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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上任 移民局長換人
對美國華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對美國華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

（本報記者黃梅子）拜登總統已
於 1 月 20 日入主白宮，他上任首日就
簽署了壹系列行政命令，推翻了川普
期間的政策。其中很重要的壹條就是
打開美國的大門，對移民們敞開懷抱
。拜登簽署為 2021 年 1 月 1 日後仍居住
在美國的數百萬無證移民提供時長為
八年的入籍途徑，如果無證移民通過
了背景調查，他們將在五年後獲得合

法永久居留權，並在三年後獲得美國
公民身份。為 DACA“夢想生”、農場
工人和具有臨時保護身份的人在符合
具體要求的情況下提供立即申請綠卡
的途徑。允許那些川普執政期間被驅
逐出境，且此前已在美國居住三年的
移民以家人團聚或其他人道主義原因
返回美國。撤銷對那些曾經居住在美
國並已離開的無證移民重新進入美國

的時間限制。授權中美洲移民受理中
心為難民安置和其他合法移民進行註
冊。取消庇護申請的壹年有效期限。
提高對外國移民家庭的年度限制。免
除綠卡持有人的配偶和子女在就業方
面的移民配額，擴大工作移民綠卡的
數量。清除積壓許久的家庭移民和工
作移民簽證的申請。向 H-1B 簽證持有
者的家屬開放工作許可。增加法院系

統的移民法官人數。
新移民法中有四大看點值得華人註意
。
一，無證移民：
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經在美國
的無證移民(包括逾期居留者和偷渡入
境者)，均可以申請臨時綠卡，且交稅
並通過了犯罪記錄和國家安全背景調
查，五年以後可以取得正式綠卡，之
後再三年，只要通過英語和美國人文
考試，即可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此外
，在川普執政期間遭遞解出境者，如
果之前曾在美國居留滿三年，且有人
道主義和家庭團聚的理由，也可獲得
合法身份。
二，親屬移民：
新法將增加每個國家的此類簽證
配額，追回以前未被使用的簽證名額
，同時允許受益人在等待期間臨時在
美國停留，此外也取消目前執行的所
謂 「三年和十年禁令」 。所謂三年禁
令是指壹個人在美國非法居留過半年
的話，壹旦出境後三年內將不許重新
入境美國，假使非法停留超過壹年，
則禁止入境時間將拉長到 10 年，此規
定造成許多本來可以通過親屬移民者
，在境內無法拿到綠卡，壹旦出境又
很長壹段時間無法入境美國，讓許多
家庭處在非常艱難的困境。
三，職業移民：
取消每個國家的簽證配額，追回
以前未被使用而浪費的簽證名額，提

供留在美國，並取得美國大學科學技
術專業研究所或以上學歷者便利條件
；允許 H-1B 的家屬合法工作，防止子
女因超齡而使申請過期等。
四，其他條款：
新法案還包括眾多條款，包括使用高
智能手段控制邊境，解決中南美洲國
家民眾試圖移民美國的根本問題；取
消庇護申請者入境壹年內必須提交申
請的限制；增加 U、T 和犯罪受害者
VAWA 等簽證名額；減少移民法庭案件
積壓；嚴厲打擊有組織的移民犯罪等
。
拜登計劃在上任 100 天內簽署更多
的行政命令來實施民主黨的治國綱要
，不過很多行政命令都必須得到參議
兩院的同意才能生效，百日新政的實
施將會怎麽樣？這些對華人的生活會
有什麽影響？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時事通》主
持人陳鐵梅邀請德州資深律師陳文和
社會觀察家楊勁濤先生談拜登上任，
移民局長換人，對美國華人日常生活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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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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德州啟動一項疫苗移動植入計劃
（本報訊）德克薩斯州正準備啟動
一項移動疫苗計劃，以增加郊區縣居民
的COVID-19疫苗接種力度。
州長格雷格·雅培（格雷格·雅培）
和得克薩斯州應急管理部（TDEM）於
週三宣布啟動了德州州移動疫苗接種試
點計劃。週四，德克薩斯州國民警衛隊
的成員將成為向符合條件的居民進行疫

苗接種管理團隊的成員。
疫苗移動注射將部署到所在的五個
縣分別是DeWitt，Marion，Real，Sherman 和 Starr。管理團隊正在與每個縣進
行協調，以安排疫苗接種小組的到來。
包括 DeWitt 附近幾個地區和 Leaky
這個距離聖安東尼奧最近的縣。
州長在一份聲明中說：“國家流動

疫苗試點計劃將幫助我們增加在德克薩
斯州居民，年齡在65歲以上的德克薩斯
人以及有需要的社區中的疫苗接種速度
。”
德克薩斯州上週加入了威斯康星州
和地方州等州類似的移動程序並開始管
理疫苗注射。

美疫情拖累全球旅遊業2020年損失37兆
（綜合報導）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今
天說，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武漢肺炎）危機造成的全球旅遊業在 2020
年損失 1.3 兆美元，稱這是“旅遊史上最慘
澹的一年”。
總部位於馬德里的世界觀光組織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聲明表示，
去年旅遊業營收損失相當於“ 2009 年全球
經濟危機時期所創紀錄的超過 11 倍”，並
警告 1 億至 1.2 億個與旅遊業直接相關工作

有可能不保。
聲明另指
出 ， 在 2020 年
，國際遊客減少 10 億人次，亦即 74％，首
先遭到疫情衝擊的亞洲降幅最大。歐洲遊
客減少70％，而美洲遊客則下降69％。
世界觀光組織表示，儘管 COVID-19
疫苗的推出預計將在 2021 年“使旅遊慢慢
正常化”，但“由於疫情大流行的不斷演
變”，許多國家正重新祭出更嚴格的旅行

