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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侨 乡 广 东

凝聚侨心
共同写好家乡新篇

从开展“侨资企业应对疫情复工复产”专题

调研，到在全省多地举行“惠侨暖企座谈会”；

从开展广东省贯彻落实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实

施办法的执法检查，到《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

试验区条例》公布；从落实完成各涉侨政务服务

事项在线办理的标准化工作，为归侨侨眷和侨胞

办事提供便利，到协调推动“新中国大厦租赁纠纷”

等 10 多个重大涉侨案件得到妥善解决……过去的

一年，广东多举措凝聚侨胞力量，发挥侨界高端

智库作用，“以侨为桥”奋力抒写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在维护华侨华人权益方面，广东省组织在全

省 19 个地市侨联成立法律顾问委员会。江门市侨

联与巴西、委内瑞拉、智利等海外侨团建立“侨

爱南粤·云平台江门市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室”，

韶关市侨联与法院建立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

制，全省共有 11 个地市通过该工作机制，发挥华

侨华人力量，共同维护海外侨胞的权益。

此外，广东省侨办持续打造“粤菜师傅”四

海同享品牌，用“一城一菜一故事”深挖粤菜文

化内涵，讲述家乡故事，开辟民间交流的“粤味”

路径。汕头还聘请首批“汕头侨文化使者”、挂

牌首批“汕头市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基地”，开展

百米剪纸、侨批书法创作展示、组织观看文艺演出、

节日家书问候等活动，深化与侨胞的互动交流。

汇集侨智
吸引更多归侨创业

作为中国最大的侨乡，广东也是全国创新创

业的热土。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选择回国创新创业。广东多个

相关部门围绕推进“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推出多项政策，鼓励引导海外侨胞充分发

挥投资兴业、双向开放的重要作用，为广东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其中，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的新侨

创新创业基地，通过一年努力，已实现提质升

级，目前有 21 家企业入驻该园区。同时，广东省

积极推动聚集侨界创新创业要素的组织载体和平

台——南粤侨创基地稳步向前，越来越多的归侨

创业人才在广东安居兴业。

去年年末，“创业中华·‘十四五’中国发

展与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峰会”和“百名侨商潮汕行”

活动先后在汕头举行。泰国正大集团和香港世茂

集团联合投资项目、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项目和

侨商企业总部大厦项目等若干大规模投资计划在

活动亮相。

为了推动海外侨商“云洽谈”，第六、七届

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创建了线上跨境贸易平台“云

展厅”。其中，“汕头云展厅”通过建立 10 家海

外采销中心，吸引 2400 家企业进驻，为汕头外贸

企业提供对接全球买家、开拓海外市场、链接商

务资源等服务，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发挥侨力
携手互助共克时艰

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造成了不同

程度的冲击。疫情期间，当祖国有需要时，海外

侨胞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当海外侨胞遇到困

难时，祖国是最暖心和坚固的后盾，给予他们强

大支持。

据了解，疫情初期，广东侨务部门和各级侨联

组织第一时间发出倡议书，充分发挥广东省侨界仁

爱基金会、省侨心慈善基金会、省侨商投资企业协

会、广东省国际华商会作用，有序引导侨胞捐赠抗

疫物资，依法依规快速精准发放。数据显示，广东

各级侨联、华商会与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紧

缺货源对接渠道。其中，由省侨联组织联系并通过

海外侨胞捐赠及协助采购入关的防护服80多万件。

疫情期间，为了让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安心，广

东省侨办牵头省涉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靠前服务、

暖侨护侨，先后筹集逾 700 万只医用外科口罩等防

疫物资，送抵 75 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团、华文学校。

此外，侨务部门还免费开放“全球抗疫平台中医会

诊室”，邀请广东省内侨界知名医疗专家为五大洲

的粤籍侨胞举行在线防疫科普讲座。

与此同时，为助力侨资企业迅速复工复产，广

东侨务部门深入开展“惠侨暖企”行动，积极推动

侨资企业互助合作，并帮助解决生产原材料采购渠

道或货源，协助侨资企业破解供应链难题，打通物

流不畅、原材料供应不足等影响生产的堵点。通过

在广东全省多地举行“惠侨暖企座谈会”“侨资企

业法律咨询服务活动日”等活动，帮助侨企解决了

一批实际困难。

（谭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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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0 月 1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

东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侨批文物馆等地视察时

强调，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

的文章。

过去一年，包括汕头在内的广东各地，充分

发挥侨界优势，以实际行动画好侨界团结最大同

心圆，在引导激励侨胞支持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

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成效显著。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是目前中国保存最
完好的开埠区之一 林桂炎 摄

东湖村是汕头市著名侨乡，位于濠江区东部，

是个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岭南滨海古韵乡村，完

整保存了古榕、古巷、古碑以及中西结合的特色

古建筑。全村面积约 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200

户 5900 人。东湖村素有“番客村”之称，现有旅

外乡亲约 1.3 万人。近年来，东湖村奋力推动“侨、

农、文、旅”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

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生活更加富裕，全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超 300 万元，先后获得“国家科普示

