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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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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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什麼是數字貿易？
數字化給服務貿易帶來哪些變革？

用數字人民幣購買一杯咖啡，登上VR

雪車體驗刺激的高山滑雪，輕觸屏幕360度

“雲”欣賞故宮文物……在剛剛落下帷幕的

2021年服貿會上，“數字化”無處不在，

“數字感”撲面而來，數字服務貿易的新業

態、新應用、新趨勢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新冠疫情沖擊下，數字貿易展現出

了強大的韌性與活力，成為推動全球貿易

復蘇和我國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

擎。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

測算，2020年我國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貿

易規模達到了2947.6億美元，疫情期間逆

勢增長8.4%，占服務貿易總額的44.5%，

比“十三五”初期提升了13.9個百分點。

本屆服貿會主題是“數字開啟未來，

服務促進發展”，首次設立數字服務專區。

什麼是數字貿易？數字化給服務貿易帶來哪

些變革？未來，數字貿易有哪些值得關註的

發展趨勢？記者走進服貿會尋找答案。

故宮太和殿“搬”到服貿會場
豐富多彩的“雲”遊打破時空束縛
你的身體活動能力怎麼樣？走兩步就知

道了。在位於國家會議中心的服貿會主會場

，一段看似平常的“步道”旁排起了長隊。

這是一款名為“活動能力檢測一體

機”的設備，測試者不需要戴任何設備，

只需面向一臺3D傳感器走6米，就可以測

出符合測試者年齡和性別的6大類36項評

測數值，給出“綜合評價”得分。

來自北京市朝陽區的沈阿姨今年58

歲，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沈阿姨走到

設備前，拿出手機掃描屏幕上的二維碼

，即刻收到了“專屬行走報告”。“我

的行走速度、步幅、擡腳角度都在這個

報告裏，連膝蓋關節扭動角度都有，還

給出了3條健康行走建議。”

展示這臺設備的商家是日電信息系

統(中國)有限公司，已經連續五年參加

服貿會。“這款設備通過對步態特征的

數字化，提出改善健康狀況的指導意見，

目前已經在一些養老院、健身房推廣。”

該公司企劃部經理王慧告訴記者，數字

化轉型已是各行各業的剛需，此次他們

參展的“重頭戲”正是數字化服務，包

括支持康養、企業、社會基礎設施三大

領域數字化轉型的解決方案。

服貿會上，除了國內外企業和機構

展示可交易的數字化服務產品外，還有

別出心裁的“數字之美”。

金黃的銀杏映紅墻，故宮的秋天有

多美？今有冬奧古有冰嬉，《冰嬉圖》

裏的人都在幹什麼？想知道答案，不一

定非要去故宮。

600多歲的故宮首次以數字化形態亮

相服貿會。從1998年成立故宮資料信息部

開始，故宮的數字化之路已經走過了20多

年。隨著故宮與數字技術的融合，宮殿建

築、珍寶藏品紛紛華麗轉身，600多歲的

故宮“青春煥發”。在“文化傳承· 數字

共享”數字故宮體驗專區，“數字文物”、

“數字考古”、“數字服務”三大板塊全

方位展示故宮數字化成果。

“數字故宮”小程序可以幫助遊客提

前購票、預約展覽、AI導遊；“暢遊多寶

閣”小程序以3D交互的形式，把600件故

宮文物“搬”到觀眾眼前；“全景故宮”

小程序通過全景攝影技術，拍攝故宮全景

影像，打造線上紫禁城。“比如，實地遊

覽時，我們只能止步於太和殿殿外，但在

‘全景故宮’裏，我們可以走進殿內近距

離觀賞。”展臺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雲”遊不僅可以打破空間束縛，

還可以突破時間限製。數字考古借助VR

技術，使已經回填保護的故宮考古遺址

得以重現在觀眾眼前；戴上AR眼鏡，

向前走幾步，仿佛置身考古遺址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報告顯示，

受疫情影響，全球10.4萬家博物館2020年

平均閉館155天，參觀人數與2019年相比

平均下降70%。各家博物館紛紛“觸網上

雲”，向大眾呈現雲端文化盛宴。

“疫情是文旅服務數字化轉型的

‘催化劑’，它推動了數字轉型的速度

和腳步。不過，哪怕沒有疫情，博物館

上‘雲’也是大趨勢。”故宮博物院數

字與信息部副主任於壯說。

來源可溯 去向可查 數據保真
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趨勢日益明顯
世界正進入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時期，

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趨勢日益明顯。

隨著算力提升和傳輸加速，以數據為生產

要素、數字服務為核心、數字交付為特征

的數字貿易，正在成為數字經濟的重要部

分和全球貿易發展的重要趨勢。

在服貿會的數字貿易發展趨勢和前沿

高峰論壇上，商務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王

炳南將形成這一趨勢的原因歸結為兩方面

：一方面，數字貿易通過數字技術和數字

服務帶來各領域顛覆性的創新，催生了大

量貿易新業態、新模式，為全球經濟增長

註入了新的動力；另一方面，數字貿易通

過數據流動強化各產業間知識和技術要素

共享，促使製造業、服務業緊密融合，帶

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

卡奧斯COSMOPlat是海爾集團內部孵化

的工業互聯網領域國家級雙跨平臺，這次在服

貿會主要展出化工、能源、模具、智控電子、

智能裝備等幾大垂直行業的12大場景解決方

案。在卡奧斯COSMOPlat展區，記者對著一

瓶日本清酒包裝盒上的二維碼一掃，原產地、

生產日期、物流信息、檢疫證明等關乎跨境食

品安全的重要信息便呈現在眼前。

“這是‘萬溯雲’，具有涵蓋人、

貨物、設備三碼合一的交叉追溯功能，

來源可溯、去向可查、數據保真，是利

用全球通用的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區

塊鏈技術打造的跨境冷鏈溯源場景解決

方案。”卡奧斯COSMOPlat展區負責人林

姝說，冷鏈運輸是防範疫情輸入風險的關鍵

一環，卡奧斯COSMOPlat通過“數據采集+

系統對接+物聯網”模式，為特殊時期相關

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安全保障方案。

工業互聯網，是數字服務賦能百行

百業的一個代表。隨著人工智能、5G、

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不斷成熟與普及，

包括服務貿易在內的傳統行業改造賦能

的相關工作將持續加深。

數字貿易的發展離不開網絡安全保

障。越來越多設備開始“觸雲”上網，

這也給網絡安全風險更多“可乘之機”

，輸油管道等關鍵基礎設施被黑客攻擊

的事件在全球已有先例。

在網絡安全公司奇安信的展臺，一

陣急促的報警聲引人註意。這是工作人

員在演示采油廠遭受模擬攻擊後的相關

警示程序。據現場技術人員介紹，設備

被攻擊者篡改了控製邏輯，而在油罐、

壓力表、管道等各種關鍵位置提前部署

好的網絡探針能實時檢測到異常運行信

息，第一時間上報到工業安全監測系統

並進行告警，讓各級安全人員能第一時

間註意到異常情況並進行應急處理。除

了應用於生產設備，這一報警系統還能

用於其他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保障。

出口逆勢增長3.8%
數字貿易已然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復

蘇的重要引擎
在跨境電商領域，覆蓋訂單、營銷、

履約、跨境支付結算、跨境物流的一整

套數字化服務貿易體系正在形成。

“未來1年到2年，我國外貿進出口

仍將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跨境電商等

數字化新外貿平臺將進入快速發展期。”