限制，例如隔離，強制檢測和完全關閉邊
境
國際遊客人數上次呈現年度增長率是
在 2009 年，當時全球經濟危機導致遊客數
減少4％。

輝瑞和BioNTech表示：有效對抗變種病毒
(本報訊)共同研發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的
雖然研究結果顯示，不需要研發新疫苗來對付變種病毒，但
聲明中說： 「輝瑞和BioNTech相信，公司專有的mRNA疫
美國輝瑞大藥廠（Pfizer）和德國BioNTech公司今天表示，它們 輝瑞和 BioNtech 表示，如果有證據顯示變種病毒可能會擊敗它 苗平台的靈活性，非常適合在有需要時，開發新的變種病毒疫苗
的疫苗可有效對抗在英國和南非出現的變種病毒。
們目前的疫苗，它們將會回應。
。」
這兩家公司在聲明中說，在比較原始病毒和變種病毒的試驗中發
兩家公司表示，它們將持續監測疫苗在 「真實世界的有效性
全球單日染疫死亡數在 27 日首度突破 1 萬 8000 人，疫苗被
現的 「微小差異」，不太可能導致疫苗的有效性明顯降低。
」，包括針對新病毒株的有效性。
視為恢復至某種正常狀態的唯一真正機會。

親子教育

想让孩子变优秀，要从做好这些小事开始！
教育从来都不是一门简单的功课。
在每一个家庭里，从一个婴儿的诞
生，到他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再到他
外出求学、工作，父母总是要付出极大
的心血，也会面对许多的问题。
性格过于内向怎么办？学习成绩不
好怎么办？
青春期怎么平稳度过？被迫留守老
家怎么办？
……
这些问题很普遍，是许多家长的困
惑，也是当今教育环境下难以解决的困
境。
而与其陷在教育的焦虑里，找不到
头绪，不妨先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做
起。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家庭教育指导师王莉老师在某次讲
座上提出，“父母亲要尽可能地和孩子
生活在一起，陪伴孩子生活、阅读”，
她和听众产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孩子的父母都去外地打工了，怎
么办？”一位奶奶焦虑地说。
“是否可以克服实际困难，带孩子
一起去工作地上学？”王莉老师问道。
奶奶摇摇头。
“是否可以让孩子的父母回本地来
工作？”王莉老师继续问道。
奶奶又摇了摇头。
“是否可以让孩子的爸爸或妈妈每
隔一两个礼拜抽空回来陪伴孩子？”王
莉老师追问。
奶奶终于点了点头：“这个应该是
可以做到的。”
也就是说，想要改善亲子关系，也
许我们无法做到每天和孩子生活在一起
，但是可以在每天晚上和孩子打上十分
钟电话；
想要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也许我
们没办法时时督促日日辅导，但是可以
在每天早上和孩子一起大声朗读一篇课
文；
想要让孩子学会感恩，也许我们没
有办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是可以随
时抽空给自己的父母按按肩揉揉腿；
……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立即行
动起来的小事情，就是家长们能够改变
的地方。
而当把许多小事情积攒到一起，进
步就大了。
所以，当我们遇到孩子抛出的难题

时，首先就别纠结于烦恼中了，先针对
性地找到和做到可以改变的地方。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把对教育的
焦虑转移到实际的行动中去。
送给父母的行动清单
改变孩子，要从改变父母开始。
孩子都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
所以，想要收获一个优秀的孩子，需要
先成为一个优秀的父母。
1.在孩子做作业时学习或阅读
想要孩子学得好，首先要给孩子营
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这同时也能帮
助家长实现自我成长。
2.每个月至少和老师通一次电话
保持顺畅的家校沟通是提升孩子学
习成绩的不二法宝。家长可以通过电话
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在校表现，
按时、定期地参加家长会也是很好的途
径。
3.不拿孩子和其他人比较
任何孩子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家
长最需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一份与众不同
并学会欣赏。并且，有时候孩子虚荣心
强也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4.表扬孩子的每一次进步
表扬就是引导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
，并从中激发自信心。当父母夸奖孩子
时，孩子会因为受到鼓励而反馈给我们
更好的行为。
5.每天至少和孩子交流 10 分钟
和孩子进行沟通，是父母和孩子走
近彼此最直接的方式。在交流中让孩子
感受到关注，启发孩子分享与思考，是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最重要的基础。
6.孩子在身边时远离手机
当家长在陪伴孩子时，可以将手机
提前静音或放在固定的场所，保证家长
的陪伴是一心一意的。这也能给孩子树
立榜样，摆脱手机瘾！
7.睡前和孩子拥抱并互道晚安
孩子成绩差，多半是缺乏安全感，
能力在内心冲突中消耗殆尽。在安全中
，就能探索。可以说，每一个学霸都离
不开爱的滋养。
8.每周至少一次带孩子去户外活动
世界上再没有比大自然更好的老师
。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不仅能加深孩
子对课堂知识的理解，提高发现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还能够增强家庭凝聚力。
9.不在孩子面前和另一半争吵
相互嫌弃的父母，永远养不出幸福
的孩子。孩子在父母相爱的家庭中度过

童年，他的人生才能有温暖明亮的底色
，可保心理健康，情商良好。
10.为父母完成一次心愿
带父母去完成当年不曾实现的心愿
，哪怕是坐坐飞机，爬爬长城这样的念
头，回馈父母多年的养育和帮助。在这
个过程中，也能教会孩子懂得感恩，将
孝心代代传承。
送给孩子的行动清单
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是父母的事
，更是孩子的事。
我们需要带着孩子也行动起来，改
变哪怕很小，但积累起来也能收获意想
不到的效果。
1.每天大声朗读一篇文章
大声朗读有利于开发右脑，提高记
忆能力，培训语文素养。同时，还能清
醒头脑，促进性格外向，提高自信心。
2.课前先把文具和课本拿出来摆放好
提前摆好课本和文具，在做好上课
的准备，让心思回到课堂上来。还可以
抓紧老师正式开讲前的几分钟，简单预
习下当堂的内容，提高学习效率。
3.有疑问及时问同学或老师
通过他人的答疑解惑可以及时地解
决掉课业上的困难，还可以培养孩子的