范社区”、“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广

东侨界人文社区示范点”、“广东省宜居社区”、

“广东省古村落”、“广东省卫生村”、“汕头

市文明社区”等荣誉。东湖村的建设和发展，离

不开旅外乡亲不忘初心、情系乡土的无私奉献。

东湖籍旅外乡亲热心家乡建设，致力慈善事业，

已捐资捐建约 6 亿元兴建学校、牌坊、环村路、

文化广场等一批家乡基础设施。东湖村怀着感恩

之心不断强化为侨服务工作，用心用情聚侨心，

推进“美丽侨村”创建工作，打造侨乡古村街区、

侨博馆、华侨驿站、侨文化体育广场；周到周密

护侨益，建设农民公寓，出台《东湖社区关于侨

胞购买集体房产的优待措施》，设置侨务服务窗口，

完善上门代理、代办服务，加强侨法宣传，有效

保障侨胞侨眷合法利益；以侨为桥汇侨力，发挥

侨力服务社区建设潜力，支持侨资侨力社区社会

组织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和倡导文明风尚，促进

东湖侨村经济与公益事业的发展。

（宗和）

9 月 28 日，汕头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正式公布《汕头华侨经

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条例》（下称《条例》）。《条

例》将于 11 月 1 日起施行。　　

这份共 7 章 43 个条款的《条例》，涵盖了“开

发建设”“产业发展”“文化合作”“权益保障”

等内容。《条例》规定，建立由华侨华人代表、

知名侨领和专家学者等多方参与的行政咨询机构，

为华侨华人人才及其家属提供便利服务、华侨护

照与国内居民身份证具有同等身份证明效力，强

调对华侨华人投资者的财产、知识产权、投资收

益和其他合法收益进行保护，并创新涉侨纠纷处

理解决机制。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下称“华侨

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侨”文化为特色

的国家级试验区。该试验区推出上述《条例》，

将更好地推动汕头打好 “侨”牌，进一步做好“侨”

的文章，发挥侨乡优势，引侨资、汇侨智、聚侨力，

大力发展华侨产业和华侨文化，主动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

在过去的一年里，除了推动《条例》出台外，

华侨试验区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突出开发建设

主业，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项目建设为牵引，

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引

侨聚侨为使命，全速推进建设发展步伐。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9 月，华侨试验区直

管区累计实现税收 8.97 亿元，同比增长 72.93%。

截至 9 月底，直管区存量登记注册企业 1058 家，

同比增长 47.97%，总注册资本 435.25 亿元；新登

记注册企业 268 家，同比增长 150.74%。

与此同时，华侨试验区的基础建设也在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首例填海造陆区东海岸新

城大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成，粤东首座智能变

电站 110 千伏塔岗围变电站和塔岗围片区转变电

工程竣工，包括津湾公园、东海岸公园、红树林

公园等在内的一批公园绿地已初见规模。

汕 头 华 侨 试 验 区：

大力发展华侨产业和文化 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侨 村 推 介

汕头市濠江区广澳街道东湖村

卓厝巷侨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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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中國已完全履行“入世”承諾
法規政策體系全符WTO規則 進口關稅低於發展中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10月20日-22日，世貿組織

第八次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審議以視頻方式舉行。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

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28日表示，此次審議共提出2,562個問題，創

歷史紀錄，比第七次審議多了16%。他介紹，目前，中方已全面回答了

第一階段審議各成員提出的2,151個問題，中英文共40萬字。他指出，

中國“入世”20年，早已完全履行了“入世”所作的一切承諾。按照時間

表，中國的法規、政策體系也已完全符合WTO規則。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
中國“入世”20年，早已完全履行了“入世”所作的一切
承諾。圖為今年的廣交會上出口企業在海外倉展區對接業
務。 資料圖片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針對“國有企
業享有特殊待遇”及“一些領域仍禁止外資參加是未履行
‘入世’承諾”的質疑，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
判副代表王受文28日回應指出，國有企業並不享受特殊待
遇，它是根據憲法規定開展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他更
指，中國的外資市場准入開放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是
中國自主開放的結果，不是WTO規定的義務。在WTO
中，關於投資只有一個協定，叫做《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
協定》，即TRIMs協定，中國已經完全履行這個協定。

王受文表示，中國憲法第十六條規定，國有企業在法
律規定的範圍內有權自主經營。中國的國有企業是“自主
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主
體，和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沒有享
受特殊待遇。國有企業並不享受特殊待遇，它是根據憲法
規定開展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

對於“有一些領域仍然禁止外資參加”的質疑，王受
文稱，很多國家都有類似這樣的禁止或者限制，爾中國已
經提出正式申請加入CPTPP，其對投資規定的標準是很
高的，中國願意通過這些渠道來處理投資限制的問題。

一些領域禁止外資 非WTO規定義務

王受文表示，中國“入世”以來，共
接受了9次過渡性審議和8次貿易政

策審議，是世貿組織成員中接受審議次數
最多的成員。第八次審議共收到39個成員
提出的2,562個問題，是對美國提問問題
的1.5倍（美國收到1,700多個）。

王受文表示，加入世貿組織時，中國
有一份加入議定書和一個加入工作組報
告，這兩份文件規定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之後需要履行的義務，確定了中國需要履
行WTO義務的時間表。“如果大家對照
這個時間表，會看到我們早已經完全履行
了世貿組織規定的中國的義務，我們作出
的承諾也得到了完全履行。WTO先後幾
任總幹事以及絕大部分WTO成員都對此
充分肯定和普遍認可。”

