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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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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
美南電視15.3的《生活》
已經開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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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女人一臺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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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新 冠 疫 情 期 間 ，

《三個女人一臺戲》也沒
有停播，主持人黃梅子每
周都邀請兩位嘉賓，大家
戴著口罩也聊得熱火朝天
，給美南觀眾們帶來了不
少茶余飯後的樂趣。請每
周六晚7:30鎖住美南國際
電視15.3頻道，收看《三
個女人一臺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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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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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女人一臺
戲》了。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1515..33《《三個女人一臺戲三個女人一臺戲》》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線上醫療講座

（本報訊 ）世界華人工
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於2
月 28 日 下 午 二 時 在 Zoom
Meeting 線上舉行 2021 年副
會長一職補選，共41位進入
視頻參加，38 人投票，全票
選舉出何真擔任副會長；根
據本會章程，副會長任期一
年，至今年的12月31日。

活動當天由提名委
員會核實每位連線會員
的身分，確認是具有投
票資格且是本人出席才
予以進入。提名委員會
主席黃春蘭表示因應新
冠病毒大流行疫情下,
為了做好防疫，保護大
家的健康和社區的安全
，美南工商婦女會首次
將選擇轉到線上舉行,

同時為保持選舉的公開透明
，以及選舉的公平和公正，
選舉特別採用電腦工具 Poll-
ing，來自動計算顯示選舉結
果。

本屆會長孫玉玟在致詞
中表示，非常高興看到有那
麼 多 會 員 齊 聚 ， 以 Zoom

Meeting的方式公開補選出今
年新的副會長。往年都是在
當面投票，這次因為疫情的
關係，因此採用線上投票來
做替代方案。根據章程規定
，副會長一職是由具投票資
格的會員們公開投票，並超
過全體會員的半數同意才能
通過的，今年的提名委員會
的五位委員們很辛苦來推敲
線上面對面新的投票方式，
很感謝大家撥冗參與補選副
會長，積極投票，共同完成
這項任務。

何真原職務為秘書長，
當選為副會長之後，同一天
由理事會投票過半數同意由
裴俊莉接任秘書長，候補理
事卿梅提升為正式理事。

世華工商婦女協會
副會長補選何真高票當選

（本報訊 ）美國南部研究所協會(Conference of Southern
Graduate Schools (CSGS)於日前頒贈 「傑出研究生指導教授獎」
(Outstanding Mentor Award)予休士頓大學物理系朱唯幹教授，表
彰他的傑出貢獻。這項榮譽對於40年的孜孜矻矻投入科學研究

與教學工作的朱教授而言是實至名歸，亦是首度有華裔教授
獲得此項殊榮。
去年（2020）2月份，休士頓大學物理系推舉朱教授為系代
表，與該校千位博士導師共同角逐，獲得2020年休士頓大學
的傑出研究生導師獎(Outstanding Graduate Mentor Award)。
嗣後朱教授代表UH，參加美國南部研究所協會傑出研究生
導師獎的總競選，一舉獲獎，為其個人也替學校增光。
美國南部研究所協會(CSGS)於1969年創立，共有阿拉巴馬
、阿肯色、佛羅里達、喬治亞、肯塔基、路易斯安那、馬里
蘭、密西西比、北卡羅萊納、奧克拉荷馬、南卡羅萊納、田
納西、維吉尼亞、西維吉尼亞及德州等15州及華府超過90
所大學的200多個研究所組成，目的在促進區域內碩博士課
程發展及提升學術研究量能。該協會自2010年起設立 「傑出
研究生導師獎」，舉辦迄今有12位教授獲獎。
朱教授甫於2月26 日參加CSGS年度大會的頒獎典禮，他在
致詞中首先對於各界的厚受支持與公開表揚申致謝悃，讚許
學生們的努力成就之外，他特別強調歷年來指導學生的方式
：授人魚，不如授之以漁。
為師者秉承：傳道，授業，解惑，勵志。
朱教授表示透過身教言教，讓每位學生能終身受益，更希望

他們謹記初心，致力於回饋社會，增進更多人的福祉。教授指導
過的博士畢業生，如今在研究工作，創業領域，教育學子，公司

領導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現和成就，令其深感欣慰。
朱唯幹教授1962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隨後負笈

美國，獲得美國德州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物理博士，先後
在貝勒大學、加州理工學院、IBM、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等高等研究教學機構，從事物理教學與研究工作。朱教授在
1988 年轉入休士頓大學，協助朱經武院士一起主持德州超導中
心並開發磁浮技術及超導薄膜研究。該中心在國際尖端科技中佔
有一席地位。1989年朱教授獲休士頓大學傑出教授之榮譽，也曾
擔任美國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國能源
部（Department Of Energy）等審查委員，在離子束物理及高溫
超導物理專業領域享有盛名。

朱唯幹教授在其學術生涯中，著作等身，發表超過450多篇
期刊文章，獲得29項專利及多項學術獎項的學術成就獎，其中
最重要為Festschrift Honor終身成就獎。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得知上述喜訊即透
過教育組代為致賀，感謝朱教授與夫人作育英才，裨益學子，並
約定俟Covid-19疫情緩減，當面請益。

日期：2021年3月5日
發稿單位：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電話：713-840-3854/7135046060
電子郵件：shuya@mail.moe.gov.tw

華裔教授脫穎而出
朱唯幹博士獲美國南部研究所協會頒贈 「傑出研究生導師獎」 殊榮

（本報訊 ）由世界
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
會美南分會所主辦，
線上醫療講座之主題
： Covid-19 對 孩 童
與青少年的影響，上
次因雪災停電延期，
主辦單位決定於 3 月
13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舉行，邀請吳善真

醫師主講，歡迎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會長孫玉玟 表示，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

防中心（簡稱CDC）指出COVID-19會對兒童
和青少年 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孩童被感染
後有什麼普遍症狀？很多青少年的社交、情感
和心理健康也受到這全球流行病的影響。 在這
個發展階段經歷的創傷會繼續影響其一生。

Covid 不只針對中老年人，這場疫情對孩
童/青少年的影響非常深遠且巨大。父母長輩如
何告知孩子怎樣進行預先防範？在孩童心理健

康及社交上應如何觀察？Covid的症狀在青年人
和在中老年人有什麼不同？讓小兒科專科吳善
真醫生來一一解答。

吳善真博士在德州 A＆M 醫學院 / Driscoll
兒童醫院完成了兒科專業培訓。她對預防醫學
很感興趣，該醫學強調輔導和教育。吳醫師表
示，疫情至今已有一年。身為兒科主治醫師，
在第一線觀察到許多學齡兒童與青少年的生理
及心理變化。本次演講將以實例和說故事的方
式呈現疫情對孩童的衝擊並給予實際建議指導
如何陪伴孩子順利度過艱難時期。將針對疫情
的高度變種，第一線所見之病例和治療分享給
大家。

講座日期和時間是： 3月13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美國中部時間）。會議採用Zoom 線
上免費參加，主辦單位會後安排有現金抽獎，
歡迎踴躍參加！

Meeting ID : 886 3111 0251。Passcode: 0313
。詢問詳情請洽會長孫玉玟（281）777-7783、
秘書長裴俊莉(713) 517-1566。

朱唯幹教授與夫人朱琨女士近照朱唯幹教授與夫人朱琨女士近照。。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
會副會長何真會副會長何真。。



BB33
星期六       2021年3月6日       Saturday, March 6, 2021

中國社會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3月5日（星期五）2

1.完善公共衞生領域的法律，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守護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包括制定強化公共衞生法治
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計劃，修改動物防疫法等。

2.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推進重點領域國家安全立
法，包括制定生物安全法、出口管制法、退役軍人保
障法、海警法，修改國防法，審議數據安全法草案。

3.為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保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法律保障。採
取“決定+立法”方式，出台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

4.加強對國家重大戰略的法治保障，推動高質量發展，
包括制定長江保護法，修改專利法、著作權法，審議
鄉村振興促進法草案、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草案。

5.加快民生和社會治理領域立法，直接回應人民群眾普遍
關心的社會熱點。包括編撰民法典，通過刑法修正案
（十一），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審議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反食品浪費法草案。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以來立法工作

中國加強國防不針對不威脅別國
張業遂人大發布會答記者問 強調對美政策始終保持穩定性連續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大會發言人
張業遂4日晚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本次
大會將審議修改全國人大組織法和議事規
則，就是總結實踐經驗，堅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以更好適應形勢的新發展
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
張業遂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憲
法確立的國家根本政治制度。這個制度是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長期革命和建設
實踐中經過反覆比較、探索形成、並且不
斷完善發展的。
“實踐證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

合中國國情和實際、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
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好制度。”張業遂說，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
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最好組織形式，並
有效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保證國家機關協
調高效運轉。

縣鄉代表一人一票選出佔94%
張業遂說，“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

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
利益。中國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
認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黨通過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
成為國家意志，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
決策部署在國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和有
效執行。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執行
憲法法律，黨自身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
動。”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

的最好組織形式。”張業遂說，中國共有
五級人大代表262萬多名，包括各階層、
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的代表。其中，
縣鄉兩級人大代表佔到代表總數的94%，
是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代表們發揮
來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點和優勢，聽取
和反映群眾的願望心聲，代表人民行使國
家權力，通過人大制度進行民主決策、民
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確保人民權益得到實
現和維護。
張業遂還指出，發展人民民主必須堅

持依法治國、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使民主
制度化、法律化。同時，人民代表大會統
一行使國家權力，各級國家機關都由人大
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各國家
機關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協作，形成一個
有機統一高效的整體。人大依法監督“一
府一委兩院”的工作，這既是一種制約，
又是支持和促進，有利於提高國家治理的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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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十三屆全國人

大四次會議4日晚間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大會發言人張

業遂表示，中國國防開支是公開透明的，中國堅持走和平

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加強國防建設不針對、

不威脅任何國家。在談及中美關係時，張業遂強調，中國

對美政策始終保持高度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中方一貫主張

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同

時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4日晚間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 新華社

