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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春節 東京鐵塔紅光配 「希望
希望」」 二字
慶祝春節 ， 東京鐵塔 11 日晚間施以大紅色
慶祝春節，
光雕，
光雕
， 展望台
展望台（
（ 觀景台
觀景台）
） 外圍有一面打上
銀白色的兩個中文字 「 希望
希望」」 。 這是東京
鐵塔第 3 度施以大紅光雕
度施以大紅光雕，
，但是首度打上中
文字。
文字
。中央社記者楊明珠東京攝 110 年 2 月
11 日

（綜合報導）慶祝春節，日本東京鐵塔今晚秀
出大紅色光雕，並且展望台（觀景台）外圍有一面
打上銀白色的中文字 「希望」。這是東京鐵塔第 3
度施以大紅光雕，但是首度打上中文字。
東京鐵塔前兩次大紅色光雕秀是在 2019、2020
年迎接春節時，當時是希望春節期間招攬更多來自
台灣、中國的觀光客到此一遊。
但去年春節後，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武漢肺炎）疫情蔓延，日本實施邊境管制
，今年東京鐵塔展望台外觀以 LED 燈投影打上期盼
疫情早日平息的 「希望」二字。
東京鐵塔以前展望台外觀打上文字通常是平假
名、片假名或簡單的英文字、阿拉伯數字，今天是
首度打上中文字。
今晚在東京鐵塔下，可看到台灣人、中國人前
來拍照、打卡，有人藉由視訊與在台灣、中國家鄉

過年的家人聯絡，互道恭喜新年。因為東京鐵塔難
得施以大紅光雕，很多日本遊客讚說 「好美」，大
馬路旁有不少人停下車來拍照。
前兩年東京鐵塔舉辦大紅光雕秀時，舉行隆重
的點燈儀式；今年為了防疫，縮小點燈儀式規模，
沒讓遊客和媒體參與。點燈儀式於晚間 6 時半舉行
，與會者按下點燈鈕後，設於東京鐵塔 17 層共 268
座 LED 燈瞬間將塔身染成洋溢喜慶氣氛的大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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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男無視重婚罪！2嫩妻同天娶進門

500位村民見證幸福

(本報訊)印度中部恰蒂斯加爾邦（Chhattisgarh）近日舉行一場盛大婚禮，有名 24 歲男
子一次娶回 2 個老婆，並邀請了 500 多位鄉親
父老，一同來見證 3 人的美好愛情，最後在眾
人的祝福之下，順利完成了終身大事。雖然印
度法律明文規定重婚罪，但是當地檢警也並未
因此將男子起訴。
根據《印度斯坦時報》報導，3 年前男子
茂爾亞（Chandu Maurya）到附近村莊工作時
，認識了女子桑達莉（SundariKashyap），隨
後 2 人也開始交往；孰料，1 年後茂爾亞去參

加親友婚禮時，意外認識了哈希娜（Haseena
Baghel），女方不介意自己已有對象，仍每天
與他通話保持聯繫。
茂爾亞表示，女友們都同意這種交往模式
，也能互相理解，之後 2 人就陸續搬進茂爾亞
家中，與他的父母及手足同住在一個屋簷下；
由於村民對此議論紛紛，於是 3 人決定乾脆結
婚，哈希娜的家人開心出席婚禮，不過桑達莉
的家人卻是相當反對，但她堅信 「未來爸媽會
改變的，因為我和哈希娜都很幸福」。

回憶首爾百貨公司崩塌過程
廚師長 「突然的怒吼」 救了他一命
(本報訊)韓國首爾的三豐百貨公司，被視
為南韓曾經的驕傲，也是首爾現代化的象徵，
但在 1995 年 6 月 29 日時因為內部結構被吳計畫
的更改而坍塌，當時造成 502 人死亡。而事發
至今已 25 年，一位日式餐廳的老闆回憶起當
時的狀況，表示當時要不是打工店內廚師長那
句怒吼，他也不會幸運逃生。
根據《哈芬登郵報》報導指出，現年 46
歲的李秉皓，在 1995 年時曾在三豐百貨公司
內的日式餐廳當學徒，他表示，其實在事發當
天，他就看到其他餐廳的天花板開始有崩塌、
漏水的狀況，甚至有客人的用餐因此受到影響
。而當時 5 樓的展覽也傳出正在收拾展出的美
術品。
在他回到店內的時候，身為學徒的他突然
被店內的廚師長怒吼 「你這傢伙！快點走！」
當時他也是非常疑惑，因為這位廚師長過去對
他十分親切，很少會這麼嚴厲。而廚師長的改

變也讓他意識到 「事情好像不太對勁」，於是
表示自己會跟櫃台收拾東西後馬上離去，但隨
即又遭到廚師長拒絕，要他們馬上離開。
此時整棟百貨公司禿然不停搖晃，逃難的
人群傳出慘叫聲，李秉皓抓著 2 位女員工急忙
從樓梯逃跑，最後跟著人群到地下 1 樓避難，
最後順利逃生。而在之後，李秉皓才知道，當
時那位對著他們怒吼的廚師長，在這場倒他意
外中喪生。
李秉皓表示，當時在地下室時，曾經從身
後聽到一絲微弱的 「請救救我」的呼喊聲，隨
著時間的流逝，這句話的聲音在他心中越來越
大，變成他一股揮之不去的噩夢。李秉皓也痛
批，南韓社會在歷經三豐百貨公司坍塌、大邱
地鐵縱火案、世越號船難等大型災難後，南韓
政府對於災難永遠後知後覺、缺乏對家屬的觀
照，都沒有在這些災難中汲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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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台商做暖心便當 解台生鄉愁
「不對！這是麻油！給我黃酒，我要黃酒！」
9 日上午 8 點半，北京戶外氣溫攝氏零下 4 度，
但在前門北京坊的家傳親子餐廳廚房裡，已是
熱火朝天，董事長李翰瑩親自掌勺，和廚師們
忙著煎煮炒滷，製備菜餚。
不時望著牆上的時鐘，李翰瑩提醒同事手腳加
快速度， 「9 點半了，要開始組裝便當，不然
會來不及！」流理台上，廚師依序給便當盒盛
入熱騰騰的白飯、滷蛋、古早味滷肉、麻油雞
腿、紅糟魚片、素什錦，有肉有菜，色香味俱
全。
外場的同事和義工也沒閒著，有人忙著把紅棗
銀耳羹分裝到小碗裡，有人忙著把剛出爐的便
當裝進保溫袋。149 份熱騰騰的台味暖心便當
，即將打包上車，分送到北京8所大學。
李翰瑩表示，這次製作 「在京台生年夜飯，政
(本報訊)由於返台一趟的成本過於昂貴，今年有許多台商、
大暖心便當」是臨時起意，從點子發想到方案落實，只花了不到
台生首次選擇留在大陸過年。有台商心疼台生離鄉背井、隻身一
一星期；由於她和黃柏翔、楊品驊都是政大校友，因此取名 「政
人負笈北京求學，特地在小年夜製作富有台味的便當，分送到 8
大暖心便當」。
所大學，讓149名留校過年的台生一解鄉愁。
除了李翰瑩負責便當製作，在雍和宮附近五道營胡同開酒吧

餐廳的台商楊品驊，則是買了黑松沙士和伊利牛奶；中國光大集
團租賃業務管理中心綜合管理處處長助理黃柏翔買了四川的橘子
，象徵大吉大利。
由於疫情緣故，大陸的大學規定，沒有返鄉過年的學生，全
部統一住在學校宿舍，如果沒有必要，一律不得外出，每天三餐
都在學校食堂解決。除非需要利用寒假時間到企業實習，或是有
其他理由，學生必須事先申請才能暫時離校。
黃柏翔表示，經過統計，有 149 名台生留在北京學校宿舍過
年，因此他們將把便當、水果和飲料，分送到北京大學、清華大
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體育大
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等8所大學。
「我們的心願很小，就是希望能夠溫暖台灣學子的心，讓他
們在北京過年時，不會感到孤單」，李翰瑩表示，這些便當、水
果、飲料裡，不僅有濃濃的台灣味，同時也飽含台灣的人情味，
「請這些台生的父母放心，他們的孩子在北京，受到許多人的關
心。」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2020 級金融學博士研究生林彥辰
表示，雖然一個人在北京過年，但學校組織了不少活動，收到
「暖心台味便當」，菜色都是熟悉的家鄉味， 「學長姐和學校的
愛心讓我們不孤單！」

森喜朗為失言下台 東奧添變數
(本報訊)83 歲的東京奧運組織委員會主席森喜朗本月 3 日在
一場組委會的線上會議中提到 「如果日本奧會理事會有太多女性
的話，以後開會將很浪費時間」，此話一出立刻引起軒然大波，
在內外交迫下，即使曾擔任過兩任首相的森喜朗也扛不住壓力，
日媒紛紛指出他今天就會辭職。但此事已讓日本的形象受損，東
奧的前景產生變數。
本月 3 日日本奧會考慮把女性理事比例提高到 40％，森喜朗
突然發表了歧視性的言論，立即引起日本國民不滿，民調有將近
6 成認為他不適任，連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考慮退出與東奧
相關的會議。

不僅如此，森喜朗的論調還引起國際奧會（IOC）的不悅，
兩度發表聲明指責其言論不妥，有違奧運精神。東京奧組委更有
逾 400 名志工辭職抗議，就連日本的奧運主要贊助商也抱怨森喜
朗的言論實在太超過了，不符合品牌精神。
前日本足球協會主席川淵三郎昨與森喜朗會談，森喜朗拜託
他接下主席職務；川淵受訪時表示，若能順利被選為主席，將盡
全力辦好東奧。川淵現年 84 歲，年輕時曾參加 1964 年東京奧運
足球賽，退役後則擔任日本國家足球隊總教練。
日本舉辦東奧受新冠疫情影響，不僅比賽延後一年，今年看
來仍無法完全控制疫情；日媒指出，相關的票務、旅遊與其他經

濟效益都無法預期，注定會產生鉅額虧損。已經如此焦頭爛額，
擔任奧組委主席的森喜朗還口出謬論，更是重創日本的國際形象
，也破壞好不容易凝聚的國民向心力。
日媒認為，面對國際奧會兩度發表聲明指責，國內民眾一面
倒的反對聲浪、大批志工辭職抗議，以及贊助商裹足不前，森喜
朗匆忙下台止血，交棒給民間人士川淵三郎，能否亡羊補牢還很
難說；本屆東奧除了疫情，加上這次的人禍作祟，變數增加，前
景更難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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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多地實施更嚴限制措施
專家憂雅典疫情或惡化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
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
臘新增 1195 例新冠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達 162107 例；新增死
亡 19 例，累計死亡達 5922 例。
當天，希臘政府宣布，由
於疫情形勢嚴峻，當局決定從
當地時間 6 日 6 時起，對該國多
個地區實施更為嚴格的限制措
施。
其中，2 月 6 日至 2 月 15 日
，在阿提卡、塞薩洛尼基市和
哈爾基季基實施下列措施： 上
述地區的幼兒園、小學和初中

德國已確診 150 例感染變異毒株病例
將對疫情嚴重國家實施入境限制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衛生部宣布，該國境內截至目前已確診 150 例感
染了新冠病毒變異毒株的病例。據德媒報道，為防止在全球多地出現的
變異毒株進壹步傳入德國並在其境內傳播，德國政府將從 30 日起限制來
自英國、愛爾蘭和葡萄牙等國的客運交通。
德國聯邦衛生部當天在柏林舉行的記者會上公布了這壹數字。在目
前已確診的 150 例中有 120 例是感染首先發現於英國的“B.1.1.7.”變異毒
株，其中 18 例於去年確診，102 例確診於本月。另有 27 例病例感染了首
先發現於南非的變異毒株。剩下的 3 例感染了首先發現於巴西的變異毒
株。
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所長威勒當天警告稱，盡管
德國當前每天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出現回落，但感染變異毒株的
病例數和聚集感染事件正在增多。他表示，目前人們對變異毒株仍所知
甚少，關於已接種疫苗人士或已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士是否再度感染變
異毒株，這壹問題目前仍未明確。
德國電視壹臺等多家德媒當天報道稱，德國聯邦內閣已通過決議
，將從 30 日起針對那些高傳染性變異毒株正在廣泛傳播中的國家往
來於德國之間的航班、火車、巴士和輪船等各類客運工具的乘客實施入
境限制。
其中，30 日起首先限制歐盟以內的愛爾蘭、葡萄牙以及歐盟以外的
英國、南非和巴西。31 日起，非洲國家萊索托和斯威士蘭亦將被加入限
制國家行列。
據悉，相關禁令預計將實施至 2 月 17 日。有德國國籍的人士以及居
住在德國的外國人仍可以從上述國家入境德國。在德國中轉前往第三國
的人士以及貨運交通亦可豁免。
據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截至當地時間 29 日 20 時 18 分，德
國累計確診 2203587 人、治愈 1898177 人、死亡 57046 人。截至當天，德
國已接種 2216127 劑新冠疫苗，416646 人已接種第二劑疫苗。