在服貿會中國電子商務大會上，中國國

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

部長魏建國表示，跨境電商推動了產業

鏈和供應鏈的數字化進程，中小企業借

助數字化新外貿平臺完成數字化疊代，

從而應對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因素和多

樣化需求，實現高質量發展。

數字貿易已然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復

蘇的重要引擎。2020年，全球數字貿易

出口逆勢增長3.8%，占服務貿易的比重

進一步上升至62.8%，對於服務出口增

長的貢獻率高達98.3%。據世界貿易組

織預計，到2030年，數字技術將促進全

球貿易量每年增長1.8至2個百分點。

在這一國際競爭的新賽道中，中國已

躋身前列。《2021全球數字貿易與中國發

展報告》顯示，隨著互聯網、大數據、雲

計算等數字科技的加速創新，中國作為數

字貿易大國的地位正在逐步鞏固，出口列

全球第八，進口位列全球第七，數字貿易

指數列全球第九，是唯一進入全球數字貿

易發展前十位的發展中經濟體。

《“十四五”服務貿易發展規劃》

目前基本編製完成，“數字貿易”首次

列入我國服務貿易發展規劃。商務部發

布的《中國數字貿易發展報告2020》報

告預計，“十四五”時期，我國數字貿

易規模將持續擴大，到2025年，可數字

化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超過4000億美

元，占服務貿易比重達到50%左右。

數字貿易新場景湧現，也對數字貿

易新規則提出了迫切要求。在數字貿易

發展趨勢的前沿高峰論壇，商務部服貿

司副司長王東堂提到，“十三五”時期，

我國數字貿易取得明顯進展的同時仍然

面臨諸多製約因素，其中就包括數字服

務領域開放程度有待提升、相關法律法

規尚不能完全適應數字貿易發展需要。

“放眼全球，大國正紛紛出臺數字

貿易國家戰略，完善國內立法等數字貿

易規則成為國際競爭的新領域。然而，

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尚未形成，這會加劇

數字鴻溝和數字貿易失衡，影響全球包

容性增長。”王東堂說。

目前，我國已經出臺了《網絡安全

法》《數據安全法》《國務院關於同意

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批復

》等一系列重要法規和政策文件，初步

形成了支持和推動數字貿易發展的法律

政策體系框架。“十四五”時期，我國

將逐步健全數字貿易規則製度，推動規

則、規製、管理、標準等製度性開放，

積極參與數據安全、數字貨幣、數字稅

等國際規則和技術標準製定，為全球數

字貿易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數字貿易是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

革命的重要產物，大力發展數字新貿

易，是贏得未來數字競爭主動權的戰

略先機。工業和信息化部總工程師韓夏

在服貿會上表示，工業和信息化部正大

力推動中國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高質量

發展，具體包括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夯實數字基礎設施，積極引導企業數

字化轉型，積極融入全球數字治理體系

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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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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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逾210例確診 衞健委：加快流調溯源及核檢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2

針對此輪發生在福建的疫情，官方通報，截止
到9月 16日下午 4時，全省確診病例超過

210例。其中，9月15日下午4時至9月16日下午
4時，廈門市新增確診病例18例，全部集中在此
前出現工廠群組的同安區，其中14歲以下5例，
年齡最小的確診者僅3歲。

場所聚集性感染明顯
截止到15日24時，莆田市新增確診為38例。另

據漳州衞健委16日晚間通報，在漳州台商投資區發
現1例廈門輸入確診病例。“自9月10日以來，本
輪疫情新增本土確診病例一半以上為中小學幼兒
園師生和工廠員工，場所聚集性感染明顯”，國

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16日表示。他強調，要
加快流調溯源和核酸檢測，排查風險人群；嚴格
隔離管控，防止交叉感染，保障好群眾基本生活
和就醫需求；嚴格做好重點場所、重點單位、重
點人群疫情防控，落實測溫驗碼、室內通風、環
境消毒、安全距離、個人防護等各個環節防控規
範；做好秋冬季多病同防，加快推進疫苗接種。

家長應減少跨省流動
令人揪心的是，在福建此輪疫情中，有多例發

生在小學、幼兒園的低齡病例，這讓各界更加關注
校園防疫的問題。教育部體衞藝司副司長、一級巡
視員萬麗君就此表示，切實做好教育系統的疫情防

控，要着力防範疫情輸入校園，在建好“防火牆”
上下功夫，要細化師生、家長以及共同居住人員的
健康監測，引導師生、家長主動報告個人和共同居
住人員的健康情況。家長在這個時期減少跨省流
動，避免前往境外或中高風險地區所在地市旅遊。

此輪福建疫情是學校在組織學生“適時抽檢”
時及時發現。經過流調顯示，疫情由家庭內部成員
感染，由學生傳播到學校。萬麗君表示，“適時抽
檢”政策是福建省去年10月建立的一項制度，要求
學校每15天抽取10%的返校學生進行一次核酸檢
測，循環進行，這樣確保五個月之內所有返校學生
都接受一次核酸檢測。教育部此前已印發通知，將
此項政策變成全國政策。

●●截至截至1515日日2424時時，，莆田市新增確莆田市新增確
診為診為3838例例。。圖為圖為99月月1616日日，，社區社區
居民們排隊進入莆田仙游縣鯉南中居民們排隊進入莆田仙游縣鯉南中
心小學核酸檢測點心小學核酸檢測點。。 新華社新華社

��(���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在福建莆田此輪疫情

中，一名新加坡入境人員、學生家長林某某疑似為疫情源頭。

官方通報稱其此前曾按照防疫要求在廈門和莆田完成21天集中

隔離，其間9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1次血清檢測亦為陰

性，直至9月10日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此時距離其入境已過

去38天。對此，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首席專家王華慶16日在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根據流行病學調

查和實驗室檢測，尤其是測序結果，認為該病例可能係在集中

隔離期間感染，並進而導致後續疫情發生。

國藥疫苗研究刊《柳葉刀·傳染病》：
對3歲至17歲受試者安全且耐受性良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衞健委16日還公布，截至9月15日，內地累計
報告接種新冠病毒疫苗21億6,142.8萬劑次，完成
全程接種的人數為10億1,158.4萬人。其中12歲至
17歲人群已經接種超過1.7億劑次，覆蓋9,528.7萬
人。60歲以上人群已接種超過3.9億劑次，覆蓋超
過2億人。中國接種的總劑次和覆蓋人數均居全球
首位，人群覆蓋率位居全球前列。

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首席專家王華慶介紹，目
前還不能放鬆警惕性。一方面，德爾塔病毒變異株傳
染性非常強；另一方面，老年人、青少年人群中還有
一部分人沒有完成接種。建議符合接種條件的人群盡
快接種，只有更多人群接種了疫苗，它的作用才能夠
真正發揮出來。還要考慮12歲以下的人群，這些人群
還沒有接種疫苗，也應該納入接種考慮範圍。

另據澎湃新聞報道，據中國生物官方微信公眾

號9月16日消息，9月15日，國際醫學學術期刊
《柳葉刀·傳染病》正式發表了中國生物北京生物
製品研究所的一項研究成果，顯示國藥集團中國生
物新冠滅活疫苗在3歲至17歲受試者的所有劑量水
平下都是安全且耐受性良好的，在接種兩劑新冠滅
活疫苗後可引發針對新冠病毒的強烈免疫反應。

根據此前中國生物公布的信息，其新冠滅活疫苗
在巴林獲批用於3歲至11歲患有併發症和免疫力低下
的兒童，以及12歲至17歲人群；阿聯酋衞生與預防
部也批准該疫苗用於本國3歲至17歲兒童接種。在國
內，今年7月16日，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
研究所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獲批在3歲至17歲人群中緊
急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商務部消
息，9月16日，中國商務部部長
王文濤向《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定》（CPTPP）保存
方新西蘭貿易與出口增長部長奧
康納提交了中國正式申請加入
CPTPP的書面信函。兩國部長還
舉行了電話會議，就中方正式申
請加入的有關後續工作進行了溝
通。

CPTPP為最高水平經貿自由機制
據百度百科資料顯示，《全

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CPTPP）於 2018 年 12 月
30日正式生效，包括日本、加拿
大、澳洲、智利、新西蘭、新加
坡、文萊、馬來西亞、越南、墨
西哥和秘魯等 11個國家，覆蓋
4.98億人口，簽署國國內生產總
值之和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3%。
CPTPP是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TPP）後的新名字。
2017年11月11日，由啟動 TPP
談判的11個亞太國家共同發布了
一份聯合聲明，宣布“已經就新
的協議達成了基礎性的重要共
識”，並決定改名為CPTPP。

