他現在依然是白宮頭號疫情軍師，，但川但川
普總統卻一直與他格格不入普總統卻一直與他格格不入，，經常詆毀輕蔑他經常詆毀輕蔑他,, 並並
把福奇的話斷章取義來為自己防疫無力辯護把福奇的話斷章取義來為自己防疫無力辯護,,非常非常
不足為訓不足為訓。。

在日前總統大選辯論會中在日前總統大選辯論會中,, 川普竟把不戴口罩川普竟把不戴口罩
的罪過嫁禍給福奇的罪過嫁禍給福奇,,指稱是福奇要大家不要戴口罩指稱是福奇要大家不要戴口罩
的的。。事實上福奇的確曾在疫情初期要大家不要爭先事實上福奇的確曾在疫情初期要大家不要爭先
恐後戴口罩恐後戴口罩,, 那是基於當時美國口罩貨源缺乏那是基於當時美國口罩貨源缺乏,, 福福

奇認為應讓站在第一線最具感染風險的奇認為應讓站在第一線最具感染風險的
醫護人員優先使用口罩醫護人員優先使用口罩,, 所以他才會有所以他才會有
那樣建議那樣建議,,但不久後福奇即高聲疾呼要大但不久後福奇即高聲疾呼要大
家一定要戴口罩家一定要戴口罩,, 並務必要勤洗手與保並務必要勤洗手與保
持社交距離持社交距離,, 這是眾所皆知的事這是眾所皆知的事,, 但川普但川普
總統卻斷章取義總統卻斷章取義,, 把不戴口罩之罪栽贓把不戴口罩之罪栽贓
賈禍給福奇賈禍給福奇，，真是居心叵測啊真是居心叵測啊！！

雖然美國總統大選是現在世界上的頭雖然美國總統大選是現在世界上的頭
等大事等大事,, 但當前全球依然瀰漫在但當前全球依然瀰漫在 CovCov--
id-id-1919 的愁雲慘霧中的愁雲慘霧中，，尤其是美國尤其是美國，，第三第三
波疫情來勢洶洶波疫情來勢洶洶，，僅在昨日僅在昨日,,一天就有超一天就有超
過八萬人感染新冠病毒過八萬人感染新冠病毒，，所以當前世界所以當前世界
只有一個共同敵人只有一個共同敵人，，他的名字不叫川普他的名字不叫川普,,
也不叫拜登也不叫拜登,, 而是叫而是叫Covid-Covid-1919，，世界當前世界當前
只有一個共同目標只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擊敗那就是擊敗 CovCov--
id-id-1919，，世人唯有互愛互助世人唯有互愛互助，，這場戰疫才能這場戰疫才能
成功成功，，相較於生命的安危相較於生命的安危，，1111月月33日的總日的總
統大選相形見絀統大選相形見絀，，當我們回顧過去這幾當我們回顧過去這幾
個月漫長的染疫日子中不斷看到世人遭個月漫長的染疫日子中不斷看到世人遭

受受Covid-Covid-1919的煎熬的煎熬、、壓抑壓抑、、哀愁哀愁、、苦惱苦惱、、彷徨彷徨、、失望與失望與
死難死難，，真是令人難過與悲傷真是令人難過與悲傷,, 那絕非用哀矜勿喜四那絕非用哀矜勿喜四
字可形容的字可形容的！！

面對當前險峻的處境面對當前險峻的處境,, 我們必須尊重醫學專家的我們必須尊重醫學專家的
意見意見，，我們必須依賴醫學專家的建言我們必須依賴醫學專家的建言，，鑒於福奇博鑒於福奇博
士數十年來所建立的權威度和公信力士數十年來所建立的權威度和公信力，，在在covid-covid-1919
方面的意見方面的意見,,我們不要去相信川普所說的任何一句我們不要去相信川普所說的任何一句
話話,, 而是應該知道福奇是怎麼說的而是應該知道福奇是怎麼說的,, 我們必須尊重我們必須尊重
福奇的說法福奇的說法，，因為尊重福奇因為尊重福奇，，就是尊重我們的生命就是尊重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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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雪頌 ODE TO THE SNOW
every flakeevery flake
has its own lifehas its own life
and haloand halo

they stick togetherthey stick together
just to let the world knowjust to let the world know
what Snow White looks likewhat Snow White looks like

每一顆

有每一顆的生命

與光輝

他們聚在一起

只為了讓這烏煙瘴氣的世界知道

什麼是潔白

今年總統大選最後一場辯論會在田納西州和今年總統大選最後一場辯論會在田納西州和
平完成平完成,, 由於上一場辯論雙方搶話造成了凌亂由於上一場辯論雙方搶話造成了凌亂,,
所以這次以麥克風消音來控制所以這次以麥克風消音來控制，，兩人都遵守辯兩人都遵守辯
論規則論規則,,因此在程序上井條有序因此在程序上井條有序，，但在實質內容但在實質內容
方面卻了無新意方面卻了無新意,,雙方不過在強化自己所堅持的雙方不過在強化自己所堅持的
論點罷了論點罷了。。

選前一場辯論賽原有助於選民對兩位候選人選前一場辯論賽原有助於選民對兩位候選人
的條件的條件、、資質資質、、政見與抱負做最後的考核政見與抱負做最後的考核,, 而以而以
選票做出仲裁選票做出仲裁,, 不過今年特別不同不過今年特別不同,, 因為疫情因為疫情,,各各
州皆舉行通訊與提前投票州皆舉行通訊與提前投票，，據統計已有據統計已有48704870萬萬
人在辯論會前投了票人在辯論會前投了票,, 所以辯論結果能影響投所以辯論結果能影響投
票行為有限票行為有限,, 而拜登這一次的表現又相當穩健而拜登這一次的表現又相當穩健,,
一句話都沒說錯一句話都沒說錯,, 而且他更機警避開了川普對而且他更機警避開了川普對
他兒子郵電門的指控他兒子郵電門的指控,, 從辯論後各主流民調數從辯論後各主流民調數

據來看據來看,, 幾乎都是拜登領先幾乎都是拜登領先,,
所以川普並未讓這場辯論使所以川普並未讓這場辯論使
他的選情翻盤他的選情翻盤,, 現在離投票現在離投票
只剩只剩 1111 天天,, 川普只能期待有川普只能期待有
奇蹟與驚喜出現了奇蹟與驚喜出現了。。
這場辯論的核心問題圍繞著這場辯論的核心問題圍繞著
新冠病毒的疫情新冠病毒的疫情。。川普說川普說，，他他
得了這個病得了這個病，，也接受了治療也接受了治療，，
好得非常快好得非常快，，現在免疫了現在免疫了,,他他
還表示還表示，，美國抗疫做得非常美國抗疫做得非常
好好，，目前疫情正得到控制目前疫情正得到控制,,病病
毒正在消失毒正在消失，，他維持一向的他維持一向的
偏見偏見，，把病毒歸咎於中國把病毒歸咎於中國,, 強強
調他提前開放美國經濟的苦調他提前開放美國經濟的苦
衷衷。。

但拜登指出但拜登指出，，造成如此多造成如此多
美國人死亡的人根本不應再美國人死亡的人根本不應再
做總統做總統,, 他也說他也說,, 他要關閉的他要關閉的

是病毒是病毒，，而不是美國與經濟而不是美國與經濟,,他同時拿出口罩他同時拿出口罩，，強強
調戴口罩的重要性調戴口罩的重要性，，並稱如果當選並稱如果當選，，會要求全體會要求全體
民眾任何時候都佩戴口罩民眾任何時候都佩戴口罩，，因為那可以挽救生因為那可以挽救生
命命,, 他也說抗疫應聽從專家意見他也說抗疫應聽從專家意見，，他指責川普想他指責川普想
終止歐巴馬醫改終止歐巴馬醫改,, 卻又拿不出更好計劃來卻又拿不出更好計劃來。。
此外此外，，兩人辯論還涉及移民兩人辯論還涉及移民、、種族種族、、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國國
家安全與領導統禦等議題家安全與領導統禦等議題,, 雙方各說各話雙方各說各話,, 凸顯凸顯
出兩人間的分歧出兩人間的分歧,, 拜登還指著川普說拜登還指著川普說::””你知道你你知道你
是什麼品格的人是什麼品格的人,,我知道我是什麼品格的人我知道我是什麼品格的人,, 大大
家也都知道家也都知道!!””

這一場辯論下來這一場辯論下來,, 川普顯然並未說服那些還川普顯然並未說服那些還
沒有下決心投票給他讓他連任的人沒有下決心投票給他讓他連任的人。。

美國職棒大聯盟洛杉磯道奇隊在德州阿靈美國職棒大聯盟洛杉磯道奇隊在德州阿靈
頓市以頓市以33比比11擊敗坦帕灣光芒隊擊敗坦帕灣光芒隊,, 並以總戰績並以總戰績44
勝勝22負奪下世界冠軍負奪下世界冠軍，，這是道奇隊在這是道奇隊在19881988年奪年奪
冠後冠後3232年再次封王年再次封王,,殊為可貴殊為可貴,,在過去四年在過去四年,,道奇道奇
隊三次打入冠軍賽隊三次打入冠軍賽,,都因對手十月驚奇的表現而都因對手十月驚奇的表現而
飲恨敗北飲恨敗北,,今年雖碰到疫情今年雖碰到疫情,,卻愈戰愈勇卻愈戰愈勇,,在湖人在湖人
隊奪下隊奪下NBANBA冠軍兩星期後贏得冠軍兩星期後贏得MLBMLB冠軍冠軍,, 洛杉洛杉
磯可謂雙喜臨門磯可謂雙喜臨門！！

職棒大聯盟是由美國聯盟職棒大聯盟是由美國聯盟(AL)(AL)與國家聯盟與國家聯盟
(NL)(NL)冠軍隊進行所謂的冠軍隊進行所謂的””世界冠軍系列賽世界冠軍系列賽””
(World Series),(World Series), 因為因為MLBMLB只有只有11支球隊來自加拿支球隊來自加拿
大大,,其他其他2929支隊伍都是美國本土隊伍支隊伍都是美國本土隊伍,,所以冠上所以冠上””
世界大賽世界大賽””,,名過其實名過其實，，但因兩個聯盟球員絕大多但因兩個聯盟球員絕大多
數來自世界各國頂尖球員數來自世界各國頂尖球員,, 所以百年來這個名所以百年來這個名
稱沒有被人質疑過稱沒有被人質疑過。。

這項冠軍賽每年在這項冠軍賽每年在1010月舉行月舉行,, 而且幾乎每年而且幾乎每年
都有都有””十月驚奇十月驚奇””,, 就拿去年來說就拿去年來說,, 原來擁有最佳原來擁有最佳

