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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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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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天下奇聞

作为一个大部分国土都在南半球的

国家，巴西每年的6-8月份是冬季，不过

，即使这样，巴西的温度仍然是很高的，

因为这巴西80%的国土都属于热带，即使

是巴西温度最低的南部地区，一年中的平

均气温也在16摄氏度到19摄氏度。

所以，虽然巴西也有冬天，但是想

要看一眼巴西的冬天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在这里根本就感受不到我们熟悉的

冬天，想要看一眼巴西下雪也就更为罕

见了，毕竟如今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

巴西也在越来越热。

不过，凡事都有一个例外，在今年

，全球多地的气候都非常反常，比方说

原本没有那么热的地方，竟然出现了罕

见的高温天气，而一些即使冬天也不冷

的地方，却出现了罕见的低温和降雪，

例如前段时间，同样正在过冬天的南非

，就出现了零下9.9摄氏度的低温天气。

而在巴西，7月28日-7月29日，巴

西至少43座城市都出现了罕见的降雪，

或者是冻雨天气，而且温度也在不断下

降，这场降温、降雪也让当地居民感到

措手不及，毕竟很多人甚至连一件御寒

的衣服都没有，因为巴西的冬天实在是

太温暖了，他们根本就用不到。

一位62岁的巴西人表示，自己活了

62年的时间，还是第一次看到巴西下雪

，这让他内心非常激动，当然，除了他

之外，其他的巴西人也都很激动，这就

好像是没见过下雪的南方人去了北方之

后，第一次看到下雪内心激动一样。

很多巴西人也都是纷纷走上街头，

开心地堆雪人、打雪仗，毕竟这样的经

历可能一辈子也遇不上一回。

根据资料显示，上一次巴西下雪，

还是在1957年的冬天，显然这已经是64

年前的事情了，也难怪62岁的巴西人没

看过下雪了。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次巴西下雪

，或许和前段时间的南非大降温一样，

都是地球上气候异常的表现之一，如今

北半球的夏天高温酷暑，南半球的冬天

又成了“冰雪世界”，地球这种“冰火

两重天”的情况下，地球究竟是在变冷

，还是在变得更热呢？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当

时，明明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已经让

人类意识到，地球正在走向极端，但是

，却仍然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地球正在

逐渐变冷。

而在2007年的时候，俄罗斯科学家

发表的研究论文表示，通过大数据分析

，发现地球持续变热的情况，已经在

2005年结束了，随后从2014年开始，地

球将会持续变冷，并且在本世纪中期出

现极寒高峰。

不过，从过去10年的地球气候变化

来看，地球仍然在不断变暖，世界气象

组织也指出，地球的确在越来越热，特

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更是不断刷新最

热年份的记录。这也意味着，温室效应

引发的全球变暖，已经是一个地球气候

发展的大趋势了，那么，为何还会有极

寒的气候出现呢？

比方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

也曾经出现了罕见的雪灾，这场降温让

数百万美国人受灾，还有不少人被冻死

，而在这件事过去之后，NASA也曾经

发表研究称，认为地球正在逐渐变冷，

即将迎来小冰期。

这是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太阳活动似

乎正在减弱，大约在2030年的时候，会进

入到一段“休眠期”之中，那个时候，地

球会因为接收的太阳辐射减少而降温。

不过，随后也有研究者指出，即使

地球真的迎来小冰期，地球平均气温也最

多下降1摄氏度左右，可是人类活动对于

地球平均气温的影响，已经超过了1.2摄

氏度，显而易见，这并不会让地球变冷。

64年来第一次！巴西43座城市罕

见降雪，地球是在变冷还是变热？

同时，地球上如今的各种极端天气

，无论是极端高温还是极端低温，事实

上也都与全球变暖引发的地球气候异常

有关，因为如今地球气候的多个临界点

都已经被打破了，所以，才会出现极端

天气，而且这种情况未来也会变得越来

越频繁。

那么，如此看来，地球究竟是在变

冷还是在变热呢？从目前的发展来看，

地球仍然在升温，只不过，当地球所有

的临界点都彻底被打破之后，那个时候

地球也会变得更加极端，究竟是会变冷

还是变热，目前不好说的。

或许会越来越热，一直到最终变成

人们担心的“第二金星”，也可能像

《后天》中那样，突然陷入到全球大降

温，整个地球都被冰封，你认为答案会

是哪一个？

64年来第一次！巴西43座城市罕见降雪

都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不过，世界

之大无奇不有，总是会有一些令人不敢

相信的事情，在真真实实发生着，比方

说在西班牙，一名男子就在尸检前突然

复活了，而且目前身体健康良好，这实

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根据美国《sci-

encealert》报刊7月25日的一篇报道，在

西班牙发生了一起“死而复生”的诡异

事件，这名在尸检前突然复活的男子，

是西班牙一所监狱里的囚犯，他因为盗

窃入狱，一开始身体是很健康的。

不过，有一天早上，在监狱集合点

名的时候，这名男子却缺席了，在狱警

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坐在凳子上一动

不动，随后，2名医生赶来检查，最终

确认这名男子的生命特征已经全部停止

了，宣布他死亡。

而在被送入太平间之后，法医也是

对他再次进行了检查，也得到了同样的

结论，于是，在3位医生共同的死亡报

告下，他的死亡也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

实，不过，由于他是突然在监狱中死亡

了，所以，还需要对他进行尸检，了解

死因才可以。

于是，法医将他放入了冷冻柜，准

备进行解刨，却没想到在将尸体从冷冻

柜中取出后，突然发现状着尸体的袋子

，竟然发出了声音，法医状着胆子靠近

检查，却没想到这名男子竟然复活了，

真的是太吓人了。

随后，在送入了医院进行进一步治

疗和检查后，这名男子已经醒过来，并

且状态良好，医生认为，他应该是陷入

了“假死”的状态，但是却非常命大，

在紧要关头醒了过来，否则，法医的解

剖刀就要在他身上开刀了。

上文中我们提到过，医生认为，他

是陷入到“假死”的状态，所以才会在

3位医生检查的过程中，都没有发现他

还活着。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然界中，“假

死”的情况并不罕见，很多动物都拥有

类似的能力，不过，一般都是为了迷惑

敌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出现的一种

应激行为。

不过，在人类世界中，“假死”的

事情事实上并不多见，因为本身死亡就

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现代医疗手段也是

非常先进的，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死亡

，也都有专业的判断标准，不过，由于

一些病人在发生“假死”的时候，和真

正的死亡是无法区分的，所以，也不排

除存在着一些“弄假成真”的情况。

简单来说，就是将“假死”病人判

断为真实死亡，因为耽误了后续的治疗

，所以也让“假死”变成了真死，再也

没有机会复活。

所以，这名西班牙男子也是非常

幸运的，给他治疗的医生也表示，这

名男子本身就患有癫痫，需要每天按

时吃药，不过由于他犯罪进了监狱，

可能在吃药方面就存在着不及时的情

况，所以很可能是癫痫发作，从而触

发了“假死”。

此外，这名男子的家人认为，之所

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差一点让这名男

子“弄假成真”，或许也与医生检查不

认真有关，毕竟一共有3位医生对他进

行了检查，所以，为了找到真相，官方

也决定对此进行调查，看看究竟是什么

原因，导致误判死亡情况的发生。

说起来，这名西班牙的男子，并

不是唯一一个在尸检前突然复活的

“假死”病人，这种情况在国外并没

有我们想象中的罕见，比方说，在

2007年，委内瑞拉也有一名男子，因

为发生了车祸，经过检查后确认死去

了所有的生命特征。

同样的，在法医进行解刨的时候，

他又突然复活了，这名男子表示，因为

手术刀在切割自己身体的时候，实在是

太疼了，毕竟法医在解刨尸体之前，是

不会给尸体打麻药的，于是，这种切肤

之痛让他重新苏醒。

不得不说，虽然法医见惯了大场面

，但是解刨的尸体突然复活，也实在是

太吓人了，估计对于普通人来说，看到

这种情况，早已经吓傻了。

那么，国外这种“弄假成真”的情

况，是不是因为医生们在检查的时候都

不认真呢？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上文中

我们提到过，“假死”和真正的死亡看

起来是无法分辨的，这也是导致这种错

误情况发生的原因。

同时，在国外，也有研究者在发现

了人类“假死”后复活的案例后，认为

或许可以通过将病人陷入“假死”状态

后，再进行抢救，以此来获取更多生还

的可能，早在2019年的时候，来自美国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们，就已经

做过类似的实验了。

不过，由于人在陷入“假死”之后

，并不能保证100%会苏醒，所以这项

实验仍然是存在着很多的争议，担心会

让原本不应死亡的病人，因为“假死”

而真正死亡。

被医生宣布死亡后，西班牙男子尸检前突然复活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正當時

經國務院批準，上海、北京、廣州、天津、

重慶五市將率先開展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培育建設

。培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對服務構建新發展格

局、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具有重要意義。本報推出“培育國際消費

中心城市”系列報道，對相關政策進行解讀，對

各地實踐進行展示，以促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

建設。

備受矚目的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邁出重要一

步。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日前召開的培育國際消費

中心城市工作推進會上宣布，經國務院批準，我國

將在上海市、北京市、廣州市、天津市、重慶市率

先開展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培育建設。

“當前我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

展轉型。”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在接

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提升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利於引導

上遊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政策引導 科學布局
早在2019年，商務部等14部門就聯合印發了

《關於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指導意見》，

指導推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培育建設工作。《中共

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

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提出

要“培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各地推進落實這一

目標的積極性高漲。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

設作出重要部署，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服務構

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國際電子商務

中心首席分析師李政波表示，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

量發展階段，消費對經濟增長基礎性作用不斷增強

，2020年最終消費率為54.3%。同時，我國有超大

規模市場，有14億多人口，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部分重點城市

消費規模、經濟發展、國際化程度顯著提升。與此

同時，消費領域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項，最終消費率

仍低於發達國家70%至 80%的水平，大中城市消

費基礎設施、中高端供給與構建新發展格局還

存在差距。

毫無疑問，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是現代國際化大

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

究院服貿所研究員高寶華表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不僅是全球消費資源的聚集地，更是引領一國乃至

全球消費創新的製高點，具有很強的消費引領和帶

動作用。

趙萍認為，我國培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目標的

提出，一方面是著眼於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

基礎作用。目前消費對經濟拉動作用逐步增強，並

帶動投資、進出口協同發力。另一方面則是夯實強

大國內市場優勢，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提供強有力的支撐。通過不斷做大做

強國內市場，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

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同時立足國內超大規模市場，

形成對外競爭與合作的新優勢。

消費發力 特色鮮明
為何選擇京津滬穗渝五地率先建設國際消費中

心城市？多位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與五

座城市的自身特色密不可分。

“五座城市居於戰略要津，均為國家中心城市

，還囊括四個直轄市、四個服務業擴大開放試點城

市以及一個一線城市，在我國經濟、政治、文化、

社會等方面綜合影響力和競爭力強勁。”高寶華表

示，同時，這五座城市長期以來在城市建設和消費

促進等方面成效明顯，特別是在城市繁榮度、商業

活躍度、國際知名度、到達便利度和消費舒適度方

面名列前茅。

趙萍認為，首批選取五座城市試點有三方面的

因素十分重要。一是國際化水平較高。這五座城市

的國際品牌商品與服務、外國人數量、國際航班和

遊輪量在全國都居於前列，具有良好的國際化基礎

。二是消費規模和質量較好。2020年我國各大城市

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前十位排名，上海、北京

、重慶、廣州位居前四位。這些城市形成了獨特的

消費文化，消費檔次也在不斷提高。各自具有特色

商業街，國際知名品牌雲集，城市消費發展的基礎

較好。三是消費聚集度較高。這些城市具有較強的

商業吸引力，具有較強的政策吸引力，以及一定的

消費話語權。

不同地區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如何才能更

好地發揮自身優勢？趙萍分析認為，一方面，要做

好規劃，突出特色，形成集聚效應。要對世界各國

的消費者形成吸引力，就要有在世界叫得響的產品

和服務，能給外國遊客帶來獨特的消費體驗。另一

方面，在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中，還要做好不同

景點、不同商圈的差異化定位，不僅要讓外地人、

外國人旅遊豐富多彩，也要讓本地居民的生活更加

舒適、便利。

李政波則強調，要推動城市群、都市圈消費一

體化發展和建設，圍繞區域重大戰略，突出特色、

發揮優勢，科學布局。

轉型升級 瞄準全球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的關鍵是什麼？在

多位專家看來，就是要在“國際”二字上做

文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要聚焦國際化

，通過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實現國際化產

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和對全球消費者吸引力

的提升。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這些城市已經獲批準的

自貿試驗區優勢，大膽試、大膽創、自主改，不斷

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增強對國際技術、資金、人才

、商品、服務等要素資源的吸引力，提高國際化的

供給能力。另一方面，要利用好我國簽署的自由貿

易協定。”趙萍表示，要吸引國外高端消費者，促

進國際化消費者主體數量的增長。通過服務業進一

步擴大開放，推動服務領域專業資格互認吸引專才

，便利人才流動。同時，通過提高商務訪問者、公

司內部人員、安裝和服務人員、配偶家屬等臨時入

境和臨時停留的政策透明便利度，提升國際人員交

流與自然人流動。

“國際化程度提高，意味著國內營商環境持續

改善，消費強度不斷提高，進而推動國內市場規模

不斷擴大。”趙萍表示，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對全球

投資的吸引力將不斷提升，利用全球資源促進國內

經濟發展和對外合作的優勢也會不斷顯現。

高寶華表示，通過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試點

，將有利於促進大宗及中高端消費品的生產與流通

，並有望在消費體製機製創新、服務業擴大開放、

營商環境優化、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新經驗總結推廣

等方面形成一定示範作用。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

試點將以傳統消費的轉型升級和新型消費的創新發

展為切入點，推動上下遊、產供銷等產業鏈、供應

鏈的協同融合發展，有力提振內需。同時，試點又

可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勢，暢

通國際國內雙循環通道，朝著“買全球”“賣全球

”的目標邁進。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將充分發揮各城市資

源稟賦和優勢，對標國際一流，補短板，強弱項。

”李政波分析認為，不僅為中高端消費品牌跨國企

業、國內外各層次優質品牌、本土自有品牌、老字

號等帶來新發展機會，同時有利於新業態新模式創

新發展。此外，健康醫療、教育文化、休閑娛樂等

服務消費領域也將迎來更好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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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天員互體檢
太空生活“接地氣”
“神十二”上邊喝茶邊工作 網友：好想嚐嚐太空茶

