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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拜登上任首日簽署桌上壹疊行政命令拜登上任首日簽署桌上壹疊行政命令！！
（本報記者黃梅子）1月20日的總

統換任儀式終於順利完成，卸任總統
川普雖然沒有參與新任總統拜登的就
職儀式，但是也沒有出什麽幺蛾子，
總算壹切平穩過渡，讓全世界的人都
松了壹口氣。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在競選時就宣
示要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也誓言
要即刻改變前朝的壹些政策。上任第
壹天的他就簽了17項行政命令，比前4
任總統都還多。其中壹項強制要求在
聯邦政府機構中要佩戴口罩。拜登在
橢圓形辦公室的記者面前簽署了幾項
行動，他說，在發布這些行政命令、
備忘錄和指令時，“沒有時間可以浪
費”。

拜登還簽署了壹份文件，開始重
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的進程，並發布
了壹項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命令，包
括撤銷授予有爭議的Keystone XL美加
石油管道的總統許可。

拜登還發布行政命令，強
制要求民眾在所有聯邦機關和
聯邦土地上佩戴口罩，以對抗
新冠病毒的傳播。此外拜登也
鼓勵美國所有人在未來至少100
天內，在公共場合時都要戴上
口罩。

拜登還將利用行政權力結
束特朗普對幾個穆斯林占多數
的國家的旅行禁令，撤銷特朗
普將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WHO），並停止修建美墨邊
境墻。

民主黨將這些政策作為其
總統競選的基石，試圖扭轉其
前任所看到的更嚴厲的移民規
則、對公共衛生的寬松態度以
及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厭惡
。

拜登總統還向國會提交了
壹項法案，以徹底改革美國的

移民
制度
。該
立法
旨在為沒有
身份證名的
人提供獲得
美國公民身
份的途徑，
解決移民的
根本原因，
並在兒童在
美國與墨西
哥邊境與父

母分離後加快家庭團聚。
拜登已經表示，他的目標是推動

另外1.9萬億美元的救濟和刺激措施，
以幫助經濟度過未來幾個月的疫情，
但這將涉及到與國會的合作。美國政
府自3月以來已經向經濟註入數萬億美
元，因此拜登要求增加支出可能會在
國會遇到壹些阻力。然而，美國失業
數據令人擔憂，企業損失也在上升。

拜登進壹步的行動將包括撤銷對

美國變性人服兵役的禁令，以及扭轉
壹項阻止美國資助與墮胎有關的海外
項目的政策。此外拜登也將要求美國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將暫停驅逐令延
長至3月底，並要求教育部暫停學生貸
款支付至9月底。

美國國際電視《美南時事通》主
持人肖永群邀請華盛頓資深律師黃瑞
禮、哈裏斯縣衛生署 Dr. Leann Liu、美
南新聞記者Clara壹起談拜登總統上任

第壹天簽署的行政命令。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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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侨 乡 广 东

智慧交通将帮助粤港澳大湾区“跑得更快更稳”
广州市黄埔区的马路上，一辆辆无

人驾驶的蓝色出租车 Robotaxi 穿梭在

街道上。而无人驾驶出租车将在 2023

年 -2024 年覆盖包括天河、海珠等闹

市区的广州大部分区域。享受科幻片

一般的无人驾驶服务，已经成为不少

普通广州市民的生活常态。这正是广

州智慧交通发展水平全国领先的缩影

之一。在《面向 2035 年的广州市交通

发展战略规划》公布的六大战略中，“更

直连的湾区核心”和“更智慧的交通

大脑”赫然在列。显然，智慧交通将

帮助广州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跑

得更快更稳”。

智慧的交通大脑
有效避免数据孤岛和数据谬
误

Robotaxi 能运行顺畅，除了汽车

本身的各种安全设备保障以外，还少

不了远程控制。这个远程控制中心相

当于“大脑”，可以将各处封路修路

情况反馈给车辆，指挥车辆合法合规

地临时逆行，甚至还可以远程将车辆

紧急刹停。

这只是指挥某一车辆的“大脑”，

而学界对“智慧交通大脑”则有更高

的期待。

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所

所长张志明对智慧交通颇有研究。他

认为，建设“交通大脑”，重点之一

在于强化“互联网 + 交通”建设，改

善出行环境，使交通更安全、更高效、

更聪明。中山大学智能交通研究中心

主任、副教授邓院昌认为，未来一个

城市的交通大脑应该有数据（Data）、

通讯（Communication）、协同（Synergy）

和流动性服务（Mobility）等四个明显

特征。邓院昌认为，具备这四种特征

的交通大脑将更加注重其底层数据的

来源和质量，可有效避免“数据孤岛”

及“数据谬误”，且更加注重其服务

对象，而不仅仅是为方便交通管理，

或者为数据而数据。

“聪明的车”未来可以更像
“老司机”

在“大脑”的指挥下，“聪明的车”

和“智慧的路”各显神通，如同智慧

交通的“毛细血管”。

在“聪明的车”方面，文远知行

和小马智行两家落户广州的企业均已

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截至去年 11

月，文远知行的 Robotaxi 全对外开放

运营一年间在广州的服务范围覆盖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中心 144.65 平方公

里的开放道路，完成出行超过 14.7 万

次，服务乘客数超过 6 万。智能机器

的“学习能力”给了文远知行运营总

监李一凡以充足信心，“如果说现在

的机器智能类似于开车三五年的司机，

通过记忆积累和性能提升，它在不久

的将来就可以像一个驾龄十年的老司

机那样开车”。

另一家无人驾驶龙头企业小马智

行最近也取得了技术进展，该公司在

去年 11 月 6 日发布了全新自动驾驶系

统 PonyAlpha X，采用了新一代多传感

器深度融合技术，可实现车身周围 200

米的全域视野，提升系统对于各类场

景处理质量和反应速度。小马智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借此选择最适合

自身发展的方案，最终实现真正的纯

无人化。上述负责人认为，取消安全

员是自动驾驶行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小马智行会在现有的政策法规下，实

现规模化和纯无人化相互勾连发展。

“智慧的路” 让交通“毛细
血管”更顺畅

谈到“智慧的路”方面，张志明

认为，从“大脑”到“毛细血管”的

指挥要更顺畅，首先需要让“大脑”

