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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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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
去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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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電視15.3的《生活
》已經開播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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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9日起《生
活》改版為《三個女人壹臺戲》，每期三個女人

侃閑篇聊八卦，節目由《生活》節目總制片人黃
梅子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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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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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自由觀點，不
掩飾真實性情，所以談者津津樂道，聽者樂趣橫
生。

本期嘉賓為完整修車廠負責人徐雲和美玲地
產負責人美玲，她們都喜歡種菜，美國人人都住
獨立屋，有很大的院子，再加上今年新冠疫情禁
足，讓喜歡種菜的朋友收獲滿滿。請今晚12月

12日晚7:30鎖住美南國際電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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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scri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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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女人一臺戲三個女人一臺戲》》
本周看点本周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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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AA22 芝加哥時報Chicago Chinese News星期五 2020年12月11日 AA22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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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為人詬病的伊州眾議院即將進行議長選多年來為人詬病的伊州眾議院即將進行議長選
舉舉,,掌控該院長達掌控該院長達3737年的民主黨藉議長麥克年的民主黨藉議長麥克••馬迪馬迪
根又宣稱將出馬競選連任根又宣稱將出馬競選連任,,但是這次他不再像以往一但是這次他不再像以往一
樣百分百如願樣百分百如願,,因為不但同黨籍的州長已強烈表達不因為不但同黨籍的州長已強烈表達不
希望他連任希望他連任，，且衆院民主黨黨團總召也表示不支持且衆院民主黨黨團總召也表示不支持
他繼任他繼任，，但馬迪根堅不辭退但馬迪根堅不辭退,, 竟說議會裡民主黨沒有竟說議會裡民主黨沒有
他坐鎮不行他坐鎮不行,, 他沒有一絲一毫為自己戀眷權位的言他沒有一絲一毫為自己戀眷權位的言
談感到汗顏談感到汗顏！！

身兼伊州民主黨黨主席的馬迪根原本是一言九鼎身兼伊州民主黨黨主席的馬迪根原本是一言九鼎
的議長的議長，，正因此正因此,, 他的女兒麗莎馬迪根在伊州政壇快他的女兒麗莎馬迪根在伊州政壇快
速崛起速崛起,,曾做到伊州司法部最高官員的檢察總長曾做到伊州司法部最高官員的檢察總長,,一一
度被紐約時報視為最有可能成為第一位美國女總統度被紐約時報視為最有可能成為第一位美國女總統

之一之一,, 怎奈在自己的父親一再怎奈在自己的父親一再
被爆出醜聞弊端後嚴重影響被爆出醜聞弊端後嚴重影響
了她的形象了她的形象,, 在父親不願退出在父親不願退出
政壇後政壇後,,她只好放棄原本一片她只好放棄原本一片
美好的政治前景美好的政治前景。。

馬迪根擔任議長太久了馬迪根擔任議長太久了,, 他他
與兩黨議員的關係盤根錯節與兩黨議員的關係盤根錯節,,
他的私人律師事務光明正大他的私人律師事務光明正大
的為客戶爭取權益賺取黑錢的為客戶爭取權益賺取黑錢,,
因為位尊權大因為位尊權大,, 雖問題叢生雖問題叢生,,但但
現在從來沒有被起訴過現在從來沒有被起訴過,,他身他身
邊有太多的白手套邊有太多的白手套,,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
出面出面,,所有的事都是由他所指所有的事都是由他所指
使與授意使與授意,FBI,FBI 只能從他周圍只能從他周圍
的人調查的人調查,,但最後都不了了之但最後都不了了之,,
直到最近才有具體事證與明直到最近才有具體事證與明
確証人爆出確証人爆出，，但馬迪根不動如但馬迪根不動如
山山,, 依然矢口否認依然矢口否認!!

對馬迪根而言權與錢的誘對馬迪根而言權與錢的誘
惑力太大了惑力太大了,, 因掌控這兩項利因掌控這兩項利

器器，，使他立於不敗之地使他立於不敗之地，，他巧妙的與周遭政治人物分他巧妙的與周遭政治人物分
享共享享共享,,所以就連共和黨政治人物也對他敬畏三分所以就連共和黨政治人物也對他敬畏三分！！
不過最近不利於他的愛迪生電力公司貪污賄絡案直不過最近不利於他的愛迪生電力公司貪污賄絡案直
接牽連他的助手接牽連他的助手,,他似乎不為所懼他似乎不為所懼,, 想方設法與助手想方設法與助手
切割切割,,恐不易從此案脫身恐不易從此案脫身,,連芝加哥女市長都說對這連芝加哥女市長都說對這
件案子有興趣件案子有興趣,,此案可能是導致他下台的最後一根稻此案可能是導致他下台的最後一根稻
草草！！

伊州政壇良莠不齊伊州政壇良莠不齊,,過去過去3030年有三任州長及年有三任州長及10001000
多名高官因貪污瀆職被判罪多名高官因貪污瀆職被判罪，，這些貪官污吏不分政這些貪官污吏不分政
黨黨，，都因腐蝕入獄都因腐蝕入獄,, 我相信無論我相信無論••馬迪根要不要辭職馬迪根要不要辭職
下台下台,,下一位進入監牢的伊州高官應該就是他下一位進入監牢的伊州高官應該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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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留白#2 BLANK SPACE#2
turning off the TVturning off the TV
no more screaming bulletsno more screaming bullets
no more yelling campaign speechesno more yelling campaign speeches
no more bloody red paleno more bloody red pale

green gloomy blue murky blackgreen gloomy blue murky black
only the snowfield outside theonly the snowfield outside the
window shineswindow shines
with its sunny whitewith its sunny white

關掉電視

不再有劈里啪啦的恐怖子彈

不再有力竭聲嘶的競選

不再有猩紅慘綠鬱藍汚黑

只留下晨光照耀的雪地上

一片賞心悅目的

白

最新一期的最新一期的《《時代時代》》週刊週刊(TIME)(TIME) 評選了評選了1515歲歲
的丹佛市亞裔少女的丹佛市亞裔少女 Gitanjali RaoGitanjali Rao為為““年度少年年度少年””
(KID of the YEAR)(KID of the YEAR) 以表彰她對科學研究與發明以表彰她對科學研究與發明
的卓越貢獻的卓越貢獻，，這個獎項也是該周刊創刊以來第這個獎項也是該周刊創刊以來第
一次新設一次新設,,意義相當不凡意義相當不凡。。
,, 《《時代時代》》週刊已創刊近一世紀週刊已創刊近一世紀,,是新聞雜誌的是新聞雜誌的
卓越品牌卓越品牌，，該刊在各大洲發行該刊在各大洲發行，，傲視全球傲視全球，，最受最受
矚目的就是每年評選一位影響世界最巨大的風矚目的就是每年評選一位影響世界最巨大的風
雲人物雲人物，，所謂的所謂的””影響影響””包括正面或負面的包括正面或負面的，，因此因此
印度聖雄甘地與德國納粹黨領袖希特勒都曾為印度聖雄甘地與德國納粹黨領袖希特勒都曾為
年度風雲人物年度風雲人物，，而去年評選的風雲人物則是只而去年評選的風雲人物則是只
有十七歲的瑞典女學生童貝里有十七歲的瑞典女學生童貝里,, 這位年輕的活這位年輕的活
動家為呼籲世人重視氣候暖化之危機而四處宣動家為呼籲世人重視氣候暖化之危機而四處宣
導環保導環保,, 獲得各國重視獲得各國重視，，使她成為最年輕的風雲使她成為最年輕的風雲

人物人物。。
雖然雖然《《時代時代》》年度風雲人物涵蓋年度風雲人物涵蓋

各行業傑出人才各行業傑出人才,, 但年年都有遺但年年都有遺
珠之憾珠之憾，，所以該刊自所以該刊自19981998年起增年起增
設 了設 了 ""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一 百 人最 具 影 響 力 的 一 百 人 ""
(Time(Time 100100))，，由於數額較眾由於數額較眾,,所以所以
各國重要的政治人物各國重要的政治人物、、科學家科學家、、建建
築師築師、、藝術表演者與職業運動員藝術表演者與職業運動員
等行行的狀元都可名列百大人物等行行的狀元都可名列百大人物
榜內榜內,,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任期內除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任期內除
兩度被評選為兩度被評選為《《時代時代》》年度風雲人年度風雲人
物外物外，，更年年列入百大人物榜內更年年列入百大人物榜內,,
當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是年當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是年
年篤定入選百大人物榜年篤定入選百大人物榜，，他們的他們的
領導與決策的確影響了世界走向領導與決策的確影響了世界走向
與格局與格局，，川普總統即將從權位頂川普總統即將從權位頂
峰下來峰下來，，雖然退位退的不甘雖然退位退的不甘,,也重也重

創了美國的民主選舉創了美國的民主選舉,,但他應該還是會被選為今但他應該還是會被選為今
年的年的《《時代時代》》年度風雲人物吧年度風雲人物吧！！

這次被選為這次被選為《《時代時代》“》“年度少年年度少年””的的 GitanjaliGitanjali
RaoRao真是了不得真是了不得，，她是從全美她是從全美55千名候選人中挑千名候選人中挑
細選出來的佼佼者細選出來的佼佼者,,1212歲就可以利用碳納米管傳歲就可以利用碳納米管傳
感器的便攜裝置檢測出自來水中的鉛含量感器的便攜裝置檢測出自來水中的鉛含量,, 並並
研發設計小程序來避免飲水污染研發設計小程序來避免飲水污染，，她這樣的成她這樣的成
就就,,必可膺選雷傑納榮科學獎必可膺選雷傑納榮科學獎，，這個獎的前身就這個獎的前身就
是著名的西屋科學獎與英特爾科學獎是著名的西屋科學獎與英特爾科學獎。。

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時代時代》》週刊開歷史之先週刊開歷史之先,,首度評首度評
選出選出““年度少年年度少年””,,讓年輕一代對科學創研具有激讓年輕一代對科學創研具有激
勵和啟發的作用勵和啟發的作用,, 十分值得大家肯定十分值得大家肯定。。

川普總統不服輸川普總統不服輸,,也誓不投降也誓不投降,,但喬治亞州但喬治亞州
將成為他的終極戰役將成為他的終極戰役，，由於他在喬州策反共和由於他在喬州策反共和
黨籍州長和州務卿政變失敗黨籍州長和州務卿政變失敗,, 現在他已是強弩現在他已是強弩
之末之末，，無法再頑強抵抗了無法再頑強抵抗了！！

川普不喜歡輸川普不喜歡輸，，但他持續性的胡言亂語但他持續性的胡言亂語，，只只
會讓他反復體驗輸的感覺會讓他反復體驗輸的感覺,,現在他企圖翻轉敗現在他企圖翻轉敗
局的成功機率仍然是小於零局的成功機率仍然是小於零,, 無論他的意志如無論他的意志如
何何,, 11月月2020日他都要交出政權日他都要交出政權,,下台離去下台離去。。

這次川普在喬州的確輸的很冤這次川普在喬州的確輸的很冤,, 只輸給拜登只輸給拜登
一萬多票一萬多票，，差距不到差距不到 00..55%%，，但四年前希拉蕊不但四年前希拉蕊不
也是以相同比例輸給他嗎也是以相同比例輸給他嗎！！別人向他認輸別人向他認輸,,他卻他卻
不向人稱臣不向人稱臣,,當然他有權要求驗票當然他有權要求驗票,,但結果並未但結果並未
影響雙方差距影響雙方差距,,經第三次清點後經第三次清點後，，依然未能翻盤依然未能翻盤,,
他企圖策反同黨籍州長坎普竄改計票結果他企圖策反同黨籍州長坎普竄改計票結果,,但但

遭悍然拒絕遭悍然拒絕，，坎普為公理正義而坎普為公理正義而
戰戰，，他的政治操守勝過國會裡絕他的政治操守勝過國會裡絕
大多數還在袒護川普的共和黨籍大多數還在袒護川普的共和黨籍
議員議員！！