意大利開始政府組閣磋商
德拉吉希望孔特留在內閣
綜合報導 前歐洲中央銀行行長、著名經濟學家馬裏奧· 德拉吉接受
總統馬塔雷拉的組閣任命後，4 日開始與各黨派進行組閣磋商，該磋商
將持續至 6 日。德拉吉或將組建成壹個由技術官僚和政客共同組成的內
閣，以贏得不同黨派對新政府的信任投票。
據報道，德拉吉組閣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意大利第壹大黨五星運動
黨的反對，即使新政府通過信任投票，但後期執政仍可能因此會遇到不
少麻煩。
目前，聯盟黨領導人薩爾維尼雖然更希望早日大選，但表示將對德
拉吉政府進行有條件支持；意大利力量黨主席貝盧斯科尼表示，願意聽
取德拉吉的想法和建議；而意大利兄弟黨黨首梅洛尼則明確表態，反對
德拉吉政府，要求立即大選。
此外，即將結束總理職務的孔特也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十字路口。孔
特 3 日與德拉吉進行了壹個多小時的會談。有消息稱，德拉吉希望孔特
能在新內閣中擔任外交部長或副總理職務，希望借此來爭取五星運動黨
的信任票。
當地時間 4 日下午，孔特在總理府門外舉行記者會並發表聲明，表
達了對五星運動黨的贊同態度。孔特表示，意大利不應建立技術型內閣
，而是需要壹個有政治凝聚力的政府來面對當前挑戰。並強調，他不會
給德拉吉政府制造任何障礙，將始終為國家利益而努力，並讓新政府得
以組建。

繼續開放，但高中將關閉並進
行遠程教學；理發店、彩票銷
售店等將需要預約；零售店的
營業時間為 8 日至 12 日早 7 時
至 20 時，周末零售店將不得開
業等。
在錫拉、米克諾斯、哈爾
基斯、帕特雷、聖尼古拉斯，
將實施更為嚴格的限制措施。
這些措施包括：上述地區的零
售店、美容院、理發店和彩票
銷售店等將停止營業，商業部
門僅保留超市和藥店繼續開放
；除米克諾斯和錫拉的幼兒園

和小學將保持開放，其他地區
各級學校將關閉，學生將通過
網絡遠程學習；建議民眾避免
前往上述地區的非必要旅行。
目前，阿提卡仍是希臘疫
情最為嚴重的地區。與上周相
比，這壹地區新冠肺炎患者的
住院率上升了 45%。醫學專家
警告稱，如果不采取進壹步措
施，首都雅典及其周邊地區的
新增病例可能會出現“爆炸式
”增長。
此外，希臘國家疫苗接種
委員會 5 日宣布，將不會對 65

歲以上的人群接種由英國阿
斯利康公司與牛津大學合作
研發的新冠疫苗。該疫苗將
僅提供給 18 至 64 歲的人群接
種。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
主席西奧多裏杜和衛生部負責
初級衛生保健的秘書長西米斯
特克洛斯表示，該疫苗有良好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對於這
壹疫苗在 65 歲以上人群接種反
應的相關數據仍不是很充足，
因此希臘將接種該疫苗的年齡
暫時設定在 65 歲以下。

葡萄牙外交官：
葡方對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文本表示滿意
綜合報導 由 中 國 產 業 海 外 發 展 協
會 、 “壹帶壹路”服務機制、德恒律師
事務所舉辦的“中歐投資合作新機遇論
壇”在北京順利召開。葡萄牙駐華大使
館投資參贊孔帕蒂作為發言嘉賓在論壇
召開前接受記者專訪，她表示葡萄牙對
中歐投資協定的文本感到非常滿意，談
判如期完成是歐盟和中國希望繼續加強
合作的有力信號。
“經過漫長而艱難的談判，我們對
這壹重要的裏程碑感到非常滿意。我們
相信，葡萄牙公司將從中國打開新大門
這壹事實中受益，”孔帕蒂說，這將尤
其改善中歐企業在雙方制造業和服務業的
市場準入。
孔帕蒂表示，協定文本中關於國有企
業、補貼透明度和技術轉讓的規定也非常
明確。“中國在可持續發展和勞工權利方
面所做出的承諾對我們的社會和工商界將

具有重要意義。”
2020 年 12 月 30 日 晚 ， 中 歐 領 導 人
共 同 宣 布，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如期
完成。
該協議將為歐盟和中國創造壹個
更好，更穩定，更可預測和更開放
的 營 商 環 境 ，孔帕蒂補充道。“我相
信該協定落實後，葡萄牙企業可能會
找到更多的保護和更好的條件來中國
投資。他們或許會考慮增加在中國市
場的影響力。”
“葡萄牙和中國在許多世紀以來壹直
保持著穩定的外交關系和經貿關系。在過
去的十年中，葡萄牙對中國的幾筆重大投
資表示歡迎。我們已經看到了多個行業的
項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位葡萄牙投
資參贊說道。
據中葡論壇統計，截至 2018 年 9 月底
，中國企業對葡各類投資存量達 82.57 億

歐元，涵蓋能源、金融、保險、醫療、航
空、水產、等多個領域，並為當地提供了
4.2 萬就業機會。
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危機，
當今各國企業正在調整供應鏈以適應新的
市場需求趨勢，尋求市場來源多樣化以降
低供應風險。孔帕蒂認為中歐投資協定在
這種歷史背景下能夠幫助企業尋求更多投
資合作，這必將有助於最大程度地創造機
會。
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
王輝耀在論壇上同樣表示，中歐投資協定
對中國自身、中歐、中美乃至全世界具有
裏程碑意義，它將創造更多新機會，擴大
投資範圍，促進新行業誕生。協定達成是
中歐雙方的歷史性突破，不僅展現了中國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和信心，還將
積極促進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為經
濟全球化註入新動力。

意大利開始政府組閣磋商
德拉吉希望孔特留在內閣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
歐聯通訊社報道，前歐洲中
央銀行行長、著名經濟學家
馬裏奧· 德拉吉接受總統馬塔

雷拉的組閣任命後，4 日開始 和 政 客 共 同 組 成 的 內 閣 ， 以
與各黨派進行組閣磋商，該 贏得不同黨派對新政府的信
磋 商 將 持 續 至 6 日 。 德 拉 吉 任投票。
或將組建成壹個由技術官僚
據報道，德拉吉組閣面
臨的主要問題包括意
大利第壹大黨五星運
動黨的反對，即使新
政府通過信任投票，
但後期執政仍可能因
此會遇到不少麻煩。
目前，聯盟黨領導
人薩爾維尼雖然更希望
早日大選，但表示將對
德拉吉政府進行有條件
支持；意大利力量黨主
席貝盧斯科尼表示，願
意聽取德拉吉的想法和
建議；而意大利兄弟黨
黨首梅洛尼則明確表態
，反對德拉吉政府，要

求立即大選。
此外，即將結束總理職務
的孔特也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十
字路口。孔特 3 日與德拉吉進
行了壹個多小時的會談。有消
息稱，德拉吉希望孔特能在新
內閣中擔任外交部長或副總理
職務，希望借此來爭取五星運
動黨的信任票。
當地時間 4 日下午，孔特
在總理府門外舉行記者會並
發表聲明，表達了對五星運
動黨的贊同態度。孔特表示
，意大利不應建立技術型內
閣，而是需要壹個有政治凝
聚力的政府來面對當前挑戰
。並強調，他不會給德拉吉
政府制造任何障礙，將始終
為國家利益而努力，並讓新
政府得以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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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宅女
富可敌国，却选择宅在家里几十年

圣芭芭拉庄园
还记得今年年初宅在家里的滋味吗？
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个月不出门可能会憋疯，
几十年不出门更是不可能的事。
但在世界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几十年都没怎
么出过家门，直到 104 岁去世。
她被称为世界第一宅女，她的名字叫做胡格
特· 克拉克（Huguette Clark）。
她含着金汤匙出生，她是 20 世纪美国最富有
的女人之一，她身体健康、面容姣好，是什么原因
让她甘当宅女呢？
1、掌上明珠
2009 年，普利策奖获得者比尔· 德德曼（Bill
Dedman）在查阅房产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
占地 23 英亩（9.3 万平方米），富丽堂皇却没人居
住的庄园。
这个庄园已经闲置了近半个世纪，却有园丁打
扫看护，光是维护费每个月就要 4 万美元。
在庄园里，他发现所有东西都完好无损，价值
连城，其中还有一辆 1933 年的克莱斯勒皇家敞篷车
，和一辆 1933 年的黑色凯迪拉克，都是老古董级别
。
这座俯瞰太平洋的庄园，主人正是胡格特· 克
拉克。
德德曼对这个神秘的女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经辗转，他联系到了胡格特的表弟纽威，也是为
数不多的与她还有联系的亲戚之一。
之后在纽威的帮助下，两人合著了畅销书《空
屋》，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富可敌国的女人，是
如何自愿离开尘世、与世隔绝的。
胡格特的故事就这样开启了。
她是典型的富家千金，1906 出生于法国巴黎。
父亲威廉· A· 克拉克是美国著名的铜矿大王，
凭借着开采铜矿，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成为镀金
时代（Gilded Age）最富有的人之一，与洛克菲勒
家族并驾齐驱。
克拉克的第一任妻子凯特于 1893 年去世，留给
他 4 个成年子女。
1901 年，他迎娶了比自己小 40 岁的第二任妻
子安娜，也就是胡格特的母亲。
婚后两人生了两个女儿，分别是安德烈和胡格特。
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胡格特从小就受到全家
人的宠爱。
1907年，小胡格特和跟随父母和姐姐搬到了纽约。
他们住在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座大房子里，四口
之家拥有 121 个房间、4 个美术馆。
家中收藏着法国路易十六家具、罗丹的大理石
雕塑，以及美国最宏伟的欧洲绘画、蕾丝和挂毯，
极尽奢华之能事。