開放近120分部門亦超承諾
在對接世貿組織規則方面，中央政

府清理法規和部門規章達2,000多件，地
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規達19萬多
件。“按照時間表，我們的法規、政策
體系已完全符合WTO規則。”在開放市
場方面，他指出，貨物領域內，我們承
諾貨物關稅要從“入世”時的15.3%降到
9.8%。現在中國進口關稅總水平只有
7.4%，低於所有發展中成員，接近發達
成員水平。

此外，中國還在服務領域內廣泛開放
市場，“入世”時規定要在2007年開放9
大類100個分部門，現在中國實際開放接

近120個分部門，超過了所作的承諾。

加大對知識產權保護
“遵守規則方面，我們也做得相當出

色。”王受文舉例稱，為加大對知識產權
的保護，很多地方設立了知識產權法院，
有些省份還設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法庭。
不僅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法規符合WTO
規定，在執行、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方
面，也加大了力度。

為成員作“補貼通報”表率
透明度方面，中國及時向世貿組織通

報國內法立法法規調整和實施情況，目前
向世貿組織提交的通報已超過1,000多
份。其中，他提到一項非常困難的“補貼
通報”，即一個國家政府對企業或者對某
些行業的補貼有多少。“中國政府克服重
重困難，及時通報。”他說，“今年7
月，我們已經通報了2019-2020年的補貼
政策，為WTO 的其他成員作出了表
率。”

嚴格執行WTO裁決
此外，他指出，WTO爭端解決機制之

前作出的針對具體案件的裁決，中國也嚴格
執行了，不論這些裁決是否對中國有利，至
今沒有出現一起因為中國不接受WTO裁決
而被起訴方申請報復的情況。“從這些方面
可以看出，中國切實履行了加入世貿組織所
作出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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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10月27日晚在人民大會堂
出席第16屆東亞峰會。東盟國家領導人以
及俄羅斯總統普京、韓國總統文在寅、美
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總
理莫迪、澳洲總理莫里森、新西蘭總理阿
德恩等與會。文萊蘇丹哈桑納爾主持會
議。會議以視頻形式舉行。

李克強表示，東亞峰會作為“領導人
引領的戰略論壇”，成員涵蓋亞太主要國
家，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影響力。習近平主
席前不久提出“全球發展倡議”，東亞作
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要推動抗擊
疫情和復甦經濟兩個輪子一起轉，不斷為
全球發展注入動力。

李克強指出，東亞峰會應始終堅持自
身定位，把握區域合作正確方向，平衡推
進政治安全合作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尊
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
則，也是東亞峰會的重要指導原則。各方
要堅持相互尊重，團結協作，加大抗疫復
甦投入，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促進發展繁
榮。中方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攜手抗擊疫情。中方將根據有關
國家需求，力所能及加大疫苗及其他抗疫
物資援助。加快推進“中國－東盟公共衞
生合作倡議”，提升地區公共衞生能力。

二是促進經濟全面復甦。堅持自由貿
易、公平貿易，維護國際物流暢通。加緊推
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盡
早生效實施。中方已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
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將
進一步提高開放承諾水平。支持地區國家促
進旅遊業復甦的努力。

三是推動綠色發展。遵循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原則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全面有效
實施《巴黎協定》。均衡有序推進低碳轉
型，在保障能源穩定安全供給的同時，實現
與經濟發展、民生保障協同增效。中方倡議
此次會議發表《關於可持續復甦的聲明》。

四是支持東盟中心地位。以東盟為中
心、開放包容的區域合作架構是本地區長
期和平繁榮的重要基石。支持東盟共同體
建設和維護多邊主義的努力，維護以聯合
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李克強表示，緬甸是東亞合作的重要
參與方。中方支持東盟以“東盟方式”妥
善處理有關問題，促進東盟團結，促進地
區穩定，促進緬甸和平和解進程。

會議通過了《關於可持續復甦的聲
明》《關於精神健康合作的領導人聲明》
和《關於通過旅遊復甦實現經濟增長的領
導人聲明》等成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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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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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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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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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中 國 經 濟 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樓軒閣

港股28日期指結算，指數先升後跌，全日反覆跌73

點，以25,555點報收。由於李寧以折讓8%配股籌逾105億元

（港元，下同），有關配股上板令大市成交略增至1,297億

元，若扣除有關的配股上板實際上成交額卻減少，顯示資金入

市的意慾不大，將影響後市動力。大市相對悶局，不過匯安智

能科技建議改名“懶豬科技集團”，公司業務不變，但股價就

離奇炒高31.11%，算是為市場增添一些話題，印證“不怕生

壞命，最怕改壞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美股或回調 港股短期呈上落市
資金入市意慾低 影響後市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香港財庫局局長許正宇28日透露，
局方將認真研究容許港股通南向交
易股票以人民幣計價，同時與內地
相關部門商討。他表示，目前滬、
深、港股通下的南向交易日均金額
達470億港元，佔港股交易比例超過
12%，潛在需求巨大。