交际和交流能力，以及逐步形成遇到问
题及时解决不逃避的心理。
4.每天向父母分享一件学校的故事
“讲故事”能极大地锻炼表达能力
和逻辑能力，还能培养对学校的认同感
。同时，一切的亲子关系都始于交流，
这也能向父母传达孩子的近况和需求。
5.见人先打招呼问好
一个微笑，一句你好，是跨出自我
小世界的一大步。教导孩子对别人施以
善意，能交到更多的伙伴，还能受到相
应的尊重和喜爱。
6.绝不说脏话
脏话既会惹动怒气，又让人无法沟
通。父母可以告诉孩子，遇到矛盾要用
更有逻辑和道理的话术去回答。同时，
家长要注意给孩子营造一个文明的话语
环境。
7.每天坚持跑步半小时
坚持运动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增强
体魄，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应对学习的压
力，还能在不断坚持的过程中磨练耐性
与毅力，体会到超越自我的喜悦。
8.整理好自己的房间
一个人的个人修养是从学会劳动开
始的。让孩子整理房间可以锻炼孩子的

自理能力，也能让其明白打扫房间的辛
苦和家长的不易，要对家人长辈常怀感
恩之心。
9.收拾好自己的书包
收拾书包应该是孩子从小就养成的
自我管理的好习惯，既培养了思维的条
理性，又能够对明天的课程安排形成相
对清晰的认知。
10.不让长辈催促起床
孩子拖拉磨蹭，是在家长一声声催
促中愈演愈烈的。从独立起床开始，让
孩子学会把握好时间的分配和做事情的
节奏，增强责任心。
我们常说，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
父母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业。
尽管很多事情我们暂时无力解决它
，或者从“别人家的孩子”那里找到切
实可行的经验，但每个优秀的孩子和他
们的家长，其实都做了许多平凡的、朴
实的、不值一提的小事。
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从能改变的
地方开始改变，从最微小的事情做起。
当我们用心去做，坚持去做，孩子一定
会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朝着我们
的目标成长。
坚持耕耘，静待花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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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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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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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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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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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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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四川贵州人，如何花样“闷声吃大羊”
提到哪里的羊好吃，好像人们心中
只能想起西北五省区的争锋与混战：内
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和宁夏五位种
子选手磨刀霍霍向肥羊，争先恐后当第
一；浙江作为南方代表队成员独占一条
赛道。但其实在不远处的西南地区，隐
藏着被吃货们严重低估的吃羊宝地，
“闷声吃大羊”的云贵川人民同样对羊
爱得深沉。
羊肉粉&火锅，争夺贵州人的胃
贵州人吃羊肉花样繁多，主要有羊
肉粉和羊肉火锅两大类。贵州人吃羊肉
粉，那是不分早晚，不分冷热，不分三
餐，不分四季，只要家门口开着一家羊
肉粉店，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贵州人
吃羊肉粉。而对于羊肉火锅来说，贵州
人不仅对锅底有清淡和浓郁的区分，还
对蘸水十分讲究。
贵州的羊肉粉江湖极为热闹，叫得
上名号的至少就有遵义羊肉粉、兴义羊
肉粉、水城羊肉粉、金沙羊肉粉四大门
派。
遵义羊肉粉用酸粉，是一种经过发
酵，吃起来口感自带微酸的粗米粉，讲
究原汤原味。兴义羊肉粉则是酱香门派
的，粉的味道好不好，全赖一口酱，羊
肉粉店里时常能见到老板支起一口大锅
炒酱，酱香味能飘两条街。水城和金沙
的羊肉粉都走油辣椒的路数，将辣椒烘
干焙香再碾成或粗或细的辣椒面，混以
羊油制成油辣椒，很多羊肉粉店凭借卖
油辣椒都足以发家致富。
在一个贵州人的生活里，羊肉粉是
接地气的食物，就连吃羊肉粉的地儿是
不是清爽光鲜，也无所谓。若一家店一
进门就能给人“油腻腻”之感，汤锅是
油的，码着羊肉的砧板是泛着油光的，
粉是油亮的，前一秒刚吃完的桌子还留
着油点儿——这店的羊肉粉，绝对难吃
不了，坐下来，点一碗，一入口，就停
不下来！
一碗好的羊肉粉，碗里红油铺满，
香菜葱花蒜苗浮在表面，大红大青就是
主色调。然后在碗面的一边码上厚厚一
层切薄的熟羊肉片，羊肉片还得是带皮
的，胃口好的还可以往粉里单加羊蹄、
羊脑、羊血和羊杂。
另一边的位置则留给泡菜，遵义的
羊肉粉偏爱泡莲花白，也就是卷心菜。
兴义羊肉粉则是搭配嫰粉色的泡萝卜碎
丁，此外还有泡折耳根、泡青椒等种类
。最后撒上一勺花椒面和糊辣椒面，酸
鲜麻辣的佐料再配上鲜米粉的滑韧细腻
、羊汤底的浓厚醇香，让人一口叫绝！
除了痴迷羊肉粉，贵州人也对羊肉