三名航天員已在太空站生活50天，神舟十二號任務已
過半。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8月5日上午8時，中

國太空站核心艙組合體軌道參數，遠地點高度約391.8千
米，近地點高度約385.75千米，飛行高度約388.8千米，
飛行速度約 7.69 千米/秒。太空站傳回地面的一系列視
頻，記錄着航天員們有趣的太空生活。

互相檢查眼底 預防全身疾病
“出差太空”，健康是第一位。航天員三人組日前就進

行了採血檢查，這項常規醫學檢查與地面基本類似。視頻
中，聶海勝脫下外套，擼起衣服袖子，讓“護士”湯洪波採
血，過程十分順利。許多全身性疾病都會發生眼底病變，如
高血壓、腎臟病、糖尿病、某些血液病等。在太空中，眼底
檢查也是航天員醫監醫保工作的重要項目，有利於對航天員
身體狀況進行實時跟蹤。特別是航天員已經在太空中生活了
一個多月，可能會出現一些太空病症狀，體檢就成為了更加
重要的工作。視頻中，航天員們調暗核心艙的燈光，湯洪波
為聶海勝進行了眼底檢查。從三人輕鬆的交流表情來看，他
們的身體狀況應該是相當令人滿意。

“太空泡腳”走紅 實為測骨密度
在太空站的視頻中，一則“聶海勝太空泡腳”的視頻

意外走紅。其實，這並不是泡腳，而是聶海勝脫下襪子，
將腳伸進測試機中進行檢測骨密度。據介紹，航天員在軌
生活一段時間後，會出現名為“骨丟失”的太空病理現
象。隨着在失重環境下生活得越久，航天員的骨密度也會
逐漸下降。如果不加以綜合干預，甚至可能有發生骨質疏
鬆的可能。對抗“骨丟失”，是太空站建設期間航天員和
地面科技工作者必須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對抗失重效應 開展體育運動
此外，為對抗失重生理效應，航天員每天都需要進

行體育鍛煉。近期，太空站的工作強度有所降低，三位
航天員有更多時間開展體育運動。航天員劉伯明已完全
習慣了太空跑步機，即使是在失重環境下，他依然走得
十分矯健。聶海勝也開始使用太空單車進行鍛煉。網友
們戲稱，“神十二”航天員已將奧運會搬上了太空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神

舟十二號載人飛船今年6月17日發射以來，“太

空出差三人組”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已在太空

站核心艙生活50天。三人的太空生活忙碌又充

實，官方公布視頻顯示，三名航天員日前完成“自

助式”體檢和常規鍛煉，三人互相採血進行常規醫

療檢查，互助進行眼底檢查以及骨密度檢查，顯示

出在太空中良好的健康狀態。有趣的是，地面科研

人員的精心準備，也讓航天員的太空生活更愜意，

劉伯明一邊飲茶一邊工作的圖像，也讓眾多網友艷

羨不已，“好想嚐嚐太空茶”。

最近人們的注意力都在東京奧運會賽場
上。日前，一則“誰還記得太空中有三個中
國人”的討論話題衝上了熱搜榜，瞬間將網
友的關注從地球拉到太空。“航天員在太空
能看奧運嗎”“最關注哪個項目”……網
友紛紛留言。

對於三名宇航員到底看不看奧運
會，據報道，太空站的Wi-Fi可以供宇
航員們通過網絡直播觀看比賽。根據此
前《中國航天報》報道，在太空站天和

核心艙上，10餘台有線和無線網絡攝像
機、有線和藍牙耳機、手機、PAD、筆記本

電腦都可作為網絡終端。這些終端將採集到
的圖像和話音數據通過有線或無線Wi-Fi的
方式連接至艙內以太網交換機，通過高速通

信處理器經中繼鏈路傳輸信號。

太空艙裏打乒乓球
此外，他們還在太空艙裏打乒乓球，

失去重力的球被拍子打到以後在空氣中慢
慢向前漂浮，宇航員趕緊拿着拍子追上去
把球再打回來，這裏的環境讓宇航員們可
以自己跟自己打乒乓球。事實上，中國航
天和國家乒乓球隊頗有淵源，2016年，當
時還擔任國家隊主教練的劉國梁曾帶張繼
科 、馬龍到訪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見
證神舟十一號航天員景海鵬、陳冬在太空
挑戰打乒乓球，劉國梁看完太空乒乓對壘
後感歎：這步伐，比張繼科和馬龍快了很
多啊！ ●中新網、新浪微博@我們的太空

看奧運直播 網絡傳輸好
��

做 眼 底 檢 查 踩 太 空 單 車

工 作 時 茶飲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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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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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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鉅：將續投地增土儲
長實中期多賺31% 派息增21%長和系5日公布中期業績，長實及長和

中期溢利分別升31.4%及41%，中期息每

股派0.41元（港元，下同）及0.8元，分

別增20.6%及30%。長實集團主席李澤鉅

指出，下半年環球經濟走向很大程度取決

於疫控進展及成效，與政策援助力度，香

港將繼續發揮國際城市作用，鞏固整體經

濟發展條件。而香港樓市有一定剛性需

求，預期疫後通關經濟活動增加，將有利

物業市場，料樓市中長線平穩向好，並將

繼續以房屋政策為主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受惠於
疫情下迅速調整營運策略，上半年核心業務
錄得增長，長和截至6月底止中期業績，按
IFRS 16後基準，股東應佔溢利183億元
（港元，下同），按年增41%，每股中期息
派0.8元，按年升30%。長和主席兼集團聯
席董事總經理李澤鉅於業績報告中表示，隨
着尤其是歐洲地區的疫苗接種率提高及逐漸
放寬行動限制，主要經濟體的復甦動力持續
增強，但不確定因素仍然存在，因不同地域
特別是亞洲及疫苗接種率滯後的國家出現多
輪感染以致疫情威脅未除。不過，該集團於
上半年錄得穩固表現，顯示核心業務成功應
對不斷轉變的營商環境。

核心業務表現可觀
長和上半年各項業務表現方面，港口及

相關服務部門上半年經營288個泊位，處理
共4,290萬個二十呎標準貨櫃，較去年同期
增長11%。期內，以呈報貨幣計算，收益總
額199.33億元，按年升24%。所有地區的吞
吐量均上升，主要由於全球龐大的消費者需
求及貿易流量逐漸回復至接近疫情前水平，

尤其是內地，鹽田港自去年下半年一直錄得
按年增長。

上半年，該集團的零售部門在27個市
場經營約1.62萬家店舖，較去年同期增加
2%。顧客的參與繼續為部門的主要重點，
其忠誠會員總人數持續上升，達到1.4億
名，佔銷售額的66%。隨着上半年逐步放寬
限制封鎖措施及店舖暫時停業大幅減少，加
上有利外幣兌換影響，以呈報貨幣計算，零
售部門的收益總額 826.21 億元，按年升
12%。

增長步伐應可持續
對於未來展望，李澤鉅指出自疫情開始

以來，該集團按適當市場時機成功執行企業
交易至迅速調整營運策略，迎合瞬息萬變的
營商環境，如港口及電訊部門的數碼進程，
以及零售部門的「線下及線上」平台策略，
讓集團業務穩步復甦。此外，聯同嚴謹審慎
的財務、流動資金及現金流管理，以及所有
核心業務加強着重可持續發展，若無其他不
可預見的情況，集團應可繼續其現行增長步
伐，並預期於今年全年達至穩健表現。

長和中期多賺41% 派息增三成

長實截至今年 6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溢利上升
31.4%至83.55億元，每股盈利2.25元，按年升

30.8%，增派中期息20.6%至每股0.41元。於中期結算
日，集團負債淨額與總資本淨額比率約為 11.8%。

回購股份屬中長期策略
長實集團在今年6月回購股份後，全數予以註

銷，李澤鉅在分析員會議中指，回購股份屬於集團中
長期策略，目前不會改變策略，相信有利集團發展，
未來派息會否增加則視乎收入增長，以及需確保的資
金進行併購等策略，強調長遠會透過回購及派息回饋
股東。李澤鉅未有透露集團正研究哪些國家的併購項
目，只表示集團在多個國家或地區營運多年，例如內
地、香港、新加坡、歐洲、英國和加拿大，經常都有
考慮集團本土市場的機會。

李澤鉅指，集團上半年部分業務仍然受到疫情影
響，如酒店、飛機租賃等，但認為隨着疫情緩和，很
多業務均會錄得增長。

他又指，集團在沒有內地客的情況下，房地產業
務表現良好，部分住宅項目如位於香港波老道的住宅
項目仍然能夠創出亞洲分層呎價紀錄，因此相信集團
收入仍然非常穩定。

長實上半年已確認物業銷售收入147.9億元，按年
減少24%。於中期結算日，該集團擁有可開發土地儲
備（包括合作發展項目之發展商權益，但不包括農地
及已完成物業）約8,000萬平方呎，其中600萬平方
呎、7,000萬平方呎及400萬平方呎分別位於香港、內
地及海外。

啟德住宅項目料戶戶向海
他稱，長實會繼續投地，亦會透過農地及酒店地

轉換住宅地，以增加土地儲備，旗下啟德住宅項目的
規劃已在最後階段，相信屆時戶戶向海。酒店業務方

面，他指集團酒店可分為兩部分，其中酒店服務套房
業務由於以長期租約為主，租期較長，未來數月的租
金亦有可能上調。另一部分以旅客為主的酒店，他相
信隨疫情緩和，旅客增加，經濟將能恢復，而且集團
亦把部分房間改為持長期租約收租，集團將盡所能改
善酒店業務；同時亦會開發新酒店作長租，最新例子
是在海怡半島計劃建新的酒店項目。

中環寫字樓出租率回升
長實上半年物業租務收入按年跌近3%至33.5億

元，收益跌近9%至28.9億元，主要由於香港零售及寫
字樓物業出租率受疫情影響而下滑。雖然中環寫字樓
的租金在疫情後回落，李澤鉅相信香港經濟正在恢
復，相信香港寫字樓市場最差時間已經過去，租金下
跌令租客回流中環，出租率已見輕微回升。而原址為
和記大廈之長江集團中心二期工程進展順利，該項目
預計於2023年落成。

至於英式酒館業務上半年虧損收窄至10.72億元，
他指出，大部分酒館集中在民生區，英國亦陸續解除
及放寬封城措施，因此其業務復甦好過預期，至於有
小部分在倫敦的酒館，由於旅客仍未能到英國，因此
業務仍受影響。

基建資產業務在期內有較快增長，李澤鉅相信，
這有助處於不同行業周期的地產業務互為補足，當中
位於加拿大的房屋設備業務的收入非常穩定，收入增
長的情況更好過通脹。

長實中期業績撮要

項目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

每股中期股息

（貨幣：港元） 製表：記者 梁悅琴

金額

83.55億元

2.25元

0.41元

按年變幅

+31.4%

+30.8%

+20.6%

●李澤鉅預期，疫後通關經濟活動增加，將有利
物業市場，料樓市中長線平穩向好。 資料圖片

長和中期業績撮要
(IFRS 16後基準)

項目

收益總額

EBITDA總額

EBIT總額

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

每股中期股息

（貨幣：港元） 製表：記者 殷考玲

金額

2,123.86億元

681.67億元

348.09億元

183億元

4.75元

0.8元

按年變幅

+11.82%

+14.87%

+21.63%

+41%

+4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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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城銀行攜手完成夢想並邁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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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中小企業署優先審核銀行                

(SBA Preferred 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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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趨緩，不過近來在印度變異株
（Delta）侵襲下，多國都擋不住疫情衝擊。北市聯醫整合醫學
照護科主治醫師姜冠宇昨表示，院內會議中，高層預估下波疫情
可能1、2個月後來襲，高峰恐是萬華經驗的1.5倍。