積極打造人幣離岸生態圈
許正宇28日在其網上專欄“財庫

論”撰文表示，他上任之初曾定下的
四大方向，包括打造國際資產、財富
及風險管理中心；促進內地及香港資
本市場互聯互通；推動金融科技；以
及造大“綠色金融”市場，他認為完
成及推動上述多項項目，將有利香港
金融市場長遠發展。他稱，在打造國
際資產、財富及風險管理中心方面，
單是引入有限合夥基金制度，並在實
施一年多來，效果立竿見影，已有超
過360個有限合夥基金在港成立。該局
在投資推廣署的專責團隊於6月底投入
運作，為有興趣赴港營辦家族辦公室
者，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
在促進內地及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

方面，許正宇表示，會積極與內地探討
擴大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的渠道，
並拓寬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擬本財年推綠色零售債券
在推動金融科技上，財庫局將

繼續與金融監管機構及持份者緊密
合作，研究促進跨境金融科技應用

的相關措施。最後是做大“綠色金融”，許正
宇稱在“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下，政府將於
2021至2022年度起計5年內，按市況再發行
合共約1,755億港元等值的綠色債券。為讓廣
大市民參與，計劃在今個財政年度發行綠色零
售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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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宇稱，目前滬深港股通下南向交易日均金
額佔港股交易比例超過12%，潛在需求巨大。

資料圖片

11月期指報25,414點，挫163
點，低水142點。不過，

科技股經27日下挫後，28日有資金
撈入，科指收報6,445點，逆市微升
0.1%，國指則跌0.5%報9,052點。

香港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
示，目前港股已見“乾升”跡象，暫
時只能守住一些重要支持位。若大市
一旦跌穿25,200點，港股的回調壓力
將會加大。目前而言，他認為大家可
以留意美股的走向，因為美股很多權
重股都在27日出現單日轉向，形成
“大陰燭”，顯示技術走勢轉差。港
股自然會跟隨，但最快仍要待下周大
戶完成轉倉後，才有正式方向。

他強調，11 月美股很值得憂
慮，惟港股目前只是上落市，暫未適
合做淡。若後市港股抽高，才是做空
的機會，但他認為，由於今浪調整，
美股會較港股表現更差，故投資者更
應該沽美股。

李寧配售籌百億 股價挫逾8%
李寧成大市焦點，該股大手配售

籌資逾100億元，股價急挫8.2%，收
報87.4元，失守87.5元配售價，成交
額139億元，位居成交榜首，亦是跌
幅最大藍籌。沈振盈表示，體育股現
時的估值已經偏高，故不建議投資者
入市。

廣東俗話“不怕生壞命，最怕改壞
名”，也應驗在股市上，28日匯安智能
科技出公告，建議改名為“懶豬科技集
團”，公司的英文名稱則維持不變。董
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有助為
公司的企業形象及身份帶來新氣象，將
有利公司之未來發展。據公司官網，公
司是“生物特徵識別解決方案供應
商”，從事人臉識別、指紋識別、指靜
脈識別、掌形識別及虹膜識別等。改名
效果果然不俗，至少帶挈公司28日股價
一度炒高四成，高見0.13元，收市升
31.11%，報0.118元，惟公司市值只得
9,440萬元。

伊利入主澳優 大行紛唱好
市場另一關注點為內地上市的伊

利將以34.33%持股，成為澳優的最大
股東，市場普遍看好交易，澳優升
6.8%。大和發表報告指，伊利與澳優
在嬰兒配方奶業務上目標客戶、價格
範圍及渠道不同，料未來有重大營運
協同。報告又稱，伊利在農村及偏遠
城市有廣泛銷售網絡，特別是超級市
場渠道，有助澳優擴大在內地銷售。
大和重申予澳優“買入”評級，目標
價14.5元，相當於今明兩年平均預測
市盈率15倍。花旗的看法大致相似，
認為澳優股權變動有利估值，未來會
有更多協同效應獲得釋放。

●港股28日先升後跌下，以25,555點報收。 中通社

◀李寧大手配售
籌逾百億元，股
價急挫 8.2%，
並失守87.5港元
配售價。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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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軍公教明年元旦起調薪4％，中華電信率先表態
一定會加薪，且幅度會高於4％，而今年頻出包的台電是否會跟
進？經濟部表示，會組專案會議討論。私校工會則強調，法律規
定私校本薪與公校一致，但大部分私校只會調本薪，若有私校宣
稱 「跟進」加薪4％，則要追問是否連研究費及行政加給都調，
否則只是蹭新聞熱度而已。

行政院拍板軍公教調薪4％之後，國營及泛公股事業態度備
受關注，被視為 「金雞母」的中華電信率先表態。中華電信明年
將啟動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組織改造，轉型為三大事業群及三大

技術事業群的全新架構，為安定員工軍心，中華電信董事長謝繼
茂先前在給員工的公開信便已承諾加薪，昨日更透露幅度至少
4％，有望帶動同業跟進。

不過，台電今年頻頻出包，是否也會調薪？經濟部長王美花
昨表示，國營事業調薪方案，會就國營事業的整體績效跟工作表
現，組成專案會議討論。

私校工會理事長尤榮輝表示，軍公教加薪4％會增加私校辦
學成本，對於財務已困難的私校，勢必雪上加霜，除可能扣減年
終獎金、研究費及導師費外，也會進一步資遣教師，甚至限縮教

育投資，呼籲政府注意軍公教調薪對私校教育的衝擊。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則提到，過去20年，政府對軍公教

