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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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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 (華語)
832-930-2788 (越語)
luke8327792838@gmail.com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kim8329302788@gmail.com

马上要开课啦!
网络课程

与老师互动，线上实时教学
密集的英语课程
学习英语的七大元素
会话 - 听力 - 拼写 - 写作
单词 - 文法 - 阅读

请致电!

(832) 242-9099

网址:

www.ict.edu/cn/

三个校区:

Southwest Houston
2950 S. Gessner

Located Near Chinatown

North Houston
16801 Greenspoint
Park Drive
Pasadena
213 W. Southmore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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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国际電視 15
15..3《三個女人一臺戲
三個女人一臺戲》
》
本周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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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嘉賓為美南新聞記者
肖永群和夢琪，她們倆新開壹
個電視節目《休斯頓去哪玩》
，每周三播出，本期話題就是
休斯頓去哪玩。請今晚 2021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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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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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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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看天下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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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

非馬雙語詩

小草
小草不禁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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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那一年﹐
那一年
﹐歷史在為我們哭泣

才閉上疲敝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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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創歷史的2020庚子年
(6之4)
那些值得回顧與省思的往事

LITTLE GRASS
不讓它跟著大家一起跑

又被一批倉皇逃難的腳踩醒 母親大地死死抱住自己的腳 是愛﹖是慈悲﹖或竟是

自私的無奈 awakened by another herd of refugees

but Mother Earth clutched its feet
the grass became panic and wanted to join and would not let go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which made it wonder
was she trying to show love, mercy,

or simply selfish des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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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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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註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民法上認
為應該將美國作為永久居住地,通常在美
國境外的時間不能超過六個月。如果綠
卡持有者有可能在境外停留超過六個月,
最好要申請有效期為兩年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外形很像護照，壹般兩年有
效。第二次申請通常壹年有效。九壹壹
以後，美國出入境管理處對出境超過三
個月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詢出境事由。
但持有白皮書壹般不會被問詢,入關過程
相對順利。
根據美國移民局於 2008 年 3 月 5 日
公布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規定：
凡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
必須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生物信息提取
程序，以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行背景調
查。移民局強烈建議申請人在出國之前
完成此程序。申請人應該至少提前兩到
三個月提出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申
請。有特殊情形須加速申請回美證的申
請人，需提出充足的理由和相關證明文
件，並提供預付郵資的快遞回郵信封。
移民法還要求在遞交回美證的時候，申
請人必須在美國境內。
證明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國超過六
個 月, 但 是 來 不 及 申 請 回 美 證 (Reentry
Permit)的人士,則需要準備相關的證明
文件:
1. 證明親屬關系紐帶：有家人或親
屬定居在美國的證明。 如配偶的工作證
明,報稅證明,子女在美國的上學證明,成
績單，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美國
的雇主證明，美國生意的執照等，報稅
紀錄等。如果離開美國的理由是被美國
公司派到海外，公司的證明信件和薪水
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產所
有權證書，房屋貸款證明，銀行流水，
信用卡使用紀錄，會員證，車輛的所有
權證明，車輛保險，房屋保險，健康保
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的與
動機：如離境半年以上，是否有回美證
。是否有任何證據證明此次長期離境的
特殊理由。例如，自身有疾病，照顧生
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外居住超
過壹年，又沒有有效的回美證，怎樣才
能返回美國？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國駐
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證明
的原件。
2. 壹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明逾
期逗留的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的原
因的證明材料。例如，如果因健康的問
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需提供所有相關的
醫療記錄，例如病歷、醫院證明等。所
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如果是因直
系親屬健康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須提
供該親屬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和親屬關
系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安排與申
請人面談。這壹輪的面談只是決定是否
符合申請回美簽證的要求。如果領事決
定符合資格，大使館或領事館會寄壹個
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接下來需要等
待第二輪的面談。領事將在面談並審閱
遞交的所有材料後做出決定。在兩輪面
談中，都必須有證據證明逾期逗留是因
為返美受阻於無法控制的特別情況。
最新移民消息
1. 2020 年 12 月，美國已有三個
法院宣布，因為勞工部違反了行政程序
法關於頒布新政策前必須公示的規定，
新政策被判定無效。2020 年 10 月 8 日
，美國勞工部發布新政策，大幅提高在
美 H-1B 簽證申請人的薪資要求。美國
雇主必須書面承諾支付外籍員工比以前
高出很多的薪水。這將嚴重打擊美國雇
主雇用 H-1B 員工的意願。
2. 最近美國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急
劇增加，加上新冠期間為了保護移民局
工作人員健康安全而導致的人員減少，
使得發放收據的時間大大延遲。甚至出
現了申請遞交之後兩個多月還沒有收到
收據的情況。通常移民局在收到申請後
，會初步審核壹下申請文件。 如果正確
提交了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壹
般會在 30 天內收到書面的收據通知。
如果您交的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
不完整或不正確，會收到退件通知，被
視為沒有按時正確的遞交申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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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
事館在 7 月下旬突然關閉，原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事館的事務由位於美國首都華
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接管。認證程序
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主要體
現在：第壹，以前委托書只需要三級認
證：公證-州政府-休斯敦總領館。大使
館增加了美國國務院的認證要求。第二
，以前三級認證的文件內容可以是中文
，現在美國國務院要求所有文件必須有
中英文。第三，因為疫情的原因，美國
國務院不對公眾開放，辦理認證的時間
需要長達三個月。第四，大使館不接受
郵寄辦理認證。第五，因為疫情的原因
，大使館現在不對公眾開放。有緊急情
況需要先郵件聯系說明緊急事由，預約
成功才能辦理。
5. 4 月 22 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正
式簽署移民暫停法案。法案主要內容包
括：美國暫停發放以下移民簽證六十天
：抽簽移民簽證；職業移民簽證；公民
申請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移民簽證；綠卡
申請配偶和孩子的移民簽證。6 月 22 日
周壹下午，川普總統再次簽發總統令，
主要包含以下內容：四月份簽發的總統
移民禁令延長到年底；暫停境外的 H1B
、H4、L1、L2、J1、J2 簽證的發放；
要求制定法規使 H1B、EB2、EB3 的申
請不影響美國工人；境內 H1B、H4、
L1、L2、J1、J2 的延期和雇主轉換暫
時不受影響；護照上有相關有效簽證者
和持有回美證的人士不受影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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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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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綠卡申請人，增加了
I-944 表的要求。
8. 川普總統任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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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治庇護和難民入境美
國和獲得綠卡，也都設置了更高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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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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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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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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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余生，别和自己过不去，一切随缘

世事苍茫，岁月无常。有幸来这人世走一遭，
平安喜乐，便是最好的状态。
老话常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
求”。
年轻时，陷入爱情的男男女女，总是容易失去
理智思考的能力，以为爱上了就一定要拥有。
可这世上有千千万万种事情，唯独感情不讲道
理。
若是两情相悦，自是皆大欢喜。可就只怕一方
用情至深，另一方却无动于衷。
两颗心的碰撞并没有产生爱情的火花，再多的
努力也只是付诸东流。
但偏偏有人强求，一天不行就两天，一个月不
行就两个月，一年不行就两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穷追不舍。
总以为时间可以打动对方的心，以为时间可以
给这段感情改写一个圆满的结局。
然而，缘分是可遇不可求的，时间可以让人产
生依赖，却不能勉强两个不合适的人在一起。