在歷年的全國人大會議發布會上，中國國
防支出都是外媒關注的焦點。4日，針對

外媒提出中國國防支出會否大幅增長、中國軍
力發展是否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時，張業遂表
示，中國的國防開支總體上與國家經濟發展水
平相協調。保持國防開支適度穩定增長，是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履行國際責任
義務，適應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需要。

“中國國防開支公開透明”
“中國的國防開支是公開透明的”，張

業遂說，中國每年的國防開支預算都納入國家
預算草案，由全國人大審查批准。中國在2007
年參加了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每年都向聯合
國提交上一財政年度國防開支的基本數據。

他強調，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對其他國家構
成軍事威脅，關鍵要看這個國家奉行什麼樣的
國防政策。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
禦性國防政策，加強國防建設不針對、不威脅
任何國家。

強調和平共處關鍵是尊重
談及中美關係問題，張業遂表示，2月11

日，習近平主席同拜登總統通了電話。兩國元
首就廣泛的議題深入交換了意見。雙方同意就

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保持密切聯繫。他
說，中國對美政策始終保持高度的穩定性和連
續性。中方一貫主張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
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同時堅定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張業遂是中國前駐美大使，這一身份亦令

外媒在發問時特別提及。“人類文明多樣性是
世界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進步的源泉，各國
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各有千秋，沒有高低優劣
之分。”張業遂說，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制
度國家，不僅應該、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共處。
和平共處的關鍵是相互尊重，包括尊重彼此歷
史文化傳統，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尊重各自選擇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不
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
張業遂還強調，中美兩國在一些問題上存

在分歧是正常的，斷供、脫鈎損人害己，衝
突、對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兩國在氣候
變化、抗疫、促進世界經濟復甦和維護地區和
平穩定等廣泛領域擁有重要的共同利益。雙方
共同努力，以兩國元首通話為契機，加強溝
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穩定
發展，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
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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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中 國 經 濟 2021年3月5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何佩珊

惠譽：地方政府評級展望穩定
中國經濟率先復甦 地方財政表現改善

中國經濟率先走出新冠肺炎疫情陰

霾，地方財政表現亦有改善。惠譽評級

亞太區國際公共融資評級主管高俊杰4

日表示，惠譽評級對中國地方政府及相

關企業的展望，與主權國家（A+/穩

定）的展望評級吻合，反映了對中國

2021年經濟復甦的預期。惠譽授評中

國地方政府中，穩定展望佔99%。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惠譽認為省級和經濟發達的市惠譽認為省級和經濟發達的市
級政府級政府，，可能會更好地應對經濟可能會更好地應對經濟
波動的影響波動的影響。。圖為廣州市珠江新圖為廣州市珠江新
城摩天樓宇遙相呼應城摩天樓宇遙相呼應。。 新華社新華社

高俊杰續指，在許多情況下，地方政府財政
收入在恢復增長，而復甦的程度也因地區

而有所不同。鑒於中國政府級別的廣泛範圍，地
方政府的評級分布在“A”到“BB”區間。事實
上，地方政府中有較高比例被評定為投資級
（89%），反映了省級和經濟發達的市級政府，
可能會更好地應對經濟波動的影響。至於被授予
高收益評級的發行人，則往往是級別較低的地方
政府。

相關企業穩定展望達97%
另外，惠譽授評中國地方政府相關企業中，

穩定展望佔97%。評級展望反映了其政府的信用
狀況，以及它們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支持當地
經濟復甦的重要政策作用。受益於地方政府的實
力，授評相關企業中有約 81%的評級為
“BBB-”及以上。

惠譽評級亞太區國際公共融資部董事郭銘琛
稱，地方政府評級展望為穩定，主要考慮到財政
收入改善將抵消地方政府和城投債務增加所帶來
的壓力。他指，過去數年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
收入（例如稅收）的增長放緩，政府性基金收入
（例如土地出售）的佔比有所增加，預料地方政
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將在2021年持續增長，雖

然其中一部分將被中央政府維持減稅降費的計劃
所抵消。至於政府性基金收入，將受政府政策和
土地需求所影響。

經濟復甦料存地區差異
郭銘琛預計，2021年地方政府的復甦在不

同政府級別和地區差異之間將不一致。經濟較強
的地方政府的恢復比較明顯；而經濟較弱的地方
政府則可能更多地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因此可能
存在潛在波動。隨着經濟復甦，地方政府和城投
債務增速可能有所收緊，因為債務持續高增長的
模式，可能較難持續下去。

●●高俊杰高俊杰

●●郭銘琛郭銘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3月4日，攜程公布了截至2020年12月31日第
四季度及全年業績。

中高星酒店預訂雙位數增
財報顯示，2020年攜程的GMV達到3,950

億元（人民幣，下同），全年淨營業收入為183
億元。集團目前復甦力度強勁，2020年第四季

度淨營業收入為50億元，淨利潤為10億元。第
四季度毛利率達82%。從營收細分來看，2020
年第四季度住宿預訂營業收入為22億元，全年
住宿預訂營收達到71億元；交通票務業務在
2020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收入，分別為17億元
和71億元；旅遊度假業務在2020年第四季度和
全年的收入分別為2.62億元和12億元。

攜程首席執行官孫潔表示，中高端市場驅動

攜程產品競爭力進一步增強，第四季度，攜程中
高星酒店預訂量同比增長兩位數。

此外，國內短途和本地旅行也成為攜程業務
復甦的關鍵，截至去年年底，攜程當地玩樂的供
應商數量同比增長了25%以上，省內酒店GMV
同比增長了20％以上，景點門票的本地預訂量
增長了兩倍以上。短途和本地旅行的出色表現一
直延續到2021年春節。

攜程業績續改善 上季賺10億

外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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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A
股

創
指
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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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
蘭 上海報道） 隔夜美債收益率
大漲拖累全球股市，4日A股也走
弱，滬綜指、深成指分別低收
2%、3%；創業板指更狂瀉近
5%。

有分析指，近期市場波動比
較大，其中相當一部分原因就是
由美債收益率上行引發。也有機
構認為，3日茅台反彈，其餘抱團
股未有跟進，引發市場分歧，至4
日茅台插水，抱團股即刻潰不成
軍，未來一線抱團股能否真正止
跌，將是A股市場回穩的必要條
件。

石油板塊逆市走高升3%
早市三大指數低開，之後釀

酒股迅速走弱，越來越多板塊加
入殺跌隊伍。滬綜指午後低見
3,487點，臨近收市才重新站上
3,500點，全日收報3,503點，跌
73點或2.05%；深成指報14,416
點，跌516點或3.46%；創業板指
報2,851點，跌145點或4.87%。
兩市共成交9,720億元（人民幣，
下同）。北向資金淨賣出逾73億
元，創近半年新高。

石油板塊逆市升3%；煤炭、
鋼鐵升近1%，港口水運、公用事
業、工程建設、木業傢具、國際
貿易、電力、保險等均小漲。釀
酒板塊領跌，瀘州老窖跌超7%，
五糧液、重慶啤酒跌6%；貴州茅
台跌5%。

資產泡沫加劇市場動盪
不少分析師提到，近期市場

波動較大，部分歸因於美債收益
率上行。國盛證券指出，10年期
美債收益率突破1.5%重要關口，
導致市場風險偏好發生變化，短
期來看美債利率的波動對全球股
指的衝擊還有下半場。

巨豐投顧認為，4日市場大
起大落主要來源於情緒，比如國
內流動性邊際收緊、美債收益率
波動對市場的干擾等。但當前來
看，中國經濟加速復甦對市場支
撐依舊明顯，牛市格局並沒有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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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SBA Loans)  

商業貸款 (Commercial & Industrial Loans)  

商業房地産貸款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公寓住宅貸款 (Multi-Family Real Estate Loans)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OCGF) 

與金城銀行攜手完成夢想並邁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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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客家委員
會和桃園市政府明年7月將
舉辦世界客家博覽會，總
預算 15 億元，民間團體痛
批是大灑幣煙火式活動，
更質疑是為了選舉綁樁，
為新竹市長林智堅選桃園
鋪紅毯。桃園市政府則回
應，活動早在 2019 年就討
論，非為特定人舉辦，這
是沒格調的抹黑。

桃園市新聞處長詹賀
舜說，桃園市是客家第一
庄，有多元豐富的客家資
產，首屆世界客家博覽會
在桃園舉辦，可以彰顯桃
園在客家文化振興的重要
地位，將可帶動客家音樂
、戲劇、工藝、文創、觀
光、餐飲業發展，對疫後
經濟振興有相當助益。

詹也說，世界客家博
覽會在 2019 年就已經規畫
，也獲得議會支持，這是
超越藍綠的文化活動，把
它扭曲成為誰鋪紅毯，是
沒格調的抹黑。至於屆時
疫情影響如何，活動會持
續調整。

世界客家博覽會預計
明年7至9月在桃園舉辦，
總經費15億元，其中12億
為客委會編列，桃園市府
編列 3 億元。因 12 億分期
編列，市府上周向議會提
出3億墊付案，下周三臨時
會將討論。

反仇恨政治動員公民
團體召集人毛嘉慶、國民
黨中央委員史碩仁、You-
tuber 寒國人 5 日在市府高
喊口號，批評時間是 2022

選舉年，是為選舉綁樁，
更懷疑是為林智堅鋪紅毯
。

毛嘉慶說，市府財政
困難，還要辦煙火式活動
，罔顧真正的客家文化與
鄉親需求，呼籲在野黨議
員為選民擋下如此卑劣的
行徑，在下周表決時，為
市民投下反對票。寒國人
也質疑，世界客家博覽會
計畫中，客家文化包含參
與古巴獨立戰爭、雷鬼音
樂等內容，讓人不解。史
碩仁則批，議會國民黨團
對此案曖昧不明，議員仍
未開會討論，質疑是在護
航。他也認為，疫情尚未
緩解，國際旅客到底怎麼
來？