戰績的休士頓太空人隊在最後冠軍賽戰績的休士頓太空人隊在最後冠軍賽
前六局還領先前六局還領先，，但第但第77局豬羊變色局豬羊變色，，竟竟
被國民隊連連轟出全壘打而落敗被國民隊連連轟出全壘打而落敗，，不不
過在三年前過在三年前,,太空人隊遠征洛杉磯也太空人隊遠征洛杉磯也
曾演出十月驚奇而奪冠曾演出十月驚奇而奪冠，，今年太空隊今年太空隊
本來有機會進入冠軍賽本來有機會進入冠軍賽,, 卻在對抗光卻在對抗光
芒隊時連勝三場後敗北遭淘汰芒隊時連勝三場後敗北遭淘汰。。
我們常說棒球賽是在二人出局我們常說棒球賽是在二人出局，，兩好兩好
球球、、三壞球後才開始的三壞球後才開始的，，看看這次道奇看看這次道奇
隊與光芒隊第四場比賽隊與光芒隊第四場比賽,, 光芒隊在第光芒隊在第
九局下半局兩人出局後九局下半局兩人出局後,,原本就要結原本就要結
束束,, 但第一次上陣代打的菲利普斯竟但第一次上陣代打的菲利普斯竟
揮出唯一安打讓隊友跑回得分揮出唯一安打讓隊友跑回得分,, 又因又因
道奇隊的泰勒接球失誤道奇隊的泰勒接球失誤，，長傳回本壘長傳回本壘
時捕手史密斯漏球時捕手史密斯漏球,, 讓卡在三壘與本讓卡在三壘與本
壘間的亞羅薩倫納拼命衝回本壘拿到壘間的亞羅薩倫納拼命衝回本壘拿到

獲勝的獲勝的11分分,,成為最經典的十月驚奇成為最經典的十月驚奇!!
其實今年芝加哥的兩支隊伍小熊隊與白襪隊其實今年芝加哥的兩支隊伍小熊隊與白襪隊

實力非常堅強實力非常堅強,, 非常有可能成為職棒史上第一非常有可能成為職棒史上第一
次由同一個城市的兩支隊伍爭冠的情況次由同一個城市的兩支隊伍爭冠的情況,, 但沒但沒
有想到兩支強隊竟在九月底接連前後兩天分別有想到兩支強隊竟在九月底接連前後兩天分別
遭到淘汰遭到淘汰,,而無法產生十月驚奇們的景象而無法產生十月驚奇們的景象！！

道奇隊今年陣容堅強道奇隊今年陣容堅強,, 尤其是三月才從紅襪尤其是三月才從紅襪
交易來的強打手貝茲和左投普萊斯如虎添雙交易來的強打手貝茲和左投普萊斯如虎添雙
翼翼，，加陣中天王主投柯蕭與畢勒加陣中天王主投柯蕭與畢勒,, 以及老將特納以及老將特納
和和 MVPMVP 最有價值球員席格最有價值球員席格,, 所以儘管陣中的所以儘管陣中的””
詹姆斯詹姆斯””楚奧特因傷全季都沒上場楚奧特因傷全季都沒上場,, 其他隊友照其他隊友照
樣有傑出表現樣有傑出表現,, 下個球季下個球季 當楚奧特復出後與貝當楚奧特復出後與貝
茲的組合有如詹姆斯與安東尼的組合一班凌茲的組合有如詹姆斯與安東尼的組合一班凌
厲厲,, 明年洛杉磯在明年洛杉磯在MLBMLB與與NBANBA雙雙蟬聯冠軍應雙雙蟬聯冠軍應
是指日可待的是指日可待的!!

遠的日子近了遠的日子近了，，再過再過55天就要舉行歷史性的天就要舉行歷史性的
美國總統大選美國總統大選,, 在疫情異常嚴峻之下在疫情異常嚴峻之下,,選情已經選情已經
進入白熱化的階段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 ,各種有關於兩位候選人拜各種有關於兩位候選人拜
登與川普的流言蜚語滿天飛登與川普的流言蜚語滿天飛,,天南地北的民調天南地北的民調
四處流竄四處流竄,,此時的美國此時的美國,,各州各城市人心浮動各州各城市人心浮動,,
整個社會似乎都沉迷於瘋狂的選舉氣氛之中整個社會似乎都沉迷於瘋狂的選舉氣氛之中！！

選舉當然重要選舉當然重要,, 那是民主真正的核心價值那是民主真正的核心價值,,
尤其是這次要選出一位引領美國的人物尤其是這次要選出一位引領美國的人物,,那不那不
僅會影響到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僅會影響到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以及社會的穩
當秩序當秩序,, 更將會給我們子孫後代的生活受到深更將會給我們子孫後代的生活受到深
遠影響遠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要珍愛選舉所以我們必須要珍愛選舉,, 疼惜選舉疼惜選舉,,
千萬別過於瘋狂而失去理智千萬別過於瘋狂而失去理智！！

最近有媒體唱衰川普最近有媒體唱衰川普,,宣稱川普連任的機率宣稱川普連任的機率

十分渺茫十分渺茫，，他如果想勝選他如果想勝選，，除非雷除非雷
能夠擊中同一個地方能夠擊中同一個地方22次次。。結果沒結果沒
幾天網上的媒體就流傳出芝加哥幾天網上的媒體就流傳出芝加哥
的川普大樓連續被雷擊中的川普大樓連續被雷擊中33次次,, 以以
作為反制作為反制。。結果這則無中生有的事結果這則無中生有的事
情竟然不脛而走情竟然不脛而走,,被廣泛的流傳出被廣泛的流傳出
去去，，而且大家以訛傳訛而且大家以訛傳訛,,在談論時津在談論時津
津樂道津樂道,, 樂此不疲樂此不疲,, 真是荒唐至極真是荒唐至極！！

網上的自媒體以及八卦刊物總網上的自媒體以及八卦刊物總
是喜歡標新立異傳播一些危言聳是喜歡標新立異傳播一些危言聳
聽的言論聽的言論,, 非常的不負責任非常的不負責任,, 也沒也沒
有職業的操守有職業的操守,,讀者如果沒有判斷讀者如果沒有判斷
真偽的能力真偽的能力,,經常的被他們左右或經常的被他們左右或
誤導誤導,, 但是又有誰能夠阻止他們的但是又有誰能夠阻止他們的
作為呢作為呢??

言論的自由往往造成了言論的言論的自由往往造成了言論的
氾濫氾濫,, 言論的氾濫言論的氾濫,,又造成了言論的墮落又造成了言論的墮落,, 言論言論
的墮落的墮落,, 當然就造成了人心的腐蝕當然就造成了人心的腐蝕，，這種惡性循這種惡性循
環終將造成社會的動盪以及選舉的失真環終將造成社會的動盪以及選舉的失真,, 所以所以
從事媒體的人必須要有道德操守從事媒體的人必須要有道德操守,, 傳播那些未傳播那些未
經查證經查證,,天馬行空的新聞與言論是自甘墮落的天馬行空的新聞與言論是自甘墮落的
表現表現！！

今年大選堪稱是美國選舉史上最難預測的今年大選堪稱是美國選舉史上最難預測的
一次一次，，十月驚奇還未出現十月驚奇還未出現,, 但誰都不能預料未來但誰都不能預料未來
幾天會不會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幾天會不會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不要相信民不要相信民
調調,,要相信自己的選票要相信自己的選票,, 如果你還沒有郵寄出如果你還沒有郵寄出，，
現在已錯失時機現在已錯失時機,,你只有現在或在你只有現在或在1111月月33日那日那
天戴著口罩親自前往投票所投下自己的一票天戴著口罩親自前往投票所投下自己的一票,,
只有你的一票才是最真實只有你的一票才是最真實，，也最踏實的也最踏實的!!

在參議院通過川普總統對巴雷特的大法官提在參議院通過川普總統對巴雷特的大法官提
名後不久名後不久,,川普立即在白宮為她舉行了宣誓上任川普立即在白宮為她舉行了宣誓上任
儀式儀式,,從金斯伯格逝世到提名從金斯伯格逝世到提名、、聽證聽證、、投票投票、、宣誓與宣誓與
上任上任，，短短一個月就如此倉促完成重大程序短短一個月就如此倉促完成重大程序,,充滿充滿
了政治算計了政治算計，，民主政治真是令人擔憂民主政治真是令人擔憂。。

在上任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後在上任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後,,巴雷特的職務是巴雷特的職務是
終身的終身的，，沒人可開除她沒人可開除她，，她的立場是超然的她的立場是超然的,,沒人沒人
可左右她可左右她，，她的地位是無上的她的地位是無上的,,沒人可凌駕她沒人可凌駕她,,此此
後她與其他八位大法官將決定未來重大爭議的後她與其他八位大法官將決定未來重大爭議的
事件事件,, 影響深遠影響深遠,, 而她極可能將面臨的就是在一而她極可能將面臨的就是在一
星期之後總統大選的爭端星期之後總統大選的爭端,,她知道就是這個原因她知道就是這個原因,,
川普才急著提名她川普才急著提名她,,以便在爭議時以便在爭議時,,由她來由她來””搶救搶救””
他他,,所以她必陷入天人交戰所以她必陷入天人交戰,, 他應考量自己未來的他應考量自己未來的

歷史定位歷史定位,,放棄投票權放棄投票權,,不要讓自己踏不要讓自己踏
進大選紛爭中進大選紛爭中。。或許她會被川普與共或許她會被川普與共
和黨指責不知感恩圖報和黨指責不知感恩圖報,,但她可用春但她可用春
秋大義來為自己辯解相信大家都能夠秋大義來為自己辯解相信大家都能夠
體諒體諒！！
巴雷特處處都閃現著與其他大法官不巴雷特處處都閃現著與其他大法官不
同的亮點同的亮點，，她才她才 4848 歲歲,,是美國中西部是美國中西部
人人，，不是常春藤盟校畢業生不是常春藤盟校畢業生,, 而是出身而是出身
於聖母大學法學院第一名資優生與教於聖母大學法學院第一名資優生與教
授授，，她沒有像許多大法官紮根于華盛她沒有像許多大法官紮根于華盛
頓特區頓特區，，她是一位公正不阿的法官她是一位公正不阿的法官,, 贏贏
得同僚的欽佩和尊重得同僚的欽佩和尊重。。

巴雷特出現在最高法院後巴雷特出現在最高法院後,, 將確將確
立文本主義和原始主義作為法院的新立文本主義和原始主義作為法院的新
主流方法主流方法，，這是她的宗師斯卡利亞大這是她的宗師斯卡利亞大
法官留下來的遺產法官留下來的遺產，，這些哲學緊緊遵這些哲學緊緊遵
循美國憲法和法律循美國憲法和法律，，大法官將用語言大法官將用語言
和歷史來理解法律和歷史來理解法律，，與此同時與此同時，，政策決政策決