我們的新網站

像普通的小女孩一样，胡格特非常喜欢洋娃娃
，为了满足小姑娘的爱好，父母为她收集了各个国
家各式各样的娃娃。
年长 4 岁的姐姐安德烈，对胡格特也是宠爱有
加，听她诉说少女的心事，分担小小的烦恼。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胡格特，生活就如童话般
美好。
一家人和和美美，整整齐齐，衣食无忧，是她
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然而，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早已在暗中标
好了价格。
2、童话破碎
如果说前 13 年，胡格特的人生一直生活在家
人精心编织的童话中，那么接下来就迎来了梦碎的
时刻。
1919 年，在 17 岁生日的前一周，姐姐安德烈
死于脑膜炎，那一年，胡格特 13 岁。
失去了最爱的姐姐，胡格特的心好像被戳破了
一个洞，不再完整。
然后，厄运接踵而至，6 年后，年迈的父亲也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父亲死后，母亲得到了圣芭芭拉庄园，也就是
文章开头的那座庄园。
胡格特和四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则继承了高
达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6亿美元）的巨额遗产。
在失去姐姐和父亲的陪伴后，20 岁时，她遇到
了自己的初恋威廉· 高尔（William Gore）。
威廉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法律系，曾为胡格特
的父亲打工，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小职员。
尽管门不当户不对，胡格特还是无可救药地爱
上了他，并在 2 年后，不顾家人反对，义无反顾地
下嫁给了他。
这段不被世人看好的婚姻只维持了 2 年，离婚
时，丈夫还狮子大张口，要走了巨额离婚补偿费。
1930 年，心灰意冷的胡格特将自己关在了纽约
的豪华公寓中，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是一个 12 楼的大公寓，她一个人占据了两
层，拥有 42 个房间，面积足有 1400 平方米。
站在房间里，可以俯瞰整个中央公园。只要出
门，就可以漫步中央公园，但人们却从未见过胡格
特的身影。
或许是为了转移注意力，胡格特把自己的精力
都用到了收藏珍品上。
她收藏了无数珍贵艺术品，包括莫奈、塞尚、
雷诺阿、凡· 高的画作，大量珍贵的乐器、瓷器、
古董，还有她最爱的娃娃。
但对于胡格特来说，再多的财富又如何？
3、将“宅”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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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隆重推出5大板塊提升,
為客戶， 讀者提供了更好的瀏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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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在家中并非无事可做，胡格特一生的大部分
时间，都花在绘画、艺术和收集各种古董上。
她的画作充满了日本元素，日本女性、和服、
樱花都是她笔下的常客。
别以为宅女不干正事儿，就算足不出户，她也
凭借自己的智慧赚得盆满钵满。
她先后投资了多处房产，遍布乡村、山区、海
滨等度假胜地，但她本人却一天也没有住过。
她的房子很大，世界却很小。1963 年，当她的
母亲去世后，她的世界就变得更小了。
她再也没有去过一家人曾经住过的那座豪华庄
园，但她要求园丁们维持原样，每年的费用需要几
百万人民币。
旧车停在车库里，墙上挂着姐姐 16 岁时的画
像，一切都还像曾经一样。就好像父亲、母亲、姐
姐都还在。
一位园丁回忆说：“这一切都很完美，就好像
主人只是刚刚离开，去度周末了。”
不惜花重金，也要保留家人的痕迹，我们可以
看到她内心深邃的孤寂。
只是物是人非，一切终究是镜花水月。
虽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但于她而言
都毫无意义。
1964 年，她捐出了庄园附近的大片土地，用于
美国童子军营地的建设。
1991 年，胡格特患上了癌症，她离开了豪华公
寓，住进了曼哈顿的医院。尽管后来抗癌成功，但
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她再也没有离开那间有些简
陋的病房。
她没有子女，也拒绝亲戚来看她。她为人慷慨
，她将自己的财富用来做慈善，奉献给艺术，并为

胡格特的画
朋友和陌生人买昂贵的礼物。
几十年来，大楼的工作人员也只见过她几次，
据描述，那是一个瘦弱的妇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
2011 年，胡格特孤独地走完了她漫长的一生，
离她 105 岁生日只有两个星期。
她留下了超过 4 亿美元的财产，亲戚们为此大
打出手，争上了法庭。
但根据胡格特生前的遗嘱，大部分捐给了慈善
机构。包括圣芭芭拉庄园，大部分艺术藏品、乐器
和稀有书籍都将捐给一个基金会，用于艺术事业。
剩下的，100 万美元赠给医院，50 万美元留给
她的助理，10 万美元送给她的医生。
世界第一宅女的一生，爱过，恨过，绝望过，
终于归于江河湖海。
或许，别人看来富贵安逸的一生，其实是她最
大的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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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底開始展開全國疫苗接種計劃
分三階段

日本新冠確診逾 40
萬
東京感染狀況維持最高預警級別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表示，當
局 2 月底收到首批美國輝瑞(Pfizer)和德國生物
新技術公司(BioNTech)研發的疫苗後，就會展
開“國家新冠免疫計劃”接種行動。
穆希丁宣布，政府 2 月底至 2022 年 2 月展
開“國家新冠免疫計劃”，分三階段免費為全
國八成人口或 2650 萬人接種新冠疫苗，以達成
群體免疫的效果。
報道稱，疫苗接種計劃的首階段預計從
2021 年 2 月底至 4 月，主要為大約 50 萬名防疫
前線人員接種；4 月至 8 月的第二階段針對社會
高風險群體，大約 940 萬人會接種，包括 60 歲
以上者、患重病、殘疾以及有其他健康問題的
人；第三階段接種計劃將針對全國 18 歲以上的
民眾，時間預計是 5 月至 2022 年 2 月。
穆希丁形容道，接種疫苗是馬來西亞控制
疫情的“壹線曙光”。當局希望國家新冠免疫
計劃最後能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為了確保計劃順利進行，馬來西亞政府將
在全國設立超過 600 個新冠疫苗儲存中心。
此外，當局將援引“2021 年緊急法令(必要
權力)”，征用壹些禮堂和設備，展開這項疫苗
接種計劃。
內閣委任科學、工藝及革新部長凱利負責
協調疫苗接種的工作。凱利將帶領壹個小組，
處理的事務包括物流部署、為各部門與單位以
及為各州與中央政府機構進行協調。
穆希丁指出，這麼做是為了讓衛生部能專
註於對抗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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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
截至當地時間 4 日 19 時 40 分，日本全國新增
新冠確診病例 2576 例，包括“鉆石公主”號
的 712 例在內，累計確診病例由此超過 40 萬例
。當天，東京都召開“疫情監測會議”，當
地感染狀況和醫療供給體制均被維持在最高
預警級別。
據報道，包括機場檢疫等在內，日本國
內累計確診病例 399289 例，此外，“鉆石公
主”號確診病例數仍為 712 例。日本國內累計
死亡病例 6176 例，“鉆石公主”號死亡病例
數為 13 例。
4 日，東京都召開對新冠病毒傳播狀況等
進行評估和分析的“疫情監測會議”，東京
都的感染狀況和醫療供給體制均被維持在最
高預警級別。
針對感染狀況，專家表示，7 天平均單日
新增陽性人數 3 周前為 1699 例，2 周前為 1471
例，1 周前為 1015 例，2 月 3 日為 684 例，呈減
少趨勢，但依然居高不下。
專家還指出，醫院和老年人設施發生聚集性
感染，以及共同生活者感染病毒導致老年人被傳
染的情況仍在增加，有必要繼續保持高度警惕。
在此之上，專家指出：“不能松懈，應繼續徹
底采取富有實效性的對策，進壹步減少新增陽性人數。”
另壹方面，專家對醫療供給體制做出了評估：“住院患
者人數居高不下，看不到減少跡象，危機狀況仍未解除。”
在此之上，專家指出：“最為重要的是要減少重癥化風險高
的老年人的感染，減少重癥患者。”

韓素媛案罪犯低保申請獲批引公憤 老兵稱“不如罪犯”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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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30 萬韓元基礎養老金的根據
是，65 歲以上老年人收入和財
產合計的收入核定金額為下層
收入的 70%就可以領取。
截至 2021 年，韓國可領取
基礎養老金的月收入水平是單
身家庭為 169 萬韓元以下，夫
妻兩人的家庭為 270 萬韓元以
下。安山市解釋稱，“根據相
關規定，沒有收入和住宅資產
的趙鬥淳夫婦當然屬於基礎養
老金的領取對象。
韓國越南戰爭 71 歲的老兵
全某在戰場上壹只耳朵失去了
聽力，但其並沒有資格領取基
礎養老金，因為他是從國家報
勛處領取報勛津貼。
韓國國家有功者根據功勞
或傷殘程度可獲得最少 34 萬韓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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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前，韓國電影
《素媛》原型罪犯趙鬥淳基礎生
活保障領取資格審查通過的消息
引起民眾不滿，尤其是韓國 60
多萬國家有功人員中很多無法領
取基礎養老金的人表示備受打擊
。他們表示“為國家獻身的人的
待遇連罪犯都不如”。
據此前報道，韓國安山市
已通過趙 鬥淳基礎生活保障
領取資格審查，其每月福利補
貼加上基礎養老金在內，共可
領金額達到 120 萬韓元左右。
趙鬥淳因涉嫌於 2008 年 12
月在京畿道安山綁架、強奸、
傷害小學生，於 2009 年 9 月被
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他於 2020
年 12 月 12 日刑滿出獄。
據報道，趙鬥淳每月可領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元到最高850萬韓元的津貼(2021
年的標準)。但是，報勛津貼的
總額是計入“收入核定額”的，
而“收入核定額”則決定著個人
是否有資格領取基礎養老金，因
此報勛津貼和基礎養老金實際上
無法重復領取。
如果因功勞較大或傷殘嚴
重而領取的報勛津貼總額較高
，那這會推高收入核定總額。
因此，這些國家有功者能領取
的基礎養老金為“零”。
但有些傷殘程度較輕的國
家有功者能領取的基礎養老金
甚至比趙鬥淳更少。
韓國壹位國家有功者崔正
浩(音譯)是 6 級傷殘軍警，每月
領取 175 萬韓元的報勛撫恤金
。崔正浩 2021 年領取的基礎養

老金為 24 萬韓元，比趙鬥淳還
少 6 萬韓元。
韓國采取這壹舉措原本是為
了防止出現靠重復領取導致收入
逆轉的情況，因此如果收入較高
就會被扣除部分基礎養老金。
崔正浩抱怨稱，“罪犯都
能拿到的基礎養老金，為國家
犧牲的這些老兵卻拿不到，這
也太不合理了”。
此前，韓國青瓦臺國民請願
網站上出現標題為“不要給趙鬥
淳基礎生活補助金”的帖子，其
中寫道，“趙鬥淳犯下了不像話
的惡行，因為他，壹個家庭要承
受無法治愈的傷痛”，“但是，
每月要給這樣的人 120 萬韓元？
實在是無法接受。”如今，支持
這壹請願的人數多達 6.1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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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竞选终圆梦
7 岁的拜登会把
美国带向何方？
“（人民）给了我们一个彻底的胜
利，一个令人信服的胜利。”当地时间
11 月 7 日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 拜
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发表胜选全国讲
话时承诺，“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多家媒体相继
发布推送：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拜登获得超过胜选所需的 270 张
选举人票，赢得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
这一天，距离拜登的 78 岁生日，仅
有不到两个礼拜。如若顺利，拜登将在
明年 1 月 20 日正式入主白宫，成为美国
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当选总统。
33 年总统路
1942 年 11 月 20 日，拜登出生于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正是故乡宾夕法尼亚州，最终在 11 月 7
日，成为拜登通向白宫之路最关键的一
块基石。
儿时的拜登家境极为拮据，一家人
甚至一度因为经济困难，搬进了外祖父
母的住所。
1965 年，拜登毕业于特拉华大学的
历史及政治学专业，随后进入锡拉丘兹
大学法学院就读，后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拜登在巴哈马群
岛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内莉亚· 亨特
（Neilia Hunter）。
1972 年，29 岁的拜登击败了时任共
和党参议员卡尔· 博格斯（Cale Boggs）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六年轻的参议员，
这也开启了他漫长的从政生涯。
然而，拜登的政治生涯却绝非一帆
风顺，1972 年，在拜登成为参议员后不
久，他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内奥米· 拜登
和妻子内莉亚· 亨特在车祸中死亡，两
个年幼的儿子也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后
，悲痛欲绝的拜登一度考虑辞职，甚至
有了轻生的想法，所幸最终经同僚劝说
而放弃了这一念头。
1987 年，频繁参与外交事务的拜登
首次竞选总统，不过却出师不利，他不
仅被曝出在一次演讲中抄袭了当时英国
工党领袖尼尔· 金诺克（Neil Kinnock）
的部分演讲内容，而且还因夸大自己的
本科与法学院时期的学术履历而陷入舆
论漩涡，重压之下，拜登又突发颅内动
脉瘤破裂，所幸经抢救后保住了性命，
但他也不得不因此退选。
21 年后，拜登再度参加总统竞选。
他在民主党初选辩论中表现良好，还靠
独特的幽默感与对外交政策的理解，给
同台的奥巴马（Barack Obama）及不少