如果命中注定不是对的人，即使短暂的在一起
后，依旧要面临分离的结局。
那些你曾付诸炽热感情的时光，不过都是自我
安慰罢了，短暂的欢愉之后，终究还是要一个人承
受失去的痛苦。
每多一天，自己受到的伤害也就多一分。妄图
以此麻痹自己，可到最后才发现，你所走过的日日
夜夜，是对自己一遍又一遍的折磨。
其实，得失乃人生常态。
你这一生中，注定属于你的东西，即使曾经失
去过，兜兜转转，最后也会回到你的身边；若不是
你的，即使你百般强求，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
这一生，别和自己过不去，将一切看轻看淡，
得不到的爱就一切随缘吧。
如此，方能心安。
分合乃人生不可避免之常事。
有心之人，驻足长留，伴你走过余生之路；无
心之人，拂一拂衣袖，扬长而去。

其间缘起缘灭，皆为宿命，不可强求，也强求
不来。
过去已不可挽回，未来还未到来，不必过分惋
惜过去，不必过分忧虑未来。
保持一颗平常心，不强求，不勉强，一切随缘
，方得自在。
在岁月的长流里，好好体会这漫长旅途，放过
对方，也放过自己。
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你早晚会明白，在这个偌大的人世间，你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千万别和自己过不去。
繁华尘世，人总是容易被各种欲望蒙蔽双眼，
走上无可救药的不归路。
欲望一旦在心中萌芽，很快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若是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对自己加以管制，欲
望的大树便会生出恶的花，吸引着你走向不正之路
。
若是陷入欲望的圈套中，只会身不由己，言不
由衷，永永远远放入面临没有止境的黑夜和苦痛。

欲望本身无对错，是因为人的贪念让欲望变了
本性，生出邪恶之花。
坠入欲望的沼泽，人会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
拔，只能一辈子都呆在深渊之中。
放下对欲望无止境的追求，修一颗豁达平常的
心吧。
看淡凡世俗尘，控制好自己内心生出的贪念，
心自然宁静了。
一颗宁静的心，得以时间的洗涤，才能拥有更
广阔的世界。
人活一世，皆有不可言说之心事。
心事一天天累积，若是不能及时放下心事，心
事便变成了烦恼，烦恼一多，生活就会苦闷。
日子还在一天天的过，人却跟着愈发郁郁寡欢
。一个满脑愁绪，终日悲观厌世之人，又该如何过
好这一生呢？
抓着那些本该放下的事情，一遍又一遍的折磨
自己。最终受伤的永远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细细想来，人生的好与不好，开心还是难过，
成功或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人生本身，而是取决于
自己。
就像张爱玲说过的那样：你笑，全世界都陪你
笑。你哭，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哭。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感同身受
。
没有人会知道你生活的全部，没有人会感受你
的所有感受，没有人会真的愿意承担你所有的悲伤
。
更多的时候，大家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适时
的安慰你，鼓励你，企图以此减少你所受到的苦难
，引领你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但也不乏“奇人”，他们不仅不会对你伸出一
只援助的手，反而会冷眼旁观，恶意嘲讽。
你的所有不快乐，你的这一切不好的经历，只
不过是他们平淡无聊的生活中的一点笑料，或者是
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时光荏苒，他们还是他们，可你是否还是你？
人生很长，生活很难。
生活的每一天都像是在抽盲盒，不知道会是惊
喜还是惊吓。
但不论何种，都应时刻铭记，人生只有一次，
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既然如此，何不放平心态，顺其自然，过好当
下。
正视自己内心的欲望，不让欲望生出贪念；永
远保持一颗纯洁，理智的心；看淡得失，不卑不亢
，不骄不躁。
放下那些应该放下的事，跟自己和解，不让自
己成为别人的笑料。
人生漫长，路途遥远。不为难自己，好好爱自
己，往后余生，别和自己过不去，顺其自然。

二婚夫妻，若能在 2 件事上让一让，就能
相伴到老
有人说：半路夫妻，永远是“贼”
。
这话听上去是有些难听，但确确实
实道出了二婚家庭的难处。
二婚夫妻能否把日子过好，这往往
取决于双方。
当然，生活中有二婚过的幸福的，
但也有二婚过的不幸福的，下面我们就
来探讨一下，二婚夫妻为什么难以幸福
的原因。
先来看一个案例。
王婷和老公都是二婚，结婚后，老
公和前妻的儿子跟着他们一起生活，王
婷的女儿跟着前夫。
刚结婚时，王婷的老公就和她说好
了，以后他们各花各的钱，也不让她过
问他工资多少，都用在哪里了。
按照老公的要求，王婷的钱就用在
平时生活花费方面，老公负责他们每月
3000 元的房贷，另外家里需要添置的东
西也归老公管。
再婚最初的那几年，王婷和老公、
继子相处的还算可以，虽然在钱方面不
够透明，但是王婷觉得，只要能一家和
和睦睦的就好，钱不钱的也不重要。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王婷
对这段婚姻彻底失去了信心。
在一次单位体检时，王婷查出某个
部位有个瘤，医生说虽然是良性的，但
最好手术治疗。
她回到家和老公说了这件事，没想
到老公竟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良
性的干吗非要手术，吃点药不就行了吗
？没必要去做手术。”
老公始终不同意她做手术，也不愿
出钱给她做手术。无奈之下，她就从朋
友那里凑了一些，但还差 3000 元，她就
拿了老公放在抽屉里的钱。
第二天，她刚到医院办好住院手续
，老公就铁青着脸到医院找到了她，当
着那么多人的面，老公虽然没有大声嚷
嚷，但却很明确地和她说，这 3000 元钱
后面必须要还他。
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婚姻吗？自己最
亲近的老公，竟然连朋友都不如，王婷
心里失望极了。住院的那段时间，老公
就来了那一次，还是过来和她说还钱的

事。
出院后，王婷一发工资就把 3000 元
钱还给了老公，同时递给了老公一份离
婚协议。她说，好在自己坚持没要孩子
，不然她也不会这样轻松的离婚。
从王婷二婚的经历来看，她的老公
根本就没有把她当一家人来看，不但不
在乎她的健康，还在钱方面处处提防着
她。
一个捂着自己钱袋子，心里没你的
男人，是不可能给女人带来幸福的。
不得不让人感慨，二婚的确比头婚
更难得到幸福。
其实，二婚夫妻之所以过不好，往
往输在 2 件事上，希望你能避开。
第一：在钱方面，二婚夫妻都不会
信任对方。
二婚夫妻相处时，最大的问题就是
钱，因为很少有二婚夫妻能做到，把自
己辛苦攒下的积蓄，放心交给对方来管
理。
毕竟，两人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
万一以后婚姻再有变数，这钱再想收回
来就难了。所以，多数二婚夫妻都会各
自把钱攥在手里。
就像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他二婚找
了个带孩子的女人，那个女人当初嫁给