2018 年 3 月 8 日 ， 參 與
CPTPP談判的11國代表在智利
首都聖地亞哥舉行協定簽字儀
式，時任智利總統的巴切萊特
說，CPTPP協定是成員國對貿
易保護主義作出的回應。開放
市場、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合作
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繁榮的最佳
方式。

根據聯合聲明，CPTPP新架
構共識將保留原TPP超過95%的

項目，僅擱置20項條款，其中11項與知識
產權有關。儘管新協定在2016年2月簽署的
包含美國的現有協定中，以因美國要求而寫
入的項目為主，凍結了20個項目的效力，但
是從框架上看，CPTPP依然是迄今為止最高
水平的經貿自由機制。

據新華社早前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2020年 11月 20日晚在北京以視頻方
式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七次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發表題為《攜手構建
亞太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時表示，中
方將積極考慮加入CPTPP。

此外，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2020
年11月19日表示，中國對加入CPTPP持積
極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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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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社區

110110年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年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

美國小說中的悲劇美國小說中的悲劇、、疏離疏離、、叛逆及浪漫叛逆及浪漫-- 佛克納佛克納、、海明威海明威、、史坦貝克史坦貝克
——夏祖焯教授主講夏祖焯教授主講：： 「「文學之美文學之美，，在於其劇性在於其劇性、、浪漫性及叛逆性浪漫性及叛逆性 」」

（本報訊）光鹽社新辦公地址：3535 Briarpark Dr, ste 135, Houston, TX 77042 （距舊址僅6分鐘

車程）

辦公室電話：713-988-4724 & 832-206-3429

感謝您一直以來對光鹽社的信任和支持！我們將在新辦公地點繼續為社區提供優質服務！光

鹽社免費協助 申請兒童和孕婦的Medicaid,CHIP白卡,哈里斯縣金卡,健保市場個人健康保險, 食

品券。開設免費健康生活學習課程，乳癌和子宮頸癌篩檢。提供癌友及特殊兒童家庭支持 。

（本報訊 ）美國文學源自歐洲，
卻一直落在歐洲之後。二十世紀美國
急追趕上，成為文學大國，諾貝爾文
學獎得獎次數竟僅次於法國為世界第
二，原因何在？夏教授將就二十世紀
重要美國小說作家之重要作品、寫作
特色及時代背景作一深入淺出、知識
與趣味並重的講述。美國重要小說是
否仍因襲歐洲傳統，以悲劇性為主？
史坦貝克、佛克納、海明威三位最重
要作家的寫作背景為何？愛情、死亡
、堅毅與挫折在他們的小說中呈現了
什麼糾纏？

時間：
美西時間｜9/18 日（週六）｜晚

上6:00-8:00
台北亞洲｜9/19 日（週日）｜上

午9:00-11:00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

84940876906?pwd=anY4VHFHejN-
wRHlXU3o0TlRwa3BHQT09

Meeting ID: 849 4087 6906
Passcode: 953402

光鹽社新辦公地址

（本報訊 ）繼去年首次成功舉辦雙十國慶
露天電影院，受到多方好評，今年由雙十國慶
籌備會和北一女校友會聯合主辦的國慶寶島電
影院，將於10月02日（星期六）下午6點半至
9點半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後停車場熱鬧登場。
採用臺灣古早的鄉村眷村社會時期，與親朋好
友左鄰右舍，在廣場聚集觀看露天电影，周邊
還有趣的各式小攤位， 讓您感受六十年代台灣
風情。活動當天會採用超大布幕200吋投放电
影，備有香噴噴的鐵路便當及奶茶，還可以邊
吃爆米花，享受晚風吹拂，月亮高掛星空之下
，坐在停車廣場大家一起觀賞電影 「太陽的孩
子」，重溫浪漫復古風情。

電影 「太陽的孩子」（阿美語：Wawa No
Cidal）是一部於2015年上映的台灣電影，為台

灣導演鄭有傑與勒嘎·舒米聯合編導，演員皆
為原住民，女主角由歌手與主持人身分的阿
洛·卡力亭·巴奇辣擔綱。該片台北電影獎獲得
觀眾票選獎。第52屆金馬獎入圍最佳改編劇本
、最佳新人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獎（《不要
放棄》) ，並由《不要放棄》獲得最佳電影原
創歌曲。在國際獎項部分，則獲得CMS印度兒
童國際影展最佳劇情長片首獎。

劇情簡介如下：為了給父親與孩子更好的
生活，即便不捨仍獨自前往大城市打拼的林秀
伶，有個美麗的阿美族名字 Panay，有 「稻穀
」的含意。Panay 因為父親病倒而再次回到家
鄉，曾幾何時，良田已經漸漸變成觀光飯店。
她憂心這樣下去，還可以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
家園？希望太陽底下每一個孩子，都能夠以自

己為傲；但願太陽底下每一個孩子，都能用自
己的語言、大聲唱自己的歌；但願太陽底下每
一個孩子，都能夠堂堂正正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不需被任何人驅趕。所以決心要把水圳修好
、恢復耕作。但這一切並不輕鬆，面對各種挫
折與考驗，她以溫柔且堅定的行動，告訴孩子
們：千萬不能放棄！自己的家園要靠自己守護
。

電影及Popcorn 免費，鐵路便當加波霸奶
茶每份$10，另外會有趣味活動，市集攤位及抽
獎，在此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線 上 報 名 請 用 連 結 https://forms.gle/
uSoWYE1xh8VgTEeo8

聯 絡 人: 邱 珮 冠 713-502-7769, 楊 嘉 玲
713-340-8115

（本報訊）不論在貿易或投資方面，臺灣與

英國雙方的經貿互動皆十分密切面對美中貿易緊

張情勢、COVID-19疫情影響，以及英國脫歐等經

貿環境變化，臺灣政府積極協助企業重整布局，

未來也將持續深化臺英關係「英國臺商投資環境

報告」，帶你一手掌握英國最新經貿動態、投資

分析及未來趨勢，歡迎多加運用參考

#立即前往下載

僑臺商專區:http://Business.Taiwan-World.Net

點選:臺商投資環境報告

英國臺商投資環境報告:https://bit.ly/3h75Huh

歡迎踴躍下載參考運用！

錢進大不列顛 掌握英國脫歐投資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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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與金城銀行攜手完成夢想並邁向成功 

 歡迎洽詢 
Bill Chen 陳啟輝   Ivan Zhu 朱寧遠 

SVP/Lending Officer   FVP/Lending Officer 

專線電話: 713-596-6968    專線電話: 713-596-6809 

BillChen@goldenbank-na.com IvanZhu@goldenbank-na.com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Phone: 713-777-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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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5年籌畫，全台第1座由民間興建的地熱電
廠 「清水地熱發電廠」已進入最後準備階段，預計在9月底可取
得電業執照，開始商業運轉。

宜蘭清水地區因有豐沛地熱資源，宜蘭縣政府在2016年依
據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 「電業設施類別」採
「BOT＋ROT」方式招商，並在隔年與台灣汽電共生公司和結

元能源開發公司合資成立的 「宜元公司」完成簽約，投入地熱發
電計畫。

宜元公司第一期投入約 7.65 億元資金，初期完成 4.2MW

（百萬瓦）發電裝置容量，每小時可生產3150度的電力，足可
供應宜蘭縣三星鄉、大同鄉約1萬戶的家庭用電所需。

此外，清水地熱發電廠所使用的發電機組及相關設備是採用
向以色列購買的最新設備與技術，能在中低溫循環下，擁有最高
的熱能轉換效率，先從深1200至2100公尺的地熱井汲取180度
熱水，透過熱交換過程完成發電之後，再將降溫後的地熱水回注
至地下。

