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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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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天下奇聞

你能想象出来的大猩猩，会有多聪明？可能会有朋

友想到那只会做饭的黑猩猩坎齐，它通过观看有关于人

类原始生活的纪录片，学会了生火做饭，而且还将这项

本领传授给了自己的后代，以及其它的同伴。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它已经足够聪明了？然而

，人外有人，大猩猩外也有大猩猩，公认的，世界上最

聪明的大猩猩，并不是会做饭的坎齐，而是一只叫koko

（科科）的大猩猩，它也被认为是大猩猩中，智商和人

类最接近的动物。

爱撸猫、会1000多种手语

这只叫科科的大猩猩，有多厉害呢？就连《国家地

理》杂志，也专门邀请它拍摄杂志封面，而且还对它进

行采访，要知道，这可是一只大猩猩，不得不说，它真

的是足够聪明，并且足够令人惊讶了。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接触过科科的人，都会将科科

称作猩猩界的“全能王”，一般来说，黑猩猩作为和人

类基因差异最小的动物，它们的智商相当于5-7岁儿童

的智商，但是对于科科来说，作为一只很特别的黑猩猩

，科科的智商已经达到了人类10岁以上的智商。

当然，科科的聪明，也与它出生后不久，就和人类

生活在一起有关，在和人类形影不离的40多年生活中

，科科已经不再是一只动物了，或许在它的意识里，它

已经把自己当做了人类，毕竟早在几十年前，就曾经有

研究者进行过此类的实验，结果发现，黑猩猩如果从小

和人类生活在一起，那么，就会认为自己就是人类。

在和人类长期生活的过程中，黑猩猩科科学会了使

用手语，而且它已经掌握了1000多种的手语，并且可

以和人类通过手语来进行交流，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

黑猩猩的口腔结构，导致它们无法说话，那么，或许科

科也会学会人类的语言，可以和人类无障碍去用语言沟

通，不得不说，它真的是太聪明了。

此外，除了人类用手语来进行沟通之外，科科竟然

还可以听懂人类说话，它掌握了2000多个口语单词，

正常的人类说话，科科也都是可以听懂的。

而且科科还可以在杂志和报纸上，找到自己的照片，

要知道，这对于动物来说，是做不到的，尽管一些动物会

照镜子，会意识到镜子中的动物就是自己，但是，像科科

这样的，可以自己找到自己的照片，还是超高难度的。

值得一提的是，黑猩猩科科竟然还拥有自己的宠物

，在科科12岁的那年圣诞节，它通过手语告诉照顾他

的人类，表示它想要一只猫作为圣诞节礼物，一开始，

人们认为科科只是想要一个猫的玩偶，可是，却发现科

科想要的，是一只活着的小猫。

最终，科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猫，并且就好

像如今人类世界中的“猫奴”，会照顾自己的猫一样，

科科也是，每天都小心翼翼去照顾自己的小猫，而且和

人类一样，科科也喜欢撸猫，不得不说，它真的太像人

类了。

如果所有的黑猩猩，都进化成科科这样，那么，或

许很快地球上就会出现新的“人种”了，那么，科科如

今的情况如何呢？

最像人类的黑猩猩科科还活着吗？

科科被认为是最像人类的黑猩猩，它的出现，也曾

经让一些人担心，黑猩猩是不是正在朝着人类的方向进

化，担心它们会不会有一天真的变成人。

当然，这种担心事实上是多余的，因为虽然黑猩猩

和人类的基因差异非常小，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黑

猩猩，都和科科一样，更多的，仍然是我们在动物园中

可以看到的，普通的黑猩猩。

而且，这只最像人类的黑猩猩，如今也已经不在世

界上了，因为科科是诞生于1971年的，虽然黑猩猩的

寿命很长，但是，科科却也已经老去了，在2018年的6

月19日，科科死亡了，不过，它却并没有痛苦，因为

它是在睡梦中，因为年龄老去离开这个世界的。

科科死亡后，也让很多人感到非常震惊，要知道，

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科科，认为科科是最聪

明的，也是最惹人喜爱的黑猩猩。

同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科科在死亡之前，还曾经

为人类留下了一段话，虽然是动物，但是科科已经懂得从

人类的角度进行思考，从人类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科

科通过手语告诉人类，一定要保护环境，一定要爱护地球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最不像动物的黑猩猩了。

大猩猩爱撸猫、会1000多种手语，智商无
限接近人类

侨 乡 广 东
汕头海外华文教育直播：

拟覆盖万名海外华校学生
“直播课让我们又能继续学习中文了。”

来自泰国明满学校国际部六年级的学生林雅丽

（音译）很是高兴。近日，汕头海外华文教育

直播基地第二阶段“云课堂”的启动筹备工作

已全部完成，直播间增至 15 个，参与教学的

汕头本地学校增至 8 所，将争取覆盖海外华文

学校 1 万名学生的常态化华文课程。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派往海外华文学校

援教的华文教师大多返回国内，华文课程受到

很大影响。汕头市侨务局局长李鸿钊表示，海

外侨领提出希望得到帮助，了解到这一诉求后，

汕 头 尝 试 在 华 侨 经 济 文 化 试 验 区 设 立 直 播 基

地，希望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为海外学生上

课。

第一阶段该直播基地共设 5 个直播间，自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泰国三才、明满

等 6 所华文学校逾 3000 名学生加入华文教育

直播云课堂，教学对象囊括小学、初中、高中

年级各个年龄段。

目前受当地疫情影响，原定 5 月开学，将

启动第二阶段华文教学的泰国华校推迟开学，

但汕头第二阶段常态化华文教学的筹备工作已

完成。

李鸿钊表示，汕头的海外华文教育将侨乡

乡土文化融入课程，目前点面结合、内容多元、

机制保障，已经逐步显露系统化的雏形，将成

为汕头做好新时代“侨”文章的一把钥匙。

( 王涵琦 )

新变化来得悄无声息，但 46 岁的陈芳察觉

到了。

陈芳是江门台山市海宴镇五丰村人，两年

前，她创办了全村首家东南亚风味小吃店。“以

前，除了节假日基本没生意，现在每天都有不

少人，本村人也来店里喝早茶，消费观念转变

了。”

这个细微变化是五丰村美丽蝶变的一个生

动注释。走进如今的五丰村，仿佛置身于一个

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245 间红白相间的民居错

落有致，新开业的民宿门口红灯笼高悬；傍晚，

天空变成了粉色，东南亚风情园和归侨文化博

物馆吸引游客竞相打卡；入夜后，五丰商业街

灯火通明，电商直播间、东南亚美食餐厅、特

色服装店承载着村民的创业梦……

1963 年，为安置 13 个东南亚国家归侨难侨，

五丰村应运而生。近 60 年来，从海边滩涂地到

特色归侨村，再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五丰

村的乡村振兴路，也是陈芳和所有村民的幸福

小康路。

小小斑斓叶铺就致富路

7 月的五丰村，天一亮就变得燥热起来。5

时刚过，许多人尚在梦乡，陈芳已准时走向屋

后的菜地。远远望去，成片嫩绿的斑斓长势喜人，

这是制作东南亚特色糕点的必备原料。

“都是自己种的，用多少割多少。”短短

十几分钟，陈芳已带着一大筐嫩绿的斑斓叶回

到 厨 房。 前 一 晚， 她 早 早 备 好 了 第 二 天 的 用

料——一盆黄糖炒椰丝、一锅汤粉浇头。次日

早上，只需收割斑斓叶，榨汁、和面，再用手

推车将所有原料送到 200 米开外的莲芳美食店。

陈芳是一位忙碌的“打工人”。7 时许，商

业街上各家店铺陆续开门迎客，店里的姐妹准

时接手，开始一天的加工经营，她则还要骑上

电瓶车赶到一公里外的镇政府食堂上班。

莲芳美食店大约 30 平方米，由于未设厨房，

店员多数时候围着门口一张小木桌制作糕点。

合伙人林姨负责用斑斓汁面浆烙饼，另外两人

负责卷椰丝，约莫三四十秒就能制作一条斑斓

卷。

当热乎乎的斑斓卷散发出鲜甜的香气，各

家店迎来第一批客人。有周边来赶集的村民，

也有本村前来喝早茶的老人和带孩子的年轻夫

妻，花二三十元烫一碗越南汤粉，配上现烙斑

斓卷或鲜榨斑斓汁，清凉又解暑。

“现在生活好了，很多邻居都来店里吃早

餐。”林姨说，店里除了斑斓卷，还做印尼咖喱、

千层糕、沙爹牛肉和春卷等东南亚风味美食和

饮品，“年轻人最爱柠檬茶和冰镇斑斓汁”。

临近中午，五丰村迎来一天最忙碌的时段。

旅游大巴和自驾游车辆接踵而至，各地游客涌

进村庄，走进中心广场边的归侨文化博物馆，

聆听一段归侨故事，或来到东南亚风情馆，观

看一场泰国长甲舞……

此时，五丰商业街各家小食店早已坐得满

满当当，各式特色糕点被一扫而空。莲芳美食

店外，围着小木桌制作糕点的店员不知不觉已

增加到 7 人。另一边，陈芳的手机里不断传出“微

信收款”提示音。“斑斓卷每天至少卖四五十盒，

最多时卖过 150 盒。”她的语气中透露着自豪。

川妹子变身侨乡红厨娘

作为五丰村“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陈芳

的创业之路并非坦途。

陈芳本是一位地道的“川妹子”。上世纪

90 年代，她在深圳打工时结识了现在的丈夫。

1999 年，她离别家乡远嫁五丰村。“村里的房

子虽然旧，但特别整齐，每个人都很热情。”

回忆起初到五丰村的情景，她的眼角一直挂着

笑意。

和陈芳一样，五丰村村民几乎全部来自他乡。

这片 2.36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今居住着 750 多

名村民，他们均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新加坡、缅甸、柬埔寨、

老挝、文莱等 13 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归侨难侨

及其后裔、眷属。在这里，他们放弃了侨居国语言，

改说普通话，但很好地保留了东南亚各国民俗文

化，将传统美食、服饰和舞蹈等传承至今。

融入新生活的过程中，陈芳与东南亚特色美

食结缘。走在村里，看到近百岁的阿婆在门口烙

斑斓卷，她出于好奇就跟着学。“阿婆很乐意教，

我学会了就做给家人和朋友吃，他们都夸我，很

有成就感。”说完，她咯咯地笑起来。

平静的日子稍纵即逝，迫于生计压力，陈芳

再次走上打工路。但随着年龄增长，她越发感到

焦虑，“眼看女儿要上大学，夫妻俩每月只有两

三千元收入”。回到村里，看到不少比自己年龄

大的妇女要么顶着烈日种菜，要么在码头和蚝场

帮工，她暗想“必须找到自己的事业”。

陈芳忧思之际，创业机遇悄然来临。

2016年前后，乡村游持续升温，各地摩拳擦掌，

台山市将目光投向五丰村，着力推介归侨文化旅

游资源。陈芳受邀代表五丰村参加当地的旅游节，

推广五丰村特色美食，被评为“侨乡红厨娘”。

得益于此，一些游客慕名来到五丰村。人们惊讶

于“江门竟藏着一个小小联合国”时，陈芳敏锐

地嗅到一丝商业气息，“周末做了 15 盒斑斓卷拿

到路边摆卖，一上午全卖完了”。之后，每逢周

末和节假日她便到村口摆卖。

万事开头难。此时的五丰村由于基础设施欠

缺，被戏称为“三无旅游村”——一没地方停车，

二没地方吃饭，三没地方住宿。游客时有时无，“摆

摊只能靠运气，想开店没钱又没地方”，陈芳索

性把目光转向线上，尝试在微信朋友圈销售斑斓

卷。

掀起村民自主创业热潮

乡村游点燃了陈芳创业的希望，也激活了五

丰村美丽蝶变新动能。

2018 年，乡村振兴东风吹拂南粤大地，五丰

村迅速掀起一场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不到一年时

间，全村废弃牛栏猪舍悉数清拆，统一提升 245

间农房风貌，打造出 13 座特色庭院，新建风情园、

中心广场、游客休息凉亭、村内污水管网、污水

处理池、生态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村容村貌日新月异，陈芳的生意蒸蒸日上。

两年来，她通过微信朋友圈一步步把斑斓卷卖到

台城、江门、广州，“最远卖到川渝地区”。

2019年夏天，五丰村大力盘活废旧民房、库房，

统一规划打造五丰商业街，发包给村民自主经营。

一位村干部找到陈芳，问她愿不愿意开店做生意，

她当即答应，很快拉来 5 个同村姐妹合伙，筹办

全村第一家东南亚特色小食店。村委会又送给她

们一份创业大礼包——三年租金减免。

在姐妹们看来，陈芳热爱工作更热爱生活。

每逢周末，她会提前买好菜，做一桌拿手菜犒劳

所有店员。“每天都很忙，但特别充实，女儿明

年就大学毕业了。”坐在自己梦寐以求的小店里，

陈芳眼神坚定，“政府给了我机会，我就要努力

把这家店经营好。”

“莲芳美食店成功带动了 8 位村民就业，全

面开启了五丰村村民自主创业的热潮。”五丰村“两

委”干部陈谦伟说，2020 年，五丰村成功跻身“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东南亚特色美食店发展到

四家，三家民宿投入运营，提供客房超 100 套，

解决全村近 100 人就业。

乡村振兴帮助陈芳实现了创业梦，也改变了

五丰村年轻人的想法。如今，越来越多“侨三代”