他时，口口声声说只想跟他在一起，不
图他别的什么，就只为给孩子一个完整
的家。
结婚后，女人就变了，不仅问他要
家里的财政大权，还偷偷查他的转账记
录，看他有没有转钱给前妻和孩子。
一个想管住男人的钱，一个不想让
女人管，再加上互相不信任，夫妻经常
为了钱的事吵架，最后两人还是闹到了
离婚那一步。
朋友说，原以为二婚换了个人，会
比头婚幸福一些，可是却没想到，头婚
没有遇到的问题，二婚却出现了。
第二：孩子方面，也是二婚夫妻发
生矛盾的焦点所在。
二婚家庭一般来说，有很多都是带
着孩子再婚的，那么各自的孩子跟另一
半毕竟没有血缘关系，相处起来，难免
就会有很多的隔阂。
后妈难当，后爸也不容易，因为在
发生矛盾时，谁都会不自主地想护着自
己的孩子。所以，即使另一方做的再好
，一旦和孩子有一点矛盾，对方都会觉
得你就是在针对他的孩子。
曾经有一位读者，和我说过她二婚
后的烦恼，和老公结婚后，她对老公和
前妻的孩子视如己出，一直悉心照料。

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后，她自然要
分出一些精力去照顾，而那个孩子便时
常在爸爸面前说，后妈有了小妹妹就不
喜欢我了，对我不好等等。
老公一直觉得愧对儿子，就在自己
的儿子身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而且还给儿子买了各种保险，托人让他
上最好的小学。
看到这一切，她觉得老公的心思根
本就不在她和女儿身上，她也得为自己
和孩子做些打算才行。
就因为各自都在为自己的孩子盘算
，夫妻二人的心始终都不合，算计来算
计去，都是为了自己和自己孩子的利益
着想。
所以说，二婚夫妻，若能在 2 件事
上让一让，就能相伴到老。
婚姻不易，二婚更是不易。
二婚夫妻在一起生活，可能会比原
配夫妻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挑战。
如果二婚夫妻不能很好地去化解婚
姻中的矛盾和问题，彼此之间总是充满
着猜忌和怀疑，那你们的婚姻肯定会举
步维艰。
所以，二婚夫妻，是否能过到头，
还是要看双方能否相互信任，开诚布公
。

只要双方都能坦诚说明自己内心的
想法，并且商议出一个最稳妥的解决方
案来，对于各自的孩子，也能做到一视
同仁，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觉得，二
婚夫妻过不好也过不到白头，况且在我
们周围，确实有许多二婚失败的例子。
但不得不说的是，婚姻的失败，并
不仅仅是因为第几次婚姻，多数是夫妻
之间出了问题，最终才让一段婚姻没有
办法维持下去。
所以说，无论二婚与否，我们最重
要的还是应该学会对婚姻的经营，知道
怎么去处理婚姻中的一些问题，才能把
婚姻过好。
对于这一点，非常希望你能来看一
看《婚姻心理学》这本书。
这是一本教你真正懂得婚姻的书，
包括夫妻间的相处，婚姻的经营之法，
当两个人出现矛盾时，怎样妥善解决，
才不至于伤害到感情等等。
你在婚姻中，那些让你头疼，不知
道该怎么办的问题，多半都能在这本书
里找到答案。对于婚姻中的每一个人来
说，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愿你在读过这本书之后，也能拥有
幸福而美满的婚姻。

基督教
星期六

漫長信仰路
我出生在中國從封建王國轉變成共
和國的年代。青少年時期在短暫的「民主
與科學」的啟蒙思潮中度過。在二十世紀
三十年代，不少青年懷有天下興亡的責任
感，嚮往空想的社會主義。我也一度患過
左傾幼稚病；但在「政治」和「科學」
雙方向我招手中，興趣讓我選擇了「科
學」。
我在教會辦的中學裡唸了四年書，經
常參加星期日的禮拜和查經班。由於當時
文化基礎太淺，更缺乏人生經驗，所以得
益很少。進了大學以後，就一心為個人的
將來奮鬥和爭名奪利作準備。
然而，隨著自己科學知識的增加和
理解的深入，越來越深地領會自然規律的
整齊、和諧、美麗和複雜無比的奇妙。宇
宙如此有序，其間存在如此多，又極其準
確的巧合，決不可能是偶然和隨機的事
件。這一切使我無可推諉地承認，有一位
至真、至善、至美的上帝創造了和維持著
宇宙間這所有的一切。我在各個科學討論
會中，也遇到有相同認識並且信仰基督的
人，他們給我的啟發和幫助很大，大家互
相鼓勵。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退休了。
開始將時間和精力用在深思宇宙的究竟和
人生的意義上，重新閱讀過去不能領會的
聖經。這次情況完全不同了，我在聖經裡
找到了我需要的知識、智慧和力量；而且
每重讀一次，都得到新的啟發和教益。從
聖經這面明鏡中，我看清自己的自誇、自
私、愚蠢和醜惡，想起許多往事使我感到
愧疚和悔恨。
然而，基督信仰不是讓我沉溺在追
悔之中；而是要拋棄舊我，振奮精神，開

◎周方黎
始新的生命，並且懂得，沒有基督信仰就
不會悔改，也沒有生命。後來我的妻子和
一個女兒也歸依了主耶穌基督，我們每天
同時祈禱和讀聖經，內心有聖靈內住，並
體會聖靈的工作效應。我的身心得到了自
由，開始有充實的精神世界，享受豐富的
新生命；於是迫切地希望和別人分享建立
基督信仰的幸福。
我所接觸的人以知識份子和科學工
作者居多。曾遇到下面幾種情況：一種人
是對我所講的真道心有同感；可是礙於顏
面，害怕有失科學家的身份，只是含糊地
同意，不敢公開承認。這是長期以來科學
至上的錯誤思想難以根除的表現。另一種
是無神論或泛神論植根很深的人，他們對
於物質世界和經濟實用之外的東西一概無
興趣，聽不進「愛上帝」和「愛人如己」
的教誨，也看不進送給他們的有關信仰的
小冊子和單張。產生這種情況的根源在於
改革開放以後，人的思想雖然開始鬆綁；
然而對國內、對過去所發生的一切沒有認
真批判梳理，明辨是非。由於思想上的慣
性，人總是從他們固有的思想基礎，用頑
固的、習慣的思想方式，自以為是地去面
對新的事物，所以許多錯誤的東西還在社
會上流行。科學界通常把信仰看成至少是
落後和不科學的。不克服這種慣性就難以
接受真理，建立信仰。我回想起自己建立
信仰的道路，也是漫長而曲折的。
許多科學工作者是從大自然的極限
中認識上帝的「至真」。紀元前的希臘哲
學家柏拉圖和近代德國哲學家康德，是從
「至善」的方面認識上帝；物理學家狄拉
克和楊振寧，則是從自然規律的和諧與對
稱之美認識上帝的「至美」。一切最好的