另外，氣冷式機組散熱系統則是利用空氣作為冷卻介質，不
需要另外消耗大量的水源降溫，也讓地熱水能有更好回注效益，

整個過程可說是無耗損、無汙染、無碳排，也是絕佳的綠能發電
。

清水地熱發電廠預計在今年9月底開始商業運轉，並且可進
一步發展成一個結合發電、休閒及教育的多功能場域，縣府另估
算，從正式營運後，依照清水地熱發電廠每年的電力躉售收入，
宜蘭縣政府可收取約200萬元營運權利金，總計20年營運期，共
可收取4千萬權利金。

（中央社）長榮航空林姓機師（案16120）違反檢
疫規定，入境應進行7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卻跑出
去與友人聚餐，又在執勤前隱瞞身體不適，確診新冠肺
炎後成為防疫破口，長榮9月4日火速開除該名機師，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也完成調查，對該機師開罰40萬元
，而長榮督導不周，罰款200萬元。

民航局表示，林姓機師8月26日執飛台北—芝加哥
航班後返台入境，依規定自當天起至本月2日，需進行
7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但他於8月28日因呼吸道疾
病前往醫院就診，當晚並與友人聚餐；9月1日，他再
度因呼吸道疾病就診。

期間，該機師於8月30日經公司派飛，執飛台北—
布里斯本航班，值勤前填寫健康聲明書時，亦隱瞞就醫
情節。

民航局指出，林姓機師參加聚餐、2次就診未依規
定通報，於健康聲明書中隱瞞就醫細節，均已經違反傳
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裁罰40萬元，裁處書已經寄出

。
對於違規事件，民航局除依法裁罰，也多次發文並

邀集業者開會，提醒務必落實約束員工遵守檢疫規定。
此次又發生機師違規，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因此對長榮
航空處以200萬元罰款。

民航局長林國顯提醒航空業從業人員，過去1年多
的經驗顯示，機組員無論是檢疫規定的變更，或是個人
違規，都很容易成為輿論與國人關注焦點，在這樣的氛
圍下，機組員更應自律，且互相提醒做好防護，保護自
己及親友安全與健康。航空公司也應全面並不斷的檢視
，全力協助機組員，提供完整的設備與環境，使大家能
安心執行任務。

林國顯表示，機組員因工作內容與飛安息息相關，
一直是個高度強調自律的工作。防疫與飛安一樣，需要
自律，也需要一層、一層的把關，希望所有航空業從業
人員在防疫工作上，也都能秉持自律精神，一起守護國
門。

機師不甩檢疫聚餐又瞞症狀
民航局重罰長榮200萬

（中央社）彰化縣溪州鄉公所預計發放1000元關懷禮金，
但公所在代表會尚未通過該案前走漏風聲，引發代表不滿，17日
臨時會中代表們齊炮轟，直指公所行為就像 「刀子架在脖子上」
，代表揚言乾脆加碼到1500元，讓台上的鄉長江淑芬相當錯愕
，最終在主席協調下，仍通過普發1000元關懷禮金案，預計下
月初發放。

新竹縣橫山鄉公所因有感於民眾受疫情所苦，由鄉長張志弘
與公所同仁集思廣益，因今年度普通統籌分配款有盈餘，決定發

放防疫紓困金1000元，日前獲代表會同意、臨時會追加預算通
過，預算總額達1300萬元，將盡速發放。

彰化縣溪州鄉民代表莊正雄昨在臨時會中氣憤表示，公所走
漏消息，根本沒尊重代表會，還公開公所財政狀況，難道不怕別
人來搶，公所這麼有錢，直接加碼500元、發1500元好了。現場
氣氛一度尷尬，主席喊休息，經短暫討論後，才順利讓該案2950
萬元預算通過。

江淑芬表示，感謝代表們全力支持通過預算，公所去年就想

發放振興金，但是經費不夠，今年有第二、第四公墓太陽能租金
收入150萬元、溪州焚化爐回饋金1120萬元，加上公所稅收人事
精簡盈餘，剛好可以平衡2950萬元紓困金。

關懷禮金案在10名鄉代表決下全數通過，凡2021年8月31
日前設籍在溪州鄉的民眾，每人皆可領到1000元關懷禮金，10
月5、6、7日將在社區、廟宇、廣場等適當場所發放，未領取者
也能在11月20日前到公所領取。

（中央社）中秋節連續假期終於到來，昨
日下午4時起，國道1號已出現車潮，晚間8時
許南下194公里到200公里彰化路段更出現大塞
車，時速一度僅約20公里，國道警方研判要到
今日凌晨才會紓緩。預估今、明是南下車流最
多的2天，其中又以今日交通預估量125百萬車
公里最高，白天國道南下方向很可能繼續塞車
。

今明上午恐再壅塞
交通部表示，全國疫情警戒降回2級，民眾

逐步回歸正常作息，加上端午節連假遇到3級警

戒，大多數民眾減少外出，因此研判中秋節將
有返鄉過節及出遊旅次需求。過去1年多，民眾
因應疫情發展多選擇自行開車，這次國道運輸
尖峰南向集中於連假第1、2日上午時段，北向
集中於連假第3、4日下午時段。

高公局預估，今天6條易壅塞路段包括國1
楊梅至新竹系統、彰化系統至埔鹽系統、圓山
至大華系統、國3三鶯至關西、烏日至霧峰系統
、國5南港系統至坪林，行車時間約是平常的3
到5倍。

此外，國1彰化系統至彰化路段，因該處有

施工，路肩無法開放，一旦遇到車多匯流就容
易堵塞，平日就會塞車，假期間影響會更明顯
，高公局建議可改走台61避開。

21日全線不收費
交通部指出，中秋連假期間國道將實施精

進式匝道儀控、入口匝道儀控、高乘載管制、
匝道封閉、開放41處路肩等措施，並自9月18
日至20日，每日0至5時國道全線暫停收費；9
月21日當日0至10時全線暫停收費。

連假第3、4天，國道車流轉為北返居多，
易壅塞路段包括國1圓山至大華系統、新竹系統

至竹北、南屯至后里、西螺至埔鹽系統、國3關
西至大溪、大山至香山、霧峰系統至霧峰、竹
山至中興、國5宜蘭至坪林、國6舊正至霧峰系
統等，行車時間為平日的3到4倍，國5則可能
塞到7倍時間。

國5南下車道從17日上午開始就明顯車流
量變大，11點過後，每小時南下車流量已經達
到2600輛，也觸及雪山隧道飽和量的臨界點，
時速更是降到40公里以下。

彰化溪州 竹縣橫山 都發1000元紓困金

宜蘭清水地熱發電廠 9月底運轉

中秋連假 國道6大路段易塞車
國道1號彰化南下路段 昨晚已湧現車潮



BB66
星期六       2021年9月18日       Saturday, September 18, 2021

廣告
S: 20.241 in

T: 20.5 in

S:10.94 in

T:11.2 in



BB77
星期六       2021年9月18日       Saturday, September 18, 2021

廣告

S: 20.241 in

T: 20.5 in

S:10.94 in

T:11.2 in



BB88
星期六       2021年9月18日       Saturday, September 18, 2021

中美論壇



BB99
星期六       2021年9月18日       Saturday, September 18, 2021

基督教

古 時， 耶

和華向我顯現，

說，我以永遠的

愛愛你，因此我

以慈愛吸引你。

耶利米 31：3
神 的 愛 吸

引台灣鄕下一

個 12 歲 小 孩，

讓他在百年茄苳

樹下聽福音。之

後，茄苳樹前 100 公尺處，蓋了一座教堂。

那小孩成了教會第一代兒少。

高三時，他與駐堂牧師同住一年，每

早晨，牧師帶他禱讀，多年後，他也成了牧

師。

基督徒在家中，在社會，在教會，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四 ♦個 ♦神 ♦蹟

黃明鎮牧師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化療，但讓她身體不適，故決定暫停止化

療，和先生商量，決定辭職回美探望兩個

兒子與媳婦。蔚珊師母是多才多藝，學音

樂的，彈琴，美聲，也是號角月報作者，

與角聲癌友"希望之音"指揮，鄞牧師開創

糖城中國教會10年後，應邀去香港播道神

學院教書。

吃午餐時，我們彼此交談分享個人近

況，也分享彼此生病蒙主醫治見證，潘師

母也為兩位姐妹與蔚珊師母抹油禱告，求

主醫治有病的。 
聖經 .耶利米書  17章14 節（耶和華

啊，求你醫治我，我便痊癒，拯救我，我

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讚美的。）

聖經.雅各書 5章14 -16節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

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為他禱告。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