調薪4次，每次皆為3％，教師的調幅卻無法達到3％，形成不公
平的調薪機制，教師族群擔心明年調薪結果不到4％，再一次被
政府歧視，希望不要再存有差別待遇。

行政院拍板軍公教明年調薪4％，依照往例，國營事業也將
一併調薪，不過，台電今年頻頻出包，是否調薪引發議論。對此
，經濟部長王美花昨在立法院受訪時表示，國營事業調薪方案，
會就國營事業的整體績效跟工作表現，組成專案會議討論。

（中央社）台灣量販龍頭全聯日前宣布併購第二大
賣場大潤發，震撼全台，不僅商界議論紛紛，也成為網
友茶餘飯後話題。有網友詢問再這樣下去，家樂福是否
會被全聯輾壓過去，引起熱議，但有人反駁，並舉出家
樂福4大優勢，表示很難輸。

網友在臉輸《家樂福 Carrefour 商品網友真心話》
PO文，指出全聯先是收購松青超市，現在又吃下大潤
發；家樂福則是吃下頂好與jasons，但熟食還有進步空
間，不過勢頭也不錯。

原PO說，整體來說，現在兩家產品價差已經縮小
，大概在5到10元左右，接下來最好奇的就是，美廉社
跟愛買會被誰吃下，並詢問大家喜歡去全聯還是家樂福
？

文章曝光引發網友討論，有忠實客戶點出家樂福4
大優勢，指出家樂福商品 「品質較好」， 「選擇較多」

， 「有許多獨特的歐洲進口食品」、 「服務員態度較熱
心、親切」，不少人也附和： 「家樂福肉品確實好很多
」、 「花蓮人唯一支持家樂褔，20年前開幕至今沒讓我
們失望過」、 「大潤發超級便宜，但被全聯收購之後就
難說了」、 「全聯等結帳會讓人崩潰」。

但也有人點出家樂福問題： 「但家樂福的生鮮實在
很母湯，大潤發的好太多了」、 「家樂福生鮮真的很貴
又不夠新鮮」、 「我是忠實家樂福粉絲，但絕對不會去
家樂福買生鮮」、 「大賣場逛起來其實很麻煩」、 「全
聯點多，便利性大贏家樂福」、 「家樂福較遠，全聯較
近，方便為第一考量」、 「家樂福也不是都比全聯便宜
，考量到便利性會優先選後者」、 「買少量的就是去全
聯」、 「家樂福的生鮮真的是拉低整個評比」、 「還是
看接下來變化，我個人比較喜歡大潤發」。

全聯併購大潤發 家樂福 「剉咧等」 ？

網提4優勢反駁：輸不了

（中央社）民間團體捐贈的BNT疫苗91.03萬劑昨天上午抵
台，僅1個多月已到貨773.78萬劑，到貨率快速突破5成。由於
BNT到貨量充沛，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第13輪疫苗只要跟第1
劑BNT相隔4周就可以 「準時」接種第2劑。日前陳時中在立院
透露 「第13輪將規畫AZ混打BNT」，但疫情中心副指揮官陳宗
彥昨表示，第13輪並未開放其他混打，讓不少第1劑已接種AZ
的民眾，原以為有望混打BNT的希望落了空。

BNT總到貨量已追過莫德納自購加捐贈的624.21萬劑，目
前國際疫苗到貨量自購加捐贈以AZ的1242.29萬劑最多，但如果
扣除捐贈，單靠政府自購，AZ首批早在3月初抵台，直至今天
到貨率僅6成，COVAX到貨量更慘，僅勉強突破2成，而自購
莫德納疫苗更是屢屢卡關，今年5月至8月總到貨量僅150萬劑

，甚至不比美國單次捐贈250萬劑。
相較打莫德納民眾第1劑與第2劑得要相隔12～15周以上，

同是mRNA的BNT疫苗因民間團體的頻頻催貨，到貨量理想，
疫情指揮中心昨宣布，第13輪疫苗接種期程，包括AZ第2劑、
BNT 第 1 劑，以及首度提供 BNT 第 2 劑已滿 4 周，即 10 月 8 日
（含）前已接種BNT第1劑18歲以上民眾，11月3日開始預約
，11月5日開打。

陳時中日前曾預告第13輪將規畫AZ混打BNT，讓不少第1
劑打AZ民眾滿心期待第13輪可以混打BNT，不過，陳宗彥表示
，目前僅開放第一類醫事人員混打AZ加莫德納，對於未如規畫
開放混打，主要有很多因素需要綜合評估，包括臨床實驗結果、
疫苗到貨時間及第2劑人數等。

目前我國共取得2640多萬劑國際疫苗，若扣除友邦捐贈及
民間採購的數量，台灣實際透過自購、COVAX平台取得的疫苗
僅1111萬多劑，不到一半，中華民國防疫學會榮譽理事長王任
賢表示，去年台灣東洋原訂進口3000萬劑BNT疫苗，卻因政治
力介入而破局， 「否則台灣早已做到全民打完第1劑！」如果不
是民間及國際捐贈，以政府自己採購的能力，台灣要在年底完達
成第1劑7成、第2劑6成的目標，進而走上邊境解封之路恐迢遠
。

國內28日共接種新冠疫苗35萬4740劑，其中以BNT第1劑
占最多，共22萬7860劑。目前累計接種共2404萬8734劑，疫苗
人口涵蓋率71.09％，劑次人口比102.64（劑／每百人），2劑人
口涵蓋率為31.55％。