～思牡札記～

起初，神創造男人的角色
25年前我去紐
約開角聲年會，有
機會認識郝繼華牧
師，郝牧師是目前
是紐約信心神學院的院長。
近日筆者上網收看youtube郝繼華牧
師講主題:建立敬畏神的家庭。專題(二)起
初，神創造男人的角色。茲摘錄重點與讀
者共享：
郝繼華牧師問台下的聽眾弟兄姐妹們
說：「男人是誰啊！」
漢字解說「男人」…"男"字是"田"字
加上"力"字，意思是男人在田裡賣力工
作，聖經創世記3章19節說「你(亞當)必汗
流滿面才得餬口」。
1. 神照祂自己形象造男造女，夏娃的
責任是輔助亞當，配搭，他們一同去完成
神所交給他們的使命。
2. 男人任務要帶領，引導。男人要負
更大的責任。首先被造的是男人，是指次
序。神在男人身上要成就什麼呢？華神前
林道亮院長說，神造我們男人要我們做
“王者風範得勝者”。
猶大獅子，耶穌猶大獅子是王者風範
的得勝者。作男的要有男的樣子，不要常
生氣，像女孩發脾氣。得勝者要得勝罪惡
世界，得勝自我，男人怕稱為魯蛇….
3. 個個男人都在一條成為男人的旅
程。
《男子漢養成班》
男人旅程中，從童年至西部牛仔(青少
年)，戰士，情人，君王，哲士，約需80
年，但同時會有重疊。
社會學家說:這是一個沒有父親的時
代，無人在旁指導引導他們。成長中沒有
一個父親形象，不像男人，像男孩子。父
親沒有扮演父親的角色，男孩子成長生活
片段角色多是重疊，父親離家出走，說孩
子你是一家之主了... ， 對他是嚴重傷害，
男孩子他如何去承擔，沒有成熟，沒有得
到指導，沒有榜樣，走錯方向。
《以弗所書5章22-23節》「你們作妻
子的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 會的
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主耶穌是教會的頭，教會是耶穌的妻
子( 新婦)。男人是妻子的頭，耶穌祂是教
會全體的救主，妻子的拯救者。耶穌為教
會捨己，祂用生命發揮祂頭一切功用。
丈夫是妻子的頭，男人要盡一切保護
妻子與全家，男人盡他一切提供-愛顧，安
全，引導，管理。
《提摩太前書3章5節》「人若不知道
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男人的五個要:(愛裡有責任)
1. 負起責任的重要:
對自己成長要負起責任。
《腓立比書3章12節》「這不是說，
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
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
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完全是指生命成熟，你自己要成長，

20210109 美南福音版.indd 1

成熟，突破。從最小的事開始學習，你就
長大了。
《撒母耳記上17章33-35節》
「掃羅對大衛說：『你不能去與那非
利士人戰鬥；因為你年紀太輕，他自幼就
作戰士。』」
「大衛對掃羅說：『你僕人為父親放
羊，有時來了獅子，有時來了熊，從群中
銜一隻羊羔去。」
「我就追趕它，擊打它，將羊羔從它
口中救出來。它起來要害我，我就揪著它
的鬍子，將它打死。」
大衛全力以赴，大衛17歲時，他是負
責的人。
《士師記1章6節》
參孫---心智上幼稚的人，沒有責任，
他只有一句話:I want(我要)
他只有滿足自己，沒有責任心的愛，
不是神所喜悅的。
大衛是全力以赴，負責任。男人要負
起責任，不要臨陣退縮。
2. 在挫折裡面成長:
絕對不要輕易說絕望，在失敗中站起
來。
3. 觀察好的榜樣:
留意觀察他的為人生活。
《希伯來書13章7節》「從前引導你
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
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
結局。」
4. 懂得愛人，為人付出，愛心待人，
成熟加速加倍。自私人不會進步。
5. 讓最重要的成為最重要的，建立一
生敬畏神，愛神，以基督為中心。
一生愛祂，一生敬畏祂，祂要帶領你
進入祂的豐盛。
《腓立比書2章5節》「你們當以基督
耶穌的心為心。
以基督的心為心
讓耶穌在你生命中全然掌權，做個好
男人。你要明白神造男人的角色和責任。
男人你要懂得去愛，去給。為你自己
的成長，成熟，負起責任，敬畏祂。
你愛耶穌，祂滿足你的心，願主給我
們力量，為人付出，回轉到主前。
末了，鼓勵男人要成熟 ， 要進步 。
禱告結束。

（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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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都為人類從各個方面指向創造
主。保羅也指出這個道理，他說：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
召的人。」（羅馬書八28）然而只
有一條路能夠領人靠近上帝，就是
歸信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在希臘
首府雅典傳道的經驗（見使徒行傳
第十七章），給我很大啟發。雅典
是希臘的哲學中心，也是偶像林立
的地方，保羅在那裡遇到以彼鳩羅
派和斯多亞派的哲學家們。希臘哲
學家們不信希臘神話那些仿照人
類生活製造出來的假神，但又為
找不到真神而困惑。保羅就分別用他們的
言語和他們辯論，並且從他們的認識中找
到缺口，自然地切入，講解真道，竟能在
雅典那樣由希臘神話和原始哲學統治的環
境中，爭取到不少人成為信徒。下面是一
段保羅在雅典的講道，保羅站在亞略巴古
（雅典的講堂）當中，說：
「眾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
敬畏鬼神。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
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
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
訴你們。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既
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
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
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祂從一本造
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
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
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祂離我們
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
乎祂。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
也是祂所生的。』我們既是上帝所生的，
就不當以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
所雕刻的金、銀、石。世人蒙昧無知的時
候，上帝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
都要悔改。因為祂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
祂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
祂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使徒行傳十七22至31）
保羅指出，人憑著自己的智慧不能認
識真神。他的任務是要介紹他們認識這位
創造主和祂的旨意。保羅引用他們所熟悉
的詩句，指出敬拜上帝是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
祂」這詩句引自主前六世紀克里特島的詩
人伊庇孟尼德（Epimenides）。「我們也是
祂所生的」是主前三一五至二四○年西里
西亞地的詩人阿拉塔土（Aratus）的詩句。
在那個講究階級制度的時代，保羅提
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偉大真理，宣講上帝