（中央社）東華書局創辦人卓鑫淼的84歲遺孀
卓劉慶弟，與前監察院長王建煊、妻子蘇法昭成立的
「無子西瓜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捐3.8億元善款

在林口區打造 「鑫淼天使居」長照機構，新北市長侯
友宜5日出席動工典禮表示感謝，大樓預計2022年啟
用。

侯友宜表示，2025 年台灣就會邁入超高齡社會
，新北市65歲以上人口11年前34萬人，現在成長到
67萬人，市府持續擴增長照據點，林口地區有20家
銀髮俱樂部、5家社區照顧關懷據點、3家長照機構
、1家托老中心及1家有fu長照咖啡館。

侯友宜說，王建煊、蘇法昭看到許多膝下無子長
者面臨生活、醫療等問題，感謝他們投入社會長照工

作，鑫淼天使居是新北市第一家同時具備居家式、社
區式及機構式的綜合型長照機構。

王建煊表示，打造讓無子長者安養的天使居想法
在他心中已深耕多年，近期與認識多年的卓劉慶弟再
度聯繫，對方聽完主動捐贈3.8億元善款圓夢。

經濟發展局表示，鑫淼天使居為地下1層、地上
4層建物，位於林口區文林公園對面，基地面積397
坪、總樓地板面積905坪，將提供失能者26床、失智
者18人、日間照護60人服務。

經發局說，無子西瓜基金會2020年7月由市府招
商一條龍單一窗口平台服務，在各局處溝通協調下，
加速行政流程，讓鑫淼天使居3個月取得建照。

東華書局創辦人遺孀
捐3.8億蓋長照大樓

（中央社）嘉縣、雲林交界的龍眼林一帶山區，當地9成毛
孩誤遭捕獸鋏、山豬吊殘害，不是變兩腳、三腳殘障犬，就是受
困喪命。為避免動物一再因獸鋏而非死即傷，嘉義縣家畜疾病防
治所除將嫌疑人送辦，也力推 「獸鋏淨空嘉園專案」，加強巡查
之餘，亦鼓勵民眾取締或移除，還浪浪一個安全的家。

家畜疾病防治所所長林珮如表示，去年12月有熱愛登山民
眾通報，指梅山鄉龍眼林大尖山與二尖山附近，經常聽到犬隻哀
嚎聲，加上時常看到的母狗 「番薯」消失一陣子後，再出現竟斷

了3隻腳，軀體還因獸鋏鋏傷導致彎曲如 「秘雕」，懷疑當地有
人刻意放置獸鋏傷犬。

家畜所獲報後，立即上山搜查，先是觀察到該區域犬隻竟高
達9成以上曾遭夾傷變殘廢犬，接著又在附近茶園、咖啡園裡，
發現5只山豬吊與零散犬隻骸骨，其中3只還殘留動物腳掌與斷
肢，並驚見1隻幼齡三級保育類動物長鬃山羊死亡，屍體已發臭
、長蛆，氣得山友痛批放獸鋏、山豬吊的人太惡質，應該下地獄
。

林珮如說，目前已將涉嫌的李姓租地農民依《動物保護》送
辦，另為杜絕動物受傷，縣府也推動 「獸鋏淨空嘉園專案」，除
密切與山友合作，強力搜查山區違法捕獸鋏、山豬吊外，呼籲民
眾一旦發現捕獸器具，可先拍照、錄影與定位，再撥打救援專線
，至於主動繳交者還可兌換宣導品。

縣長翁章梁表示，雖農委會已明文禁用山豬吊與捕獸鋏，但
夾傷動物的案件並未減少，原因是蒐證不易、舉證困難；鑑於動
物受害案件層出不窮，已要求家畜所積極查辦並依法嚴懲。

9成浪浪斷腳 嘉縣淨空梅山山區獸鋏

桃園世界客博會砸15億
挨批大灑幣

深夜兩車未依規定讓車碰撞
小貨車駕駛一度昏迷送醫救治

（中央社）馬路如虎口。28歲陳姓男子駕駛自小貨車，5日
深夜23時52分許，行經台中市西屯區朝馬路與安和路口時，與
30歲賴姓男子駕駛的自小客車發生碰撞，造成兩車的車頭嚴重受
損；其中陳男傷重一度昏迷，送往中港澄清醫院救治中。全案上
午正由警方進一步調查偵辦，並釐清肇事原因。

警方指出，陳姓男子昨天深夜駕駛租小貨車，沿朝馬路內側

車道，左轉安和路往協和南巷方向行駛；與賴男駕駛的自小客車
，沿朝馬路直行往環中路方向，兩車行至於該路口，發生陳男租
小貨車頭與賴男的自小客車頭碰撞，自小客車頭被撞的全毀。

協和派出所獲報後，立馬趕往協助處理，發現兩車的車頭嚴
重受損，其中駕駛自小貨車的陳男，一度昏迷，送往中港澄清醫
院救治，現於加護病房治療中，賴男則遭撞挫傷；陳男抽血檢測

無酒精反應，賴男酒測值0.00MG／L。
警方表示，初判肇因，疑陳車未依規定讓車，賴男駕駛的自

小客車未注意車前狀況，全案上午正由警方依監視器畫面進一步
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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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遠近馳名的台南
關廟鳳梨3月底步入產季，因大
陸禁台鳳梨進口，全台掀起吃鳳
梨熱潮，惟關廟產季未屆，農民
憂熱潮一退，關廟鳳梨恐不受垂
愛，台南市農業局強調產銷無虞
，銷陸6000噸分3路消化，包括
內銷增 3800 噸、加工增 1200 噸
，以及外銷增至1864噸，銷往日
本、香港等。

關廟鳳梨尚未大出，目前零
星問世，價格維持跟往年差不多
；不過，最近全民挺鳳梨風頭正
盛，農民憂萬一關廟盛產時，各
縣市鳳梨也出產，統統擠在內銷
市場，價格恐受波及。

果農黃啟帆認為，鳳梨一路

由南往北盛產，建議政府需配合
各縣市盛產腳步，加強行銷力道
，避免現在一窩蜂搶鳳梨，卻後
繼無力。農民許朝舜也建議，政
府要買鳳梨應直接找農民，不然
只保障到盤商、貿易商，小農照
樣被剝一層皮。

市長黃偉哲昨天走進關廟埤
頭一帶視察鳳梨田，強調市府採
取多項因應措施與輔導措施，包
含啟動鳳梨收購加工計畫、擴大
外銷市場及外銷運費補助、加強
內銷通路、網路宣傳及線上訂購
宅配服務、媒合百大企業團購等
。

關廟區農會供銷部主任黃國
斌說，1年加工量約10噸，目前

以鳳梨吐司、蛋糕、鳳梨酥占大
宗；他還舉例，指1顆鳳梨能做
出1條吐司、5斤鳳梨可製成2斤
鳳梨麵等，真材實料，也加速鳳
梨鮮果消化量，今年希望提升整
體加工量。

農業局說，針對銷陸受阻的
6000多噸，已啟動各項因應對策
，包括內銷增加3800公噸，啟動
多元加工，去年總加工量約為
800噸，今年將增至2000噸，另
也會補助加工集運費每公斤2元
、加工處理費每公斤3元，廠商
收購500噸以上，按增加數量再
補助每公斤 2 元，外銷也將從
864噸增至1864公噸，全力穩住
市場價格。

關廟鳳梨月底盛產關廟鳳梨月底盛產
農憂搶購退燒農憂搶購退燒

台鐵罹難領班出殯
家屬掛布條求公道

（中央社）台鐵局海端火車站上月發生工程維修車撞上工務
段人員2死1傷重大工安意外，殉職的潘姓領班5日出殯，家屬
掛起抗議布條，向台鐵局表達不滿、要求真相，並跪地遞送陳情
書，交通部次長暨台鐵代理局長祁文中允諾會完整調查、從優撫
卹，並且積極改善基層道班的工作環境安全。

台鐵電力段工程車撞上在鐵軌上的工務段維修人員，造成領
班潘志宏、工人劉皇德死亡，王姓工人受傷意外。家屬5日替潘

志宏舉行告別式，靈堂
周圍除了花圈外，也掛
滿了 「是誰殺死道班工

、請重視原住民生命」的白底黑字布條，池上工務段道班的弟兄
也到場，陪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場面肅穆悲戚。

公祭一開始，祁文中再次來到靈堂前向家屬致意，原本打算
沉默抗議的潘姓領班遺孀仍忍不住悲慟，向祁下跪並遞交陳情書
，家屬表示，潘替台鐵賣命24年，明年就可屆齡退休，竟發生
自家人撞死自家人意外，要求台鐵務必得還給家屬真相。

祁文中表示，有關道班工的安全問題，將向中央申請預算添
購輔助器材，以科技方式做預警通報，降低在軌道施工的風險。
針對此次海端車站的意外，不僅是站與站之間橫向聯絡通報，抑
或東部工務段道班工的人力配置，都將再檢討改進。

此外，關鍵瞭望員配置，台鐵局台東工務段表示，工作配置
當時領班潘志宏最清楚，但潘員殉職，僅能由相關資料調查。根
據現有資料顯示，受傷的王姓工人 「登記」為瞭望員；台東地檢
署主任檢察官曾揚嶺5日證實，日前已前往醫院約談王員，至於
其當時位置、是否協助施工等，因偵查不公開無法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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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體檢表格 I-693是申請美國
移民時必須提交的文件，根據美國移
民法，在遞交綠卡申請時，無論申請
人是身在美國境內提交 I-485調整身
份，還是身在美國境外走領館程序, 都
需要遞交體檢報告。這份報告必須由
移民局指定的醫生在檢查申請人的身
體之後填寫，密封後在封口處簽名或
蓋章以後交給申請人。申請人和律師
都不得打開密封的信封。只有移民局
有資格拆封。