川普的言行顯露出權力使政治川普的言行顯露出權力使政治
人物墮落人物墮落，，他總是籠統控訴選舉他總是籠統控訴選舉
舞弊舞弊,,但卻拿不出別人系統欺詐但卻拿不出別人系統欺詐
的確鑿證據的確鑿證據，，他對這次大選的指他對這次大選的指
控已嚴重破壞公眾對選舉制度的控已嚴重破壞公眾對選舉制度的
信心信心,, 更裂解了美國的團結更裂解了美國的團結。。

現在面臨最後期限現在面臨最後期限，，領導他的領導他的
律師團隊的關鍵人物朱利安尼卻律師團隊的關鍵人物朱利安尼卻
在關鍵時刻確診新冠已無法再領在關鍵時刻確診新冠已無法再領
導工作了導工作了,,這難道這是天意嗎這難道這是天意嗎?? 還還
是他們精心規劃好的退場方式是他們精心規劃好的退場方式？？

無論如何無論如何,,川普的法律戰已經無法再打下去了川普的法律戰已經無法再打下去了,,
回顧過去這一陣子以來回顧過去這一陣子以來,,他的團隊及盟友所提他的團隊及盟友所提
起的大約起的大約5050起訴訟中起訴訟中，，不是被駁回不是被駁回,, 就是自行就是自行
放棄放棄,,他的法律訴訟戰一事無成他的法律訴訟戰一事無成，，不是法官對他不是法官對他

有偏見有偏見,, 而是他的提告與論點站不住腳罷了而是他的提告與論點站不住腳罷了。。
選舉是爭取人民認同最公平的方式選舉是爭取人民認同最公平的方式，，也是檢驗也是檢驗
真理與正義的正當途徑真理與正義的正當途徑,, 選舉代表了尊嚴和榮選舉代表了尊嚴和榮
譽的準則譽的準則,,歷年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從未出現過歷年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從未出現過
像今年這麼大的紛爭像今年這麼大的紛爭,, 川普與他的支持者已妖川普與他的支持者已妖
魔化了大選魔化了大選,,撼動了美國的基本價值觀撼動了美國的基本價值觀,,這是美這是美
國的不幸國的不幸,, 美國已經不再偉大美國已經不再偉大，，再提起再提起””美國偉美國偉
大大””這四個字這四個字,, 許多美國人應該感到汗顏才對許多美國人應該感到汗顏才對！！

鬱鬱寡歡的川普總統發表了一個自稱為一鬱鬱寡歡的川普總統發表了一個自稱為一
生中最重要的演說生中最重要的演說,,當天美國有當天美國有2020萬人感染新萬人感染新
冠病毒冠病毒,, 且一天之內因且一天之內因CovidCovid 1919死了死了31003100人人,, 但但
川普在演說中卻隻字片語未提及此攸關美國人川普在演說中卻隻字片語未提及此攸關美國人
生命的大事生命的大事,, 反是怒氣衝天的批評這次大選反是怒氣衝天的批評這次大選，，他他
提不出信而有徵的證據提不出信而有徵的證據，，卻以一連串荒謬絕倫卻以一連串荒謬絕倫
的謊言重創了美國聲譽的謊言重創了美國聲譽,,玷污了民主選舉玷污了民主選舉。。

身為國家領導人身為國家領導人,, 川普的道德與言行應置於川普的道德與言行應置於
最高標準最高標準，，輸掉選舉只是挫敗輸掉選舉只是挫敗,, 而不是恥辱而不是恥辱,, 川川
普應記取教訓普應記取教訓,, 反求諸己反求諸己,,但他卻在演說中痛罵但他卻在演說中痛罵
這場選舉是騙局這場選舉是騙局，，並形容美國的民主如同第三並形容美國的民主如同第三
世界國家世界國家。。

川普之言差矣川普之言差矣!! 他誇張的說民主黨的黨機器他誇張的說民主黨的黨機器
系統性的參與從密西根州底特律到賓夕法尼亞系統性的參與從密西根州底特律到賓夕法尼亞

州費城州費城，，再到喬治亞州亞特蘭再到喬治亞州亞特蘭
大以至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等大以至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等
地方的選民欺詐地方的選民欺詐，，但他卻不提但他卻不提
負責那些地方選務的主管是共負責那些地方選務的主管是共
和黨籍的州務卿和黨籍的州務卿,, 且很多州州且很多州州
長也是共和黨籍長也是共和黨籍,, 他們坦承自他們坦承自
己把票投給了川普己把票投給了川普,, 但反而被但反而被
川普倒打一耙川普倒打一耙。。

最荒謬的是最荒謬的是,,川普指控川普指控 DoDo--
minion Voting Systemsminion Voting Systems 是 在 國是 在 國
外遠程操作外遠程操作,,用科技把他的票轉用科技把他的票轉
給了拜登給了拜登,, 但這家公司出面否但這家公司出面否
認具有這種功能認具有這種功能,, 經國土安全經國土安全
部調查後也證明根本不存在可部調查後也證明根本不存在可
能性能性,,各州官員也都駁斥了這種各州官員也都駁斥了這種
說法說法。。

川普還說他握有大量欺詐證川普還說他握有大量欺詐證
據據,, 包括出生日期包括出生日期、、駕照號碼或簽名不符駕照號碼或簽名不符,, 死亡死亡
人投票人投票,, 一人多重投票……等等一人多重投票……等等,, 也許這些虛假也許這些虛假
現象有可能存在現象有可能存在,, 但只是個案但只是個案,,與全面性集體舞與全面性集體舞
弊毫不相干弊毫不相干,,所以駁回川普訴訟的第三巡迴上訴所以駁回川普訴訟的第三巡迴上訴
法院法官畢巴斯說法院法官畢巴斯說：：指控需要具體證明指控需要具體證明,,但我們但我們
這裡都沒有這裡都沒有。。畢巴斯是川普提名的法官畢巴斯是川普提名的法官,, 他有必他有必
要冤枉川普嗎要冤枉川普嗎!!

川普不承認敗選所做出挑釁法律的行為相當川普不承認敗選所做出挑釁法律的行為相當
不理智不理智，，畢竟美國民主根基深厚畢竟美國民主根基深厚,,法律規範嚴謹法律規範嚴謹，，
極少人願意為了別人利益挺而走險作弊極少人願意為了別人利益挺而走險作弊,, 而且而且
集一黨力量串聯多州集體舞弊更是天馬行空的集一黨力量串聯多州集體舞弊更是天馬行空的
指控指控，，川普太小看美國人民的政治智慧川普太小看美國人民的政治智慧,, 他玷污他玷污
美國民主的做法嚴重拆損自己的政治資產美國民主的做法嚴重拆損自己的政治資產,, 絕絕
不利於不利於20242024年選舉的年選舉的!!

美國職棒大聯盟美國職棒大聯盟(MLB)(MLB) 邁阿密馬林魚邁阿密馬林魚
隊日前做出了一個棒球界史無前例的決隊日前做出了一個棒球界史無前例的決
定定,,那就是任命伍佩琴那就是任命伍佩琴（（Kim NgKim Ng））出任球隊出任球隊
總經理職務總經理職務,, 這個決定創造了職棒大聯盟這個決定創造了職棒大聯盟
兩個歷史兩個歷史:: 第一位女性總經理以及亞裔最第一位女性總經理以及亞裔最
高階的管理人員高階的管理人員，，而且更值得我們驕傲的而且更值得我們驕傲的
是是,,伍佩琴還是一位華裔伍佩琴還是一位華裔!!

能夠在男性主導的大聯盟出人頭地能夠在男性主導的大聯盟出人頭地,, 伍伍
佩琴可謂巾幗不讓鬚眉佩琴可謂巾幗不讓鬚眉,, 真是太了不起了真是太了不起了,,
在美國的職業球壇在美國的職業球壇,, 不但在球場上的亞裔不但在球場上的亞裔
球員鳳毛麟角球員鳳毛麟角,, 在球場外的領導人更是少在球場外的領導人更是少
之又少之又少,, 第一位出類拔萃的是出任過籃球第一位出類拔萃的是出任過籃球
之神喬丹的球隊夏洛特黃蜂隊總經理趙瑞之神喬丹的球隊夏洛特黃蜂隊總經理趙瑞
奇奇,, 他是出生於緬甸的華裔他是出生於緬甸的華裔,, 現在擔任孟現在擔任孟
菲斯灰熊隊的副總裁菲斯灰熊隊的副總裁,, 而而NBANBA當今的二號當今的二號
人物馬克人物馬克••塔圖姆塔圖姆（（Mark TatumMark Tatum））則是越則是越
南裔和非洲裔混血南裔和非洲裔混血,, 伍佩琴與他們兩人都伍佩琴與他們兩人都
是沒有顯赫的背景是沒有顯赫的背景,,完全靠著自己的實力完全靠著自己的實力
在競爭激烈的職業球壇佔有一席之地在競爭激烈的職業球壇佔有一席之地！！

伍佩琴的崛起相當富有傳奇性色彩伍佩琴的崛起相當富有傳奇性色彩,, 因因
為她在為她在 3030 年前初入職棒大聯盟的時候是年前初入職棒大聯盟的時候是
從芝加哥鄰近中國城的白襪隊開始從芝加哥鄰近中國城的白襪隊開始,,當時當時
她一點都不顯眼她一點都不顯眼，，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 醉醉
心棒球的她從不支薪的實習生開始學習和心棒球的她從不支薪的實習生開始學習和
服務服務，，由於具有芝大公共政策與管理專業由於具有芝大公共政策與管理專業,,
所以她後來成為白襪隊的助理所以她後來成為白襪隊的助理,, 並在數年並在數年
後升任為球隊運營副總監後升任為球隊運營副總監,,一直一直 到被紐到被紐
約洋基隊大名鼎鼎的總經理卡希曼慧眼識約洋基隊大名鼎鼎的總經理卡希曼慧眼識
英雌招募擔任他的助理後英雌招募擔任他的助理後,, 伍佩琴終於有伍佩琴終於有

機會好好表現自己的專業與才能機會好好表現自己的專業與才能。。
伍佩琴因緣際會伍佩琴因緣際會,,在當時如日中天的紐在當時如日中天的紐

約揚基王朝時成為拿下三枚世界大賽冠軍約揚基王朝時成為拿下三枚世界大賽冠軍
戒指的幕後功臣戒指的幕後功臣,, 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也正是在那個時候,, 她她
有緣結識洋基隊的當家明星遊擊手基特有緣結識洋基隊的當家明星遊擊手基特
（（Derek JeterDerek Jeter），），這一位就是現在提拔她的貴這一位就是現在提拔她的貴
人人。。基特在基特在2020年風光的棒球歲月退休後被年風光的棒球歲月退休後被
選入棒球名人堂選入棒球名人堂,,他在在成為邁阿密馬林他在在成為邁阿密馬林
魚隊老闆之一並兼任魚隊老闆之一並兼任CEOCEO首席執行官後首席執行官後
不忘當年具有棒球管理與經營歷練的伍佩不忘當年具有棒球管理與經營歷練的伍佩
琴琴,, 於是大膽的重用了她出任總經理那麼於是大膽的重用了她出任總經理那麼
重要的職務重要的職務;;

事實上過去這一陣子以來事實上過去這一陣子以來,, 伍佩琴曾經伍佩琴曾經
先後被費城費城人隊先後被費城費城人隊、、紐約大都會隊紐約大都會隊、、舊金舊金
山巨人隊山巨人隊、、西雅圖水手隊以及聖地牙哥教西雅圖水手隊以及聖地牙哥教
士隊等慎重考慮過出任總經理職務士隊等慎重考慮過出任總經理職務,, 但都但都
在最後關頭被割愛而無法如願在最後關頭被割愛而無法如願，，他所面臨他所面臨
的困境就是因為他是女性的困境就是因為他是女性,,又是少數裔又是少數裔,, 所所
以懷才不遇以懷才不遇,,敗給了五位白人男性而不能敗給了五位白人男性而不能
出類拔萃出類拔萃。。