活在神蹟中
昔日我們家住在台灣中部，一天我路過
台中市立游泳池對面，耳中突然有聽見有一
句話說「你未來的丈夫在裡面游泳」那時我
不知所措，也不知道怎麼反應，這句話就存
在心中。
一個星期天早上我把花插好要送到二樓
會堂，卻看到一位阿兵哥從大門走進教會門
口，我請別人接待歡迎他。
聚會當中歡迎新朋友的時候，我聽到身
後有聲音介紹他自己，我回頭一看，他對我
微微一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心跳加速足足
有兩個小時。
聚會結束，大家彼此介紹認識，我的同
學硬要我加入介紹的行列，沒有想到我的同
學對著我說「周武籐，劉美，你們兩個長得
好像喔，你們有夫妻臉，說不定有一天你們
會結為夫妻。」嚇得我往外走趕緊離開，場
面尷尬，因為他是教會的姊妹介紹來的。
當時他在台中的大肚山服役，星期三放
假到日月潭划船，正巧遇到教會的姐妹們，
姐妹們介紹邀請他來台中喜信聖經學院聚
會，他本來就很渴望能夠再過教會生活，暗
暗的禱告，沒有想到主就這樣成全他的心
願，假日改成星期天。
周弟兄軍中退伍後就到台中喜信聖經學
院讀書，白天送報紙，晚上專心一意地學習
聖經，生活簡單，沒有花邊新聞，跟原來認
識的姊妹保持平淡的關係，是一個很特別的
人，對女生很尊敬但不親近。
他很喜歡兒童的工作，星期六下午他樂
意陪著姐妹們到鄉下去，保護並且當助教，
帶詩歌和遊戲，回程的時候，偶爾我們會搭
到同一輛公車回學校，然後我騎著腳踏車回
家。
二年後一次青年夏令營我們在谷關聚
會，休息時間大家都在外面聊天，而我在會
堂跪下禱告，耳中聽見主耶穌對我說：「為
妳的婚姻禱告」我說：『主啊！祢知道我
已經許了願，不結婚終身服侍祢。既然祢要
我為婚姻禱告，那我不知道怎麼禱告』主耶
穌就告訴我「韓國趙鏞基牧師為他的辦公桌
和腳踏車禱告，講清楚要什麼牌子，什麼型
號」我說『主啊！丈夫也可以訂做啊！太稀
奇了。』
我列了 17 項，第一項 : 他對主耶穌、
對婚姻終身不變節，我為了要堅持信耶穌
付了很大的代價，我希望將來的丈夫能同走
天路，一同服事主，到見主耶穌的面。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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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人人平等。他引證詩人的話，說明人類
都是真神的兒女，而他所傳的，不是外邦
神。他們，以至於全人類，都同祖同源，
出於同一位創造主。雖然世人無知，不識
祂，祂寬恕眾人，但是吩咐各處的人都要
悔改，逃避審判。保羅指出，通向上帝唯
一的道路是從死裡復活的耶穌基督。
保羅的教導使我領悟，對知識份子講
福音要用他們熟悉的言語。例如對科學工
作者，就從科學出發，引發他們從「真」
方面認識上帝的大智大能，改變他們由錯
誤的哲學所形成的舊的世界觀，明白單純
依靠政治、法律等是不足夠。信仰是社會
進步不可缺少，並且是根本的因素。我將
一些經驗寫成小冊子，送給從事科學或文
化工作的朋友，不少人讀後有所觸動。
有人誤解基督教反理性、反智慧，因
為保羅說：「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
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
（哥林多前書一22至23）其實這是錯誤了
解；因為保羅也說：「然而，在完全的人
（屬靈經歷已經長大的信徒）中，我們也
講智慧……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
上帝奧祕的智慧。」（哥林多前書二6至
7）他對歌羅西教會說：「願你們在一切
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上帝的旨
意。」（歌羅西書一9）保羅所反對的，
是以智慧和哲學等來代替基督真理；而並
非否定從理性出發的智慧和哲學，更不是
說理性是與信仰對立。哲學家們透過理性
了解一部分真理，知道無根據的宗教不可
信；但他們也不能從哲學中找到上帝，因
為上帝是超理性、超哲學的，只有耶穌基
督是真理。當我們立穩在信仰基督的基礎
上，以理性為因素的智慧和哲學才能得到
正確、有效和最好的發揮。
（文載自［中信］）

◎周劉美師母

周牧師師母歡喜事奉主耶穌。
17 項向主耶穌說明之後，沒想到周弟兄卻
走進會堂，他看見我說：「怎麼不到外面去
呀！我說我在這裡禱告。」當我們一同走出
會堂的時候有位弟兄從山坡上看見我們，就
大聲喊叫着說「喂周武籐，你如果要
結婚就要娶劉美，因為劉美有………。」當
時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在周邊，大家都非常
的安靜聆聽着。
聚會結束回到台中喜信聖經學院。這一
切所發生的事情太突然，大家碰到我都不說
什麼話，參加晩上學生聚會，台上的信息分
享「神的心意，不要怕，只要信」太意外了，
這位講員加拿大弟兄在台上指着我說。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問周弟兄：「你是
否會游泳，都在哪裡游泳」他告訴我他會游
泳，有一天他在台中市立游泳池游泳，我說
「是不是在雙十路那一家」，他說『你怎麼
會知道？』我說「我家就住在這附近，你去
過幾次？」他說『只有一次。』
今年 1 月 8 號是我與周武籐牧師結婚滿
42 年，我們同心合一服侍主耶穌 42 年，也
是一同活在神的神蹟奇事中，希望在未來的
日子裡更加的榮神益人。
編者註：周武籐牧師劉美師母目前在中
國城休士頓迎主教會，服事關懷新移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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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獲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

頒發年度人道主義精神獎

作者／劉本琦、錢美臻／休士頓報導

多

年來慈濟人會定期到休士頓「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

願定期與該院的姊妹們分

中心」(Wellsprings Village)，關懷受其庇護的婦

享《靜思語》，這項提案

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執行董事瓦萊麗·貝克漢姆（右1）
頒發獎牌給慈濟志工。攝影／蕭麗娟

很快獲得院方核准。

女；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來襲，志工除定期

2014年1月15日慈

探視，更持續捐贈市場緊缺的個人防疫用品，該院藉由頒發

濟德州分會首次開啟溫泉

慈濟人從2020年四月起，定期捐贈該院外科口罩、

為保護受該院庇護的婦女，「溫泉村」有著嚴格的訪視

村《靜思語》關懷活動，

布口罩、消毒酒精，毛毯等物資，讓院方和居住在內的

規定，不接受非家屬者探視。2013年一位原本由慈濟人關懷

自此每月第三個星期三，

婦女們能安心應對疫情。因此該院董事會決定頒贈年度

的台籍婦女，被轉介到該院暫居，該位婦女不諳英語且是院

志工都會用真誠的心與

人道主義精神獎，由執行董事瓦萊麗·貝克漢姆（Valerie

內唯一的華裔住客，考量她需要同胞的關懷，院方批准志工

該院婦女互動一小時，並為院方帶來必須的生活物資，漸漸

可入院探訪。

地慈濟志工成為該院的老朋友。有些婦女會分享自己喜愛的

「年度人道主義精神獎」肯定慈濟志工的付出。

首次獲准去探訪台籍婦女時，志工送了一本英文《靜思

《靜思語》，或與志工分享自己過往經歷來紓解心理壓力。

Beckham）代表頒獎，來榮耀慈濟人的無私奉獻。
這是一個充滿紀念意義的獎牌，這面獎牌承載了慈濟人

語》給院方經理阿蘭達·斯科特（Alanda Scott），志工梁明

2020年疫情來襲，院方因經濟衰退財務吃緊，員工全

六年來付出所獲得的肯定，也象徵著志工與社區攜手，共同

嬋歡喜地說：「就是一本《靜思語》，成了慈濟進入溫泉村

部縮減工時，能提供給該院婦女的生活物資和防疫用品也相

抵禦世紀疫情的里程碑，更是慈濟人真誠澆灌慈悲濟世種子

長期關懷的敲門磚。」阿蘭達表示很喜歡靜思語，志工提議

當有限。

所結出的善果。

慈濟人為身心障礙者
送去愛的聖誕禮物

車程滿載著愛前往甘斯

真善美志工／趙甫錡、泰瑞仆卡／佛羅里達州報導

房的患者。

維爾城。六位志工把一
袋袋禮物搬下車，這些
貼心地聖誕禮物，是要
送給慈濟人認養九棟病

在

嚴峻的疫情中，慈濟奧蘭多聯絡處志工在12月19日，

儘管志工無法像往年般，到每一棟病房發放禮物給

再度到23年來持續關懷的「甘斯維爾城塔卡查理身心

障礙中心」(Tacachale Dahlia Hospital Unit in Gainesville)