姜冠宇表示，接種2劑疫苗如今已逐漸退守為避免重症，大
國搶打第3劑，接下來必然會有疫苗供貨不穩、延遲交貨、產能
不足等問題。姜冠宇認為政府開放混打的速度太慢，而醫護又是
最容易接觸變異株者，需要充足的保護力；若政府再不開放，一
旦有人染疫，就會折損照護人力，因此他建議政府提早為第3劑

做準備，規畫 「洗牌式混打」，即第3劑不需和前2劑同廠牌。
另家庭也要備好1人1室空間，並有獨立衛浴，一旦疫情再

來，病房與檢疫旅館量能不足，台灣可能也需要美國那樣的居家
隔離觀察，最好預先做好準備。

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昨回應，AZ+mRNA疫苗的混打，
預計先從1到3類人員做起。醫護方面，會以直接接觸確診病患
的、或專責醫院等第一線醫護先來混打，現正盤點人數中。

昨國內新增10例本土個案、2例境外移入個案，確診個案中
增3死，其中1人5月28日就死亡，經勾稽司法相驗資料後才發

現。
有鑑於疫情仍需花時間觀察，陳時中昨也宣布，8月10到23

日仍維持2級警戒，不過8月10日後會將泳池從 「不開放場域」
中移除。陳時中表示，教育部已提報泳池指引，包括人流管制依
水道數等計算可容留人數，採預約制、人員造冊、落實實聯制等
，但淋浴間、烤箱維持不開放，販賣部僅供外帶，除泳池內均應
戴口罩，課程採10人以下小班制等，相關指引會儘快公布。

（中央社）指揮中心昨宣布 「AZ+ mRNA疫苗」
將開放混打，對象為第一類至第三類的人優先。對此，
胸腔科醫師蘇一峰吐槽說，政策開放的太慢了，許多醫
護都打完兩劑AZ了，感覺這波二、三類才是最大受益
者。貼文引起網友討論，原來都是為了官員嗎？

蘇一峰昨天在臉書上發文表示，經過專家會議決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初步混打疫苗的的方向
為 「AZ+ mRNA疫苗」，對象為第一類至第三類的族
群，尤其是高風險的一線醫護有機會可以優先混打。

蘇一峰指出，他早就已經打完兩劑AZ疫苗了，因
此根本沒有混打的機會，先前不過都是幫高風險的醫護
爭取機會而已。不過，政府的決定實在有些慢了，因此
他也忍不住吐槽說，政策開放的太遲了，大概二、三類
的人才是最大受益者。 「醫護很多都打AZ兩劑了，最
後只打到二類的官員。」

不少網友認為如今才宣布可混打，感覺是造福二類
官員。 「美其名為了醫護，還不是為了第二類政府官員
，人數還越來越多，簡直是莫德納、BNT隨便選，卻

不混打高端」、 「感覺此政策是第二類，而非第一類，
醫護多數已完成AZ二劑，少部份完成Moderna二劑。
AZ+mRNA混打，屬第一類的可能性很低。」、 「一
定是給二類，真以為給一類醫奴」、 「第二類真的很會
算」、 「混打加強保護力的目標從不是醫護，而是官員
」、 「開放混打就是給二類，醫護幾乎都打AZ兩劑，
司馬昭之心」。

也有醫護在貼文下留言說， 「我是醫護，我已經打
完二劑AZ，陳時中太慢了」、 「已兩劑者表示哀悼自
己」、 「一堆醫護今天都被叫去打完了才說」、 「醫護
很多都已經打兩劑了，現在開放只是心酸的」。

根據疾管署規定的公費疫苗接種對象資格，第一類
為 「維持醫療量能」，像是醫護人員與醫事機構中的非
醫事人員；第二類為 「維持防疫量能」，包括維持防疫
體系運作的中央及地方政府重要官員、邊境管制的工作
人員、村里長等；第三類則是 「高接觸風險工作者」，
包含國籍航空機組員、防疫車隊駕駛等。

疫苗混打太晚來
醫嘆：最後只爽到二類官員

（中央社）台灣運動好手在東京奧運屢創佳績，掀起 「東奧
熱」，台鐵原本想趕搭熱潮，在與 「東奧」發音相同的 「東澳站
」舉辦快閃活動，但因防疫而緊急取消，導致專程前往的民眾失
望而歸；而一卡通公司順應粉絲敲碗活動推出 「麟洋配」奪金
IN卡，並選定奪金時刻開賣，象徵台灣選手奪金拚搏精神。

台鐵宜蘭運務段在5日晚間發布新聞稿，從6日上午8時起
，將在與 「東奧」發音相同的台鐵 「東澳」站舉行應援奧運快閃
活動，活動期間購買當日以 「東澳站」為起站的乘車票，即可在
東澳站兌換紀念月台票卡，東澳站同時準備了金牌拍照手板，讓
大家也能一圓 「東澳金牌」夢。

深夜突取消 民眾失望撲空
不料才過2小時，宜蘭運務段又通知媒體，因為考量疫情期

間應該避免民眾群聚，緊急決定暫緩辦理快閃活動，但此時已經
是深夜11時，大部分民眾多已入睡，許多想參加活動的民眾沒
有接收到取消訊息。

6日上午果然有民眾興致沖沖前往東澳站要參加活動，到了
現場才發現車站門口張貼著活動取消的告示，帶著小女兒專程到
東澳站的父親說，因為自己喜歡火車，就趁機會帶女兒出門走一
走，結果沒能換到東奧紀念月台票有點失望，希望台鐵的通知作
業要更謹慎，不要讓人大老遠跑來卻撲空。

此外，一卡通公司6日表示，小編在臉書發起的 「敲碗活動
」原意欲延續 「麟洋配」奪金氣勢，為台灣選手集氣，沒想到粉
絲反應熱烈，不到1天吸引逾7300人按讚、5400則留言及700次
分享，因順應民氣，促成象徵 「麟洋配」奪金 「IN」卡片的發

行。
TeamTaiwan 藏挺台灣諧音
一卡通公司指出， 「麟洋配」IN卡設計將邊界線調整成觀

眾視角，呈現羽球落下的精采時刻，這一球代表奪金喜悅，也代
表台灣選手為國家、個人榮譽拚搏的台灣精神；此外，卡面有
#TeamTaiwan字樣，除標註 「台灣隊」，也暗藏 「挺台灣」諧音
；右下角則有IN 2021 「界內」意涵，增添紀念及趣味性。

每張預購價200元，每售出1張就捐100元給重點培訓運動
選手的學校，作訓練經費或參賽經費使用；預購開賣時間特別選
定奪金的一刻，8月6日晚間8點54分至8月14日為止，於momo
購物網，採限時不限量預購。

（中央社）受前盧碧颱風外圍環流及西南
氣流影響，高雄地區天氣持續不穩定，截至6日
晚間7時六龜、茂林、桃源、那瑪夏等區24小
時累積雨量均已破200毫米，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已發佈高雄市土石流潛勢溪流紅色警戒84條，
黃色警戒18條，山區已共強制撤離1801人，氣
象局預估高雄市明、後兩天雨勢更加明顯，晚
間9時應變中心提升二級開設。

高雄市長陳其邁視察旗山鯤洲抽水站，副
市長林欽榮於晚間8時邀集相關單位召開二級開

設工作會議，為入夜後防災提早佈署，會後前
往鼓山區河邊里視察抽水站。

水利局表示，溪洲排水、鯤洲排水及新光
排水為旗山大溪洲地區主要河道，市府自縣市
合併後已透過經濟部水利署向行政院爭取全額
補助興建旗山鯤洲抽水站及中南抽水站以提升
該地區防洪保護標準，減緩當地淹水問題，其
中鯤洲抽水站最大抽水量每秒分別可達3立方公
尺，可確保堤後排水順利排出，並降低渠道水
位，為該區域之防範淹水多一層保障。

水利局指出，河邊里緊鄰愛河右岸，社區
地勢低窪，愛河漲潮時造成內水無法致生淹水
，為改善當地積淹水問題，已於2017年完成河
西一路增設簡易的沉水式抽水站，抽水能量達
3cms，除每月例行維護保養及專人24小時待命
操作外，亦已於此次颱風豪雨前再加強抽水站
整備作業，林欽榮也親自測試抽水機運作狀況
，啟動抽水正常，視察後指示本次西南氣流影
響期間請水利局應加強各抽水站的操作整備，
確保功能正常，避免民眾受淹水之苦。

氣象局預估明日起高雄地區易有短延時強
降雨且有豪雨或大豪雨發生，同時有局部豪雨
等級以上降雨發生的機率，沿海空曠地區易有9
至10級強陣風，鄰近海域並有較大風浪，海邊
活動或海上作業請特別注意安全，此外，7日起
適逢大潮，漲潮期間更不利雨水排放，沿海低
窪地區需留意積淹水，提醒市民應特別防範劇
烈雨勢，盡量避免外出，如需進入山區應注意
落石、坍方，豪雨期間請留意氣象局發布的最
新訊息。

東奧正夯 台鐵推東澳快閃行 因防疫喊卡

醫界評估 疫情2個月後恐重來

盧碧甩尾強降雨來襲
高雄災害應變提升二級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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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市警方破獲20年來最大的 「天道
盟」軍火庫，27歲天道盟北海會鄭姓男子，疑受大哥指
使保管幫內火力，鄭平時從事毒品買賣，遇狀況就提供
槍械供幫眾火拚，台北市刑大經連月追查，5日前往新
北市淡水區攻堅，在鄭嫌老家旁的廢棄貨櫃屋內，查扣
最新型的 MP9 衝鋒槍、AK47 等 24 把長短制式槍械、
1200發子彈，火力十分驚人，鄭嫌辯稱槍彈是遭槍殺的
角頭留給他。

北市刑大偵一隊日前獲報，鄭男自稱北海會大哥，
率領手下在淡水、三芝活動，鄭嫌以販毒為業，標榜24
小時送貨，約有10部機車隨時待命運毒，在當地生意
興隆。

鄭另一個任務就是保管 「天道盟」幫內軍火，警方
搜查時發現，因為疫情黑幫活動減少，因此沒有取用情
形，北市刑大5日中午見時機成熟，趁眾嫌睡覺時，強
勢破門攻堅，循線查獲鄭嫌等4名幫眾。

警方先在鄭嫌聚點起獲14公斤喵喵、960包毒咖啡

、40包K他命及少量大麻毒品，另有許多分裝袋、4把
防身短槍及215萬現金。專案小組隨後再到淡水山區大
埤頭，在鄭嫌老家對面的廢棄貨櫃屋內，一舉破獲軍火
庫。

倉庫內共有20把長、短槍及1200發子彈。其中長
槍種類琳琅滿目，包括連發XPA12型霰彈槍、俄羅斯
特種部隊使用的AK47、MP9衝鋒槍等等，這是北市警
方20年來破獲最強大的黑幫軍火庫。

警方指出，其中連發霰彈槍在台極為罕見，填裝後
可調整連發彈數，一次可連射一排霰彈，特種部隊用於
攻堅破門後，進行持續攻擊掩護，壓制敵方火力。

鄭嫌警訊中避重就輕，一變再變。先辯稱槍彈是今
年 4 被槍殺的天道盟份子 「八哥」所給，後又改口是
2018年2月被槍殺的角頭 「死囝仔忠」轉交。鄭嫌等人
偵訊後，被依毒品、槍砲等罪嫌送辦，其中賴姓小弟因
假鈔詐欺案，目前遭北檢通緝，一併解送歸案，並擴大
追查北海會幕後的真正主使者。

掃蕩天道盟軍火庫掃蕩天道盟軍火庫
驚見連發霰彈槍驚見連發霰彈槍

趙介佑引爆北投之亂 檢將偵結起訴
（中央社）引發 「北投之亂」的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前評委召

集人趙映光之子趙介佑，因捲入黑幫、毒品案被開除黨籍備受關
注，在國內疫情警戒降級後，台北地檢署6日首度提訊，涉及毒
品等案羈押迄今的趙介佑，檢察官訊後將他還押。由於趙4月羈
押迄今，將在20日羈押期滿，全案已進入收尾階段，近日就會
偵結起訴。

檢警調查，趙介佑有毒品等犯罪紀錄，是警方註記的北聯幫
分子。警方去年底偵辦一起電信詐欺案，在北投、淡水查獲一群
詐騙車手，追查發現幕後主嫌是趙介佑、陳威宇等人，趙負責招

募車手提領贓款；陳則與詐團接洽，一年來經手約500多萬元贓
款，趙從中抽取13％作為酬勞。

檢警發現，車手中有人兼差當 「小蜜蜂」外送毒品，今年4
月20日發動搜索，拘提趙介佑、陳威宇等4嫌到案，並在陳住處
起獲600多包毒咖啡包，趙家也有少量K他命。趙否認販毒，檢
察官認為他有勾串之虞，向法院聲押禁見獲准，經延押1次，羈
押期限到本月20日期滿。