體檢時，醫生會對申請人的進行
身體檢查和疫苗接種。

第壹，普通的身體檢查，包括視
力、身高、體重、體質以及精神狀況
的評估。

第二，肺結核的檢查。這份體檢
報告壹般需要在2到3天左右才能出結
果。

第三，X光胸透。
第四，血清檢查。通過抽血來檢

查申請人是否帶有“艾滋病毒”和
“梅毒”。

第五，疫苗檢查。
如果申請人被檢查到攜帶壹些傳

染性疾病，如傳染性肺結核、傳染性
梅毒，以及包括

吸毒成癮在內的其他威脅公共安
全的身體和精神疾病，申請人的綠卡
申請將會被拒絕。

移民局2018年 10月在其官網上
發布了壹個備忘錄，該備忘錄已於
2018年11月1日正式生效。該政策可
以說是喜憂參半。針對移民申請審理
時間日趨冗長的狀況，該備忘錄規定
I-693表格有效期由壹年延長為兩年。
此為喜。

同時,該政策對表格有效期的起算
方式作出了調整。新政策規定：申請
人需要在醫生簽署其 I-693移民體檢
表後的60天內向移民局提交該表，如
果超過60天，則該表格失效。從醫生
簽字之日起，到移民局作出最終決定
之日止，不能超過兩年，該體檢報告
方為有效。此為憂。

另外，即使體檢報告在兩年的有
效期內，如果有足夠的理由懷疑，移

民官也有自由裁量權，決定是否要求
申請人重新體檢。

最新移民消息
1. 隨著新總統拜登入主白宮，

移民政策有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 恢復夢想法案（DACA
）。取消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國
土安全部將與其他機構合作，制定最
能保護美國人民並與美國的價值觀保
持壹致的移民執法政策。停止為修建
邊境墻提供資金。在美國生活多年的
利比裏亞人將被允許在美國停留更長
時間。為1100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移
民的渠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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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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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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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任後撤銷了
這壹變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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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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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壹法案目前已經
延到了2021年三月底。近日，拜登總
統撤銷了川普總統4月22日頒布的法
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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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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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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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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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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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solisyanlaw.com 周 壹 到 周 五:9:
00AM-5:00PM, 周 六:10:00AM-1:
00PM.

移民體檢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移民體檢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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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戰況慘