加强从“事后检索”向“事前预判”

转变的能力建设，针对可能影响交通

正常运行的突发事件，提供短时预测、

预警预告服务，针对道路、桥梁、隧道

等设施进行智慧运维，消除事故隐患。

邓院昌认为，“智慧的路”可以

有助于获取更全面的交通数据，但数

据的获取则不仅仅限于交通专用基础

设施，也来自其他智能设备。“未来

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设施之间

的界限可能会变得非常模糊。”例如

道路边上的灯柱，既可以是照明设备，

同时也可能是交通数据监测设备。邓院

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说：“通讯

技术的进步将为交通系统的数据交换、

交通系统的实时响应奠定物理与技术

基础。”

“毛细血管”不通怎么办？
治堵有方

当然，“毛细血管”也可能有不

通的时候，交通拥堵便是状况之一。

邓院昌分析，在大城市里，交通

拥堵的根源是交通供给的结构性不足。

智慧交通则有助于使交通管理逐渐由

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这对

疏解交通拥堵往往能取得立竿见影的

效果。“随着大数据、移动通信、物

联网技术的发展，交通系统正逐渐变

得更可测、更可知、更可控”，邓院

昌说，“基于对交通系统的全量测量

与全息感知，通过可计算的交通模型，

我们能逐步掌握交通系统的容量、需

求与状态这些基本特征，为精细化管

理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撑。如大数据支

持下的精准限外等。”

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张瑞博

士利用大数据分析，描述了 2035 年城

市拥堵得到大幅缓解的画面：自动驾

驶出租车可能实现运力与订单的平衡，

“无人驾驶 + 微型交通 + 按需出行”

可减少出行时间约 25%，在 2-10 公里

范围内使用的微型交通，将与公共交

通衔接，有效避免私家车早高峰时段

道路拥堵的问题。

观点
智慧交通的意义不止于交通

智慧交通的作用不止于交通本身。

张志明告诉记者，交通流量的大数据，

可以助力打造“枢纽经济”。除了空

港经济、海港经济、高铁经济、地铁

经济以外，还可以完善“枢纽 + 社区

+ 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尤其是积极

推进重大轨道枢纽站场的 TOD 开发建

设，加快站城融合一体化发展。

国际智慧交通领域知名学者、新加

坡工程院院士李德紘对未来的交通枢

纽 TOD 也有很高的期待。李德紘在日

前于广州举行的世界 5G 大会上表示，

TOD 可以演变成为一个智慧化的生态

社区，并进一步导入多种产业，不仅服

务于出行、办公、家居、会展，同时也

可进一步结合教育、金融、零售、养老。

“5G 相对于 4G 具有十倍的连接数量，

十倍的吞吐带宽，时延却只有过去的

1/10。利用 5G 网络的高带宽的特性，

可以为在 TOD 当中活动的人提供沉浸

式的可视化服务。”“而 5G 技术带动

的智慧交通，也能使不同的社群如老

人、残疾人拥有平等出行价值的机会。”

（钟达文 周伟力）

2004 年 1 月 1 日，广州红线女艺

术中心，沉寂已久的岭南古琴多年来

第一次公演。广东琴人以此庆祝中国

古琴艺术入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也纪念岭南古琴的一代

宗师杨新伦 105 周年诞辰。

那个时候，“岭南古琴”和“非

遗”这个名词一样，都刚刚浮出在大

多数中国人知识体系的海平面。没有

多少人会意识到，身边那些不起眼的

瓶瓶罐罐，嘴里随口哼唱的童谣俚曲，

年节时按部就班的典礼仪式，会在快

速发展的社会中，以极快的速度变化，

甚至走远；更想不到，一次规模宏大

的、对我们赖以成长的传统文化的“再

发现”，即将上演。

而以“保护有力、传承有序、管

理有规、融合有度”为特点的广州非

遗保护之路，也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实

践探索中，被走得越来越宽阔。

非遗的复兴 印证城市文化的
脉动

红线女艺术中心演出的第二天，

杨新伦的嫡传弟子、岭南琴派第八代

传人谢导秀在海珠区东晓南路的家中，

用他那极富辨识度的缓慢平稳的声音

告诉记者，当时全国“精通”古琴的

专家不过区区 50 人左右，爱好者仅数

千。而在广东，经常一起交流的爱好者，

也只有五六十人。

时间走到 2021 年，谢导秀先生已

经仙逝。但被他称作“最能代表中国

人的审美情趣”的古琴艺术，却在短

短的十几年间，在广州，也在中国遍

地开花。在永庆坊非遗街区工作坊里，

谢导秀的弟子谢东笑考虑的已经是“参

与古琴艺术的人这么多，怎么才能进

一步提升传习质量和传播效果”。

不只是古琴，许多曾经被媒体广

泛关注的“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

近年来都得到了不错的发展。比如广

州传统手工艺的代表品种“三雕一彩

一绣”，早已是全民皆知的城市品牌；

曾经偏安一隅的西关打铜，被发掘出

了网红潜质……

目前，广州已经认定了七批市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七批代表性传承人，

已有人类非遗代表作 2 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 17 项，省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81 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16

项；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2

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79 名，市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08 名（均不含

已去世人数）。广州的非遗，日渐成

为品类丰富、形态多样且广受关注的

传统文化“矩阵”。

培育整体生态 给非遗更广阔
的天地

每一种非遗，都不是单一的形态。

就如古琴艺术，不仅是那把琴，更是由

琴制、琴弦、琴谱、琴曲、琴史、琴歌、

琴社和琴派构成的综合艺术，也是专业

技术和社会规范协调的成果。广州近年

的非遗保护工作，也并不仅仅盯着“项目”