現在現在5151歲的伍佩琴在棒球界打滾了三歲的伍佩琴在棒球界打滾了三
十餘載後十餘載後，，終於登上了大位終於登上了大位，，她的專業知識她的專業知識
和對棒球的熱愛讓所有認識她的人印象深和對棒球的熱愛讓所有認識她的人印象深
刻刻，，她今日的成就不就是一個不斷學習與她今日的成就不就是一個不斷學習與
提升自我的勵志故事和一本鮮活的教科書提升自我的勵志故事和一本鮮活的教科書
嗎嗎！！

伍佩琴伍佩琴,,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讓我們向她豎起大讓我們向她豎起大
拇指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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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大鱼大肉”曾是人们对饮食生活

的美好追求，在不愁吃穿的年代，越来

越多的人为了健康选择吃素食。在肥胖

、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发的今天，素食被

认为是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

但关于吃素，很多人存在误解：血

脂、血压、尿酸高了，就要吃全素。尽

管适当食用素食有益于我们的健康，但

是对于吃素，不少人还是存在着很大的

误区。吃素对身体有什么益处？素食应

该怎么吃？

什么是素食？

素食是指不包含畜、禽、鱼、虾等

动物性食物的膳食模式。素食者以谷物

、杂粮、大豆及制品、蔬菜等食物为主

。

根据不同的膳食组成，素食分为全

素、蛋素、奶素、蛋奶素等，每种素食

又有其各自的膳食特点。全素食者是所

有动物性食品都不吃，只吃五谷、蔬菜

、水果、坚果和豆类等植物性食品；不

吃肉类，但是在严格素食的基础上增加

蛋类或奶类被称为蛋素或奶素；不吃肉

类，但是在严格素食的基础上蛋奶都吃

的被称为蛋奶素。

吃素有哪些好处？

降低2型糖尿病风险

食用高品质的素食（如全谷物、水

果、蔬菜、坚果以及豆制品）有利于降

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肉类太多的

饮食会使肠道中致病细菌快速生长，而

富含膳食纤维的素食则会增加肠道有益

菌，改善肠道菌群，因此，适当吃素有

益全身健康。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素食含有较低含量的胆固醇、饱和

脂肪酸、总脂肪酸以及钠盐，还含有较

多的植物化学物，如多酚、类黄酮等，

具有抑制胆固醇吸收与合成的作用，所

以，适当吃素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

改善肠道菌群

吃太多肉类会使肠道中致病细菌快

速生长。而富含膳食纤维的素食则会增

加肠道有益菌，改善肠道菌群，有益全

身健康。这是因为水果和蔬菜是全面的

抗氧化营养素，可保护心脏及大动脉。

再加上它们不含饱和脂肪或胆固醇，也

有益健康。

吃素的误区要避开

误区一：吃素降血脂

很多人选择吃素是因为自身的血脂

很高，然而，即使完全素食，如果摄入

不当，也会升高血脂。实际上胆固醇的

来源三分之一是由食物生成，三分之二

由体内自身合成。由于影响血脂合成和

代谢的因素相当复杂，尤其是机体内已

经出现胰岛素抵抗、脂肪代谢紊乱的患

者，只控制肉类的摄入，未必能改善血

脂异常。

误区二：吃素能减肥

减肥的关键是控制食物热量，而不

是荤和素。例如蔬菜、菌藻类、豆制品

等，他们往往热量较低，合理搭配食用

，适合在保证营养的同时，降低热量的

摄入。而甜点心、油炸主食、精白米面

主食，例如油条、油饼、面包……淀粉

、糖、油脂含量比较高，吃多了更容易

长肉。

误区三：长期吃素能延寿

长期只吃素食不仅不会延寿，还会

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营养不良：长期素食不吃荤会引起

胃酸及消化酶减少，引起食欲不佳。单

纯的素食摄入会导致食物成分比例失调

，同样也会引起许多疾病。人们要保持

充沛的精力，每天需要大量蛋白质和脂

肪，而肉类恰恰补充了素食的这一不足

。

加速老化：脂肪是加强细胞组织的

必要成分，适量的脂肪摄人，起到抗氧

化的作用。很多吃素的美女会特别避免

摄取脂肪，但事实上，缺少脂肪供应的

肌肤会出现缺乏营养的问题，会失去弹

性变得苍老。

误区四：所有人都能吃素

营养师一般并不提倡长期完全吃素

。如果有人想尝试，也要看当时的身体

条件。吃素者必须为身体素质非常好的

成年人。下列几种情况就建议不要长期

吃素：

1. 身体本身比较瘦弱、抵抗力差的

人。

2. 所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正处于

长身体的时期，会导致发育不良。

3. 计划要宝宝的女性，若常吃素，

可致雌激素水平降低而引发孕育障碍。

4. 女性月经期间、月子期。

5.更年期妇女，会加重“更年期综

合征”。

想食素吃出健康，需要费心思！

如今，出于保健和瘦身等目的“素

食一族”越来越成为一股潮流。但素食

者也面临着如何达到营养均衡，使自身

身体机能保持健康运行的问题。其关键

便是我们能够做到合理搭配？能否将素

食吃出营养与价值？

如何让素食者更健康？植物蛋白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你尝试着长期食

素，你应该这样合理搭配你的素食菜单

！

怎样吃素才健康？一份专业级“吃

草”指南请收下！

豆制品

我们经常食素和喜爱食素的朋友们

，可以在自家的菜单中增加大豆及豆制

品的摄入。

菌菇与海产品

海藻和菌菇充足食用，还要合理选

择烹调油。

碳水化合物

主食餐餐都不能少，对于素食者来

说，更需要很好地享用主食，如米饭、

面食等，每餐不少于100克，不足的部

分也可利用茶点补充，不然身体会感到

疲乏，缺乏能量。

新鲜的瓜果蔬菜

补充充足的膳食纤维与各类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

三餐换着吃

早餐豆浆，午餐豆芽菜，晚餐来个

炖豆腐或炒豆干，变着花样吃，可轻松

满足大豆类食品的推荐摄入量。

注意补充B12

发酵食物富含维生素B12，可以适

当选择发酵制品。但要注意的是，一般

发酵类豆制品盐含量较高，高血压患者

最好不吃或者少吃。也可选择吃维生素

B12片补充。

吃点零食加餐

只吃素食不多久会感到饿。我们可

以选择加餐或是吃点零食。每天吃适量

的坚果。坚果是素食者蛋白质的较好来

源，但坚果油脂含量较高，每日不可多

吃，一般以每天一小把为宜。

怎样吃素才健康？
一份专业级“吃草”指南请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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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休斯敦市長聖誕晚會由美國主流年休斯敦市長聖誕晚會由美國主流ABCABC電視台於電視台於20202020年年1212月月55日晚日晚66::3030--88::0000pmpm在在
本地本地1313台實況直播台實況直播，，唯一應邀的中國團體亞美舞蹈學校唯一應邀的中國團體亞美舞蹈學校(DAA)(DAA) 表演了獲得美國達人秀的表演了獲得美國達人秀的
經典節目經典節目《《千手觀音千手觀音》，》，為美國主流展示了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化為美國主流展示了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化。。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99日晚日晚，，剛剛參加完世界領先的檢測服務公司剛剛參加完世界領先的檢測服務公司AmSpecAmSpec的聖誕的聖誕Drive ThruDrive Thru觀燈活動觀燈活動
的時尚影視達人的時尚影視達人Nancy XieNancy Xie來到休斯敦市中心美奐美崙的摩天大樓裡欣賞特別為市民展示的聖來到休斯敦市中心美奐美崙的摩天大樓裡欣賞特別為市民展示的聖
誕樹誕樹。。今年疫情橫行今年疫情橫行，，終不能撲滅終不能撲滅，，但是休斯敦市政府和各大公司以及老百姓都極盡所能但是休斯敦市政府和各大公司以及老百姓都極盡所能，，想想
出各式各樣的慶祝聖誕假日的方法出各式各樣的慶祝聖誕假日的方法，，為孩子們和大人們提供一個更有追求的美好嚮往為孩子們和大人們提供一個更有追求的美好嚮往。。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1010日晚日晚，，位於休斯敦中國城惠康超市廣場警察局隔鄰的位於休斯敦中國城惠康超市廣場警察局隔鄰的
韓國蜜豬烤肉店韓國蜜豬烤肉店Honey Pig BBQHoney Pig BBQ在聖誕節來臨前正式在聖誕節來臨前正式Soft OpenSoft Open全美第全美第
七家店七家店，，各方媒體前來報導這一時尚網紅店盛況各方媒體前來報導這一時尚網紅店盛況，，東主東主Micky KimMicky Kim和和
總經理總經理KevinKevin介紹推出的特價套餐非常吸引人介紹推出的特價套餐非常吸引人，，給出的菜餚不僅健康給出的菜餚不僅健康
，，而且量大而且量大，，就餐環境歡快明亮就餐環境歡快明亮，，一改韓國烤肉油膩厚重的形象一改韓國烤肉油膩厚重的形象。。

休市幸有華哥在休市幸有華哥在！！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1010日下午日下午，，美國休斯敦著名跌打療痛中心董事長美國休斯敦著名跌打療痛中心董事長、、中華螳螂拳傳人中華螳螂拳傳人、、中國廣中國廣
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大弟子羅榮華醫師在休斯敦太極公園接受美國好萊塢著名導演專訪並錄製紀實紀錄片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大弟子羅榮華醫師在休斯敦太極公園接受美國好萊塢著名導演專訪並錄製紀實紀錄片。。神神
奇的華哥身懷絕藝奇的華哥身懷絕藝，，讓拄著拐杖的病人短短幾分鐘之內就恢復正常讓拄著拐杖的病人短短幾分鐘之內就恢復正常，，行走如常行走如常，，沃爾森傳媒名導演也在現場沃爾森傳媒名導演也在現場
錄製了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楊俊義錄製了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楊俊義、、青年書畫家陳漢斯和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對羅榮華醫師的高度評青年書畫家陳漢斯和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對羅榮華醫師的高度評
價價。。

朱莉朱莉··喬丹夫人喬丹夫人(Mary Julia von Blucher)(Mary Julia von Blucher)於於20202020年年1212月月44日度過了她的日度過了她的9999歲生日歲生日。。朱莉與在很多方面都很活躍的喬治朱莉與在很多方面都很活躍的喬治··喬喬
丹丹（（George JordanGeorge Jordan））相遇相遇，，當時他正前往西雅圖和沖繩任第二中尉當時他正前往西雅圖和沖繩任第二中尉。。他們於他們於19441944年年22月月66日在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結日在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結
婚婚，，直到直到7171歲後他在歲後他在20152015年去世年去世，，享年享年9494歲歲。。她朱莉一個賢妻良母她朱莉一個賢妻良母，，出色的家庭主婦出色的家庭主婦，，與喬治一起育有三個女兒與喬治一起育有三個女兒。。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55日晚日晚，，正在前來出席公務的美國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梁成運理事長與江正在前來出席公務的美國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梁成運理事長與江
鎮遠會長和理事們在其入住的休斯敦中國城希爾頓花園酒店開會鎮遠會長和理事們在其入住的休斯敦中國城希爾頓花園酒店開會，，商討明年發展計劃商討明年發展計劃。。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99日日，，哈里斯縣選舉官哈里斯縣選舉官Isabel LongoriaIsabel Longoria在在NRG ArenaNRG Arena體育館設置的美國大體育館設置的美國大
選哈里斯縣機票中心召開新聞發布會選哈里斯縣機票中心召開新聞發布會，，就就1212月月1212日決選日決選Runoff ElectionRunoff Election的選舉設備的選舉設備
和選票物流接受記者提問和選票物流接受記者提問。。圖為伊莎貝爾選舉官與通訊及亞裔社區選民協調人圖為伊莎貝爾選舉官與通訊及亞裔社區選民協調人
JoAnne RuiJoAnne Rui芮久玫一起提供信息給華人社區芮久玫一起提供信息給華人社區。。

20202020 年年 1212 月月 99 日日，，網紅地產經紀人邁克網紅地產經紀人邁克 Michael StavinohaMichael Stavinoha 與與 LauraLaura
HoangHoang不畏疫情不畏疫情，，在休斯敦國際區著名影視廣播製作婚宴活動基地在休斯敦國際區著名影視廣播製作婚宴活動基地
Maxim/ Silver Screen ProductionsMaxim/ Silver Screen Productions的明星表演台上擊鼓彈吉他的明星表演台上擊鼓彈吉他，，錄製錄製
視頻視頻，，充滿陽光活力充滿陽光活力，，為推銷客戶的房地產不遺餘力為推銷客戶的房地產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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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告