烈。一天，大雪紛飛，氣候嚴寒，盟軍最

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乘車回總部參加緊

急軍事會議。半路上，他看到一對法國老

夫婦簌簌發抖地坐在馬路邊，他停下來，

命令翻譯官下車了解詳情。一位參謀連忙

阻止，恐怕這樣會耽誤了準時出席緊急會

議的時間。他認為當地警方發現這對老夫

婦，自然會幫助他們；但將軍不肯接納這

個意見。

經過詢問，原來老夫婦本想開車去

巴黎投奔兒子，車子卻拋錨在這荒野無人

的地方，不知如何是好。將軍覺得在這嚴

寒天氣下，警察還沒有來到，兩老很可能

就已經凍死了；於是將軍請兩老人上車，

繞道送他們去兒子家，然後才急急趕去開

會。

當時他不知道，他幫助了別人卻救了

自己一命。那天，敵方派了狙擊手在前面

某處埋伏；但他因繞道送那對老夫婦而避

過了伏擊。

有位作者評論這件事說︰「助人的

雙手比祈禱的雙唇更神聖。」可惜，他錯

了。

助人的手非常重要，也非常珍貴；不

過，它不比禱告的嘴唇更神聖，因為禱告

其實也是行動。另一方面，無論是善行或

是祈禱，如果只是人求福的工具，都無神

聖可言。

上帝的確要求我們行善，因為上帝

無條件愛我們；所以我們也應該去愛其他

人。善待他人並非甚麼偉大行為；而是

應有之義務，不能用來交換「神明的庇

祐」；不過，世上許多人的確是這樣想

的，做了好事，就向「神明」討價還價，

「你該保祐我甚麼甚麼吧！」他們大概以

為神只是幼稚園老師，小朋友乖，獎他一

顆糖果。

且看聖經的說法。有一位有學問、

有地位的人來問耶穌，怎樣才可以承受永

生？耶穌問他︰「你自小所學的經典是怎

印了，衷心感謝他的幫忙。小楊弟兄住處

離我們家僅15分鐘。求主記念他的愛心，

平安開車回家。

曾有人說，你幫助人，其實你是幫助

了你自己。聖經上說:「要彼此相顧，激發

愛心。」

2-27(周六)
黃老闆周六9:30am自己來我們家繼續

修理廚房下水道漏水，下午2:45pm兩個青

年工人又來加入修理行列。感謝神賜他們

耐心細心，5:00pm終於完成修復廚房水管

與下水道。

3-1
老闆與工人修理水管都不容易喔！老

闆說這四五天暫時不要用廚房水龍頭開水

洗手洗菜，保持剛做的洗手台與下水道乾

燥，我拿去浴室洗菜、洗碗盤等。

●友人來信

1. 是的師母、我們要為修水管員工們

祷告、求神賜給他們有好的体力，也在工

作時一切都平安順利、也求神賜給Steve老
闆有智慧來交代一切的工程、因為Steve老
闆說他有廿十幾家需要幫忙修理水管破裂

的問題。小兒子家要等一星期才能過來修

理、我就答應了他。～美秀姐妹/休士頓

2.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

之，多年來師母您樂於助人、分享與人，

廣傳福音、榮神益人！如今得這許多反饋

與幫助，您受之無愧！～唐健華/號角義工

3. 人的愛能感動别人，師母好，因

你對人好，別人也對你好，你值得我敬

愛。～Margaret陶
4. 心中惦記著妳的網路問題.感謝主也

迎刃而解了，哈利路亞！～ 鄭師母/北加州

5. 突然的寒冷，讓多少人受困，希望

一切能早日恢復正常！～筱曼/台北

6. 謝謝分享，神真的很愛妳，寶貝

妳。～薛正和/Austin,TX
7. 感謝主，你是我日常生活的榜樣，

以基督的心為心，如有需要請告知，耶和

華沙龍！

這是我的夢一主對我說：我是道路，

眞理，生命。無人不藉著我到天父面前，

人人要在父神賜恩寶座前＂認罪悔改才能

一因信稱義＂遵守神的話！最重要主對我

說:要付出，要行動，榮耀歸於三位一體的

神！～王文馨/休士頓

8. 師母隨時傳福音，是我的榜樣。

～素芳/NY號角同工

9. 親愛的師母，你是樂於助人的善良

人，永遠會有神的幫助，上帝永遠保守

你。～徐剛/休士頓

10. 感謝潘師母分享的思牡札記文章，

非常感動潘師母引用保羅説的，我們受災

(患難)原是神命定的，看到師母流淚禱告

的時候，我也哽咽了。是啊，神給我們磨

難但是不會超過我們不能承受的，這些磨

練也是讓我們在操練中增強信心。潘師母

的房子在這次雖然受災(水管凍爆裂/屋頂

漏水)，但是師母很多時間并不是放在自

己家，而是一如既往的在這個時期繼續甚

至加倍關心其他受災弟兄姊妹。師母在神

命定的考驗中，讓神的名得榮耀，求神記

念。   ～黃楷/Galveston,TX

2-23（周二）

昨天洗牙完，

我去辦公室上網校

稿，自角聲辦公室

帶我用的電腦回家，家裡暫時也無Wifi....,
紐約號角同工催稿，周二要編排號角德州

版，周三要印刷出版三月份號角月報。希

望我如期完成“休士頓雪災送暖送愛”文

章。

昨晚接獲老友松玉電話問安，邀我到

她們家用網路，但我忘記帶電腦用插頭電

線，編寫號角文章到一半，還是用智能手

機繼續編輯校稿，真是考驗人，做到半夜

近1:00am睡覺，

感謝天父，雖在家裡暫無網路下，但

深信“天無絕人之路”，主恩夠用。我還

是如期完成。

感謝賴社長松玉夫婦愛心接待留宿，

感謝你們的大力代禱，相信明天會更好。

2-23（周二）修復水管完成了98%
昨天號角義工安琪介紹我Steve老闆來

檢查我們家水管凍爆裂情形，他說今天請

他兩個工人來先換新水管與水龍頭等，天

花板與放隔熱石棉慢慢做。

修理工人去Homedeport 回來，我看到

工人笑臉，心想八成是他們買到了，感謝

天父憐憫，工人說:「買到PVC水管了，買

不到舊式水龍頭，他們就試試清理再用舊

式水龍頭。」

上午9:00pm至下午2:30pm完成了修復

水管大工98%， (屋頂天花板要等乾了再來

修復)，我向他們兩位修理工人說謝謝。

筆者告訴兩位瓜地馬拉青年修理工人

說，我有許多朋友在台灣、中國、美國各

州、香港、英國、澳洲、多倫多等，有的

是作牧師師母、教會長老、弟兄姐妹、號

角月報同工等，他們都在為我們家記德州

災民各家修復水管事情與找到合適工人

來禱告，謝謝你們美好的技術，求上帝賜

福使用你們，幫助更多的雪災中水管凍爆

裂的家庭，他們很高興有人為他們禱告祝

福，工人C也說: 「媽媽，感謝你今天請我

們吃美好午餐，米飯、青花菜、蕃茄、三

文魚、XO醬炒雞肉配搭紅椒、洋蔥，優

格乳、起司、水、煎餃，感謝你的愛心接

待我們」，有位工人S說:「媽媽，數年前

我曾和魏老闆來你們家作修理工作」我說

『我記得你，很面熟啊！』

請為年輕的瓜地馬拉工人們禱告，求

上帝加力量給他們，他們說很疲累，因要

去許多家修理水管，有時一家做五個小時

才完成。修理水管的Steve老闆昨天告訴我

說，這次冬季休士頓雪災，許多家無論是

用銅，鐵，PVC水管都凍爆裂。

2-24(周三) 12:25MN彼此相顧，激發

愛心

今晚上我應邀在周牧師師母家吃三文

魚頭湯，我們彼此交談分享雪中送暖送愛

的真實經歷。

9pm教會青年弟兄小楊來電說 :「師

母，停電停水時，我在朋友家借住幾天，

近日朋友家也停水，我下班後，10時可否

來師母家借熱水洗個澡?」
我說:『今天剛修復好水管，有冷熱水

可以使用，歡迎來用熱水冷水，過去八天

雪災停電停水期間，我也有愛心天使接待

我，我們要彼此相助。』

離去前，周師母快速為小楊做好明天

中午可吃的午餐盒雞蛋炒飯加入紅蘿蔔、

青蔥、煎雞塊、優格乳，果汁，玉米牛奶

糕，藍莓營養餐包，松玉姐妹送我她自己

做的芋頭糕，我也分給小楊兩個，我也給

他一個蘋果，甜柚子等等，託我帶去給

小楊弟兄，他也是我們家電腦維修顧問，

他來時，總是請他幫助我看看網路與印刷

機問題，我只會用，不會修電腦，感謝神

賜他聰明智慧，經他巧手三兩下就全搞定

了，真佩服小楊，我又可以上網，印刷影

行  善

◎周劉美師母

◎方 華　

活出美好

天無絕人之路

樣說的？」他回答︰

「你要全心、全性、

全力、全意愛主你的

上帝，並且要愛鄰舍

如同愛自己。」耶穌

說︰「答對了，就這

樣做吧！」那位仁兄

理直氣壯地質疑︰

「誰是我的鄰舍？」

於是，耶穌講了「好

撒瑪利亞人」的故事

回答他。

一 個 遇 到 強 盜

被劫還被打傷躺在路

邊的人，一個祭司經

過不理他，一個利未

人經過也沒理他；但

有一位撒瑪利亞人經

過，把他救了。那麼

誰是那遇劫者的鄰舍呢？當然就是那幫助

他的撒瑪利亞人。耶穌說，照樣去做就行

了。祂可沒說，這叫行善，行善者會有好

報。

我們喜歡看行善者好人有好報的故

事，也許因為我們內心真的想用自己那一

丁點「善」來換取好東西；但耶穌的意思

是，那是應做之事。上帝的恩典不是我們

能用甚麼去換取的；上帝的恩典是白白賜

給人的。耶穌說：「你們白白的得來，也

要白白的捨去。」（馬太福音十8）所以伸

手助人是份內之事。因此，當有人說宗教

都是勸人為善的，他就錯了。耶穌並沒有

勸人為善，祂知道人根本沒有善。祂是拯

救人類，然後叫他們跟隨自己的榜樣。

（文載自［中信］）

一日我們到了台南去參加聚會。當時遇

到一位師母也來參加，相談甚歡，遠處廣播

聲傳來號角的聲音，大家進入會堂聚會的時

候，我感覺主耶穌走進會堂直走到講台坐在

前面椅子上，當時有某某聖經學院的神學生

在那裡上課，並且參加聚會，我問坐在隔壁

師母妳有沒有覺得耶穌在我們當中，她說：

我也有這樣子的感覺，神學生他們也有同

感。

我禱告：「主耶穌啊！你今天來到會堂

當中要看什麼？」主耶穌告訴我：「我將要

看今天的服侍」

大家一起敬拜讚美主的時候，衆人都非

常的喜樂，敬拜讚美结束後，大家彼此談

論，覺得今天的聚會感覺與往常不一樣，滿

有神的同在休息時間過後接下來由牧師分

享。

不多久時，有一位姐妹帶著他的父親及

嫂嫂推著他的哥哥進到聚會的當中，希望牧

師能為他有癌症的哥哥禱告。因為醫生說活

不久了，這姐妹希望得到幫助。

牧師就開始為這位先生禱告求主醫治

他，這時候主耶穌對我說：「這個男人外面

有女人，」我就對牧師說：「牧師，主耶穌

有話臨到我説這個男人外面有女人」當時情

況變得尷尬而混亂，他的妹妹說：『我哥哥

沒有女人』，爸爸也說『我兒子沒有』，我

問他的嫂嫂知道嗎？他嫂嫂也說『沒有。』

我不在意周圍的眼光，我面對面對這位

男人說：「主耶穌親口對我說你外面有女

人」聖經【約翰一書 1:9】我們若認自己的

機會

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

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你也要向你太

太道歉，請求她的原諒。

這時候這位男人頭低下來說：「是的，

我外面有女人。」他太太驚訝的嚎啕大哭，

加上父親的責罵，妹妹不知所措��然後牧

師在當中帶領他認罪悔改，接受耶穌作他個

人的救主，為他的疾病禱告。

之後，我向這位妹妹說：「謝謝主耶穌，

祂愛你的哥哥給他機會悔改。」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

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希伯來 13:4
婚姻神聖，在夫妻以外的性，按聖經的

標準，都是罪惡。婚前亂性，是苟合；婚後

外遇，是行淫，都會受到神的審判。

保羅說：「人所犯的罪，都在身子之外，

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

人不能亂性，因為到最後，害人害己而已。

用聖潔守住身體
有一個基督徒老兵，終身未娶，守身如

玉，從未親近女色，令人尊敬。也有結婚

50 年的夫妻，從未有婚外情，子孫滿堂，

敬虔愛主。

現今的世代，婚姻亂象，令人眼花撩亂，

實在是自討苦吃。

尊重婚姻，性事分別為聖，身心靈都必

有神的祝福。

◎黃明鎮牧師

當我付出，就知道神富有。

當我們試著伸出一點點的援手，

就能體會到天父裡面的豐富；

要連搖帶按的傾倒下來，

在願意與祂同工的人身上。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

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林後 1:4)
英文金句：

The liberal soul shall be made 
fat:and he that watereth shall be 
watered also himself.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

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箴 11：25）
  ～ 金玉良言～

成功不是快樂的關鍵，

喜樂才是成功的關鍵，

如果你熱愛你所做的事，

你將會是一個成功者。

～亞伯特•史懷哲～

◎郭文仁牧師

上帝並不成全我們千年的祝願和夢想，

沒有人青春永駐，沒有人壽與天齊，沒有人

萬事如意。

相反的，上帝命定草必枯乾，花必

凋謝，美容消沒，人生在世必遇患難，

我們的軀體一天天衰殘，塵歸於塵土。

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有晚上，有早

晨。沒有人能改變，縱然獻上最虔誠的

祝禱。

哎！這是一條滅亡的路。

難道人生就是這樣？出來如花，又

被割下；飛去如影，不能存留？

有沒有一條路通向永生？有沒有一

上帝命定 ◎白 衣
條路使美夢成真？

有一條路，是唯一的路，就是主耶穌

基督，祂是永生，是天父上帝所命定的唯一

救世主。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

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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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3000字干货，适合跟我一样，面

对调皮捣蛋的孩子脾气暴躁，又想积极改变

的父母！

2020，家庭安康，添了小宝，老公体

贴，生活顺遂，要说有不顺心的话，那就是

儿子不够听话，婆婆为此反复唠叨，我为此

烦恼不已。

我们家基本是这样一个模式：儿子一

放学回来，鞋一甩，书包一丢，就跑电视机

前，拿起遥控，打开电视，一直看到婆婆喊

吃晚饭才关。吃饭也是三心二意，一会聊天

说笑，一会低头想东西，一会拿起水杯喝水

，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吃过饭。

一到吃饭的点，婆婆就开始唠叨：我

一看你吃饭的样子就心烦，像个神经病，嘻

嘻哈哈，我做饭都做得没劲。

本来孩子吃饭，我不认为是个什么大

问题，愿吃就吃，不愿吃就算了，关键是，

我婆婆看不下去，几乎每顿饭都会唠叨，骂

骂咧咧。

我一般就听着，忍着，要么帮着婆婆

说几句儿子，效果不大，他还是爱笑爱闹，

不认真吃饭。我的火就窜来了，说了不听，

那还得了，拿出皮鞭，先威胁一通：五分钟

内不把这顿饭吃完，皮鞭伺候。

一开始他还是不以为意，等真的时间

到了，完不成任务，皮鞭上身的时候，他才

知道老妈玩得是真格的。

挨了几次打，他会认真一点，但需要

时刻盯着吃饭，才有效果，说实话，太累人

了。

尤其是，大冬天，他穿着袜子在家里

穿行，又不喜欢穿外套，总是害怕他感冒，

督促几百遍：穿鞋，穿外套。同样的错误总

是犯，总是忍不住生气，对着孩子大发雷霆

。

不光是我，婆婆冲着孩子发火，老公

也总是说：我也不想对你发脾气，是你总惹

得大家火冒三丈。

孩子确实有点熊，家里三个大人轮番

轰炸，他也就怕那么一小会，过后依然闹腾

，犯同样的错。

这几年的育儿经验让我明白：打骂不

起作用！

而且自己发起脾气来的样子，咆哮、

怒吼，像一只失控的野兽，丑陋得自己都不

认识自己！

于是下定决心，不要对孩子发脾气，

对待孩子要有耐心。可是这样的决心并没有

什么用，当孩子又不穿鞋、不穿外套时，火

气说来就来，按都按不住！

于是，打骂孩子，后悔自责，下定决

心不再如此，孩子

再犯同样的错，接

着打骂。。。。。

。

恶性循环！

孩子性情顽劣

，导致我们情绪失

控，可是又无能为

力，难道真的只能

如此下去？这样打

骂下去，又能培养

出什么样的孩子？

孩子控制不住，自

己的情绪也控制不

住，又无能为力，

到底该怎么办？

发火的原因

当然，我们

也不是无时不刻都

在冲孩子发火，郑

心燕老师在《父母

情绪管理课》中指

出，父母冲孩子发

火，背后有四个原

因：

1，当自己身体状况不好时，容易对孩

子发脾气。我们自己觉得太饿太困太乏或者

压力太大的时候，会对孩子特别没有耐心。

这种情况下建议我们先调整好自己，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才能照顾好家人，教育好孩子