，藉由捐贈聖誕禮物為病患送上溫暖。

病患，只能把禮物交給該院社工代為發放，但是每一份禮
慈濟志工23來都為「甘斯維爾城塔卡查理身心障礙中心」的
患者準備聖誕禮物。攝影／趙甫錡

對老人院、療養院的病患來說，逢年過節家人的探訪，

物都包涵了對病患的愛與關懷，並沒有因為疫情而絲毫
減少。

是患者最期待的時刻。塔卡查理身心障礙中心患者多為心智

無論疫情多麼地嚴重，無論距離多麼的遙遠，慈濟人依

志工在心中默默為病患們祈福，希望大家能平安健康的度過

障礙者，他們即使逢年過節也少有親友探訪；今年受疫情影

舊如往年相同，藉由一年一度的禮物傳愛。12月19日志工從

這場世紀災疫，期盼明年社區再度開放時，能重見那每一張

響，該院患者更顯得淒涼孤單。

佛羅里達州奧蘭多（Orlando, FL）出發，開著二、三個小時

熟悉的臉孔。

沒有禮物的聖誕節 為休士頓低收學童準備冬衣

慈悲的飲食
文化變革

作者／劉本琦、錢美臻／休士頓報導

飽

受疫情衝擊經濟的美國低收家庭，每日苦惱於如何

慈濟人「錙銖必較」的採購物資，只為了妥善運用每一
分、每一元的善款。

餵飽家人，根本沒有心思採購聖誕禮品。顧慮到低

收家庭的學童，或許將度過沒有禮物的聖誕節，慈濟德州分

採購後志工把大衣裝入35個禮物袋中，裡面並加裝兩包

會志工12月16日特地到推動「幸福校園」項目的蘭蒂斯小學

香積飯、十個外科口罩和一本慈濟美國英文季刊，希望收到

(Landis Elementary School)，捐贈嶄新的冬衣給該校35位

禮物的孩子們在吃飽穿暖確保健康之餘，能從慈濟文宣品中

學童。

獲得心靈上的啟發。

採購前志工先透過網

五位休士頓志工在16日前往蘭蒂斯小學，該校輔導室主

路貨比三家，挑選出價格

任瑞納·薇嘉（Reyna Vega）一見到老朋友來訪，便笑著把

合理且學生們會喜愛的優

一張手工做的精緻感謝卡遞給慈濟人，並應景的贈送志工一

質冬衣；最終志工敲定至

盆喜氣洋洋的聖誕紅樹。

在新冠肺炎（COVID-19）世紀疫情的當下，
慈濟美國深刻反省催生成立「素行動聯盟」，廣邀餐
廳和蔬食產品製造商，共同推動飲食潮流2.0，讓吃
素成為方便、美味、營養、有趣的飲食選擇。讓我們
攜手，大範圍大規模推動茹素理念，為地球和人類的
永續而努力。
參與的餐廳和食品製造商僅需以素餐點為主，提
供產品折扣或優惠，即可加入「素行動聯盟」，獲得
餐廳設計和推廣優惠折扣的宣傳品。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好市多（Costco）量販

志工把禮物袋放到教學樓大廳的聖誕樹下，並委請校方

店，購買厚實耐用可雙面

把禮物轉交給需要冬衣的學生們，校方承諾將通知學生領取

的訊息，請前往：

換穿的冬季夾克。

聖誕禮物，讓孩子們接受慈濟大愛的關懷。

www.VeryVeggieMovement.org/zh

路州風災居民返家無門 休士頓志工用愛膚慰

德州分會
2021年線上

作者／劉本琦、錢美臻／休士頓報導

2

新春祈福

020年八月登陸美國的四級「蘿拉颶風」(Hurricane
Laura)，對路易斯安那州與德克薩斯州東部造成嚴重損

害，當時被撤離到德州的許多路州居民，至今仍滯留當地無

擁抱2021年，秉持證嚴法師的勉勵及祝福：

法回家。12月4日慈濟志工在休士頓，關懷遭受颶風和新冠

「大哉教育益群生，行善人間致祥和」，讓我們匯

肺炎雙重打擊的受災戶。

聚雲端參與慈濟德州分會「2021年線上新春祈福」

慈濟德州分會在感恩節前收到
路州德昆西（DeQuincy, LA）的通
報，提到一對母女因風災滯留休士
頓，亟需外界援手。巴特菲爾德女
士（Ms. Battenfield）在初步電話溝通中解說，保險公司已
停止給付旅館住宿費，保險理賠的拖車屋尚在處理中，她們
只能滯留休士頓，倚靠個人社安金和殘障福利金艱困度日。
巴特菲爾德女士的年邁母親在蘿拉颶風到的前幾週，剛
做完膝關節手術，而她本身是癲癇患者。無法開車。

德州分會志工到休士頓一所旅館關懷巴特菲爾德女士和其母
親，並仔細解說現值卡的用法。攝影／林書賢

志工準備了6包香積飯、2包香積麵、10只外科口罩、5
個布口罩、個人盥洗用品，和200美元的現值卡，在12月4日
到母女倆居住的旅館進行關懷。
面談中，志工得知巴特菲爾德尚在肺炎後的康復期，暫

，一起回顧2020年的足跡，彼此鼓勵合和互協，深
耕社區推動「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
，讓我們以諧和與虔敬的心，彼此祝福。期待與您
相見！更多活動訊息，請聯繫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電話：713-270-9988。

活動日期時間：2021年1月30日，

時無法工作，而保險公司最快要到2021年一月份，才處理她

美中時間晚間6:50至8:20。

們拖車屋的理賠案。志工把為她們準備的物資遞給她，她的

網路連結：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眼角泛出了淚光，感動地說：「這像是一份提前收到的聖誕

www.tzuchi.us/zh/houston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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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讓所有的社交活動都停止了。 2020 年 12 月 31 日，每年在此時此刻慶祝生日和年尾守歲的連續 7 年榮獲福遍最佳兒
疫情讓所有的社交活動都停止了。
科醫生的於群陶醫生、
科醫生的於群陶醫生
、Linda Cao 夫婦和愛女 Lucy 也將慶祝活動縮減到六人吃年飯
也將慶祝活動縮減到六人吃年飯，
，邀請世界名人網總編輯和總裁王福
生及陳韻梅一起為全世界的和平、
生及陳韻梅一起為全世界的和平
、健康
健康、
、祈禱
祈禱，
，希望全體的朋友都健健康康
希望全體的朋友都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
快快樂樂。
。 Linda Cao 多年來一直擔任世
界名人網顧問，
界名人網顧問
，喜歡種冬瓜
喜歡種冬瓜、
、各種茶花
各種茶花、
、杜鵑花
杜鵑花，
，孩子們的健康成長就是他們最大的幸福
孩子們的健康成長就是他們最大的幸福。
。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午
日中午，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家長會會長吳瑞婷 Ruiting Wu、
Wu、糖城家長
會會長陳宇雯 Yvonne Chen 和著名僑領
和著名僑領、
、SAC SF 公司董事長 Mary Li 在休斯敦疫情始
終居高不下預警 RED Level 情況下將醫用防護物質和 50 套血養檢測儀捐贈給一線英雄
休斯敦警察局西北分局局長 Nhatthien Nguyen 和 Harris County 911 應急中心通訊主任
WT Liu 及警官們接收了這一非常及時的捐贈
及警官們接收了這一非常及時的捐贈。
。