和“传承人”，而是注重整体生态的塑

造和培育。

在制度体系方面，“十三五”以来，

广州市先后出台《广州市培养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人才工作方案》《广州市建

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方案（2018-

2020）》《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

《广州市发展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年

行动方案（2020-2022 年）》《广州市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与管理办法》等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为全面提升广州非遗保护工作的规范化、

制度化、专业化水平提供政策支撑。

在基础设施方面，广州文化馆新馆

非遗园即将竣工；粤剧艺术博物馆、陈

李济中医药博物馆、永华红木艺术馆、

黄阁麒麟舞博物馆等各种专业性非遗展

馆也成为展示广州非遗的重要场地。广

州还大力推进非遗聚集区建设，2020 年

8 月成功创建了首条非遗街区——广州

非遗街区（永庆坊），引入广彩、广绣、

珐琅等项目的非遗大师工作室，建成了

集体验互动、展示和销售于一体的主题

街区，成为市民游客品味广州百年街巷

市井气息、体验岭南文化艺术魅力的新

窗口。

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指导思

想下，2015 年，广州以越秀区北京路历

史文化核心区为基础，创建了广府文化

（越秀）生态保护实验区；2019 年，充

分利用荔湾区恩宁路、粤剧艺术博物馆

等历史文化街区的优势条件，成功创建

了粤剧粤曲文化（荔湾）生态保护实验区。

它们成为广州非遗自由生长的广阔田野。

非遗回到生活 让更多年轻人
热爱

非遗源于生活，也只有回到生活

中去才最有生命力。记者从广州市文

广旅局了解到，如今广州已经在各区

建设了 10 家包括多个不同项目类型的

非遗工作站，为非遗搭建跨界合作、

资源整合平台，借助社会的合力，促

进非遗走进现代生活，并积极探索一

条基于现代化大都市背景下的非遗振

兴道路。

广州还全面推进非遗进景区、进

博物馆、进校园、进商场、进社区的“五

进”工程，提高非遗能见度，拓展非

遗保护发展平台。

所以在广州，市民可以看到广州

非遗街区（永庆坊）这样的“活态街

景”，也能看到广州塔周边“岭南之窗”

这样的文商旅融合示范区；还能看到

非遗一日游、夏令营、冬令营、研学游、

非遗主题民宿等多种形式的非遗旅游

路线。2020 年底，“广州老城新活力

文化遗产深度游路线”被列入全国非

遗主题旅游 12 条线路之一，引起了许

多市民和游客的强烈兴趣。

而广州非遗的“年轻化”推进也

很见成效。本土企业酷狗音乐打造的

歌曲《风伴广州港》中，早茶、醒狮、

粤剧等广州味十足的非遗元素，展现

出广州城的深厚历史和生气勃勃。如

今，广州的新地标和老城区都多了新

玩法，瞄准年轻人，瞄准全球化。

广州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下一步广州将进一步拓宽非遗

的展示、推广平台，拓展保护领域，

力求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此外

要更好地保护和培育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文化生态，挖掘并释放非遗活态

属性和市场属性；更要扩大非遗发展

的“朋友圈”，引入更多社会力量，

推动非遗与更多业态的深度融合发展。

（卜松竹）

进景区、进博物馆、进校园、进商场、进社区 
广州非遗道路越走越宽

近日，广东蓝一度“刷爆”朋友圈。

笔者从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获悉，广东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2020 年已全面完成国

家下达的考核目标，空气质量 6 项主要

污染物浓度实现连续 6 年达标。其中，

PM2.5 为 22 微克 / 立方米，首次达到

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标准（25 微克 / 立方

米）。

自“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广东大

气污染防控经历两个阶段。2013—2017

年为第一阶段，重点解决 PM2.5 达标问

题。2018 年至今的第二阶段，逐步转向

以臭氧污染防控为核心，实施 PM2.5 与

臭氧协同防控。由于大气具有流动性，

其治理需要联防联控和精准研判，广

东已基本建成 PM2.5 成分监测网络、

VOCs 光化学监测网络、颗粒物和臭氧

激光雷达监测网络，结合遥感卫星立体

监测系统，形成“天空地”一体监测体系。

“广东在经济总量连续稳居全国第

一情况下，走出了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

社会绿色健康发展的双赢道路。”广东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张子俊 韦淇）

广东空气质量连续 6 年全指标达标
PM2.5 首次全年达世卫组织二阶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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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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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鳥語花香

一、“正宗韩国烤冷面”其实是地道
东北产物

烤冷面的历史，最多不超过三十年。

美食纪录片《街头美食斗士· 哈尔滨篇》

的开头，韩国美食家白钟元就在哈师大的夜

市，第一次品尝了一份加牛肉、土豆丝的烤

冷面，并对此赞不绝口，也间接证实了烤冷

面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发明，并非源自韩国。

哈尔滨冷面非常出名。出了东北，烤冷面

的金字招牌就由“正宗韩国烤冷面”变成了

“正宗哈尔滨烤冷面”。那烤冷面是起源自

哈尔滨吗？

这种可能性不大，更广为流传的起源地是

黑龙江省密山市。发明的过程也一如既往地

巧合随意——上世纪 90 年代，一位小吃摊摊

主将自己日常吃的冷面放在炭火上炙烤（也

有说油炸），再刷油刷佐料，竟然意外地好

吃，便流行开来。这种说法甚至得到了官方

“盖章”。密山市人民政府官网上，至今还

挂着一篇文章《从密山走向全国的美食——

烤冷面的前世今生》。

二、烤冷面的魔改之路

铁板上撒油，摔上冷面片；敲一个鸡蛋，

铲子推开打散；翻面后刷酱，浇上糖醋水；

搁火腿肠等一系列食客要求的食材，挥洒辣

椒粉，洋葱和香菜仿佛不要钱似的多加；时

候差不多了，就把加满了各种料的冷面片卷

吧卷吧刷酱，撒上孜然，切成两厘米宽的卷

，用铲子铲进纸质的小碗里，放上两根签子

。

“这是我的吗？”