火锅十分沉醉。贵州的羊肉火锅中清汤
很常见，但下锅的部位繁多，一顿羊肉
火锅，从羊头肉、羊蹄到羊肝、羊肚，
羊肠、羊血旺，都可一锅囊括。
吃清汤羊肉，那蘸水可就得讲究了
。说来也是有趣，贵州各地羊肉火锅流
行的蘸水口味，和当地的羊肉粉风格基
本如出一辙。兴义羊肉锅的蘸水里也得
含一勺酱和一勺切细的泡酸萝卜，遵义
包括黔北一带的火锅蘸水爱用油辣椒。
黔北一带流行红油羊肉汤锅。羊肉
连皮带汤炖好后，用菜籽油和羊油混合
，加入花椒和海椒面爆炒出红油底料，
再加入羊汤，混合成一锅红油锅底。吃
的时候涮入青菜叶子，夹出来时也是红
扑扑、油汪汪的一条。在万物皆可酸汤
的贵州，还可以吃到酸汤羊肉，以红酸
汤为底，配腐乳辣椒蘸水，涮出来的羊
肉带着酸汤的粉红色，如同勾了一层粉
色的芡汁。
不论是羊肉粉，还是羊肉火锅，都
偏爱用贵州本地黑山羊来做。黑山羊肉
质紧实，瘦多肥少，不油不腻，经测定
还富含谷氨酸，也就是“自带味精”的
羊肉。
不喝羊肉汤？四川人没法过冬！
四川多年以来一直是南方的产羊大
户，山羊的数量、品种一直在南方各省
名列前茅。
美食泛滥的四川对“吃羊”同样充
满讲究，红烧、黄焖、粉蒸......川菜家
常的十八般武艺均可在小肥羊身上施展
一遍，但要论四川人对“什么羊”爱得
最为专一，那必定是冬天的羊肉汤。川
人对冬至前后喝羊肉汤一事充满执念，
没有那一碗羊肉汤，四川人的冬天都过
不完整。
四川人有多爱羊肉汤？据华西都市报
统计，光成都人在2013年冬至前后喝羊肉
汤，就花费近13个亿，吃掉了115万只羊
。连卖羊肉的老板都可以说，如果哪一年
市场上的羊肉价格没被吃到翻倍，说明那
一届的成都人“战斗力不行”。
四川最出名的羊肉汤就是简阳羊肉
汤，还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
座靠近成都的小城因为一碗羊肉汤而声
名大振。
简阳羊肉汤只用看起来萌萌哒的大
耳朵羊来做，讲究汤色奶白，汤味浓厚
鲜醇。为了吊出一锅好汤底，简阳羊肉
汤多采用猪骨和羊骨同炖，还一定要额
外加上两条煎得表皮焦脆的鲫鱼用以增
色提味，把鱼羊在一锅里凑出一个“鲜
”字来。
吊好汤后，放入清洗好的羊肉、羊

杂以及每户独门的秘制香料包一起炖，
再将炖好的熟羊肉切片盛出。而后，另
起一口热锅，下羊油爆香，把炖好的熟
羊肉在锅中爆炒一圈，再另取一锅羊汤
加进去。
说是羊肉汤，实际吃的时候更近似火
锅的吃法。奶白的热汤锅，配上暗红的新
鲜羊血、鲜绿的豌豆颠儿，一起下锅“冒
一冒”，同锅中羊肉一同捞起来蘸鲜红的
海椒干碟吃。别忘了提前盛一碗羊汤放一
旁晾一晾，吃一口肉就一口汤。
简阳除了盛产大耳朵羊，辣椒的品
种和产量也在四川数一数二。简阳羊肉
汤搭配的辣椒干碟同样不容小觑。挑选
香味和辣味平衡得正好的红辣椒，烘干
碾碎，激发出香而不呛、辣而不燥的美
味，配在热汤里滚过一圈的熟羊肉片正
正好。
除了简阳，四川隆昌、威远、双流
等地的羊肉汤同样出众，做法与简阳的
羊肉汤有相似之处，主要是使用的羊品
种以及蘸料的种类不一样，像双流羊肉
汤主要是用本地产的黄麻羊，威远的蘸
料除了海椒干碟，还有辣椒面和酱油做
成的湿碟等。
“老板，来一锅，半肉半杂。”
在湿冷的冬天，能把四川人从麻辣火锅
桌上叫起来的，只有羊肉汤了！
云南人的羊肉和薄荷更配
云南黑山羊的鲜味谷氨酸和贵州黑
山羊一样，均有很好的鲜味特征。会泽
的黑山羊早早就被注册成了商标，已成
了黑山羊最响亮的一块招牌。
四川人钟爱羊肉汤，云南人也有自
己的羊肉汤锅。四川人的羊肉汤集火锅
和汤锅于一体，而云南人的羊肉汤锅更
像用汤锅盛上的一道完整的汤菜，是已
经做好的完整菜品。贵州人对羊肉粉
“上头”，云南人则是对羊肉米线偏爱
。贵州羊肉粉解腻靠酸粉或是泡菜，而
云南吃羊肉，无论是汤锅中还是米线里
，最离不开的是薄荷。
一锅沸腾的羊肉汤锅里，表面一定
被洒下满满的一层薄荷，铺到连锅底下
的肉都看不见。薄荷娇嫩，一小会儿就
全蔫进汤里了，把那股清爽的味道溶入
浓白的汤底里，空气里都弥漫着薄荷的
清香。吃起来的时候，薄荷去膻解腻，
又保留了自身那一缕独特的清冽口感，
同时又吸饱了羊汤的鲜味浓汤，配上蘸
水，在食客嘴里充分上演黄金配角比主
角亮眼的戏码。
云南的蘸料是糊辣椒蘸水。糊辣椒
是把干辣椒隔火烘烤，火候极为讲究，
就要在外表微泛焦黑、快要彻底糊掉前