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

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

大有功效的。

感謝城堡中美麗又有愛心的女王Pam
雅蓓姐妹，愛心接待我們四位訪客，為他

們搬遷新居一年感恩，也看到雅蓓精心設

計佈置溫馨的家，讓我們驚訝歡呼聲，笑

聲不斷，盡情交談分享，謝謝Pam讓我們

享用馬來西亞美食，享受神的同在，聖靈

充滿我們的心，滿載而歸。我們首次聚集

在Pam新家，下午四時依依不捨結束。

◎友人來信

雅蓓：謝謝親愛的總是那麼熱情款

待，讓姐妹們身心靈得飽足。

蔚珊，瑾瑩：親愛的你們兩人還有潘

師母的見證都給我們好大的鼓舞！真是不

管經歷什麼，哪怕是我們眼看為不好的，

神都可以將它們變為美好。

大家都加油！無論環境如何，我們互

相鼓勵爭取每天都活出主耶穌的榮光。

～～舒舒

各位讀者們平

安，你們都好嗎？

9 / 1 3 (週一 )昨
晚休士頓熱帶風暴

Nicolas一級強風，吹倒了我們家的左側柵

欄，後面棚架的一根頂上的木頭也吹掉垂

直掛著。我說人平安，就要感謝天父保守

了，要再找人做修復。祝福你們平安！

梁德舜牧師來信說他們住的地區與海

灣教會郭文仁牧師來信說停電中。中國

城，糖城，等等約有50萬人停電。

西南區沒有停電，此次我們在睡夢中

遭遇颳颶風，起來才看到柵欄被吹倒了，

也不害怕，還好屋頂尚在，感恩上帝同

在，賜給我出人意外的平安！

一週前雅蓓邀請我們只有四位姐妹與

蔚珊師母在她家見面聚會，不敢邀多位關

心她的朋友共聚。蔚珊師母身體弱，請我

們繼續為她守望代禱。雅蓓說改9/16與蔚

珊師母相聚，彼此分享，為她同心禱告。

求主賜力量給鄞師母，雅蓓今天說蔚珊師

母她尚不到100磅。

9/16(週四)
今天中午開車去糖城Pam雅蓓姐妹

家，我們有五位姐妹們瑾瑩 (Jenny)，雅

蓓(Pam)，蔚珊師母，Helen(舒舒)，潘師

母，上午12時一起歡聚在雅蓓新家，我們

五位兩年未見面，今天見面彼此高興，驚

喜尖叫聲，爽朗的笑聲不斷，真是釋放了

被疫情關閉在家的熱情奔放的生命！

我們歡迎鄞李蔚珊師母自香港回美治

療肺癌，鄞牧師自休士頓回香港在神學院

教書三年，蔚珊師母回去港一年10個月。

近一年她發現有肺癌，去醫院檢查暨作

熱情奔放的生命

◎陳麗珍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一、彩虹之約

我先生徐強標是在巴西突然發現肝

癌，他大哥敦促他立即回中國治療。不到

一個月，我把巴西的事情安排好，也趕回

中國照顧他。醫生說他的肝癌已到了晚期，

擴散全身，大概只有三個月壽命。我聽後

如晴天霹靂，不知所措。先生更不願意繼

續接受治療，也不想吃東西，只希望早點

出院回家。我安慰他，勸他安心養病，不

要多想，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治好他的病。

同時想到我是基督徒，可是沒有帶先生信

耶穌，萬一最後醫治無效，他就要到另一

個世界去，我們將再也無法見面了！

想到這裡，我心裡更是著急萬分，怎

麼辦呢？我跪在先生的病床前，哭著向主耶

穌禱告說：「主耶穌啊！求袮赦免我們一家

人的罪，求袮赦免我已經很久沒有去教會敬

拜袮的罪，求袮也赦免我先生不信袮的罪，

求袮憐憫他，拯救他的靈魂，因為他在世

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求袮賜給他機會，開

他的心，開他的眼，讓他能夠盡快認識袮，

得到袮的救恩！求袮垂聽女兒在袮面前這

樣懇切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

阿們！」

禱告完畢，看見床頭有一道彩

虹，知道上帝必會救他。雖然對先

生仍是依依不捨，總希望上帝行神

蹟奇事，使他能完全康復。後來大

陸的一位牧師來醫院探訪，帶領我

先生作了決志禱告。感謝讚美主，

我的先生得救了！

二、榮耀十架

先生信耶穌後，問題來了。他

的家人全都是拜偶像的，一聽我先

生信了耶穌，就天天前來醫院，趴

在我先生的耳邊嘀嘀咕咕。這時，

我就在心裡默默地禱告，求主耶穌

堅固他的信心，不要上魔鬼的當。

他們走後，我擔心先生持守不住，

趕緊問他：「他們剛才對你說甚麼

了？」沒想到他很輕鬆地笑著回答：「他們

叫我不要信耶穌。說：『全家人都不信耶穌，

你也不要信。』麗珍，妳不用為我擔心，我

已經真正信主耶穌了。每次家裡人帶來的食

物和湯，我都特別告訴他們：『你們如果真

愛我的話，送來的食物和湯都不要祭拜過，

否則我寧肯不吃不喝。』家裡人看到我的堅

持，所以每次帶來的東西都不敢祭拜過，恐

怕我就不吃不喝。」他還對我說：「我最近

晚上睡覺的時候，總是聽見像小孩子的哭聲

不斷來攪擾我；但我看到榮耀的十字架，在

病房的門上閃閃發光，所以我不害怕。不信

妳就看看吧！那榮耀的十字架現在還在那

兒閃光哪！」我抬頭望去，甚麼也沒看到。

我心想，一定是主耶穌體恤我先生的軟弱，

開了他的靈眼，讓他看到了十字架的榮耀，

堅固了他的信心，讓他有信心、有膽量戰勝

撒但魔鬼的攪擾。原來主的作為如此奇妙！

三、三個白衣人

有天晚上，我先生感覺腹部疼痛難忍；

因為肝癌到了晚期，腹水引起肚子腫脹。

他那天晚上感覺特別難受，就對主耶穌說：

「主啊！我肚子疼痛難受得很厲害！」馬上

就有三個穿著

潔白衣服的人

來到他的病床

前，他記得很

清楚，來的人

既不是醫生，

也不是護士。

其中有兩個站

在 旁 邊 看 著

他，另一個就

對他說：「把

衣服揭開，讓

我看看。」我

先生就把衣服撩起，指著疼痛的地方給祂

看！祂就用手摸一摸，揉一揉，竟然疼痛消

失了，腫大的腹部平整得像正常人一樣。第

二天早上，他就給我分享了這個經歷，說主

耶穌昨晚醫治了他的腹部，現在不疼了，腫

脹也消失了。他還怕我不相信，就挺著虛弱

的身子，下了床，還在病房裡走了幾圈給我

看。我站在那裡都看愣了，忘了手上還拿著

剛剛買回來的早餐呢！等他說：「我餓了，

想吃點東西」時，我才反應過來。感謝主的

恩典！主耶穌真是奇妙的真神！直到他去

世之前，腹部再也沒有腫脹起來，真是「壓

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

滅。」（以賽亞書四十二 3）對於一個垂死

的人，主還是開恩。

我先生患病期間，雖然病情極嚴重，

但不常感到疼痛難忍，就是有那麼一次。醫

生曾經斷言他只能活三個月，主卻讓他活了

八個月；他的血管那時已枯乾壞死，但他的

思維始終是清醒的。

先生卅九歲英年早逝，對我打擊極大，

但是上帝常用祂的話安慰我和兩個子女。祂

是寡婦的丈夫，是孤兒的父親， 「是我們

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

隨時的幫助。」（詩篇四十六 1）

四、兒子眼上的包消失

有一次，我兒子眼睛突然長了一個大

包，在帶他去看醫生的路上，我就向耶穌禱

告：「主啊，求醫治孩子的眼睛！ 醫好了，

我們就不用去醫院了；因為我們需要這筆錢

交房租！」禱告完，兒子就說：「媽媽，不

用去醫院了，我眼睛不痛了！」我一看，眼

睛上的大包果然消失了。感謝讚美主！祂為

我們行了奇妙的事！

我常告訴我兩個孩子，主耶穌很愛我

們。所以無論我多忙，每個禮拜天都要帶他

們到上帝面前，感謝，讚美，敬拜。很多次，

當我們在生活中遇到難處時，我都禱告，仰

望主，上帝都領我們走過許多艱難的歲月，

擦乾了我們傷心難過的淚水。我們知道，今

生主所賜的恩典一定夠我們用，將來在天上

我們必要重聚。

（文載自［中信］）

左起：Jenny,雅蓓，潘思牡，蔚珊師母，
舒舒。

衝突在生活中是很自然的事，因為神

創造每個人不一樣，有不一樣的想法，無

法避免。耶穌沒有命令我們避免衝突。反

而如此教導 :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

稱爲上帝的兒子。」 馬太福音 5:9 
09/16/21 英文每日金句

Therefore welcome one another as 
Christ has welcomed you, for the glory of 
God. Romans 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

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羅馬書

15:7 
09/16/21 金玉良言

人生是一場沒有退路的旅程，只能向

前，不要一直的活在過去的陰影記憶裏，

消耗自己，停滞不前。 如，騎自行車一樣，

只有往前行才不會倒下來。使人和平其中

之一也要使人與自己和平，原諒自己才能

蒙福。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神愛吸力 巨大無比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愛相對待，世界就變得更可愛。

耶穌叫基督徒愛仇敵。因為愛可愛，

和不可愛的，同樣重要。

向上愛是敬拜，人人都應該；橫向愛，

彼此相愛，大家變可愛；向下愛，愛那不可

愛，生命更精彩。

歡迎蔚珊師母回美。

　郭文仁牧師，師母

滿載而歸：潘師母，蔚珊師母，舒舒，
Jenny。

蔚珊師母代禱信
親愛的弟兄姊妹，

謝謝您們的代禱，感謝神的保守，蔚

珊師母打完第二針疫苗後只有輕微頭痛，

沒有不良反應。此外，體力雖有點進步，

但仍很快疲倦，胸口常有被壓之感 ( 醫生解

釋因癌細胞在肺而影響肺功能 )，懇請代禱

記念，求神繼續賜下信靠的心與及喜樂平

安的靈去面對每一天，可經歷祂的同在。

還有十天我們就要踏上回美之旅，請

為我們 8月 21日能順利通過核酸測試代禱，

否則就不能成行。一切仰望上帝恩典！感

恩有您們！愛您們，謝謝！

鄞師母 ( 蔚珊 ) 2021 年 8 月 13 日

蔚珊師母回美之旅感恩信

親愛的弟兄姊妹，

感謝神，我們終於平安到達加州，與

兒子及媳婦團聚。我們會在這裡逗留十天，

慶祝大兒子的生日後，便回休士頓，準備

展開新的治療之旅。到時再邀請大家代禱。

安頓下來，回顧這次回美之旅實在是

一次蒙愛之旅，不單是您們的愛，更是神藉

您們彰顯祂的愛。衷心感謝您們過去 40 天

的代禱及支持。從起初感到回美之路困難重

重，到今天仍有生命氣色能踏足美國，全是

神的恩典，衪一步一步幫助我們，滿足每一

項足以符合登機回美的要求，回想這一切，

內心實在充滿感恩和讚美，願將一切榮耀歸

給神。

再次感謝您們的代禱及支持。

感恩有您們！

　　　　　主內，

　　　　　鄞建仁牧師、李蔚珊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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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半个世纪之前，地球上大多数