诉我，家里那盆开着大红花的植物名叫

朱顶红。在一个身高还不到一米的小孩

看来，朱顶红的花已经是个庞然大物了

，满北京城也找不到更大的花。

七八年后，我又在花卉市场上见到

了一种名为孤挺花的植物，画风和朱顶

红颇为相似，但是花朵明显要大上一圈

，颜色也更丰富。

不过，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真正搞

清楚它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起了个厉害的名字

十八世纪时，分类学祖师爷林奈给

一类植物拟定了个属名叫Amaryllis，属

中大部分种类都产自中南美洲，也有几

个种的老家在非洲南部。1839年，英国

学者赫伯特认为应该将这个属一分为二

。美洲的这一家叫做朱顶红属Hippeast-

rum，这个属名是希腊语中hippeas（骑

士）和astrum（星星）的合体，直译就

是“骑士之星”。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厉

害，不过赫伯特本人并没详细解释起名

原因，嗯……可能他就是觉得这名字很

厉害吧？

而南非的那几种，则保留了Ama-

ryllis这个属名，译为孤挺花。不过要注

意，这个孤挺花和市售的“孤挺花”不

是一码事，市售的“孤挺花”本身还是

朱顶红，就是品种不同。而孤挺花属的

孤挺花，园艺界为了和朱顶红相区分，

一般叫它南非真孤挺花。

再说回朱顶红，我小时候见到的

“朱顶红”和“孤挺花”，外观上确实

有很大不同，前者现在一般被称作“土

朱”，后者称作“洋朱”。说“土朱”

土，其实也并不太土，人家也是诞生在

花园里的舶来之物。

朱顶红属的植物很容易杂交，1799

年，英国的园艺育种家用花朱顶红

（H. vittatum）和短筒朱顶红（H. regi-

nae）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种杂交朱顶红

“约翰逊”（H. × johnsonii）。

后来，线缟朱顶红（H. rutium）、

网纹朱顶红（H. reticulatum）等种类也

加入了杂交队伍。其中有一些品种在二

十世纪前中期传入我国，因为又好养、

又漂亮而受到大家欢迎。这些品种传承

了大几十年直到今天，就是所谓“土朱

”，它们的花基本都是单瓣、花被片比

较尖，颜色是深浅不同的红色，有些还

具有白色斑纹。

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人发现了蕾宝

朱顶红（H. leopoldii）和帕迪朱顶红

（H. pardinum）这两个野生种，它们再

与其它朱顶红品种杂交，就诞生出了最

早的蕾宝系朱顶红（Leopoldii group）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洋朱”。这类

朱顶红的花朵巨大、花被片圆钝而平展

，颜值上了一个台阶，种植难度却依然

很低，所以非常流行。

说它好养，那是真好养

我刚才提到了两次朱顶红好养，那

么它有多好养呢？这么说吧，如果你只

想看一季花，那么只需要买一个放着就

可以了，不需要花盆和土壤，甚至也不

用浇水。朱顶红的地下部分是个形状类

似洋葱头的鳞茎，其中储存着足以供应

开花的水和养分，只要环境适宜，就能

直接抽出花葶。事实上，销售朱顶红的

园艺商每次收到货以后，都要淘汰掉少

数运到半路就开了花的鳞茎。

一般来说，朱顶红鳞茎就算种在土

里，并且正常浇水，生根的时间往往也

会略晚于开花的时间。鳞茎很难从环境

中吸收水分，但是它本身的水分又在不

断消耗，所以外层就会变得干枯而残破

。埋在土里倒是看不出来，但要是直接

摆一个在桌上就不太好看了。所以近年

来有人发明了一个新技术，就是在朱顶

红鳞茎外面裹一层彩色石蜡，顿时就漂

亮了不少。

裹一层彩色石蜡，就好看多了。

朱顶红的鳞茎不管是裹在石蜡中还

是种在土里，都能够正常开一季花，花

期大概是个把月，根据环境温度不同，

具体的时间也会有变化。就拿现在来说

，北方室内有暖气，温度高，花期就会

短一些，南方气候比较阴冷，花期就更

长。

花期快结束时，就是你来决定这棵

朱顶红命运的时刻了。如果鳞茎周围的

环境过于干燥，它会直接进入休眠，但

要是你给它提供水分，那么它就能继续

生命之旅。

如果你已经决定了，让这个石蜡装

的朱顶红坚持活下去，这时候可以剥掉

石蜡，观察一下鳞茎基部的鳞茎盘。要

是没有太多霉烂的部分，就略微清理一

下干枯组织，种到疏松透气的基质里，

再浇一波水，过不了多久，它就能长出

两排皮带一样的叶片。如果养护得当，

你的朱顶红甚至可以年年开花。

这花要是还养不活
恐怕就只能建议你养假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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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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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日起，入籍考試有
兩項重大變革：

第壹， 入籍考試的題庫從原來的
100題變為128題。

第二， 申請人需要從 20道題中
至少答對12道。原來的規定是從10道
題中至少答對6道。

公民考試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第壹部分是上面為讀者朋友介紹的

題庫問題。
第二部分是考試英語讀和寫的能力

。移民官會要求您大聲朗讀和寫壹些關
於公民知識的句子。您必須知道如何讀
這些單詞和寫這些單詞。

第三部分，移民官會用英文詢問壹
些與入籍申請有關的問題

移民官會詳細審核申請人填寫的二
十頁入籍申請表格，申請人需要對自己
遞交的移民表格非常的熟悉。包括取得
綠卡的時間，過去五年的住址，工作和
學習經歷，出入境情況，家庭成員的姓
名、生日和居住地址。移民官還可能詢
問申請人取得綠卡的經歷。也可能會查
看獲得綠卡之前所有的移民申請和非移
民身份轉換，核實所有的答案是否前後
壹致且正確無誤。

母語考試：申請人年滿50歲，並
以綠卡身份居住美國達20年，或年滿
55歲，並以綠卡身份居住美國達15年
，可以不需要通過英文水平測試，而用
母語考試美國的歷史、地理和政府組成
。母語考試的申請人需要自己帶中英文
流利的翻譯。翻譯不能是申請人的直系
家屬。

豁免考試：如果身體殘疾的原因，
影響了學習英語的能力，可以申請豁免
考試。最常見的豁免申請人是老年癡呆
癥患者。申請豁免考試需要醫生簽名的
詳細證明。

成為美國公民有如下要求：
1、年齡。移民法規定，公民申請

人必須年滿十八周歲。未成年子女的父
母若壹方或雙方是美國公民，可以通過
父母申請入籍。

2, 合法取得永久居民身份。
3、滿足連續居住時間的要求。申

請人必須在遞交入籍申請前在美國連續
居住滿五年。如果申請人的配偶是美國
公民，申請人只需在美國連續居住滿三
年。移民法允許連續居住期滿前三個月
提出入籍申請。離開美國每次不超過六
個月壹般不被看作中斷連續居住期限。

如果壹次離開美國超過半年但不到壹年
就有可能會被移民局認定為中斷連續性
居住，除非申請人舉證說明並無放棄連
續性居住的意圖,離開美國壹年以上將中
斷連續性居住。

4、滿足實際居住的時間和要求。
入籍申請人需要證明在美國的累計居住
時間沒有低於30個月。美國公民的配
偶需要證明在美國累計居住時間沒有低
於18個月。

5、必須在遞交入籍申請的地區居
住。移民法規定，入籍申請人必須在遞
交表格的地區居住滿三個月後才能在該
地區參加入籍考試。如果入籍申請人在
壹個以上的州居住,需出示稅表證明居住
地。

6、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法
律規定入籍申請人在取得綠卡後的五年
或三年內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才有資格
提出申請，不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
的人通常包括：習慣性酗酒者，有特定
刑事逮捕及定罪記錄的人，被判移民法
所定義的“重罪”的人。未登記選擇服
役（selective service），在入籍申請
時也會遇到麻煩。美國“選擇服役”登
記制度規定18至26歲的所有男子必須
登記。

7、具備基本的英語水平。入籍申
請人必須通過考試，證明具備用英文聽
、說、讀、寫的能力。

8、必須宣誓效忠美國。所有入籍
申請人在入籍考試通過後必須參加宣誓
儀式才能獲得美國公民身份

最新移民消息
1. 川普總統自從上任以來，對於

移民政策有很多新的提議，有的已經開
始實施，而有的在法院的介入下胎死腹
中。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則，正常情況下
，已經遞交的移民申請和已經批準的簽
證，綠卡和入籍不受總統政策調整的影
響。

2.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
務院做出以下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2020年3月
1日到2021年1月1日之間所發出的所
有補件(RFE),拒絕意向書(NOID),N14,和
上訴（290B）的回復，在原有的截止日
期基礎上，給予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 3月20
日起接受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c.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疫情
為由要求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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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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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
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壹到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壹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cJ9bUlEuSOk

公民考試難度增加公民考試難度增加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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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我是搞科研的，信科學，不信上帝。