“是，加肠，酸辣，洋葱和香菜都要。”

个性化订制需求不会错，顺序也不会错，

“叮”的一声，是钱到帐的声音。

饥饿的人，疲惫的人，空荡荡的人，都能

从烤冷面师傅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动作中，

得到一点关于食物的安慰。

烤冷面有自己的丰盛，但这丰盛不是一蹴

而就的。

早期的烤冷面，多数是一根根冷面放在一

起烤或炸；现在的烤冷面，大多是用专门的

干制烤冷面片——面片是一根根冷面靠面粉

的粘力粘在一起，机器压平制成。

做法也从油炸、炭烤进化到了现在的主流

铁板。

至于配料，据一些网友回忆，古早版的烤

冷面配料比较单调，连鸡蛋没有，就是刷点

酱，至多加点香菜。

但现在的烤冷面，配料就有鸡蛋、烤肠、

牛肉、里脊、培根、鸡柳、洋葱、土豆丝、

金针菇、香菜等等。烤冷面配料跟煎饼果子

的配料重合度颇高。事实上，做法、性质相

似的小吃，往往会共享同样的配料。不得不

说，大众的舌头是最好的选票，决定了每一

种小吃的现在和未来。

鸡蛋和洋葱是神来之笔。鸡蛋的加入，不

仅让烤冷面增加了一丝营养，而且也丰富了

视觉和香味——蛋白质和油脂，会带来特殊

的焦香。

洋葱在烤冷面中，角色是蔬菜，但更重要

的是作为香料存在。洋葱的风味，来自于其

体内的含硫有机物，这些有机物的在经过铁

板煎之后，会变得更柔和（有甜味，这是因

为洋葱存储的能量转化为果糖链）、更有深

度和余味。

味型上，烤冷面又分酸甜口、咸辣口、酸

辣口、甜辣口等。其实酸甜口和咸口是基本

味型，其他都可通过调料的加减得到。酸甜

口的烤冷面，也有哈尔滨的影子——锅包肉

就是酸甜口，哈尔滨是锅包肉的起源地。

决定烤冷面味型的主角是酱，一般有蒜蓉

辣酱、甜面酱、韩式辣酱、番茄酱等。现在

电商网站上秦皇岛烤冷面就会放很多的番茄

酱，使得烤冷面有着非常水润的口感，乍看

之下像是汤冷面。

三、烤冷面为什么这么香？

烤冷面有着东北菜的特点，味道和香味都

很浓郁。

味道主要是酱的功劳。香味则主要来自洋

葱、孜然和香菜，这其实也是经典搭配。

再加上烤冷面的特殊口感，嚼起来劲道中

带着一丝凝胶式的触感，油脂让淀粉变得更

易入口。

它符合传统意义上“垃圾食品”的定义。

人民的舌头，选择了它，塑造了它，所以它

一定会好吃。

但更重要的是它出现的场合。

地铁口、天桥下、暮色降临时，你饥肠辘

辘，急需一口垫吧垫吧，但又不能太占肚子

的时刻。

一份烤冷面再好不过了。

东北饮食魔改图鉴
正宗“韩国”烤冷面

东北饮食，处处体现着魔改的魅力。

在《源自云南的过桥米线，怎么就成了东北小吃？》一文中，三料介绍了云南过桥米线是如

何被魔改成东北砂锅米线，成为一代东北人的乡愁的。

曾有人发表精辟总结——长春四大特色美食：正宗四川麻辣烫、正宗云南过桥米线、正宗台

湾烤肠、正宗韩国烤冷面。

说的是长春，不如说是整个东北，东北式的“魔改”技术已经深入很多城市的肌理。比如著

名的地铁口、校门口小吃——烤冷面。

烤冷面和韩国冷面，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吃烤冷面？

1778年，英国皇家海军的探险家詹

姆斯· 库克船长率领“HMS决心号”和

“HMS发现号”，成为了第一批抵达夏

威夷群岛的西方人。次年，库克的船队

与原住民因宗教问题产生冲突，船长不

幸身亡，而他的同伴带回了许多夏威夷

特有的鸟类，镰嘴管舌雀（Vestiaria coc-

cinea）就是其中之一。如今，伦敦自然

博物馆还存放着一件当时的镰嘴管舌雀

标本。

岛屿上的“宝可梦进化”