（中央社）指揮中心今天(29日)記者會證實
，台灣出現首例Delta二次變異株，也就是俗稱
Delta+的 「AY.4.2」，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
指出Delta+目前各界都還很陌生，唯一了解的
就是感染力較Delta強10%。對此台大醫院小兒
感染部主任黃立民表示，唯有兩個方法能夠化
解，確立自己能隨時應變。

指揮中心表示，台灣首例Delta+個案為22
日入境的50歲英國男子，案號16479，打完2劑
BNT後仍遭突破性感染，幸運的是，由於英國
仍屬高風險國家，因此個案入境後隨即被送往
檢疫所集中隔離，目前則在醫院治療中，對社
區沒有威脅。

根據《TVBS》報導，黃立民指出，目前對

Delta+已知的就是傳染力比Delta更強一些，國
外的雞尾酒單株抗體治療效果也不佳，不過重
症、死亡率因樣本小，目前統計並無明顯變化
，疫苗保護力部分也有待觀察，但很有可能會
有所下降。

黃立民表示，Delta+變異株還在萌芽階段，
如果真的威力強大，不久後就會取代Delta，也

能看出病毒持續在變異，未來恐要面對更多變
異株，他強調，目前最好的解法，第一就是先
把第二劑疫苗覆蓋率衝到8成；第二是準備充足
的疫苗，以便隨時補上第三劑，加強保護力，
並落實防疫措施，才能度過難關。

BNT到貨快速破5成
第2劑隔4周準時接種

衝擊私校財務 工會籲政府監督

首例Delta二次變異株 「AY.4.2」 侵台
台大醫：只有兩招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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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台中市受理法律扶助諮詢案件數量逐年成長，10
年間共增加7千多件，民進黨台中市議員邱素貞29日質詢指出，
希望市府正視法律諮詢更多元化服務管道，建議增設假日時間，

及周一至周五夜間法律諮詢服務，因應市民需求。
對此，市府法制局表示，目前夜間電話法律諮詢幾
乎每天服務都滿線，預計明年起增加周五場次，即
周一至周五均提供夜間電話法律諮詢。
市議會29日進行民政委員會業務質詢，市議員邱

素貞、陳淑華、謝明源、蕭隆澤等人關心民眾遇到
法律問題的求助管道。
邱素貞、陳淑華、謝明源、蕭隆澤表示，民眾生活

中，遇到法律相關問題最困擾人，例如卡債、勞工
、家事、車禍，以及訴訟等需要尋求協助時，通常
會先找親友詢問，或是在社群軟體發問、上網尋找
免費法律資訊等，不過實務上來說，還是常找不到
面臨的問題，因此，向律師詢問，成為最直接解決
的管道。
邱素貞指出，為便利民眾諮詢法律疑義，台中市府

自2011年起陸續增加各區公所服務場次，每年服務
件數逐年成長。台中市2011年度受理法律扶助諮詢
件數有 17989 件，到 2020 年有 25585 件，10 年間，
共增加7596件。
以去年為例，包括例假日在內，平均每天都有70

件法律諮詢需求，剔除民意代表、律師事務所等諮詢服務分攤，
民眾對於法律扶助業務量，明顯增加，希望市府正視法律諮詢管

道更多元化的服務。
為提供市民便利、快速的法律諮詢服務，邱素貞、陳淑華、

謝明源、蕭隆澤希望除原有每周一至周五白天 「現場」法律諮詢
服務外，應增設周六或周日假日版，以及周一至周五夜間法律諮
詢服務時間，以因應市民需求。

法制局指出，目前法制局提供多元法律諮詢服務服務管道，
除日間上班時間於市政府及各區公所均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外
，也針對弱勢族群開設專科律師諮詢服務（每周一下午2時於市
府文心樓10樓，提供家事、勞工、卡債及身心障礙弱勢諮詢）
。

法制局長李善植表示，市長盧秀燕上任後，考慮日間民眾需
要上班及因年齡、健康因素不便外出諮詢民眾，提供每周一至周
四夜間（晚上五時至晚上七時）專線04-22177300夜間電話法律
諮詢，民眾只要一通電話就能由律師在線上回答。

市府指出，目前夜間電話法律諮詢幾乎每天服務都是滿線，
因此預計明年起增加周五場次，即周一至周五均提供夜間電話法
律諮詢。

法制局指出，假日星期六、日增加服務場次部分，因之前法
制局曾經試辦過假日法律行動專車，請律師假日至各區進行法律
諮詢服務，但經統計後，發現需求人次甚少，效果不彰，而且法
律諮詢案件，本身較無急迫需要，因此目前暫無規畫增加假日場
次。

法扶諮詢法扶諮詢1010年增年增70007000件件
中市府中市府：：夜間電話諮詢常滿線夜間電話諮詢常滿線

議員批親子館、公托跟不上需求 中市府：目標公托10倍增
（中央社）台中市是全國第二大城市，預算規模、相關資源

也都在全國各縣市居前，台中市議員陳淑華29日在議會質詢時
表示，但親子館、公托卻遠遠跟不上需求。社會局表示，市長盧
秀燕上任迄今2年10個月，公托數量已經由5處增加到17處，親
子館數量也由4間增加到12間，公托和親子館數量雙雙達到3倍
增，再提出公托10倍增，預計明年規劃佈點50處公托、17間親
子館。