女兒、女婿到美國後，竟然信了耶穌，還

常打電話給我傳福音。我都勃然大怒，

說：「你們出國不好好幹正事，竟幹些虛

妄的事，真沒出息！以後不要再談這些

事。」啪一聲，掛了電話。後來女婿來電

話，又說：「您信了上帝，連世界觀都會

改變的。」隨即寄來馮秉誠牧師講道的光

盤。

我抱著試試的心態，看了光盤。馮

牧師列舉了不少例證，例如：地球的自轉

軸與公轉軌道軸線有一個夾角，就是上帝

特意安排的，使太陽直射地球的光線在地

球表面南北漂移。這就使地球自轉產生晝

夜，公轉產生季節、年歲。與聖經創世記

一章14至15節所記載的相符。又如水降至

4℃後，密度大減，使冰浮在水面上，以保

護水裡的動植物。再如愛因斯坦等多位科

學家都承認有神，宇宙萬物和諧相處，都

是創造主的安排。

看了光盤，我沉思良久。我也曾給學

生做過關於宇宙航行的學術報告，但就沒

想到這是上帝所創造的。讀了創世記我才

明白，在創造萬物的上帝面前，我是多麼

的渺小和幼稚！我知道的那點東西，僅僅

是對上帝所造的浩瀚宇宙的一點點認知而

已。頓時我的驕傲消失淨盡。

環顧周圍，我又想到，為甚麼世上

沒有兩片完全一樣的樹葉？老虎和斑馬為

甚麼有不同顏色的條紋？親子鑒定為甚麼

能鑒定血緣關係？還有一個古老的問題，

到底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些問題人解答

不了，只有在上帝那裡才有答案。羅馬書

一章20節記載：「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

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

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

可推諉。」創世記中又記載，上帝創造萬

物各從其類，所以它們都能保持自己的特

點。於是我的心門打開，明白耶穌基督是

真活神，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

住在眾人之內。我要邀請這位偉大的上帝

住在我心裡。

從此，我開始讀聖經，開始去教會。

2007年6月3日，我正式受洗歸入耶穌基督

的大家庭。

愛與訓誨

有一天早晨，我發現右腳腫了，腫

得很厲害，皮膚都發亮了。我們夫妻倆都

很緊張，因為大陸民間有個說法：男怕穿

靴，女怕戴帽。我本來就身體不好，有冠

心病、高血脂。到了古稀之年擔心的就多

了。清晨5點，煥蘭姊妹給我去醫院掛號，

我在家裡禱告：「上帝啊，求袮搭救我！

袮是天國的大醫生，我相信袮，祈求袮在

我到醫院之前，讓我的腳消腫。」8點多，

我坐車去醫院，醫生問我哪裡不好。我伸

出腳來讓醫生看，竟發現我的腳奇蹟般地

消腫了！醫生做了很多檢測，結果沒有任

何問題。如果在我未信主耶穌前，有人給

我講這種經歷，我一定說是天方夜譚，

那是不可能的！現在上帝把不可能變成可

能。上帝的愛真是奇妙，祂的大能無可測

度！從此以後，我知道上帝愛我，日日夜

夜看顧我；祂不打盹，也不睡覺，我躺下

睡覺，我醒著，我無論走到哪裡，上帝都

保護我，與我同在。

上帝愛我，也教訓我像父親管教心

愛的兒子一樣。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行六

人，去北京最大的花園遊玩，其中有個朋

友沒信耶穌。臨行前，大家推薦我給他傳

福音，因為只有我們倆是男的。進了公

園，看見五顏六色的花牆、花柱，用花紮

成的各種動物，還有同株異色的花，單層

多層的同株花朵，不論是中國種、外國

種、結果實的、不結果實的花，我一面讚

美造物主的奇特創造，一面照相、錄影，

跑西跑東。因為我平生最喜歡花，也是第

一次見到這麼多這麼好看的花，太高興

季男女用衣物、烤雞肉、皮薩、餅乾、水

果、果汁、毛毯、長褲、裙子、圍巾、帽

子、咖啡等，她說她和孩子們都很歡喜高

興。她說6個孩子多是在12-19歲，一個結

婚，剛添一個孫子，才三週大。故單親Y
媽媽責任與擔子更重了。相信耶和華是眷

顧人的神。

◎友人來信
1. 感謝主差派忠心良善僕人去行善，

主未曾忘記孤兒寡婦、寄居的及所有…

　　　　～何健屏/台灣

2. 潘師母把 神的大愛帶到各地各族，

讓 神的名得榮耀，願 神紀念潘師母的辛

勞。　　　　～黃楷/Galveston,TX
3. 慰慈姐，你太棒了！～杜寶/南加州

4 .傳福音報喜信的人，腳蹤何等佳

美；師母，願神保守您的全人都剛強健

壯，也祝福您手上的工作。

　　　　～林光恆/南加州

5. 神必紀念及祝福你所做的一切事

情。神的愛在你身上彰顯。讚！

　　　　～李秀清/台北

6. 神祝福並紀念潘師母的愛心，我能

夠幫忙做些什麼嗎？　　　～李戴京惠

7. 為你的愛心付出感謝神，讓他們透

過你得到祝福，也祝福你聖誕節快樂！

　　　　～高長老/康福教會

8. 潘師母，為你所做的一切讚美上

帝，並願天父為你的慈愛，報答豐富的祝

福。　　　　～Laura/三藩市

9. 感謝愛心人捐贈聖誕禮物。愛能感

動人心。　　～許佩文/芝加哥

10. 耶穌的愛叫人溫暖，謝謝你為耶穌

多走一里路。明年，你可以帶着我去探訪

嗎? 　　　　～郭美德傳道

11. 潘師母:真是愛心滿滿啊！願神賜

福您身心靈蒙神更加眷佑，得人如魚，榮

神益人。　　　～姚碧虹/左營

12. 是的。華人通常不會做這些善事。

主耶穌說給這小子一杯水就是給我。

　　　　～Alex梁
13. 師母:聖誕節快樂！願神祝福您！

您是我們的好榜樣！　　　　　～王積華

12月6日(主日) 
有感的溫暖

三週前清晨，

松玉的妹妹突然身

體不適，松玉問我.....我介紹她們去找心臟

科醫師容永騏，檢查後得知是心律不整。

前天(星期四)我去探訪松玉和她的妹

妹，感謝她上個月免費幫我針灸兩次，送

她們夫婦小橘子一袋，送她妹妹一罐亞麻

籽粉，保健身體。松玉先生正在廚房準

備晚餐，故我沒有停留很久，沒有禱告，

只是愛心關懷她妹妹，感謝松玉幫我扎針

灸，他們留我吃晚餐，我說下次吧！

離去後，我去和周劉美師母周武籐牧

師一同吃晚餐，一起禱告。晚上回家後，

我心裡一直感到有一道暖流溫暖在我心。

翌日吃早餐時，接獲松玉電話，她告

訴我，「師母，感謝你昨天你來看我妹

妹」我告訴松玉:「昨晚探訪回家後，我心

裡一直感到有一道暖流溫暖在我心。」

松玉接著說: 「我妹妹說你是她見過

許多人中，讓她昨晚感到很溫暖的人。」

(松玉的妹妹尚未信主，移民來美，朋友帶

她去玉佛寺)
感謝主耶穌，感謝聖靈在我們心中流

盪，感動，引導，盼望一個愛心行動的關

懷，帶給尚未信主的朋友有主耶穌的愛有

感的溫暖。

●友人來信
1. 潘師母：少青和我私下說你是師母

中的師母，因為看到你就是「師母」，你

的所做所為是自然的流露，這是出自於

神，是神的揀選，是我們的榜樣。

　　　　　～曾麗玲/New Heaven(昔
日30年前劉少青弟兄是在水牛城讀博士，

現在在大學教書。)
2. 你是非常有愛心的傳教士。我們全

都被你所感動。加油！

　　　　　～鄭心本老師/休士頓

3. 潘師母，請代問候松玉姊妹，在禱

告中紀念她的妹妹，希望她早日信主。也

願天父繼續使用你，拯救更多的靈魂，阿

們！　　　　　～方師母/香港

4. 帶人信主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潘

師母真是最誠摯樸實的師母。

　　　　　～涂筱曼/台北

12月9日(星期三) 聖誕禮物
7:10pm我開車來去60分鐘送聖誕禮物

給Y媽媽(印地安裔)，她歡喜收到福遍中

國教會長輩中心贈送禮物巧克力糖一盒、

餅乾一盒、口罩、布口罩、聖誕杯一個、

冬用圍巾、帽子等。我送她小兒子生日

禮物是書包、襯衫兩件。她很高興歡喜，

說謝謝FBCC教會長輩中心送給她和五個

兒子、一個女兒聖誕禮物。祝福她們全

家聖誕快樂，Y媽媽告訴我她們也是信耶

穌的。自今年三月起，我看到Y媽媽常在

Dairy Ashford與百利大道上乞討，我憐憫

的心油然而生，陸續送給她和孩子們冬夏

送聖誕禮物

前以為虛妄的正事

有感的溫暖與聖誕禮物

◎苑鳳忠
了！早把傳福音的事忘到九霄

雲外。正錄像在興頭上，突然

錄像機不動了，連照相也不

行，可是燈還亮著，真掃興！

正當我心灰意冷時，突然想起

傳福音的事，便連忙去找那個

朋友。我們談得很投機，不知

不覺到回家的時候。回到家，

我端詳著錄像機，突然想起，

是不是上帝藉這事管教我了？

我忙禱告：「主啊，我只顧著

看花，竟忘了傳福音，沒有把

袮的事放在第一位，這是我

的罪，我認罪，祈求袮赦免

我。」禱告完，錄像機居然恢

復正常。

箴言六章23節記載：「誡命是燈，法

則（或譯：指教）是光，訓誨的責備是生

命的道。」上帝管教我是因為祂愛我。從

此，我把上帝的事放到第一位；可我老是

顧這忘那。孫子考高中時，我們全家為他

祈禱。感謝上帝，孫子被兩所學校錄取。

我高興之心溢於言表。忙去打豆漿，準備

早餐，不料第一次很好，第二次就不行

了。機器的燈還亮，就是不轉。我馬上意

識到，我孫子考上高中，是上帝的恩典，

我還沒有謝恩，於是趕緊認罪，謝恩。機

器又一切正常了！

這兩件事使我得了提醒：第一，上帝

的事都是大事，應該放在首位；第二，凡

事謝恩：上帝成就的事要謝恩，沒有成就

的事，也要謝恩。

敬畏與行道

隨著對上帝一步步的認識，我對上帝

敬畏的心也一步步地加深，對聖經裡說的

愛也一步步更加體會。我天天讀聖經，聖

經裡的警句，我抄在小本子上，隨時隨地

拿出來看。我也羅列了我大半生的罪，一

條條地向上帝認罪悔改。我一直認為我是

一個幹正事的人，搞科研，和那些公式數

字打交道從不感到枯燥。現在反思，與我

同齡的好些人，為上帝的事拋家捨業，甚

至蹲監坐牢，付出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可是我卻為所謂的前程嘔心瀝血，思想起

來追悔莫及。我越想越覺得對上帝的虧欠

太多，真的不配作祂的兒子，所以我要在

有生之年盡力多做主工，彌補對上帝的虧

欠。

我不會開車，也不能出去傳福音；所

以就在家裡組織了一個小團契，四個人在

一起禱告查經，先是按專題查經交通，例

如：信心、做光做鹽、不要論斷人、忍耐

與寬容、順服、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等，

都曾經是我們的專題。通過專題查經，互

相交通，使我們明白怎麼做人做事，怎麼

追求上帝的旨意，行事為人討上帝的喜

悅。現在我們正在逐句查考馬太福音，卻

讓我發現自己對不少經文根本不懂。過去

認為自己算是有學問；如今在上帝面前，

徹底看出自己無能無知。但凡事倚靠上

帝，上帝會帶領我們走光明之路，生命的

路。　　　　　（文載自﹝中信﹞）

父神，我們感謝您在德州的突破。現

在，在最高法院審理此案時，我們呼求您的

恩寵臨到。我們禱告他們將會根據憲法進行

判決。我們請求您為代表德州的人提供的難

以置信的智慧和陳述能力 - 他們會有正確的

策略。我們祈禱不當選舉決定會被揭露。使

用這案件揭露欺詐行為。

神，我們也為賓州禱告。我們請求您

在那給予突破。我們請求您為那些站出來提

供歧異和欺詐的人辯護。我們並請求您使有

爭議的州政府不能無視所發生的欺詐和欺

騙行為。我們向您請求正直和公義的選舉結

果。

我們不斷為法律團隊祈禱。主啊，我

們請您給他們力量，勇氣，忍耐，智慧和供

應。我們為總統祈禱 - 給他力量和耐力。最

後，我們為大法官祈禱，使他們將清楚，明

智和符合憲法地思考。我們奉耶穌的名為他

們祈禱，保護他們。阿們！

今日 15 分鐘的禱告方向：

• 為德州和那裡敬虔的領袖感謝神。

• 當他們在法庭陳述此案件時，求主

賜給他們極大的智慧，技巧和恩寵。

• 禱告神破壞敵人要打敗他們的任何

策略。

• 為賓州將案件提交法院的人們祈

禱。我們必須贏得賓州！

• 禱告這些案件將創造新局勢，其他

勝利也隨之而來。

• 禱告邪惡被暴露。並為法律團隊的

爭戰代求。

今天的宣告 : 我們宣告，神將籠罩最

高法院的討論 , 並掌管所有作出的決定！

對高齡者這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宝

貴！

達屈•席茲 Dutch Sheets每日 15分鐘禱告

一個成熟的人，往往具有能「靜」得

下心來的特質。

喬治是一位善良的青年，他的父親生

前經營了一間自己的小公司，他跟父親的

所學專長雖完全不一樣，但父親卻也以他

為榮。他父親過世時，治喪期間，來了不少

平時不常見面的長輩與友人，大家除了致

哀外，也關心起他父親那間小公司未來的存

廢，不少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你當然應

該子承父業啊！」「在這個時刻，你父親若

知道你肯繼承他的事業，一定可以很安慰的

安心闔眼。」

於是，喬治馬上辭去了原本的工作，

真的回到家裡繼承他父親生前的小公司，但

他根本不是做這一行的料，過去對從事這一

行也沒有特別的使命感，只是父親過世期間

眾人的期許言詞太過感人，讓他做出了生涯

上的重大決定！過了一陣子，心情平靜了，

他發現自己所愛的工作跟父親生前所愛的

工作實在不一樣，是以他做得很辛苦也不快

樂。至於前一陣子那些鼓勵他這麼做的人

呢？早就散了！那些七嘴八舌的人們本來

就只是一群看似有關係但卻不熟的人，給完

幾句聽起來激勵、催淚的建議後就走人了，

至於喬治因那些人的言論而在職涯規劃上