开始活跃在村里，或担任村干部，或做导游、当

主播，共同谱写新时代归侨村的乡村振兴故事。

（任龙）

“侨乡红厨娘”成致富带头人，江门五丰村发掘归侨资源实现蝶变

昔日海边滩涂 今成创业热土

图 说 侨 乡

深中通道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未来建成通车，将缩短深圳、中山等地市通行的距离，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互联互通。图为 8 月 22 日，日暮时分，从中山市一侧高山上俯看深中通道遥望深圳市中心区，建

筑群被金色的夕阳照亮。

陈灿铭  摄影报道

遥看深中通道 前海，日新月异！

8 月 26 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 41 岁“生日”，“特区中的特区”前海也迎来成立 11 周年的日子。

记者近日走进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处处可见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前海建设日新月异。

鲁力 朱洪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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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人士期盼服貿會提振全球經濟復蘇信心

如期而至，如約而來。2021年中國

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服貿會)將於9月2

日在北京拉開帷幕。作為中國對外開放

三大展會平臺之一，服貿會已成為全球

服務貿易領域規模領先的盛會，是緊密

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紐帶。

近年來，中國持續推進高水平對外

開放，通過舉辦服貿會等國家級展會，

向世界敞開市場。多國人士表示，在新

冠疫情背景下，中國舉辦服貿會，加速

發展服務貿易、搭建合作平臺，為世界

各國提供市場機遇與發展紅利，有助於

提振全球經濟復蘇信心。

搭建國際服貿合作之路
相較於往屆，本屆服貿會規模進一

步拓展，目前已有來自153個國家和地

區的萬余家企業註冊參展參會，國際參

與度顯著提升。展會期間，“新友”遇

“故交”，“朋友圈”越來越大。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駐華代表丹

尼斯· 維爾肯斯表示，今年德國聯邦外貿

與投資署首次攜手7個州參與展會，服

貿會將為全球服務貿易企業建立直接聯

系提供機會。

巴西商業領袖組織中國區首席執行

官小若澤· 裏卡多· 盧斯表示，各國企業

可以通過服貿會平臺，搭乘中國快速發

展的便車，捕捉服務貿易新商機，共同

促進全球服務貿易發展。

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戰略研究中心主

任穆罕默德· 法拉哈特說，服貿會將構建

良好的國際合作框架，創造更健康的商

業和投資環境，有助於建立新的運營結

構與貿易網絡，推動服務貿易、投資與

資本流動。

泰國正大管理學院中國-東盟研究中

心主任湯之敏表示，本屆服貿會涵蓋服

務貿易各個主要領域，為國際服務貿易

合作搭建平臺、提供機遇，將為全球服

務貿易發展註入動力。

增添全球經濟復蘇之光

近年來，服務業在全球經濟中占比

攀升，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持

續增加。分析人士認為，中國通過舉辦

服貿會為全球服務貿易發展架設橋梁，

將助力全球經濟復蘇，同時也展現了負

責任的大國形象。

哈薩克斯坦“塔拉普”應用研究中

心主任拉希姆· 奧沙克巴耶夫表示，本屆

服貿會聚焦數字經濟與服務貿易，符合

時代需求，與每個人生活息息相關。中

國同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將帶動其他國

家發展。

約旦工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巴沙

爾· 賈比爾表示，中國開放的腳步讓

世界看到戰勝疫情和經濟復蘇的曙光

。韓國京畿大學教授劉子陽說，中國

發揮自身優勢，積極主動承擔更多責

任，使全球對經濟復蘇與發展的信念

更加堅定。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治理與永續

發展研究所所長盧耀群說，當前，世界

經濟面臨貿易保護主義擡頭與疫情蔓延

的雙重挑戰，中國舉辦服貿會將促進亞

洲乃至世界自由貿易發展，推動全球經

濟復蘇。

打開未來發展機遇之窗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盡管受到疫

情影響，2020年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仍

超過4.5萬億元人民幣。愛爾蘭中國科學

技術交流協會副會長芬巴爾· 克利裏說，

未來15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總額或將達

到10萬億美元，蘊藏巨大市場商機。

日本媒體和經濟學家認為，近年來

，中國不斷推出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

化舉措，為相關服務行業提供發展機遇

，共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

美國國際商會今年也將參展服貿會

。該商會日前表示，將繼續借力服貿會

平臺，推動服務貿易領域交流與經貿投

資合作，加強相關行業企業互動，努力

實現互惠發展。

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主席斯蒂芬·

佩裏說：“服貿會是了解中國在各個領

域進展的絕佳機會。”

服貿盛會，客商雲集。中國舉辦服

貿會，不僅向全球服務貿易企業敞開中

國市場的大門，更為促進生產、資本與

服務要素自由跨境流動，為未來全球經

濟發展打開機遇之窗。

俄羅斯糧食收成預期樂觀
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小麥出口國俄羅斯正在經

歷非同尋常的小麥價格反季節上漲。近期，美國農

業部大幅下調了俄羅斯小麥收成預期，國際市場糧

價應聲上漲。然而，俄官方和分析機構對今年糧食

收成和出口持積極態度，認為俄消費者權益和國家

糧食安全有保障。

美農業部日前下調了俄今年小麥收成和出口的

評估，分別從8500萬噸和4000萬噸下調至7250萬

噸和3500萬噸（不含克裏米亞）。該部門認為原因

有兩方面：一是年後的凍災導致俄冬小麥種植面積

減少約130萬公頃；二是持續的出口關稅將減少俄

在國際糧食市場份額。

美農業部的預測給糧食市場帶來波動。國際市場

方面，芝加哥交易所小麥報價一度出現4%—5%的漲

幅，且多數專家認為糧食價格將會進一步上漲。

然而，與美預測相反，俄政府和分析機構對今

年糧食市場預期積極。

產量方面波動不大。俄農業部預計較為樂觀，

部長德米特裏· 帕特魯舍夫日前表示，農業部預期

今年俄糧食收成將維持在1.274億噸水平，其中小

麥收成將達8100萬噸。俄糧食收成能夠充分滿足國

內需求，並將保持良好的出口潛力。

學術機構預測值介於美俄兩國農業部門之間。

分析公司ProZerno總經理弗拉基米爾· 彼得裏琴科

認為，今年俄將收獲小麥7710萬噸，糧食總產量達

1.23億噸，這將是2017年和2020年後俄糧食產量歷

史第三高水平。

對於兩國農業部門評估的差異，俄統計局解釋

稱，美農業部預測中“糧食種植面積減少100多萬

公頃”的數據是基於統計局對6月初的情況評估，

而之後農民進行了補種，俄農業部數據則考慮到了

100萬公頃的補種面積。

出口方面保持穩定。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面

對可能由此引發的世界糧食短缺，俄政府實行了糧

食出口浮動關稅機製。該機製於今年6月2日開始

生效，農業部每周根據糧食市場參與者的合同數據

調整稅率，收取的關稅將以補貼形式返還給小麥、

黑麥等糧食生產商。俄科學與高等教育部副部長阿

列克謝· 梅德韋傑夫表示，俄目前不考慮取消這一

機製。浮動關稅是作為長期措施而製定的，在世界

糧食價格上漲情況下能夠保障俄國內糧食穩定。

與此同時，俄農產品出口潛力尚有增長空間。

據悉，俄上半年出口糧食總額達150億美元，同比

增長18%。此前俄農業部報告稱2020—2021農業年

度（2020年7月1日—2021年6月30日）俄糧食出

口超4800萬噸，其中小麥3750萬噸。帕特魯舍夫

預計，2021—2022農業年度俄糧食出口量或將達

5100萬噸。最終出口量取決於收成情況，但他預計

出口量不會低於上一年度。

相比於糧食收成和出口情況，俄社會更加關註

食品價格。一方面，隨著全球經濟增長和俄經濟復

蘇，俄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食品價格出現大幅上

漲；另一方面，全俄多個地區火災、水災等自然災

害頻發，對農業生產造成威脅，引發民眾對食品價

格繼續上漲的擔憂。

對此，帕特魯舍夫表示，俄糧食增產將充分保證

人民群眾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給，保持物價穩定。當

前農業部會同其他部門共同監測食品價格。政府采取

的措施已經遏製了基礎性食品價格的不合理上漲，目

前主要食品價格動態基本上處於季節性波動範圍內。

俄糧食生產短期無虞，農業長期發展也有一定

保障。在日前召開的“全俄田野日”上，帕特魯舍

夫表示，俄將在多方面采取措施發展農業。一是戰

略指導，嚴格遵守農業生產技術、農業用地和肥料

供應等科學建議，強化種子生產的戰略意義，提高

基本農作物國產種子的比重。二是國家支持，不斷

優化國家扶持體系，去年俄農業銀行和儲蓄銀行共

發行7000億盧布貸款用於支持農業發展。三是數字

化，農業部與銀行及互聯網公司簽署協議，幫助農

民評估消費需求，通過線上平臺銷售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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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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中 國 經 濟 2021年9月2日（星期四）3 ●責任編輯：李岐山

傳螞蟻與國企合組新評級公司
最快10月成立 處理逾10億消費者數據

螞蟻集團自從去年 11 月上市被煞停

後，至今仍未有落實上市時間表，1日有外

電消息指出，螞蟻集團計劃與國資企業共同

成立一間信用評級合資企業，預計最快於今

年10月成立，以負責處理螞蟻集團逾10億

消費者的數據，新公司註冊資本為5億元人

民幣，折合約6.01億元港元。不過，消息

未有刺激阿里巴巴股價，1日收報165.2港

元，跌0.2%。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據報道指，該信用評級合資企業的所有權結
構可能有助於螞蟻重啟IPO。根據合資計

劃，螞蟻集團和浙江省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
司，將各自持有合資公司的35%的股份，其他
具有國家背景的合作夥伴，包括杭州市金融投
資集團有限公司和浙江電子口岸有限公司，而
唯一的非國有投資者為傳化集團有限公司，持
股約7%。

傳多家浙江國企參與入股
事實上，今年6月底已傳出螞蟻集團與國有

企業經過磋商可能會設立一家合資公司，該公

司或可獲得信用評分牌照，新的合資公司亦傳
最快可能在今年第三季度成立，但可能會導致
螞蟻集團就所持有大量內地民眾金融習慣數據
讓出部分控制權。

此外，今年4月亦曾傳出人行希望螞蟻集團
將其數據，主要是消費信貸資料交給一家由國
有信貸評級企業，再分享給國有銀行例如是工
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及農業銀行等。
其實，螞蟻擁有最龐大的內地消費者信貸數
據，旗下流動支付應用程式（App）支付寶每月
用戶超過7億，並擁有內地三分之二人口的數
據，當中不少是年輕人、沒有信用卡或足夠銀

行信貸記錄者，以及8,000萬個商家數據。而
且，有傳內地銀行一直不滿螞蟻無須接受與傳
統金融機構看齊的嚴格監管規定，變相蠶食銀
行在支付及借貸上的市場份額。

螞蟻集團差一步就創造全球史上最大IPO
紀錄，惟在去年11月5日上市前夕，被上交所
和港交所宣布暫緩IPO。外界關注螞蟻集團何時
可重啟上市程序，今年7月，螞蟻獨立非執行董
事、春華資本董事長胡祖六曾表示，螞蟻重啟
上市“將不會太久”，相信已為IPO做好充分
準備，儘管內地監管機構要求螞蟻重組業務，
但依然對該集團前景充滿信心。

●● 有消息稱有消息稱，，螞蟻集團計劃與國資企業共同成立一間信用評級合資企螞蟻集團計劃與國資企業共同成立一間信用評級合資企
業業，，預計最快於今年預計最快於今年1010月成立月成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A股白酒板塊回勇茅台升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1日

公布的2021年8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下降1.1個百分點至49.2，是自2020年5
月以來首次落入收縮區間。1日A股呈震盪格局，
但滬綜指低開後，逐漸穩住態勢，午前一波拉升
成功反轉；反觀深成指、創業板指雖開於紅盤，
卻受制於成長板塊殺跌，跌入綠盤後反抽無力。

熱門賽道熄火，傳統藍籌板塊接力行情，A股
滬強深弱。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567點，漲23點
或0.65%；深成指報14,314點，跌14點或0.1%；
創指報3,186點，跌27點或0.85%。兩市共成交
17,111億元（人民幣，下同）。船舶製造、保
險、釀酒、水泥建材、券商等板塊漲幅超過3%，
電信運營、銀行板塊漲超2%；白酒股狀態回勇，

貴州茅台漲4%。化肥、有色金屬、航天航空、煤
炭板塊低迷，前兩者重挫近6%。

鈦白粉、刀片電池、稀土永磁、鹽湖提鋰、
工業母機等概念板塊亦重挫，鹽湖提鋰、工業母
機跌4%。遊戲股突然強勁反彈，雲遊戲、電子競
技等板塊均大幅拉升，雲遊戲概念整體漲5%，三
七互娛、完美世界漲停，游族網絡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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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
報道）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8月30日
在官網發文提到，對美團收購摩拜未依
法申報開展調查工作，該文發布日期與
美團公布2021年第二季度財報同日。
據財報表示，2021年4月，市監總局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對公司
展開相關調查。目前相關調查仍在進
行，公司現階段無法預測相關調查的情
況或結果，或會被要求改變其商業慣例
或被處以高額罰款。分析認為，美團若
被頂格處罰，罰金或超百億元（人民幣，
下同）。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
究員、上海正策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
直言，美團要考慮的不僅僅是商業競爭
的行為，更是要對政策和監管風險的把
控，並指中國互聯網巨頭在這方面非常缺
乏全局觀，對反壟斷意識亦極其缺乏。