民主党支持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最终拜登却因知名度不及希
拉里与奥巴马等对手，党内竞选战绩平
平，仅在艾奥瓦州党团会议中名列第五
。不过，就在他退出竞选后的第七个月
，彼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选择
拜登为他的竞选搭档，并在胜选后任命
拜登为美国副总统。
如此一来，在经历 20 多年的奋斗之
后，拜登终于圆了自己的“白宫梦”，
只不过，他离实现自己一直以来的夙愿
还差那么一小步，而这也是最为艰难的
一步。然而，命运多舛的拜登家中再度
突发变故：2014 年，拜登的次子亨特·
拜登被卷入乌克兰公司的腐败问题调查
；2015 年，拜登的长子博· 拜登死于脑
癌。
不过，仕途和生活上的辛酸与坎坷
并未将拜登击垮。在 2016 年因长子去世
与奥巴马不明确支持拜登竞选而无缘参
选后，终于，时间到了 2019 年，机会来
了。当拜登于 2019 年宣布自己第三次竞
选总统时，美国的选民们将橄榄枝抛给
了他。

以静制动——反超特朗普
与精力旺盛、热衷“怼天怼地”的
非传统政客特朗普相比，拜登这位爱吃
冰淇淋、偶尔会说错话的建制派精英似
乎并没有多少优势。那么，究竟是什么
因素推动了第三次竞选总统的拜登在民
调中领先于特朗普，并最终胜选圆梦的
呢？
从竞选历程来看，拜登当选总统取
决于“两个变量+一个常量”。其中，
“两个变量”是指大选期间美国社会环
境发生的剧变，即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蔓
延，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BLM）的兴起。这两个变量可谓是
“天赐良机”，拜登只需以静制动，等
待特朗普“出错”，便可收割一波民众
支持。
而“一个常量”是指美国民众对拜
登较高的信赖度。在充满不确定性的
2020 年，建制派丰富的从政经验和可控
的行为预期更能给美国民众带来心理上
的安全感。在政治环境日益极化的美国
，拜登出身蓝领的背景以及跌宕起伏的
家庭命运使得不少民众与政治观察者认
为其拥有共情普通人痛苦的能力。
变量一：新冠疫情
2020 年，美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
冲击，一波接一波的疫情使得全美上下
受到重创。而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方

面所采取的不负责任的措施，给拜登提
供了绝佳的逆袭机遇。截至 11 月 2 日，
美国因新冠疫情导致的确诊病例和死亡
人数位居全球首位，堪称一场“灾难性
的失败”。
对此，《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深度
报道指出，虽然此次灾难“原本不必以
这种方式发生”，但是特朗普却对包括
政府高层在内的各方发出的警告充耳不
闻。在疫情升级期间，他要么忙着打高
尔夫，要么就是发推特“甩锅”中国与
世卫组织。 对此，曾任前民主党总统
竞选人布隆伯格竞选副经理的一位民主
党战略分析家坦言，“新冠疫情是压倒
一切的头号议题。特朗普对形势的误判
，糟糕的处理，以及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这些都会让他丢分。”
随着天气转凉，第二波疫情席卷全
美，新冠疫情这一议题热度愈发高涨，
正当特朗普因抗疫不力遭千夫所指，不
断丢分的时候，也是拜登赚分的好时机
。对此，拜登一方面谴责特朗普政府在
应对新冠疫情上没有计划、没有准备、
没有诚实地评估和传达病毒给国家造成
的威胁， 正在向新冠病毒大流行“投
降”；另一方面，他也积极推进自己提
出的《重新安全开放美国计划》，试图
树立负责任的形象，争取那些对特朗普
政策失望的选民的信任。
在 8 月 18 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上，该党新党纲得到通过，针对新冠疫
情，新党纲提出扩大检测范围、加强接
触者追踪、免费提供检测治疗和疫苗等
主张，这也体现了拜登的政策目标。与
此同时，拜登自今夏以来在大多数民调
中，都一直对特朗普保持领先优势。
变量二：乔治· 弗洛伊德之死
除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大选局
势的影响外，2020 年 5 月 25 日，美国非
裔男子乔治·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在遭遇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此事
也是导致特朗普与拜登的支持率拉开差
距的重要导火索。
乔治· 弗洛伊德遇害后，全美掀起
了史上参与地方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
反种族歧视抗议事件。 抗议示威浪潮
袭来，特朗普却因其种族主义言论、散
播分裂情绪以及动用国民警卫队维持秩
序而备受斥责。
皮尤研究所 6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
示，美国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黑人的
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这也表明，目前大多数美国白人认为
，乔治· 弗洛伊德之死是“警察对非裔

美国人过度暴力的一部分”，这使得特
朗普和他的白人至上主义支持者成为了
少数派。与此同时，RealClearPolitics 的
博彩赔率显示，6 月 2 日，也就是“黑
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全美兴起不久后
，拜登和特朗普的胜算率开始互换。
在反种族主义抗议高涨的情况下，
《华盛顿邮报》称，拜登甚至无需参加
竞选就能大幅领先。实际上，拜登只需
要向选民传达自己倡导种族和平与团结
，和种族分裂者特朗普不同。
在 8 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
新党纲中，拜登承诺上任后 100 天内解
决美国社会“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
他还把解决种族问题作为其经济复苏计
划的一部分，承诺在教育、就业、收入
、住房、扶持小企业等领域加大资金投
入，确保少数族裔获得平等机会。
稳定的常量：民众对拜登的好感度
2020 年大选期间，瞬息万变的国际
环境和国内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竞
争格局。对于拜登而言，除了以静制动
，坐等特朗普“捅娄子”外，美国民众
对他稳定的信任度也是助推其入主白宫
的关键因素。
与 2016 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
里相比，美国民众对拜登保持着稳定的
好感度。2019 年 3 月，在拜登正式宣布
参选之前，曾为拜登的参议员司法委员
会担任法律顾问的政策咨询事务所
McLarty Associates 负责人康宁汉（Nelson Cunningham）曾盛赞拜登在民主党
选民中的受欢迎程度：“假使你让一个
民主党员提名两个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
选，那么拜登会登上绝大多数人的名单
。虽然他可能不是所有人的首选，但至
少会是第二选择。”
同时，据皮尤研究所发布的一份个
人特质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拜登比特
朗普更诚实、更有同理心、更温和，可
以称得上是一名好榜样。而在疫情恐惧
笼罩、反种族歧视浪潮迭起的特殊背景
之下，选民从心理上自然更倾向于更有
责任感和共情能力的拜登，来带领他们
走出黑暗。
对此，美国保守派新闻媒体《华盛
顿 观 察 家 报 》 (Washington Examiner) 的
政治版主编坦言：“特朗普碰到的最大
的麻烦在于，拜登不像希拉里那样招人
恨。”

和反种族歧视示威浪潮的冲击；在国外
，由于贸易与防务开支上的摩擦，美国
与昔日盟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而频繁
“退群”，也使美国逐渐失去了在国际
舞台的中心位置。
对此，拜登曾在 2020 年 4 月在《外
交政策》杂志上刊文指出，自己计划在
自己就任后分步骤使美国恢复元气，保
护美国经济的发展，其核心目标是期待
由美国再次领导世界。 相较于特朗普
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拜登的执政纲领
显得较为温和而理性：
首先，拜登将推动修复、重振国内
民主制度，强化与世界各地的民主联盟
。这一方面要求推进国内教育、刑事司
法、政府问责、移民等制度的改革；更
为重要的是，美国将修复与北约国家等
传统盟友的关系，这既是美国应对外部
挑战的屏障，更是恢复美国领导力的关
键。
在经济政策方面，拜登和特朗普
一样，把经济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
高度。不过，在实现路径上，拜登抨
击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不明智，虽伤
敌一千，却自损八百。因此，他强调
维护多边贸易协定；同时，拜登表示
自己将加大研发方面的投资，推动绿
色能源、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5G
和高铁等领域的建设，以应对其他国
家的挑战。
在专业外交领域，纵观拜登的参议
员生涯，他曾两度担任参院外交委员会
主席，尤其关注全球各地的人权、种族
歧视、减贫、裁军等涉及“道德准则”
的议题，并在应对南斯拉夫内战与伊拉
克战争等多个关键外交决策中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拜登认为，外交应该是美国权力手
段的首要工具。他将把美国外交交到专
业的外交人员手里，重新恢复被特朗普
破坏了的美国外交信誉，以此重建世界
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疫情猖獗，抗议迭起，现实可能远
比理想残酷。对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
而言，恢复被特朗普破坏了的政府服务
、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公信力，将是一
条漫长而艰难的路。
“你们的选票关乎这个国家的本
质——体面、荣誉、尊重。让每个人
得到尊严，保证每个人都享有相同的
机遇。”拜登在 10 月 22 日的最后一场
修复伤痕——前途路漫漫
电视辩论会上说道，“我一定会让你
回望特朗普执政时期，在国内，美 们在未来 4 年中获得过去 4 年里没有得
国社会与经济秩序遭到了来自新冠疫情 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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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的大学教育区别有多大？

中美教育有这些不同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一
首先，小学到高中完全免费，连书本费都没有。教科书学校统一发放，读
完的时候在还给学校，如有损坏眼中的才需要赔偿。升级新版本是学校的事，
学生只需要自备书包，纸笔。并且每个学生可以借一个柜子放书本，杂物，因
为教科书都超级厚重，所以一般不需要带回家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二
严格禁止老师动手打人或辱骂（当然禁止打人是对家长也实行的法律，虽
然我觉得对家长可以放宽松一点，但美国是一个非常清楚人性的劣根性，并且
敢于面对并且防止的地方。因为知道有些家长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迁怒小孩，并
不是所有家长都那么无私的爱护自己的小孩，所以用法律制约那些少数，不能
因为任何理由殴打小孩，否则家长会被起诉，小孩会被政府带走送去领养的家
庭）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三
上课时间，初中高中都是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三点半放学，初中的时候逢
星期三会提早放学。中午不回家，都在学校吃饭，吃饭时间 50 分钟。学校有午
餐，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申请免费餐劵，当然也可以自带便当。

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区别，以及各
自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1、录取方式
2、教学理念
3、课程体系
4、学业评估

习的框架式学习方法，即给学生一个框
架，或知识结构去学习，同时鼓励学生
挑战学术权威，积极地提出新颖而与众
不同的想法。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会
督促自己，更加积极地去学习和主动构
想。

录取方式 在美国，对于计划高中毕
业后立即上大学的学生，通常从高中的
11 年级开始准备大学申请，大部分工作
都在 12 年级进行，但是一些顶级高中的
学生通常在 10 年级或更早的阶段就开始
为大学申请做准备。
除了高中毕业生，也有相当数量的
学生从一所大学转学到另一所大学，以
及一些年龄超过高中年龄的成年人申请
攻读大学。
绝大部分大学采用 Holistic Review，
即“整体评估”或“综合评估”的方式
对申请人进行筛选，不仅要参考学术成
绩，比如平时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
还要参考申请人的课外活动，实习/工作
经验，科研项目，获奖经历以及个人兴
趣爱好等等。
高校认为这样的筛选方式更加人性
化，更注重申请人的综合素质，而不是
某一个单项，然而客观上，这种录取方
式给申请内容造假和注水提供了技术上
的可能性。尽管伪造信息，甚至由他人
直接代理，是违规的，一旦被发现会受
到惩罚，但是铤而走险并非完全不可能
。
而中国的高考，采用“一卷定终身
”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形式，把一次考
试的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这样是比较残
酷的，且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可
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选拔过程的公平性和
真实性。

课程体系 美国高等教育继承了跨学
科的融合，即“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相比某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和专
业，希望学生能够广泛地涉猎各领域各
学科，从而建立更加全面的知识体系。
一般情况下，美国的大学课程可以
分为专业课（major requirement），选修
课 （elective course） 和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 。 通 识
课程通常包括写作、人文与艺术、语言
、数理逻辑、社会与行为科学、自然科
学与技术类的各学科，也就是说，即使
你的专业是计算机，也会被要求完成例
如经济学或者欧洲文学之类的通识课程
。
中国很多地区从高中阶段开始，分
为文科和理科两大类，因此从国内高中
体系毕业的学生，进入大学后，选择专
业与课程时也会受到“文科”、“理科
”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学习的
内容更加细分了，但也可能造成学生在
不适合自己的分类里越学越累，影响其
个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时间较短
，在课程体系的完备度和严密性上，还
需要经过自身长期的积累和调整，逐渐
完善起最适合国家情况的教育制度来。