镰嘴管舌雀是夏威夷管舌雀的一种

，夏威夷管舌雀又叫管鸹、夏威夷旋蜜

雀，是夏威夷特有的一类燕雀科鸟类。

镰嘴管舌雀长相奇特，有着显眼的大红

羽衣和下垂的吸管状喙，《宝可梦日月

》以夏威夷为原型，还特别参考镰嘴管

舌雀，设计了富有热带风情的新精灵花

舞鸟。

花舞鸟可以变化四种属性，模仿了

夏威夷管舌雀奇特的进化路线，它们的

亲缘关系很近，但长相迥异，生活习惯

也各有不同。小绿雀（Hemignathus par-

vus）有着微弯的尖喙，像莺类一样取食

昆虫。莱岛拟管舌雀（Telespiza cantan

）短粗的喙如同雀类，适合啄食种子。

而今天的主角镰嘴管舌雀用朝下弯的喙

，采食管状花冠里的花蜜。最奇特的当

属导颚雀（H. munroi），它的下喙短而

直，上喙却又长又弯，像一把钩子，可

以钩出树皮下的虫子。

如果你对进化生物学略有所知，就

会觉得这个剧情有些熟悉，很容易让人

想起另一类生活在群岛上的鸟——加拉

帕戈斯群岛的达尔文雀，同样拥有各种

奇特的喙型和生活习惯，也同样成为进

化论的经典证据。

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物种，在短时间

内演化出多种形态，占据多个生态位，

这一现象称为适应辐射（adaptive radia-

tion）。像岛屿这样孤立的环境，物种少

，空闲的生态位多，特别容易发生适应

辐射现象。除了鸟类，适应辐射的例子

还有澳大利亚形形色色的有袋动物，以

及非洲几个大湖中的丽鱼科鱼。连我们

都是适应辐射的结果。在恐龙灭亡之后

，哺乳动物迅速开枝散叶，占领了空缺

的生态位，世界才成了如今的模样。

进化与存亡还在继续

岛屿上的生物格外奇异，但也格外

脆弱。从波利尼西亚人迁移到夏威夷群

岛开始，人类就开始践踏精致脆弱的岛

屿生物圈。夏威夷原住民捕猎岛上特有

的动物，引入老鼠、猪等新物种，焚毁

树林用于耕作。一些奇异的动物因而灭

绝，比如不会飞的大型鸭子（鸭科，Th-

ambetochenini 族）。管舌雀艳丽的羽毛

被制成大氅，作为贵族专享的装饰品。

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后，情况更是雪

上加霜。自从西方世界发现夏威夷之后

，约27%的鸟类已经灭绝。现存有18种

夏威夷管舌雀，而灭绝的物种至少两倍

于此。

入侵物种里最可怕的鸟类杀手，是

引发禽疟疾（avian malaria）的残疟原虫

（Plasmodium relictum）和库蚊（Culex

spp.）。夏威夷的本地鸟类没有接触过

疟原虫，缺乏抵抗力，而镰嘴管舌雀又

对疟疾分外易感。本土鸟类的分布面积

因此猛烈缩减，许多鸟类退缩到海拔

1500米以上，蚊子较少的地方。但随着

气候变暖，蚊子也在“爬山”，侵入鸟

类赖以苟延残喘的高地。

除此之外，人类引进的牛、羊、猪

等大型动物破坏原始植被，人类的发展

活动侵吞森林，入侵物种老鼠偷窃鸟蛋

，都在威胁着夏威夷群岛鸟类的生存。

虽然前途难关重重，但镰嘴管舌雀

也在适应新环境。在最近约100年内，

镰嘴管舌雀的喙长缩短了约半毫米。这

个变化看似细微，但在大型生物缓慢的

进化史上，已算得上神速。

其原因可能是镰嘴管舌雀食物的改

变。它的主要食物来源，原本是夏威夷

特有的半边莲亚科植物（Hawaiian lobe-

lioids），细长弯曲的喙，正是为了伸入

管状弯曲的花冠，取食花蜜。如今夏威

夷的本土植物数量剧减，镰嘴管舌雀转

向取食一些其他的花，如多型铁心木

（Metrosideros polymorpha），以及引进

的植物，如香蕉西番莲（Passiflora tri-

partita），这些花不是管状，长喙无用武

之地，自然选择也就不再偏爱喙特别长

的管舌雀。

如今人类也在努力悔过，在相对高

海拔的地区建立保护区，试图保存一部

分夏威夷特有的鸟类。但进化的脚步无

论多么缓慢，都在永恒不息地前进着，

想要完整地保留过去只是奢望。

夏威夷除了尤克里里和柯南，还有它

夏威夷的传统手工艺品“Ahu 'ula”，用植物纤维和羽毛制成的大氅 |

夏威夷的半边莲亚科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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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賽李洋泰國賽李洋//王齊麟奪冠王齊麟奪冠

俄羅斯海參崴極限達人冒嚴寒沖浪俄羅斯海參崴極限達人冒嚴寒沖浪
盡顯戰鬥民族本色盡顯戰鬥民族本色

西班牙罕見大雪激發市民創造力西班牙罕見大雪激發市民創造力 城市秒變滑雪場城市秒變滑雪場

近日近日，，受風暴受風暴““菲洛梅娜菲洛梅娜””影響影響，，西班牙全國各地遭遇罕見大雪西班牙全國各地遭遇罕見大雪。。
暴雪引發首都馬德裏交通癱瘓暴雪引發首都馬德裏交通癱瘓，，機場火車站等都被迫關閉機場火車站等都被迫關閉。。然而然而，，大雪大雪
也帶來了無限樂趣也帶來了無限樂趣，，不少居民拿著雪板雪具在街道上滑雪不少居民拿著雪板雪具在街道上滑雪，，整座城市仿整座城市仿
佛變成滑雪場佛變成滑雪場。。圖為當地時間圖為當地時間11月月99日日，，西班牙馬德裏西班牙馬德裏，，壹名男子滑雪壹名男子滑雪
出行出行。。

世界首條高溫超導高速磁浮工程化樣車世界首條高溫超導高速磁浮工程化樣車
及試驗線在成都啟用及試驗線在成都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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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的南部，墨
西哥海灣沿岸地區，有一座飛速發展，閃亮的明珠-梨城（Pear-
land市）。據2017年的數據，其中城市的常住人口已經達到了
144,000，預計2020的人口普查會達到165,000，被稱為大休斯頓
地區增長增長的社區，也是德克薩斯州增長第二快的社區。

梨城有全方位服務的市政府，優美的住宅區，亮麗的風景線
，繁華的美食風光，一流的購物廣場，令人驚嘆的常年活動和價
格實惠的酒店。原來從休斯頓市中心和德州醫學中心有助於梨城
的6車道州際高速公路擴展為10個車道的高速公路，吸引著越來
越多的醫學中心工作人員來此居住，越來越多的商家來此投資。

梨城市議會前議員凱文·科爾（Kevin Cole）於2020年11月
取代了執政長達44年，共和黨人，95歲的湯姆·里德（湯姆·里
德）的職位，出任梨城新任市長。

但是，梨城的飛速發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多元民族，多元
文化的市民，已經發生了科爾雖然是無黨派人士，但2020年在
共和黨的支持下，以共和黨候選人的身分與前公園和娛樂委員會
主席，民主黨候選人昆汀·威爾茲（Quentin Wiltz）競爭，科爾
在布拉索里亞縣（Brazoria County）達到56.7％的選票勝選，宣
誓為梨城市長。變量，美南新聞傳媒集團特邀嘉賓Danny Nguy-
en，記者Sky Dong和朱全胜對新科市長科爾進行了採訪。