分析員：後續發展挑戰非常大
美團2021年半年虧損82億元，若

模式上不能改進的話，面臨監管的壓
力，後續如何發展將是非常大的挑戰。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生活服務電商
分析師陳禮騰表示，反壟斷監管下，美
團新業務尚難成氣候，現階段美團新業
務以虧損換增長，導致公司整體處於虧
損狀態。目前還在調查中的反壟斷案
件、收購摩拜等一系列問題，這對於新
業務持續投入期的美團而言，或將嚴重
影響其未來發展步伐。

陳禮騰表示，參考阿里巴巴4%的
處罰比例，以美團2020年1,148億元的
營收計算，美團罰款金額或為45.9億
元，如處以10%的頂格處罰，罰款金額
將超過百億元。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美團收購摩拜未依法申
報開展調查工作。分析認為，美團若被頂格處
罰，罰金或超百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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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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信義鄉久美部落居民包括鄒族和布農族人
，為傳承鄒族傳統文化，南投林區管理處與台大實驗林管理處合
作，運用國產木材，在久美國小校園搭建鄒族傳統建築、男女老
少都能進入的聚會所 「赫夫」，3日舉行動土儀式，預計今年底
啟用。

目前久美部落已經沒有鄒族的傳統建築，為讓傳統建築再次
呈現、傳承部落文化，因此選定在部落的久美國小校園內，設置
鄒族傳統建築 「赫夫」，那是鄒族男女老少都能進入的聚會所，

屋頂沒有神花，鄒族人會在赫夫內討論部落事務、孩童在面裡聽
耆老講故事，或是朋友聚會烤火話家常，是凝聚部落精神，與促
進文化傳承的重要空間。

至於 「庫巴」則是專屬於鄒族男子的集會所，祭典也在庫巴
舉行，屋頂上的神花則是哈摩神辨識鄒族的記號。

南投林區管理處處長李政賢表示，為推廣國產優質木、竹材
用於傳統建築，及落實森林資源與原住民共享，南投林管處與台
大林管理處協助久美部落設置鄒族傳統建築，預計於今年底完成

。建材以國產柳杉木、孟宗竹及桂竹為主要材料，搭配芒草屋頂
，而建築搭接連結的五金鐵件，也全部以黃藤替代。

赫夫的搭建過程，將邀請鄒族部落長老協助指導，並由久美
國小召集當地族人，共同搭建出鄒族最原始、完整的傳統建築，
做為部落族人情感交流空間，也將搭建的傳統技術及精神留在部
落，後續將是鄒族傳統文化及建築工法的重要教育場域。

（中央社）黃姓男子今年3月不滿詹姓女友要分
手，持鋼刀私闖詹女宅，殺害詹母，毆倒詹女阿嬤，
並在1樓持刀抵詹女頸部出言威脅，詹女在黃姓前夫
到場才獲救，遭殺人罪起訴並求處無期徒刑，台南地
院認定，黃南殺人屬間接故意，檢方求刑過重，一審
宣判黃嫌15年半有期徒刑，另9個月刑責得易科罰金
。

黃男昨未出庭聆判，但曾向法官坦承自己有恐嚇
危害安全、傷害、強制，但否認殺人，還自陳患有精
神疾病，事後送醫精神鑑定，但未符合。此外還表達
願意賠償及悔改之意，但死者遭家屬斷然拒絕。

29歲詹女離婚後育有1子1女，仍與黃姓前夫同住
，並帶著阿嬤同住就近照顧長輩，父母則住在詹宅對
面，經常到家串門子。詹女在火鍋店工作，因而認識
交往27歲的黃姓同事，兩人戀情發展不久，隨即發現
黃嫌情緒起伏不定，單方面提出分手。

黃嫌對詹女突然的不理睬難以接受，多次傳恐嚇
簡訊恐嚇詹女， 「你現在堅持想結束，我就毀掉，你
敢賭嗎；今天我要你的命你也能接受是不是；你只有

繼續的餘地，想結束拿命來換；……我乾脆一槍把你
斃了不就完事；你不要，我就讓你活不了今天」。至
詹女心生畏懼，更避不見面，並申請保護令。

黃嫌3月持鋼刀私闖詹宅，直奔3樓，在樓梯間遇
見詹女母親，竟持刀攻擊割傷詹母多處身體，見她轉
身逃跑，再從背後補刺多刀，另她倒臥一樓血泊，途
經2樓時並出手歐倒詹女阿嬤。

黃嫌追到1樓見到正要送小孩上學的詹女，遂持
刀抵住其頸部，口稱 「這都是你逼我的」，並搶走對
方手機，直到詹女苦苦哀求打電話叫救護車才歸還。

詹女偷偷用手機向黃姓前夫求救，前夫趕回家，
黃嫌才急忙逃走，並在附近圖書館遭警方逮捕，詹女
母親卻已傷重不治，遭殺人罪起訴。

台南地院在疫情3級警戒期間審理這起恐怖情人
凶殺案，黃嫌否認有殺人犯意，但法官認為事證明確
，認定他的殺人犯意，3日宣判，黃嫌並未出庭，法官
宣判他15年半有期徒刑，另有9個月徒刑得易科罰金
，全案仍可上訴。

恐怖男5刀斷頸女友母親
檢求無期徒刑法官嫌太重

（中央社）引起全國關注，帶著孫女外出失聯8天的林口林
姓阿嬤，嬤孫兩人在警方動員搜索下，在桃園市安樂街一處租屋
套房內尋獲，阿嬤一度情緒失控崩潰大哭，直喊 「我真的很愛孫
女」，但警方在套房內搜索時，發現林婦一個月前就租下該套房
，且牆壁上貼有孫女的日常生活作息表與課表，顯示早有預謀，
但警方不解，林婦為何不讓女兒留在原生家庭，反而計畫要帶離
甚至斷絕聯繫，仍待進一步釐清。

林口分局長陳忠龍表示，接獲報案時，祖孫已失蹤6天，同
仁不敢大意，立刻展開調查，同時通報嘉義市警第二分局，協助

調閱監視器，發現祖孫曾在嘉義停留，8月30日搭車返回桃園，
因女童家屬對阿嬤告略誘罪，同仁2日成立鷹眼小組，報請新北
地檢署儉股王江濱檢察官，從祖孫回桃園的線索開始分析、追查
，最後在桃園市桃園區安樂街找到人。

陳忠龍說明，阿嬤被警方帶回，一度情緒失控，崩潰大哭，
從行為與現場狀況，可以看出阿嬤很愛孫女，可能是家庭問題才
帶孫女離開，由於找到祖孫時夜已深，員警停止詢問，等到4日
做完筆錄，會移送新北地檢署，由檢察官複訊，目前全案仍在偵
辦當中，詳情仍待進一步釐清 。

據了解，這名阿嬤疑似有打電話與家人聯繫，表示想靠宗教
力量替孫女治病，不打算帶她回家，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涉嫌
「略誘罪」發出拘票，檢警獲報鎖定桃園地區，全力追查這對嬤

孫的下落。
結果警方已在桃園市桃園區安樂街一處日租套房找到嬤孫，

2人都平安，目前全案仍在作進一步釐清。據了解，由於女童患
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必須定期服藥，才能避免發炎，此舉引起林
姓外婆不滿，希望能透過宗教的力量，讓孫女好起來，所以才會
想將人帶走。

（中央社）疫情降溫，各地景點紛紛湧入
許多遊客，但也傳出意外事件，宜蘭縣太平山
國家森林遊客區的見晴步道，3日上午發生一起
女遊客為了拍照結果摔落10公尺森鐵軌邊坡的
意外，所幸女遊客命大，僅造成額頭有約5公分
的撕裂傷，還能自行爬上步道，後由親友護送
下山交由救護車接駁送醫救治，並無生命危險
。

見晴步道全長2350公尺，是昔日運送木材
的交通網之一，因為面向東北，在雨後乍晴時
不僅可眺望蘭陽平原，雪山與大霸尖山之間的
聖稜線等山系也一覽無遺，因地形因素，當雲
層湧升到一定的高度後，受到氣溫及地形影響
會出現雲海景觀，但雲海聚散無常，有時又濃
霧籠罩、白茫茫一片，讓人渴望 「撥霧見晴」
因而得名。

見晴步道曾被CNN評選全世界最美小路之
一，目前步道上刻意保留了一段段的軌道、木
橋及運送木材的木馬當太平山伐木史的見證，
是深受遊客喜愛的景點。

林務局羅東林管處表示，這名摔落鐵軌的
賀姓女遊客，3日與家人一行共4人到太平山遊
樂區健行，在走到見晴步道步道0+500公尺處
時，為了取得更好的拍照視野角度，在移動身

體時一腳踏空，瞬間摔落約10公尺深的鐵軌邊
坡。

一旁的賀女家人見狀，急得緊急通報119協
助，宜蘭縣消防局也立即派人車前往救援，並
同步通知110及太平山莊工作人員前往協助，賀
女最後由親人緊急護下山，並在宜專一線 14.5
公里白嶺巨木處，由等待救人的救護車接手緊
急送醫救治。

嬤孫失聯8日 她一個月前就租屋 排好作息課表早有預謀

鄒族聚會所赫夫 南投久美國小將重現

宜蘭見晴步道拍美照
婦踩空摔下10米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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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為串聯山城地區公共運輸路網，台中市
府興建地下2層、地上5層，具轉乘、停車、商業機能
的 「豐原轉運中心」已完成主體結構，總進度約80％，
預計年底完工、明年6月啟用。台中市長盧秀燕3日表
示，豐原轉運中心將成為豐原新地標，由交通帶動經濟
、觀光發展。

台中市議員張瀞分昨在市政總質詢中，針對豐原轉
運中心規畫與進度表示，這麼大的建設只做轉運站太可
惜，應該積極招商，發揮商業機能。

盧秀燕表示，豐原轉運中心是豐原的新地標，透過
大建設帶動觀光、經濟，當初排除萬難開工，完工啟用
後最重要的是營運問題，要符合交通轉運目的，進出豐
原更方便，達到觀光旅遊的目的，進而帶動經濟。

台中市交通局長葉昭甫指出，豐原轉運中心位於豐

原車站東側停六用地，地下2層規畫為機車停車場、1
樓為客運轉運、2樓為商場空間、3至5樓為汽車停車場
，兼顧公共運輸轉乘、停車、商業機能的多功能建築。

葉昭甫說，豐原轉運中心外觀也呼應地理位置，以
台鐵高架鐵道造型作為管狀通廊設計發想，貫穿豐陽路
及東仁街，特別設計許多格柵，避免遮擋豐原火車站高
架後的外觀，轉運中心1樓規畫風雨走廊，讓民眾從豐
原火車站走到轉運中心無障礙通行，也針對行經石岡、
新社、東勢的公車路線啟動通盤規畫，讓公車路線與豐
原連結。

豐原轉運中心預計明年1月招商、6月正式營運，
提供5處客運上、下客月台，讓市區及國道客運提供便
捷轉乘服務；2樓則規畫商場，供應便利零售服務，運
用人潮帶動豐富商機。

交通帶動觀光交通帶動觀光
豐原轉運中心年底完工豐原轉運中心年底完工

台南文旦飄香海外 封櫃啟航香港
（中央社）受到疫情影響，弱勢家庭收入相對減少，弱勢學

生暑期恐面臨連呷飯都成問題的隱憂；台南市長黃偉哲18日宣
布，暑期弱勢學生午餐補助對象將擴大納入中低收入戶，受惠人
數由2500人增至7800人，每名學生各2000元補助，由學校協調
超商、自助餐或其他供餐業者以餐券、核撥現金等方式，確保學
生停課不停餐。

台南市政府每學期提供弱勢學生免費午餐補助，寒暑假期間
，針對低收入家庭學生，無論是否到校參加課輔或活動，均提供
午餐補助，至於中低收入戶學生若到校參加課輔及活動，學校也

會提供免費午餐。不過，今年受疫情影響，暑期營隊、課輔全面
停擺或延期，衝擊中低收入弱勢學生的午餐供應。

台南市長黃偉哲為此特別擴大暑期午餐補助至中低收入家庭
學生，市預算經費也增加1560萬元。他說，希望透過對弱勢家
庭學童暑期午餐補助的方式，減輕弱勢家庭的負擔。國民黨議員
林美燕、曾培雅也媒合企業及民間團體奧援，提供非低收、非中
低收但學校判斷需要幫助的弱勢學童享用午餐。

教育局長鄭新輝表示，停課可透過線上學習維持學習進度，
但無法供餐對於弱勢學生衝擊不小，也增加家長負擔，所以擴大

納入補助對象。補助天數從暑假7月3日計算至8月27日，扣除
例假日共補助40日、每餐50元，每名低收及中低收入學生各提
供2000元補助。

鄭新輝並強調，為方便學生取餐並減少戶外移動，學校將因
地制宜，協調周邊超商、自助餐店或其他餐點供應業者，發給餐
券、簽單或核撥現金方式提供給學生。

學校也會與各區公所合作建立 「急困學生用餐問題三級協助
機制」或轉介社福機構，協力解決學童用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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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防家暴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
en Act)允許被虐待的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的配
偶、孩子或父母獨立申請美國綠卡。申請人可
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被虐待的行為包括
身體上的，也包括精神上和經濟上的威脅。

申請人需要滿足的條件
配偶：如果申請人是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

的配偶，申請人的配偶向申請人或其孩子施暴
，可以遞交VAWA申請。

父母：如果申請人是美國公民的父母，子
女向申請人施暴，可以遞交VAWA申請。

子女：如果申請人是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
的子女，父母向申請人施暴，並且申請人21歲
以下，未婚，可以遞交VAWA申請。

需要提供的證明文件
1，證明在被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身體或精

神虐待的文件： 包括醫生報告，心理報告，警
察報告，學校證明， 法庭頒發的限製令，庇護
所的證明，親友或鄰居的證詞，傷勢照片，保
存恐嚇的語音信息，短信及電子郵件等

2，證明申請人自己有良好道德品格：需要
出具無犯罪紀錄

3，配偶還需要以下文件：
證明與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合法婚姻的文

件證明與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真實婚姻的文件
，包括兩人聯名的文件。如：水費，電費賬單
，買家具收據，房子房契，車證，車保險卡，
信用卡，醫療保險，酒店賬單，對方為收益人
的人壽保險，銀行共同賬號，房租合同，夫妻
雙方駕照的復印件，郵件，短信，兩人在不同
時期不同背景的合影；有兩人名字的報稅單，
親友的證明信等。

如果申請人與去世的配偶結婚超過兩年，
也可以自己提出申請綠卡。一般如果申請人的
美國公民/居民配偶在申請中去世, 他/她的申請
也會被終止。不過, 移民局在某些情況下會基於
人道主義的考慮, 會讓申請繼續進行。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8月9日宣布，申請人可在遞

交綠卡申請的最後一步的同時申請社安號。移
民局批準綠卡後，會將相關信息自動轉到社會
安全局，申請人可以免去親自到社會安全局申
請的舟車勞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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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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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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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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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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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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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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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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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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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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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ni@soli-
syanlaw.com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
六:10:00AM-1:00PM.