教学理念 中美两国差异很大，当然
这个差异并不是从高等教育才开始的。
中国更加重视知识体系的构建和积
累，强调知识的继承并尊重学术权威；
而美国会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注重知
识的开发和创新。
这个差异到了大学阶段体现得更加
明显。
在中国的大学，“填鸭式”教学仍
然普遍。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
面安静地聆听、记笔记，课堂互动较少
，老师和学生各司其职。大学教育深深
地陷入“传授-接受知识”的模式之中。
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
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教学制度占统
治地位。这种教学方式易导致学生获取
信息的渠道单一，学习方式被动。即使
年龄上已成年，但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较
为有限，主观能动性较差，对主动追求
知识可能缺乏热情。
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知识的过程，
主要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教师会鼓
励学生去独立思考，采用引导其自主学

学业评估 最后，两个国家的大学在
对学生的评估方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在上文讨论过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区
别之后，评估方式的差异就成了自然而
然的结果。
中国大学对学生的评价，目前主要
以考试形式为主，平时作业讨论为辅。
考试是教师检查学生学习状况的主要工
具，一般更注重学生的记忆力、描述能
力、应用能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
造力考核较少。
而美国的大学，更偏重于考核学生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记忆性内容
考核较少。很多时候，不存在“正确答
案”。

总体来说，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阶段不同，中国还处于向世界一流的
高等学府进行学习的阶段，而美国大学
正处于自我完善阶段。
当然，客观上，美国大学的这种
成熟，形成了一种非常宽松的学习环
境，对于长期依赖教师和家长监督，
自我管理能力较差，缺乏主观能动性
的学生而言，容易自我放任，导致成
绩较差甚至无法完成学业。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四
除了禁止老师打人，对学生也是严格禁止，意思就是在美国学校里，哪怕
你作弊都没有打架严重，这锻炼了青少年对于不同于自己的人的尊重跟忍耐能
力。很少很少有什么看谁不顺眼就动手，或找一群人打别人这种事。当然出了
校门还是会有一些，但毕竟在学校里才是最容易跟同年级的人发生冲突的地方
。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学校就不会管这种事了，但到大学的时候人也就比较懂事
不会那么冲动了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五
考试成绩都是保密，老师从来不会公开考试成绩，但你要是自愿告诉别人也
可以。中国正好相反，觉得羞辱可以鼓励学生，其实这种丢脸的事情对人产生的
负面作用绝对比正面的大得多。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成长时期，心智还不够稳定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六
所有的学校都有残障的同学一起上课，经常有坐着自动轮椅的，眼睛一直
翻白眼，看上去像低能儿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如果能跟上就可以读普通学
校，校方会有特别的老师照顾他们，而这样的学生因为习以为常，所以旁人并
不会另眼相看，更不会去歧视他们，当然极少数的也会背后嘲笑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七
初中开始教育女生如何拒绝男朋友提出上床的要求，“如果你不愿意就说
不，并推开他”一般这样就够了，男生不会强迫女生，因为比较有绅士风度。
还有如果真的不小心怀孕可以打什么电话请求帮助，慈善机构会让你免费堕胎
，或如果你想生也可以，当然这些都必须通知父母。在美国 18 岁以下未成年不
拥有任何法律的自主选择权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意思就是不管堕胎，还是
生必须父母或监护人签字
哦，连打个耳洞或纹身，未满 18 岁也要父母签字的，买烟要超过 18 岁，买
酒要到 21 岁，要出示身份证才可以买。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八
电视，电影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也就是韩寒一直提倡的那个，根据暴力程度
跟色情程度来分，分为所有年龄都可以看，7 岁以上可以看，14 岁以上，或 18 岁
以上。所以你要看18岁以上的电影也得要身份证才能买票。而14岁以上的必须成
年人陪同，为什么美国青少年比较单纯，甚至长大以后都还是很单纯，就是因为
成年人对他们的细心保护，所以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成长速度来成长。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九
初中开始每个学期学校都会办几场舞会，逢年过节的时候 8 点开始，11 点
结束，然后就会看到一对对可爱单纯的小情侣搂着跳舞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
然后周末都不上课，我觉得下午 3 点多放学并且基本没多少功课是为了让
学生们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多学生当然也会被家长安排去学些别的东西，
何况本来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最好的学校注重的不止是成绩，也非常注重课外
活动，有什么特长，帮慈善机构做了几个小时的益工之类的。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一
而且老师非常注重人性教育，多数老师都非常正直，善良，耐心。少数的
即使没那么好，严格一点但也不会对学生有负面影响。他们都是因为想当老师
所以当了老师，而不是为了赚钱。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二
然后高一生物课老师会教怎么用避孕套，强调安全措施，并告知女生堕胎
三次以后很可能就会再也生不出来。这点是中国很多小女生都不知道吧，不然
也不会玩命一样堕胎，像吃饭一样正常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三
老师从来不会因为谁成绩不好而看轻那个学生，虽然对成绩好的难免更加
喜爱，但也不会去打击成绩不好的，实在太差的也只会私下劝劝。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四
高中开始有几个大的转变，一是教室不再固定，像大学一样选课，然后根
据课程去不同的教室，所以同学并不完全固定。课程分为几大类，每类完成多
少学分（多少课程）就可以毕业。英文，数学，科学，社会科学，第二语言，
美术，体育，科学类里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地球宇宙学，所以我长这么大
只学过生物，没碰过化学跟物理。而对数学的要求也就是学四个学期，但对程
度不要求程度低的人学两年学到几何，程度高的人两年学到微积分，都是一样
的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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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好的婚姻是，结婚后，过得像
“没结婚”一样
真正好的婚姻是，结婚后，过得像
“没结婚”一样
01
在这个大多数人都能丰衣足食的时
代，越来越多的人在乎的是自己的精神
和情感世界，可却随着时代的进步，两
个人想一辈子相爱下去，却变得越来越
难。
老人常说的，婚姻是人生大事，可
在如今很多人看来，却不值一提。
我们越是注重自己的内心世界，就
越会发现从前那种“车马慢，一生只爱
一个人的相守”只是从前。
现代社会，信息便捷，诱惑太多，
一不小心就可能遭到背叛，而婚姻里的
幸福，似乎成了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东西。
可纵然婚姻充斥着风险，那些活得
清醒的人，爱情到来时，还是免不了会
头脑发热要结婚，而且结婚的那一刻，
双方都是带着无比真诚的心发誓要相伴
到老的。
说到底，爱情一直有它的魔力，婚
姻也自有它存在的价值，不然也不会有
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在爱恨情仇中无法自
拔，屡试不爽。
其实，并非是婚姻不好，而是很多
人忘记了婚姻的初衷。
事实上，幸福的婚姻比比皆是，能
经营好婚姻的人也有很多很多，是因为
他们幸运吗？不是的，而是刚好找到了
“重复爱情”的办法。
02
身边一朋友，结婚十多年，还跟伴
侣秀恩爱腻歪，丝毫没有七年之痒的乏
味。
问及他为什么对爱人始终如一时，
他说道：“得不到的总是更加珍贵。”
我们都纳闷，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孩子都有了，怎么还说得不到这样的话
？
朋友又笑笑解释说：“我一直都当
这婚没有结，这样的话，爱她的心就不
会放松。”
回想他经营婚姻的态度，还真就如
恋爱时那样全力以赴。

会在下班之后约老婆放松，会
在节假日里给老婆惊喜，会在父母
面前极力表现，会在吵闹中相互嫌
弃，又找借口认错和好，会在对方
跟异性接触频繁时吃醋表明立场。
两人在婚姻里谈了十多年的恋
爱，依然乐此不疲。
他们对待彼此，很独立却又很
依赖。
生活琐事方面，不会强制要求
伴侣付出，独立到能自己付出的时
候绝对不会埋怨爱人。
情感方面，却又是简单依赖，
像恋人一样甜蜜，却有着婚姻里的
理性，不会想要离开对方，是彼此
认定的唯一，不轻视得到手的感情
。
03
婚姻走向失败，源于很多人
“得到之后没有危机感”。在结婚
后急忙让爱情尘埃落定，再也不经
营。
结婚是意味着爱情开花结果，但这
并不代表得到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婚姻里的很多问题就是认定已
经“结婚”了，所以才产生的。
结婚后，人的心理是得到后无心经
营，忽略爱人的感受，无视对方的需求
，甚至不懂得珍惜，最后往往在情感需
求方面一地鸡毛。
结婚后除了没有危机感，不珍惜爱
人之外，导致婚姻走向失败的，还有一
项特别严重的问题是：理所应当的索取
。
这种心理也是情感方面的一部分，
即：你和我已经结婚了，就应该怎样怎
样，做不到就是不够爱或看错人。
同事方芳去年结束了七年的爱情长
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画面很美好，大
家都以为，方芳谈了那么久的恋爱都没
有分手，所以婚姻一定能幸福。
可婚后，方芳总是鼓着脸上班，天
天一副被打劫的样子。
问及原因，方芳总是吐槽自家老公
的不是，说的最多的就是老公没有朝她

理想的完美老公人设改变。
方芳对于这样的婚姻模式，是万万
不能忍受的，她觉得在婚姻里只有两个
人做出改变才能获得幸福。
于是，她对老公软硬兼施，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势必要让老公改掉一些
从前的习惯，变成她喜欢的样子。
她希望老公能放弃游戏，希望老公
能把所有闲暇时光都留给她，希望老公
所有的钱都只为她一人花……
不仅如此，她还认为结了婚后，老
公就要按照她的意愿发展，就要满足她
所有的愿望，就要让她感受到独一无二
的幸福，不然结婚干什么？
家庭事项方面，方芳更是要求老公
能成为居家好男人，不仅要求厨艺精湛
，还希望能家务全包。
做不到这些的话，方芳便认为是老
公不爱自己，所以不肯付出。
她老公心情好的时候，会顺着方芳
的心情，心情不好时便逆着，结果导致
了方芳郁郁寡欢。
这段婚姻里，也是因为方芳认定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所以过分依赖婚

姻，导致了现在的不幸。
04
夫妻关系是平等的，但很多事情，
不是必然要付出的，何况想让一个独立
的人变成自己理想的样子，几乎是天方
夜谭。
可以说，婚姻中的很多烦恼都是来
自于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方芳能爱情长跑七年恩爱如初，说
明她在恋爱的时候，没有过度索取，更
不会把某些需求强加在对方身上，而是
做独立的自己，用心经营自己。
而结婚后，方芳自认为要经营好婚
姻就必须要让对方做出改变，要求对方
改变的同时增加了自己的期许，结果导
致了迷失原本的自我，打乱了两人的生
活节奏。
在心理学上，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
个观点是：婚姻是一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就是很多人在
婚后忘记了做自己，过度依赖，过度期
望，导致了种种不幸，结果还怨婚姻难
长久。
其实难长久的不是婚姻，而是自己

的心。
05
在婚姻里，很多人始终无法做到像
恋爱时那样重视伴侣，也无法做到完全
的精神独立。
结婚，换个说法就是变成了依赖，
把自己的幸福依赖在伴侣身上，把生活
的大小事情都依赖在伴侣身上。
所以，真正好的婚姻，是学会“像
没结过这婚一样生活”。
“没有”结婚，犹如恋爱时那般，
就能重视爱人，对爱人做到珍惜和付出
且不求回报。
“没有”结婚，就能自给自足，不
对伴侣过分期待或改变，自然就不会有
那么多的失望。
并且，“没有”结婚，像两个人
谈恋爱时那般心系对方，也会让两个
人的感情始终保持着甜蜜与美好，哪
怕有柴米油盐的烦恼，哪怕有经济上
的压力，但因为相爱，因为彼此努力
，所以无惧。
婚姻的失败，说到底是很多人，在
得到后忘了初心。