所做出的重大改變，最後，當然是只有他自

己一個人要去面對。

其實那些給喬治意見的人雖然不瞭解

喬治，但初衷仍是好的，這種人並不是「壞

人」，但卻常易成為「壞了事的好人」；當

然，最後的決定仍是喬治自己做的，喬治自

己還是應負最大的責任。

這社會就是有許多人也許沒有惡意，

但的確很愛給人意見，除了上述喬治的例子

外，生活中許多人也喜歡起鬨說：「快結婚

啊！」「快生孩子啊！」「再多生一個啊！」

之類的話，但他們絕大多數講完後並不會參

與或分擔他們那些人生建議所可能為您帶

來的辛勞。

是以我常喜歡與人分享一個觀點 – 別

讓你的職涯規劃，隨著愛鼓譟的人起舞！許

多人可能根本不瞭解您的性格與夢想，但卻

很愛給人意見，他們不壞，但是話多、愛敲

邊鼓，這種人不必去敵視他們，因為他們畢

竟沒有惡意，但也不一定要隨著他們的意見

起舞，因為他們所給您的意見，恐怕並沒有

真的爲您深思過多久，只是因為話多，所以

就吐出口了。

別讓你的職涯規劃，隨著話多、愛看

熱鬧的人起舞！別人可能會出於一時的氛

圍而給了您聽似清高的人生建議，但他們可

能未必有為您熟慮過，若是凡事隨著愛起鬨

的人起舞，他們最後不但不會為他們所給的

建議負責，甚至連陪在您身邊都無法做到，

是以無論您最後做了甚麼決定，仍然要自己

去面對。

一個成熟的人，往往能靜得下心來去

尋求自己的定位與方向。願我們都能培養出

這樣的成熟特質。

【上帝的小叮嚀】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

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

30:21）
（文載自﹝施以諾說故事﹞）

別讓你的生涯規劃，隨著愛鼓譟的人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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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二年级数学测试现在开始，请

听题：假设你每天去厕所8次，每次平

均用时5分钟，当你80岁的时候，请问

： 你待在厕所的时间是多少？

答案是：8X5X365÷60X80÷24=810

（天）

其实，世界厕所组织（WTO）曾统

计过，人的一生大约有3年的时间在厕

所中度过。

什么？WTO是世界厕所组织？

没错！WTO这个洋气的缩写不仅是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还是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世界厕

所组织，是一个正规的国际性的关心厕

所和公共卫生问题的国际性非营利组织

。

当我们一起拉着小手去上厕所的时

候，你有没有想过，厕所是何时出现的

？

古代没有冲水系统，岂不是家里天

天都弥漫着芬芳的味道？

今天就为大家揭开重要社交场所厕

所的进化之谜！

有句古话是“上古穴居而野处”，

意思就是随处方便。

当然，为了芬芳的气味不影响生活

，大小便会稍离开居住点，并处在下风

头。这个地方“养料”太多的时候，古

人们就会迁徙。

当人口开始增加，我国祖先开始定

居，与排泄息息相关的厕所也随之发展

。

考古发掘表明，距今五千年的西安

半坡村氏族部落遗址里发现的一个土坑

，被视作中国厕所的起源。

夏商周时期，可以说开局即“王者

”，这时的厕所是非常超前的水厕，它

叫做“路侧”，即现在的公厕，用冲水

除去臭味。

据《周礼》记载，路厕一般是挖口

大井，井上盖有板子，同时还有可流动

的蓄水池，然后井里四边进水，人们的

便便有的随水渗入地下，有的随水流出

，保证了路厕不会散发出迷人的味道。

到了汉朝，为了废物利用，厕所和

猪圈结合已经非常普遍。比如汉代出土

的陶楼类厕所，就是厕所与猪圈建在一

个院子里，厕所内壁有圆洞和猪圈相通

，粪便就直接落到猪圈里，让猪食用。

（猪真的是乐意的...）

发展至西汉晚期，陶楼类厕所由圆

形的坑变为长方形，而且出现了脚踏和

扶手，类似于现在的旱厕。

而到了东汉早期，厕所出现分男女

厕的结构。厕所逐渐出现天窗、排气孔

等设施。男女厕一般分置于小院的对角

，小院中养猪。

唐代，最是繁盛

和奢侈的一个朝

代，这时期王公

的厕所都要装金

饰银、马桶镶珠

。据说，宋太祖

赵匡胤平定四川

，发现后蜀皇宫

就有这样的器具

，爱不释手，差

点用来当酒壶用

。

到了清朝，清朝

皇帝、后妃们使

用的便器叫“官

房”，由专门的

太监保管，需要

时则传“官房”

。史料记载慈禧

太后的“官房”

里放有干松香木

细末，目的是遮

住便便的臭味。

对于民间来说，

清朝时，人们已经将便便的价值发挥到

了极致，不仅喂牲畜，还作为庄稼肥料

，而且，清朝时公厕已经开始收费了。

文献记载，明末清初，穆公进城时

，发现城中厕所是收费的，而且使用的

人很多。于是他发现商机，回家盖了三

间厕所，免费提供草纸，还出售粪便，

由此发家致富。

民国初年，北京的粪厂就有很多。

在其时，北京大概有4000多名“粪夫”

，由此还演变出了“粪霸”，他们控制

着多数粪夫，有的粪霸甚至因此赚到了

百套房产！

新中国成立后，挑粪工成为了一支

存在越来越尴尬的人群， 1970—1980

年期间，下水道和水洗厕所遂逐渐普及

。但，以北京为例，直到20 世纪末，才

最终彻底淘汰了“掏粪工”这一职业。

其实，中国自古至现代，都是已旱

厕为主。甚至现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

仍然以旱厕为主。

外国的厕所进化会更好吗？

虽然，抽水马桶是由西方国家发明

的，但其实西方国家与便便抗争的日子

也是充满了“迷人”的味道。

古罗马时期，公厕也已经出现，公

厕的座圈都由大理石制成，座圈下有水

流过。座圈前面也有条水沟，用来放置

大家擦拭屁股的海绵棒，是的！这个海

绵棒是所有人共用的。

但古罗马厕所随着古罗马的消逝而

消失了。

欧洲的厕所文明一夜回到解放前，

那些年的欧洲，可以说是脏得惊天地泣

鬼神。

比如 1355 年，爱德华三世（Ed-

ward Ⅲ）下令对监狱附近日积月累的

粪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堆粪

已深得足以浮起一只船。

而且，中世纪城市大部分人处理粪

便的方法是把它倒入河中，伦敦桥上的

厕所每年向泰晤士河倾倒2000吨粪便。

这还不算最脏！

最脏的是，居民们为了省请掏粪工

的钱，直接将便便等废弃物倒到街上。

这种直接倾倒尿壶行为，已经变成了公

开的秘密，连政府都无法喊停。

在1858年，被粪水堵得水泄不通的

泰晤士河，爆发了著名的“大恶臭事件

”，熏得人们直喊救命。有人描述“只

要闻过一次，永生都忘不了，闻了之后

还能活着，就是幸运至极了！”

其实，那时的脏乱差行为是大环境

使然，欧洲人民也是向往干净卫生的。

比如1596年，英国的约翰· 哈林顿

爵士就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抽水马桶

。但是，他设计的马桶管道是笔直的，

臭味很容易从下水道溢出来。

在1775年，伦敦钟表匠亚历山大·

卡明斯改良了马桶。他把原本笔直的马

桶管道设计成S型，而且增加了水阀，

封闭的系统可减轻臭味，这时，真正的

现代马桶就出现了。

不过要说到将马桶普及到生活中，

19世纪晚期，才是马桶的黄金时代！

因为在19世纪中期，欧洲和北美暴

发了一系列天花、霍乱及伤寒流行病，

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粪便、水

源和病菌的关系。由此逐渐改进了卫生

设备，马桶才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那

个时候每个人脑子里想的都是马桶。

虽然现代的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有马

桶的生活，甚至难免忽略它，但厕所系

统却是医学界最大的里程碑。

在2007年的时候，《英国医学杂志

》统计过去200年中，医学界最大的里

程碑，调查显示既不是青霉素也不是避

孕药，而是现代“卫生设备”。

因为人体排泄物里残留许多病菌、

寄生虫，厕所也就成为最容易传播疾病

的地方之一，比如新冠病毒、甲肝病毒

、手足口病毒等都是通过粪口传播的。

所以清洁卫生的厕所是控制疾病传播的

关键。

其实，现代抽水马桶主要分为两种

，分别是虹吸式和直冲式。

直冲式比较简单粗暴，利用较大的

水量产生冲击力将污物带出。

虹吸式就是利用液体压强和大气压

差的虹吸原理，将污物吸出马桶达到排

污的效果。

虹吸是一种流体力学现象，简单来

说就是液体受到压力后会向压力小的低

处流动，可以不使用泵就能将液体抽吸

出来，这个过程需要管子两端的液态要

有一定的高度差才能实现虹吸。

比如将一个满水的杯子里放入吸管

，水就会流入另一个空杯子里，鱼缸换

水也是利用的这个原理。

当上完厕所向马桶里冲水后，水就

会进入到马桶“S”型管道内，此时马

桶一端管道由于冲水，压强和水位都会

大于管道出口，水就会顺着管道排放到

下水道，由于下水管道比马桶管道大很

多，当马桶进水管道的压强和水位小于

排水口时，就会停止排水，剩余的水也

就会留在管道内，形成水封。

水封的作用就是不让臭气和蚊虫随

着马桶管道进入到房间中。所以，虹吸

式马桶防臭效果比较好。

而且虹吸式相对静音，直冲式产生

的巨响让楼下住户都能清楚掌握你的如

厕时间。

随着城市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

高，公厕的内涵正在不断丰富。它不仅

仅只担任“厕所”的功能，也是“八卦

消息交换地儿”，还是“思考人生哲理

地儿”，更是社畜们在公司放松自己一

分钟的重要场所！

昨天是第八个世界厕所日。虽然，

城市中的我们早已对冲水马桶司空见惯

，但是中国的农村依然有很多地方存在

着旱厕卫生的“痛点”，不过随着我国

“厕所革命”越来越见成效，农业农村

部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早在去年就超过了60%，厕所革命让在

农村生活的人们居环境生活质量大大提

升，我们也更加有底气说我们的乡村正

在变得更加美好！

估计，以后我们会花更长的时间在

厕所中~~

古人上厕所竟然这么讲究……

1994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刚从

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回来，一位老同学就带着一位书商找

到他。

这位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民营书商说，中国没有好的

侦探小说，但《福尔摩斯探案集》《尼罗河上的惨案》

等侦探小说市场很大。

那一次谈话，唤醒了何家弘在北大荒下乡时的文学

梦——1975年，在黑龙江农场劳动时，何家弘就开始创

作小说。

那个年代的知青生活，后来被他写到侦探小说里，

现实主义为他的侦探小说在欧洲成为畅销书打下坚实的

基础。

何家弘开始写侦探小说时遇到一个困难。外国的侦

探小说多以私家侦探为主角，最著名的私家侦探就是福

尔摩斯。而在国内，1993年公安部出台规定，禁止民间

设立带有私人侦探性质的调查机构。

那律师呢？美国的很多侦探小说就以律师为主角，

何家弘也很看好律师在未来中国法制建设中的作用。

但他发现，刑事案件中，律师只能在开庭前7天介

入案件，而且律师没有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当主角

的方向也被堵死了。

1994年年底，黑龙江省伊春市公安局带着石东玉

案中的血衣来到人大物证技术鉴定中心，找到何家弘的

导师徐立根教授，咨询对陈旧血痕做DNA鉴定的可能

性。

后来，血迹在北京市公安局做了鉴定，给石东玉翻

了案。何家弘记得《法制日报》报道此事的大标题是

《我没有杀人》。

这是影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之一，也给何家弘的

文学创作带来了灵感——旧案再审，律师可以从冤错案

件的申诉入手，介入以前的案件，从而展开整个故事和

悬念。

就这样，何家弘化身“洪钧律师”，在小说里追查

起10年前就已审结、发生在东北农场的强奸杀人案。

用平凡的线索，推论出真凶

刑事案件的基本任务是查明“七何”——何时、

何地、何物、何人、何事、如何、为何。最重要的两点

是何人和何事。

“整个侦查工作最可能知道的是何时、何地，我们

再从作案工具和遗留物入手，查明究竟是什么人干了什

么事儿。”何家弘认为，“设计侦探推理小说也是这么

一个逻辑”。

在侦探小说里，最常见的悬念设置就是“何人

”——究竟是谁干的？

在何家弘的第一部小说里，很多读者都猜想，当年

失踪的年轻人肖雄很可能是真凶。这是何家弘给读者设

置的一个障眼法。

“你要想办法诱导读者！让读者误入歧途，让他们

在读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凶手，那个人也可能是凶

手。”