反家暴法反家暴法(VAWA)(VAWA)介紹介紹
及最新移民消息及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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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華

我無法主宰自己的一切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真棒，今晚在家聽youtube"經歷你生

命中的神蹟"～劉彤牧師8月29日21年主日

證道暨最後唱的詩歌~奇妙的事必定要成就。

劉牧師證道信息很鼓勵人心，信息

主題：經歷你生命中的神蹟

大綱：

一.你要有堅定不移的信心

二.你要有持續不斷的禱告

三.你要有永不放棄的毅力

最後他說：你正卡著這裡，神知道，

祂要為你行神蹟，你要堅持到底，經歷祂

為你開道路，神是為困苦無助的人開道路

的神，祂是信實的神，顧念我們的神。

9月2日(週四)
祈禱 :奉主耶穌的名，求主寶血遮蓋

XXX，主大能手完全醫治祂的僕人、兒女

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賜福給XXX，

主耶穌做他的盾牌，用恩惠慈愛圍繞他，

早日得痊癒，得勝有餘。

這裡醫生講座告訴我們：打疫苗，比

不打疫苗好，康復快。

今天我的家醫師告訴我今年九月開始

65-70歲開始打第三針疫苗，她說來診所可

以安排日期打第三針疫苗。

進入九月秋季了，感冒預防針是每年

秋季施打，醫生護理博士都鼓勵退休人老

人更要打感冒預防針，免得感冒肺炎。

過去筆者工作寫稿，校稿，常熬夜

多，如有感冒要三週後才好，咳嗽、痰多

(免疫力下降)，近幾年都很少感冒，如有

感冒也好的很快。

上帝給人類聰明智慧發明疫苗是對人

有益的。當然各人看法不同，不能免強。

許多人問 :為什麼打疫苗後，有人仍

中標罹患Covid-19陽性?甚至發燒，呼吸困

難，死亡呢? Youtube視頻健康講座醫師說

是要看各人身體免疫力如何?所以，鼓勵

人們睡好，吃好，有適當的運動，保持心

情愉快，不要憂慮煩惱，喜樂的心就是良

藥。記得繼續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

距離。

8月2 8日 (星期

六)
Mona姐妹是休

士頓西南華人浸信

會會友，兩年前参加了角聲輔導中心舉辦

的"走過哀傷路"12堂課程。

Mona姐妹有熱忱，愛心，關心人，常

常滿臉笑容迎人，使認識她的人感受她對

人的溫暖。

筆者推薦她去報名紐約角聲宣教士學

院首屆招生，感謝上帝恩典，經過先生同

意，去紐約專心接受裝備兩年，今夏8月
29日舉行畢業典禮，我們為Mona感恩啊！

上次Mona回來休士頓探望先生，角

聲休士頓分會主任Nancy邀約筆者一起和

Mona在"珍寶海鮮城"吃飲茶，關心她畢業

後前面道路。

摘錄8月29日(主日)下午三時在紐約

角聲宣教士學院畢業典禮上勞伯祥牧師

勸勉畢業生說:角聲宣教士學院的重點是

『人』。在這個世界上，最需要的是傳道

人、好牧人。人決定成敗得失。有些很好

的傳道人，因為性格不夠好，或者說，不

夠堅強和忍耐，就會產生好多的問題。這

是我們在教學中不斷強調的。除了聖經的

教導訓練、工場的實習之外，還有三分之

一的成分是造就宣教士的性格——這是非

常重要的。希望宣教士學院每年都能夠產

生有好的性格又無愧的工人，來服事這樣

的一個世代。

晚9:45pm-12:15am我在家用兩個小

時多作完號角月報訂戶的Lables名條細分

類。

8月30日(星期一)
9:50am我載美秀姐和她女兒去西南荷

門紀念醫院作右眼視網膜手術後第三次複

診，現在我們在候診室等候，10:50am看

醫生。一個小時後回家去，美秀姐去拿

藥，敏敏的眼藥水。敏敏說手術後漸漸看

得清楚了，感謝天父保守，感謝媽媽愛心

照顧。

8月31日(星期二)
今天9:30am我們有11位寄報義工來藍

星印刷廠寄發號角月報，給本地，外地，

外州，外城的號角讀者。有位任德威大姊

(86歲)自老人公寓搭兩趟公車來做義工，

十年了，風雨無阻，為她感恩。願主記

念各位寄報義工們所獻上的時間與愛祂的

心。

日子在忙碌中渡過了休士頓28年多，

感恩天父日日引領前行。

◎友人來信

願 神記念潘師母的忠心愛心和手中大

小的事工！！～Grace Wang
8月31日(星期二)

經歷你生命中的神蹟

◎丁  飛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我生長在一個工人家庭，懂事很早。

自高中起，幾乎所有的人生問題都靠自己

做決定，因此，非常謹言慎行，每逢大事

都深思熟慮，生怕犯錯；同時，也自覺地承

擔後果，從不後悔，也不怨天尤人，所以給

人少年老成，責任感強的印象。我自己決

定上甚麼大學、唸甚麼專業、到美國留學、

畢業後換哪一個專業方向、進入工業界而

非學術界等等。我也自認為所做的決定還

不錯，因此對自己掌管生活非常有信心。

我順利地完成在中國和美國的學業，

並做完博士後的研究工作。在找工業界工

作的過程中，卻遭遇到人生的挫折。我自

認為畢業的學校還不錯，自己的研究成果

也很多，對工作待遇的要求也不高；可是，

投出去幾百封簡歷，卻杳無音訊。當時壓力

很大，老是夜裡驚醒，滋味很不好受。最

終，託校友關係，找到一家公司的臨時工。

由此引發我對人生的思考，知道命運不是

掌握在自己手裡，驕傲並沒有實際效益；

因此，我開始參加了教會的活動。

當時我慕道的心非常熱切，積極參加

查經班、敬拜和靈修活動。兩個月後，我參

加一個退修會，在那裡，我和幾位弟兄徹夜

長談，深切體會到他們的愛心。我從來不認

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因此很自然地接

受上帝主宰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但

我對基督耶穌的神性存有質疑。我認

真參加查經，在聖經知識上有不少長

進。感謝教會裡弟兄姊妹的幫助，我

對聖經漸漸了解，他們也給我作了很

好的見證。教會的牧師鼓勵自己的子

女不讀工程而讀神學，這對我的感觸

很大。如果牧師不是篤信這位上帝，

而是欺騙人的話，是不會這樣做的。

在聽道的時候，我也有多次感

動。我記得第一次落淚是在唱「因祂

活著」：「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

但我壓制這些感動，認為只是觸景生

情，不足以為此放下自己，做一生的

承諾。我承認自己是罪人；卻質疑上

帝的公義，認為罪不至死；上帝是慈愛的，

願人人得救，但卻認為上帝還沒揀選我，沒

給我足夠的聖靈感動。

感謝上帝，教會的弟兄姊沒有因此放

棄我，我也沒有停止去教會。他們希望幫我

找到信主耶穌的障礙，我也明確了我的想

法，知道這個信仰是關乎我和上帝的關係。

我願意接受基督耶穌做我的救主，使我脫離

死亡，進入永生；但我還沒有準備好跟隨

主，因為永生對我而言，是遙遠的事，而跟

隨主是現時的事。我還很屬世，也看到很多

基督徒生活不順，我不願成為基督徒後，因

為做不合上帝心意的事而受上帝的管教，也

不願受上帝的試煉，我還是更信任自己去解

決生活的問題。因此，我採取敬鬼神而遠之

的態度；可是，我在前年的夏令會聽牧師講

道時曾潸然淚下。

自從那次聖靈感動到去年的夏令會，

我一度非常低落，曾試圖脫離教會活動。感

謝弟兄姊妹們，正是這些有血有肉、有情感

的基督徒吸引了我去教會，使我願意和他們

交往；但我的靈命狀況依然時高時低，始終

認為自己的時間沒到。

最近可能由於年齡漸長，對婚姻家庭

產生前所未有的渴望。我又開始反思自己

的生活，並對之非常不滿意。

好強的我不得不在上帝面前低

下自以為高貴的頭。也許表

面看來，我有一份還過得去的

工作，自己也把生活安排得還

好；可是，我只能控制我自己，

作為在社會上的人，有很多事

情都在我的掌握之外。在工作

中，我能勤奮努力，盡量處理

好和同事的關係；但我沒法控

制別人的想法和評價。我有自

己的職業規劃；可實現與否，多半不在我

手。現在經濟不景氣，僱員相對於僱主在職

場上處於劣勢；因此，在事業上，我需要上

帝的指引和幫助。

婚姻問題也曾是我決志信主耶穌的絆

腳石：教會鼓勵基督徒之間的戀愛，我以前

覺得教會的圈子就這麼大，限制了我的選擇

範圍；但實際上，我的人生觀和基督信仰接

近，我也樂意和基督徒交往，生活圈子也沒

大到哪裡去。我希望未來的妻子在生活上的

看法和態度跟我的接近。在我自己作主的生

活中，婚姻是個很大的失敗，我也需要上帝

的指引和幫助。

我願成為基督徒，但也顧及父母的感

受。他們不信上帝，只認命，在這一點上對

我的影響很大。我深知，要和上帝恢復關

係，唯有藉著基督耶穌。我心中的驕傲、自

以為是、不願順服上帝，就是我最大的罪。

我也有人性的很多弱點：自私、貪婪、嫉妒

等等，還有很多生活上的過失。但我感謝基

督耶穌為我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贖，願意認

祂作我生命的主。現在我願意信靠祂，把我

的一生交託給祂管理，並立下心志，跟隨效

法祂。

來美國十一年，參加教會的活動四年

多，感謝天父上帝，不斷在我心中忍耐工

作，讓我終於願意歸向祂。

（文載自［中信］）

尋  寶

角聲宣教士學院畢業典禮照片，
Mona在前排左二。

當你工作面試被拒絕時是不好受的，

但不必喪志；這常常是你奮發向上的機會。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

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

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

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傳道書 9:11   
09/02/21 英文每日金句

Seek ye the LORD while he may be 
found, call ye upon him while he is near: 
Isaiah 55:6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

近的時候求告他。 以賽亞書 55:6
09/02/21 金玉良言

失敗不可恥，只不過是暫時的不成

功，挫折是通往成功的一個墊腳石。後悔

無濟於事，有用的是把握當下的機會，力

爭上游。不要生氣總要爭氣。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堅心依賴奮力抓住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堅心依賴祢的，祢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為他依靠祢。以賽亞 26：3
人想擁有平安，不怕被病毒感染，