的那一秒激发出的香味才是最浓郁的，
早一秒则不够香，晚一步就发苦了。
此时再把烤好的干辣椒捣成大粒的
面儿，也就做成了糊辣椒面。以糊辣椒
面打底儿，可以搭配葱花蒜泥香菜，可
以搭配捣蓉的番茄，可以放点豆豉或是
腐乳，拌匀后再加入一勺刚从锅里舀出
的滚烫的原汤，蘸水就成了。
除了米线和汤锅，云南人常吃的还
有黑山羊火锅，锅子形似老北京涮肉的
那种铜锅，中间有一个隆起的碳火口，
不过云南的黑山羊火锅并不像老北京涮
羊肉那样片生肉，而是吃带皮切片的熟
肉。
细数云贵川地区的吃羊大法，还有
更多的精彩，在吃羊江湖上，还会流传
着更多传说。吃羊不分高低，只有钟爱
与否。无论是羊肉汤还是羊肉粉，或是
烤全羊、手把肉、羊肉串、涮羊肉……
都能让人在寒冷冬日呼出那一口寒气，
给人家乡的念想，给人温暖的抚慰，这
或许就是食物最大的意义！

鳥語花香

它从湖北省来，却是用川普起的名
Windflowers，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
……
“风之花，风之花，父亲对我说别
走近它，他说他总有些害怕，他说他迷
恋过它……”Windflowers 是一首古老的
英国经典民谣，中文翻译为《风之花》
，两位演唱者 Seals 和 Crofts，一个嗓音
低沉沧桑，一个梦幻空寂，忧郁中又充
满着柔情，亦如风中飞花，纯净空灵。
不会打破碗，还能防虫害
初秋时节，打破碗花花在川西山野
中成片成片的开放，阳光映射在它们明
亮华丽的花朵上，在蓝色的天空下调和
出一些梦幻的紫。打破碗花花（Anemone hupehensis）来自于毛茛科银莲花属
，不同于同属大多数开放在春风中的银
莲花，打破碗花花总是在秋风之中迷离
摇摆。
银莲花属属名 Anemone 源自希腊文
anemos（风），银莲花的英语便是风之
花（Windflower）。希腊语中的银莲花
，意思是“风的女儿”。据说，罗马时
代的博物学家普林尼曾指出，是风打开
了银莲花的花朵。
银莲花属全世界约有 150 种，在各
大洲均有分布，多数分布于亚洲和欧洲
，它们通常生长在山间林下，盛开于春
天的季节。欧洲银莲花（A. coronaria）
被称为“妖精之花”，传说这种早春开
放的银莲花的叶子里住着“森林妖精”
，装点花瓣的粉红色线条就是妖精用手
指描画而成的。在雨天和夜晚，银莲花
合上了它们的“花瓣”，犹如叶子里住
着的“森林妖精”拉上了窗帘。
大片盛放的银莲花，已经成为了以
色列的一个景点。图片：zachi evenor /
wikimedia
打破碗花花却是被秋天的风唤醒的
，它们有着深深分裂的叶，细长的茎干
和可爱而精致的花朵。它们大大的花朵
生长在直立的花葶上方分出的几个细小
分枝上，花葶和花枝上还有许多白色细
微的毛。不过，在秋风中颤动着的却不
是它们的花瓣，所有的银莲花属植物都
没有花瓣，它们真正的花瓣已经完全的
退化，通常被人认为是花瓣的那个部位

，其实是它们的花萼片。
银莲花属是毛茛科中较为古老的类
群，依然保存了一些原始的性状。打破
碗花花有花瓣形状的萼片，呈覆瓦状排
列，颜色和层次也极为丰富，从白色到
粉红再到粉紫，极为迷人。400 多枚的
离生心皮紧密结合组成的雌蕊群，着生
于球形的花托上，看上去就像在花心处
鼓起了一只淡绿色的眼睛。它们的雄蕊
数目极多，花药金光闪闪，无比耀眼。
打破碗花花全株有毒，含有一种有
毒的化学物质——白头翁素（Anemonin
，也叫银莲花素），而根茎的毒性最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专门的书籍
和报刊指导人们用这种在川西山野极为
常见的植物制成土农药灭杀孑孓和蛆虫
，或以水浸液施于田间防治各类虫害。
打破碗花花的故乡是在中国南方，
这个有点拗口又直白的植物名字里有
“花花”的叠音连字，还带着蜀地方言
的俏皮。过去，为了防止淘气的熊孩子
去摘这种有毒植物的漂亮花朵，家长就
会告诉孩子们说：
乱摘这种花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
你就吃不成饭饭，吃不成饭饭就该背时
挨饿哈！
乱摘花的后果：妈见打！
于是孩子们就都不敢去触碰采摘
它了，据说，这是打破碗花花名字的
由来。
在中国，竟有不少的植物以打碗
为名，比如在旋花科里便有一个打碗
花 属 （Calystegia） ， 就 有 好 几 种 打 碗
花，它们名字的来历也大致和打破碗
花花类似。只是旋花科的打碗花并无
毒性，小朋友摘了误食也没有什么致
命危险。
所以，打碗不怕，打破了碗才会
怕。在缺衣少食的年代，打破碗终归
是一件性质极为严重的事情，以至于
连最淘气的熊孩子都能够深深感受体
会到饭碗打破带来的挨饿恐慌，打破
碗花花的名字就这么一代代的流传下
来，这也是这种植物在《中国植物志
》里的中文名字。
1843 年的深秋，上海城门附近，一
个叫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的
苏格兰人第一次见到了盛放墓地坟头上
的打破碗花花，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场
在墓地中印象深刻的惊艳偶遇：
“我第一眼发现日本银莲花的时候