感謝梨城這座偉大的城市的公民對我的大力支持和信任，選

擇我為市長，我期待為我們城市的所有公民服務！我想擁有一個
我們可以生活，工作，娛樂和祈禱的城市。”

他提到梨城有得天獨厚的經濟優勢：梨城的失業救濟3.0％
，美國平均水平為3.7％；去年，梨城的就業市場增長了3.1％。
未來十年的未來就業增長預計為40.2％ ，，高於美國的平均水
平33.5％；梨城居民的平均年收入為$ 38,608，美國的平均年收
入為$ 28,555；梨城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每年$ 94,653。 $
53,482。

科爾說從1995年至1998年以及從2004年至2010年在市議會
任職九年，幫助確保了2007年債券計劃的實施，考阿特（Cow-
art）的小河改道項目以及戰略性政策決策，這些決策刺激了下柯
比（Lower Kirby）經濟發展區的建立。下柯比區是梨城西北部
一個1,200英畝的綜合開發項目，毗鄰8號高速公路和288號州際
公路。該區的總體規劃包括城市住宅，辦公室，零售，技術/研
究園區和輕工業區，所有這些都在風景優美的柯比林蔭大道兩條
，發展區設有步道和公園。

下柯比區域的現有發展包括：
Lonza的300,000 SF病毒和免疫療法開發和製造設施–世界

上最大的專用細胞和基因療法製造設施；美國現代綠色正在開發
計劃包括辦公室，護理退休中心，零售，公寓，聯排別墅和公寓
；工具- Flo的80,000 SF總部，培訓和製造工廠； Rex Supply的

46,000 SF 設施，是 Rex Supply 的總部和 Production Tool Supply
Co.，LLC 的新分銷中心； Merit Medical 的 92,000 SF 研發/醫療
設備製造工廠；多佛能源公司150,000英尺的製造和運營中心；
三菱重型壓縮機公司18萬毫米的辦公，製造和倉庫設施；由Po-
ag＆McEwen開發的Bass Pro Shop 150,000英尺的零售店；心血管
系統公司的46,000 SF醫療器械製造工廠；梨城外科中心等。

除了在公共服務部門工作多年外，科爾還曾擔任過多個委員
會的職務，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其中包括288大合作社，梨城
醫學中心的建設，北布拉索里亞縣教育聯盟和梨城商會的服務等
。按照他的說法，梨城的高速發展，除288交通要道激活經濟之
外，8號環城高速公路跨越梨城也可以不可低估的作用。梨城交
通發達，商貿林立，30分鐘之內可以到達梨城的任何地方，辦事
快速高效。

在職業生涯中，科爾花了20多年的時間開發房地產，目前
擔任Cove Matrix Development的負責人，也經營自己的生意。他
協助開發和諮詢了6,500個住宅用地。

科爾指出於他不是在梨城出生，但是在梨城長大，他的妻子
麗莎（Lisa）出生在梨城，長大在梨城，對梨城充滿感情和希望
。 （Pearland高中）和德克薩斯理工大學，在那裡他獲得了市場
營銷學士學位和公共關係學位。他在梨城生活了43年，他和妻
子麗莎有四個孩子和頭骨孫子。

“取之於民，服務於民”-訪梨城新任市長科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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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股海奇緣股海奇緣 楊楚楓楊楚楓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Westcenter Dr.Westcenter Dr.與與WestparkWestpark交口進口處右手邊第三棟大樓的交口進口處右手邊第三棟大樓的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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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 ））隨著隨著

新冠疫情的肆虐新冠疫情的肆虐，，每天都傳來每天都傳來
壞消息壞消息，，如美國疫情仍在持續如美國疫情仍在持續
惡化惡化，，再加上目前疫苗仍處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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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正如正
處於發熱處於發熱、、感染等疾病感染等疾病、、急性急性
病及妊娠期婦女病及妊娠期婦女，，慢性病人群慢性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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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應作個人新冠
病毒及血清檢測病毒及血清檢測,, 對自己目前身對自己目前身
體狀況有所了解體狀況有所了解，，是安心是安心，，也也
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

AUSPICIOUS LABORAAUSPICIOUS LABORA--
TORY Inc.TORY Inc.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是最靠近中國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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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西南區中國城八號公路與
Westpark Dr.Westpark Dr. 交口附近交口附近。。他們他們
以 棉 簽 取 樣 核 酸 檢 測以 棉 簽 取 樣 核 酸 檢 測
SARS-COV-SARS-COV-22Nucleic AcidNucleic Acid

RT-PCR testing,RT-PCR testing, 手指端取樣手指端取樣
血清抗體血清抗體 IgG/IgMIgG/IgM測試測試，，取樣取樣
後後1212--2424小時之內出結果小時之內出結果。。大大
部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部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也也
可自費檢測可自費檢測。。無需預約無需預約，，可以可以
直接前來直接前來。。請戴口罩來實驗室請戴口罩來實驗室
檢測檢測，，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
少等待時間少等待時間，，於室內或車內檢於室內或車內檢
測測。。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88::
0000am-am-55::0000pm,pm, 周 六周 六 ：： 88::
0000am-am-44::0000pm,pm, 周日休息周日休息，，緊緊
急情況需先預約急情況需先預約。。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地地
址址 ：： 37073707 Westcenter Dr.Westcenter Dr.
SuiteSuite 10010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4277042,, 聯 系 電 話聯 系 電 話 ：：
713713--266266--08080808，， E-Mail: inE-Mail: in--
fo@auspiciouslab.com, www.fo@auspiciouslab.com, www.
auspiciouslab.comauspiciouslab.com