陳淑華陳淑華以衛福部9月底統計資料為例，親子館以絕對
數字來講，台中市有11-12處，之前落後很多的台南也跟上來，
跟台中市一樣多；就社福資源相對缺乏的宜蘭有高達12座親子
館。一樣是都會區的基隆、新竹人口只有3、40萬人，只有台中
市6分之1、7分之1人口，親子館分別有6處、3處，服務人口比
例遠高於台中，無論在絕對數量、還是服務人口比例都跟不上其
他縣市。

陳淑華說，市長施政報告提到明年要達到50所公托，但社
會局提供的資料卻顯示要到2025年底才有辦法完成；市府的公

托計畫表，地點也搞錯，稱南屯建功公托位於西屯國安段社宅，
顯示規劃在紙上作業，社會局應加強各局處的橫向聯繫。

陳淑華強調，台中市擁有較多的預算、資源，為何反而落後
？問題在盧秀燕明明就做不出那麼多，但三天兩頭就高唱公托、
親子館倍增、10倍增，用話術、廣告詞彙強迫市民接受，形成錯
誤認知，美化自身形象。

陳淑華主張，台中市合併升格，城鄉差距非常大，社福資源
配置不均，有些偏遠地區資源缺乏，例如北屯區沒有親子館，人
口第一多卻無法讓資源分享；明顯在如何讓幼托資源運用到有需
要的年輕父母、幼兒們，仍有加強的空間。

陳淑華說，要進公托的小朋友，每年都有超額申請，每年都
有3、4倍的申請數，目前台中市16所公托，收托432名幼兒，
但候補人數高達近千人，顯示可受托人數與需求人數比例高達1
：3.3，年輕父母都要為了讓小朋友順利成長而焦頭爛額，顯見
育兒環境還沒有建置完成。

現行親子館、公托據點高度供不應求，市府在育兒環境建置

，對各行政區的育兒、公托需求掌握狀況外，宜依據供需機制來
評估新設親子館及公托據點，以加強育兒資源的普及性及可近性
。

社會局表示，盧秀燕上任迄今2年10個月，公托數量已經由
5處增加到17處，親子館數量也由4間增加到12間，公托和親子
館數量雙雙達到3倍增。由於已超越倍增目標，盧秀燕再提出公
托10倍增，預計明年規劃佈點50處公托、17間親子館。在市府
跨局處努力下，場地都已確定，最難的 「找地」階段已完成，接
下來將陸續動工。

社會局強調，盧秀燕重視區域均衡，台中市現有12間大親
子館和７處小親子館，其中10間大親子館位在原縣區，全國最
高海拔的和平親子館也於今年初開幕。此外，台中市有10輛托
育資源車，以行動服務方式深入偏鄉和社區。

對議員提及北屯沒有親子館，社會局指出，目前北屯有1間
小親子館，未來也預計在同榮段社宅設置親子館。另南屯建功公
托地址資料誤植，深感抱歉，將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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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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國家利益豁免”，是指具有碩士或碩
士以上學位或具有特殊才能的申請人，如能證明
其移民申請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則可以免去
雇主的支持由自己提出申請,並豁免其勞工證程序
的移民類別。

絕大部分職業移民的申請人均需雇主的支持
，且需要繁冗的勞工證程序。勞工證的存在是美
國為了防止外國勞工沖擊美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
。勞工證程序需要雇主公開招聘，以證明沒有美
國人符合條件。一旦找到符合條件的人，即使申
請人實際上更適合這個職位，勞工證申請也會被
拒絕。

2016年末之前，移民局援引的一直是一九九
八年的一個上訴法庭的著名案例又被稱為紐約交
通局案。移民局在判決中承認這名外籍員工工作
的重要性，但同時指出這個案件的關鍵不在於橋
梁設計和維護是否符合國家利益，而在於和具有
相似資歷的同類美國工程師相比，這名外籍工程
師在橋梁的設計和維護中是否能起到更為重要的
作用。並對國家利益豁免案明確了以下要求：1，
申請人所從事的工作與國家利益具有內在的聯系;2
，申請人的工作會對美國國家利益在全國範圍內
具有影響；3，申請人如果被要求按照勞工證程序
申請綠卡, 將會對美國利益帶來負面影響. 前兩個
要求相對而言較為容易證明，而第三個要求是此
類申請的關鍵所在。申請人必須證明他比具有相
同資歷的美國同行對美國有更大的影響力。

2016 年末，美國移民局行政上訴辦公室
（AAO）針對國家利益豁免公布新案例(Matter of
Dhanasar, 26 I&N Dec. 884 (AAO 2016)，提出國
家利益豁免申請三項新的要求。新案例的要求是
：第一，申請人的專業成就有重要價值和國家性
的 重 要 意 義 （that the foreign national's pro-
posed endeavor has both substantial merit and
national importance;）。這一條包括了“舊案例
”中的第一、第二條。

第二，申請人將對某領域起到良好的推動作
用（that he or she is well positioned to advance
the proposed endeavor）。第三，綜合而言，申
請人被豁免工作要求和勞工證程序將對美國的國
家利益有幫助（on balance, it would be benefi-
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waive the job offer
and labor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根據我們律師事務所多年的經驗，我們為讀
者總結了準備國家利益豁免申請的以下要點：