世界名人網近日專訪了 Delta Financial Service 的副總裁萬果女士
的副總裁萬果女士(Coco
(Coco Wan)。
Wan)。 2020 年疫情期
間，Coco 克服困難
克服困難，
，在新公司在休斯敦開展業務不到一年就晉級前往保險經紀人行列
在新公司在休斯敦開展業務不到一年就晉級前往保險經紀人行列，
，並
在社區多次主持保險理財視訊講座，
在社區多次主持保險理財視訊講座
，傳播專業知識
傳播專業知識，
，並義務主持藝文活動
並義務主持藝文活動，
，擔任義工
擔任義工，
，心
得滿滿，
得滿滿
，敬請期待
敬請期待！
！。

2021 年 1 月 4 日，美南山東同鄉會新會長孫建義
美南山東同鄉會新會長孫建義、
、會長修宗明
會長修宗明、
、美齊榮譽會長
美齊榮譽會長、
、前會長
房文清、
房文清
、及全體理事暨豐建偉醫生的病人們在江岳副會長的倡議下將一塊雕刻有
及全體理事暨豐建偉醫生的病人們在江岳副會長的倡議下將一塊雕刻有“
“妙手
”字樣的牌匾頒發給豐建偉醫生
字樣的牌匾頒發給豐建偉醫生，
，表彰他傑出的醫術
表彰他傑出的醫術、
、領袖的風範和奉獻精神
領袖的風範和奉獻精神。
。

2020 年 1 月 4 日 ， 印心堂心靈輔導師蕭老師 Alice YJ Hsiao Spiritual Counselor, AIHCP Certified, Nutritional
Science B.S., M.A.作為一線醫護工作者來到
M.A.作為一線醫護工作者來到 HEB 藥房注射了第一針 COVID
COVID19
19 疫苗後來到美國主流環球廣
播電視網接受采訪，
播電視網接受采訪
，曾在復健中心
曾在復健中心、
、老人中心
老人中心、
、臨終關懷中心
臨終關懷中心、
、做心理
做心理//心靈輔導
心靈輔導。
。十年持續在社區服務
參與公益團體與大眾結緣。
參與公益團體與大眾結緣
。成立 Healing Hope Spiritual Counseling Inc 奉獻更廣的服務於個人方案因欺辱
奉獻更廣的服務於個人方案因欺辱、
、
歧視、
歧視
、騷擾
騷擾、
、虐待
虐待、
、社會和家庭的暴力而導致憂鬱
社會和家庭的暴力而導致憂鬱、
、焦慮
焦慮、
、自殺傾向和身心健康
自殺傾向和身心健康、
、心靈上的傷害輿成長
心靈上的傷害輿成長。
。
其他項目包括婚姻諮詢、
其他項目包括婚姻諮詢
、青少年輔導
青少年輔導、
、事業生活
事業生活、
、臨終關懷
臨終關懷、
、和花藝舒壓
和花藝舒壓。
。蕭老師也是休士頓花藝學院認
證的花藝設計師。
證的花藝設計師
。她善用插花藝術與心靈結合來舒壓身心健康和癒合
她善用插花藝術與心靈結合來舒壓身心健康和癒合。
。當天她就兩個問題 「花藝舒壓
花藝舒壓」
」如
何用插花來做心靈輔導？
何用插花來做心靈輔導
？兩三個人一起插花或是學插花可以做 group 心靈輔導嗎
心靈輔導嗎？
？回答主持人 Kale Fu 的提
問。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晚 8 時，疫情期間誕生並閃亮登場的北美
亞洲國際大舞台又一次成功舉辦了迎新年《
亞洲國際大舞台又一次成功舉辦了迎新年
《 共同的家園
共同的家園》
》
詩樂綜藝晚會 (Common Homeland) ，在微信群現場直播並
通過 Youtube
Youtube、
、優酷
優酷、
、騰訊等視訊平台同步播放
騰訊等視訊平台同步播放，
，獲得極大
反響和空前成功。
反響和空前成功
。 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迎新年
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迎新年《
《 共同的家
園 》 詩樂綜藝晚會 (Common Homeland)融貫西東
Homeland) 融貫西東，
， 兼顧長
幼 ， 古今中外各種藝術形式齊登一個虛擬網上大舞台
古今中外各種藝術形式齊登一個虛擬網上大舞台，
，在
陳連紅總導演的精心策劃下，
陳連紅總導演的精心策劃下
，北美詩社和 Vaughan 技術總監
鼎力相助，
鼎力相助
， 眾多頂級國際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的參與
眾多頂級國際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的參與，
，使
得這場穿插時空，
得這場穿插時空
， 精美絕倫的詩樂通過蒙太奇的視訊傳遍
了全世界，
了全世界
， 成為冉冉升起的一座亮麗無比的藝術舞台
成為冉冉升起的一座亮麗無比的藝術舞台。
。圖
為協辦北美詩社總編石青松享譽國際 T 台的愛女
台的愛女、
、 模特石
瑞 Sherry Shi 提供的香奈兒走秀節目檔案照
提供的香奈兒走秀節目檔案照。
。

全世界疫情肆虐，哀鴻遍野
全世界疫情肆虐，
哀鴻遍野，
，休斯敦卻不忘用溫馨的聖誕燈飾迎接新的一年
的到來。
的到來
。 2021 年 1 月 1 日元旦當天
日元旦當天，
，及將出演好萊塢影視片女主角的年輕的
電影人 Lili Wang 來到休斯敦時尚聖地 Galleria 購物中心
購物中心，
，在室內溜冰場的巨大
聖誕樹下留影。
聖誕樹下留影
。

美國大選撲簌迷離，喬治亞州兩位參議員 Runoff 選舉將於 2021 年 1 月 5 日舉行
美國大選撲簌迷離，
日舉行，
，圖為亞
美選民聯盟負責人施慧倫博士正在組織亞裔義工舉行視頻拜票活動。
美選民聯盟負責人施慧倫博士正在組織亞裔義工舉行視頻拜票活動
。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21年1月9日