。

2，孩子身上的毛病其实是自己身上毛

病的折射。我们想要逃避的其实是自身的毛

病，却又不能指责自己，这种情况下建议我

们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其实养育孩子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自我修行。

3，吼叫孩子有家庭遗传性。我们的父

母在我们小时候对我们发脾气，我们又忍不

住向孩子发脾气。吼叫代代相传，已经成为

了家庭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诚实

看到这一点，并尽力让这种模式终结在我们

这一代。

4，真是孩子惹你生气？还是只成为了

出气筒？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踢猫效应

”，讲的是情绪是有能量的，能够被传递，

而且是一级一级往低处传。当我们接受到一

些不好的能力，来自长辈、领导、同事或配

偶，我们又无权反击时，就容易把气撒在孩

子身上。

积极接纳负面情绪 这段时间，通过不

断看书、学习，渐渐明白：情绪，并不能控

制，越想控制住情绪，不发火，越容易失控

，被情绪所控。我们能做的就是：接纳情绪

。

我们一般把情绪分成四类：喜怒哀乐

。每一种情绪又可以分成若干种，比如喜，

就分成狂喜、喜上眉梢、转悲为喜、喜不自

禁、喜气洋洋。无论哪一种情绪，都是我们

真真实实感受的情绪，情绪并没有好坏之分

。

而我们的文化中，弘扬的都是积极上

进，乐观开朗的正能量，对于悲观、沮丧、

愤怒之类的情绪，是被视为不好的，应该被

我们所摒弃的。一旦出现这些负面情绪，我

们首先想的是隐藏、隐忍，尤其是在外人面

前，展现的都是我们积极正面。

而面对自己的孩子，能量比自己弱的

家庭成员时，就容易冲他们发火。

刚会走路的二宝，在她动了大宝的东

西后，他就暴跳如雷，对着二宝大吼大叫，

那样发狂的样子，像极了我对着他吼叫的样

子。

如何疏导负面情绪

那么，当负面情绪来临，如何进行情

绪管理呢？第一步，就是察觉情绪。我们为

什么会对孩子发脾气，真的是因为孩子吗？

比如，我们要急着出门，可孩子磨磨

蹭蹭，半点时间观念都没有，一着急，就容

易对孩子发脾气、吼叫。关键是，吼叫，甚

至打骂，半点用都没有，下次他还是该磨蹭

磨蹭。

当我们感觉自己要发脾气了，赶紧按

下情绪暂停键，问自己几个问题：

1，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无力，沮丧

，愤怒，挫败，还是被忽视？找到那个形容

词。

2，我不断升级的想法是什么？我在担

心什么？比如孩子迟到：老师就会在微信群

批评孩子，其实是在批评家长，感觉自己丢

不起这人，而且从小不懂得时间的珍贵，不

守时，长大了更是不得了，于是忍不住对着

孩子大喊大叫。

3，我能否接纳自己的感受，并用积极

的想法代替不断升级的想法。比如孩子迟到

就迟到，说再多他也不理解不迟到的好处，

那还不如让他自己去体会、去感受，在众人

的目光中走进教室，被老师批评后，他才知

道准时的重要性。

4，先深呼吸，呼气、吸气时分别数5

个数，让自己平静下来，再去管教孩子。

第二，让情绪有个出口。当我们有情

绪时，要么向内发泄，忍气吞声，伤了自己

，要么向外发泄，伤了别人。如何做，才能

平和的发泄自己的情绪呢？遵照身体的指引

，让情绪有个出口：

1，出去跑步，运动，出汗。

2，找闺蜜倾述，吐槽。

3，痛痛快快哭一场。

4，看场电影，转移注意力。

5，逛街，买身衣服，取悦自己。

总之，想干点什么就去，只要不伤害

他人，不压抑自己，情绪会来，就会走。情

绪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不要去压抑，更不

要去否认，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

第三，接纳孩子的气质特点。有的人

天性急躁，做事麻利，有的慢性子，做什

么都慢腾腾，当这样的性格特点出现在母

子身上，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当我们之

间有着良好的亲子关系时，交流互动才会

有效。

《非暴力沟通》中，有一项我很赞同

：不带评判的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

，孩子玩了玩具，搞得满地都是。那我们可

以这样表达，尽量心平气和：宝贝，我看到

你把玩具弄得满地都是，我看着心里不太舒

服，你能把玩具收拾起来吗？

如果任由情绪发泄，打骂劈头盖脸

就下来了：每次都把玩具丢得乱七八糟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结果下次，

孩子还是该玩玩，丝毫不会顾及我们是

否暴怒。

在明白了我们发火的四大原因，情绪

并没有好坏之分，对于负面情绪，我们并不

需要隐匿躲藏，以及如何疏导负面情绪后，

我的心里不再像以前那般迷茫无助，更不会

因为孩子反复犯错，而认为自己缺乏权威，

甚至认为自己无能，连个孩子都管不好而生

气发怒了。今天，已经是第五天，我心平气

和的跟孩子交流。

当然，孩子习惯的养成不是一天两天

，我的情绪管理之路也不会一帆风顺，可能

会走两步退一步，但是，遇到情绪，能够积

极察觉，并按下暂停键，不让自己有对着孩

子乱发泄的机会，积极寻找应付策略，“定

能生慧”，只有我们父母是心态平和的，才

有可能在育儿路上，遇到困难时想出明智的

解决办法。

也只有我们父母是心头平和的，才能

养出能顺利对待遇到挫折的孩子。

2021，愿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父母！

2021，努力成为一个心平气和的妈妈

自己辛苦守护的领土随时被入侵，

不能享受小家的温馨自在，老公对亲妈

也无能为力，难道要一辈子容忍这种不

能自主的生活吗？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见这样的

婆婆：事先没有和儿子、儿媳打招呼，

也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来了。

她笑容满面，脚下生风，理直气壮

地说：“我不告诉你们，就是想给你们

一个惊喜！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

啦！”

然而，感觉惊喜的也许只是婆婆自

己，儿媳的体验就五味杂陈了：

原本计划好的一家三口周末郊游，

只能取消了；和老公的二人浪漫世界，

被突如其来的“惊喜”彻底粉碎了；正

在准备一个重要的职业考试，因为婆婆

突然驾到，不得不带着所有学习资料，

外出寻找一席安静；喜欢按照自己的喜

好收拾小家，婆婆钥匙在握，不打招呼

地开门而入，进门后又是各种挑剔唠叨

，完全没有家的安宁；孩子正在写作业

，婆婆意外出现，打扰了孩子写作业不

说，还和孩子一起有吃有笑，其乐融融

，真是气死人了……

自己辛苦守护的领土随时被入侵，

不能享受小家的温馨自在，老公对亲妈

也无能为力，难道要一辈子容忍这种不

能自主的生活吗？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女士提出了著

名的家庭沟通理论，在一幅简明清晰的

沟通圆图中，呈现了三个沟通和关系的

重要部分：自己、他人和情境。

生活中家人的相处和互动，与这三

个部分密切相关。如果婆媳相处忽略了

其中任何部分，关系都因为缺失而不够

圆融完整，也不会和谐。

经常不请自来的婆婆，仿佛活在自

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主观想象推测他

人，丈量世界。

婆婆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却完全忽略

了儿媳的感受，或者不理解儿媳的难处。

在“情境”中也缺乏界限感，不能

区分自己的家和儿子儿媳的家，还没有

意识到：儿子成家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

家庭系统，而自己并不是这个新家庭的

主人。

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儿媳要付出

更多的努力。这份努力既是为家庭做贡

献，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成长。

如果正在阅读专栏的你也处在这样

的纠结局面中，真的可以试一试：

首先，请冷静下来，把抱怨、不满

先打包放在一边，让自己的心情平静。

其次，分析一下婆婆的其人其事。

婆婆是有意破坏我的家庭生活吗？

好像只是她无意识的习惯；

婆婆的幸福都投注到儿子、孙子的

生活中，来我家成了她的一大快乐；

婆婆不懂我们小家和她的关系，其

实她应该是客人，应该尊重我们的生活

习惯；

儿子成家对婆婆来说也是一件新鲜

事，她需要逐步适应两个家的不同……

最后，看看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破局。

感谢婆婆总是惦记关心晚辈，感谢

婆婆做各种美食的辛苦；

花点儿时间和婆婆聊天，听听婆婆

的故事，了解她的爱好习惯，给婆婆足

够的关心；

夫妻俩一起和婆婆交流约定造访的

时间，告诉婆婆，其他时间你们一家人

都有安排；

帮助婆婆丰富她的生活，找到更多

乐趣，让她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

上……

这样，“自己、他人、情境”三个部

分都得到了照顾。所以，儿媳不必费力去

改变或抱怨婆婆，自己的稳定和努力，是

家庭和谐、系统圆融的重要基础。

婆婆总是搞“突然袭击”老公无能为力，我还要忍吗？

如果想要小家庭更加稳固，就需要

夫妻双方都勇敢地从各自原生家庭中迈

出一步，向对方迈进一步。

都说“孔雀女”嫁了“凤凰男”，

就得学会随时迎接暴风骤雨。那么，如

果这个“孔雀女”还身兼“妈宝女”呢

？

房子、车都是我爸妈买的，他居然

还不知足

第一次来咨询室时，许欣特别沮丧

，她有太多想不通的东西。

自己是深圳土著，嫁给了从贵州山

区来的张华。新房和装修费都是父母出

的，就连车都给准备好了。

娘家给力，生活无忧，但是，张华

他怎么就不觉得幸福，还老找茬呢？

许欣从小到大没做过家务，怀孕后

父母负责一日三餐，还为她订好了月子

中心。被宠大的她觉得理所当然，张华

却动不动就感叹自己无用。

说得多了，许欣有点嫌烦，张华就

给老家父母打电话唠叨。渐渐地，工作

上遇到什么事情，他都第一时间告诉远

方的父母。

怀孕6个月时，公婆从老家来到深

圳。张华对父母的嘘寒问暖，简直比对

自己还关心。晚上儿子总哭闹，许欣喂

奶哄睡，心力交瘁。她很想向张华倒苦

水，却见他和婆婆正在用家乡话聊得火

热，她就欲言又止了。“我们的小家好

像变成了张华和父母的家，心里很不是

滋味。”