另外，趙介佑被起底2018年間疑利用特權，在北投分局拍
攝借提出來的友人吃便當，還上網打卡炫耀。今年還因販毒糾紛

，遭自家幫派成員開槍示威；槍手最後在黑幫的 「排場」下，風
光進警局投案，讓警方顏面掃地，一系列爭議被稱作 「北投之亂
」。據了解，檢察官要求警方移交趙的手機勘驗，除調查販毒通
聯，可能一併釐清調查警方有無關說、包庇等情事。

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檢察官幾乎不提訊被告，有時效性的案
件多採取遠距方式訊問。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7月27日宣布降
為二級警戒，各司法機關陸續解封，北檢在降級不久即提訊趙介
佑，且4個月羈押期限將屆滿，跡象顯示檢方將在近日偵結起訴
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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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近期就打指紋程序作出以
下調整：

1. 移民局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允
許部分申請人使用以前移民局收集的
指紋。

2. 如果申請人不能按打指紋通知
上的時間赴約，應盡早跟移民局聯系
延期。移民局近日關閉了位於弗吉尼
亞的延期處理中心，申請人不再能以
郵寄的方式要求指紋延期。

3. 移民局根據申請類型的優先級
別安排指紋等信息收集。同時考慮到
裁決能力和處理時間，移民局傾向於
按照先入先出的順序安排預約；

4. 根據每個指紋處理中心ASC地
點的能力和需求的不同，預約等待時
間也因地區而異；

5. 疫情當前，除了現役軍人及家
庭成員，指紋處理中心ASC不允許申
請人在無預約的情況下進行打指紋程
序。

大部分的移民簽證申請都需要經
過打指紋和照相等生物信息提取程序
。疫情期間，很多申請者的打指紋程
序遭遇了嚴重延誤。通常，申請人會
提前收到書面通知，前往指紋處理中
心（ASC）打指紋。疫情期間，移民
局暫停服務，以至於數十萬個打指紋
預約被取消，而後又間歇性的關閉和
開放。據統計，在此期間，約有28萬
個指紋預約被取消。目前，移民局目
前每天安排約10,400個打指紋預約。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在2021年7月28

日星期三為今年的H1b工作簽證進行
了第二次抽簽。雖然2021年3月30日
移民局就已經發布消息，表示已經收
到了足夠數量的電子註冊申請，今年
的H-1B名額已經用完，但是顯然，
第一次抽簽結束後，移民局收到的申
請沒有達到本財年的名額上限，所以
進行了第二次抽簽。

2. 根據最近美國移民律師協會
的消息，2021和 2022財政年度的職
業移民名額有望翻倍。這將大大緩解
職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的局面。

3. 美國移民局5月13日宣布，

自2021年 5月 17日起，將暫停部分
I-539申請的打指模要求，包括延期或
轉換身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的申請。這項新政策適用於已經
提交的但到5月17日還沒收到打指模
預約通知的申請以及在5月17日當天
和以後提交的申請。自2021年5月17
日起，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的打
指模費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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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定最
能保護美國人民並與美國的價值觀保
持一致的移民執法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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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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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初步審核一下申請
文件。 如果正確提交了表格，支票和
相關證明材料，一般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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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20年12月1日起，入籍考
試有兩項重大變革：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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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變革。

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
領事館在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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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近日，拜登總統撤銷了川普
總統2020年4月22日頒布的法案。6

月份頒布的法案也已經過期。2020年
4月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簽署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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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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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製定法規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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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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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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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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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上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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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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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到 周 五:9:
00AM-5:00PM, 周 六:10:00AM-1:
00PM.

移民局打指紋程序最新調整移民局打指紋程序最新調整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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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憲康冷戰二十四小時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自越南來美30年，她說近日收到越南友人

來信告知:離開胡志明市不遠的越南基督教

神學院306位師生員工，有 285位遭感染新

冠病毒陽性(食物感染)，有7-8位學生入院

治療，有一位29歲學生去世了，很多學生

病危。有一位牧師用呼吸機治療六天，未

有好轉改進，一位在鄉下牧師幫忙教會修

理電線，不慎自高處摔斷右腳，需要醫療

費$1500...。還有我昔日越南母會一位年輕

傳道人得肺炎和肺積水，也需要幫助醫療

費。請代禱幫忙籌款。我也正在我教會群

組上呼籲，求主感動為這些有需要的肢體

預備一切所需的。假如我籌夠了就不麻煩

你。

Andrew 陳弟兄(福建來/水電工)在西南

國語教會群組看到我轉貼越南華人教會牧

師脚斷需開刀與神學院師生遭新冠感染…

他說願意愛心捐款$1000，潘思牡$200，匡

琳$200 (西區教會)。
上完成人主日學後，筆者送林楊琦媽

媽(88歲)回家，林媽媽留我一起吃午餐，

我協助她煮蕃茄湯，雞蛋炒四季豆、紅蘿

蔔、玉米粒、長江豆等，配上墨西哥餅。

林媽媽說請我幫忙她愛心捐款$200給
越南華人牧師腳斷開刀用。

我們同心為教會聘牧事暨晚星公寓幾

位長輩與尚未得救的長輩禱告，禱告結束

後離去。

出門看到小林姐妹來要去鄭阿姨家坐

坐，邀我一起去探望，我也一起去。

小林姐妹說:主日我陪鄭阿姨(94歲)一
起在家上網作主日禮拜與上朱敏老師的成

人主日學。

也照顧鄭阿姨一起吃早餐、午餐、晚

餐，晚餐她愛心作西餐~烤豬排，沙拉，烤

香蕉核桃杯蛋糕，玉米杯蛋糕...，也分送

我一份她做的美食與甜點(少油少糖)。
我們一起交談今天梁德舜牧師主日信

息回響與為世界各地疫情代禱。小林姐妹

年輕，身體好，在晚星公寓她熱心愛心願

意助人為快樂之本，常常親手烘培甜點(少
油少糖) 暨她做的飯食分送給老人公寓的

中外長者們，遇到鄰居越南太太生病，她

也會主動愛心去幫助送飯食給她們。她說

雖然越南人多信佛教燒香拜拜，我是基督

徒，更要用基督耶穌的愛去幫助她們(越南

太太)愛心無國界。

8/1(主日)
在西南國語教

會成人主日學"信仰

生活班"我回應今天

主日禮拜講員梁德舜牧師講道時提及馬來

西亞疫情嚴重，許多人生活困苦，有人自

殺，有的全家自殺，活不下去，有人發起"
舉白旗"運動......。

梁牧師看到馬國新聞報導後，也打電

話給馬國基督教浸信會聯會關心，也把

消息放在他的facebook臉書上，有梁牧師

在紐西蘭、加拿大、美國等朋友們熱烈回

響，樂意響應愛心捐款，幫助馬國人民共

渡困難，梁牧師說他很欣賞台灣”宇宙

光”機構有名言說；”在別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責任"。

我也回響4/24收到迪拜李師母來信，

懇請我幫助遭車禍的陳弟兄開刀募款...陳
弟兄4/12走在人行道上時，突遭一輛白車

酒駕者撞飛他，車禍後，左腳斷需要開刀

與頸椎6-7受傷需要開刀...。
4/28經過禱告，我對主耶穌說，我可

以寫愛心捐款代禱信給朋友，求主耶穌幫

助，聖靈感動人來愛心捐款...遂發起愛心

捐款..."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兩次手術/住院費需要各繳款$20,000。
感謝神同在，在疫情期間籌款，真的