本身需要免疫力，更需堅心依賴主。堅心

(Steadfast of mind）就是心穩定；依靠 (Trust 
）就是高度相信。

以賽亞也提到「奮力抓住神」(64：7），

奮力（Arouse) 就是醒來的意思，不要再糊

里糊塗。

人的問題就是「糊塗」，不夠儆醒。

很多車禍，原是可以避免的，據統計，一半

以上和喝酒有關，其他，如應注意而不注

意，雨中騎車，或過度疲累，也是容易出車

禍。

好好靠主，加添信心，天天儆醒，緊

緊抓住主，應該就可以平安過日子。

歷代以來，不乏尋寶的人，人總是希望

能找到寶貝；因此流傳了許多尋寶的故事，

比如：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奪寶奇兵電影

系列等等。

西方的傳說中有點金石，它是一塊小石

頭，具有一種能力，就是當它碰觸到普通金

屬後，便會將之變成純金。想發財的人當然

對它大感興趣。

西方傳說有一卷羊皮紙上記載，點金石

就藏在黑海的海灘上，與千千萬萬跟它一模

一樣的小石頭混在一起。怎樣才可以找到它

呢？原來點金石與普通石頭不同的地方是

它摸起來是溫暖的；而普通石頭卻是冷冰冰

的。有一個人在尋寶過程中得到了這卷羊皮

紙，當他知道了點金石的秘密後，馬上購置

了簡單的裝備，出發到黑海去。

他在黑海海灘搭起了帳篷，開始撿石

子。他想，如果撿起的石頭，摸摸它，發

現它是冰冷的，那就不是點金石了；可是，

如果他把這塊普通石頭放回灘上，過不了多

久，他也許又會再一次撿起這塊石頭，那豈

不是浪費時間。於是，當他撿起石頭，摸著

是冰冷的，就把它扔到海裡。這樣，每次他

撿起的，一定是一塊沒撿過的石頭。

這人在海灘上不停地撿石頭，撿起一

塊，摸摸它，是冰冷的就扔到海裡，然後再

撿起另一塊。這樣週而復始，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他不停地撿，撿了幾年，一直

沒有找到點金石。但他並不放棄，繼續在海

灘上做著重複的動作。終於有一天，他撿到

了一塊溫暖的石頭；可是這人幾年下來已形

成了習慣，撿起石頭，摸摸它，隨手就扔到

海裡去。這時他才突然想起，剛才那一塊石

頭是溫暖的，就是他一直在尋找的點金石。

許多作品的故事寫的都是人艱辛地尋

寶，但尋到了又失之交臂；也許，其實人心

裡並不相信自己能尋到寶。即或如此，廣義

來說，願意尋寶的人一直是很多的。他們尋

的不一定是珠寶財帛，卻可能是一位天才、

一個傑作、百分百合意的伴侶，甚至是一個

居所。人尋找很多東西，可惜，大部分人都

只是止於尋找，永遠找不著。找到的，卻會

馬上被貶值為不夠好。永遠要繼續尋找。

上帝也尋寶，祂尋的是人。聖經說，上

帝愛世人，甚至犧牲祂的愛子耶穌在十字架

上，讓人可以藉祂兒子的寶血而罪得赦免，

與上帝重建關係。聖經充滿了上帝尋找人的

事跡。人尋寶是要滿足自己的慾望；上帝尋

人卻是要人得到豐盛的生命和永生。人的尋

寶總是枉然；但上帝的尋寶，卻使千千萬萬

人的人生不再一樣。

你，也是上帝所尋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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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波小七孔位于贵州

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荔波县，是世界自然

遗产，保存有世界上面

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

林，它集洞、林、湖、

瀑、石、水多种景观于

一体，充满了神秘、奇

特的色彩，因此有“超

级盆景”的美誉。特别是在长12公里的

狭长幽谷中，铜鼓桥、小七孔古桥、涵

碧潭、拉雅瀑布、68级跌水瀑布等尤为

著名。

今天慕名而来，专为见一见闻名遐

迩的网红打卡地，走一走桥上的青石板

，看鱼翔浅底，听渔翁放歌，在悠闲恬

静中体悟生命的一抹清欢。

从西门进入景区第一站是坐景交直

达卧龙潭，远远地就听到了那熟悉的涛

声依旧，但见一泓清潭被弧形的堤坝围

挡着，乍一看右边湖面静若处子般岿然

不动，左边则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震撼

场景，这就是有名的卧龙潭，一潭两重

天，一水两世界！

前行百米乘景交赶往第二站翠谷站

。从翠谷站下来便是翠谷大瀑布，但见

一条飞瀑在山腰处化成许多小瀑布，洋

洋洒洒，一泻千里，风轻轻一吹好似空

中飘带，漫舞在眼前，引得众多游客驻

足留恋，并争相拍照。我从潭边走过，

刚好湿了一脚的水，倒是一种惬意的满

足。从翠谷瀑布经过，撇见一块湿地公

园，里面的路盘综错节，像迷宫一样。

沿着指示牌一直向前走，路过亲水栈道

，远远便看到有几个光屁股的小男孩在

潭水中疯野般地嬉戏游玩，别有一番情

趣。倒是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他

们不就是我们的曾经吗？那是一个多么

无忧无虑的年代，那是一段多么自由自

在的时光啊，都说岁月静好，到最后都

成了匆匆那年了。

第三站是石上森林，它是景区最好

看的部分。在这段12公里的幽深峡谷中

，遍布飞瀑流泉，单是那68级跌落瀑布

就已让你超级兴奋了。我们顺着峡谷一

直往前行，不大一会儿便看到了一条细

长的水柱突然从山上俯冲而下，它带着

狂野，羁傲不训，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

势，远远望去宛若一条飞龙腾云驾雾般

，这便是有名的断桥飞瀑，很有个性和

特点，给人的印象也很深刻。

沿着水流的方向继续前行，不多时

又是一条大瀑布铺面而来，感觉她是从

遥远的异乡日夜兼程奔袭而来，她是从

陌生的异域跋山涉水为你而来！天降飞

瀑尽在偶遇的时光里，与你相逢总在不

经意的刹那。这便是荔波小七孔景区著

名的拉雅瀑布。她紧靠在大路边，仿佛

高高挂在云端，这是景区里最大的瀑布

，也是与游客距离最近的瀑布。当你从

她身边经过时，都能闻到一股芬芳的清

香，或许瀑布裹挟了山野的花香，她从

天上来，她从心间来！

别过拉雅瀑布继续沿着木栈道向前

走，我在心里不停地数着那68级跌落瀑

布中到底哪一级是最壮观的。溪流不断

延伸着它灵动的身躯，随着山势时而跌

宕起伏，时而纵横捭阖，时而宁静安详

。时而在狂野中波浪滔天，时而在平缓

里情意绵绵，它们似乎在默默诉说着时

光的温婉和岁月的苍茫。

突然我在跌落的瀑布中看到有勇敢的

鱼群在逆流而上，它们奋力地向前冲，尽

管每一次努力都被巨大的洪流淹没，但它

们似乎并没有气馁，继续奋力前行，继续

向前冲，我坚信它们终会有鱼跃龙门的一

天，因为成功是属于那些有思想，有准备

，不断拼搏，不断奋斗的勇敢者。

我默默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一

处宁静的碧湾旁，有一座古老的七孔石

桥鹤然立在眼前，心中莫名的兴奋，但

见那静静的河水缓缓从七孔处穿过，桥

上的青苔微微颔首，默默地看着她的背

影，挥一挥手不说再见。

我静静地走在青石板铺就的七孔桥

上，思绪翩翩，遥想当年这里该是一幅

怎样的繁华景象？小桥两岸的水域里，

鱼儿在尽情地嬉戏，村民坐在溪水旁不

断地捶打衣服，岸边的牛儿悠闲地啃着

青草嘴里还不时发出阵阵哞哞声，此刻

鸟鸣和虫曲共同奏响了一首自然的乐章

。是啊，单单眼前这一湾碧波不知要串

起多少乡间不老的神话和传奇。

不得不说荔波小七孔是一处人间靓

丽的风景线！那里有神奇变幻的自然奇

观，我追逐在悠长的峡谷中，徜徉在灵

动的水世界，看飞瀑流泉，听涛声依旧

，最后重重地将目光定格在这七孔桥上

，桥上有来来往往的人群，桥下有缠缠

绵绵的溪流。

走一走荔波小七孔，聆听时光婉转

的天籁之声；看一看贵州水世界，洞开

岁月多彩的神来之笔！

提起黄果树瀑布，小时候在教科书

里早有耳闻，它闻名遐迩，天下皆知，

古称白水河瀑布，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

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是世界著名的大

瀑布之一，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侵蚀

裂瀑布。

据说黄果树瀑布闻名于世始于徐霞

客的游记，对于黄果树瀑布他曾这样描

述过：“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

，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

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幅

，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

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

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飞练挂遥峰

’，俱不足以拟其壮也。”

其实内心期待黄果树瀑布已很久了

，亲自去看一看她的真容一直是心中未

了的夙愿，今天终于如愿以偿，那就跟

随徐霞客的游记实地与她来一次亲密接

触吧。

进入景区我们迫不及待地直奔黄果

树瀑布景点，沿着青石台阶慢慢下山，

不大一会儿便听到震耳发聩的流水声，

那不就是我们朝思暮想的大瀑布吗！

有点急不可耐了，我们加快了脚步

，能够亲临水边如此近距离地站在她的

面前，瞬间就被她磅礴的气势所震撼：

她似一群野马浩浩荡荡从远处奔袭而来

，在崖壁处突然纵身一跃，幻做铺天盖

地的水精灵，骤然形成一幅壮丽秀美的

立体画卷，高高悬挂在世人的眼前。那

些跌落的水珠形成一种迷人的雾花，在

四处飘散着，弥漫在整个犀牛潭的上空

，并不断翻腾着向游客袭来，瞬间我们

满身都是湿漉漉的感觉，这倒是一种惬

意的满足，它是黄果树大瀑布给予我们

人类的馈赠。

仔细打量黄果树瀑布，她的前面是

一条很深的箱形岩溶峡谷，左为悬崖峭

壁，古木森森；右为钙华坡，芳草繁花

；中为犀牛潭、马蹄滩，潭滩相连，透

逝相接。据悉犀牛潭深17米，常为溅珠

覆盖，雾珠腾空，白天阳光折射，彩虹

升起，因此有“雪映川霞”的称誉。

据查黄果树瀑布在打邦河流域的白

水河段上，河水由北向南，到达黄果树

时，河床出现一个大的纵坡裂点形成黄

果树瀑布，水流经瀑布后向西绕行一个

近似半圆的弧形，到达水刮冲以下的螺

丝滩头，恢复由北向南的流向。整个瀑

布宽101米，高77.8米，瀑布飞泻入犀

牛潭，水流依次经过三道滩、马蹄滩、

猪龙潭、油鱼井、锅底凼、湾塘、冒水

塘，然后一直往下游流淌。

我们继续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前面便

是“观瀑亭”，但见亭台甚是古雅，细瞧

有清代著名书法家严寅亮的名联：“白水

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

梭织天生成。”走出亭子林木茂密，野草

葱茏，只有一曲折磴道直抵河边，河面架

有曲桥直通对面的“水帘洞”。

我们穿过曲桥来到长达134米的水

帘洞内，眼前一亮，恍若隔世一般。它

拦腰横穿瀑布而过，由6个洞窗、5个洞

厅、3股洞泉和6个通道所组成。从水帘

洞内外观大瀑布，无比壮观，震耳发聩

，令人惊心动魄。瀑布下悬挂有如此壮

观的一窟洞穴，在世界各地的瀑布群中

实属罕见，难怪这里会被选为《西游记

》的最佳拍摄地。感谢大自然独具匠心

，天造地设一处人间佳景，让我们有幸

一睹奇观，大开眼界。

意犹未尽之余，我们恋恋不舍地离

开了黄果树大瀑布，乘坐观光车赶往下

一个景点：陡坡塘大瀑布。

陡坡塘大瀑布位于黄果树瀑布上游

1公里处，瀑顶宽105米，高21米，是

黄果树瀑布群中瀑顶最宽的瀑布。走近

陡坡塘瀑布，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面积达

1.5万平方的巨大溶潭，瀑布就形成在逶

迤100多米长的钙化滩坝上。据当地人

说陡坡塘瀑布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每当

洪水到来之前，瀑布都要发出“轰隆、

轰隆”的吼声，因此它又叫“吼瀑”。

来到陡坡塘驻足仔细凝视这条瀑布，

它没有黄果树瀑布那样壮观和伟岸，流速

也很慢，不过这一点倒显得别样温柔妩媚

。纵观整个水层都是沿着和缓的瀑面，均

匀地向四周撒开，仿佛在一鳞鳞的钙华滩

面上轻盈地舞着，如一层薄薄的、半透明

的面纱，又如一面面张开的素绢扇面，在

阳光下泛着银光，故有人戏称此瀑为“新

娘面纱”。好一个恰当的比喻，一种淡淡

的羞涩的美，突然铺面而来！

沿着木栈道继续前行，在陡坡塘瀑

布东侧的山崖上，又一条小瀑布从芦苇

丛中突然蹿出，远远地不等水落地面，

它周围的整个空间都已撒播成了雾濛濛

的一片了。

黄果树景区有最美的瀑布群，她的

壮观和秀丽映像在每一个游客的心中，

相信但凡第一次见到黄果树的人都会被

她摄人心魄的庞大气势所折服和陶醉。

《我在贵州等你》，一路都在听这

首动人的歌曲，贵州是一个不得不来的

地方，也是一个来了都不会忘记的地方

，她的美只有你亲自经历了才知道。

若你来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是必经

的打卡地，不为别的，只为小时候书本

上的那一见钟情！以前她只停留在想象

的空间里，如今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

这才是我们今天醉美的相遇。

人间小七孔，世外黄果树，我们终

于在贵州遇见，这才不负我们今生最美

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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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沧州某

学校里的一名留守

男孩对父母说的话

火上了热搜。

在对父母的喊话中

，男孩担心父母的

身体健康，体贴父

母为家庭的付出，

也渴望着能够多一

点父母的陪伴。

“别光在北京干活，多来看看我。”

“别熬夜，别吵架。”

“别一天都不吃饭。”

男孩像一个大人一样，叮嘱父母要好好照顾自

己，体贴父母的辛苦付出，懂事得让无数人心疼。

对此不少网友心疼地评论道：“希望他能够早

日和父母团聚，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

再懂事的孩子也会渴望父母的陪伴，父母给孩

子的每一份陪伴，都是孩子最渴望的爱。

01.孩子缺失陪伴，是父母一辈子的遗憾

《少年说》中有一个男孩，父母在外打工，他

从小被寄养在姨妈家，经常被表哥欺负。

他很想让父母知道自己过得不好、被欺负了，

可父母不在身边，一年见不了几次面。

唯一的联系渠道是姨妈的手机，可他还不能主

动打给父母，只能等父母打给姨妈后，他才能说几

句话。

每次父母打电话过来，他还来不及诉说自己的

委屈，父母就匆匆几句挂断了电话。

慢慢的，他就变得自卑懦弱，再也不期待父母

的保护，再也不愿意联系父母，跟父母的关系也变

得越来越僵硬。

本应该亲密无间的父母和孩子，变得如同陌生

人。

他对爸爸说：“我再也不会在受欺负或者难过

的时候，想找爸妈了。”