人是不怎么吃松茸的。

欧美人觉得松茸的味道怪异，将之

描述为“臭袜味“——虽然他们热爱味

道更怪的松露。而在中国，松茸一直被

当成”杂菌“，在菌子大量上市的季节

，云南人将它和其他可食用菌一起煮汤

。并不像干巴菌、鸡枞一样，有专属的

烹饪方式认真对待。

真正对松茸怀有热爱的，是日本人。

早在奈良时代，诗歌《万叶集》里

就出现了“高松岭狭茸伞立，林间满盛

秋之香”的句子。平安时代以后，贵族

与僧侣会在夏秋之交，去山中寻觅采摘

松茸，并将之称为“松茸狩”，是文雅

有格调的事情。与中国的魏晋清谈、曲

水流觞颇多相似。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庶民文化蓬勃兴

起。除了风物诗、浮世绘这类平民艺术绽

放光彩之外，平民阶级越来越多地参与高

雅的“松茸狩”，也是时代的表征。

虽然严格意义上，松茸无法实现人

工培植，但早在江户末期、明治初期，

因为巨大的社会需求，日本人就开始有

意识地发明了“人为参与的、有限度的

松茸培植”。

松茸是一种很奇特的真菌，它只能依

附松树生长。从孢子到菌丝，再到菌根，

长达5年的土面以下生长周期里，一直需

要从松树根系中吸取某种糖类存活。

更傲娇的是，树龄70年以上的老松

树，便不再分泌能够滋养松茸的糖类。无

法人工培植松茸，指的是无法人工模拟松

树根系的环境，也无法人工制备出松茸成

长需要的糖类。但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与时

间，分级、分批地大规模砍伐70年以上的

老松树、腾出土地种植松林，最后丢进几

个半开伞的松茸，任其散播孢子，五年之

后，就有可能实现松茸的收获。但这种

“有限度地人工培植松茸”的过程，就目

前而言，相比接受“自然的馈赠”，时间

漫长而代价巨大。

日本人，无疑是地球上最有耐心的

民族之一。

1941年（昭和16年），日本松茸年

产量就已达到12222吨。是2018年中国

松茸年产量的一倍还多。这是明治维新

以来，日本多年来大规模植树造林，并

广泛采伐林场资源用于工业时代生产的

副产品。

但讽刺的是，到1956年前后，日本

松茸产量断崖式下跌至不到2000吨，至

今没有恢复。这与战后日本社会经济萧

条、消费降级有关；更与石油、天然气

等成为主要燃料、钢筋砖块混凝土成为

主要建筑材料有关。木材与木柴消费直

线降低，大量森林采伐荒废，原本像韭

菜一样一茬茬收割、一茬茬栽种的人工

林场，变成幽暗潮湿，落叶堆积、土壤

肥沃的原始林区。

虽然从环保角度，这是一种有利的

迭代。但对于不喜欢老树深林的松茸而

言，却是灭顶之灾。

反观国内商贩们宣称“香格里拉无污

染的原始森林，才能孕育最好的松茸”，

比照生物习性反证，这是地道的讹传。

No.2 贰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社会对

松茸消费的诉求又重新崛起，但森林原

始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面对日本

国内逐年减产的松茸市场，从其他国家

进口，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

但拧巴的是，日本是一个过分追求

“身土不二”的国家，国产货品质好、

进口货品质差，是深植于每个日本人心

中的理念。

从哪里进口，这是个

大问题。

全球松茸大致可以分

为三大类：以西亚、北非为

主产区的土耳其松茸；以美

国、加拿大为主产区的北美

松茸；以中日朝韩为主产区的东亚松茸。

三种松茸从外形看就不太一样。土

耳其松茸个头最小，气味也最淡；北美

松茸形状短粗，比较适合生吃，是美国

日料店里的座上宾，但烹饪后香气就变

薄。唯有外观相同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

松茸，才是最接近日本松茸的替代品。

70年代开始，日本大规模进口松茸

之初，大多来自韩国和中国东北的长白

山区。那里与日本本土气候、风物相近

，松茸品种统一，这就确保了最大限度

的口味趋同。

但贯穿于日本民族的精益求精，却在

“吃”这件主观色彩极其强烈的事情上产

生了反作用：日本人总觉得，韩国和中国

东北的松茸，不如本土松茸好吃。

巧的是，5、60年代开始，由于战

后全球格局的改变，美国文化大规模涌

入日本。1967年，美国电影《消失的地

平线》日语版编译上映，掀起了日本国

内对神秘香格里拉的好奇；十年后，詹

姆斯· 希尔顿的同名小说《消失的地平

线》日文版由日本一桥出版集团发行。

再后来，各种名为“香格里拉”的

动漫、诗歌、摄影和文学作品陆续出现

，日本人越来越像欧美一样，视香格里

拉为世外桃源的精神图腾。

与此同时，日渐强盛的中国，正投

入越来越多的国力进行中西部地区的交

通基建和产业开发。越来越多西南山区

的物产得以走出大山，流转到全球各地

的餐桌与舌尖。大约在80年代末，日本

华人开始售卖一种“香格里拉松茸”，

虽然因为物流成本较高，价格比韩国和

中国东北的松茸贵一点，但远远低于已

经坐上火箭的本土松茸。

更重要的是，虽然这种“香格里拉

松茸”的外观看起来与日本本土松茸和

朝鲜半岛、长白山松茸类似，但它们的

味道更独特、更突出，这是日本人千年

来从未尝过的滋味。

一切水到渠成，“香格里拉松茸”

在日本一炮打响，成为墙里开花墙外香

的典范。并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深刻地

影响了中国人对松茸的评判。

吊诡的是，日本市场上最初出现

“香格里拉松茸”的时间，远远早于

2001年云南中甸县被改名香格里拉县的

节点。根据石毛直道著作《日本的餐桌

》描述，日本人所说的“香格里拉松茸

”，产地与《消失的地平线》里的“香

格里拉“概念完全一致，覆盖喜马拉雅

山脉东麓、康巴藏区南线，地跨西藏、

云南、四川三个省。

商家与某些自媒体宣传的“香格里

拉产区之外的松茸都不好吃”，完全是

子虚乌有的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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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产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松茸，

能让日本人如此“上头“。

日本国内的学界对此做了很多研究

。首先是生物DNA比对：基因测序发现

，确实存在一些细微差异。日本学者因

此将亚洲松茸分为AB两种：日本松茸

、朝鲜半岛松茸（北朝鲜和韩国）、中