是看到經歷到"神蹟中的神蹟"，榮耀歸給

天父，是祂作成新事，在曠野開道路，在

沙漠開江河。聖靈感動我的朋友們(愛心

天使)自台灣/台北，台中，高雄，美國各

州/費城、北加州、休士頓、達拉斯、北卡

州、紐約水牛城、Austin, TX、巴拿馬、

中國北京、四川、香港等慷慨解囊幫助陳

弟兄5/17(左腳開刀)，7/5(頸椎開刀)完成兩

次手術。

7/26收到賓州費城許佩文姐來信，她

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主啊，為何袮賜今天天清雲朗；而我

心卻滿是煩惱？為何袮賜滿桌豐盛食品；

而我卻食之無味，飲而不甘？我不說話，

面色必定難看，也沒有和妻子對視……。

主啊，為何我忙碌整日；夜卻不能安

眠？面對那可愛的小外孫，他在笑著，像盛

開的杜鵑；而我的心卻像板結龜裂的旱田？

不，並不是經濟拮据，並不是疾病

來襲，更不是臨考忙亂，也不是投資失

利……。

說來難以置信，聽來令人驚奇，無非

是些雞毛蒜皮的爭執，在一天二十四小時

內發生而已。

晚餐前，妻子利用做飯的空檔在看中

央台的「天天美食」節目。她大聲喊我：「快

來看啊，教你怎樣做餡餅。」因為家中麵

食大多由我操持。我們一起看了，並預告明

天教做芹菜牛肉餡的。妻子興致勃勃地說：

「記著，別用和麵機，麵就用手和，要稀軟

的，這很容易。」我說：「我還是用和麵機，

多用些水就行了。」她面有慍色，馬上說：

「電視上專門講了，用手和就行。」我一

句就頂了回去：「用手和的事你們做吧，

我做就是用和麵機……。」當下鴉雀無聲。

我心裡想著，為甚麼限定不能用和麵

機呢？手和麵弄得胳膊酸

不說，兩手還沾滿了麵粉，

容器也難清洗，這是何

苦？

次日早上十點四十五

分，正是餵小外孫一頓糊

狀食物的時間。妻子仔仔

細細調好乾奶粉、紅蘿蔔

汁和蘋果泥混合的糊糊。

小外孫還沒等她坐下，就

高興得手舞足蹈，咿咿啞

啞地發出歡呼。我在餐桌旁不

耐煩地翻閱著甚麼書，一會兒

就聽見小外孫吧嗒著嘴香香地

品食他的美味了。僅僅幾分鐘，

伴隨著妻用湯匙搜刮著小杯的

邊緣，立即傳來小外孫哇哇大

哭的聲音。我沒好氣地站起來

說：「又沒啦！妳弄多點成不

成？剩下比不足強啊！」她也

大聲喊起來：「你知道甚麼！

他糊糊要是吃多了，等會兒就不吃奶了！」

我也不讓步，說：「總之要寧多勿少，別

影響孩子發育！」我正準備逃離爭執之地，

就聽見她委屈地說：「我影響誰家孩子發育

啦！兒子高高大大，女兒婷婷玉立，不都是

我餵大的呀！」我想，再不走，就得聽她不

停地申訴和嗚嗚的哭聲了，趕忙溜之大吉。

心裡沒好氣地想，兒子身高快一米八，妳以

為夠了，我還想他一米九呢！

這話我還沒有出口，妻子已經在擦眼

淚了。其實這話我肯定過去就說過，傷過她

的心了。

接下來的午飯吃得簡單又安靜。午覺

比往日早醒半個多小時，睡得不好，也無話

可說。

趁著小外孫午覺未醒，打開電視看。

我坐沙發東頭，妻子坐沙發西頭。

連續劇「秘密圖紙」越來越引人入勝

了。這是發生在家鄉廣州的故事。六十年代

初，部隊偵察參謀陳亮令人驚異地突然提出

要和妻子——公安局優秀偵察員石雲離婚；

而這時恰是他們共同負責偵破重大案件之

際。更可疑的是，陳亮不顧組織的勸阻，與

身份來歷都不明的，酷似其亡妻的劉梅頻繁

來往。劉梅有重大涉案嫌疑！可案情竟然發

展到了陳亮拋妻棄子與劉

梅雙雙逃逸。

面對如此緊張的故

事，誰都很難保持平靜，

終於有了共同關心的話題

使我們可以「拋棄前嫌，

求同存異」了。

「陳亮真不像話！

喪失原則，沒有道德的底

線！」西邊的聲音傳過

來。

「我看這是特工的

臥底安排……」東邊自言

自語。

「安排？甚麼時候

安排的？你看見誰安排了？分明就是男女

私情，道德敗壞！」這又是西邊的聲音。

好在屏幕上出現了字幕——本集結

束。

總是話不投機！「冷戰」的信號已經

出現，簡單的對話早已傳達出雙方爭競的信

息。

我立刻到樓上去上網。妻子又開始張

羅晚餐，不時和女兒一起兼顧睡醒覺的小外

孫。

到了晚餐的時候，我不得不暗自讚歎

妻子的心靈手巧。米粉蒸排骨和燒鱸魚、節

瓜湯，都富有營養而且鮮美可口，都是她平

時學習烹飪的結果。

可是吃飯的時候，這些話我都沒說出

來，卻冒出淡淡的一句：「這菜很下飯……」

飯後，妻子沉默著開門去散步，當然

沒有向我發出邀請。我坐著沒動。女兒說：

「爸，您也去吧！」我不情願地慢慢出去

了。

晚秋的黃昏使小區的房屋和樹木黝黑

成影，路燈已亮著橙色的光。

妻子在前，我在後，前後相距好幾

十米，要是以前，兩分鐘我就可以趕上去

了，這次我寧願在後面跟著。妻子心裡想甚

麼，我不知道，我卻在想：「這就是我們的

『二十四小時』，雖不像同名的美國大片那

麼緊張，也是劍拔弩張，火藥味濃濃。」怎

麼會這樣？我們已經是過了四十年銀婚，步

入五十年金婚的老伴了！二十四小時之內，

三次矛盾衝突！誰是誰非啊？

望著妻子蹣跚的身影，讓我憶起

四十三年前，在文革中，我被單位造反派拘

押，不讓回家，她來探視的情景。她帶著一

個袋子，裡面放著些蘋果和煮熟的雞蛋，可

就這個袋子，也還要遞給守衛檢查。這忽然

而來的傷感和惻隱，使我內心柔軟下來。聖

靈這時給我一個聲音：「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創世

記二 23）自結婚到現在，不論我健康與否，

榮辱也罷，晉升或是停頓，甚至挫折失敗，

她一直陪伴著我。其實，她並不需要仰仗我

甚麼，無論是學歷、知識、職業、經濟，她

都完全是一個獨立的女性……不，不對，難

道說，如果她並未具備這些，我就可以不尊

重她，不珍愛她嗎？

保持著心裡的靈糧，我不想像往常那

樣迷迷糊糊趕上去，裝模作樣把矛盾化解

了。我隱隱約約地感到，是尋求新的解決方

式的時候了，而這時候，我渴望主，渴望聖

靈！

那一夜，我的心似乎趨於平靜。第二

天早起晨禱，聖經的金句呈現在我的眼前。

保羅說：「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

悅……。」（羅馬書十五 2）而我卻連妻子

也不能叫她喜悅。為甚麼我要在和麵機、糊

糊、甚麼特工臥底上讓她不高興呢？「因為

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

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羅馬

書七 15）
我和妻子、女兒在二○○六年八月廿

七日同時受洗歸主，整整四年過去了，說想

要活出基督的樣式，真是何等艱難啊！我們

和這相距有多遠呢？我總是高看自己，在知

識、經驗、理解事物方面高看自己。「不要

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上帝所分給各

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羅馬書

十二 3）
是非自然可以明辨，道理也並非不能

講清。但這不全靠知識、推理，或者經驗，

還需要將你的愛和真誠巧妙地灌注其中才

行。我們確實在許多說話、做事的時候忽略

了愛的真諦，忽略了「愛人如己」，甚至只

是貫穿了愛自己而傷害了別人。難道「和麵

機的爭論」不就是如此嗎？

保羅說：「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

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

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

得甚麼。」（哥林多前書十三 2）
聖經中保羅所傳講的「最妙的道」這

整段文字，是何等精闢、美妙啊！關於愛的

真諦的論述，兩千多年來，無人能超越這一

經典。為甚麼？這是因為，保羅的體驗正是

源自耶穌基督的最大誡命：「你要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

的了。」（馬可福音十二 30 至 31）
我們常常會使愛與所思、所想、所言、

所行相分離；於是我們也會使說話、做事的

方式、方法錯誤，遭人誤解，或者誤解他

人、傷及他人。我總算明白了，日理萬機也

好，日逢一人、一事、一言、一行也罷，我

們正確處理的訣要就是將愛貫穿其中。

啊，保守我們自己的心吧！是主將偉

大的愛賜給了我們。我們每時每刻都不可忘

記愛主，因為我們必須愛主，也就應該愛

人。愛人，乃是遵從主的教導，乃是為了榮

耀主名；但是愛主更應甚於愛人，因為主的

愛正是我們一切愛的源頭。

（文載自［中信］）

當聖靈的引導並推動時，心才會渴慕

神。

「上帝啊，祢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

的尋求祢。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

祢，我的心切慕祢。」詩篇 63:1 
07/29/21 英文每日金句

“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shall be 

satisfied. Matthrew 5: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

飽足。馬太福音 5:6 
07/29/21 金玉良言

謙卑的人是從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勇

敢面對，渴慕神；自卑感的人，是從別人

的眼光看自己，拒絕改變，退縮。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拜對、拜錯？結局兩樣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

那又真又活的神。帖撒羅尼迦前書 1：9
偶像是人刻的，有眼不能見，有口不

能言，穿金戴銀，讓人望而生畏，不得不

拜。拜後，人依然故我。

獨一真神是靈，人眼看不見，人手摸

不著，但祂確實存在。拜祂，要用心靈和誠

實，不用祭品，不必燒香，不需花錢消災。

真神是誰？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

獨生子（耶穌）將祂表明出來。所以，信耶

穌，就是拜對神！

許多獄中人，過去亂拜，多次坐牢，

脫離不了犯罪漩渦。後來信了耶穌，經歷耶

穌復活的大能，生命更新，心中有靈，從此

就不再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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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一位高考623分的外卖

小哥走红网络。

外卖小哥王威本来是一位学霸，可

他在大学期间沉迷游戏，什么也不做，

一个学期下来挂科无数，最终只能退学

。

他放弃了读书学习的大好时光踏入

社会，可身无所长的他四处碰壁，最终

只能靠送外卖来维持生活。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染上了网瘾。

孩子一旦沉迷网络，就会因此陷入

简单粗暴的网络世界，以此逃避现实生

活中的种种矛盾。

很多父母只看到了表象，却看不清

网瘾背后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

其实，孩子沉迷网络多半是父母的

问题，比起社会、学校的监管教育，父

母更应该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

只有父母改变行为观念，从本质和

根源入手，才能更好帮助孩子从网瘾的

泥沼中脱身。

孩子沉迷网络，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前几天，亲戚家的孩子周岁生日，

在家门口办席。

饭后众人离席，主人便开始组织休

闲娱乐。其中，有些带孩子的父母为了

不被孩子打扰，便直接将手机交给了孩

子。

还有些父母嫌孩子太闹腾惹事，精

力过于旺盛，也顺便把手机给了孩子。

这些拿到父母手机的孩子，不一

会儿就入迷地安静了下来，甚至连晚

餐都还抱着手机不肯放，惹来了家长

的不快：“就知道玩手机游戏，还能

干什么！”

这一说，孩子便委屈上了：“不是

你把手机给我玩的吗？”

父母一时语塞，强行收走了手机，

孩子乖巧吃饭后，这事便作罢了。

一场饭局，父母们的休闲娱乐得到

了满足，孩子们的休闲娱乐却被困在了

手机里。

如此反复，父母既没有告诉孩子应

该如何度过空暇时光，也没有耐心陪孩

子尽兴娱乐，只是用行动给孩子创造了

沉迷网络的机会。

与其说是孩子想玩手机

游戏，不如说是只顾自己休

闲娱乐的父母，缺乏对孩子

耐心细致的陪伴和回应。

父母作为孩子网瘾的第

一道防护锁，为了自我愉悦

，亲手把钥匙交给了孩子，

却还责备孩子不知进取。

明智的父母会提前对孩

子的行程做好安排，而不是

放任自流，不管不顾。

对孩子来说，手机游戏

能获得短暂的乐趣，但当孩

子过度沉迷网络时，父母就

该弥补回以往缺失的陪伴。

沉迷网络的孩子会迷失
自我，荒废青春

《焦点访谈》栏目中曾

经讲过一个13岁就打算辍学

，整天浑浑噩噩的孩子——

小光。

他前十二年一直都是老

师心目中的榜样，年级前三

的常客，满墙的奖状更是让

他成为了父母的骄傲。

可小光却有着不为人知

的烦恼，与他交好的朋友都

在玩着游戏，导致他无法和他们有共同

话题。

一番探索之下，小光开始了他的手

机游戏之旅。

这一年，小光的成绩出奇的差，成

为了年级的后三名，这一变化令家长揪

心不已。

不仅如此，在访谈的镜头下，当记

者提及，你还想再拿一些奖状吗？

小光答道：“不想，学习累，想着

想着就烦了。游戏好，不用思考，纯靠

打就行。”

这一回答，彻底寒了全家人的心。

区区游戏段位，就成为了小光每一

天活下去的人生目标。

一个正值青春的少年，本该接受知

识的洗礼，却被游戏遮蔽了身心，迷失

了自我，甚至还想荒废掉自己的青春。

沉迷游戏世界，终归是一场春秋大

梦。梦一旦醒来，现实会是何等残酷！

唯有奋斗，才能永葆青春，唯有奋

斗的青春，才是生机盎然的。年少的青

春，比起托付给网络，更该托付给奋斗

的自己。

父母该如何解救沉迷网络的孩子？

父母引导孩子涉足网络，却忘了凡

事都有两面性，只看到了眼前的好处，

却忽视了之后所要承受的后果。

聪明的父母，在遇到孩子沉迷网络

时，会这样解救：

1.约好时长，及时提醒

首先把孩子接触过的游戏进行分类

，基本上这些游戏可划分为组队战斗类

和点击任务类，简单的说就是退出慢和

退出快的游戏。

当距离与孩子约定好的结束时长还

剩30分钟时，可对孩子进行一次提醒，

让他自行调整游戏种类。

比起强行的关闭电脑和断网，教会

孩子具体可行的约束自我的方法，更能

让孩子感受到自主的乐趣。

父母主动提醒，孩子才能化被动为

主动。

2.挖掘特长，找到兴趣

拥有特长的孩子，品性之中拥有着

自律的坚定和自主的拒绝。

很多孩子觉得生活无聊就在于毫无

特长，这就导致了孩子的生活单调，只

能围绕着手机游戏打发时间。

父母可以试着帮孩子找到他们所热

爱的事物。拥有兴趣爱好的孩子，才不

会把时间通通消磨在网络上。

3.注重陪伴，重回亲密

想让孩子减少对网络的沉迷度，父

母的陪伴必不可少。

在孩子的空暇时间，父母需要有耐

心和尊重，陪着孩子一起尽情放松。

这样，不仅能拉近彼此的距离，还

会让孩子享受和家人一起共度的亲密时

光。

父母无条件的陪护就是孩子最好的

游戏。

沉迷网络的孩子盼望着父母的解救

，救下的不只是孩子，还有父母自己。

睿智的父母养育孩子，不单单只关

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吃饱穿暖，更在意

孩子的心理健康。

他们给孩子尊重和自主，同时又乐

意成为孩子的解忧杂货店，让孩子在欢

声笑语中稳步成长。

愿天下父母都能将沉迷网络的孩子

孕育成才，也愿孩子们能摆脱网瘾，收

获真正的快乐。

孩子沉迷网络不要慌
做到这几点，才是智慧型的父母

近日，有网友在求助：“如何回答

孩子「为什么大人喜欢玩手机」这个问

题？”

求助一经发出，引发无数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孩子对自己不能玩手

机的抱怨，有人则直接建议可以用孩子

喜欢的糖果和玩具做比喻，向孩子坦承

手机的“吸引力”。

事实上，当孩子问出这句话时，

很多家长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那就

是孩子正在委婉的表达自己的需求：

他们希望家长能放下手机，多陪陪他

们。

有些家长可能会疑惑，孩子玩的东

西又不适合家长，边看手机边陪伴，总

比彻底冷落孩子要好吧？

当然不好，家长的这种错误想法，

不仅过分看轻了“手机式”陪伴的危害

，还极容易让孩子产生误解，造成亲子

关系紧张。

“手机式”陪伴，是一种无效陪伴

父母经常和孩子一起玩耍、交流，

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得到全面的发展，

减少他们出现人格障碍的风险。

孩子和父母在一起时，会特别期望

与父母产生互动，并获得父母的关注。

家长在陪伴孩子时低头玩手机，难

免会忽略孩子，被忽略的孩子很可能会

通过发脾气、扔东西、捣乱等行为，吸

引家长的注意。

一旦孩子发现，只有通过这种“非

常规”的方式才能引起家长关注时，很

容易造成心理失衡，严重影响其性格塑

造和行为习惯的养成。

动画短片《爸爸看我一眼》里曾有

这样一段台词：

“孩子的成长就好比一部连续剧，

从第1集到20集，他会慢慢改变，电视

剧不看，我们可以补，但孩子的成长只

有一次，现在不看，以后永远也看不了

。”

陪伴孩子，家长如果一直拿着手机

“走形式”，孩子就感受不到其中的爱

，只有放下手机，把关注点放在孩子身

上，才能达成最大程度的亲子交流。

多看看孩子吧，切勿等到错过了才

后悔。

让孩子知道家长为什么“玩”手机

很重要

闺蜜吐槽，儿子在前几天在家庭聚

会上让她很心塞。

原来，聚会期间，有人让每个小孩

子都回答自己的妈妈干什么最厉害，别

的孩子不是回答做饭、做家务，就是说

工作、打字，她家儿子却大声回答：

“我妈妈玩手机最厉害，可以玩一

整天都不累。”

饭桌上一片笑声，闺蜜尴尬到恨不

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事实上，闺蜜的工作是健康食品的

推广，日常工作离不开手机，经常是边

带孩子边用手机回复客户信息、下订单

等。

有时候遇上搞活动，一忙就是一整

天。

闺蜜虽然平常从不让儿子碰手机，

但是孩子总觉得手机里有好玩的东西，

他总觉得妈妈是被手机里有趣的东西所

吸引，看手机就是在玩。

萧伯纳曾说：“交流中最大的问题

，是其中产生的错觉。”