难得有机会和父母见一面的孩子，见父母就像

见亲戚，彼此只剩下血缘关系，少了在生活中日积

月累的情感。

父母看不见孩子生活的全貌，不知道他有没有

受欺负、受委屈，不知道他的心理曾经留下过什么

创伤，更不知道这个伤疤又是怎样扭曲了他的心灵

。

如果父母从小就缺席了孩子的成长，那么等孩

子长大了，父母就会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成了孩子生

活里的局外人。

02.父母小时候不管，孩子长大后管不了

《今日说法》有一期讲了一群孩子的故事，小

小年纪的他们却参与了盗窃金额高达30多万的连

环盗窃案。

其中有一个叫阿旭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辍学

混迹社会，和朋友一起砸店铺抢劫，抽烟、喝酒无

一不精。

阿旭的父母却没有察觉曾经乖巧懂事的孩子，

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许多父母只看到孩子犯错的一面，却忽略了孩

子叛逆背后的原因。等到父母想管教孩子时，不仅

错误已经酿成，而且孩子也更难管了。

教育专家李玫瑾曾说过：“孩子三到六岁你不

管，长大以后想管也管不了。”

与其等孩子长大后纠正错误，不如从小给孩子

正面的引导。千万不要等管不了孩子之后，才追悔

莫及。

如果小的时候对孩子疏于管教，等孩子长大后

再采取措施，往往会因为缺少情感羁绊，导致教育

难以进行。

父母缺席了孩子的童年，就是错过了和孩子建

立感情羁绊最重要的阶段。

最好的教育，不是孩子长大了还约束，而是父

母从小就要做好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

03.孩子成长的关键期不长，父母更应该抓紧时间

好好陪伴

《变形记》主人公杨桐的父母常年在外工作，

虽然给了他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也缺少了陪伴他

的时间。

杨桐变成了打架斗殴、逃课、喝酒、彻夜不归

的不良少年。

杨桐来到了新家后，生活条件急速降低，但是

他却变得成熟懂事，体谅父母。

这让无数网友好奇：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有截然

不同的一面呢？

其实从叛逆到懂事，中间缺的便是父母的陪伴

和引导。

父母总想着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却忽略了孩子

真正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富有，而是精神上的富足

。

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戳心的话题：为了陪伴孩子

牺牲几年的事业时间值得吗？

底下的评论，引发了许多父母的共鸣。

有一位网友回答：

孩子上幼儿园后，她就换了一份时间灵活的工

作，让自己能够轻松接送孩子。

有一次自己做饭时，孩子主动帮忙洗菜，还认

真说道：“妈妈，等我长大了也给你做饭吃！”

孩子稚嫩的承诺让老母亲感动得泪目。

她少了一点收入，却多了一些时间陪伴孩子。

能够养出这样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比她赚多

少钱都值。

在孩子幼小时全身心的陪伴，不仅让父母拥有

了和孩子亲密无间的爱，更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成

长，这才是孩子最幸福的成长方式。

父母陪孩子成长的时光，会成为孩子生命的底

色，也是彼此珍贵的记忆。

正如作家池莉说的那样：

“这就是自己带孩子的好处和幸福，没有错过

孩子关键的第一步；

每一步都是惊喜，每一步都是第一个分享者，

每一步都是属于我自己的宝贵财富；

当以后若干年里，当孩子长大成人离开你以

后，当你进入耄耋之年，一个人还能吃多少，穿

多少？

唯有血浓于水的亲情经历与记忆，一辈子，受

用不尽。”

父母的事业可以重来，但是孩子的童年不能再

来。父母现在每一秒的陪伴，都是在给孩子创造最

美的回忆，不让未来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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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在美軍完全撤出喀布爾在美軍完全撤出喀布爾,,結束了一場長達結束了一場長達2020
年的阿富汗戰爭後年的阿富汗戰爭後,,拜登總統在白宮正式昭告世拜登總統在白宮正式昭告世
界界,,美國已完成歷史性反恐任務美國已完成歷史性反恐任務,,他並為美國這他並為美國這
次的撒退做了強烈辯護次的撒退做了強烈辯護,, 拜登斬釘截鐵說拜登斬釘截鐵說 ::””我我
不會延長這場永無休止的戰爭不會延長這場永無休止的戰爭””,,這除了表明他這除了表明他
終止軍事行動的決心外終止軍事行動的決心外,,其實拜登更試圖用撤軍其實拜登更試圖用撤軍
的正當性去淡化模糊他在執行撤軍時的混亂無的正當性去淡化模糊他在執行撤軍時的混亂無
章章,, 療傷止血的用意昭然若揭療傷止血的用意昭然若揭,,只可惜最後階段只可惜最後階段
發生機場動盪以及發生機場動盪以及 1313 位美軍殉難位美軍殉難,,加上百位阿加上百位阿
富汗平民被炸死的慘劇富汗平民被炸死的慘劇,,使拜登民意支持度暴跌使拜登民意支持度暴跌
1010個百分點個百分點,,他想要回升爬起真是難難難他想要回升爬起真是難難難。。

拜登的民意支持度自拜登的民意支持度自11月月2020日上任以來一直日上任以來一直
緩慢下滑緩慢下滑,,根據權威的民意調查網站根據權威的民意調查網站 FiveThirFiveThir--
tyEight(tyEight(538538))綜合統計全美各大民調機構所得平綜合統計全美各大民調機構所得平

均數據顯示均數據顯示,,拜登支持率從開始的拜登支持率從開始的
5353%%認同率與認同率與3030%%不認同一路持續下不認同一路持續下
降降,,執政半年後執政半年後,,認同率只稍微滑到認同率只稍微滑到
5252%,%, 然而到然而到88月月3030日因美軍殉難日因美軍殉難,,拜拜
登 的 民 意 竟 首 次 出 現 死 亡 交 叉登 的 民 意 竟 首 次 出 現 死 亡 交 叉
(Death cross)--(Death cross)-- 不認同率不認同率 4747..66%%首次首次
超過認同率超過認同率4747%,%, 逆轉最大關鍵就是逆轉最大關鍵就是
撤離阿富汗處置失當撤離阿富汗處置失當。。

在所有民調中在所有民調中,,以皮尤中心民調最以皮尤中心民調最
值省思值省思，，因有因有5454%%美國成年人相信美美國成年人相信美
軍撤離阿富汗是正確決定軍撤離阿富汗是正確決定,,但但 4242%%認認
為拜登處理工作非常糟為拜登處理工作非常糟,,而國會山莊而國會山莊
報報(The Hill)(The Hill)民調更有多達民調更有多達5656%%受訪者受訪者
無法認同撤軍方式無法認同撤軍方式,,從上面民調數字從上面民調數字
顯示出拜登在撤軍時領導力不足顯示出拜登在撤軍時領導力不足。。

當然拜登上任以來最卓越績效就當然拜登上任以來最卓越績效就
是疫情控制是疫情控制,, 確保了美國人民的生命確保了美國人民的生命

安全與健康安全與健康。。在經濟方面在經濟方面，，拜登快速通過近拜登快速通過近22 萬萬
億的紓困計劃億的紓困計劃，，他提出的他提出的““Build Back BetterBuild Back Better””治治
國藍圖也露出曙光國藍圖也露出曙光,,這一攬子基礎設施方案對於這一攬子基礎設施方案對於
穩住美國經濟有深遠影響穩住美國經濟有深遠影響。。

在國際上拜登貢獻也不少在國際上拜登貢獻也不少,, 他放棄川普所秉他放棄川普所秉
持的美國獨尊獨大又不願兼善天下的思維持的美國獨尊獨大又不願兼善天下的思維,,重新重新
恢復和西方國家的正常關係恢復和西方國家的正常關係，，大力拓展對歐盟大力拓展對歐盟
和北約關係和北約關係,,使美國重回巴黎氣候協議和世界衛使美國重回巴黎氣候協議和世界衛
生組織生組織，，明年中期選舉迫在眉睫明年中期選舉迫在眉睫,,儘管撤軍造成儘管撤軍造成
重大傷害重大傷害,,有可能影響到民主黨的選情有可能影響到民主黨的選情,,並讓民並讓民
主黨失去國會參眾兩院的主導權主黨失去國會參眾兩院的主導權,,但是距離但是距離20242024
年的總統大選還早年的總統大選還早,,現在就預測拜登是否有連任現在就預測拜登是否有連任
的機會意義並不大的機會意義並不大,,畢竟還有許多重大的決策去畢竟還有許多重大的決策去
考驗拜登的領導和執行能力呢考驗拜登的領導和執行能力呢！！

亞裔已匯集成為美國少數裔的主流亞裔已匯集成為美國少數裔的主流------這並這並
不是我們主觀的見地或臆測不是我們主觀的見地或臆測,, 而是最新公佈出而是最新公佈出
來的來的2020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所顯示出來的年人口普查數據所顯示出來的,, 所謂所謂””
數字會說話數字會說話””,,根據最新普查數據根據最新普查數據,,在美國人口最在美國人口最
多的多的44大族裔大族裔((白人白人、、黑人黑人、、西裔與亞裔西裔與亞裔))之中之中,, 亞亞
裔人口過去十年成長的數字竟然超過了其他裔人口過去十年成長的數字竟然超過了其他33
個族裔成長數字的總數個族裔成長數字的總數,, 這是相當明顯的成長這是相當明顯的成長
趨勢趨勢。。

不過不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次人口普查中這一次人口普查中
特別增加了一項特別增加了一項””混血種族混血種族””,, 也就是各個族裔也就是各個族裔
通婚的下一代多種族人口的增長是最多的通婚的下一代多種族人口的增長是最多的,, 竟竟
然增加了然增加了 276276%,%,這的確反映了當前美國的現狀這的確反映了當前美國的現狀,,
換言之換言之,, 異族通婚是美國未來的大趨勢異族通婚是美國未來的大趨勢,, 從從
20102010 年到年到 20202020 年亞裔人口雖然已大幅增加年亞裔人口雖然已大幅增加
3636%,%,但在過去短短但在過去短短1010 年年,,亞裔與其他族裔通婚亞裔與其他族裔通婚
的人口更增加了的人口更增加了 5656 %,%,其中亞裔與白人通婚的其中亞裔與白人通婚的

下一代增加了下一代增加了 110110 萬人萬人，，所以亞裔已所以亞裔已
融合滲透到各族裔融合滲透到各族裔,, 潛在力量不言可潛在力量不言可
喻喻。。

其實亞裔值得驕傲的不僅是在人口其實亞裔值得驕傲的不僅是在人口
的增加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就業就業、、收收
入與生活環境都名列各族裔前茅入與生活環境都名列各族裔前茅,, 當當
中又以印度裔與華裔最為優異中又以印度裔與華裔最為優異,, 在進在進
一步分析中又發現一步分析中又發現,, 出生在美國的亞出生在美國的亞
裔下一代又比出生在外國的第一代裔下一代又比出生在外國的第一代
移民各方面都高出很多移民各方面都高出很多,, 這與我們平這與我們平
時觀察到的現象非常符合時觀察到的現象非常符合,, 亞裔下一亞裔下一
代比亞裔這一代與上一代都優秀代比亞裔這一代與上一代都優秀,, 這這
是可喜可慰的是可喜可慰的,, 儘管現在亞裔被歧視儘管現在亞裔被歧視
侮辱與暴力侵犯匪夷所思侮辱與暴力侵犯匪夷所思,, 一旦將來一旦將來

更多亞裔投入政壇更多亞裔投入政壇,, 惡劣現象必會逐漸消失惡劣現象必會逐漸消失。。
亞裔人口現已達亞裔人口現已達24002400萬萬,,雖只佔美國雖只佔美國33..33億總億總

人口數中的人口數中的66%,%,但人口數卻比但人口數卻比3030 年前成長了年前成長了22
倍倍,, 這種增加非常驚人這種增加非常驚人,,而且人口增加的地域不而且人口增加的地域不
斷在擴展斷在擴展,,並非只集中在東西兩岸並非只集中在東西兩岸,, 現在南部與現在南部與
中西部反成為亞裔新增的熱點中西部反成為亞裔新增的熱點,, 十年前全美只十年前全美只
有有 3939 個郡或縣個郡或縣(county)(county) 的亞裔人口數超過的亞裔人口數超過 55%,%,
但但 20202020 年竟已增加到年竟已增加到 176176 個郡或縣個郡或縣,, 就是為什就是為什
麼許多郡縣亞裔民選公職人員倍數成長的主麼許多郡縣亞裔民選公職人員倍數成長的主
因因。。

從這一次人口普查讓亞裔增加了相當大的信從這一次人口普查讓亞裔增加了相當大的信
心心,, 美國是一個族裔大熔爐美國是一個族裔大熔爐,,是靠新移民興建起是靠新移民興建起
來的國家來的國家,, 亞裔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亞裔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亞裔的命亞裔的命
也是命也是命””根本不是我們要向其他族裔所哀戚訴根本不是我們要向其他族裔所哀戚訴
求的求的,, 我們所要追求的是引領美國成為一個一我們所要追求的是引領美國成為一個一
流的移民國家流的移民國家！！