軍事天地

天下无敌！
印度陆军摩托车表演队

搅屎先锋，麦凯恩号驱逐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美国海军两艘阿利· 伯
克级驱逐舰麦凯恩号（DDG-56）和威尔伯号
（DDG-54）穿越了台湾海峡。麦凯恩号近年没
少在我国周边出没，光 2020 年就数度现身东海
南海，就连 2020 年最后一天也不忘出来刷刷存
在感。不过时代已经变了，这样的耀武扬威已
经越来越掀不起波澜，反倒更添一抹帝国夕阳
余晖的色彩。
约翰· S· 麦凯恩号（USS John S. McCain，
DDG-56）是阿利· 伯克级第 6 艘。1988 年 12 月
13 日订购，1991 年 9 月 3 日在缅因州巴斯钢铁
集团造船厂开工建造，1992 年 9 月 26 日下水，
1994 年 7 月 2 日服役，隶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第 15 驱逐舰中队，母港是日本的横须贺。
麦凯恩号长 154 米，宽 20.4 米，吃水 9.3 米
，满载排水量 8300 吨，编制 338 人。麦凯恩号
装 备 4 台 通 用 电 气 的 LM2500-30 燃 气 轮 机 ，
105000 马力，最大航速 32 节（59 公里/小时）
，20 节时续航距离 4400 海里（37 公里/小时，
8100 公里）。
麦凯恩号装备 1 门 127 毫米 54 倍口径 Mk45
舰炮，2 座 Mk15 密集阵近防系统，2 座 Mk114
四联装捕鲸叉反舰导弹，2 座三联装 324 毫米
Mk32 鱼雷发射管，另有 2 门 25 毫米机炮，4 挺
12.7 毫米机枪。麦凯恩号的主要武器是 Mk41 垂

直发射系统，装有两套，前部一套 29 个发射单
元，后部一套 61 个发射单元，可发射标准防空
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或者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麦凯恩号可携带一架舰载直升机，但没有机库
。
作为一艘宙斯盾驱逐舰，麦凯恩号最主要
的电子设备自然是 SPY-1D 宙斯盾系统了。此
外它还有 AN/SPS-67 对海搜索雷达，AN/SPG-62
火控雷达，AN/SQS-53C 舰首声呐，AN/SQR-19
拖拽声呐以及 AN/SLQ-32 电子战系统，Mk36 诱
饵发射器等等。
服役后麦凯恩号被分配到第五舰队，1997
年分配到第七舰队，母港也从夏威夷转移到横
须贺。2003 年 1 月麦凯恩号参加伊拉克战争，
发射了 39 枚战斧导弹对伊拉克目标进行打击。
2011 年 3 月，麦凯恩号参加了福岛核事故
的救援。2016 年和潜艇补给舰佛兰克· 凯布尔
号访问了金兰湾，这是 1975 年越战结束后美国
海军舰船首次到访越南。
让麦凯恩号名声大噪的是 2017 年的撞船事
件。2017 年 8 月 21 日凌晨 5 时 24 分，麦凯恩号
在马六甲海峡和利比里亚国籍的阿尔尼克号货
轮（Alnic MC）相撞，事件造成麦凯恩号上 10
人死亡，5 人受伤。阿尔尼克号无人伤亡。
悲催的是这是两个月内美国海军第二次撞

船了。2017 年 6 月 17 日 1 时 30 分麦凯恩的姊妹
舰菲茨杰拉德号（DDG-62）在横须贺军港以南
104 公 里 处 和 巴 拿 马 籍 集 装 箱 货 船 水 晶 号
（MV ACX Crystal）相撞，造成 7 人死亡。而
水晶号船头略有损伤，并无人员伤亡。
多年占据最强最先进头衔的驱逐舰接连发
生相撞事故，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海军人员的素
质已经明显不如以前。
相撞后麦凯恩号到新加坡进行了紧急维修
，10 月 11 日由荷兰道克维斯船运公司的财富号
（MV Treasure）半潜船搭载启程返回横须贺大
修。
在横须贺修理一年后，2018 年 11 月麦凯恩
号再度下水离开干船坞，然后又花近一年的时
间终于在 2019 年 10 月完成全部维修工作，在 10
月 28 日进行了试航。
2019 年 11 月 3 日试航返回横须贺重新入役
后，麦凯恩号又开始左右横跳到处闹腾。除了
在东海南海搞事情，它还去招惹毛熊。2020 年
11 月 24 日，麦凯恩号在俄罗斯南部海岸的彼得
大帝湾进行“自由航行”时遭到俄罗斯海军维
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的驱逐，俄舰在
那次遭遇中再次发扬彪悍风格，向麦凯恩号发
出“我舰将奉命撞击你舰”的传统口号将其赶
走。

每年 1 月 26 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德里共和国日游行
（Delhi Republic Day parade）是一场视觉盛宴。这场盛宴上
，让人们观感刺激最强烈的可能是那缤纷色彩组成的画卷。
红的，黄的，黑的......那么鲜艳，那么浓烈。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巴分治，印度独立。1950 年 1 月 26
日，印度共和国成立。自此，每年的 1 月 26 日印度都会举行
共和国日游行，风雨不改。
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印度差不多每年都会邀请
外宾来参加这个喜庆节日。许多国际上的名人也受邀出席过
。比如苏联战神朱可夫，搞出蒙巴顿方案让印巴打到现在的
蒙巴顿海军元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南非总统曼德拉，还
有普京，奥巴马等等。
在参加阅兵游行的方队中，除印度各种先进武器，还有
独具特色的兵种亮相，比如骑兵。印度的骑兵不但骑马，还
骑骆驼。这支骆驼骑兵隶属印度边境安全部队（Border Security Force，BSF），拥有约 1200 匹骆驼和 800 名骑手，主要
执行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沙漠地区巡逻任务。另外，披挂盛装
的大象也是游行队伍里的常客。
如果这些先进武器和多姿多彩的队伍还不足以惊艳世界，
那么别急，三哥还有另外一样神技，那就是摩托车特技表演。
阅兵游行中的摩托车特技除了让世人眼前一亮，还充分
展现了印度勇士们的精湛技艺和印度摩托车的优良品质。
2014 年，印度超越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摩托车产销国。
根据国外机动车信息平台 MarkLines 的数据，2018 财年（2018
年 4 月～2019 年 3 月）印度摩托车产量达 2450 万辆，销量达
2118 万辆。另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数据，2019 年，我国二轮
摩托车产量为 1543.02 万辆，同比增长 10.48%。虽然比上一年
度有所增长，但已经被印度远远抛在后面了。
在印度，摩托车是人们最主要的机动交通工具。这除了
摩托车天然的便利性经济性还有印度道路设施滞后的原因，
特别是印度北部多山，交通更加恶劣，摩托车就成为最佳的
选择。家中有辆摩托车，全家出行都解决。
2016 年，BSF 还组建了女子摩托车特技队伍 Seema Bhawani。这支队伍成员 110 多名，年龄在 25~30 之间，成员在
BSF 各部队和部门里甄选。2018 年的共和国日游行，这支
BSF 的女子队代替男子队出席。
为提振士气和促进各队伍的技艺，印度的摩托车特技队
还经常举行打破世界纪录的活动。如一辆车载一堆人行驶多
少公里，以各种姿势行驶多长距离等各项纪录。这些纪录，
也只能由印度的勇士自己去不断打破和刷新了，旁人是望尘
莫及的。总之，印度的摩托车特技表演队，天下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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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奠濟宮國運籤出爐！
林右昌抽商運籤擲出立筊 暗示即將 「牛」 轉乾坤
（中央社）每年除夕夜，基隆廟口奠濟宮
都會替明年國家運勢抽一隻國運籤，今年除夕
全台下起大雨，基隆市長林右昌於晚上 11 點到
在地信仰中心慶安宮、奠濟宮上香祈福，並擲
筊來抽出代表士農工商的牛年籤詩，其中，林
右昌在商籤擲筊時擲出立筊，令信眾興奮萬分
，更有人驚嘆就像是要帶領 「商業」直直起飛
一樣，牛轉乾坤、令人驚奇。
林右昌在致詞時指出，自己非常感謝慶安
宮媽祖與諸位神明的庇佑，讓新冠肺炎疫情，
在國內能有效的控制，所有基隆市民能較舒坦
的生活，除了是因為大家的全力配合，更要感
謝這些神明的庇護，他期望疫情早日遠離，讓
人民早日恢復正常生活；隨後，他前往奉祀開
漳聖王的奠濟宮祭拜，上香後按照士農工商抽

籤順序，開始擲筊抽籤。
對此，擲筊抽籤次序，由副議長林沛祥負
責抽籤，第一支的士運籤，林右昌一擲擲出聖
筊，第二支的農運籤，林右昌連擲七筊，最後
才擲出聖筊；最後工運籤與商籤都十分順利，
尤其是商運籤，更是擲出立筊，在場的信眾大
感神奇，爭相拍照。
基隆市慶安宮今年受到疫情影響，沒有對
外邀請信眾參與賀正祈福活動，但是仍有不少
信眾冒雨前來，這次抽到的商運籤為 「一春萬
事苦憂煎，夏裏營求始帖然，更遇秋成冬至後
，恰如騎鶴與腰纏」，有信眾解釋，其意涵象
徵來年基隆的商業運勢即將再度翻身，往上騰
飛，也代表著商機來了，市政、商務將有機會
牛轉乾坤。

大龍峒保安宮國運籤出爐！
4 支公籤暗示金牛年凡事需更 「保守」
（中央社）每年除夕夜，北市大龍峒保安宮為預測國家未來
一年的運勢，都會在子時擲筊向保生大帝祈求新年國運籤，可謂
新春祈福的一大重頭戲 「萬里求仙意甚虔，青山重疊水連天，終
尋隱道桃源洞，不覺回來坐碧蓮」今年廟方抽出金牛年 4 支公籤
、國運籤，從整體可歸類為 「中籤」，建議明年先以更保守的態
度，顧穩全局才可把握大局。
保安宮祈福法會 11 日除夕晚上 11 點整正式揭開序幕，儀式
從象徵平安祈福的 108 響撞鐘聲開始，接著廟方安排數名法師進
行新春誦經，隨後宮廟人員 11 點 45 分，依照傳統，在傳統子時
向保生大帝擲筊，抽出 4 支公籤，分別代表新年歲君（國運）、
生理（商業）、五穀（農牧）、海冬（漁業），象徵金牛年運勢
。
廟方今年邀請到世新大學中文系講師林恕全來解籤，他指出

，籤詩內描述的桃源洞，其實就象徵著冒險，文內呼籲民眾可以
去闖，但凡事以保守一點的態度及靜態的角度來看待，會得到比
較好的結果，不建議太魯莽的向外嘗試，對此，有媒體詢問是否
可以代表 「台灣繼續走自己的路就可以了」，林恕全則回應，可
以這麼解釋，籤詩向民眾傳達的訊息為盡量保守，先顧全大局，
國家才能好好前進。
今年生理（商業）抽出籤詩為 「自求福德自天申，福分未真
寧作真，運動行藏皆合意，一番喜氣一番新」林恕全解釋，做生
意的人賺得的財富，切勿與他人比較，其實自己的比上不足比下
有餘，其實已經很好了，要知足惜福。
此外，五穀（農牧）籤詩為 「牡丹驟雨壓攲斜，皎月揚輝雲
莫遮，雲豈不時遮月色，雨無常壓有名花」他則解釋，此籤蘊藏
的含義，是希望民眾在農牧方面，千萬不要去與他人好高騖遠，