当家长不准孩子碰手机，自己却频

繁使用时，一定要和孩子解释清楚，你

并不是在玩，而是在工作，必要时还应

向孩子展示工作的内容。

千万不能认为孩子小、不懂事就随

意“搪塞”他，这只会让孩子产生误解

，徒增对家长的不信任。

家长如何做到高质量的陪伴

李玫瑾教授曾说：“在孩子早期教

育中，父母的精心陪伴才能获得孩子持

久的心理影响力。”

作为联结当代人工作、生活、娱乐

的重要工具，很多事务都要在手机上完

成。

家长要想在陪伴孩子时减少手机的

干扰，给予孩子充足的爱意和安全感，

不妨试着做好以下几点：

1. 陪伴孩子前先把事情处理好

家长尽量在工作时间处理好自己的

事务，可以提前告知圈内的朋友、客户

、老板等，自己正在陪孩子，暂时不方

便回信息，有急事电话联系。

这样即使有未能及时回复的信息，

因为事前的告知，事后解释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对方的不满，得到理解。

事后，在没有孩子干扰的情况下进

行处理，更有利于保证事件处理的效率

和质量。

2. 陪玩过程中使用手机，可以征求

孩子的意见

有时候工作的“意外”是难以预料

的，在陪伴孩子时，当遇上必须马上处

理的重要信息，或有紧急的电话要接听

，家长可以多做一步，就是跟孩子说明

情况，征求孩子的意见后再去落实，一

般来说孩子都能体谅。

即使未能做到事先征询，也可以事

后向孩子道歉说明，让孩子感受到你对

他的尊重和重视。

3. 把陪玩质量最大化

家长陪伴孩子时，总觉得孩子精力

旺盛，自己一直陪玩实在太累了，希望

能在陪伴和休息之间找到平衡。

这时候家长不妨尝试著名的“123

”教育法则：

每天1次，每次20分钟，家长选择

和孩子做 3 件事的任意1件，这3件事

分别是一起读书、一起玩游戏、一起聊

天。

通过专注投入，把每一次陪玩的效

率和质量最大化，让孩子在家长的陪玩

中感受到满满的爱意和温馨的呵护。

这样即使家长偶尔“开小差”，对

孩子情绪照顾不及时，孩子也不会因此

觉得爸妈不爱自己，各种寻求关注。

《穷爸爸，富爸爸》中有这样一句

话：“世界上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就是亲

子关系。”

而这种投资不仅体现在金钱上，还

要附加更多的爱和情感的投入。

希望每位家长都能重视这种投资，

在生活中给予孩子足够的陪伴，识别出

孩子每个问题背后隐藏的疑惑，了解孩

子真正的想法和需求。

最终给出孩子想要的答案，收获和

谐的亲子关系。

陪着≠陪伴，“手机式”陪伴
正在消耗你跟孩子和谐的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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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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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今年東京奧運會籃球場上充滿了今年東京奧運會籃球場上充滿了NBANBA球員球員,,
除了美國隊清一色為除了美國隊清一色為NBANBA本土球員外本土球員外,, 其他其他1111
個國家都有個國家都有NBANBA老中青球員在陣中老中青球員在陣中,, 包括現役包括現役
球員球員 4848 名名,, 退役老將退役老將 1616 位位,, 總共有總共有 6464 名經過名經過
NBANBA認證的球員認證的球員,, 所以東奧會幾乎一半球員出所以東奧會幾乎一半球員出
身於身於 NBA,NBA, 美國美國 NBANBA 已強力主宰東京奧運會已強力主宰東京奧運會,,
這是不爭的事實這是不爭的事實,, 也是未來的趨勢也是未來的趨勢。。

今年澳洲隊有今年澳洲隊有66名名NBANBA球員球員,, 如果紐約籃網如果紐約籃網
隊巨星厄文與費城隊巨星厄文與費城 7676 人隊戰將西蒙斯加盟的人隊戰將西蒙斯加盟的
話話,, 實力真了不得實力真了不得。。在第一場比賽打敗美國的法在第一場比賽打敗美國的法
國隊則有國隊則有NBANBA近三年最佳防守大將魯迪近三年最佳防守大將魯迪••戈貝戈貝
爾在內的爾在內的 55 位位 NBANBA 球星球星,, 如其他如其他 77 位法國籍位法國籍
NBANBA球員也效勞的話球員也效勞的話,, 將成為另一支全將成為另一支全NBANBA的的
隊伍隊伍,,所以各國在所以各國在NBANBA球員助陣下球員助陣下,, 打敗美國已打敗美國已
不是奇蹟了不是奇蹟了。。

奧運會自從奧運會自從19921992年開放年開放NBANBA球員參球員參
加後加後,, 美國曾派出史上最強美夢隊出美國曾派出史上最強美夢隊出
賽賽,,全勝奪得金牌全勝奪得金牌，，平均每場大贏平均每場大贏4343..88
分之多分之多。。不過在不過在 19961996 年雖依舊是金年雖依舊是金
牌牌,, 但勝分已減為但勝分已減為 3232..33 分分，，到了到了 20002000
年奪冠時每場勝分又降到年奪冠時每場勝分又降到 2121..66 分分。。
20042004年是美國奧運會最淒慘一年年是美國奧運會最淒慘一年,,平平
均每場只勝均每場只勝77..77分分，，更連輸更連輸33場場，，拿到拿到
了銅牌了銅牌。。

美國隊在美國隊在20082008年北京奧運時推出年北京奧運時推出
一支王牌一支王牌NBANBA隊伍隊伍，，所以重奪金牌所以重奪金牌，，
但但20122012年在倫敦奧運則是於驚濤駭年在倫敦奧運則是於驚濤駭
浪中贏得王冠浪中贏得王冠,, 並於並於20162016年在最後關年在最後關
頭險勝西班牙而三連冠成功頭險勝西班牙而三連冠成功,, 但是在但是在
20192019 年世界盃籃球賽時年世界盃籃球賽時,,由三流的由三流的
NBANBA球員代表的美國隊竟然一輸再球員代表的美國隊竟然一輸再

輸輸,,只打到第七名只打到第七名,, 是美國隊歷史上成績最差的是美國隊歷史上成績最差的
一次國際籃球大賽一次國際籃球大賽！！

美國隊在一次一次不順遂比賽中似乎已悟出美國隊在一次一次不順遂比賽中似乎已悟出
一個真理一個真理：：如不派出最精銳的如不派出最精銳的NBANBA球星去參加球星去參加，，
無論奧運賽或世界賽無論奧運賽或世界賽，，都可能敗陣都可能敗陣，，原因很簡原因很簡
單單，，世界各國一流好手都來到世界各國一流好手都來到NBANBA來磨練來磨練，，吸取吸取
經驗經驗，，然後他們又回到自己的祖國去對付美國然後他們又回到自己的祖國去對付美國！！

由於許多本土由於許多本土 NBANBA 明星球員不願代表美國明星球員不願代表美國
參賽參賽,, 所以美國隊今年的陣容是近些年來最不所以美國隊今年的陣容是近些年來最不
精銳的精銳的,, 再加上再加上NBANBA上個球季賽程延後上個球季賽程延後,, 有有33位位
入選的球員完全沒有參加集訓入選的球員完全沒有參加集訓,,打完打完NBANBA冠軍冠軍
決賽後就匆匆忙忙趕到東京報到決賽後就匆匆忙忙趕到東京報到,, 全隊戰力受全隊戰力受
損損,,目前的戰績是目前的戰績是 11 勝勝 11 負負,, 進入決賽應不成問進入決賽應不成問
題題,,但想要奪取金牌困難重重但想要奪取金牌困難重重,, 只能以少輸為贏只能以少輸為贏
的心態去應戰了的心態去應戰了。。

田徑王國牙買加短跑女飛人伊萊田徑王國牙買加短跑女飛人伊萊．．湯普森湯普森--赫赫
拉拉(Elaine Thompson Herah)(Elaine Thompson Herah) 在東京奧運會在東京奧運會100100公公
尺競賽中以尺競賽中以 1010..6161 秒搶走了金牌秒搶走了金牌,, 而且打破了而且打破了
19881988年美國花蝴蝶年美國花蝴蝶Flo-JoFlo-Jo喬娜在漢城所創下的喬娜在漢城所創下的
1010..6262 秒奧運紀錄秒奧運紀錄,, 距離喬娜在當年奧運前所創距離喬娜在當年奧運前所創
下的下的1010..4949秒世界紀錄僅僅差了零點秒世界紀錄僅僅差了零點1313秒秒,, 赫拉赫拉
現在已成為世界跑得最快的女人現在已成為世界跑得最快的女人,, 她閃電般的速她閃電般的速
度實在太驚人了度實在太驚人了!!

湯普森湯普森--赫拉這次能奪金牌赫拉這次能奪金牌,,連她自己都不敢連她自己都不敢
相信相信,, 最主要原因是她在今年受到阿基里斯腱最主要原因是她在今年受到阿基里斯腱
傷傷,, 嚴重影響成績嚴重影響成績,,而且一直在退步而且一直在退步,,幾乎讓她失幾乎讓她失
去進入國家隊的機會去進入國家隊的機會,,所以在代表隊選拔賽時她所以在代表隊選拔賽時她
強忍著傷痛只以第三名成績入圍強忍著傷痛只以第三名成績入圍,, 輸給了兩位強輸給了兩位強
勁的對手費絲勁的對手費絲(Shelly-Ann Fraser-Pryce)(Shelly-Ann Fraser-Pryce) 與傑克與傑克
森森(Shericka Jackson)(Shericka Jackson)，，因此儘管赫拉是上一屆里約因此儘管赫拉是上一屆里約

熱內盧的金牌得主熱內盧的金牌得主,, 但從她今年的體能但從她今年的體能
狀況來看狀況來看,, 想要衛冕成功的難度相當高想要衛冕成功的難度相當高。。

但田徑場上的競技瞬息萬變但田徑場上的競技瞬息萬變,,沒想到沒想到
赫拉竟能克服萬難赫拉竟能克服萬難,,在預賽中輕鬆入圍在預賽中輕鬆入圍,,
並於決賽裡一開跑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並於決賽裡一開跑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
飛奔而出飛奔而出,, 尚未到終點她就自信滿滿的尚未到終點她就自信滿滿的
手指左前方的計分牌手指左前方的計分牌,,像是在告訴世人像是在告訴世人
她即將打破紀錄她即將打破紀錄,, 果真如此果真如此,,她果真做她果真做
了了，，而且在國內快過她的費絲與傑克森而且在國內快過她的費絲與傑克森
只拿到了銀牌與銅牌只拿到了銀牌與銅牌。。赫拉在賽後激動赫拉在賽後激動
地說道地說道::““兩個月前兩個月前，，可能是一個半月前可能是一個半月前，，
我沒想到我今天能站在這裏我沒想到我今天能站在這裏!!””她深吸了她深吸了
一口氣一口氣，，勉強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說勉強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說::””在在
比賽開始前我感到非常痛苦比賽開始前我感到非常痛苦,,但我保持但我保持
鎮靜鎮靜,,我相信我自己我相信我自己!!””

這次牙買加女將的大獲全勝進一步鞏固了這這次牙買加女將的大獲全勝進一步鞏固了這
個島國在短跑領域的霸主地位個島國在短跑領域的霸主地位;;同時也標誌着在同時也標誌着在
過去四屆奧運會中過去四屆奧運會中，，第二次有三名牙買加女子獲第二次有三名牙買加女子獲
得了得了100100公尺的全部獎牌公尺的全部獎牌,,上次出現這樣的景象上次出現這樣的景象
是在是在2008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年的北京奧運會。。

儘管赫拉的奧運成績比起她們國家的男子世儘管赫拉的奧運成績比起她們國家的男子世
界第一飛毛腿奧運界第一飛毛腿奧運””三連霸三連霸””的尤塞恩‧波特的尤塞恩‧波特
(Usain Bolt)(Usain Bolt) 所創下的所創下的99秒秒6363奧運記錄還慢了近奧運記錄還慢了近11
秒鐘秒鐘,,而且遠在一九一二年美國短跑飛人唐那德而且遠在一九一二年美國短跑飛人唐那德
‧李平考特‧李平考特(Donald Lippincott)(Donald Lippincott)已在瑞典斯德哥已在瑞典斯德哥
爾摩奧運會上跑出了爾摩奧運會上跑出了1010秒秒66的成績的成績，”，”十秒障礙十秒障礙””
((1010-second barrier)-second barrier)在經過了在經過了100100年才被突破年才被突破,,現在現在
女飛人想要去突破這個障礙女飛人想要去突破這個障礙,,恐怕還得等待另外恐怕還得等待另外
的的100100年吧年吧!!