，它正盛开在上海城门附近的坟墓中间
，银莲花每年 11 月开放，这时其它花朵
都已凋谢，所以，它最适合用来装点人
们的长眠之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输掉战争的大
清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中国的五处港口被强迫向外国开放。
这一年，受到皇家园艺学会资助植物探
险家福琼带着使命潜入中国，此行的重
要目的便是为皇家园艺学会采集来自古
老东方的新奇植物。
1844 年，福琼将从中国上海采集到
打破碗花花的活体植株成功地引进到英
国的花园，这种来自中国秋季开花的银
莲花迅速成为了园艺界的新宠儿，园艺
家很快以来自中国的打破碗花花为母本
，培育出了许多园艺新品种。
不过，直到今天，欧洲人一直将这
种原产于中国的打破碗花花习惯上称为
日本银莲花（Japanese anemone）。这是
因为更早期的欧洲探险家发现，这种在
秋季开放的银莲花几乎在日本各地都有
分布。1784 年，在荷兰东印度群岛公司
工作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通贝里
（Carl Thunberg）首次在日本采集和描
述了这种银莲属植物，并把它当成原产
于日本的物种，并为它命名为日本银莲
花（A.japonica）。
后来，植物学家发现日本银莲花真
正的原产地其实是中国南方，分布在日
本的打破碗花花是数百年前从中国南方
引入日本栽培，并很快就在当地归化。
后来，法国植物学家查尔斯•安托万•
勒梅尔（Charles Antoine Lemaire）以采
自中国湖北省的模式标本，为打破碗花
花命名了新的学名湖北银莲花（A. hupehensis），种加词 hupehensis 意思就是
湖北省。
质朴的名字，绚丽的花朵
哪怕在养护最为精细的花园里，也
有可能会在季节的过渡期间经历没有花
的日子。尤其是初秋，夏季开花的植物
纷纷凋谢，而众多的秋季花卉还远未至
盛花期。当罗伯特•福琼将产自中国的
打破碗花花介绍到西方花园后，这些来
自中国的银莲花开始在异国它乡的秋光
中迎风曼舞，并迅速拥有了自己的一席
之地。
在打破碗花花的原生地中国南方，
还有几个十分相似的近缘种，它们在银
莲花属下组成了一个打破碗花花组。这

个组几个近缘种主要的区别在叶子上，
打破碗花花（A. hupehensis）的叶子形
态变化较大，单叶和三出复叶都有，但
是叶背面的毛很稀疏。
野棉花（A. vitifolia）的叶背面密密
的长着白色绒毛，叶生长在植株的基部
，全部是单叶。还有一种植物大火草
（A. tomentosa）叶背面也有白色的绒毛
，但是基生叶通常为三出复叶，而不是
单叶。
打破碗花花组的几个近缘种外貌相
似常难辨彼此，中文名字也经常相互混
称，分布地亦有重叠，更多的时候，抛
开分类学的精准或混淆，亦不妨都称它
们为打破碗花花。它们很早就在西方花
园中开始绽放光彩，拥有了众多的园艺
品种，使秋天的花园变得更加优雅美丽
，不过这些银莲花属打破碗花花组的原
生植物依然还在中国南方的山野秋色中
绝世独立。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雪”，哪怕它们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
在中国南方，它们依然是秋天山野中最
为常见的野花，有着最为质朴的名字。

所谓风花雪月亦不过是辞藻的堆砌之雅
致，远不如打破碗花花的这份直白通俗
的乡情来得真切。它们总是生机勃勃枝
叶茂盛，它们总是在百花逐渐凋谢的秋
季开出大片绚丽的花朵，它们总是会成
为金秋时节南方山野中不可或缺的物候
风景。
隆冬时节，冷空气伴随着降雪将山
野装扮成银妆素裹的冰雪胜地。这个时
候，坚持挺立于溪畔的一丛丛打破碗花
花枝叶已日渐枯黄，它们像绵花一样轻
柔的灰白色绵毛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在花期后，打破碗花花结出的每一个小
小的带着细柄的瘦果上都有长长的绵毛
，这些瘦果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球形的聚
合果。入冬后，打破碗花花的果实逐渐
成熟，绵毛胡乱散开，乱蓬蓬看起来更
形似一个灰白的破棉絮团，它们细小的
种子就藏在这一团破絮之中，难怪人们
又叫它野棉花。
现在是打破碗花花散播种子的季节
，山中溪流穿出林间，轻快地奔涌前行
，在打破碗花花的满头白絮飘零中，这
一年的光阴亦如风中飞花般渐行渐远。

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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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總杯
足總杯]]曼聯 3-2 淘汰利物浦

阿布紮比錦標賽哈頓奪冠

廣東省博物館舉辦“黃金國之謎
廣東省博物館舉辦“
黃金國之謎—
——
秘魯安第斯文明特展”
秘魯安第斯文明特展
”導賞活動

小相撲手戴口罩訓練
日本兒童相撲俱樂部開課

日本埼玉縣入間市，
日本埼玉縣入間市
，當地兒童相撲俱樂部的成員在
練習 。 該俱樂部從 2020 年 3 月開始暫時停止訓練
練習。
月開始暫時停止訓練，
，如
今正式恢復訓練，
今正式恢復訓練
，但每次訓練前
但每次訓練前，
，孩子們必須進行壹系
列檢查措施。
列檢查措施
。