剛過元旦新年剛過元旦新年，，就看到一段股海奇緣就看到一段股海奇緣。。 一位一位
股民於股民於77年前以年前以77..55美元買進一隻名叫美元買進一隻名叫 「「特斯拉特斯拉」」
的股票的股票，，77 年後的今天年後的今天，，才經過才經過25552555 曰曰，，他進入他進入
3939歲歲，，便擁有便擁有33..44億持股億持股，，折實價為折實價為30073007 億元億元，，
正式宣布退休正式宣布退休！！

這要歸功在於過去這要歸功在於過去11年多以來年多以來，，特斯拉的股特斯拉的股
價大漲特漲價大漲特漲，，不只讓創辦人馬斯克登上了全球首不只讓創辦人馬斯克登上了全球首
富之位富之位，，也創造出不少因押注特斯拉股票而變成也創造出不少因押注特斯拉股票而變成
富豪的富豪的 「「TeslanaireTeslanaire」」 ，，年僅年僅3939歲就宣稱要退休歲就宣稱要退休
的狄伯特即其中之一的狄伯特即其中之一。。

根據根據(Market Watch)(Market Watch) 雜誌報導雜誌報導：：絕大多數財絕大多數財
務規劃師都推崇務規劃師都推崇 「「多元多元」」 資產布局資產布局，，尤其是在美尤其是在美
股牛市頻頻改寫空前紀錄的今時今日股牛市頻頻改寫空前紀錄的今時今日，，但狄伯特但狄伯特
（（Jason DeBoltJason DeBolt））卻反其道而行卻反其道而行，，一心一意把全一心一意把全
副身家押在特斯拉副身家押在特斯拉（（TESLATESLA））上上。。

過去幾天過去幾天，，狄伯特的狄伯特的11則推文在網路上瘋傳則推文在網路上瘋傳
，，推文內容寫著推文內容寫著：： 「「今天今天，，我以我以3939歲之齡從企業歲之齡從企業
界退休了界退休了。。在可見的未來在可見的未來，，沒有打算賣掉任何持沒有打算賣掉任何持
股股（（##特斯拉特斯拉））」」 ，，配上配上11張金額高達近張金額高達近12001200萬萬
美元的證券帳戶截圖美元的證券帳戶截圖。。

曾任職於曾任職於GoogleGoogle、、目前為亞馬遜目前為亞馬遜（（amazon.amazon.
comcom））工程師的狄伯特工程師的狄伯特，，向知名財經部落格向知名財經部落格

RAMP CAPITALRAMP CAPITAL透露透露，，他目前持有他目前持有11萬萬48504850股特股特
斯拉股票斯拉股票，，平均買進價位為每股平均買進價位為每股5858美元美元。。但但20132013
年他首次投資特斯拉時年他首次投資特斯拉時，，買進價位僅每股買進價位僅每股77..55美元美元
，，共買入共買入25002500股股--------以現行股價計算以現行股價計算，，光是這光是這
批原始持股現在就價值超過批原始持股現在就價值超過200200萬美元萬美元。。

儘管特斯拉股價周一重挫儘管特斯拉股價周一重挫 77..8282%%，，收在收在
811811..1919美元美元，，但此前已連漲但此前已連漲1111個交易日個交易日、、寫下史寫下史
上連漲最久紀錄上連漲最久紀錄，，且今年不到且今年不到 22 周來已上漲周來已上漲
1414..9595%%，，上周五上周五（（11//1515））才觸及才觸及 5252 周新高周新高
884884..4949美元美元，，延續著延續著20202020年大漲年大漲743743%%的走多氣的走多氣
勢勢。。

特斯拉股價的驚人漲勢特斯拉股價的驚人漲勢，，不僅帶動創辦人馬不僅帶動創辦人馬
斯克斯克（（Elon MuskElon Musk））身家水漲船高身家水漲船高、、在上周四躍居在上周四躍居
全球首富全球首富，，也讓也讓 「「TeslanaireTeslanaire」」 成了華爾街新的流成了華爾街新的流
行語行語，，用來稱呼那些因投資特斯拉而躋身百萬富用來稱呼那些因投資特斯拉而躋身百萬富
翁行列的投資人翁行列的投資人。。

然而在特斯拉的狂熱粉絲們高聲歡呼之際然而在特斯拉的狂熱粉絲們高聲歡呼之際，，
其他抱持較保守策略的投資人卻不敢貿然跟進其他抱持較保守策略的投資人卻不敢貿然跟進。。
紐約投資顧問公司紐約投資顧問公司Ritholtz Wealth ManagementRitholtz Wealth Management
投資組合經理人卡爾森投資組合經理人卡爾森（（Ben CarlsonBen Carlson））承認承認，，如如
狄伯特這類案例的確讓他又嫉又羨狄伯特這類案例的確讓他又嫉又羨，，但只押注但只押注11
檔股票不放手的投資方法不適合他檔股票不放手的投資方法不適合他，，也不適合大也不適合大

多數人多數人。。
卡爾森在部落格卡爾森在部落格A Wealth of Common SenseA Wealth of Common Sense

上表示上表示：： 「「我從不曾把全副積蓄押在單一我從不曾把全副積蓄押在單一11筆可筆可
能會嗨過頭的投資上能會嗨過頭的投資上」」 ，， 「「作為作為11位多元化的投位多元化的投
資人資人，，意味我絕不會把我的家庭置於可能因單一意味我絕不會把我的家庭置於可能因單一
投資而身家盡失的處境中投資而身家盡失的處境中。。」」

但身為但身為 「「TeslanaireTeslanaire」」 11員的狄伯特員的狄伯特，，無妻無無妻無
子子、、沒有後顧之憂沒有後顧之憂，，顯然更能夠接受市場上沖下顯然更能夠接受市場上沖下
洗帶來的挑戰洗帶來的挑戰。。例如例如，，20202020年他的特斯拉持股部年他的特斯拉持股部
位價值曾在位價值曾在11天內下跌了天內下跌了130130萬美元萬美元，，但他似乎依但他似乎依
然毫不畏懼未來類似狀況再次發生然毫不畏懼未來類似狀況再次發生。。