策將回歸為具有政治責任的部門策將回歸為具有政治責任的部門,,在一個唯文本在一個唯文本
論的法庭裡論的法庭裡，，大法官身著的是代表法律的長袍大法官身著的是代表法律的長袍，，
而不是代表政治人物的披風而不是代表政治人物的披風,,畢竟大法官存在的畢竟大法官存在的
意義並不是在拯救世界意義並不是在拯救世界，，而是讓憲法回歸正軌而是讓憲法回歸正軌,,並並
完整解釋法律完整解釋法律，，確保法律能約束政治選舉機構確保法律能約束政治選舉機構，，
不至於產生社會的動盪不至於產生社會的動盪。。

巴雷特自詡為原始主義者巴雷特自詡為原始主義者，，遵循著對憲法的遵循著對憲法的
嚴格理解去釋憲嚴格理解去釋憲,, 她上任後立即置身於政治意識她上任後立即置身於政治意識
形態兩極化環境中形態兩極化環境中,,她說法官需要勇氣她說法官需要勇氣，，不是照自不是照自
己喜歡方式裁決案件己喜歡方式裁決案件，，我們對巴雷特充滿信心我們對巴雷特充滿信心,,相相
信她不會辜負大家對她的期待信她不會辜負大家對她的期待！！

由於受到次子負面新聞的影響由於受到次子負面新聞的影響,, 加上以再生加上以再生
能源取代傳統化石燃料業的主張遭到川普斷章能源取代傳統化石燃料業的主張遭到川普斷章
取義宣傳取義宣傳，，拜登在搖擺州的民調突降拜登在搖擺州的民調突降,,在賓州他只在賓州他只
領先川普兩個百分點領先川普兩個百分點,, 如果在大選中川普後來居如果在大選中川普後來居
上上，，很可能是因為在賓州勝出很可能是因為在賓州勝出,, 拜登有可能大意拜登有可能大意
失失””賓州賓州””嗎嗎??

在在20202020總統大選搖擺州中總統大選搖擺州中,, 賓州是僅次於佛賓州是僅次於佛
州最關鍵的一州州最關鍵的一州,, 2020張選舉人票的總數勝過許多張選舉人票的總數勝過許多
州總和州總和,, 在上一次的大選中川普成功讓賓州選民在上一次的大選中川普成功讓賓州選民
相信相信，，希拉蕊是更糟糕的選擇希拉蕊是更糟糕的選擇,, 最後他以最後他以00..88%% 險險
勝勝,, 但今年拜登沒有像希拉蕊那樣受到賓州人反但今年拜登沒有像希拉蕊那樣受到賓州人反
感感,,所以民調一直領先川普所以民調一直領先川普,, 如今川普正試圖逆如今川普正試圖逆

轉轉，，以煽動賓州人對拜登的負面評價以煽動賓州人對拜登的負面評價，，
包括誤導性的指責包括誤導性的指責，，稱拜登當選將禁稱拜登當選將禁
止賓州使用水力壓裂法等不實言論止賓州使用水力壓裂法等不實言論。。

拜登當然知道失去賓州的嚴重性拜登當然知道失去賓州的嚴重性,,
日前與夫人親臨固票日前與夫人親臨固票,, 前總統歐巴馬前總統歐巴馬
出馬為他站台的第一站也選在賓州出馬為他站台的第一站也選在賓州,,
賓州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賓州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根據根據44年前得票分析年前得票分析，，川普能在賓川普能在賓
州獲勝最大原因是得到賓州郊區白人州獲勝最大原因是得到賓州郊區白人
婦女大力支持婦女大力支持，，當時川普以當時川普以5252%%的得票的得票
多出對希拉蕊近多出對希拉蕊近1010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那些沒那些沒
有大學學歷的白人女性對川普的支持有大學學歷的白人女性對川普的支持
率衝到率衝到 6161%,%,大勝希拉蕊大勝希拉蕊 2727 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但是但是44年後的今天年後的今天,, 她們卻對川普非常她們卻對川普非常
失望失望,, 決定拋棄川普決定拋棄川普，，改投拜登改投拜登,, 昆尼昆尼
皮亞克大學民調在十月初所做民調皮亞克大學民調在十月初所做民調,,
拜登在白人婦女羣體中的支持率領先拜登在白人婦女羣體中的支持率領先

川普約川普約2323個百分點個百分點，，急得川普手足無措急得川普手足無措,, 他到賓他到賓
州發出無助的吶喊州發出無助的吶喊::””郊區婦女們郊區婦女們，，拜託你們喜歡拜託你們喜歡
我好嗎我好嗎？”？”在這個領域川普可能已無計可施在這個領域川普可能已無計可施。。

拜登在賓州政壇獲得不分黨派的支持拜登在賓州政壇獲得不分黨派的支持,, 共有共有
125125位現任和前任市長公開挺他位現任和前任市長公開挺他，，包括包括3333位共和位共和
黨籍的市長都為他助選黨籍的市長都為他助選,, 前任賓州州長湯姆前任賓州州長湯姆··里里
奇更高聲疾呼奇更高聲疾呼::””我是共和黨人我是共和黨人,,但這一次我支持但這一次我支持
民主黨的拜登民主黨的拜登,, 我希望大家都能投票給拜登我希望大家都能投票給拜登!!””
孟子說孟子說::””得道多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寡助””,, 由於川普執政由於川普執政44

年做不到政通人和年做不到政通人和,, 他想要在險峻的疫情中連任他想要在險峻的疫情中連任
成功真是不容易啊成功真是不容易啊！！

你只要問

在他們身上翻滾過的

那些小孩與小狗

都能大聲告訴你

這就是快樂

and if you askand if you ask
those little kids and dogsthose little kids and dogs
rolling in the snowrolling in the snow
they will all exclaimthey will all exclaim
JOY!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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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就连近些年高发的恶性病“癌症”

，都与饮食之间有密切关联！

如果你仔细观察癌这个字，会发现

它病字框的外表下，恰恰堆积这三个

“口”字，而一座小山在垫底，可谓是

病来如山倒。

当然，仅凭这个字无法说明问题，

想要了解癌症与饮食之间的关系，首先

大家要知道癌症是一种什么病！

癌症也被称为“恶性肿瘤”，其与

良性肿瘤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具有侵袭、

转移的特点。癌肿在体内不仅会破坏器

官功能，同时还会向周围浸润、随着循

环系统转移。

到了晚期后的癌症，可出现全身多

器官、组织转移和扩散，而患者也会因

并发症、感染、大出血等因素死亡！

临床对癌症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

过，虽说没有完全明确癌症的致病因，

但也已经找出了和癌症相关的致病因素

，包括遗传基因、慢性病、不良生活和

饮食习惯等。

前段时间，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

刀》还曾明确指出，中国每年有200多

万人因癌症死亡，其中约100万人本可

躲过癌症和死亡，但却自己“作死”，

最终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局面！

以下四类食物或许能推动细胞癌变

，现在远离还来得及：

1、烟熏、加工肉类

这是很多人餐桌上最常见的美味，

比如中式咸鱼、腊肉、腊肠等。

殊不知，这类食物在加工的过程中

，不仅会产生亚硝基化合物，同时肉类

中的油脂滴在明火上与炭火接触、蛋白

质经过高温加热后，会产生一系列致癌

物，这包括了杂环胺、多环芳烃、苯并

芘等。

这些有害物质飘散在空气中、附着

在食物上，越是常年大量食用，后期患

癌率也就会越高；

2、腌制食物

有科学调查表明，东亚国家正是胃

癌的重灾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等

。在我国北方习惯吃腌制食物的地区，

胃癌病发率也高于了其他地区。

这是因为腌制食物加入大量盐分，

本身就具有高渗透性，可造成胃黏膜损

伤、溃疡等问题出现。

而且，腌制食物还容易产生亚硝酸

盐，进入机体后又会转化为一类致癌物

亚硝胺。在慢性病、致癌物共同堆积的

作用下，患癌率也会有所增长。

3、油炸食物

数据显示，我国发达城市出现肠癌

的几率明显高于农村地区，这与饮食逐

渐西化有一定关联。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各种

油炸食物，比如炸鸡、汉堡、薯条

等。油脂在经过高温加热时，产生

的油烟中本身就含有致癌物质苯并

酯、杂环胺等。同时食物和油脂发

生反应，也会产生 2a 类致癌物丙烯

酰胺。

而且，油炸食物含有大量脂肪，是

让人肥胖的根源之一，而肥胖恰恰就是

癌症的危险因素，与肠癌、乳腺癌、卵

巢癌等都有密切关联；

4、酒精

关于酒的传言有很多，比如适当喝

酒助睡眠、适当饮酒降血压等，但实际

上这些所谓的养生传言根本就没有科学

根据。

相反的，饮酒只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且酒精早已经被入了一类致癌物，一

个长期大量酗酒的人，后期可能会出现

胃癌、食管癌、肝癌等问题！

癌症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恶性病，且

死亡率较高。

大家在生活中应远离一切可致癌

的因素，除了以上四类食物要少吃以

上，在平时还应保持规律作息习惯、

尽量戒烟戒酒、定期运动、健康饮食

，如此才能提高机体免疫力、预防癌

症出现。

癌细胞是吃出来？
提醒：面对这4样食物，还真不是谣言

《黄帝内经》认为，“春夏养阳，秋

冬养阴”。到了秋天，阳气开始收藏，是

阳收阴长之势，适当进补正是恢复人体机

能的最佳时机。然而，很多人经常虚不受

补，也就是体质虚弱，不能承受补药的威

力，一进补就出现各种不适，这该咋办?