搶在撤軍期限剩下一分鐘搶在撤軍期限剩下一分鐘,, 美軍最後一架軍美軍最後一架軍
機飛離喀布爾機場機飛離喀布爾機場,, 標誌著美國在海外從事的標誌著美國在海外從事的
最長戰爭以失敗告終最長戰爭以失敗告終。。國防部發布了最後一位國防部發布了最後一位
登上登上 C-C-1717軍機的指揮官多納休將軍手持步槍軍機的指揮官多納休將軍手持步槍
神情寞落離去的照片令人唏噓不已神情寞落離去的照片令人唏噓不已,, 我從這張我從這張
暗綠色照片感受到的印象只有一個字暗綠色照片感受到的印象只有一個字,,那就是那就是””
歸歸””,, 無論是無論是””不如歸去不如歸去”、””、”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或是或是””歸歸
心似箭心似箭”，””，”歸歸””字都寫在這位將軍的臉上字都寫在這位將軍的臉上。。

結束結束2020年的戰爭是不可思議的事年的戰爭是不可思議的事,, 這場戰役這場戰役
耗資兩萬億美元耗資兩萬億美元，，約約 22,,500500 名美軍喪生名美軍喪生,, 美軍美軍
稱稱：：「「我們已完成任務我們已完成任務」」,, 而塔利班則說而塔利班則說：：「「我們對我們對
美軍美軍2020年聖戰取得勝利年聖戰取得勝利,,我們國家獲得完全獨我們國家獲得完全獨
立立」」。。

在美軍撤退後在美軍撤退後,, 美國開始沉思未來走向美國開始沉思未來走向,, 而而
塔利班重新統治下的阿富汗必充滿極多不確塔利班重新統治下的阿富汗必充滿極多不確

定定,,美國走後美國走後,, 唯一懸念的只是如何唯一懸念的只是如何
把滯留的美國人撤回美國把滯留的美國人撤回美國,, 至於阿富至於阿富
汗的人道主義及人權法治等已不再汗的人道主義及人權法治等已不再
是美國想管的了是美國想管的了。。

2020 年來年來，，美國一直缺乏堅定戰略美國一直缺乏堅定戰略
來實現持久的核心目標來實現持久的核心目標，，想在阿富汗想在阿富汗
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以抵禦極端主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以抵禦極端主
義並確保其人民安全是艱困的任務義並確保其人民安全是艱困的任務,,
20112011 年擊斃本拉登年擊斃本拉登,, 基地組織已被基地組織已被
消滅消滅,, 但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已在阿富但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已在阿富
汗紮根汗紮根，，美國在阿富汗停留時間再長美國在阿富汗停留時間再長
也不可能殲滅他們也不可能殲滅他們，，但美國太有自信但美國太有自信
了了,, 以至於不可自拔以至於不可自拔,, 每年投入阿富每年投入阿富
汗汗200200 億美元的支出億美元的支出,, 也耗資也耗資 830830 億億
美元訓練裝備阿富汗軍隊美元訓練裝備阿富汗軍隊，，卻在短短卻在短短
一周向塔利班棄械投降而導致政府一周向塔利班棄械投降而導致政府

崩潰垮台崩潰垮台,, 把美國一切心血化為烏有把美國一切心血化為烏有,,最後更換最後更換
來不光彩的撒退來不光彩的撒退。。

美國從西貢撤軍美國從西貢撤軍2020 年後年後，，柏林牆倒了柏林牆倒了，，也讓也讓
美國贏得了與蘇聯的對抗美國贏得了與蘇聯的對抗。。現在美國從阿富汗現在美國從阿富汗
撤軍撤軍,, 顯示反恐戰爭的結束顯示反恐戰爭的結束,, 必可換來全球戰略必可換來全球戰略
上轉圜的方向上轉圜的方向,, 把美國戰略重心從中東和西亞把美國戰略重心從中東和西亞
回到歐洲和印太回到歐洲和印太。。事實證明事實證明,,美國投入阿富汗美國投入阿富汗、、
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資源是徒勞的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資源是徒勞的,, 那些錢如投那些錢如投
注在基礎設施上注在基礎設施上,, 美國民生不知富裕多少倍美國民生不知富裕多少倍。。

往者已矣往者已矣,,期待拜登政府記取反恐戰爭的教期待拜登政府記取反恐戰爭的教
訓訓,, 寧可採取靈活外交政策寧可採取靈活外交政策,, 也不要再誤認武力也不要再誤認武力
可解決國際爭端可解決國際爭端,, 在核武威脅的年代在核武威脅的年代,, 槍砲已不槍砲已不
是致勝法寶是致勝法寶,, 當美軍歸來後當美軍歸來後,, 正是美國重新歸正是美國重新歸
零調整的最好時機零調整的最好時機！！

十三位英勇的美國軍人因為在喀布爾機場執十三位英勇的美國軍人因為在喀布爾機場執
行撤離阿富汗任務而遭到伊斯蘭國行撤離阿富汗任務而遭到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Islamic State)
組織分支呼羅珊伊斯蘭國組織分支呼羅珊伊斯蘭國（（ISIS-KISIS-K））恐怖襲擊身恐怖襲擊身
亡亡,, 當他們的遺體安置在金屬棺木被覆蓋著國旗當他們的遺體安置在金屬棺木被覆蓋著國旗
運送回美國時運送回美國時,,拜登總統與第一夫人親臨德拉瓦拜登總統與第一夫人親臨德拉瓦
州多佛空軍基地州多佛空軍基地（（Dover Air Force baseDover Air Force base））迎接這些迎接這些
殉職的美國子弟兵殉職的美國子弟兵,, 現場嚴莊肅穆現場嚴莊肅穆,,格外令人哀格外令人哀
傷傷,, 可以想見這些陣亡戰士們的家屬是何其悲可以想見這些陣亡戰士們的家屬是何其悲
戚戚,, 全美國人都應該向他們表達哀悼與敬意全美國人都應該向他們表達哀悼與敬意。。
在這在這1313位殉職戰士中位殉職戰士中,, 包括了一位海軍陸戰隊包括了一位海軍陸戰隊

的女戰士的女戰士,, 陣亡前她還在自己的社群媒體陣亡前她還在自己的社群媒體InstaInsta--
gramgram 上發布了一張在喀布爾機場手裡抱著嬰兒上發布了一張在喀布爾機場手裡抱著嬰兒
的照片的照片,,她寫著她寫著：“：“我熱愛我的工作我熱愛我的工作。”。”沒想到幾天沒想到幾天

後她竟然客死異鄉沙場後她竟然客死異鄉沙場,, 現在看到那張現在看到那張
她凝望著阿富汗嬰兒的溫馨遺照她凝望著阿富汗嬰兒的溫馨遺照,, 真是真是
令人心碎令人心碎,, 當然其他殉難的當然其他殉難的 1212位戰士也位戰士也
必然有必然有1212個不同悲傷的故事個不同悲傷的故事,,戰爭是何戰爭是何
其殘酷的一件事啊其殘酷的一件事啊!!

這一場長達這一場長達 2020 年的戰爭因為恐怖份年的戰爭因為恐怖份
子襲擊美國而引發戰火子襲擊美國而引發戰火,, 儘管美國揭著儘管美國揭著
殲滅恐怖份子的旗幟從事義戰殲滅恐怖份子的旗幟從事義戰,,歷經了歷經了
四位美國總統四位美國總統,, 美國子弟兵前仆後繼美國子弟兵前仆後繼,, 犧犧
牲無數牲無數,,由於折損了太多的美國戰力由於折損了太多的美國戰力,, 在在
民意不支持下而告終民意不支持下而告終,, 但是令人悲哀痛但是令人悲哀痛
心的是心的是,, 開啟戰爭既要流血犧牲開啟戰爭既要流血犧牲,, 而結束而結束
戰爭竟然也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戰爭竟然也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這一場這一場
反恐的戰爭反恐的戰爭,, 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 以恐以恐
怖開始怖開始,, 歷經了恐怖的歷經了恐怖的2020年年,,再以恐怖結再以恐怖結

束束,,美國再也承擔不起恐怖的責任美國再也承擔不起恐怖的責任,, 如果再次針如果再次針
對呼羅珊伊斯蘭國進行反恐戰爭對呼羅珊伊斯蘭國進行反恐戰爭,, 必將陷入另一必將陷入另一
場新的恐怖戰疫場新的恐怖戰疫,, 這對美國而言恐怕是下下之這對美國而言恐怕是下下之
策策,, 聰明務實的作法應該是聰明務實的作法應該是,, 在消滅完這次籌劃在消滅完這次籌劃
和謀殺美軍的罪魁禍首以告慰十三位英靈後和謀殺美軍的罪魁禍首以告慰十三位英靈後,, 立立
即收手即收手,, 就讓塔利班自己去解決他們與伊斯蘭國就讓塔利班自己去解決他們與伊斯蘭國
之間的恩怨情仇之間的恩怨情仇。。

從這一次喀布爾機場襲擊事件的發生從這一次喀布爾機場襲擊事件的發生，，清楚清楚
說明了在美軍全數撤離後說明了在美軍全數撤離後，，阿富汗必定成為各方阿富汗必定成為各方
恐怖勢力的溫床而成為永無止境的戰爭之地恐怖勢力的溫床而成為永無止境的戰爭之地,, 那那
根本不是美國能夠掌控的局面根本不是美國能夠掌控的局面,, 為了美國整體利為了美國整體利
益的考量益的考量,,,,美國還是明哲保身美國還是明哲保身,,採行保守與孤立採行保守與孤立
主義的政策主義的政策,, 別再過問阿富汗問題了別再過問阿富汗問題了！！

保守傳統的德州從九月一日起正式執行州保守傳統的德州從九月一日起正式執行州
長艾伯特所簽署的長艾伯特所簽署的””德州心跳法德州心跳法””,, 聯邦最高法聯邦最高法
院也在當晚做出５比院也在當晚做出５比44的緊急表決的緊急表決，，拒絕對此法拒絕對此法
發出禁制令以示支持發出禁制令以示支持,,此法嚴禁懷孕超過六星此法嚴禁懷孕超過六星
期期,, 體內胚胎開始有心臟跳動的女子墮胎體內胚胎開始有心臟跳動的女子墮胎，，儘管儘管
因為被強暴或亂倫導致懷孕也不能進行人工流因為被強暴或亂倫導致懷孕也不能進行人工流
產產，，同時這條法律也嚴罰所有協助女子墮胎的同時這條法律也嚴罰所有協助女子墮胎的
醫生醫生、、護士護士、、家人家人、、司機與知情不報的人司機與知情不報的人,, 堪稱為堪稱為
美國史上最嚴厲美國史上最嚴厲,, 也最極端的法律也最極端的法律,, 與阿富汗塔與阿富汗塔
利班的法條禁忌相比利班的法條禁忌相比,, 真是不遑多讓真是不遑多讓,, 自己的身自己的身
體不能夠自主決定體不能夠自主決定,, 女權在德州是被漠視而得女權在德州是被漠視而得
不到保障了不到保障了。。

墮胎的問題已經在美國爭論了半世紀之久墮胎的問題已經在美國爭論了半世紀之久,,
由於牽連到健康由於牽連到健康、、宗教宗教、、道德道德、、倫理倫理、、人權人權、、自由自由

以及法律等錯綜複雜的議題以及法律等錯綜複雜的議題，，各方見仁各方見仁
見智見智,, 爭論不休爭論不休,, 我個人一向秉持的觀我個人一向秉持的觀
點是點是:: 墮胎不墮落墮胎不墮落,, 女子自決之女子自決之。。

美國最高法院曾在美國最高法院曾在19731973 年引用憲法年引用憲法
第十四修正案對第十四修正案對””羅訴韋德案羅訴韋德案””(Roe(Roe
versus Wade)versus Wade) 做過墮胎合法化的判決做過墮胎合法化的判決,,
認定女子可選擇在胎兒出生前六個月認定女子可選擇在胎兒出生前六個月
終止妊娠終止妊娠，，這是從維護女權觀點去樹立這是從維護女權觀點去樹立
墮胎自主的精神墮胎自主的精神，，然而從保守派觀點來然而從保守派觀點來
看看,, 墮胎就是殘害新生命墮胎就是殘害新生命,, 且對孕婦健且對孕婦健
康充滿威脅康充滿威脅,, 新上任的保守派大法官巴新上任的保守派大法官巴
雷特也旗幟鮮明站在反墮胎立場雷特也旗幟鮮明站在反墮胎立場,, 她曾她曾
在聽證會上清楚表達反墮胎觀點在聽證會上清楚表達反墮胎觀點,,她她
說說::””生命是從受精的那一刻開始生命是從受精的那一刻開始,, 我們我們
必需捍衛受精卵的生命權必需捍衛受精卵的生命權””,, 所以最高所以最高

法院將來很可能推翻羅訴韋德案而讓墮胎為非法院將來很可能推翻羅訴韋德案而讓墮胎為非
法法。。

由於認同墮胎合法的人在美國穩定增長由於認同墮胎合法的人在美國穩定增長，，從從
十年前的十年前的4949%%升到現在的升到現在的5656%%，，但由於政治力涉但由於政治力涉
入入,,使墮胎逐漸演變成為保守與自由之爭使墮胎逐漸演變成為保守與自由之爭,,德州德州
並非美國唯一反墮胎的州並非美國唯一反墮胎的州,, 維吉尼亞維吉尼亞、、紐約紐約、、新新
墨西哥墨西哥、、馬薩諸塞馬薩諸塞、、喬治亞喬治亞、、阿拉巴馬阿拉巴馬、、肯塔基和肯塔基和
密西西比等密西西比等1111個由共和黨領導的州已通過嚴格個由共和黨領導的州已通過嚴格
反墮胎法案反墮胎法案，，其中為孕婦墮胎的醫師將面臨其中為孕婦墮胎的醫師將面臨1010
年至年至 9999 年牢刑年牢刑,,今年還會有更多個州將懷孕六今年還會有更多個州將懷孕六
週以上胎兒進行流產的行為視為非法週以上胎兒進行流產的行為視為非法，，所以墮所以墮
胎巳讓美國成為胎巳讓美國成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國家的國家,,美國婦女們美國婦女們
將來或許會把墮胎是否合法變成搬家遷移的決將來或許會把墮胎是否合法變成搬家遷移的決
定因素之一呢定因素之一呢！！