难过时，许欣就带儿子回娘家住几

天。有一次，她想从娘家带些瓜果蔬菜

回家，打电话让张华来接，他磨磨蹭蹭

地来了，也不跟岳父母问好，许欣妈挺

气的，抱怨他不知感恩。张华有点气急

败坏，大声对岳母说：“能不能别管我

们两口子的事？”许欣气死了，转身又

回了父母家……

许欣却越说越失望，第二次咨询快

结束时，她突然说：“我想离婚！”

15分钟带来的灵感

第三次咨询，许欣迟到了15分钟。

她匆匆赶到时，我有些好奇这15分钟里

发生了什么事？但许欣并不关心我的心

情，自顾自开始吐槽丈夫。

我突然想到：她在和其他人的沟通

中，可能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不善于

觉察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需求，对

别人的心情也没有想要了解的欲望。如

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和对方就很难有

情感的流动，别人也很难理解她并积极

回应她了。

我决定不急于和许欣再次谈起她的

过往，而是回到当下，讨论此时此刻。

原来，许欣周末来咨询前都要把孩

子托付给母亲。每当这时，母亲就会过

问她和张华的事儿，问完后就开始抱怨

，说她都30多岁了，还没能力搞定自己

的婚姻和孩子，总是让父母操心。

“我每次回父母家都很压抑。”许

欣这次来咨询前，儿子把菜汤洒了一身

，她不想劳烦母亲，只好自己给儿子洗

澡，换衣服，为了不迟到，还硬是挤进

了一趟人满为患的地铁。即使这样也还

是迟到了。

“真希望老公能理解我带孩子的辛

苦，也希望妈妈不要责怪我无能。”许

欣说着说着就哭了。

我能真切感受到她在各个角色、各

种关系夹缝中的辛苦与不易。所以，我

也表达出我的心情：在等她的15分钟里

，我是有一些猜测和担心的。

就这样，迟到15分钟不再成为我们

关系中的一个小黑匣，彼此对于对方的

处境、心情都有了很多体会和理解。许

欣说她很喜欢这样不带敌意、指责、抱

怨的坦诚交流。她也因此有了新发现：

“原来我平时很少关注自己的感受，更

少向身边人表达真实的需求。”

第四次咨询时，许欣对老公的不满

和抱怨吐得差不多了，情绪也稳定了很

多。我进一步协助她从家庭系统的视角

来理解她和先生的关系。

许欣就好像电视剧《三十而已》中

的钟晓芹，从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遇

到什么困难都向父母求援。结婚后，她

和父母的互动模式不仅没有太大改变，

还延伸到了她和张华的小家庭中。父母

给小家庭很多实质帮助，这对她来说仿

佛理所当然，但在张华看来，反而让他

无法承担“一家之主”的责任，相应的

也没有拥有多少一家之主的权利。而这

恰恰是张华对许欣冷淡、对自己父母热

情的主要原因。

原本，两个人婚后都应该从各自的

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渐渐成为小家庭

的男女主人，小家庭才能成为一个较稳

定的、新的家庭系统。

但许欣和张华在婚姻中一遇到挫折

和困难，就都会不由自主地向自己的原

生家庭靠近。虽然两人已为人父母，但

他们在心理上却依然是女儿、儿子的角

色。

如果想要小家庭更加稳固，就需要

两个人都勇敢地从各自原生家庭中迈出

一步，向对方迈进一步。但许欣对于这

样的“前景”非常抗拒，她坦言在父母

的庇护下她尚且不堪重负，如果远离父

母，她会更加步履维艰。

我选择尊重许欣的节奏，表示愿意

陪伴她在目前的位置上多做停留。她长

舒了一口气。

第六次咨询，剧情意外反转。

在两次咨询的间隔期，许欣突然拉肚

子，去医院输液。其间，同病房的老爷爷

端了一碗粥，用勺子舀了吹凉后，再慢慢

喂给躺在病床上的老奶奶，喂完一勺，老

爷爷就用手绢帮老奶奶擦一次嘴。

许欣湿了眼眶，等自己老了、病了

，身边应该也有个人这样照顾自己吧？

而那个人肯定不是父母，也不是孩子

……

想到这里，许欣给张华发了条信息

，说自己很想他。张华很快就赶过来了

，药水滴滴答答，小两口有一搭没一搭

地聊着。原来张华真的介意，在家里很

多事情他都没有决定权，他为许欣不理

解自己而难过，当然，张华也为自己曾

对许欣和岳父母说过的气话道了歉。许

欣突然知道，原来张华很爱她。

后来的咨询中，许欣不再提离婚的

事儿，而是有些得意地给我分享她和先

生的生活趣事。一次是张华买的菜又不

符合她的标准，但这一次，她觉得自己

的身后仿佛有一个小人儿，一直在提醒

她：“不要指责，要表达你的真实需要

。”

她不再抱怨张华笨、不用心，而是

分享了自己买菜的小心得，张华乐呵呵

地夸她能干，洗菜时还哼起了小曲儿；

还有一次，儿子尿湿了裤子，以前

遇到这种情形，都是许欣手忙脚乱地给

孩子换洗，弄完后又会朝张华发脾气。

这一次，她让张华上。他马上就抱着儿

子进了浴室，洗澡时，爷俩玩儿起了泼

水大战……

看起来无比平常的生活琐事，却让

许欣欣喜又感动。“原来自己改变了，

夫妻关系就会跟着改变。”最后一次咨

询，我们像朋友一样聊着家常，那天许

欣一直都在笑，看得出来，她已经从父

母的女儿，变成了孩子的妈妈和丈夫的

妻子……

当“妈宝女”嫁了“凤凰男”是不是只有离婚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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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醫生走了。毛志江醫師是我1968年讀完研究院來到休士
頓工作時就相識的，算來已足足53年，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
年的老朋友們仍留在休士頓的已寥寥可數了，遷移和凋零的速度
一年比一年快。

一個多月前我見到毛醫生仍是生龍活虎的，他是馬年生的，
可說是一匹健馬，他來我診所治腰扭傷，所以沒多交換其他醫學
意見，本想提供一點增進免疫力和延年益壽的具體方法，想想來
日方長可以慢慢告訴他，不料竟措手不及就天人永隔了，非常遺
憾。如果時光可以倒流，那天我會傾囊相授增進人體免疫力之法
，或許他不會....。

毛醫生大約2021年I月中旬傳染上新冠肺炎，他的同事何醫
生在前一週因新冠肺炎去逝。當他一感到不舒服便進醫院求治，
他對乾女兒說： 「我住兩三天院，出院後妳準備作些好吃的吧。
」頭幾天乾女兒仍忙著探病送飯菜、送茶水，解決一些飲食問題
，再下來毛醫生進了 ICU，醫院不允許家人插手，等毛醫生的
兒女探視的時候，已經回天乏術了。一位好朋友，一位好醫生，
轉眼之間連話都沒說完，就永別了，我只能在紙上談，幸好有杏
林夜談這專欄，把想說的話說一說。

我雖然認識毛醫生有半個世紀，因為各忙各的，我在忙針灸
合法化和德州醫務局核發行醫師執照的事，一搞，搞了20年，
他醫學院畢業後和妻子開辦診所行醫濟世，在業務上我們並沒任
何交集，他是我二女兒的家庭醫師，偶爾在朋友邀約的餐會上見
面，他經常出現在我的文學和醫學的演講會場當聽眾，偶爾會提
出一些深刻的問題要求答案，如此這般溜走了許多該相知相惜的
年華。

倒是他的尊翁毛松年，當年是僑務委員長，有次經他的推薦
來我診所，我有幸幫毛委員長治好一點小疾。那時我正忙著替臧
武雲老師主持的文化講座，擔任 「滇西戰役」的戰史講員，當日
我將講稿請毛委員長過目，其中涉及遠徵軍副總司令黃琪翔將軍
，毛委員長說這是他的同學，他知之甚詳，提供了一些話題，該
講稿很得毛委員長的嘉許。

去年毛醫生在僑教中心舉辦一場Zoom演講，那天在現場的
幾個人都戴了口，對新冠肺炎的防護很當一回事。毛醫生在會上
表示自己已退休，不過仍半職作一點醫學上的診療，他認為中醫
博大精深，必可治瘟疫，值得研究。這句話引起了我的興趣，他
行了40多年的西醫，幹嘛要在退休後搞中醫？我找到他的電話
，也留下語音，幾天都沒回音，又過了兩週，有天中午我再打電

話試試，這次他親自接電話，寒喧之後，我告訴他我發明了
PHB富鹹寶這回事，並且以實驗和臨床證明諾貝爾獎得主華
寶（Otto Warburg) 的假的正確性，他激動得無以言表： 「我
已實踐了40多年的Otto Warburg的假說，居然被你搶佔峯頂
了，下午4點鐘我來你診所見面詳談。 」
那天下午四點半他趕來了 「抱歉要送兒子去取修好的車子，

來遲了」。他送給我一本他的英文新著＂The Anatomy of Hu-
man Kindness ＂解析人類的善行，這本書解剖美國社會中對仁慈
過猶不及的濫情，對之有所針砭。我們言歸正傳，除了出示我獲
得日本的專利證書及三篇有關Marlene馬琳女士治療骨癌的論文
外，我也提供他作QA及MEAD的測試。 QA是根據量子力學設
計出來的儀器，他對量子醫學大為驚喜，這麼艱深的理論，居然
握著一個接收器便將人體的五臟六腑的運作，新陳代謝的結果表
露無遺，且一目瞭然。我特別為他解量子力學來日的運用，還講
了一段題外話。