中医认为，虚不受补的主因是脾胃

功能虚弱，中焦升降失常，导致消化吸

收不好，不同个体又会有不同表现。

燥热饮食。爱吃辛辣刺激食物的人

群，饮食偏燥热，容易造成脾运化失常

，中焦蕴热。热邪向上到达头面、颈部

，表现为面红、长痘、头上长包、口内

长疮、耳鸣、口干、咽痛、目红;热邪在

中焦，出现胃热、身热，进食则汗多，

喜欢吃凉;热邪向下，可出现小便黄赤涩

、大便干燥等问题。

寒凉入胃。喜欢吃冷饮、冰饮的人群

，容易脾阳不足。饮食因此得不到运化，

中焦气机不升，浊气不降，表现为胃胀、

打嗝、胸闷、心口堵、恶心、食欲差。食

物得不到阳气的蒸化与升腾，中焦则生成

湿与痰，日久也可化成热，也可能形成寒

热错杂之象。这时稍进食温性之品，容易

出现上火的表现;进食凉润之品，痰湿流于

下焦，女性白带多或黄带多、阴痒，男性

阴囊潮湿或有湿疹。

脾胃虚弱者，气机容易郁滞，中医

强调气机通畅，如果能通，也是补。所

以有“以通为补”之说，尤其适合脾胃

虚弱且夹有痰、湿、瘀、滞者。个体有

差异，根据不同体质状况选用不同的饮

食，才是正确的施补方法。

兼有痰湿者，表现为胸闷、腹胀、

舌苔厚腻、胃口差，这时不宜滋补，要

通补，可以少量瘦肉加萝卜、青菜，忌

寒凉辛辣。

兼有寒邪，吃凉会腹泻的人群，慎食

油腻阴寒之品。可以在平和略温性的鸡肉

中加少量生姜、砂仁，温中醒脾和胃。

兼有血瘀者，就是有瘀斑的人群，

适当服用活血消食之品，如山楂、黑木

耳、洋葱等。

兼有郁热者，表现为吃热的上火，

吃凉的腹泻，这时需要调和脾胃，吃温

和的食物，如白菜、冬瓜、扁豆、猪瘦

肉等搭配，忌食辛辣。

兼有阴虚者，表现为老是口干口渴

，饮水暂时能解渴，过一会儿又渴，有

时想吃凉的，这时需要养阴润燥之品，

但不能太过寒凉。可以用百合、莲藕、

山药滋阴健脾。

此外，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弱的人

群秋季进补时，不宜急补、大补，只能

平补、缓补，辨证施补。

有些人为何虚不受补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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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美國大選早期投票於美國大選早期投票於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313日拉開大幕日拉開大幕，，在最新在最新pollpoll民調領先民調領先55個百分點的個百分點的
TX-TX-2222 國會選區民主黨候選人施瑞庫卡尼國會選區民主黨候選人施瑞庫卡尼 Sri KulkaniSri Kulkani2121 日下午兩點在日下午兩點在 Smart FinancialSmart Financial
CenterCenter早期投票點投票早期投票點投票。。施瑞用中文呼籲華人及早投票行使自己的權利施瑞用中文呼籲華人及早投票行使自己的權利，，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及及
早結束疫情早結束疫情，，讓德州的民選官員裡出現第一個亞裔國會議員讓德州的民選官員裡出現第一個亞裔國會議員。。圖為施瑞的支持者們在現圖為施瑞的支持者們在現
場舉牌支持他場舉牌支持他。。

剛剛在今年五月獲得剛剛在今年五月獲得MS TexasMS Texas 稱號的稱號的Eileen DongEileen Dong主持的主持的HOPE PYX GlobalHOPE PYX Global聯手世界名人聯手世界名人
網網、、VeteransVeterans商會商會、、Gregory J Connata Associates, LLPGregory J Connata Associates, LLP律所舉行家家庭暴力意識月活動律所舉行家家庭暴力意識月活動 (Do(Do--
mestic Violence Awareness Month)mestic Violence Awareness Month)接近衝刺階段接近衝刺階段。。圖為圖為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717日日，，Eileen DongEileen Dong正在正在
策劃萬聖節慈善活動選購禮品和裝飾策劃萬聖節慈善活動選購禮品和裝飾。。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717日日，，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三週主題為浪漫羅馬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三週主題為浪漫羅馬(Roman Romance),(Roman Romance),著名房著名房
地產經紀人地產經紀人Anna WangAnna Wang與何冰與何冰、、陳鐵梅陳鐵梅、、Nancy XieNancy Xie在園中喜相逢並合影在園中喜相逢並合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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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文藝復興節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
們將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們將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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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應疫今年因應疫
情會強制戴口罩情會強制戴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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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更加豐富多彩節目更加豐富多彩。。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424日下午日下午33--44時時，，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拜登亞裔助選委員會主席羅玲拜登亞裔助選委員會主席羅玲、、SRISRI德州德州
TXTX2222國會議員候選人國會議員候選人Helen ShihHelen Shih、、Debbie LeeDebbie Lee和著名律師李中原父親老華僑領袖和著名律師李中原父親老華僑領袖Stephen LeeStephen Lee等等
華裔代表一起出席華裔代表一起出席AAPIAAPI等組織的拜登支持者大型助選集會等組織的拜登支持者大型助選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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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世界功夫副社長圖為世界功夫副社長、、螳螂拳傳人螳螂拳傳人、、休斯敦跌打療痛中心董事長羅榮休斯敦跌打療痛中心董事長羅榮
華醫師上台講話華醫師上台講話，，與楊俊義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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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鎮遠書法大江鎮遠書法大
師師、、沙漠美術學校校長沙漠美術學校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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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漢斯青年書法家陳漢斯青年書法家、、美南電視新聞主播董子天等一同見證歷史美南電視新聞主播董子天等一同見證歷史。。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020日日，，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前會長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前會長、、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士頓分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士頓分會
會長賴李迎霞跨越重洋會長賴李迎霞跨越重洋，，來到台北出席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來到台北出席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20202020 世界年會開幕典禮世界年會開幕典禮」」，，步入步入
紅毯紅毯，，接受世界各地傑出女性的鼓掌歡迎接受世界各地傑出女性的鼓掌歡迎。。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323日上午日上午，，哈里斯縣書記官哈里斯縣書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辦公室外聯部亞裔社區協調人辦公室外聯部亞裔社區協調人JoAnne RayJoAnne Ray在中心主任在中心主任
Lynn LiuLynn Liu的協調下的協調下，，與僑領黃登陸等來到中國城附近的長和老人中心與僑領黃登陸等來到中國城附近的長和老人中心，，輔導年長選民使用投票機輔導年長選民使用投票機。。今年的早今年的早
期投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期投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投票人數爆棚投票人數爆棚，，截止截止2323日下午哈里斯郡的投票人數已經超過百萬日下午哈里斯郡的投票人數已經超過百萬，，超過了歷超過了歷
史記錄史記錄。。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626日晚日晚，，休斯敦中國城美中酒樓變成了歡樂的海洋休斯敦中國城美中酒樓變成了歡樂的海洋，，世界名人網總世界名人網總
編輯王福生前同事編輯王福生前同事KenKen的哥哥的哥哥Donald TanDonald Tan正在這裡慶祝正在這裡慶祝6060大壽大壽，，著名律師李中著名律師李中
原父親老華僑領袖原父親老華僑領袖Stephen LeeStephen Lee夫婦夫婦,Jacky Ruan,Jacky Ruan等朋友及等朋友及DonaldDonald夫婦和的兒女們夫婦和的兒女們
齊聚一堂齊聚一堂，，慶祝這一疫情中到來的生日慶祝這一疫情中到來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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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每个人都渴望一段至死不渝的爱