国东北松茸（黑龙江和吉林）在内的是

A种；中国西南松茸（云南、四川、西

藏）、不丹松茸、缅甸和北印度松茸在

内的是B种。

其次是化学成分比对。松茸主要的

风味物质是松茸醇与肉桂酸甲酯。松茸

醇广泛存在于包括白蘑菇、香菇在内的

很多真菌中，平常所谓的“蘑菇味“，

就是松茸醇的味道。

肉桂酸甲酯带来的风味则极其特殊

。这是一种类似于山椒、紫苏、罗勒的

植物清香，在已知的可食用真菌里，松

茸是唯一带有这种化学成分的种类。很

多无良日料店，常常以外形近似松茸的

杏鲍菇制作假冒的松茸焖饭。在加入一

定量的紫苏、罗勒，以及由松茸醇与肉

桂酸甲酯调配而成的“松茸香精”后，

就能获得极其相似的口感。

亚洲松茸A种和B种化学层面的区

别在于，A种的松茸醇含量较高，可达到

78%；肉桂酸甲酯含量很低，最低只有

4.6%。B种正好相反，松茸醇含量只有

74%左右，肉桂酸甲酯却可以超过8%。

表现在风味上，中国西南地区的松

茸，比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土松茸

，具备更多的植物清香——让日本人上

头的，正是此物。

这种差异，来自两地差别巨大的自

然环境。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松茸

共生植被以赤松、黑松、红松为主；但

中国西南松茸的共生树种则丰富得多，

包括云南松、高松、马尾松、油松等等

，此外，西南地区的高山栎树林，也是

松茸理想的共生环境。

更重要的是海拔。东北、朝鲜半岛和

日本大多以海拔2000米以下的丘陵为主，

但中国西南喜马拉雅山脉东麓地区，却是

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组成部分。不乏

海拔3500米甚至4000米以上的地区。

虽然松茸对海拔的适应性非常强，

1000米到3500米的地区都有分布，但显

然，海拔越高的地区，由于气温低、空

气稀薄、植被稀少，松茸的成长速度越

慢。包括松茸醇和肉桂酸甲酯在内的各

种风味物质，就积累得越多。

长得越慢，质量越好：一个朴素又

通用的美食理论。

反观位于横断山区的香格里拉地区

，是典型的高山-深谷地貌，最高点巴拉

格宗海拔5545米，最低点洛吉吉函海拔

1503米，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

孕育优质松茸。

而在香格里拉地区周边的德钦县、乡

城县、稻城县、木里县等地，却拥有大量

海拔在2000米以上，3500米以下的松科植

物林区。在采摘标准严格，分拣技术过硬

，包装物流专业的前提下，这些地方的出

产的松茸，同样拥有世界级品质。

以香格里拉作为标榜松茸的道具，

不只是矫枉过正，更是因噎废食。

中国松茸和日本松茸到底哪个更好？

每年8-10月松茸季，宁静文艺的香格里拉古城就会热闹起来。和云南其他地市的野生菌市场不同，当地

菌市的全名是“香格里拉野生菌（松茸）交易市场”。

不仅在云南，这更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单品真菌命名的市场。

来自全国各地的松茸如潮水一般汇聚到这座，交通环境其实并不那么方便的，横断山区深处的城市，熙

熙攘攘、人头攒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打上“香格里拉松茸”的标识，并以奇货可居的姿态销往全球。其产

业规模之大，哪怕和大名鼎鼎的“洗澡蟹”相比，也未逞多让。

而各路“美食家”也闻风而动，与商贩们斗智斗勇。通过一系列近乎行为艺术的“品鉴”，以及一堆带

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形容词“金属味”“杏仁味”，鉴定松茸是否是地道的香格里拉产出。

是什么时候开始，“香格里拉“成为松茸界最值得标榜的标签？产自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的松茸，真的更

好吃？

No:1 壹

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原产农作物

，位列五谷之首。

它的茎皮，可以做麻绳、麻衣、麻

纸、麻网、麻袋，是棉花传入前，中国

最重要的纤维制品。

它的叶子和块根可以入药，至今，

仍是少数被证明有实效的中药材之一。

它的种子可以充饥，在盛产水稻的

长江流域没有被中华文明征服之前，麻

籽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最常见的淀粉来

源之一。再后来，中国人还发现麻籽可

以压榨食用油，这是除了大豆油菜之外

，中国古代重要的油料。

也正是这粒富含油脂和淀粉的种子

，酝酿了麻花的雏形。

蔽百姓之风寒、救百姓之疾苦、解

百姓之温饱。麻在中国，因其多种多样

的实用功能，很早就被打上了平民的标

签。它是市井烟火、草莽江湖。

虽然今天的麻花已经与麻类植物没有

关系，但由油脂和淀粉构筑的热烈蓬勃的滋

味，很早就奠定了中式点心的美好底色。

No:2 贰

在中亚和中国的西北，至今流行着

一种名为“馓子”的古老点心。用盐水

和面，搓成细条，再下油锅炸到金黄焦

脆，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当零食小菜，

用以佐茶、佐粥。

馓子的脆感来自小麦面粉里的蛋白

质，遇到热油后脱水转性；香味则来自

淀粉的糊化和焦化反应。同时，油脂在

煎炸过程中，也被吸入馓子内部。在生

活物资匮乏的上古时代，这种食物提供

了人类生存所必须的蛋白质、脂肪和碳

水三大营养素。

吃了它，就能让自己有更多的能量

抵御寒冷、更大的力气捕猎、采集、畜

牧和耕种，这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食物选

择，它深深烙于我们的基因深处。无论

今天的营养学家们如何以高热量、高负

担为由忠告，但好吃就是好吃，舌头不

会骗自己。

比方说，在咬下炸鸡的那一瞬间，你

感到嘴里绽放万道金光。这就是面粉层带

来的错觉。这层面粉包裹住盐分、香料和

油，粘连着热气腾腾的鸡皮和鸡肉一同送

入口中，多少人拜倒在这必杀技之下。

当来自西方的小麦，以及制作面粉

的石磨，经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后，中

国人惊喜地发现，这种食物比本地的麻

籽、黄米更好吃，除了烘烤、蒸煮成精

美的面食之外，用它炸出的面食酥脆香

浓，是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

无法拒绝的诱惑。人们称它为“寒具”