B12

Saturday, January 9, 2021

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圖為位於 Westcenter Dr.與
Dr. 與 Westpark 交口進口處右手邊第三棟大樓的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 所在地的大樓外觀
所在地的大樓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隨著
新冠疫情的肆虐 ， 每天都傳來
新冠疫情的肆虐，
壞消息，
壞消息
， 如美國疫情仍在持續
惡化，
惡化
， 再加上目前疫苗仍處於
供不應求狀態，
供不應求狀態
， 以及不是每個
人都適合接種新冠疫苗（
人都適合接種新冠疫苗
（ 如正
處於發熱、
處於發熱
、 感染等疾病
感染等疾病、
、 急性
病及妊娠期婦女，
病及妊娠期婦女
， 慢性病人群
醫生建議暫緩接種新冠疫苗）
醫生建議暫緩接種新冠疫苗
）
因此，
因此
， 每個人都應作個人新冠
病毒及血清檢測,, 對自己目前身
病毒及血清檢測
體狀況有所了解，
體狀況有所了解
， 是安心
是安心，
，也
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
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
。
AUSPICIOUS LABORALABORATORY Inc.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
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
位於西南區中國城八號公路與
Westpark Dr. 交口附近
交口附近。
。 他們
以 棉 簽 取 樣 核 酸 檢 測
SARS-COV-2
SARS-COV2Nucleic
Acid

RT-PCR testing, 手 指 端 取 樣
血清抗體 IgG/IgM 測試
測試，
， 取樣
後 12
12-24 小時之內出結果
小時之內出結果。
。大
部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
部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
，也
可自費檢測。
可自費檢測
。 無需預約
無需預約，
， 可以
直接前來。
直接前來
。 請戴口罩來實驗室
檢測，
檢測
， 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
少等待時間，
少等待時間
， 於室內或車內檢
測。
營業時間：
營業時間
： 周一到周五 8:
00am00
am-5
5:00
00pm,
pm, 周 六 ： 8:
00am00
am-4
4:00
00pm,
pm, 周 日 休 息 ， 緊
急情況需先預約。
急情況需先預約
。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地
址 ： 3707 Westcenter Dr.
Suite 100
100,, Houston ,TX
77042,, 聯 系 電 話 ：
77042
713713
-266
266-0808
0808，
， E-Mail: ininfo@auspiciouslab.com, www.
auspiciouslab.com

回憶與王維力老師交往的日子
作者：梁晨導演
作者：
元月 7 日下午
日下午。
。 朋友來電
朋友來電，
， 著名雕
塑家王維力老師當天兩點過世了。
塑家王維力老師當天兩點過世了
。我瞬
間呆住，
間呆住
，茫然地站在大街上
茫然地站在大街上，
，全身一陣
發冷，
發冷
，半天都邁不開步
半天都邁不開步......
......
去年中秋節前夕，
去年中秋節前夕
，王老師為我新書
「一夢一生
一夢一生」」 的出版
的出版，
，特意傳來了上官
雲珠的照片供我選用，
雲珠的照片供我選用
，還定下日期商量
紀錄片 「行千里路
行千里路—
——王維力藝術歷程
」 的拍攝定稿
的拍攝定稿。
。
他在電話裡說，
他在電話裡說
，這段時間身體不太
好。
我說，
我說
，您得多保重
您得多保重！
！好好活著啊
好好活著啊！
！
至今清晰地記得，
至今清晰地記得
，他用濃厚標準的
普通話說，
普通話說
，我也想好好活著
我也想好好活著...
...
當我提著月餅和茶葉按時赴約時，
當我提著月餅和茶葉按時赴約時
，
卻發現大門深鎖，
卻發現大門深鎖
，沒有絲毫的反應
沒有絲毫的反應...
...
王老師家和我的電影工作室只有幾
分鐘的路程，
分鐘的路程
，出遠門了
出遠門了？
？上醫院了
上醫院了？
？一
連幾周，
連幾周
，我幾乎每天都去轉一下
我幾乎每天都去轉一下，
，門前
的雜草越來越深，
的雜草越來越深
，銅質門把上甚至都開
始長鏽了......
始長鏽了
......詢問了所有王老師的朋友
詢問了所有王老師的朋友

，都沒人知道去向
都沒人知道去向，
，心急之余
心急之余，
，陳瑞琳
，任國平
任國平，
，俞曉春
俞曉春，
，賈忠等休士頓文化
界的老師成立了一個 「尋找維力老師
尋找維力老師」」
微信群。
微信群
。差一點就報警破門而入了
差一點就報警破門而入了。
。
最終才知道，
最終才知道
，王老師因為心臟衰竭
入院。
入院
。
大家滿心期待，
大家滿心期待
，希望他早日康復回
家。沒想到這一別竟成為永遠
沒想到這一別竟成為永遠.....
.....
我和王維力老師真正交往并沒有超
過十年，
過十年
，但第一次遇到他卻可能是近四
十多年前的事，
十多年前的事
，有一次
有一次，
，我們偶爾找到
一段七幾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員工聯歡的
錄像，
錄像
，王老師說裡面那是他
王老師說裡面那是他，
，我說裡面
那小孩是我，
那小孩是我
，他就翻出一堆合影老照片
，竟然找到了當年我和王老師的身影
竟然找到了當年我和王老師的身影！
！
我從小酷愛電影畫報上的演員臉譜
漫畫，
漫畫
，卻沒想到當年苦苦收藏的系列竟
然全部出自王維力老師之手。
然全部出自王維力老師之手
。
王維力老師不僅與我的家人長輩認
識，與恩師謝晉和老姐姐白楊是好友
與恩師謝晉和老姐姐白楊是好友，
，
與我在美國電影界的前輩李安熟識，
與我在美國電影界的前輩李安熟識
，我
的合伙人的母親盧燕女士又是他的老朋

友.....
因為工作室離王老師家特別近，
因為工作室離王老師家特別近
，這
幾年，
幾年
， 他有什麼事就給我打電話
， 買個東西
買個東西，
， 換個燈泡
換個燈泡，
， 家裡小
修小補什麼的，
修小補什麼的
， 一來二去和王維
力老師混熟了，
力老師混熟了
， 無話不談
無話不談。
。 人生
， 藝術
藝術，
， 創意
創意，
， 真實的生活態度
。 王老師健談
王老師健談，
， 但他更認可自己
是個非常內向的人，
是個非常內向的人
，
在內心深處擁有一顆女人的
靈魂，
靈魂
， 一輩子其實并沒有幾個能
夠真正交心的朋友！
夠真正交心的朋友
！ 但對每一位
身邊的人都保持善良和寬容！
身邊的人都保持善良和寬容
！稱
呼王老師，
呼王老師
，Willy
Willy，
，老王都能接受
。 甚至為了我的電影拍攝
甚至為了我的電影拍攝，
， 三番
五次打電話給著名演員陳燁老師
....
一串串的往事湧上心頭，
一串串的往事湧上心頭
，如
果沒有疫情，
果沒有疫情
， 紀錄片 「 行萬里路
———王維力藝術歷程
——
—王維力藝術歷程」」 已經開
拍了，
拍了
， 這一耽誤
這一耽誤，
， 終於成了一個
永遠的遺憾！
永遠的遺憾
！ 好在王維力老師把

名利看得很開，他說過
名利看得很開，
他說過，
，願意記住他的
人一定會一直記得他的。
人一定會一直記得他的
。

王維力老師，祝你一路平安
王維力老師，
祝你一路平安！
！
願意記住您的人會一直記得您的。
願意記住您的人會一直記得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