古埃及人怎麼畫畫？
古埃及人怎麼畫畫
？

來看看 3400 年前的調色盤長啥樣

3400 年歷史的古埃及
繪畫調色板上竟然還殘留
著鮮亮顏料！這壹調色盤
是由壹塊象牙制成的，包
括六個橢圓形的顏料孔，
其中仍清晰可見藍色、綠
色、棕色、黃色、紅色和
黑色顏料。調色板的壹端
還刻有法老阿蒙霍特普三
世(約公元前 1401-1353 年)
的 象 形 文 字 ， 以 及 “beloved of Re.”的字樣。阿
蒙霍特普三世統治時期是
古埃及最繁榮的時期之壹
，在藝術和文化方面取得
了巨大成就。盡管年代久
遠，這位畫家的調色板的
設計與我們今天使用的許
多藝術工具非常相似。這
個調色板可以追溯到公元
前 1390 年到 1352 年，目前
收藏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
物館（圖片拍攝於 1 月 19
日）。

休城社區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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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奧斯汀人質事件，兒科醫生槍殺兒科醫生後自殺身亡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根據德克薩斯州奧斯汀警察局的
消息稱，一名被診斷患有晚期癌症的兒科醫生在人質綁架事件中
槍殺了另一名兒科女醫生，隨後開槍自殺身亡。
奧斯汀調度員周二接到電話，稱一名男子手持槍走進奧斯汀
的兒童醫療集團（Children's Medical Group，CMG）的辦公室，
變為多名人質扣壓在大樓內。
警察說，起初有幾名人質被扣押，但幾名逃脫的人被允許離
開 ， 除 CMG 的 兒 科 女 醫 生 凱 瑟 琳·林 德 莉·道 森 （Katherine
Lindley Dodson）博士外。人質告訴警察，該名男子手持手槍和
彈槍。警察說，兇手也有兩個行李袋。
警察說，這名帶槍人士是現年 43 歲的兒科醫生巴拉特·納魯

曼奇（Bharat Narumanchi），他最近被診斷出可以診斷晚期晚期
癌症。的最後一個居住在州是加利福尼亞。
警察說，他在槍擊事件發生前一周去了 CMG 辦公室，併申
請了志願者職位。除了他最近的訪問以外，警方無法找到道森和
納魯曼奇之間的聯繫。
人質談判人員隨後趕到現場並試圖與納魯曼奇保持聯繫，但
未成功。經過多次嘗試，特警人員進入大樓，發現道森和納魯曼
奇均死於明顯的槍傷。
警察局的新聞稿說：“納魯曼奇醫生似乎是在槍殺了道森醫
生之後開槍自殺的。”該事件仍在調查中。
特拉維斯縣醫學檢驗官將進行屍檢，逐步死亡的正式原因和

方式。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附屬機構 KEYE-TV 報導
，當社區哀悼道森去世時，鮮花放在 CMG 門前的標誌前方。
奧斯汀醫學中心的網站稱，現年 43 歲的凱瑟琳·道森於 2017
年加入 CMG 擔任兒科醫生。該網站說，她是黑人州巴吞魯日
（Baton Rouge）的本地人，已婚，是三一個孩子的母親。
同事米歇爾·斯威茨（Michelle Sweitzer）告訴 KEYE-TV：
“道森醫生在病床邊對孩子的態度最好。”“她告訴您的孩子們
，'我愛你'，讓他們放心。她是最可愛，最善良和充滿愛心的醫
生。”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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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眼鏡
山水眼鏡」」 擋藍光鏡片特價 平光
平光88
88元一副連鏡框
元一副連鏡框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 「山水眼鏡」 負
責人禹道慶師傅於日前表示：2020 年因新冠肺炎
病毒肆虐全球，每個人的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改
變。網路世界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幾乎每
個人都受到了影響。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待在家中
工作、上學、團體活動，甚至多位朋友之間的互
動，都利用 Zoom 之類的軟體在銀幕上進行交流。
至今，各級學校都採用遠距網路教學，學生在家
中看著電腦銀幕來學習，整個社會型態都產生了
革命性的變化。
禹師傅表示：近幾年來由於 3C 產品的大量使
用，醫界也開始注意到 3C 產品螢幕上的藍光對於
眼睛的傷害，尤其是對視網膜黃斑部的傷害最厲
害。早期尚未有電腦大量使用之前，我們知道有
紫外線對眼睛的傷害，所以配眼鏡時都特別注重
鏡片要加紫外線防護，起到了保護眼睛的作用。
但是傳統式的鏡片卻無法阻擋藍光。所以常常我
們會看到新聞中提到看太多電腦、手機的使用者
眼睛遭受到永久性的傷害，而這個傷害是不可逆
的，因為黃斑部一但，受到傷害後是無法修復的
，而黃斑部又是視網膜上看得最清晰的部位，所
以在各類資訊中都會看到眼科醫生呼籲使用 3C 產
品多的人配戴阻擋藍光的眼鏡片來保護眼睛，尤
其是正在成長中的小朋友或青少年。禹師傅說：
很多三、五歲的小孩子父母為了使其安靜，常會
拿手機或平板電腦給他們看而安撫他們，殊不知
這是對眼睛的慢性傷害，而近半年來由於新冠病

毒的肆虐，不論是大人的工作和學童們的課業，
都依賴電腦來完成，可想而知都對眼睛造成多大
的傷害。
「山水眼鏡」 的禹師傅關心大家的眼睛健康
，特別推薦最好的阻擋藍光鏡片，目前市面上有
擋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八十的產品
，而山水眼鏡會使用擋百分之八十最好的產品，
起到最良好的保護作用。可作單光，無線多焦點
，有度數的鏡片，現正特價，八折優待。對於不
需要度數矯正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 「山水眼
鏡」 也提供平光擋藍光鏡片，連同鏡框八十八元
就有一副。這是禹師傅特別關心成長中的小朋友
能有健康的眼睛而特地不計成本提供大眾，希望
大家能作一點投資來保護您珍貴的雙眼。
「山水眼鏡」 目前受到疫情影響，開店時間
有所調整，週一至週六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三點
，週三休息，週日是下午一點至下午四點。值此
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絕跡之際，為確保該店員工及
廣大客戶的健康安全， 「山水眼鏡」 請所有客戶
遵守下列規定：
1，入內客人請戴上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消毒
。
2，只允許四名客人同時在店內，並保持六尺
安全距離，每位客人只能有壹位陪同。
3，如須選新鏡框最多只能試戴五付，碰過的
鏡框請放在事先交給您的盒內，我們要進而消毒
。