情，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爱可能会

消失，亲密关系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经常说七年之痒，感情的问

题不是只有在结婚七年之后才会出现

，有的人刚刚结婚不久就已经出现了

问题，也有在恋爱的时候就已埋下了

隐患。

婚姻不能终结这些痛苦，它也不

会终结。婚前有多少猜忌、期望、恐

惧、拒绝和背叛，婚后就会有多少。

许多感情也不是不爱了，只是生

活的琐事，或者说是太累了，让我们

没有办法再把精力放在彼此之间的感

情上。

如果当初对方没那么好，你为什

么选择和现在这个人进入婚姻？

很多人的婚姻走到一定程度时，

会变得平淡无奇，失去了当初在一起

的激情，情感上就会变得麻木。

为什么从热恋、浪漫开始的伴侣

关系，经过了几年的柴米油盐，吃喝

拉撒睡之后。

彼此之间的尊重却渐渐不见了，

欣赏也不见了，话语里面的肯定和鼓

励的东西也不见了？

因为我们一旦进入到例行公事的

生活模式，就开始进入到“不知不觉

”。

我们的觉知力，开始慢慢在日常

生活惯性的运作过程中逐渐丧失掉了

。

彼此对对方没有要求，不想管对

方的事情，亦或者对对方不满时，直

接毫不留情的批评教育，丝毫不留情

面。

为什么很多情侣会从相爱走向厌

倦，甚至是伤害和仇恨？

英国作家阿兰 · 德波顿给出了一

种解释：

在进入一段关系前，我们往往既

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

我们的很多奇葩之处，往往都是

由伴侣发现的。

我们常说，相恋容易相处难。

相恋时，其实我们没有和对方的

真实存在打交道，我们是将自己的幻

想投射到对方身上，然后与自己的幻

想打交道，这自然比较容易。

相处时，我们就要看到彼此的真

实存在，从而能适当地放下自己，与

那个和自己一样

拥有独立意志的

人打交道，这的

确更难。

很多人都说

男人出轨是因为

生理需求，其实

科学数据表明：

8%的男人是

因为生理欲望寻

求 婚 外 情 ， 而

48%的男人是因为

情感得不到满足

才寻找婚外感情

的。

很多抱怨、

挑剔、强势的妻

子是把丈夫“逼

”出去的。

多数男人不

善于表达情感，

吵架吵不过女人

， 又 不 敢 动 手

（当然也有家暴

的），只能从外

面寻找慰藉。

男人也是情感动物，他们需要得

到伴侣的欣赏，希望自己在外面打拼

之后能得到妻子的理解和认可。

但是男人不能像女人一样撒娇，

他们需要树立坚强的男人形象，所以

，他们的情感需求很容易被忽视。

情感得不到满足，无论是在一起

几年，都会出现问题。

心理学：婚后多久，容易出现感

情问题？婚姻的不幸，从期待开始

对于男人的花心，最讽刺的是，

他们无论是富翁、穷人，或者处在这

两者之间的男性。

物质带来的满足感，再大都是暂

时的，而生活中大量的空白，需要陪

伴去填满。

人，都忍受不了孤独。

任何人给我们的爱，都比不上我

们给自己的爱。

一旦我们给了自己爱，就没有人

能从我们这里拿走。

我们应该停止“在不适当的地方

寻找爱”。

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

即使是你的父母也无法完全的做到，

除了你自己。

亲密关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会

遇到各种挑战。

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亲密关系

上的挑战，其实折射出个人内在成长

的挑战，是内在某些状态的浮现。

当你懂得自己，爱自己，给自己

自由你才会成熟。

然后才会懂得他人，爱他人，给

他人自由。

进入成人社会，最重要的要领之

一是抛弃受害者心态，充分对自己的

遭遇负责，要爱懂得爱自己，接纳自

己。

亲密关系也同样，最基本的心态

便是对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负责。

一方觉得另一半不完美，给对方

提出很多要求甚至指责对方；

而另一方则一直处在被要求、被

指责、被改变的状态，而这个过程仿

佛永无尽头。

如果你把恋爱或者婚姻谈成了

“上下级”，那么，是时候该反省一

下了。

过多的指责对方意味着你把过多

的期待放在别人身上。

当他无法做到或者不愿做到你所

要求的改变时，你会变得更加的无助

。

生活就像一部连续剧，只要你想

，总能在不断回溯的过程中挑出对方

的弊病，而多少婚姻的不幸，源于我

们抓住对方的弊病不肯放手，却忘了

自己成长。

其实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是不

值得去强求的。对我来说，我甚至是

一个对婚姻不抱希望的人，我并不是

一个对婚姻抱着很大希望才走进婚姻

的人。

当然我首先要做好自己，我的准

则就是不给我的另外一半，不给我婚

姻的拍档增加负担，我要保持自己的

独立人格和独立生活，对我来说我们

是伙伴、是朋友。

我的婚姻模式可能跟很传统的模

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适合当下生活的模式，就是我做最好

的自己，对另外一半不会有过多的要

求，我的底线就是尊重。

你的另一半并不是真正“属于”你。

你只是通过和对方之间的关系，

来呈现真实的你自己。

我们太多时候喜欢对别人的生活

指手画脚，愈亲密愈甚。

忽略当事人的感受，一厢情愿觉

得这是为她好，殊不知这种评判，除

了增加对方的困扰，一无所用。

你只是在满足你自己认为的匹配

而已，根本就没有关心，对方要的是

什么。

而你，一直活在不断付出的自我

感动之中。

我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殊不知

是为了呈现你自我的这份成就感。

当你愿意在亲密关系中，看见问

题，并且成长。

你不仅会收获更美满的关系还会

得到一个觉醒与重生的自己。

我们有必要在婚姻生活中，不断

反思和审视自己的定位，照顾好自己

的需求，努力做一个有活力、有梦想

精神独立的人。

而不是埋头做一个把所有的期待

，放在他人身上的那个自己。

这是婚姻不幸的开始！

婚后多久，容易出现感情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人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而开始

纷纷的养起宠物。

宠物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日

常生活中的重要伴侣。

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焦虑

和烦恼，因为宠物们有可能会传播

“狂犬病”。

人一旦患上狂犬病，则无药可救

。

所以被猫咪抓伤、咬伤，到底要

不要打疫苗，也成为了许多家长担心

的问题。

在担惊受怕之前，让我们先来了

解狂犬病到底是什么呢？

狂犬病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感染后，侵

犯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动物源性传染

病，简单来说就是攻击脑部神经。

临床症状大多表现为特异性恐水

、恐风、进行性瘫痪、咽肌痉挛等，

其死亡率高达100%。

在人患病中，约有 90.86%由犬引

起；4.7%由猫引起；剩余的由其它哺

乳动物引起，如狼、鼠、猪、蝙蝠等

。

也就是说，所有哺乳动物都有可

能会传播狂犬病。

“被猫抓咬后，要不要打疫苗？

”：一文了解，绝不白挨针

毕竟狂犬病死亡率这么高，所以

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到底是怎么传

播的。

狂犬病传播方式

狂犬病可由唾液传播，病猫将狂

犬病毒传染给人，通常是通过咬、抓

、舔方式传播。

咬、抓传播你可能很熟悉，但舔

也会传染？这个就有点吓人了。

其实先不用太过担心，舔主要是

通过舔伤口、口腔黏膜、肛门黏膜这

三种方式。

所以暴露的伤口尽量不要被猫咪

接触，也别有事没事就么么哒，更别

漏出菊花让猫咪舔。

虽然咱们是正经的铲屎官，但这

里闹米可不是开玩笑的哦！你可以看

下面的案例。

小强是个五岁的农村男孩 , 平

常很顽皮 , 跟家里养的狗狗更是亲

密无间 , 小狗像小伙伴一样陪小强

一起玩耍休息。 有时候 , 小强大便

完 , 狗狗会充当“ 自动手纸” , 把

小强的肛门舔干净。 结果 , 小强因

此而感染上了狂犬病毒 , 夭折在玩

伴狗狗的“ 善意” 中。

虽然案例中讲的是狗狗，但对于

哺乳动物来说都是一样的，区别就在

于有没有狂犬病。

猫咪患狂犬病前都会有明显的症

状，狗换狂犬病会变成疯狗，而猫会

变成疯猫。

患狂犬病后的症状

可分为前驱期、兴奋期和麻痹期

：

前驱期：体温变化，安静的猫变

得不安；活跃的猫变得神经质或怕人

。其它症状：流涎、瞳孔放大、嚎叫

等，2~3天后进入兴奋期。

兴奋期：对刺激过度敏感、出现

异食状况、乱跑、自残或声音变化、

主动攻击人或其它动物。

麻痹期：极端沮丧、口部张开、

舌头伸出、进行性麻痹到全身麻痹，

直至死亡。

猫咪狂犬病发病后

，基本会在 2~4 天后

死亡，且发病期攻击

人会把病毒传染给人

（潜伏期不会传染）

。

人感染上狂犬病后

，会不会马上死亡？

人感染上狂犬病后

，并不会马上就发病

死亡，而是有一定的

潜伏期。

潜伏期：5 天~数年

（通常 1~3 月，极少

人短于 2 周或超过 1

年）。

潜伏期的长短与病

毒的毒力、感染部位

的神经分布等因素有

关。

也就是说，病毒数

量越多，毒力越强，

感染部位神经越多、

越靠近中枢系统，那

么潜伏期就越短。

被抓咬伤后，要不

要打疫苗？

猫咪并不是一出生就会携带狂犬

病的，而是被其它患有狂犬病的动物

所感染。

感染方式也是通过抓、咬、舔，

这几点和人没什么区别。

所以对于被抓咬后到底要不要打

疫苗这个问题，首先要先从猫咪有没

有得狂犬病说起。

被患有狂犬病的猫咪抓咬破皮或

流血，那么就需要打疫苗，反之，则

不需要。

而判断猫咪有没有狂犬病，最简

单的依据就是“猫咪平时有没有经常

出门，有没有接触其它动物”。

如果经常出门且接触过其它动

物，且没有打疫苗，特别是有被咬

伤情况的，那么就极有可能患有狂

犬病。

如果从来没出过门，更没接触过

其它动物，且已经养了 2个月以上，

那么患上狂犬病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

的。

其次就是看症状，如果猫咪出现

上述所说的发病期症状，那么就该怀

疑是患上了狂犬病。

若你无法判断猫咪是否患有狂犬

病，那么你可以根据十天观察法进行

判断。

十天观察法

狂犬病发病后，猫咪是活不过 10

天的，所以猫咪伤人后（先打 1针在

进行观察）

活过10天：就说明猫咪没有狂犬

病，那么就可以终止疫苗接种

10天内死了：就说明猫咪极有可

能患有狂犬病，这时必须把全部狂犬

疫苗接种完

被抓咬伤后，该如何处理伤口？

被猫咪咬伤后，一定要进行处理

，不要以为猫咪没有狂犬病，就可以

置之不理。

伤口发炎和破伤风了解一下，所

以及时处理伤口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伤口可按严重程度分为 3 中

类型：

没破皮

处理方式：不需处理，冲洗干净

即可

破皮、不流血

处理方式：肥皂和清水冲洗15分

钟，擦干并抹上碘酒。

若猫咪患有狂犬病，那么需要进

行狂犬疫苗接种。

破皮、流血

处理方式：肥皂和清水冲洗15分

钟，擦干并抹上碘酒。

若猫咪患有狂犬病，且伤口严重

，那么伤口清洗完后，须先打狂犬病

免疫球蛋白，再打狂犬疫苗，必要时

还需要打破伤风疫苗。

具体疫苗可到疾控中心进行询问

，在这之前切记要先完整的清洗好伤

口。

猫咪虽然不是狂犬病的高发患者

，但每年定期给猫咪打疫苗是非常有

必要性的。

因为疫苗可以预防狂犬病发作，

只要在潜伏期打伤疫苗，病毒它在骚

也骚不起。

但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就是猫咪

打疫苗，需要 7 天后才会产生有效

抗体。

如果事前已经携带有狂犬病毒，

那么也不排除在这期间发病的可能，

所以打完至少观察2周左右。

“被猫抓咬后，要不要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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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壹優先：2018年 12月 01日, 第壹
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
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年 04月 22日, 第二
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
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7年 10月 01日, 第三
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
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9年 01月 01日
。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08月15日，第五
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
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壹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B 表
第壹優先：2020 年 09 月 01 日,

第壹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
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6 年 10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
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8 年 06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和
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9年05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12月15日，第五
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
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壹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壹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4年 09月 15日中國大陸2014年
09月15日

第二A優先：有名額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

香港)2015 年 07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5年07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 2008年06月15日中國大陸2008
年06月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2006年 09月 22日中國大陸2006
年09月22日

B 表
第壹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 2015年07月22日中國大陸2015
年07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
香港)2020 年 08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20年08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
香港)2016 年 05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6年05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 2009年06月01日中國大陸2009
年06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
港)2007年 09月 15日中國大陸2007
年09月15日

註： 第壹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
偶與21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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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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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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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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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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我在牧會的時候就感覺到，作牧師若

是講真話，有三分之一的人會很喜歡你講

的，有三分之一的人很不喜歡你講的，其

餘的就是無所謂的。喜歡的人，你講什麼

都是對的；不喜歡你的人，你講什麼都是

不對的。

這就是川普今天所面對的。不過川普

更慘，反對他的媒體報導，90%以上是負

面的(Negative)。看那些參加他的競選大會

的人，人山人海；看那些反對他的示威遊

行，也是不少人，這兩組的人都不到全民

的三分之一，但反對他的聲音都很大。聲

音大並不一定是對的，耶穌被釘十字架就

是一例，耶穌是一個人對羅馬帝國和全猶

太人，但耶穌是對的。

首先作一個不必要的聲明，我不是川

粉，也不是腦殘，雖然我已近八十高齡，

與白登(Biden)同年，在世的日子不多啦，

但腦子還是很清醒，說話、講道都還沒有

語無論次，幾乎每主日都要Zoom講道，所

以趁我腦子還好使的時候說幾句我認為的

良心話。

最近看到一個視頻，有人問一個

問題，說“川普是唯利是圖的商人，還

是……”