读者最想知道的是谁是真正的凶手。但那些有明显

嫌疑的人，最后可能都不是真凶。

“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设计的，一共有10个嫌疑

人，人人都有作案的可能性和线索

，究竟是谁呢？作者会一个一个地

排除，最后线索铺开，水落石出。

这也是阅读侦探小说的一个乐趣。

”

何家弘说，对于真正的凶手，

小说里会有很多“伏笔”，这些

“伏笔”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但

必须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告诉读者。

小说家最后会通过这些伏笔，

有理有据、合情合规地把凶手推论

出来。

最重要的是，“用以推论的这

些信息都是已经披露给读者的，而且这个凶手也是读者

在小说里知道的人。这种在平常的细节中找出真凶的推

理，才是最成功的侦探小说”。

如果小说结局的推论用了读者不知道的信息，甚至

用一些超自然现象来解释，那就不是一本成功的侦探推

理小说，“所有的推理都需要用证据”。

何家弘认为，有些优秀侦探可以凭借丰富的经验进

行“直觉推理”，做出一些判断，甚至“猜”出谁是凶

手，“但这不属于推理”。

何家弘调侃柯南·道尔，“也许是江郎才尽了”，

因此到了后期，他让福尔摩斯用直觉的判断来推进情节

甚至破案。

侦探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习惯，何家弘总结了它的

两个特点：

一个是逆向性，一个是博弈性。

逆向性就是逆向思维。人们在生活中一般习惯于顺

向思维，按时间顺序或者因果关系思考：这件事会引发

什么事，有什么后果，我应该怎么办，等等。

逆向思维则相反，他看到这个结果，就会去分析是

什么事引发这件事，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有哪些，当事

人又是怎么做的——从结果去分析原因。

这种思维在文艺及影视作品中经常得到夸张的表达

。何家弘举例，电影中经常有这样的镜头——侦探来到

案发现场，看到墙上的刀痕、地上的血迹、被打破的玻

璃杯，就会通过想象还原整个打杀的场面。

何家弘把这个过程称为“重建”，而重建的基础是

证据。“因为侦查人员没有办法在现场目睹事件发生的

场景，这件事可能发生在一天前、十天前、一年前甚至

十年前，他只能通过证据来还原事件的原本面貌，这就

是逆向思维”。

研究历史也有逆向思维，比如研究万里长城是谁建

的，也要收集证据——通过各种历史资料和现场资料，

反推长城是谁建造的、怎么建造的。

侦探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对抗性或博弈性。

科学家做研究，只要跟自己较劲就可以，侦探办案

，需要与想象中的对手博弈。科学家设定一个目标，比

如研究DNA，收集足够的资料，就能得出推论。

但侦探办案具有对抗性，你的推论正确与否，不完

全取决于你自己，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对手。

这就像下棋，你能不能赢，很大程度决定于你的对

手怎么走。你首先要判断他会怎么做，要多看三步棋、

五步棋，根据他的棋路来决定你怎么走。

何家弘举例，侦查人员追捕逃犯，来到一个分叉路

口，一条路通往崎岖的山里，一条路通向人多的城市。

侦查人员决定选哪条路，取决于对逃犯动向的预判。

这个时候，侦查人员就要换位思考，推断逃犯会怎

么选。

另外，犯罪分子在作案时会采取反侦查措施，侦查

人员要善于识别那些高智商罪犯设下的圈套和假线索。

何家弘说：“作案分子是高智商的，侦探也得是高

智商的。棋逢对手，故事才好看。”

中国历史上没有侦探小说这一门类。我们能找到的

最接近这一门类的小说是《包公案》《狄公案》等，何

家弘觉得，这些小说更像武侠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

何家弘对比过这两种小说的形态：看武侠小说时，

读者只需照单全收，接受作者讲的就可以了。

看侦探小说需要推理，需要读者的智力投入，有更

多的参与感。

读者要跟主角一起思考凶手究竟是谁，在小说里寻

找各种线索，参与破案，看看自己的破案结果跟书里讲

的是不是一样。

“侦探小说对读者的文化水平要求比较高。大学校

园里流行杀人游戏。在这种烧脑的游戏里获胜，参与者

会有成就感，所以很多大学生乐此不疲。”

何家弘开玩笑说，现在年轻人的智商越来越高，对

小说作家智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也有共同点，那就是“惩恶扬

善”。但何家弘发现两种小说“惩恶扬善”的理念取向

不同。

武侠小说通过打打杀杀来惩恶扬善，它是不讲法治

的。武侠人物无法无天，谁的武功高强谁说了算；人与

人之间主要靠义气来维持关系，不必遵守社会的法律行

为规范。

侦探小说则不同，侦探小说通过智力对抗来惩恶扬

善，强调最终要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这也是我所倡导的，青少年应该多读侦探小说。

”何家弘说，“武侠小说会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负面影

响，在很多实际案例中，不少青少年犯罪就是对武侠小

说的模仿，有的孩子还专门去练武功，组成抢劫犯罪团

伙。”

1995年起，何家弘连续创作了五部侦探小说，后

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法国还成为畅销书。

何家弘曾经总结过自己的五部小说：刚开始的《血

之罪》《性之罪》是以文学切入法学，后来的《X之罪

》《无罪谋杀》《无罪贪官》是从法学切入文学。

与纯粹的小说家相比，何家弘的特点在于，把更多

专业的法学知识融入小说。何家弘写的侦探小说，都有

一个法学的主题。

“设置悬念只是一个技巧，纯粹的设套与解套，容

易玩成猜谜游戏，那就太简单了。”何家弘说，“我要

写人，写现实社会中的人生和人性，写现实中国的社会

痛点，这才有分量。”这是一个法学家对现实主义的尊

重。

正是这种尊重，使何家弘的小说在法国进入畅销书

排行榜。

《光明日报》报道称，何家弘是“中国小说走出去

的黑马”。何家弘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与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莫言一起畅谈文学创作。

不过何家弘很谦虚。“并不是因为我写的小说有多

好，作为业余爱好者，我的作品水平很一般。它能成为

畅销书，是因为欧洲人喜欢侦探小说这个品类，他们叫

犯罪小说、黑色小说。而我恰好是法学专家，欧洲人认

为我写得更专业。”

何家弘说，“我的小说不是单纯的猜谜游戏，而是

在写中国的社会，这点最重要。欧洲人觉得通过小说可

以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司法制度，而且他们认为

我写的故事具有可信度。”

一个法学家写小说也会有缺点——学术训练会限

制作家的想象力。“文学创作需要有想象力，创作时需

要天马行空。我太熟悉我国的司法实务了，只要跟司法

实践违反的，我就写不下去，因为我觉得不真实。”

2019年秋，人大法学楼的办公室里，当何家弘谈

起20多年前这些作品时，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他曾经下乡

的农场。

读者见面会上，对主角洪钧律师的爱情结局有两种

对立的看法：一派支持洪钧跟初恋的老同学走进洞房，

一派支持洪钧跟现在的助手宋佳终成眷属。

如今，忙碌于法学研究的何家弘再也无法抽出大段

时间创作新小说，洪律师探案集挖下的坑，是何家弘给

读者留下的最大悬念。

侦探小说，高智商者的烧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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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黃瑞禮、李靜芳
報導】以 「四十重聚，疫見真情」
為主軸的台灣大學畢業40年校友重
聚，2020年11月15日在台北的母校
校園體育館，緊接著校慶大會之後
隆重舉行，將近六百位校友和師長
們，齊聚一堂，回顧44年前那張泛
黃的錄取榜單，打開那個塵封已久
的同窗記憶，暢敍那段各奔前程的
酸甜苦辣，傾聽母校繼往開來的百
年願景，場面盛大，氣氛溫馨。熱
情的校友們更踴躍捐獻給 「台大創
校百年願景基金」，一個晚上就籌
到了新台幣32萬元，為這項40重聚
盛會劃下了圓滿的句點。

今年適逢新冠病毒來襲，疫情肆
虐全球各地。40重聚的活動，面臨
風雨飄搖不定的挑戰，所幸，活動
總召集人洪肇勳（森林系）率領團
隊，從年初開始籌備，夙夜匪懈，
排除萬難；加上台灣深受世界矚目
的疫情管控成效的加持，讓這項盛
會可以如期舉行。美中不足的是，
眾多的海外校友受到疫情影響，難
以返回母校共襄盛舉，預計出席人
數也因此而減半。不過，在疫情持
續籠罩之下，還有這麼多台灣本地
的校友參加，就如同這次聚會的
slogan 「疫見真情」，展現同窗之誼
的真情，誠屬難能可貴。

15 日下午 4 點，會場準時開放，
40 重聚的旌旗四處飄揚，紅毯迎
賓，校友魚貫到達，每個人都按照
防疫規定量額溫，並作實名登錄才
進場，這樣的體驗，在這一生當中
是 「空前的」，但願也是 「絕後
的」。

進入會場，由當年國樂社成員組
成的國樂團，現場演奏，琴音悠揚
繞樑。校友們在柔美樂聲陪伴下，
直奔各自的 「家」，也就是預先按
系排定的桌次。歡笑聲，此起彼
落；驚訝聲，也穿插不斷。歡的、
笑的是同學久別重聚，不亦快哉！
驚的、訝的是40年不見的同學，此
時此刻卻有 「相見不相識」的感
觸，更糗大的是，有的一時還叫不
出名字來呢！這個場景，不禁讓人
想起小時候背的那首賀知章的古
詩：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
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
從何處來」，只要把 「兒童」換成

「同學」，似乎是40重聚蠻貼切的
寫照。

「童年」和 「外婆的澎湖灣」這
兩首民歌，把校園民歌堀起年代的
校友們的靈魂，喚回來了！大家跟
著台上的主辦團隊成員，賣力唱
和，唱出塵封的記憶，舞動不滅的
青春，那一波波盪氣迴腸的歌聲，
猛力拉開了40重聚的帷幕。楊維敏
（中文系）和吳哲生（商學系）兩
位校友，以 「素人」主持人自居的
台風，佈達了期盼40年的那一刻的
到來。

總召洪肇勳開場白，熱烈歡迎校
友們 「疫見真情」地踴躍參與，共
襄盛舉。他回憶說，年初他號召了
策劃 30 重聚的班底，再度披掛上
陣，為舉辦40重聚效力，跟新冠疫
情直球對決，過程中，要辦？不
辦？一直懸念，不斷拉扯。但是，
歷經 60 多位系聯絡人多次會議之
後，眾志成城，克服萬難，終於，
不負眾望地如期把40重聚盛會擺在
校友們的面前。對於籌備會成員和
系聯絡人的辛勞，他表達了萬分的
謝意，現場的校友們也報以熱烈的
掌聲，給予感謝和肯定。洪肇勳也
特別感謝了校友中心執行長劉寧，
以及校友達人林莉學姐的多方協
助，不但把這一屆的聚會辦好，而
且把寶貴的經驗傳承給下一屆。

無法趕回母校參加重聚的海外校
友，用一顆顆 「真誠火熱」的心，
錄製了影音視頻，在大會中播放，
向 同 學 們 報 平 安 ， 送 祝 福 ， 他
（她）們聲聲呼喚著： 「老同學，
老同學，你們就是我們這群海外遊
子的家人了！」道盡了歷久彌新，
天長地久的同學情。除了會中播放
的美西加州地區和美南休士頓地區