，用以祭祖。在儒学兴盛的古代中国，

能放到敬献祖先的供桌上，就是对食物

最大的褒扬。

千年来，中国人品尝油炸面点的味

蕾，一直像是被开了光。油条、麻叶、

焦圈、油馍、炸果、油墩，虽然都是小

麦面粉油炸，但利用发酵、油温、造型

等手段变化，聪明的中国人将一种食物

演化出了一整套的饮食谱系。

麻花，无疑是它们中传承最正宗，

也是最深植于本土的典范。

No:3 叁

公元前126年，张骞通西域归来，

带回了一种与中国原产的苎麻、大麻完

全不同的麻类植物。它种子的油脂含量

最高达到50%，只用手指一掐，就能冒

出油来。

人们叫它胡麻、油麻。而今天，它

的名字叫芝麻。

此前一直依靠动物肥膘加热获得油

脂的中国人，猛然发现原来植物也有类

似功能。芝麻之后，人们还陆续发明了

以土生的油菜籽和大豆榨油。

相比动物油，植物油脂熔点高，不易

凝固，能让面食的外观更锃亮鲜艳，香味更

细腻优雅，最重要的是，植物油大大降低了

油炸的成本，让旧日王谢堂前用于祀礼的

“寒具”，变成了寻常百姓家中的麻花。

让麻花进一步成熟的是唐代制糖技

术的传入。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在面食里加甜

味辅料，在油炸的过程中，糖与小麦蛋

白会发生化学变化，加倍产生香甜的风

味。实际上，这就是美拉德反应。

但囿于材料，中国的甜味调味品长

期依赖蜂蜜、麦芽糖和果脯。甜度不够

，兼有杂味。在北魏的《齐民要术》中

，就记载了用蜂蜜水、用枣汁合面，再

油炸的“环饼”，事实上，这就是早期

麻花的样子。

唐朝开始，甘蔗才被中国人注意。

这种盛产于热带和亚热带的草本植

物，以其多汁的茎秆，很早就被人们当

作解渴的小食。江南地区甚至还拿它作

为烹饪肉类的辅料。在《新唐书》中，

第一次记载了印度摩揭陀国的使者，进

献“熬糖法”，李世民听闻后，下诏搜

集南方的甘蔗熬糖。

与其说甘蔗进入主流饮食谱系，源

自唐朝时国外先进技术的传入，倒不如

认为，这是秦汉之后，岭南地区被纳入

中华版图后的长尾红利。

麻花，就是这种自带雅致气息的例子。

No:4 肆

与西方制糖法相比，中国的糖还有

一个特色：红糖。

实质上，红糖与白砂糖都是制糖中

的环节：把甘蔗汁熬成糖浆之后，分离

出糖的晶体就是白砂糖，剩下的带有苦

味、粘度很高的糖浆，被称为糖蜜。因

为口味不佳，糖蜜在欧美主要用于饲料

和酿酒，蒸馏后的糖蜜酒，就是著名的

朗姆。

但中国人却不喜欢分离砂糖结晶，

相反，传统工艺会将甘蔗糖浆一直熬到

脱水。砂糖与糖蜜中的各种果糖、氨基

酸被混合在一起，形成暗红色的固态。

这就是所谓的古法红糖。

含有甘蔗汁中所有的原生物质，是

红糖不如砂糖甜的原因，也是红糖营养

配比更均衡的理由。同时，长时间的熬

煮，还赋予了红糖无与伦比的焦香味。

这当中，其实包含了东西方哲学的

差异。基于自然科学的西方世界观，一

直以真相、规律为终极诉求，色泽纯净

、味道纯粹的白砂糖，是西方人眼中食

品的完美形象；

而基于人文科学的东方世界观，则

以尊人重土、敬畏天命为底色，红糖平

衡的味道和原生态的形象，表达了东方

人尊重并善待土地馈赠的态度。

No:5 伍

宋以后，随着大量人口的南迁，小

麦栽培技术覆盖到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区

域，中国南方品类丰富的面点，由此孕

育而生。同时，红糖熬制、植物油冷榨

等技术的成熟，也客观上为更美味、更

成熟的麻花诞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这是工艺迭代饮食升级的象征，也

为麻花品类的多元化埋下了种子。

今天，中国麻花大体分为四大流派

，晋陕地区流行原味麻花，更多地保留

了来自中亚和西域的馓子的特点；京津

地区流行的酥馅大麻花，带着天子脚下

皇城根儿的贵气；四川盆地流行的小麻

花，制作精良、个体细巧，表达了川中

饮食的讲究。

而在江南地区，则流行红糖麻花：

新炸的麻花，裹上熬化的红糖，既能保

持麻花酥脆的嚼感，又赋予了香甜均衡

的味觉，虽是小小零食，却蕴含了浓重

的书卷气。

好的红糖麻花制作极其考究，面团

里要加入一定配比的藕粉。这种江南地

区因地制宜的特产，淀粉颗粒比小麦面

粉大，并富含更多的直链淀粉和果糖。

它能促使麻花在油炸过程中充分焦化，

带来更浓郁的香味，并在酥脆与嚼劲之

间找到口感的平衡。

搓麻花的手法也与北方麻花有着很

大的不同，除了融、揉、饧、晾、擀、

切、搓、扭，每个步骤，都蕴含着专注

的智慧，这是机器制作所无法取代的。

特别是搓和扭两步，从光绪年间开始，

就固定了“两股”“四股”“六股”几

种做法，股数越多、缠绕的结构越复杂

，油脂和红糖的分布就越均匀，成品的

口感也就越松脆细腻。但它对手艺人的

要求也越高。

这是江南市井小吃才有的细巧风情。

从大地图上来看，红糖麻花流行的江

南地区，处于中国中部，来自西北的小麦

、来自中原的大豆和油菜、来自岭南的红

糖，以一种最中国的方式在这里相遇。

它表现了明清以来文风鼎盛地区的

儒雅姿态，更见证了这个国家数千年饮

食史背后，绵延不绝的顽强文明。

麻花，是中国人的市井烟火、草莽江湖
麻花，从字面上理解，是麻类纤维扭曲盘卷形成的自然花纹。英语里同样释义的词是twist，意思是拧转、扭

曲，生硬得很。只有温文尔雅的汉语，才能巧妙地用“花”的意境描述这种盘卷的形状。雅致恬退，秀外慧中。

作为食物的麻花，也秉承了汉民族知进退、守礼仪的性格，它凝固了中式饮食的美学视野，也见证了中国南北的

地理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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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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8年07月01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9年01月08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0年02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11月22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8年09月01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9年01月15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0年05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12月15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4年12月
01日中國大陸2014年12月01日
第二A優先：有名額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5年09
月22日中國大陸2015年09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8年11月

22日中國大陸2008年11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7年03月
22日中國大陸2007年03月22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年05月
15日中國大陸2016年05月15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21年06
月01日中國大陸2021年06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6年09
月22日中國大陸2016年09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9年08月
22日中國大陸2009年08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7年10月
01日中國大陸2007年10月01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歲以下未
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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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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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ni@solisy-
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
10:00AM-1:00PM.

1010月份移民排期月份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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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HCC.  For Everyone, Anytime.

Register Now at  hccs.edu
SECOND START Registration for Fall ENDS September 21 @ NOON. 
Help to apply, enroll and cover costs is available: hccs.edu/virtuallobby.

View Online Toolkit for Fall resources and reminders: hccs.edu/online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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