說到商人，在咱們中國士大夫的概

念中，人品的次序是：士、農、工、商。

商是被列在最後，所以中國人說商人是奸

商，就好像中國人說，傳道人是窮傳道一

樣。這表示說，中國的文化是看不起商

人的。川普是商人(不過他現在是美國總

統，他是華盛頓局外的商人總統)，所以是

“唯利是圖”？是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唯

利是圖，我沒做過科學統計，不知道，我

也不全相信科學統計。紐約時報透露川普

的稅務，據說是非法取得的資料。有一篇

文章就此罵他偷稅漏稅。不過我想在罵他

之前，先問問自己有沒有偷稅漏稅？你每

年報稅的時候，都在想什麼，這一筆錢可

不可以不報？這只有自己知道。據我的聽

聞，百分之九十九開餐館的中國人都有兩

分帳簿。

再說基督徒，在金錢的處理上又怎

樣呢？我在牧會的時候，講金錢奉獻可能

比誰都多，所以，我牧養的教會沒有欠一

分錢的債。但是信徒的奉獻卻是另外一會

事兒。我在牧會的時候，不主張奉獻十分

之一，有一次為了理解教會人士的奉獻

狀況，我請教會的財政執事給我作一個統

計，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若用十分之一

作為準則，教會信徒奉獻十分之一的人不

到十分之一，換句話說，有百分之九十的

信徒沒有奉獻十分之一，照舊約先知瑪拉

基的說法，就是偷竊上帝之物；照今天的

話說，就是像有人說川普一樣，就是偷稅

或漏稅。川普有沒有偷稅漏稅我不知道，

但信徒偷竊上帝之物，是顯而易見的。北

美華人教會的信徒很富，但是教會很窮，

都請不起牧師，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可以

指責川普，但在指責別人之前，先拿起鏡

子照照自己。聖經說：“不可偷盜”，所

以，我不是包庇罪惡。

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為什麼天大的

醜聞都打不倒特郎普?”簡單的答案就是

“無懈可擊”。就拿稅務來說，現在已不

是話題了，媒體只譴責他2016、2017年只

繳$750的稅(據說有些大公司一分錢的稅都

不繳，我以前有工資的時候，都是教會的

一位CPA幫我報稅，所以，我對稅務一竅不

通)，而從來不提他當上總統之後，不拿政

府的俸祿，$400,000.00年薪，不是歸還國

庫就是捐給慈善機構，他是美國有史以來

第四位免費上班的總統。我們中間有幾位

是上班不拿錢白乾的？有人說，川普經商

成了百萬(億萬)富翁，白登作官成了百萬富

翁(錢從哪而來的?)，華理克牧師寫了一本

暢銷書，銷路達兩千萬餘冊，一本賺一塊

錢，就是兩千萬，所以他退回了教會二十

多年來給他的工資，川普和華理克都是不

把錢放在眼裡的人。

這次大選的話題，據民調的看法選民

第一注重就是新冠病毒，民主黨的白登、

哈來氏，口口聲聲說，川普殺死了二十多

萬人，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從未聽到義

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國人，德國人等，

譴責他們的總統，總理用病毒殺死自己的

人？沒有，因為他們沒有競選總統。我覺

得為了選票把殺人的罪名加在政敵的身上

是不人道的，病毒是世界的大災，但總會

過去的。講到死人，一個都是太多，但憑

良心來講，別的原因死的人，為什麼不天

天報告？用病毒作政治手段是卑下，好樣

的就拿出真本領，怎樣把國治好，才是我

佩服的。

在競選辯論會中，主持人要川普當場

譴責白人至上，川普說了一個“Sure”，但

他們都沒聽見，媒體一直定罪川普是種族

歧視者。但是白登親口對一位訪問他的黑

人說，“你到現在還不知道該投我還是川

普，你就不是黑人。”這樣說來是黑人就

該投白登，不然就不是黑人，這不是更嚴

重的種族歧視嗎？說到這裡，其實是民主

黨害慘了黑人，每一次的大選，黑人就投

民主黨的候選人，歷代以來都是80%以上，

因為民主黨“關心”他們，給他們很多好

處。這次白登也提供很多免費的東西(Free 

◎友人來信

1.) 為我們居住的這大地守望禱告，人

何等的敗壞殘酷，求主施下憐憫，求主掌

王權居首位！(休士頓/白添城師母)
2.) 相信主耶穌坐著為王，掌管王權直

到永永遠遠。神的兒女們一定要明白神的

心意，遵循聖經的教導，心眼不能被自己

眼前享受的利益弄瞎了，就把自己及神的

子女、子孫交在黑暗掌權者的手中。有太

多基督徒沒有體貼神的心意，最終所有的

兒女都要在黑暗中。求主憐憫！求主讓所

有教會中的牧者剛強壯膽的教導。(休士頓

/唐健華)
3.) 這些無知的年輕人都被邪靈惡魔

(抵擋者)附身了，為他們禱告！達拉斯 /
Jason周

◎筆者住在休士頓27年多，當年除和

夫婿潘政喜牧師在西南國語教會配搭事

奉，同時也做兩份文字宣道事奉，《號角

月報》德州版暨「美南日報」基督教版。

猶記得《號角月報》德州版於1995年11月4
日創刊發行迄今，《號角月報》德州版今

年也將屆滿25周年。

感謝神揀選我，使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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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stuff)。但是民主黨害慘黑人的有三樣東

西：第一，墮胎的政策，殺死了以數萬計

的黑人小孩，都無法出母胎就送命黃泉，

有人說，這就是數十年來黑人的人口沒有

增加的原因之一。

第二就是糧票（食品券）發的太多，

這樣他們就不用上班幹活，遊手好閒，無

所事事，吸毒打架，作奸犯科。我只是說

一些皮毛都不及的外表小事，這背後的狀

況更嚴重。

第三就是沒有為黑人預備優良的教育

制度。黑人出色人物在美國社會上露頭角

的已多的不可勝數，但總的來說，黑人教

育的問題，民主黨負有重大的責任，有機

會去google一下美國有多少大城市是黑人作

市長，你就明白我在說什麼。

2016年的大選關鍵是大法官的任命。

有人說當年川普當選就是在此。事不湊

巧，今年又是如此。已故大法官金思博

歌，生病已久，理應辭職養病，但她忠於

職守，死而後已，九月十八日辭世。這給

川普帶來又驚又喜的難題，也是大好的機

會。本來在奧巴馬時代，奧巴馬總統就希

望她提早退休，他就有機會推選自由派的

大法官接任，但是金氏不肯，她以為希拉

蕊會當選總統，她想要一位女總統推選她

的接班人，但沒想到川普當選了總統，她

的夢想落了空，所以她就帶病硬撐，直到

死時，並且留下遺命，希望新總統推選她

的接班人。那時離大選不到兩個月。美國

的總統的任期是四年，今年是川普第一任

期的最後一年，要到明年一月十九日任期

滿數，所以他現在還是總統，美國憲法規

定大法官由總統推選，由參議院鑒定印

證。今年剛好總統和參議院多數黨都是共

和黨，何樂而不為。所以共和黨參議員党

首陪同總統在快刀斬亂馬的情況之下，選

出了高品質的大法官人選。在這過程中，

民主黨百般抵制，多方阻攔，謾駡之聲不

絕於耳。其中也有其說詞，因為在2016 年
三月大法官思卡立雅忽然病逝，奧巴馬以

為機會來，題了一名法官準備作候選人，

怎知被共和黨多數領袖拒絕聽政，因為是

大選年，也是因為總統和參議院多數黨不

是一黨的，就算提上去也不會通過，就是

勞民傷財花老百姓的血汗錢。民主黨反對

大選前大法官的提名，不只是因為太接近

選期，更是因為川普所推選的人選是保守

派、Pro-life 的女士，民主黨恐懼她會推翻

過去的一些屬於激進派的法規，如墮胎和

醫藥保險等，所以，就全黨上下竭盡所能

極力抵制反對。但上帝有祂的美意，新任

大法官巴雷特以五十二比四十八票被確認

為美國有史以來第11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第五位女性大法官，有七個包括學齡的兒

女，年僅四十八歲，已宣誓就職。上帝用

川普選了三個保守派的大法官，這對美國

的未來數十年，甚至百年，具有重大的影

響。誰說選什麼人作總統都無所謂，未來

的美國與誰作總統有特大的關係。這要看

你是要生還是要死。

第一次川普與白登辯論會的時候，

紐約時報非法取得了川普的報稅表，就大

登特登。當晚在辯論會中，主持人就提出

了這個問題。第三次辯論會之前，紐約郵

報在推特上報導白登之子亨特的筆記型電

腦及許多電郵信件一事，被推特和“非死

不可”當即截殺，引起轟動，但在當晚辯

論會中主持人隻字不提。關於川普的事，

是真是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大登特登，

大事宣傳，但是關於白登假公濟私的事，

隻字不提，說是未得證實不能發表。作為

選民，我看在眼裡想在心裡，怎麼會有這

樣的雙重標準？這是什麼世界，這肯定不

是我五十年前來美國時的美國。這五十年

來，美國在基督信仰上已走向敗亡之路，

心中無神，目中無人，什麼事都可以幹得

出來，殺人、放火都認為是該的。

我們華人不知道有多少人聽過1619?簡
單來說就是要篡改美國的歷史。紐約時報

推行的這個Project,是要說美國的立國是從

1619第一個奴隸登岸開始，為要證明美國

是一個奴役的國家，要廢除它的過去，等

於要消滅歷史（連結：可怕！企圖篡改美

國歷史的“1619 項目”）。這就是你的孩

子今天在美國小學、中學、大學所受的教

育。只有川普有拂逆的決心，公開宣佈美

國要教導學子知道美國的立國年是1776。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君王的京

城，美國四代的總統都說過想要把以色列

的首都遷到耶路撒冷，但是都辦不到，唯

獨川普大刀闊斧，把以色列的首都遷到了

耶路撒冷。當時許多人反對，說會引起中

東戰爭。可真沒想到不但沒有引起戰爭，

反而看到今天已有三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

10-28(周四)下
午收到友人發給我

看新聞短片：「紐約發生街頭亂象」。

今天在紐約1:25pm街頭亂象，為選舉

而戰，反對支持川普的年輕黑人，攻擊馬

路上行駛中的汽車，用小石頭丟向插著支

持川普的旗幟汽車，有兇惡的年輕人衝向

汽車憤怒拔出插著支持川普的旗幟，警察

僅看守維護安全，也未敢出手抓捕這些作

亂的年輕黑人。

我們奉耶穌的名，求主耶穌的寶血遮

蓋美國，用十字架擋在仇敵與祂的百姓中

間，打發爭戰的天使天軍在紐約暨各州與

黑暗邪惡勢力爭戰，憐憫這場黑暗與光明

的爭戰。

願　神興起，使祂的仇敵四散，叫那

恨祂的人從祂面前逃跑。《聖經‧詩篇》 
68篇1節

最先懂得道歉的人最勇敢，最先懂得

原諒的人最堅強，最先懂得釋懷的人最幸

福。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

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

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馬太福音 7章12節
(金玉良言)