校友影音之外，當年的一代
會主席和代聯會主席、現在
旅居美國華府的陳繼亮，以
及本報總裁、旅居芝加哥的
政治系校友李著華，都錄製
了影音預祝大會成功，並祝
福同學們 「身體健康，延年
益壽，兒孫滿堂」，10年後
大家再相見。

「台大的環境鬱鬱蔥蔥，
台大的氣象勃勃蓬蓬，遠望
那玉山突出雲表，正象徵我
們目標的高崇；近看蜿蜒的

淡水，他不捨晝夜地流動，正顯示
我們百折不撓的作風；這百折不撓
的作風，定使我們一切事業都成
功。」隨著音樂響起，大家緊盯著
銀幕，使勁地唱出這簡短83個字的
校歌，椰林大道的蓬勃氣象，跟著
歌聲在每個人的腦海裡綻放。

校長管中閔帶著治校團隊出席了

盛會。他藉這個機會向校友們說明
了他的 「台大創校百年願景」，從
人才培育、研究提升、教學精進，
到國際鏈接，勾畫出台大持續進
步，邁向國際化未來大學的藍圖，
並誠心邀請校友們為這個願景奉獻
一份心力。接著，他邀請全體與會
的校務團隊成員上台，舉杯向校友

和師長們獻上誠摯的祝福。
針對外界有關台大改變校徽的傳

言，管校長也在會中鄭重澄清說，
台大新發表的形象識別，是作為行
銷母校，進軍國際的全球形象策略
之用，形象識別本身絕對不是新的
校徽。他強調，校徽、傅鐘、傅
園，這些都代表母校的文化資產，
不會改變。

10 位旅居美國和澳洲的校友，突
破了新冠疫情的難關，趕回台灣並
通過嚴格的14天檢疫後，參加了40
重聚盛會。總召洪肇勳說，這些校
友是 「冒著生命危險」趕回來，而
且都經過驗證安全無虞才准出席，
因此，籌備會特別設計了 「遠距
獎」給予頒獎嘉勉，他（她）們分
別是來自美國加州的伍芬鴻（復
健）、翁朝宏（電機）、陳鈺（社
會）、楊藍貞（經濟），美國德州
的朱佩珊（經濟），美國密西根州

的劉福麟（夜外），美國華府的黃
瑞禮（政治）、薛安（外文）、柴
寧（外文），以及來自澳洲的胡小
蘋（外文）。

拍照留念，當然是校友重聚的重
頭戲，同學們難得見一面，必須把
握同框的機會。除了大會安排的各
個系友合照之外，同學們也在會場

裡到處 「拉幫結派」，像當年的社
團死黨，高中校友，甚至於還有小
學校友，都忙著拉攏合照，一張照
片，一份關懷，一生留念。

為了讓校友們留下一個獨特的回
憶，籌備會用盡巧思，在大合照的
時候，讓大家戴上事先準備好的彩
色口罩，記錄下這個前無古人的歷
史性鏡頭！

40 重聚的壓軸好戲登場了！那就
是摸彩抽獎。為了鼓勵校友回饋母
校，凡捐款台幣五百元，都可以拿
到一張抽獎券，第一特獎是剛上
市，價值高達 4 萬元台幣的 iPhone
12 Pro,另外還有很多精美實用的獎
品，在重賞之下，校友們踴躍購
券，累積的捐款也跟著節節爬升。
當第一特獎抽出之後，籌備會就信
心滿滿地把原來就製作好一大張新
台幣 88,888 元的支票，獻給校長，
祝福母校百年願景好運達標。但好
戲還在後頭，經過第二輪抽獎，捐
款突破原定目標，飇到了13萬元，
後台工作人員把原來的支票數字更
改換新了！

趁著現場高潮迭起的時候，總召
洪肇勳把今年重聚主題 「懷故敍
新，疫見真情」的墨寶拿出來，當
場競標義賣，從五千、六千一路喊
上去。說時遲，那時快，從人群中
有一人跳出來高喊： 「五萬」！頓
時，全場歡聲雷動，熱烈鼓掌請他
上台，原來，他就是復健系的校
友、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
黃勝堅。現場再度清點善款，洪總
召當機立斷，加碼湊足20萬元，當
場再把支票數字改寫並獻給母校。
事後，負責財務的會計系校友黃金
澤會計師於11月29日在總結會議中
提出結算報告，捐款總數衝到了新
台幣319,143元，為今年的40重聚劃
下一個精彩圓滿的句點。

總召洪肇勳表示，這是校友們為
台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略盡棉薄之
力，拋磚引玉，希望校友們未來能
繼續支持母校。他在第10次工作會
議，也是總結會議中，再度感謝團
隊成員們的犧牲奉獻和團結合作，
讓這次的40重聚 「功德圓滿」，他
也期待大家好好保養身體，10 年
後，50重聚再見！

台大人 「疫見真情」 B65<四十重聚>順利圓滿
校友踴躍捐輸力挺 「台大創校百年願景」

校長管中閔向校友們說明 「台大創校百年
願景」 的治校理念和作法

今年40重聚的時空很特別，中文系文豪楊維敏（右一）想出了 「懷故
敍新，疫見真情」 這八個字作為主題，非常貼切寫實；知名書法家潘
淑梅學妹（左二）拔 「筆」 相助，寫出了這幅歷史性的墨寶，總召洪
肇勳（左一）開標義賣，引來了大善人黃勝堅（右二）以五萬元台幣
「義買」 ，善款捐給 「台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 ，贏得滿堂喝采！

當年的錄取榜單當年的錄取榜單
複製到牆上複製到牆上，，讓讓
校友回顧校友回顧

主持人楊維敏主持人楊維敏（（中文中文））
和吳哲生和吳哲生（（商學商學）） 校長管中閔校長管中閔（（右六右六））和總召和總召

洪肇勳洪肇勳（（左一左一））頒獎給美國頒獎給美國
和澳洲趕回參加的和澳洲趕回參加的1010位校友位校友

籌備會總召集人籌備會總召集人
洪肇勳洪肇勳((森林系森林系)) 籌備會成員和各系聯絡人合唱籌備會成員和各系聯絡人合唱 「「友情友情」」 獻給全體同學獻給全體同學

上圖上圖：：法律系系友大陣仗出席法律系系友大陣仗出席
右圖右圖：：社團社團 「「七嘴八舌七嘴八舌」」 重聚樂歡天重聚樂歡天
下圖下圖：：陣容龐大的北一女校友陣容龐大的北一女校友

摸彩抽獎幸運中獎人摸彩抽獎幸運中獎人 全體大合照全體大合照

幕後功臣幕後功臣：：籌備工作人員開了籌備工作人員開了1010次次,,會議會議

本報總裁李著華本報總裁李著華（（政治系政治系））
錄製視屏祝福同學錄製視屏祝福同學

總召洪肇勳總召洪肇勳((中中))率志工隊隊友給大家率志工隊隊友給大家 「「愛的鼓勵愛的鼓勵」」 出席的政治系友合影出席的政治系友合影

文文：：黃瑞禮黃瑞禮、、李靜芳李靜芳
圖圖：：取材自取材自20202020台大四十重聚官網台大四十重聚官網
http://http://19801980.ntureunion.tw/.ntureunio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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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北京時間十二月一日晚十一時
十一分，嫦娥五號探測器成功着陸
在月球正面的預選着陸區，並傳回
着陸影像圖。二日四時五十三分，
“嫦五”着陸器和上升器組合體完
成了月球鑽取採樣及封裝，目前正
進行表取採樣，其後將把月球樣品
送回地球。

嫦娥五號是我國探月工程“繞
、落、回”三步走的收官之戰，將
實現我國首次月球無人採樣返回任
務。中國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于登
雲用四個“首次”來形容“嫦五”
任務：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動採樣，
首次從月面起飛，首次在月球軌道
上進行無人交會對接，首次帶月壤
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過去，蘇聯也曾進行過月球無
人採樣返回，但沒有使用交會對接

的方式，以致每次採集的樣品大概
是百克量級。美國實施阿波羅載人
探月，用人手採樣，六次載人探月
任務共採集到三百八十多公斤月球
樣品。“嫦五”將採集約兩公斤樣
品，以無人的方式來實施，比有人
的要複雜得多。

“嫦五”探測器由四部分組成
，從上到下分別是上升器、着陸器
、返回器和軌道器。上升器將攜帶
月面上採集到的樣品，從月球表面
起飛，然後進入環月軌道，與軌返
組合體交會對接，再由返回器將樣
品送返地球。如果任務成功，它將
取回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和
蘇聯進行月球探測任務以後的第一
批月球物質。

地月之間平均單程距離約為
卅八萬公里，走一個來回將近八十

萬公里。要走這麼遠，難度這麼大
，只為取得兩公斤月球樣品，是否
值得？答案是肯定的。科學家們認
為，嫦娥五號樣本可以填補科學家
對月球火山活動理解上的一個重要
空白。之前美國和蘇聯的月球任務
所獲得的岩石表明，月球上的火山
活動在卅五億年前達到頂峰，然後
減弱並停止。但通過對月球表面的
觀測發現，某些區域可能含有最近
十至二十億年前才形成的火山熔岩
。如果嫦娥五號的樣品能證實這段
時間月球火山仍在活動，那麼將改
寫月球的歷史。

另外，“嫦五”對月球鑽取採
樣，也為中國建設月球科研基地奠
定基礎，因為未來建造月球基地會
使用到無人鑽挖等技術。

從二○○七年嫦娥一號完成繞

月探測，到二○一○年嫦娥二號成
功發射，獲得國際最高的七米分辨
率全月圖和月球虹灣地區一點五米
高分辨率局部影像圖；到二○一三
年嫦娥三號成功落月並開展月面巡
視勘察；再到去年，嫦娥四號探測
器成功着陸在月球背面，至今嫦娥
五號任務的實施，中華民族千年奔
月夢想不僅已經實現，也為世界科
學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星辰大海，探索永不止步。中
國探索太空，實乃造福人類，後續
，中國將深入開展探月工程，計劃
在月球南極建設月球科研站，在不
久的將來把中國人送上月球。中國
還準備實施火星、小行星以及整個
太陽系邊際探測任務。中國的征空
雄心，將有助人類了解宇宙奧秘，
和平利用太空。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中國中國 上天下海上天下海 造福人類造福人類 楊楚楓楊楚楓

西北修車廠西北修車廠，，從引擎從引擎、、電機到鈑金電機到鈑金、、噴漆噴漆
一流技術一流技術，，一流服務一流服務，，保證質量保證質量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休士頓西南區百利大道與El-
dridge Pkwy 交口上的 「西北修車廠」 是一家近期由華人收
購、經營的修車廠。該修車場在當地十分著名，有二十多年
歷史，待人親切，服務周到，生意鼎盛，無時無刻皆有修車
者駛入，一流的技術，一流服務，保證質量，每位修車者皆
滿意而歸。

「西北修車廠」 也是少數兼具 「引擎、電機部」 及 「鈑
金、噴漆部」 的全方位服務的修車廠。精通鈑金及噴漆、電
腦四輪定位，並精通保險理賠，價格合理，另有拖車服務，
您只要一通電話，立即服務到家。

「西北修車廠」 的 「引擎、電機部」 也深具口碑，好評

。除了推出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外，服務的範圍還包括：引
擎、變速箱的更換或修理，剎車系統，化油器系統，冷暖氣
，汽車電路... 等等。

「西北修車廠」 還高價收購事故車，二手車。該廠內所
有成員精通國、粵語、英語和越南話，來這裡修車，應無任
何語言問題。 「西北修車廠」 營業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
午8:30 至下午6:00, 周六為上午8:30 至下午3:00

「西北修車廠」 （Northwest Imports Auto Part Auto Re-
pair & Body Shop )的地址：7000 Eldridge Pkwy Houston ,TX
77083 (Corner Bellaire & Eldridge )(玉佛寺往西二條街 ）電話
：281-530-0923，Cell: 832-607-2188 （國、粵、英語）

圖為圖為Eldridge PkwyEldridge Pkwy 與百利大道交口上與百利大道交口上（（玉佛寺以西二條街玉佛寺以西二條街））的的
「「西北修車廠西北修車廠」」 外觀外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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