就在美國加緊撤離阿富汗之際就在美國加緊撤離阿富汗之際,, 竟傳出由美竟傳出由美
軍控制的喀布爾機場遭到兩起爆炸襲擊軍控制的喀布爾機場遭到兩起爆炸襲擊，，導致導致1313
名美軍與名美軍與 9090 名阿富汗人死亡的慘劇名阿富汗人死亡的慘劇,, 伊斯蘭國伊斯蘭國
(Islamic State)(Islamic State) 恐怖組織的分支恐怖組織的分支 ISIS-KISIS-K 已公開承已公開承
認是他們所為認是他們所為,, 拜登總統誓言報復拜登總統誓言報復,, 要讓襲擊者要讓襲擊者
付出代價付出代價,, 動盪不安的阿富汗局勢再次證明美國動盪不安的阿富汗局勢再次證明美國
撤出該地區是正確的抉擇撤出該地區是正確的抉擇,, 但是由於料事不神以但是由於料事不神以
及人謀不臧及人謀不臧,, 才造成今日的慘狀與窘態才造成今日的慘狀與窘態,, 並重創並重創
了拜登政府的威信了拜登政府的威信。。

中東地區的恐怖份子為所欲為中東地區的恐怖份子為所欲為,,已嚴重威脅了已嚴重威脅了
世界的和平與安寧世界的和平與安寧,, 激進的宗教理念以及極端的激進的宗教理念以及極端的
人生哲理人生哲理,, 使得這些恐怖份子寧願犧牲自己的血使得這些恐怖份子寧願犧牲自己的血
肉之軀以求得真主阿拉的恩寵肉之軀以求得真主阿拉的恩寵,, 從劫機衝撞世貿從劫機衝撞世貿
大樓到這次炸彈綁身引爆自殺都是瘋狂亡命的大樓到這次炸彈綁身引爆自殺都是瘋狂亡命的

舉動舉動,, 對於一般常人來說對於一般常人來說,, 實在是太不可實在是太不可
思議了思議了。。

顧名思義顧名思義,,這次策動襲擊美軍的這次策動襲擊美軍的ISIS-KISIS-K
組織是從組織是從ISISISIS所發展出來的分支所發展出來的分支,, 這有如這有如
DeltaDelta是是CovidCovid 1919的變性毒株一般的變性毒株一般,, 一般而一般而
言言,,塔利班還算是較為溫和中性的組織塔利班還算是較為溫和中性的組織,, 他他
們只想建立一個以阿富汗為國界的伊斯蘭們只想建立一個以阿富汗為國界的伊斯蘭
酋長國酋長國，，但是但是ISIS-KISIS-K則是野心勃勃則是野心勃勃,,企圖創企圖創
立一個跨越國界的伊斯蘭哈里發國立一個跨越國界的伊斯蘭哈里發國(Ca(Ca--
liphate)liphate) 以成為一統天下的穆斯林皇帝以成為一統天下的穆斯林皇帝,, 這這
是多麼瘋狂又不切實際的思想是多麼瘋狂又不切實際的思想,, 現在他們現在他們
固守的基地就在阿富汗東邊的巴基斯坦固守的基地就在阿富汗東邊的巴基斯坦,,
他們與在伊拉克他們與在伊拉克、、敘利亞與也門等地的蓋敘利亞與也門等地的蓋
達組織達組織（（Al-QaedaAl-Qaeda））宗教意旨的差異宗教意旨的差異,, 而而 且且
更與塔利班是理念不同的死對頭更與塔利班是理念不同的死對頭,,令人納令人納
悶不解的是悶不解的是, ISIS-K, ISIS-K為何可以穿越過塔利為何可以穿越過塔利

班嚴密鎮守的通道到機場對美軍實施暴行班嚴密鎮守的通道到機場對美軍實施暴行??
基本上美國既已與塔利班達成撤退的期限基本上美國既已與塔利班達成撤退的期限,, 他他

們沒有道理去破壞協議們沒有道理去破壞協議,, 製造新爭端製造新爭端,, 所以最大所以最大
的可能就是塔利班內部已產生權鬥內訌的可能就是塔利班內部已產生權鬥內訌,, 暗中有暗中有
人放任人放任ISIS-KISIS-K的暴力來展現實力的暴力來展現實力,, 如果這樣推斷如果這樣推斷
正確正確,,將來由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必免不了內鬥將來由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必免不了內鬥
甚至內戰甚至內戰！！

據美國據美國CIACIA掌握的資料掌握的資料，，目前已有近目前已有近2020個大小個大小
恐怖組織滲透進入阿富汗恐怖組織滲透進入阿富汗，，當然在美國撒走後也當然在美國撒走後也
就事不關己了就事不關己了,,美國不該也不應再插手美國不該也不應再插手,, 不過由於不過由於
1313名美軍流血犧牲了名美軍流血犧牲了,, 血債應血還血債應血還,,殺人者必誅殺人者必誅,,
美國應立即採取軍事報復行動才可悼念逝去的美國應立即採取軍事報復行動才可悼念逝去的
英魂英魂,, 並爭回人性尊嚴與國際威望並爭回人性尊嚴與國際威望！！

這隻小鳥 THE LITTLE BIRD
Having a coldHaving a cold
fighting with the wifefighting with the wife
blinded by the sunblinded by the sun
excuses are abundantexcuses are abundant

Yet this little birdYet this little bird
sings the morningsings the morning
into goldinto gold

感冒啦太陽太大啦同太太吵架啦

理由多的是

這隻小鳥

不去尋找藉口

卻把個早晨

唱成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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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軍於周二8 月31 號凌晨，正式全部撤出阿
富汗，這標誌著美國和盟邦在阿富汗持續二十年
、美國歷史上最漫長的戰爭劃上句號。當天晚上
，正式掌控阿富汗的武裝組織塔利班（神學士）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上空，發放煙花來慶祝
。在太平洋另一邊的美國總統拜登，將要面對倉
卒撤軍後留下來的多項善後問題，還將面對美國
國會對他的質詢。而最新的民調顯示，六成美國
人不滿意拜登處理阿富汗局勢的手法。

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在五角大樓的記
者會上宣布，最後一架美軍C-17運輸機已於阿富
汗當地時間周一晚上十一時五十九分，從喀布爾
國際機場起飛，他說：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
地說：每一個美軍人員已經離開阿富汗。我宣布
，我們從阿富汗撤軍的作業經已完成，同時撤離
美國公民的軍事任務也已結束。」

襲擊後，美軍在阿富汗展開的近二十年的軍
事行動的結束。不過，他指出，估計現時仍有不
足二百五十名美國人留在阿富汗。乘搭最後一架

飛機離開的，包括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指揮官多
納休和駐喀布爾大使威爾遜。

記得美國總統拜登今年稍早將完成撤軍期限
訂在八月三十一日。當時拜登發表聲明稱： 「現
在，我們在阿富汗的二十年軍事部署已經結束。
」 他說，世界將要求塔利班履行其承諾，允許那
些想要離開阿富汗的人安全通行。拜登仍需面對
倉卒撤軍後的多項問題，包括如何協助二百多名
仍留在阿富汗的美國人，及數以千計曾替美國工
作的阿富汗人離開，並要安置逃離阿富汗的數以
萬計難民。拜登還要面對國會將對他的質詢，為
何在愈來愈多警告下，政府被阿富汗政府迅速倒
台弄至措手不及。
美國廣播公司（ABC）與民調機構Ipsos在上周五
（8 月27）至上周六（8 月28）進行的民調顯示，
六成美國人不滿意拜登政府對阿富汗局勢的處理
手法，七成受訪者認為，美軍應留在阿富汗，直
至所有美國人及協助美國的阿富汗人全部離開為
止。八成四認為美軍應留到所有美國人撤走為止

。共和黨議員周一（8 月23 號）曾經嚴詞批評拜
登政府從阿富汗撤軍，炮轟混亂的撤退過程很可
恥，並導致一些美國人被逼滯留在當地。眾議院
共和黨領袖麥卡錫甚至推文炮轟： 「拜登總統準
備把美國人留在阿富汗，任由恐怖分子來擺布。
」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美國的阿富汗政策
進入全新篇章，相關外交事務已暫移至卡塔爾。
他說，美國仍致力於協助所有希望離開阿國的美
國人。他推文稱： 「我們將要求塔利班履行其關
於（允許）外國公民、（合法）簽證持有人和處
境危險的阿富汗人自由行動的承諾。」 自八月十
四日開始的撤離行動以來，已有超過十二萬三千
人被安全撤離阿富汗，其中包括約六千名美國公
民。

美軍完成撤軍後，喀布爾各地傳出慶祝的鳴
槍聲，塔利班燃放煙花。兩個多星期前接掌政權
的塔利班說，國家已完全獨立。塔利班發言人穆
賈希德推文說： 「阿富汗時間今天（8 月31 號周

二）零時，剩餘的美軍部隊離開了喀布爾機場，
我國獲得完全獨立。」 塔利班發言人向卡塔爾半
島電視台表示，塔利班已經呼籲國際社會幫助阿
富汗發展經濟、教育和衛生事業。

聯合國安理會於8 月30 號周一開會，以十三
票贊成、零票反對通
過一項決議案，要求
塔利班履行承諾，在
八月三十一日限期過
後，容許任何想離開
阿富汗的人都可以自
由地離去。不過，這
項決議案沒有包括法
國提出在喀布爾市內
設立一個 「安全區」
的建議。兩個常任理
事國中國和俄羅斯投
下棄權票，也就是聯
合國只是空話一塲！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美國倉卒撤軍美國倉卒撤軍 六成國民不滿六成國民不滿 楊楚楓楊楚楓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糖城百佳超市商城內的 「樂廚家居」
繼上月（8月8日）舉行首次樂廚家居公益講座後，本月份將於9月

5 日（周日）下午 3 時至 4 時 30 分在該店
（位糖城百佳超市商城內）將再度舉辦
「樂廚家居公益講座系列第二講」 ： 「家

用地板的選擇和保養」 ，由何佳（Jason
He )先生主講。

何佳先生將在講座上介紹 Laminate ,
Engineer Wood 和Vinyl SPC 地板的優缺
點；如何辨別不同質量，不同規格的地板
；選擇地板時應注意那些避免踩雷；三類
家用地板的保養；以及未來地板市場發展
的趨勢。

主 講 人 何 佳 （Jason He ) 現 為 Decor
Flooring-Houston 市場經理，他主要負責
產品質量監管，品牌文化宣傳及達拉斯巿
場的拓展。根據客戶需求和市場特點來不
斷升級優化各類型地板。同時負責採購和
物流，確保庫存充足以滿足德州市場的地
板需求。

「樂廚家居旗艦店」 董事長武渠林先生
表示：樂廚家居是 「樂廚家電」 在德州第
一家旗艦店。他是加州品牌、生產廠家，
是一家集研發、設計、生產、銷售、服務
為一體的專業全屋定制家居的企業。 「樂

廚家居旗艦店」 主要為您提供安靜、高質量的抽油煙機系列、爐台
系列、蒸烤箱系列，以及廚房櫥櫃、廚面、地板、整體衣櫃、玻璃

移門、餐邊櫃、衛浴櫃、廚房電器等多種產品。另外，旗艦店擁有
100多種不同面板搭配，1000多款特色五金配件及智能設備。使家
具除了家具本身，還兼具實用與美觀雙重的藝術品呈現家中。並由
經驗豐富的師傅為您作安裝服務。

其中以油煙機、爐灶、地板、廚櫃四大項為該店的主打重點：
「強力抽油煙機」 是樂廚家居的主打品牌。能夠迅速吸走升騰

的油煙，為您營造安全、無煙的烹飪環境。它與高BTU配置天然氣
爐灶的強強組合，可以用大火力爆炒出中國味道，讓您享受烹飪美
食的樂趣。

「蒸烤一體機」 堪稱烹飪神器，不但能勝任清蒸和烘焙的各種
需求，還有蒸汽解凍、蒸汽發酵、高溫蒸氣清潔的功能，一機多能
，使用便捷，讓您輕鬆搞定一桌美食。

另外還： 「蜂窩紋不粘炒鍋」 ，耐磨耐高溫，持久不粘。還有
地板和各式橱柜，歡迎上門來親自選購。

一場疫情，使太多的人從戶外廣闊的活動空間，重新回歸平常
生活的家庭。而只有長時間相處，才發現家中平常忽略的缺失，如
抽油煙機的作用不完整，長期影響我們的心肺功能甚至健康。而位
於糖城百佳超市內收銀台對面的 「樂廚家居旗艦店」 更是您出入百
佳超市，一眼可見，不會錯過的名店。讓 「樂廚家居」 陪我們度過
每天共處的每一寸空間，大家共享 「樂廚家居」 之樂 ！

「樂廚家居旗艦店」 地址：3412 Hwy 6， Suite M， Sugar
Land，TX77478， 電話：（832）328-3157

「「樂廚家居樂廚家居」」 公益講座系列第二講明舉行公益講座系列第二講明舉行
何佳介紹何佳介紹：：家用地板的選擇和保養家用地板的選擇和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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