4， 如鏡框需調整服務，目前我們只能作標準
調整，請諒解無法作細部調整減少碰觸。
5， 如需花費時間修理，請交待後於店外等候
，完工後我們會拿出去給您。
6， 請在最短時間完成您的交易。
7， 每位客人離開後我們會消毒。
「山水眼鏡」 由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的禹道慶主
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接受
Medicaid 和 Medicare 配鏡。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
，不另收費。為正牌擋藍光鏡片，徹底保護黃斑

部。
「山水眼鏡」 服務項目包括：配鏡，隱形眼
鏡販賣，鏡框修理，免費調整，免費清洗，可舊
片配新框或新片配舊框，內設全套工廠設備，自
己研磨，壹貫作業，品質保證，壹小時可取，上
千副各種名牌鏡框，任君選擇。
「山水眼鏡」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252,Houston ,TX 77036 (位於敦煌廣場 「歡樂小棧
」 對面 ），電話：713-774-2773

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
敦煌廣場」」 的 「山水眼鏡
山水眼鏡」」 外觀
外觀。
。
（記者秦鴻鈞攝 ）

(東翻西看
東翻西看)) 拜登登基後 能扭轉疫情嗎
能扭轉疫情嗎？
？
美國有近 4 億人口，全世界有近 70 億民眾。
從 1 月 20 日新任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之日起，各國
各地的各式人種，都抱着一個極大的希望，那就
是 78 歲的拜登，會較上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優越得
多，可以控制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繼而能夠扭
轉疫情、消除疫情嗎？
應該指出：特朗普無法連任 美國總統一職的
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在疫情問題上，處理得大大
不當。他只曉得把責任推給中國，說是武漢病毒
害人不淺。但他本人卻沒有及時在美國本土，作
出積極的防範；他明知戴口罩是有助防疫，然而
他卻帶頭不戴口罩；還妄說 「口罩無用論」。為
了避免影響美國經濟運作，他堅拒在疫情還大規
模蔓延的階段，提早採取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
結果疫情一發不可收。由於受感染的人數太多，
他只好放棄做追蹤及隔離緊密接觸者的工作。美
國的醫療系統連確診的病人都未能完全照顧得來
，哪有餘力去理會有可能會被感染的人？在這樣
的環境下，疫情怎能不失控？

現在拜登上場了，他能扭轉這種局面嗎？
我相信，拜登在處理疫情上，會比特朗普認
真很多。他一定願意把防疫工作，放在更優先的
位置上；但我擔心客觀環境與民間的情緒，將令
他的防疫工作，不容易開展。
美國的疫情蔓延至今天的程度，要追蹤及隔
離緊密接觸者，已變成絕不可能。所以拜登上台
後，疫情仍會繼續蔓延。美國現時只要求人民進
入政府機關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要戴上
口罩，美國政府還未要求同民甫一離開家門，就
要戴上口罩。因為全美有近半的人口，仍然是支
持特朗普，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堅信： 他本身自己
，有不戴口罩的自由，政府若要是限得太緊，怕
會引起社會的衝突。然而，所有的防疫措施，都
有妨礙自由的成分，拜登若是不敢在這個問題上
，採取更強硬的措施，結果只會是船頭趕鬼，船
尾進賊，對紓緩疫情的效益，不會太明顯。看來
，拜登亦只能像特朗普那樣，把一切希望寄託在
疫苗上。

股市對疫苗上市的反應非常正面，已提前在
經濟復甦之前創新高。不過，要等接種疫苗在社
會層面產生集體免疫作用，起碼要有逾七成的人
口接種了疫苗，並產生有效的抗體。而要達到這
點，卻存在著不少不確定因素。
首先，之前的民調顯示，美國有超過三成人
，有不打算接種疫苗的想法，如果他們不改變主
意，那接種過疫苗的人口比例，永遠沒法達至七
成。變成要有半成至一成人，得靠自然接觸病毒
，實際染病後產生抗體，來湊夠集體免疫所需要
的逾七成人，有抗體的要求。半成至一成的美國
人口，是 1,650 萬至 3,300 萬人。若是這樣的話，美
國的疫情起碼要拖到 2022 年。期間，美國的經濟
活動，仍然會不斷地受拖累。當然受拖累的程序
，會逐步減少。
其次，病毒在這段期間存在著變種的可能性
，若是病毒異變的程度，足以令原有的疫苗失效
，那之前的接種就會前功盡廢，非要重新研究及
製造新疫苗不可。

楊楚楓

再者，現時採用的疫苗，都是第一次在人體
上使用，它的副作用與有效期，都有待觀察。若
然它對某類人的副作用大，亦可令疫苗的覆蓋面
受到限制，此外，若是疫苗的有效期相對短，那
我們可能要每隔一段時間，就得全民接種一次，
這肯定對社會上，亦會造成一定的負擔的。

休城工商

SAT 科目與作文考試將取消 學子們如何應對
學子們如何應對??
「美金榜
美金榜」
」教導您怎樣在申請大學時佔據優勢

(本報休斯頓報導) 根據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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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