如果不是西蒙如果不是西蒙••拜爾斯拜爾斯（（Simone BilesSimone Biles））退出退出
東京奧運會的比賽東京奧運會的比賽,, 李蘇妮莎李蘇妮莎(Sunisa Lee)(Sunisa Lee)就不就不
太可能取代她成為美國體操隊的領軍人物太可能取代她成為美國體操隊的領軍人物,, 並並
在女子體操全能項目中贏得一面金牌在女子體操全能項目中贏得一面金牌，，一面原一面原
本穩穩屬於拜爾斯的金牌本穩穩屬於拜爾斯的金牌。。由於拜爾斯以心理由於拜爾斯以心理
健康不佳為由退出了比賽健康不佳為由退出了比賽,, 李蘇妮莎於是好好李蘇妮莎於是好好
的把握了機會的把握了機會,, 淋漓盡致的展現了自己精湛卓淋漓盡致的展現了自己精湛卓
越的體操技能越的體操技能,, 在跳馬在跳馬、、高低槓高低槓、、平衡木與地板平衡木與地板
44個項目總積分擊敗其他各國對手而奪下那一個項目總積分擊敗其他各國對手而奪下那一
面原本並未期待的金牌面原本並未期待的金牌。。

機會永遠屬於有實力的人機會永遠屬於有實力的人,,是的是的,, 機會來了機會來了,,
現在機會終於落到這一位幸運的現在機會終於落到這一位幸運的 1818 歲苗族歲苗族
（（HmongHmong））姑娘身上了姑娘身上了,, 她緊緊的握住了這個得她緊緊的握住了這個得
來不易的機會來不易的機會,, 一舉成功了一舉成功了,, 就像多年前林書就像多年前林書
豪因為紐約尼克隊的明星球員安東尼因傷不豪因為紐約尼克隊的明星球員安東尼因傷不
能出賽能出賽,, 而讓他有機會先發上場而讓他有機會先發上場,, 林書豪當時林書豪當時

戰戰兢兢把握住機會戰戰兢兢把握住機會,, 創造了創造了NBANBA歷歷
史上的史上的””林來瘋林來瘋”（”（LinsanityLinsanity））奇蹟奇蹟,, 迄迄
今仍讓人津津樂道今仍讓人津津樂道。。

對李蘇妮莎而言對李蘇妮莎而言,, 她的成功也像林她的成功也像林
書豪一樣絕非偶然書豪一樣絕非偶然,, 她當然也是靠著她當然也是靠著
自己日夜苦練才能夠成功的自己日夜苦練才能夠成功的，，她的父她的父
親向親向NBCNBC電視台記者說電視台記者說::””我鼓勵她我鼓勵她,,
不過她成功的秘密還是在她自己不過她成功的秘密還是在她自己，，她她
樂觀開朗樂觀開朗,,不怕吃苦不怕吃苦。”。”

李蘇妮莎的父母親是在李蘇妮莎的父母親是在7070年代來年代來
自寮國的苗族難民自寮國的苗族難民,, 美國政府把他們美國政府把他們
安置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安置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因為李因為李
蘇妮莎從小在體操方面展現了天賦蘇妮莎從小在體操方面展現了天賦，，
所以她的父親在家裡後院親手為她釘所以她的父親在家裡後院親手為她釘
製了一個簡單的平衡木做為練習器製了一個簡單的平衡木做為練習器

材材,, 這也成為她日夜苦練的地方這也成為她日夜苦練的地方,, 可以想見她可以想見她
所付出的心血有多少所付出的心血有多少,, 期間她曾遭受過傷痛之期間她曾遭受過傷痛之
苦苦,, 但都能克服難關但都能克服難關,, 兩年前在參加全美選拔兩年前在參加全美選拔
賽前夕賽前夕,, 她的父親因幫助友人修剪樹木從梯子她的父親因幫助友人修剪樹木從梯子
上跌落下來上跌落下來,,造成下半身癱瘓造成下半身癱瘓,, 孝順的她一度考孝順的她一度考
慮退出比賽以照顧父親慮退出比賽以照顧父親,, 但在父親鼓勵下強忍但在父親鼓勵下強忍
哀傷參加比賽而獲得第二名哀傷參加比賽而獲得第二名,, 僅次於拜爾斯僅次於拜爾斯。。

去年因為新冠疫情去年因為新冠疫情,, 不但東京奧運會延後不但東京奧運會延後,,
而且李蘇妮莎的兩個家族親人還因新冠去世而且李蘇妮莎的兩個家族親人還因新冠去世,,
小小年紀的她遭逢了一波又一波挫折小小年紀的她遭逢了一波又一波挫折,, 但她都但她都
熬過來了熬過來了,, 現在上天眷顧她現在上天眷顧她,,給了她機會給了她機會,, 讓她讓她
一夜之間成為東京奧運會的風雲人物以及苗一夜之間成為東京奧運會的風雲人物以及苗
族的女英雄族的女英雄,,璀璨亮麗的前程正在她前頭璀璨亮麗的前程正在她前頭,, 未來未來
幾天她還有可能在體操單項比賽中奪牌幾天她還有可能在體操單項比賽中奪牌,, 就讓就讓
我們衷心的祝福這一位幸運的苗族小姑娘吧我們衷心的祝福這一位幸運的苗族小姑娘吧!!

今年東京奧運會再過幾天就結束了今年東京奧運會再過幾天就結束了,, 但是人口但是人口
1313..66億億,,僅次於中國僅次於中國,,居世界第二多的印度卻連一居世界第二多的印度卻連一
面金牌都拿不到面金牌都拿不到,, 迄今為止只贏得兩面銀牌和三迄今為止只贏得兩面銀牌和三
面銅牌面銅牌,, 排名第排名第 6666 位位,, 遠遠落於許多小國之後遠遠落於許多小國之後,,
真是匪夷所思真是匪夷所思。。

不過從奧運歷史上來看不過從奧運歷史上來看,,印度一向表現不佳印度一向表現不佳,,
所以今年的成績也不令人意外所以今年的成績也不令人意外,, 很顯然的很顯然的,,印度印度
的體育積弱不振的體育積弱不振,, 奧運會金牌對印度而言奧運會金牌對印度而言,, 似乎似乎
是一個魔咒是一個魔咒,, 像牙買加那麼小的加勒比海地區的像牙買加那麼小的加勒比海地區的
一個島國一個島國,, 在今年在今年100100米短跑比賽中米短跑比賽中,,33位女選手位女選手
才以才以 1010 秒多的時間就包辦了金銀銅三面獎牌秒多的時間就包辦了金銀銅三面獎牌,,
但印度卻從但印度卻從2008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至今年北京奧運會之後至今2323年一年一
面金牌都拿不到面金牌都拿不到,, 而且從而且從 19841984 年洛杉磯奧運到年洛杉磯奧運到
20042004 年雅典奧運共年雅典奧運共2020年間也與金牌無緣年間也與金牌無緣,, 半個半個

世紀來只靠射擊選手賓德拉奪得過一世紀來只靠射擊選手賓德拉奪得過一
面金牌面金牌,, 而從而從19841984至至19961996年更是一面年更是一面
獎牌都拿不到獎牌都拿不到,,或許他們會認為他們國或許他們會認為他們國
家最專精的木球家最專精的木球（（WoodballWoodball））與板球與板球
(cricket)(cricket) 並未列入奧運會項目並未列入奧運會項目,,所以並所以並
不公平不公平,,但是他們在其他全球普及的運但是他們在其他全球普及的運
動中有那樣糟的成績動中有那樣糟的成績,, 印度領導人竟印度領導人竟
不思檢討改進不思檢討改進,, 而國際奧委會也視若而國際奧委會也視若
無睹無睹,, 不給予輔導建議不給予輔導建議,, 眼睜睜看著他眼睜睜看著他
們在體壇自生自滅們在體壇自生自滅,, 那也是挺奇怪的那也是挺奇怪的
事事！！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成績常展現出一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成績常展現出一
個國家地區的硬實力與軟實力個國家地區的硬實力與軟實力,, 但是但是
卻完全顯現不出印度的國力卻完全顯現不出印度的國力,, 事實上事實上
印度在各方面的實力並不弱印度在各方面的實力並不弱,, 而且科而且科
技人才輩出技人才輩出,, 在美國的印度裔更是各在美國的印度裔更是各

方的佼佼者方的佼佼者,, 以最艱澀的英文拼字比賽來說以最艱澀的英文拼字比賽來說,, 每每
年冠軍幾乎都由印度裔包辦年冠軍幾乎都由印度裔包辦,, 在學校裡的課業成在學校裡的課業成
績或比賽績或比賽,, 華裔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就是印度裔華裔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就是印度裔,,
但是到了運動場但是到了運動場,, 他們就完全走樣他們就完全走樣,, 所以印度人所以印度人
顯然非常不重視運動顯然非常不重視運動。。

今年印度派去參加東奧會的選手並不多今年印度派去參加東奧會的選手並不多,, 只在只在
舉重舉重、、羽球羽球、、拳擊與曲棍球等項目得到獎牌拳擊與曲棍球等項目得到獎牌,, 其他其他
都沒有斬獲都沒有斬獲,, 他們不是不想派出眾多選手出征他們不是不想派出眾多選手出征,,
而是因為許多項目必先經過奧會前的資格賽考而是因為許多項目必先經過奧會前的資格賽考
驗驗,, 很不幸的是很不幸的是,,印度選手連資格賽都沒過關印度選手連資格賽都沒過關,, 所所
以無法到東京參賽以無法到東京參賽,, 如果印度教育與體育部門不如果印度教育與體育部門不
從根本政策徹底改變從根本政策徹底改變,, 將來想要培育出體育人將來想要培育出體育人
才是非常困難的才是非常困難的。。

新 西 蘭新 西 蘭 4343 歲 的 舉 重 國 手 哈 芭 德歲 的 舉 重 國 手 哈 芭 德（（LaurelLaurel
HubbardHubbard））這次參加東京奧運會女子這次參加東京奧運會女子8787公斤級比公斤級比
賽特別引人注目賽特別引人注目,, 不僅因為不僅因為””她她””的年紀特別大的年紀特別大,,
更因為更因為 ””她她””是一位從男性變為女性的變性人是一位從男性變為女性的變性人,, ””
她她””是以跨性別身份是以跨性別身份 參賽的先驅參賽的先驅,, 有人贊成有人贊成,,有有
人反對人反對,,除非除非””她她””是參加特別增設的是參加特別增設的””變性人變性人
組組””,,否則比賽是不公平的否則比賽是不公平的。。

女同性戀女同性戀（（LL）、）、男同性戀男同性戀（（GG）、）、雙性戀雙性戀（（BB））與與
跨性別跨性別（（TT））近些年在美國社會已不再具有太多近些年在美國社會已不再具有太多
爭論爭論,, 就連美國最高法院都已判決同性婚姻合就連美國最高法院都已判決同性婚姻合
法化法化,, 他們已享有一般人正常的權利他們已享有一般人正常的權利,, 社會早已社會早已
不存在歧視問題不存在歧視問題,, 但變性人一旦跨進體育競技但變性人一旦跨進體育競技
場就會產生不公平現象場就會產生不公平現象,, 畢竟男女在骨骼和肌畢竟男女在骨骼和肌
肉生理體能上差異巨大肉生理體能上差異巨大,,否則比賽就不需區分男否則比賽就不需區分男

女組了女組了。。
國際奧委會為保障國際奧委會為保障LGBTLGBT參加奧運權參加奧運權

利利,,是在是在20152015年做出決定年做出決定,,變性人並不需變性人並不需
經過變性手術經過變性手術,, 只要服用藥物降低體內只要服用藥物降低體內
男性荷爾蒙男性荷爾蒙,, 在賽前一年睪固酮濃度低在賽前一年睪固酮濃度低
於每公升於每公升 1010 奈米莫耳奈米莫耳（（nanomolenanomole））就可就可
參賽參賽,,所以哈芭德是合格獲准參加的所以哈芭德是合格獲准參加的,, 而而
且她曾先後在且她曾先後在 20172017 年與年與 20192019 年贏得世年贏得世
界運動會與太平洋運動會的舉重金牌界運動會與太平洋運動會的舉重金牌,,
還打破女子記錄還打破女子記錄,, 不過今年在爭奪新西不過今年在爭奪新西
蘭代表選拔賽時蘭代表選拔賽時,, 遭對手嚴正抗議無果遭對手嚴正抗議無果,,
然而原本奪牌有望的她在奧運會表現不然而原本奪牌有望的她在奧運會表現不
佳佳,,抓舉三次都未成功完賽抓舉三次都未成功完賽,,早早輸給了早早輸給了
中國的中國的””女大力士女大力士””李雯雯李雯雯。。

除哈芭德之外除哈芭德之外,,今年還有兩位今年還有兩位””男變男變
女女””變性人參加比賽變性人參加比賽,, 包括加拿大女足球員奎茵包括加拿大女足球員奎茵
（（QuinnQuinn））與美國與美國 BMXBMX 自行車手切爾西沃爾夫自行車手切爾西沃爾夫
(Chelsea Wolfe)(Chelsea Wolfe)。。此外此外,, 芝加哥的莫西耶芝加哥的莫西耶(Chris(Chris
Mosier)Mosier) 則是一位則是一位””女變男女變男””的鐵人三項運動員的鐵人三項運動員,,
這幾年這幾年””他他””已公開參加多項國際比賽已公開參加多項國際比賽,, 原本今原本今
年非常有機會代表美國出賽年非常有機會代表美國出賽,, 最後卻因傷退出最後卻因傷退出,,
使這位使這位””花木蘭花木蘭””未能達成奪牌心願未能達成奪牌心願。。