美國總統選舉前後，我們基督徒要為

美國時時刻刻警醒守望禱告。11月3 日是

總統大選日，盼望美國公民投下神聖的一

票，選賢與能，祈願全美各州選舉都能順

利完成，今年有郵寄選票，新聞日前報導

將近有百分之六十五選民踴躍出來投票。

十月驚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兒子

杭特‧拜登多年前的醜聞案一件一件被揭

發，令許多已投票者要求重新投票，筆者

相信「人在作，天在看。老天有眼，必明

察秋毫。」

看新聞報導今年連保守的艾美許人

（Amish）清教徒也出來支持川普。艾美

許人（Amish）是基督新教重洗派門諾會

中的一個信徒分支（又稱亞米胥派），以

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

生活而聞名。

◎劉傳章牧師替川普說幾句話
列修好建交，促進中東和平的幾

大步，但是媒體絕口不言，基督

徒再不說話，石頭都要出聲了。

主流媒體還有一件事隻字不提的

就是川普三次被提名諾貝爾和平

獎。

要說的話還有很多，最後再

說一件與川普無絕對關係的事，

就是“政教分離”。其實跟本就

沒有政教分離這會事兒，因為在

美國，政教從來就沒有合在一起過。美國

立國時受基督信仰和聖經的影響很深是沒

有錯的，但是美國不是基督教國家，美國

從來沒有把基督教當作國教。像德國是以

路德宗為國教，英國以安立甘宗為國教，

美國沒有國教，但是美國有很多基督徒。

早期的清教徒敬虔度日，但也蓄奴，就像

大衛多妻一樣，我們不能理解他們當時的

處境，不多值評。基督徒在初創的美國有

著深厚的影響，當時的政府官員有很多是

基督徒。基督徒從政不是政教合一，美國

憲法特別規定，人民有信仰自由，有言論

自由，有集會結社自由，但政府與教會是

分別的個體，互不相干。

憲法上的Bill of Right說：”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這句話並不是政教分離的根據，

而是說，國會是立法的，但“不可立法來

設立宗教及限制信仰的實行”。基督徒是

天上的國民，也是地上國家的公民，自然

有公民的責任，天下興旺，匹夫有責，社

會的安危，基督徒也不能袖手旁觀，應當

積極參與。我在牧會的時候，常常鼓勵年

輕人，有機會的話，不要只想讀理科找高

收入的工作，也可以讀政治，準備自己

作參議員、眾議員、作總統；對國家社會

有直接影響，到如今，除了上世紀七十年

代有一位華裔的參議員，在美國的國會裡

尚未有一個華人參議員，也希望有一天華

民可以作美國總統，因為只要是在美國生

的，什麼人都可以競選作總統，川普大概

作夢有想作總統，沒有人看好他，但他卻

當上了美國總統，真是作夢也沒想到，當

年我看好的人選不是川普。

基督徒可以從政，更可以論政。我

從小就關心國家大事，那時也想長大了要

作總統，因為我從小學二年級就一直作班

長。不過上帝要我作比總統更重要的人，

就脫離仕途走上事途(事奉的道路)。五十

年來，雖然沒有從政，但一直關心國家大

事。每次大選，都會在主日講道時，講公

民責任，講如何投票，退休前在一間教會

講，退休後有機會就在眾教會講。鼓勵信

徒從政、參政。教會是上帝的家，真理的

柱石與根基，就總體說，不以教會整體參

與政治活動，不以整體支持任何黨派，因

為教會不是一個人，而是所有信主的人合

成的機體，就是基督的身體。總體與肢體

是有分別的，雖然我們都是基督徒，但是

我們對真理與事務的看法也不一樣，所以

就產生了宗派，過去在美國的宗派之間是

互不相讓，彼此不來往的，福音派興起之

後，宗派仍然存在，但彼此相容的程度提

高了很多。

今天在華人教會裡，有改革宗的，也

有阿美念的，時代論的，長老會的，浸信

會的，災前被提的，災後被提的，有千禧

年的，無千禧年的。若是整天說，你對我

錯，我對你錯，教會早就分家了。聖經指

示我們要凡事包容，彼此接納。討論是一

會事兒，討論完了大家還是弟兄姊妹，不

做人身攻擊，作成熟的人。對政見的看法

及討論的態度也是一樣，各抒己見，也可

以不同意別人的意見和看法，但不強迫別

人同意自己的意見，有些問題是沒有答案

的，所以要適可而止，不要爭到傷感情。

美國人有話說，感恩大餐都因談政治給搞

砸了，信徒可以討論政治，這是關係我們

個人生存、生活的大事，我們不能不關

心，但不要因此傷了和氣。

 結語
還有許多可說的話，就如說“聖誕

快樂”，而不用說政治正確的“假日快

樂”。美國幾百年來信仰是自由的，但現

今在公開的場合不可以講耶穌的名字，有

人卻用耶穌的名字來罵人。在美國言論是

自由的，但有人挺川普就被打壓。所以，

還有機會說話的時候就說吧，別等到沒機

會了就吃啞巴虧已來不及了。

劉傳章  資深牧師，著有《寶架清

影》、《教牧書信》等書，歷屆“中國福

音大會”及“傳道人培訓”講員，生命季

刊顧問牧師。

美國總統選舉
~ 紐約發生街頭亂象

20201031 美南福音版.indd   1 2020/10/30   下午 12:03:15



BB1010
星期六       2020年10月31日       Saturday, October 31, 2020

美國生活

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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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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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60919B 繁

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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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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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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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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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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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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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美國夢 移工想變移民
因為美國發展條件相較其他國

家優，各種人才總想往裏擠，也因
非法移民特別多，讓它的移民政策
特別難、特別敏感、特別復雜。國內
左派和右翼人士立場也南轅北轍，
看法極端。

不管政策向左或向右，一般人
談到移民，直覺反應還是想到美國
！隨著全球化深化影響，美國算是
引進大量移工的地區，也讓它的移
民政策成為受到高度關註的政治、
社會議題。

這個素來有民族熔爐（melting
pot）之稱的國家，雖因經濟情況不
同，移民政策時緊時縮，但大體而
言，每年約可容納近百萬來自世界
各國的移民。融合各種種族、族群，
包容各種語言、風俗習慣，讓立國
200餘年的美國依舊是大家心中的
夢！

移民政策復雜左右派人
士立場迥異

過去 20 年來，中南美洲方面，
尤其是墨西哥裔，持續不斷大量湧
入美國；亞洲部分，除了香港、臺灣
、韓國之外，中國大陸、印度是最大
宗；北方的俄羅斯及東歐國家移民
美國人數也很可觀。

再往前推，英國、愛爾蘭、澳洲、
德國、義大利、希臘、波蘭等國家，
都是構成今日美國族群很重要來
源。

也就因為美國的發展條件相較
其他國家優，各種人才總想往裏擠
，也因非法移民特別多，讓它的移
民政策特別難、特別敏感、特別復
雜。左派人士認為基於人道主義及
世界和平，對尋求庇護及非法移民
者較為同情，但右翼人士斥為荒唐
！立場南轅北轍，看法極端。

過去數年，雖然媒體經常提到
「美國夢」不再，但各種移民方式，
包括婚姻、投資、職業或專業人士
等的簽證排期依舊滿檔。

就拿臺灣留學生學成後最常
采取的辦法之壹，先找到雇主，拿
到勞工紙，再申請工作簽證為例，
光想拿到H1簽證都不是容易的事
。

移民工作簽證裏，又以下列三
類最多，包括屬於跨國經理人、傑
出人才的EB1；本科生（大學）以上、

碩士學位的EB2；以及本科或以下
所謂的低階勞工的EB3。

從工作移民簽證排期可以清楚
看出美國吸引全球各地移民的魅
力所在。今年 4 月 1 日開放申請工
作移民簽證（H1），17萬多人提出申
請，不到壹周時間，8萬5000名額即
告壹空。

向往自由自在氛圍申請
工作簽證以中印人最多

在美執業長達近30年的移民
律師談天行觀察，最近 10 餘年，申
請工作簽證最大宗當屬中國大陸
及印度，其中以數理、科技、電腦人
才偏多。

談天行分析，照理大陸經濟好，
人不該往外跑，臺灣經濟表現較差
，理應有人想出外打拼。但實際情
況卻相反，大陸人前仆後繼出來，
反倒臺灣人出來的不多。

探究原因，不外乎包括追求較
好的生活環境、給予子女更好的教
育，以及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兼具包
容又自由自在的生活氛圍。他說，
這種氛圍就是吸引力所在！

對中國大陸移民潮而言，美國
的開放社會、較為公平及公正的制
度、良好的自然環境以及讓人安居
樂業的安全感，更遠遠超過大陸快
速增長的經濟動能更來得迷人。

來自天津的美國執業律師湯學
武認為，盡管「美國夢」或許有些褪
色，但每年各種移民名額，仍難以
滿足各方需求。事實上，不管就經
濟動能、軍事力量或社會穩定等各
方面條件，「美國夢依舊難以被取
代」。

時代不同移工或移民政
策隨之改變

另外，2001 年 911 前後，美國
主管移民的單位做了些許改變，以
往移民簽證由「美國移民與歸化局
」（簡稱 INS）負責審理，但 911 後，
美國會在2003 年3月1日將移民局
壹分為三，納入國安部，分為「公民
與移民服務局」（BCIS）、「海關及邊
界保護局」（BCBP）以及「移民及海
關執法局」（BICE)等三個機構。美
國雖基於國家整體安全考量進行
組織重整，惟移民申請業務並無多

大變化。
美國教育界近幾年 興起壹股

「STEM」教育熱潮。STEM 代表科
學、科 技、工 程 及 數 學（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
，簡稱STEM），連帶使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等四種人才大為美國所
愛。同時為了振興疲軟的經濟，更
歡迎投資移民。投資 50 萬美元，聘
用10人，就可買到競逐美國夢門票
。
美國過往曾因經濟情勢不同，失業
率高漲，數度緊縮移民數額，但移
民畢竟可以滿足或遞補美國整體
社會某些領域人力不足之憾。加上
，移工或移民帶來的購屋、汽車、保
險、消費及教育等各種支出，也替
美國創造不少的經濟效益，利大於
弊。

不管移工或伴隨而來的移民，
在美國不僅是社會議題，更是政治
議題，也涉及經濟議題，時代不同，
考量也就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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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德州州议会的共和党实在太令我们失望了。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代表我们了。

德州州议会的共和党： 

曾经支持一项增加德州家庭医疗
费用的计划，并取消有即存在疾
病/状况者的保障，既有状况包
括癌症、糖尿病、心脏病或怀孕
等。1

削减对德州的学校数十亿美元的
资金补助。2

即使美国最近四起最致命的枪击
事件都发生在德州，他们还是削
弱了对枪支管理的法律。3

我们应该要有更好的代
表。投票反对共和党进入
德州州议会。
提前投票日期： 
即日起至10月30日  

选举日： 

11月3日，星期二

资料来源

1.  Texas GOP Platform, 2018
2.  KXAN, 10/8/17; Texas Tribune, 4/27/17
3.  NBC News, 8/6/19; Mother Jones, Mass Shooting Database, accessed 10/7/20