讀研究院時，我有一位同室好友叫楊聯權，他專攻理論物理
，有次量子力學考試，教授特許每人可帶8＂x11＂大小的小抄一
頁，正反兩面都可使用，楊兄告訴我，教授檢查到他的小抄時大
驚失色，只見紙上正面斗大的字體抄了三個重要公式，其他部分
通通留白，教授說： 「即使是我自己考我自己出的題目，我也會
帶上寫得的小抄呀！要知，你其他同學們的小抄要用放大鏡才看
得清楚啦。 」那次楊兄的考試成績是A+。我記得很清楚，楊兄
語重心長的對我說： 「成兄呀！我們當研究生的，指導教授要你
在地上爬，你趕緊爬，要你爬過他的褲襠，你就爬過去罷，絕對
不要別出心裁，搞新鮮花樣，要不然有你苦頭吃的！我馬馬虎虎
抄了三個公式應卯，教授如果發現我沒帶小抄，反而會懷疑我使
什麼鬼怪技倆！ 」。楊兄的這一席話，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怕
爬別人的褲襠，這輩子不會勉強自己尋求高學位了，甚至後來擔
任工程師，為了不當別人屬下，便另起爐灶，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想來想去要有條出路，促使我走向中醫的一條路子來，我遍數
歷代大醫家都是沒師承的，都不是科班醫學院出身的，但有一個
共同點，他們國學基礎紮實，所以才能無師自通，中醫這行在美
國是無中生有的路，一路走來非常艱辛，沒有路也要開闢一條路
出來，所以對薄公堂從聯邦法庭到州法庭，從參眾兩院到醫務署
，從沒法到立法，從沒照行醫到有照行醫，從保險不付到保險給
付，從被視為巫術到醫術，從被視為不科學到創新發明運用尖端
科學。為免落入楊兄的 「爬別人褲襠」理論，我做來辛苦異常，
但做到了，並且耗掉20年在起跑線上，還會一直持續下去，我
是不是該比別人要多做20年才划算呀。

毛醫生感慨的說： 「我今天走回頭路，幸好有你們開出一條
康莊大道，要不然我真不知道從何搞起，如果你保持沉默我永遠
不會知道你的發明是如此先進、如此重要。要知四十多年前我在

醫學院時，早就留意華寶（Otto Warburg）的假說了，一直想證
實他的假說，從沒有突破過，不過四十多年的臨床如遇疑難，也
運用了華寶假說的一部分學理，癌細胞在無氧的環境下行無氧發
酵作用而存活，所以運用高壓氧治療法來幫助正常細胞更健康，
而癌細胞則難存活或消亡。其他如化學家也是雙料諾貝爾獎得主
的鮑林（Linus Pauling）提倡大量服用維他命C以增強免疫力的
功能，再下來運用幹細胞治療技術，促進人體自然修復功能，換
句話說防止人體衰老，防止衰老相對的也增強了人的免疫力。你
卻從根本上改變人體為鹼性體質，如此一來百病不生，即使生了
病也容易治療好。 」

我說： 「我很佩服你推陳佈新的醫療方式，其實你走的路與
華寶大同小異，甚至你們的醫學背景也一模一樣，都是從生理學
走上醫學然後又回到生物化學，你才是華寶域外的嫡傳弟子呀！
啊！

幸會，幸會了，真有點相知恨晚噢！不過我們仍可交換臨床
經驗，結合中、西醫來治療難症。 」

那次見面不到一個禮拜，毛醫生約了我夫婦去他家晚宴，認
識營養學教授孫有平先生。在餐桌上我們談得更多，我才知道毛
夫人於去年初中風病逝，他的太極拳老師程進才於年前得胰臟癌
去世，毛醫生對某治療中心處理晚期癌症和檢測方式，極不贊同
，認為太過粗暴，病人已經病入膏肓，仍然不許病人進食維持生
命，非得等檢驗結果水落石出，將病人活活餓得不行。毛醫生說
： 「總有一天我會狠狠地把這個機構革除掉。 」

接下來的周日我們約好去我的農場參觀，那天的客人除了毛
醫生和孫有平教授外，還有阿燕（毛醫生的乾女兒）和孫明先生
。當他們看到樹木成林一望無際的行列，大開眼界，不敢相信是
由一個年屆八十的老中醫親手種植出來的，年復一年的耕耘，如
此的魂力，如此的堅持，如果不是親眼目睹，恁誰也不會相信的
。

沒多久毛醫生來我診所求治，他說他的腰扭傷了，經我施針
灸後已好了70％，第二次針灸完畢我再施推拿手法，毛醫生說：
「針灸加推拿，太舒服了。」過不多久他親自替一位中年女士掛

號也要來治腰腿疼痛，該女士按時出現在我的診所說： 「毛醫生
講你成醫師是個中高手，他的腰痛兩次就解決了，我也希望兩次
治癒。 」我仔細檢查發現該女士患坐骨神經痛比毛醫生的扭傷
要嚴重些。幸好未辱使命，也只治了兩次她便痊癒。

等我再到毛醫生的消息時，他因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療，沒有
兩天，病危已入ICU，再下來的消息是天人永隔了。沒揮手也沒
帶走一片浮雲，竟走得如此匆匆。

唉！我們已經相知恨晚，連話都沒機會暢聊，更談不上幫上
一點兒忙，我的知己知音，又少了一個。

追念毛志江醫生
專欄 杏林夜談

照片攝於照片攝於20202020年年1010月月，，右三為毛志江醫生右三為毛志江醫生，，右四為右四為
作者成彥邦作者成彥邦，，攝於攝於Twin LakeTwin Lake 農場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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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講座題目光鹽社健康講座題目:: 防疫防疫COVID-COVID-1919

國銀首家國銀首家，，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歡慶開業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歡慶開業

第一銀行北美拓點再締新猷! 第一
銀行前於2020年3月5日獲德州銀行局
(Texas Department of Banking)核准設立
休士頓分行，成為首家取得美國德州核
准設立分行之國銀。一銀休士頓分行於
2021年2月26日正式開業營運，考量當
地疫情未歇，僅邀請台灣駐休士頓官員
蒞臨同慶。休士頓市長 Mr. Sylvester
Turner特地頒布2021年2月26日為第一
銀 行 休 士 頓 分 行 日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anch Day)，除了透過賀
詞代表市政府獻上祝福，並歡迎第一銀
行成回首家進駐德州的台資銀行；該行
邱月琴董事長與鄭美玲總經理更是採用
錄影方式，期勉休士頓分行團隊，可以
為當地經濟盡份心力，也成為台商最信
任的金融合作夥伴。開業儀式簡單隆重
，圓滿順利；當日適逢元宵節，賓客與
分行共同歡慶月圓年豐，期許分行業績
長紅。

德州為美國第2大經濟體，全美第
一大出口州，近年因農、工、服務業等
產業穩定成長，成為美國經濟及貿易成
長迅速的州之一；此外，友善的投資環
境、宜人的氣候與生活條件也吸引眾多
科技企業將總部遷移至德州。臺灣與德
州經貿互動密切，許多上市櫃臺資大廠
於當地設有重要投資，市場發展前景良
好，而休士頓更是美國石化、能源、醫
療、航太中心，渠等產業鏈相關企業集

結於此，與美國東西兩岸產業截然不同
，深具區域特色，身為國銀首家進駐的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可望享有先行者優
勢，藉由串聯紐約、洛杉磯兩家分行與
美國子行提供在地台商與華僑一站式最
優質的跨境整合金融服務。

第一銀行表示，2021年全行經營策
略主軸為 「跨域創新‧永續第一」 為了
建構永續經營的強健營運基礎與獲利體
質，將以 「跨域串聯」 與 「數位創新」
作為兩大重點經營方向，在數位時代下
奠定第一銀行的領先地位，打造永續經
營的基磐，並持續落實 「貫徹遵法思維
」 、 「精進內控內稽」 、 「深化洗錢防
制風險監控」 及 「掌握數位資安」 等，
作為風控遵法之管理重點，以型塑有效

的公司治理架構。
另為掌握國際政經發展利基，已有

39個海外據點的第一銀行持續積極海外
展業，聚焦包含歐美及新南向等重點區
域，除了甫開業的美國德州休士頓分行
外，德國法蘭克福分行及美國子行聖馬
特奧分行亦將於今(2021)年陸續成立，
為國際化布局再添新動能。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行址為：1201
Louisiana Street, Suite 750, Houston,
Texas 77002, USA， 電 話 ： +
1-713-684-8511，經理：吳炳輝。

光鹽社健康講座
題目: 防疫COVID-19
講員: 黃思賢女士

時間: 2021年3月6日, 星期六
下午2-4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

89515312046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95 1531 2046

主辦單位: 光鹽社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

躍參加! (開放現場問答) 。
2019年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要求我

們在日常中保持警惕。我們每個人都可
以採取一些簡單的步驟來幫助減緩冠狀
病毒的傳播，保護我們自己，我們的家
庭和我們的社區。保護措施包括，勤洗
手，佩帶口罩，保持人與人之間至少6英
尺的距離和避開人群等等...從而減緩CO-
VID-19的傳播速度。佩帶口罩可以減少

您接觸到的傳染性飛沫數量。 其亦為保
持人際距離增加一道防線，同時表明了
您對他人健康的關心。

黃思賢女士目前在休斯頓市衛生部
慢性病、健康教育與健康辦公室擔任公
共衛生教育工作者。黃女士是一位經驗
豐富的健康教育工作者, 曾經在政府部門
、衛生部門、高等教育和社區服務擁有
20多年的健康教育經驗。黃女士擁有英
國生物化學學士學位, 在香港獲得醫學
碩士(病理學)及健康研究碩士學位, 並曾
在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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