盡力在自己的崗位好好打拼，保守一點就會有好結果；最後在海
冬（漁業）方面的籤詩為 「他家哀喜休相問，莫與筵中競酒漿，
無事閉門家裡坐，惟憑旦夕一爐香」林恕全指出，籤內以閉門家
裡坐，形容凡事盡量保守一點，只要好好的燒自己的香，最後一
定會有成。
位於北市大同區保安里的大龍峒保安宮，至今已 200 多年歷
史，為在地信仰中心，每年除夕夜廟方都會舉辦祈福儀式，並抽
出代表國家新年整體運勢的籤詩，今年雖然現場大雨滂沱，可是
仍有大批信眾聚集祈福，更有虔誠信徒才走進廟內，馬上噗通一
聲的雙膝跪地，向神明祈福；廟方除在出入口旁，量測體溫，也
派員替民眾逐一噴灑酒精，在消毒的同時也互道著新年快樂，廟
內祝福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噴淚！79 歲低收嬤捐款遭退
他揭真相：6600 元是她全部積蓄
（中央社）一名獨居的 79 歲林姓阿嬤靠著補助和撿資源回
收過日子，自己都需要旁人協助修繕，但竟在小年夜拿了 6600
元現金捐給善心團體，還擔心自己捐得太少。協會理事長退回阿
嬤的捐款，希望她能留在身上，但阿嬤堅持一定要捐，原因曝光
讓人看了相當感動。
屏東海青青弘會理事長方華雄表示，阿嬤曾經接受過協會的
幫助，她的床、窗戶、瓦斯爐等等，都是協會幫忙安裝，阿嬤內

心相當感動。阿嬤的收入是靠著政府補助款、撿拾資源回收變賣
，一點也稱不上富裕，但前（10 日）竟跑到協會說要捐款！
方華雄表示，阿嬤表示 「這 6600 元是她從民間社團和政府
補助款中節省下來的，因為她只留需要的錢就好，剩下的就讓協
會再拿去幫助其他需要修房子的讀居老人。方華雄透露， 「她不
好意思說，這樣會不會太少？這是她的全部了，她不好意思笑了
一下…」方華雄將錢退回，叫阿嬤將活生費留著，但阿嬤堅持一

定要捐，而且連照張合照都不用，只操著一口台灣國語說： 「你
們處理就好。」
阿嬤離開協會時還一直感謝大家曾幫她修繕住處，讓方華雄
忍不住將此事 PO 網，感動表示弱勢也能做公益、有心最重要。
他表示，雖然每個人的經濟能力不同，但只要有心，愛的循環一
定可以滾動更多人投入社會公益、照顧長輩。

全台瘋搶全聯福袋！有人夜排11小時：衝著特斯拉來的
（中央社）春節過年福袋一定要買起來，因為店家推出的頭
獎愈來愈有看頭！尤其超市龍頭全聯今年祭出 「雙頭獎」，2 台
轎車價值逾 7 百萬元，令消費者超期待。新春想試手氣的人不僅
昨天就夜排，有的還全家出動，今早 4、5 點起各門市即湧現排
隊潮，大家一直的願望是將價值 388 萬特斯拉直接開回家。
全台搶買全聯福袋到底有多瘋狂？一位住台中的陳先生說，
他一大早 5 點多就到潭子中山店排隊了，終於拿到第一號的號碼
牌，這也意謂他可順利抽獎，等待下午一點能不能福從天降，還
有一位姜先生更驚人，他昨晚 10 點多就殺到全聯，他透露去年

開賣當天早上 6 點排隊卻沒買到福袋，所以今年不想再錯過，他
還直言，就是衝著特斯拉來的。他排隊自備毛毯、露營椅，還有
愛犬 Lucky 相伴下，順利拿投下福箱，希望能中大獎。
全聯今早媒體聯訪時表示，民眾一般是早上 4、5 點來排隊
，但也有人昨晚 12 點就來了，且是全家總動員，孩子放車上大
人輪班排隊，大家搶福袋真的很瘋狂。全聯也透露，今年準備的
福袋和數量都比去年多，尤其頭獎特斯拉改款，價值又更增加了
。
全聯牛年福袋於大年初一早上 9 點在全台門市同步開賣，今

年同樣販售兩種價格不同福袋，分別為 「福利熊生肖福袋」與
「萬國通路福箱」。其中， 「福利熊生肖福袋」使用 12 生肖牛
年福利熊疊疊樂玩偶搭配玩偶袋，售價 200 元，享一次抽獎機會
，全台限量 10 萬袋；而 「萬國通路福箱」則強化國旅需求，使
用市價 5,280 元的萬國通路 20 吋四輪登機箱，售價 1,200 元，享 6
次抽獎機會，全台限量 2 萬台（沙漠金/水星銀各 1 萬台），堪稱
零售通路 CP 值超高福箱。每店販售數量皆以現場公告為準，售
完為止，預定下午一時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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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姿妙除夕赴宜蘭縣警局慰勉
感謝員警執勤辛勞揪感心
（中央社）宜蘭縣大家長縣長
林姿妙除夕上午 10 時親赴警察局訪
視拜年，對於警察同仁平時於第一
線維持治安、交通的辛勞深表肯定
，感謝員警全年無休的奉獻與服務
，在春節期間犧牲與家人團聚時光
，堅守工作崗位，落實執行勤務，
讓民眾都能快樂出遊、平安回家，
安心過好年。
為體恤同仁辛勞，縣長現場致
贈水果禮盒，並發給每位警察同仁
紅包福袋，祝賀同仁新春愉快，展
現十足親和力，讓同仁溫暖在心。
縣長也提醒同仁於第一線執勤時務
必注意自身安全，配合疫調及居家
檢疫(隔離)等防疫工作時也要做好防
護措施，保護自己與民眾。警察局
將持續秉持 「治安平穩、交通順暢

、民眾安心」三大工作主軸，守護
民眾有個平安、快樂的春節假期。
同時，縣長並於現場與警察廣
播電台進行連線，線上向聽眾朋友
拜年，除說明今日交通狀況資訊，
提醒用路人注意春節期間重要交通
管制措施，也呼籲鄉親春節期間如
有餐會飲酒，切勿酒後駕車，開車
出遊務必養足精神再上路，行車多
禮讓，祝賀鄉親朋友行車平安，牛
年行大運！
警察局提醒，本(11)日至 14 日
0-12 時國 5 封閉石碇及坪林南向入
口，明(12)日至 14 日 6-12 時南港系
統向入口實施高乘載管制，用路人
可利用每日 0-5 時國道全線暫停收費
時段，避開尖峰車潮。另本日至 13
日 5-17 時蘇花路廊雙向禁止 21 公噸

以上大貨車通行，蘇花改部分路段
開放大客車行駛路肩，請依標誌、
標線通行，小型車如誤走路肩將吃
上罰單。
宜蘭縣路邊收費停車場自本日(
除夕)至初四均暫停收費，警察局呼
籲，春節期間利用路邊停車格時，
勿併排停車影響行車秩序。武陵櫻
花季自明(12)日開始實施疏運管制，
每日限制進場人數 6,000 人次，除住
宿遊客外皆須搭乘公共運輸才能上
山。春節圍爐席間如有飲酒，請搭
乘大眾運輸或利用代駕服務，彼此
互相提醒，勿存僥倖心態酒後駕車
，警方春節執法無空窗，將全力守
護用路人行車安全。

台南2屁孩騎車狠踹移工
遭肉搜急道歉網怒：打字誰不會
（中央社）網路近日瘋傳一段影片，台南永康 2 名雙載男子
，疑似與一名外籍移工起口角紛爭，氣得加速追上外籍移工，坐
在後方的男子立刻伸出猛力一踹，使得外籍移工當場倒地，安全
帽噴飛，他們也因用力過度自摔 「雷殘」在地上，離譜行為引起
公憤，2 屁孩的臉書立即被網友肉搜，雖然立即發文致歉，但多
數人都不買單，怒轟 「被傳開了隨便 PO 個道歉文」、 「打字誰
不會」。

從短短 18
秒影片畫面
中可見， 一
輛雙載機車
在綠燈後立
刻催油門，
迅速追上前
方駕駛電動機車的外籍移工，坐在機車後方男子，立即伸出右腳
猛力一踹，使得外籍移工整個人瞬間噴飛在地，頭上安全帽也跟
著掉落。 由於踹移工的男子力道過大，整輛機車失控也跟著倒
地，2 兩名男子硬生生被壓在機車底下，離譜行徑全被一旁的人
錄下。
影片傳開立刻引發網友不滿，隨即也肉搜出雙載騎士的臉書
，網友們紛紛憤怒大罵 「報應總是來得特別快」、 「如果被踢的

是我家人，你們倆下半輩子輪椅上過活吧」、 「為什麼踹人還要
踹到自己摔車呢，亂踹報應馬上來」、 「我的天，都要過年了！
？真不怕被收走耶」。
其中一名男子在個人臉書上回應說，當時他和朋友在街上玩
，疑似太大聲吵到外籍移工，被對方出言嗆聲，還拿東西丟他們
，一氣之下才會上前踹車。不過，事後知道自己的行為太超過，
所以踹完後馬上道歉 「我本人對於踢外勞這件事，我非常抱歉，
我做太過火了，各位對不起！」
不過大多數網友仍然不買單 「做事前先想想後果吧！有些事
是你擔當不起的」、 「自以為很大？還是很可以」、 「可以拍個
道歉影片嗎」、 「人家沒是安靜的騎在旁邊為啥要踢」、 「丟台
灣人的臉」、 「被傳開了才發現大事不妙，趕快上來隨便 PO 個
道歉文」、 「打字誰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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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新冠病毒變異毒株最早3月份成為美國最主要的一支
美國年輕人令醫學專家感到擔憂超級碗賽是冠狀病毒傳播重要來源

奪得超級碗冠軍後，
奪得超級碗冠軍後
，海盜隊因擊敗堪薩斯城隊而熱烈慶祝
海盜隊因擊敗堪薩斯城隊而熱烈慶祝。
。

（本報訊）（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政府公共衛生研究
人員在一份報告中稱，在英國發現的更具傳染性的冠狀病毒變種
正在美國各地迅速傳播，英國出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可能最早
3 月份成為美國最主要的一支。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
周五在報告中稱，多條證據線顯示，該毒株傳播速度快於其它毒
株，應該採取措施減少其傳播，包括加強基因組監測，遵守病毒

檢測和戴口罩等公共衛生規定。官員們表示，英國出現的
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可能已經在美國、德國、法國、瑞士傳
播。愛爾蘭實施新防疫限制以遏制病例的快速成長。全球
累計新冠死亡人數突破 200 萬，短期內無人預期死亡人數
將出現回落。美國的新冠死亡病例數居世界各國之首。 英
國結束了對血漿療法的大規模、全國性研究。這個被美國
總統川普吹捧的治療方法被證明對新冠患者無療效。
福奇 (Anthony Fauci)現在是總統拜登（Joe Biden）總統
的首席醫學顧問，美國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主任，週一
福奇對那些在接受冠狀病毒注射後想要摘下口罩的人來說
，估計需要 70％至 80％的人注射疫苗後，美國才能獲得群
聚免疫。到那時，您可以開始考慮不必統一戴口罩了，但
是我們現在離群聚免疫肯定還差得遠。Fauci 說，目前，要
繼續戴口罩並採取其他措施來防禦這種病毒。
儘管感染人數開始下降，但隨著英國首次發現的變種在
美國傳播，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壞消息。
每天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正在接受輝瑞和 Moderna 兩種神
奇有效的疫苗。星期六，給藥了超過 220 萬劑，創下了美國的新
紀錄；星期五管理了 160 萬。週日在線發布的一項新研究突出了
B.1.1.7 所構成的真正威脅; B.1.1.7 現在在這裡的傳播如此之快，
以至於流行率大約每 10 天翻一番，而且很可能在一個月的時間
內超過所有其他菌株。到目前為止，約有 10％的美國人口已接受
至少一劑。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至少應再服用 4500 萬劑，幾