很顯然的很顯然的,,變性人參加奧運會或其他各項比賽變性人參加奧運會或其他各項比賽
會是一個未來的新趨勢會是一個未來的新趨勢,, 而且必會從爭論的話而且必會從爭論的話
題變成深研的議題題變成深研的議題 ,, 不僅奧委會必須嚴肅面對不僅奧委會必須嚴肅面對,,
而且而且NCAANCAA全美大學體育聯盟以及各國體育組全美大學體育聯盟以及各國體育組
織與單位如不及早邀請醫學專家訂出一套放諸織與單位如不及早邀請醫學專家訂出一套放諸
四海皆準的變性人參賽規則四海皆準的變性人參賽規則,, 將來肯定會爭議將來肯定會爭議
不休的不休的！！

在全球目光垂注下在全球目光垂注下,, 一個名叫拉蒙特一個名叫拉蒙特••雅各雅各
布斯布斯(Lamont Marcell Jacobs)(Lamont Marcell Jacobs)的選手在東京奧運會的選手在東京奧運會
100100公尺男子競賽中以公尺男子競賽中以99..8080 秒的成績為意大利奪秒的成績為意大利奪
得有史以來第一面百米金牌得有史以來第一面百米金牌,, 他成為繼牙買加波他成為繼牙買加波
特之後新的世界短跑王特之後新的世界短跑王。。

雅各布斯的身世特別令人好奇雅各布斯的身世特別令人好奇,, 因為他是出身因為他是出身
於美國德州的美意混血兒於美國德州的美意混血兒,,但他在出生但他在出生2020天後非天後非
裔的父親即到韓國服兵役裔的父親即到韓國服兵役,,於是他隨著義大利籍於是他隨著義大利籍
的母親回到的母親回到””母國母國””成長成長，，雅各布斯曾自述雅各布斯曾自述::””我身我身
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屬於意大利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屬於意大利，，我甚至不會說英我甚至不會說英
語語。。""所以他道道地地是一位意大利人所以他道道地地是一位意大利人,, 而他原先而他原先
主攻的專項是跳遠而非短跑主攻的專項是跳遠而非短跑,, 在田徑場上在田徑場上,, 跳與跳與
跑的力道有所不同跑的力道有所不同,,他能在兩項中出類拔萃他能在兩項中出類拔萃，，除除
表示具有運動天份與苦練外表示具有運動天份與苦練外,,與他一米八八高的與他一米八八高的

身裁優勢不無關係身裁優勢不無關係。。
雅各布斯曾於雅各布斯曾於20162016年以年以77..9595公尺公尺

贏得歐洲地中海贏得歐洲地中海2323歲以下級別跳遠歲以下級別跳遠
冠軍冠軍,,20182018 年轉到年轉到 100100 公尺短跑有公尺短跑有
1010..2828 秒成績秒成績,,次年又跑出次年又跑出 1010..2020 秒秒,,
雖未獲獎牌雖未獲獎牌,, 但已展露潛力但已展露潛力,, 今年他今年他
曾贏得歐洲曾贏得歐洲 6060 米冠軍米冠軍,, 並第一次以並第一次以
99..9595 秒突破秒突破 1010 秒障礙秒障礙,, 現又在東奧現又在東奧
奪冠奪冠,, 進步之神速令人稱奇進步之神速令人稱奇。。
儘管雅各布斯已展現潛力儘管雅各布斯已展現潛力,, 但離波特但離波特
99 秒秒 5858 世界紀錄還有差距世界紀錄還有差距,, 波特有波特有
195195公分高公分高，，手長腳長手長腳長，，跑跑100100公尺只公尺只
需需 4141 步就可衝到目的地步就可衝到目的地，，所以起跑所以起跑
不需衝太快不需衝太快，，真正威力在真正威力在 5050 公尺後公尺後
才爆發才爆發,, 雅各布斯則靠平均速度衝雅各布斯則靠平均速度衝
刺刺。。在年紀上在年紀上,, 波特波特2222歲就創下世界歲就創下世界

紀錄紀錄,, 雅各布斯現已雅各布斯現已2727歲歲,, 想再突破需更大動力想再突破需更大動力。。
世界短跑紀錄不斷快速進步世界短跑紀錄不斷快速進步,, 當當 19841984 年劉易年劉易

斯以九秒九九成績神勇奪下洛杉磯奧運會金牌斯以九秒九九成績神勇奪下洛杉磯奧運會金牌
時時，，其他七位競爭者全都只跑出十秒多的成績其他七位競爭者全都只跑出十秒多的成績，，
但是到了但是到了19881988年漢城奧運會時年漢城奧運會時，，在百米的短跑賽在百米的短跑賽
上上,,劉易斯只以九秒九二的成績贏得第二名劉易斯只以九秒九二的成績贏得第二名，，而當而當
年其他人的成績都在年其他人的成績都在1010 秒以內秒以內,, 並且從此以後並且從此以後,,
1010秒多的成績再也法奪得獎牌秒多的成績再也法奪得獎牌,,使十秒障礙不再使十秒障礙不再
成為什麼障礙成為什麼障礙！！

今年所有跑進決賽的選手都在今年所有跑進決賽的選手都在 1010 秒以內秒以內,, 其其
中以中國選手蘇炳添的成績格外突出中以中國選手蘇炳添的成績格外突出,, 他成為第他成為第
一位越過一位越過99 秒秒9090 大關的亞洲人大關的亞洲人,, 在他的激勵下在他的激勵下,,
將來中國在短跑上必可再突破的將來中國在短跑上必可再突破的!!

髮 HAIR
every morning when he gets upevery morning when he gets up
there is always a small cluster of hairthere is always a small cluster of hair
at the back of his headat the back of his head
raising a rebellious flagraising a rebellious flag

as a libertarianas a libertarian
he insists on never usinghe insists on never using
any placating waxany placating wax
or hot air bloweror hot air blower
only a combonly a comb

每天早上

總有那麼一小撮

在腦後

豎起叛旗

而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

他堅持不用

懷柔的髮蠟

或高溫的吹髮機

除了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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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瑪蘭麵包坊葛瑪蘭麵包坊」」 開放加盟開放加盟
歡迎有志加盟者來電詢問歡迎有志加盟者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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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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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新變體了來新變體了，，比比DeltaDelta變體更兇悍變體更兇悍，，出出
現抗原漂移的現抗原漂移的，，致死率高達致死率高達3535% !% ! 美國美國
日增新病例突破日增新病例突破1010萬萬，，美國首席傳染美國首席傳染
病專家福奇說病專家福奇說：：事情變得更糟糕事情變得更糟糕！！這種這種
新冠病毒的新冠病毒的 新變體就是剛被命名的新變體就是剛被命名的
SARS-CoV-SARS-CoV-22變異株變異株。。根據英國政府根據英國政府
緊急研究發現緊急研究發現，，新冠病毒未來可能出現新冠病毒未來可能出現
””抗原漂移抗原漂移””的變異可能—的變異可能— 也就是當也就是當
病毒突變到一定程度時病毒突變到一定程度時，，先前的抗體不先前的抗體不
再起作用再起作用，，從而導致感染率和死亡率進從而導致感染率和死亡率進
一步增一步增。。然而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接種新然而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接種新
冠疫苗冠疫苗（（如正處於發熱如正處於發熱、、感染等疾病感染等疾病、、
急性病及妊娠期婦女急性病及妊娠期婦女，，慢性病人群醫生慢性病人群醫生
建議暫緩接種新冠疫苗建議暫緩接種新冠疫苗））因此因此，，每個人每個人
都應作個人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都應作個人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 對自對自
己目前身體狀況有所了解己目前身體狀況有所了解，，是安心是安心，，也也
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

AUSPICIOUS LABORATORY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Inc.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

檢測實驗室檢測實驗室。。位於西南區中國城八號公位於西南區中國城八號公
路與路與Westpark Dr.Westpark Dr. 交口附近交口附近。。他們以他們以
棉簽取樣核酸檢測棉簽取樣核酸檢測SARS-COV-SARS-COV-22NuNu--
cleic Acid RT-PCR testing,cleic Acid RT-PCR testing, 手指端取手指端取
樣血清抗體樣血清抗體 IgG/IgMIgG/IgM 測試測試，，取樣後取樣後
1212--2424小時之內出結果小時之內出結果。。大部分保險可大部分保險可
報銷檢測費用報銷檢測費用，，也可自費檢測也可自費檢測。。無需預無需預
約約，，可以直接前來可以直接前來。。請戴口罩來實驗室請戴口罩來實驗室
檢測檢測，，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少等待時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少等待時
間間，，於室內或車內檢測於室內或車內檢測。。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88::0000am-am-55::
0000pm,pm, 周六周六：：88::0000am-am-44::0000pm,pm, 周日休周日休
息息，，緊急情況需先預約緊急情況需先預約。。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地 址地 址 ：：
37073707 Westcenter Dr. SuiteWestcenter Dr. Suite 100100,,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4277042,, 聯 系 電 話聯 系 電 話 ：：
713713--266266--08080808，， E-Mail: info@ausE-Mail: info@aus--
piciouslab.com, www.auspiciouslab.piciouslab.com, www.auspiciouslab.
comcom

（（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休士頓最具西點廚藝休士頓最具西點廚藝，，為您完美展為您完美展
現包點藝術的現包點藝術的 「「葛瑪蘭麵包坊葛瑪蘭麵包坊」」 堪稱西南區中國城堪稱西南區中國城 「「敦煌廣敦煌廣
場場」」 的的 「「奇景奇景」」 之一之一，，無論任何時間無論任何時間，，門前皆大排長龍門前皆大排長龍。。為為
了嚴格執行疫情期間的了嚴格執行疫情期間的 「「防疫防疫」」 措施措施，，同一時間內內部只限同一時間內內部只限
三人購物三人購物、、結帳結帳，，且每人必須戴口罩且每人必須戴口罩，，仍無法阻擋採購的人仍無法阻擋採購的人
潮潮，，大家按門上的規則大家按門上的規則，，乖乖站在門外等候乖乖站在門外等候，，中外人士皆然中外人士皆然
，，入得店來入得店來，，忙不迭地大肆採購忙不迭地大肆採購，，很多人的大鐵盤內很多人的大鐵盤內，，一裝一裝
就是全家一星期的乾糧就是全家一星期的乾糧，，堪稱又是堪稱又是 「「葛瑪蘭麵包坊葛瑪蘭麵包坊」」 的奇景的奇景
！！

「「葛瑪蘭麵包坊葛瑪蘭麵包坊」」 的負責人連老闆來自台灣的負責人連老闆來自台灣，，有台灣人有台灣人
特有的藝術天賦和平易近人的溫暖特質特有的藝術天賦和平易近人的溫暖特質。。看到他作的蛋糕看到他作的蛋糕，，
簡直不是蛋糕簡直不是蛋糕，，而是一幅令人激賞的藝術品而是一幅令人激賞的藝術品！！每當生日每當生日PartyParty
或慶典場合或慶典場合，，只要端出只要端出 「「葛瑪蘭麵包坊葛瑪蘭麵包坊」」 的大蛋糕的大蛋糕，，絕對令絕對令
所有人目瞪口呆所有人目瞪口呆，，驚喜不已驚喜不已，，不要說吃不要說吃，，連連 「「看看」」 都非常享都非常享

受了受了！！當然當然，，更別提入口的滋味了更別提入口的滋味了。。
「「葛瑪蘭麵包坊葛瑪蘭麵包坊」」 堪稱堪稱 「「完美展現包點藝術完美展現包點藝術」」 的極致的極致。。

他們的蛋糕他們的蛋糕、、麵包麵包、、各式點心各式點心，，不僅耐看不僅耐看，，抓住人心的更是抓住人心的更是
它它 「「入口入口」」 的滋味的滋味。。如他們最受歡迎的如他們最受歡迎的：：芒果慕斯蛋糕芒果慕斯蛋糕、、提提
拉米蘇拉米蘇、、蛋撻蛋撻、、焦糖布斯蛋糕焦糖布斯蛋糕、、蛋黃酥蛋黃酥、、菠蘿肉鬆麵包等各菠蘿肉鬆麵包等各
種口味的麵包種口味的麵包，，無一不是大家的最愛無一不是大家的最愛，，很多住在糖城很多住在糖城、、密蘇密蘇
里市里市、、KatyKaty 的人士的人士，，為了吃上一口為了吃上一口 「「葛瑪蘭葛瑪蘭」」 的點心的點心，，大老大老
遠開車趕來選購遠開車趕來選購，，為了滿足很多糖城為了滿足很多糖城、、密蘇里市及密蘇里市及KatyKaty 的粉的粉
絲絲，， 「「葛瑪蘭葛瑪蘭」」 的連老闆近期打算在糖城再開第二家的連老闆近期打算在糖城再開第二家，，連機連機
器都訂好了器都訂好了，，他歡迎對此行業有興趣的人士他歡迎對此行業有興趣的人士 「「加盟加盟」」 ，，大家大家
共創良機共創良機，，將中式的將中式的 「「包點藝術包點藝術」」 在海外發揚光大在海外發揚光大！！

加盟詢問專綫加盟詢問專綫：：713713--449449--83988398
「「葛瑪蘭麵包坊葛瑪蘭麵包坊」」 中國城店址中國城店址：：98899889；；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EE219219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電話電話：：832832--831831--2652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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