被問及是否擔心特斯拉股價處在泡沫中時被問及是否擔心特斯拉股價處在泡沫中時，，
狄伯特說狄伯特說：： 「「不不，，我不那麼認為我不那麼認為。。能源業和運輸能源業和運輸
業正遭遇顛覆業正遭遇顛覆，，而特斯拉股價反映了這一點而特斯拉股價反映了這一點。。我我
想想，，如果特斯拉不再進行股票分割的話如果特斯拉不再進行股票分割的話，，最終到最終到
20302030年我們可能會目睹股價站上每股年我們可能會目睹股價站上每股22萬到萬到33萬萬
美元美元。。」」

他信心滿滿地表示他信心滿滿地表示：： 「「這家公司才剛剛起步這家公司才剛剛起步
。。未來未來5050年我們可能都不會再見到像特斯拉這樣年我們可能都不會再見到像特斯拉這樣
的公司出現的公司出現。。」」

各位股民各位股民，，你會以他為榜樣而跟進他嗎你會以他為榜樣而跟進他嗎？？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最新消息，美國
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2021 年 1
月19日宣布，將取消該機構負責管理的
SAT 單項考試（SAT2）與 SAT 大學入
學考試中的可選作文部分，並將永遠停
止在美國進行單項考試，目的是簡化考
試流程。

他們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加速
了大學理事會已經在進行的一個過程，
這一過程旨在簡化我們的工作，減少對
學生的要求。”

具體宣佈如下：
• 美國境內的SAT2考試立即永遠

停止。美國境外的考場在五月和六月考
試之後將永久停止。

• 美國境內的已經註冊的SAT2考
試會被自動取消，並且全額退款。

• 已經註冊 SAT 可選作文部分的
考試一直到六月份都可以照常進行。如
果不想考試作文，可以自己到賬戶裡取
消，並且得到16美元退款。

• 今年6月以後，可選作文部分只
有在一些州的必須要求的學校組織的
SAT考試中出現，特拉華州和俄克拉何

馬州是以這種方式使用作文部分的兩個
州。

• CB將啟動對SAT必考內容的修
訂進程，旨在使入學考試“更靈活”、
“更精簡”，還將允許學生們通過網絡
進行考試，而不是傳統的筆試。

SAT將有大變革
關於SAT考試將如何改革，目前還

沒有進一步的細節。大學理事會首席執
行官科爾曼(David Coleman)表示，更多

信息將在4月份公佈。
過去十多年來，參加SAT科目與SAT大
學入學考試中的可選作文部分的考生一
直在下降，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難以維
持。大學理事會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AP考試，同時跟競爭對手ACT比賽看
誰更快更有效把考試帶到線上。

去年3月，新冠大流行導致學校停
課，擾亂了各個等級的教育，給SAT和

其競爭對手ACT入學考試帶來了前所未
有的混亂。自去年春天以來，許多準備
上大學的學生都在為找不到時間地點合
適的考試中心而犯愁。2020年SAT考試
有220萬註冊，結果只有90萬人次考試
，因為很多考試被取消了。此外，受疫
情影響，許多大學開始取消標準化考試
要求，變成test optional。

申請大學時提供SAT成績具有明顯
優勢

但是SAT考試依然存在，而且根據
美金榜公司目前大學錄取的數據分析，

在大學申請時提供SAT成績的學生具有
明顯優勢。美金榜建議：在眾多學生利
用test optional的時候逆流而上，拍出你
的漂亮的SAT成績，絕對會使招生官眼
前一亮：不僅證明你響噹噹的學術能力
，而且展示了你勇於接受挑戰的品質！

SAT全科強化培訓班
為幫助廣大高中生準備3月的SAT

考試，美金榜公司特別推出了SAT全科

強化培訓2月班開始招生！
SAT Verbal

課時：16小時。日期：2月6、7、13、
14、20、21、27，28
時間：美國中部時間5點-7點。授課方
式：zoom。
教師：Dr. Kieran Lyons。語言：全英文

SAT Math
課時：10小時。日期：2月6、13、20、
27、28
時間：美國中部時間 11 點-1 點。授課
方式：zoom
教師：Kevin Liu。語言：全英文

師資介紹
Lyons 博士，美金榜教學部主管，

英語專業博士，萊斯大學校友。超過十
年英語教學經驗，包括 SAT 英語、AP
英語、英語寫作、文書寫作等課程。耐
心、細心，善於總結考試規律，教授學
習方法，教學成績卓然，深受學生好評
。Lyons博士根據college board SAT教學
大綱，以考試真題為基礎，結合自己的
教學經驗和學生反饋，開發出自己獨特
的教學課程，集應試和提高英語能力為

一體，教給學生一套行之有效的學習方
法，使SAT備考工作事半功倍，考出好
成績。

Kevin Liu，畢業於上海交大和北大
，理工碩士，有著深厚的數學功底。劉
老師多年來一直進行 SAT 和 AP 數學的
教學，學生大多為洛杉磯地區的高級知
識分子和白領的華人子女，經過他輔導
的學生大多獲得SAT/AP數學滿分。用
他自己的話說，學生考不了滿分他都覺
得不好意思，自信和水平可見一斑。劉
老師課程講解循序漸進，邏輯性強，挖
掘每個知識點，完全做到學習無死角，
讓學生從對原理的模棱兩可達到完全理
解的程度，最終取得理想的考試成績。

在下個月美金榜將陸續推出 AP 考
前培訓班，使一向學習優秀亞裔子弟仍
然在大學申請中佔據優勢。敬請關注！

SAT Verbal 和 Math 全 選 ， 立 獲
$200 折 扣 ， 僅 售 $998。 詳 情 請 見 ：
www.tothetopeducation.com。
報名請加微信：Lonestar2012 或電話：
281-797-5614。

美國大學理事會將取消美國大學理事會將取消SATSAT科目與作文考試科目與作文考試
「「美金榜美金榜」」教導您如何在申請大學時佔據優勢教導您如何在申請大學時佔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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