乎所有這些劑都將用於老年人和基本工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的數據顯示，美國已在 33 個州報告了 690 例 B.1.1.7 病
例。佛羅里達州佔 201。研究還表明，佛羅里達州的 B.1.1.7 病例
數每 9.1 天翻一番。 輝瑞合作伙伴 BioNTech SE 的執行長表示，
公司正在尋求通過各種努力，使明年的新冠疫苗產量能夠超過之
前承諾的 13 億劑，這種疫苗可能對英國出現的 SARS-CoV-2 新
病毒株也是有效的。
隨著案件的減少，口罩強制性指令即將到期，室內用餐正在
恢復，美國人正在放鬆警惕。美國年輕人似乎更在乎自己喜歡的
傳統和對超級碗的慶祝熱情，沒有什麼可以改變或阻止他們做自
己想做的事情。由於美國擔心冠狀病毒的傳播，佛羅里達坦帕市
充滿了熱情的球迷，在 2 月 7 日觀看超級碗。儘管官方警告球迷
們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以保護他人和自我的健康安全，但似
乎 當足球迷們參與精彩的球賽時，官方的警告是徒勞的。 許多
年輕人在觀看球賽時無視冠狀病毒的警告，他們拿掉口罩並擠在
一起，並竭盡全力鼓舞支持隊。 這些癡迷的情況令醫學專家感
到擔憂，他們感到害怕，並擔心超級碗比賽可能是冠狀病毒傳播
的重要來源。當 坦帕灣贏得超級碗比賽后，坦帕市街道上滿是
興奮的年輕人，他們竭盡所能慶祝他們的球隊勝利。《紐約時報
》週一報導：“佛羅里達州坦帕市的街道到週一凌晨充斥著狂歡
狂歡者，其中許多人在海盜將堪薩斯城壓碎取得勝利之後，完全
地無視醫學專家的求情，保持社交距離和戴口罩。

國稅局將從2月12日開始處理2020年的納稅申報單
紓困退款抵免是新增申報稅表功能失業救濟金要繳納聯邦稅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國稅局 1 月 15 日宣布，美國國
稅局（IRS）將 2020 稅收季節的開始日期推遲到 2 月 12 日。 從該
日開始，國稅局將開始接受和處理 2020 年的納稅申報單。然而
，報稅截止日期仍為 4 月 15 日。紓困退款抵免（recovery rebate
credit）是聯邦所得稅申報表中的新增功能，對於沒有收到應得
的全部救濟金申報人來說， 可使用新的 1040-SR 稅表，來拿回
這筆錢。同時，國稅局建議納稅人以電子方式提交納稅申報表，
並使用直接存款的方式入賬。美國國稅局將於 2 月 12 日開始接受
納稅申報表。 依據《 2021 年冠狀病毒應對和救濟補充撥款法》
，美國國稅局和財政部發放第二批紓困金，給數百萬在今年稍早
已獲得第一輪紓困金的美國人。國稅局提醒納稅人，該筆付款是
自動付款。符合條件的個人，如果今年未收到紓困金付款（無論
是第一筆還是第二筆），都可以在 2021 年報 2020 年稅表時提出
要求。人們會在 1040 或 1040-SR 稅表為“復甦退款進賬（Recovery Rebate Credit）”的紓困金（EIP）因為 EIP 是 RRC 的預
付款。根據新頒布的 COVID 救濟法案，第二輪付款一般是單身
人士可領 600 美元，及已婚夫婦共同申報的，可領 1200 美元。

此外，符合資格的被補撫養孩子，每人將獲得$600。17 歲及
以上的被撫養人不符合領取條件。在提交納稅申報表之前，您應
該了解以下幾點：失業救濟金是應稅收入，失業救濟金總是要繳
納聯邦稅。 救濟檢付款支票發送的兩輪經濟影響付款不屬於應
稅收入。在家辦公 在家工作成為 2020 年許多人的常態，但是很
少有人能夠要求他們為新的家庭辦公室設置支付費用。 慈善機
構本年度的一個亮點是對慈善捐款的新的臨時扣除。 納稅人即
使未逐項列出扣除額，也可以扣除向慈善機構捐贈的現金最多
300 美元。2020 年，數以百萬計的人尋求合法的失業救濟金申請
時，騙子抓住了機會進行身份欺詐和提出虛假的失業救濟金申請
。根據最近的一次審計，僅加利福尼亞州就支付了 104 億美元的
欺詐性索賠。 美國國稅局（IRS）稱，收到未領取 1099-G 表格
的失業救濟金的納稅人未與州聯繫以更正表格，表明他們沒有領
取這些失業金。無法從各州獲得及時，正確的表格的納稅人仍應
提交準確的納稅申報表，僅報告他們實際收到的收入。
擁有額外的收入，例如失業救濟金、獎品和獎金、賭博收益
。擁有任何要申報的減免，例如學生貸款利息減免、自僱稅、教

育費。欠其他稅款，例如自僱稅，家庭僱傭就業稅、其他有關個
人退休金帳戶 (IRA) 或其他合格退休金計劃和稅收優惠帳戶的稅
款，替代式最低稅負 (AMT) 或需要償還超額預付保費稅額抵免
優惠。
許多人想知道 1400 美元直接付款獲得批准後的資格要求，
一項提案是將向年收入 75,000 美元的個人和年收入 150,000 美元
的夫婦發送 1,400 美元的付款。政府會根據從 2019 或 2020 納稅年
度起調整後的總收入，確定您是否收到支票。如果您尚未提交
2020 稅，政府將使用您的 2019 年收入來確定您是否有資格可以
獲得刺激付款。如果您們的 2020 年收入高於 2019 年，那麼現在
任何人都提交 2020 年納稅申報表將是一個錯誤。如果您在 2020
比在艱難的 2019 年但年更好，那麼您可能不要急於報稅，以便
美國國稅局使用您的 2019 年收入來確定您是否有資格獲得刺激
付款。 去年大流行造成的經濟破壞，包括飯店和旅館，受到傷
害比其他部門嚴重得多的大多數是低薪工人。 白領工人在很大
程度上不受傷害。

休城工商

趙海藍功成身退
李震台接掌世華工商婦女會北德分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
分會 1 月 30 日以視訊方式舉辦第 20 屆年
會暨會長交接典禮，由第六屆會長趙海
藍交接給第七屆會長李震台，來自全球
超過百位姊妹前來見證。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休士頓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
容清也上線致意。
趙海藍在開場時感謝姊妹們兩年來
對她的全力支持。羅復文對於工商婦女
會的成就十分讚賞，他表示疫情過後一
定前往達福地區探望大家。陳奕芳對於
工商婦女會在疫情期間活動力一如往昔
，像梅花一樣越冷越開花，充分表現出
女性毅力及堅強，表示十分欽佩。包括
世界總會長陳阡蕙及黎淑瑛等歷任名譽
總會長也對新舊任會長給予祝福及鼓勵
，充分顯現工商婦女會的團結及向心力
。這次活動由僑務委員孟敏寬主持，她

有條不紊、流暢的引領大家回顧工商婦
女會的歷史沿革及趙海藍任內所辦理的
諸多精彩活動。

在見證交接儀式之後，羅復文代表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感謝狀及
賀狀給趙海藍及李震台，他感謝趙海藍

全球超過百位世華姊妹以視訊方式共襄盛舉。
全球超過百位世華姊妹以視訊方式共襄盛舉
。

的無私奉獻，並期勉李震台再接再厲、
開創新局。李震台在致詞時表示，在兩
年任期中將延續前人的穩健腳步，繼續

為工商婦女會服務。

北德州分會和全球姊妹分享活動成果。
北德州分會和全球姊妹分享活動成果
。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的總裁陳舜哲 .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的總裁陳舜哲.
代表新世紀及全體同仁在此向大家拜年
親愛的各位海外華人同胞們,我是新世紀人壽保
險公司的總裁陳舜哲. 代表新世紀及全體同仁在此
向大家拜年. 金牛年牛運亨通, 牛到吉祥,希望各位
牛轉乾坤開鴻運,牛氣沖天, 萬事順心, 大吉大利,
吉祥富貴,財運亨通, 多福多壽, 健康快樂,財源廣進
, 旺事興隆.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自成立 30 年以來, 一直提
倡以客户為主的市場開拓,提供優良獨特的保險產
品,宣導以客户服務至上的經營理念,得到主流市場
經紀人推崇,在美國保險界享有盛名.
2020 年是新世紀開啟另一里程碑, 正式晉升
Billion (十億) 美元公司行列. 總資產近 10 億 1700 百
萬美元, 法定資本額逾 1 億 1600 萬美元。2020 年的
第三季財報, 新世紀集團的稅後淨利為 888 萬美元.
而其集團的 2020 年九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稅後淨
利則猛增達到了 2378 萬美元.
從繼豐收的 2019 年之後,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2020 年的財務持續快速成長. 2020 年前九個月總
收入逾 4 億 3170 萬美元比同期的 2019 年 4 億 1000
萬美元,成長了百分之五. 而單單 2020 年的前九個
月的稅後盈餘就達到了 2118 萬美元,己遠遠超越同

期 2019 年的稅後盈餘 1287 萬美元, 公司團隊持續
樂觀,估計 2020 年將再創成長紀錄.
我們的人壽及健康保險的現有年保費己經超
過 4 億 7000 萬美元, 年金總存也超過 7 億美元. 長
年被美國最有權威的 AMBest 評估公司極度肯定, 升
級為 B++財務穩固很好級.
再者, 2017 更被知名休士頓商業雜誌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統籌, 跟據各大保險公司年度保費
總金額,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在休士頓排名第三大
人壽保險公司, 跟隨 American General 及 American
National Insurance Co. 之後.
新世紀在銀髮族市場提供老人醫療補助險
(Medicare Supplement) 己有二十多年. 這些年來,新
世紀遵守一貫的紀律,提供最穩定保費,最優價值產
品給長者,所以新世紀在保險業贏得尊重及信賴.
2020 年 的老人醫療補助險保單年保費超越 2 億
7000 萬 美元.
著眼於更多的大保險公司競爭者進入銀髮族
市場, 本公司的管理階層決定開發更加多樣化的保
險產品,再加上歐氏健保(OBAMA care)的制定以及
医療費用每年高漲,本公司覺得這正是一個絕隹的

機會, 所以於 2010 開創了 under age 健康保險產品.
我們的創新,高效率,高品貭的健康保險產品 提供
65 歲以下的年輕保户另一個新的保險選項. 這個健
康產品於 2016 年為公司帶來新年保費 2400 萬美元
, 2017 年新年保費超過 6000 萬美元, 2018 年新年保
費超過 8400 萬美元, 2019 年新年保費逾 1 億美元.
2020 年預計將再刷新記錄,新年保費越 1 億 2000 萬
美元.
基於歐氏健保(OBAMA care)的眾所皆知高保費
及高自付費(deductible), 我們的新產品注重客戶對
醫療費用的了解, 供給客戶資料及訓練鼓勵他們如
何去找便宜又有品質的醫療服務, 如此我們的醫療
保險不僅保費低(通常 30%至 60%底於歐氏健保)並
且自付費低. 比如 MRI 的費用大都是在 300 美元至
3000 美元,如果你到醫院照 MRl,費用大概會超過
1500 美元,可能你要自付.如果你有我們公司最新的
健康保險(2 units),公司可以供給資料讓你自由選擇
費用低且品質不錯的 MRl, 比如在這種情況下,你可
以找到品質不錯的 400 美元費用的 MRl,而且公司的
MRl 理倍在這種情況下剛好是 500 美元.如此不僅你
的 MRl 費用足夠,而且還剩下 100 美元放在你自已的

口袋裡. 公司這個新產品在主流社會愈來愈受到大
眾喜愛, 因此我們預期公司新的健康保險產品將會
繼續突飛猛進成長.
新世紀的固定利率年金有三年及五年兩種計
劃.利率優惠且固定不變. 我們這種以客戶為主的固
定年金非常受到主流社會的保守客戶的喜愛,所以
在過去十年(從 2010 到 2020) 我們賣出去的年金( 不
包括 renewal) 超過 7 億美元( 平均每年 7000 萬美
元).
新世紀提供人壽儲蓄,老人醫療補助險(Med
Sup), 年金,職業意外險,小額人壽險,及年紀 65 歲以
下的健康医療險.此外,更有商業房地產貸款如購物
中心,公寓, 投資住屋及未開發空地等. 新世紀是全
美唯一華人擁有的人壽保險公司.目前在美國 50 州
經營客户接近二十萬,業務代表超過五千人. 財務穩
固,資產雄厚.
最後我謹代表新世紀向華人同胞恭賀新喜,平
安 發 財, 新 世 紀 樂 於 為 華 人 同 胞 服 務 請 ‧ 來 電
281-368-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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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馬上行動，為學業和生涯重新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百餘項優質科目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
課靈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快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
商貿等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
分可轉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BS），在職場更勝一籌。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2021年1月19日春季開學
報名從速，登記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 2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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