德州的共和党不保障
我们的权益。

此聲明，是由EVERY TOWN FOR GUN SAFETY VICTORY FUND, GUNSENSEVOTER.ORG提供。
並未经任何候选人或候选人委员会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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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大華超市與大華超市與InstacartInstacart合作合作 擴展雜貨配送服務擴展雜貨配送服務
 

 
大華集團                                                                                新聞稿請即時發佈 
行銷公關部門 
(714) 521-8899 
www.99ranch.com  

 
大華超市與Instacart合作 擴展雜貨配送服務 

 
這項新服務將於2020年10月29日開始在全國各地門市啟動 

 
加州普安那公園市 - 2020年10月29日 - 為了能更全面地為客戶提供服務，並進一步擴展
電子商務渠道，大華超市宣佈與北美線上雜貨購物的領導者 - Instacart合作，以提升產品
運輸送貨營運服務。 通過這新的電子商務合作關係，客戶現在最快可以在一小時內，收
到由最鄰近大華超市選購的雜貨生鮮產品。 
 
大華超市行銷公關部總監Juliet Chen表示：『作為最大的亞裔美國人/國際雜貨超商之一
，大華超市一直致力為客戶提供更加方便與輕鬆的購物體驗。 我們很高興能與Instacart
合作，滿足消費者時下需求，將食品雜貨送達客戶府上。 這項新服務將使我們的服務更
多樣化，並成功優化客戶購物體驗。』 
 
大華超市深植於亞洲/國際雜貨市場。 公司的願景是幫助全球消費者了解大華超市的傳統
和其代表的豐富飲食文化。利用創新科技，大華超市成功節省了客人的時間和金錢，並提

供多元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 大華超市致力成為客戶最信任的亞洲國際雜貨商家，不斷
提供便利與高品質的服務與產品，客人現在不只能在店內，也可以在線上探索大華超市提

供的豐富商品。 通過此新的合作夥伴關係，Instacart客戶現在已可以在全美九個州的53
個大華超市分店購買生鮮雜貨商品。 
 

Instartcart副總裁Andrew Nodes表示: 『我們很高興與大華超市合作，讓客人能在舒適的
家中購買喜歡的國際生鮮雜貨商品。』『當日送達服務已經變得至關重要，我們知道能讓
客戶在線購買到他們喜歡的零售商所提供之商品是多麼重要。 人們一直在尋找便利性和
可靠性，我們很高興能擴展大華超市的服務，並幫助這家深受愛戴的零售商為他們服務的
社群進一步拓寬產品服務範圍。』 
 
大華超市的客戶可以通過訪問https://www.instacart.com/99-ranch-market網頁或在其手
機打開Instacart應用程式來開始購物。 客戶可以選擇其所在地區郵政編碼或城市並選取
大華超市為欲選購的零售商，然後開始添加商品到網上購物車。 線上付款後，Instacart
購物專家將可以在當天客戶指定的時間範圍內送達，想提前購買並指定其他送達時間也非
常方便。 所有Instacart訂單均設置為『家門口交貨』，以遵守社交距離的準則並確保客
戶安全接收訂單。 

 
 
 
目前共有600多種產品可在Instacart上選購，包括生鮮農產品、亞洲乾雜貨、肉類、海
鮮、散貨和冷凍食品。 
 
關於大華超市 

大華超市成立於1984年，在加州的西敏市（小西貢）開設第一家商店。 大華超市提供最
豐富優質的亞洲/國際產品，結合獨特客製化服務，持續傳承亞裔飲食文化。 在忠實客戶
與勤奮員工支持下，大華超市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亞洲超市連鎖店之一，在美國加利福尼

亞、馬里蘭州、麻薩諸塞州、內華達州、新澤西州、俄勒岡州、德克薩斯州、弗吉尼亚州

與華盛頓州設有超過50家商店。 
 

 

關於Instacart 
Instacart是北美線上雜貨購物的領導者，也是電子商務領域中成長最快的公司之一。 
Instacart購物專家提供當日送貨和取貨服務，為美國和加拿大各地忙碌的消費者與家庭帶
來新鮮的食物和日常必需品。Instacart在全美與500多家深受客戶青睞的大小零售商合作
，在美國和加拿大的5500多個城市為35,000多家零售商店提供送貨服務。 Instacart送貨
服務範圍目前涵括美國超過85%的家庭戶與加拿大超過70%的家庭戶。該公司的尖端技
術也為全球一些最大的零售企業電子商務平台提供技術支援，包含白標網站的支援、應用

程式和送貨程序提供解決方案等。 Instacart提供Instacart Express會員資格，此會員訂單
滿$35即可享無限次數免費送貨服務。有關更多訊息或是立即開始購物，請訪問
www.instacart.com。有興趣成為Instacart購物專家的意願者，請訪問
https://shoppers.instac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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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公關部門 
(714) 521-8899 
www.99ranch.com  

 
大華超市與Instacart合作 擴展雜貨配送服務 

 
這項新服務將於2020年10月29日開始在全國各地門市啟動 

 
加州普安那公園市 - 2020年10月29日 - 為了能更全面地為客戶提供服務，並進一步擴展
電子商務渠道，大華超市宣佈與北美線上雜貨購物的領導者 - Instacart合作，以提升產品
運輸送貨營運服務。 通過這新的電子商務合作關係，客戶現在最快可以在一小時內，收
到由最鄰近大華超市選購的雜貨生鮮產品。 
 
大華超市行銷公關部總監Juliet Chen表示：『作為最大的亞裔美國人/國際雜貨超商之一
，大華超市一直致力為客戶提供更加方便與輕鬆的購物體驗。 我們很高興能與Instacart
合作，滿足消費者時下需求，將食品雜貨送達客戶府上。 這項新服務將使我們的服務更
多樣化，並成功優化客戶購物體驗。』 
 
大華超市深植於亞洲/國際雜貨市場。 公司的願景是幫助全球消費者了解大華超市的傳統
和其代表的豐富飲食文化。利用創新科技，大華超市成功節省了客人的時間和金錢，並提

供多元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 大華超市致力成為客戶最信任的亞洲國際雜貨商家，不斷
提供便利與高品質的服務與產品，客人現在不只能在店內，也可以在線上探索大華超市提

供的豐富商品。 通過此新的合作夥伴關係，Instacart客戶現在已可以在全美九個州的53
個大華超市分店購買生鮮雜貨商品。 
 

Instartcart副總裁Andrew Nodes表示: 『我們很高興與大華超市合作，讓客人能在舒適的
家中購買喜歡的國際生鮮雜貨商品。』『當日送達服務已經變得至關重要，我們知道能讓
客戶在線購買到他們喜歡的零售商所提供之商品是多麼重要。 人們一直在尋找便利性和
可靠性，我們很高興能擴展大華超市的服務，並幫助這家深受愛戴的零售商為他們服務的
社群進一步拓寬產品服務範圍。』 
 
大華超市的客戶可以通過訪問https://www.instacart.com/99-ranch-market網頁或在其手
機打開Instacart應用程式來開始購物。 客戶可以選擇其所在地區郵政編碼或城市並選取
大華超市為欲選購的零售商，然後開始添加商品到網上購物車。 線上付款後，Instacart
購物專家將可以在當天客戶指定的時間範圍內送達，想提前購買並指定其他送達時間也非
常方便。 所有Instacart訂單均設置為『家門口交貨』，以遵守社交距離的準則並確保客
戶安全接收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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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公關部門 
(714) 521-8899 
www.99ranch.com  

 
大華超市與Instacart合作 擴展雜貨配送服務 

 
這項新服務將於2020年10月29日開始在全國各地門市啟動 

 
加州普安那公園市 - 2020年10月29日 - 為了能更全面地為客戶提供服務，並進一步擴展
電子商務渠道，大華超市宣佈與北美線上雜貨購物的領導者 - Instacart合作，以提升產品
運輸送貨營運服務。 通過這新的電子商務合作關係，客戶現在最快可以在一小時內，收
到由最鄰近大華超市選購的雜貨生鮮產品。 
 
大華超市行銷公關部總監Juliet Chen表示：『作為最大的亞裔美國人/國際雜貨超商之一
，大華超市一直致力為客戶提供更加方便與輕鬆的購物體驗。 我們很高興能與Instacart
合作，滿足消費者時下需求，將食品雜貨送達客戶府上。 這項新服務將使我們的服務更
多樣化，並成功優化客戶購物體驗。』 
 
大華超市深植於亞洲/國際雜貨市場。 公司的願景是幫助全球消費者了解大華超市的傳統
和其代表的豐富飲食文化。利用創新科技，大華超市成功節省了客人的時間和金錢，並提

供多元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 大華超市致力成為客戶最信任的亞洲國際雜貨商家，不斷
提供便利與高品質的服務與產品，客人現在不只能在店內，也可以在線上探索大華超市提

供的豐富商品。 通過此新的合作夥伴關係，Instacart客戶現在已可以在全美九個州的53
個大華超市分店購買生鮮雜貨商品。 
 

Instartcart副總裁Andrew Nodes表示: 『我們很高興與大華超市合作，讓客人能在舒適的
家中購買喜歡的國際生鮮雜貨商品。』『當日送達服務已經變得至關重要，我們知道能讓
客戶在線購買到他們喜歡的零售商所提供之商品是多麼重要。 人們一直在尋找便利性和
可靠性，我們很高興能擴展大華超市的服務，並幫助這家深受愛戴的零售商為他們服務的
社群進一步拓寬產品服務範圍。』 
 
大華超市的客戶可以通過訪問https://www.instacart.com/99-ranch-market網頁或在其手
機打開Instacart應用程式來開始購物。 客戶可以選擇其所在地區郵政編碼或城市並選取
大華超市為欲選購的零售商，然後開始添加商品到網上購物車。 線上付款後，Instacart
購物專家將可以在當天客戶指定的時間範圍內送達，想提前購買並指定其他送達時間也非
常方便。 所有Instacart訂單均設置為『家門口交貨』，以遵守社交距離的準則並確保客
戶安全接收訂單。 


	1031SAT_B1_Print.pdf (p.1)
	1031SAT_B2_Print.pdf (p.2)
	1031SAT_B3_Print.pdf (p.3)
	1031SAT_B4_Print.pdf (p.4)
	1031SAT_B5_Print.pdf (p.5)
	1031SAT_B6_Print.pdf (p.6)
	1031SAT_B7_Print.pdf (p.7)
	1031SAT_B8_Print.pdf (p.8)
	1031SAT_B9_Print.pdf (p.9)
	1031SAT_B10_Print.pdf (p.10)
	1031SAT_B11_Print.pdf (p.11)
	1031SAT_B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