1． 申請人盡量提供獨立推薦信。所謂獨立
推薦信是指與自己沒有工作關系或共同的學習經

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薦信。比如在學術會議上因
為學術討論而認識的專家。或因為導師的原因有
過學術交流的專家。

2． 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有盛名的組織出具
的推薦信。比如美國國家實驗室。

3． 申請人的文章是否被同行引用的證明文
件。如果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同行的引用會是很
好的證明。

4． 已被批準的專利已經得到應用或已經出
售給企業。
5． 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責人或主要研究
人員。

6． 媒體報道。對導師和申請人共同參與的
項目的報道對申請也有幫助。

7． 申請人可參照第一優先的要求準備材料
，比如所獲獎項，媒體報道，對成員有學術成就
要求的協會會員證明，專業論文評審和領取高薪
，特殊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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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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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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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利益豁免國家利益豁免(NIW)(NIW)簡介簡介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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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耶穌說）我

對你們所說的話，就

是靈，就是生命。約

翰福音 6：63
有個弟兄，從

年輕時，就喜歡神的話語，也愛聽按正意解的

經，更樂於經歷主話語的能力。

現在已 70 好幾，仍神采奕奕，因他天天

支取以賽亞書 40：31 神的應許「那等候耶和

華的，必從新得力」。

他盼望像出埃及時迦勒所說的「看哪！

現在我 85 歲了，還是強壯，�我的力量那時

如何，現在還是如何！」

他深知一切都是恩典，因大衛說：「祂

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方華

◎梁德舜牧師牧靈心語

黃明鎮牧師

要訣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兩個兒子去附近教會做禮拜，學習聖經，

現在他們真的也每個星期天去教會做禮拜

與學習聖經哩!我也告訴我昔日一位好朋

友:我信主耶穌要受洗了，她也說很多年沒

有去教會了，現在她也回教會了。

周師母說:感謝神的恩典與揀選許春

美，也鼓勵每位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把妳

們所聽的真道見證與你的親人，朋友們分

享，鼓勵帶領更多人來信主，跟隨主。我

們為許春美感恩。榮耀歸主名。

受浸前，我們大家歡喜拍照留念。

會後，教會準備了豐盛的午餐，彼此

歡聚一堂，共享佳餚。

《路加福音15章10節》

我告訴你們， 一個罪人悔改，在 神的

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10月26日 (星期二)
下午2:30pm去探訪畢可華、馬秀香

夫婦，交談，分享，禱告，秀香熱情接待

我，她說她自己五六日打工三天，周六主

日兒子，女兒輪流回家來陪伴爸爸，畢弟

兄瘦些，說話聲音還是有力，目前每個月

作一次化療。我告訴他們教會週三禱告會

繼續為畢弟兄禱告。

秀香也帶我走路去認識自佛州剛搬來

四個月的鄰居劉靜太太，先生是美國人(信
奉猶太教)，她說她先生希望她不要去教會

信基督教，但她曾在佛州一間美國教會週

三晚做義工兩年。

她喜愛在後院開墾種植長江豆、火龍

果、辣椒、等等蔬菜水果，她先生則喜愛

在前面車房作他的木雕品，簡短寒暄，我

們就離去了。留下號角月報與美南日報福

音版給劉靜看(陝西人)請秀香明天送給劉

靜。

10月20日(星期

三)
筆者今天上午

11:30am應邀出席迎

主教會周武籐牧師劉美牧師為悔改決志信

耶穌的許春美姐妹舉行受浸禮。

劉美牧師主持受洗聚會，先請會眾唱

讚美詩歌，接著請許春美姐妹上台作信主

耶穌生命改變的美好見證。

春美穿着受洗的白袍子，站在講台

前，娓娓道來，她是如何進入迎主教會

的？她說:我是台灣來美國的，先生是美國

人，已去世多年，他是天主教徒，我有時

會跟著先生去天主教堂望彌撒(做禮拜)，
但沒有真的明白天主教所信的是什麼？我

去教堂只是交朋友。

我有一個兒子，兩個孫子上中學了，

媳婦是德國人，他們住在外州，平常我和

孫子用iPad 或手機聯繫，打簡訊。我是

七十有二的退休老人，身體尚健康，一個

人住在休士頓的中國城，靠近迎主教會，

聽周牧師師母說台灣話，讓我覺得很親

切，有時想說台語，我就來迎主教會找周

牧師師母聊天，思鄉情切啊！有時周師母

也常作台灣炒米粉，蘿蔔糕等好吃的台灣

料理送給我吃，或邀我留下來，一起吃飯;
漸漸我也回送我親手作的水餃，餛飩，或

買鴨爪，烤鴨送給周牧師師母共享美食，

彼此做朋友。

有天周師母邀請我參加教會的查經

班，學習聖經，聽明白上帝的創造世界，

造人目的，耶穌救贖恩典，耶穌釘十字架

的目的，人要悔改信靠，接受耶穌做個人

救主，做生命主宰的意義，主耶穌的再來

等。上完聖經系列課後，我願意悔改信主

耶穌，接受洗禮，歸入基督耶穌名下，使

罪得赦免，領受聖靈。

我也告訴我兒子我信主，要受洗了，

他也為我高興。我也告訴兩個孫子，我信

主耶穌要受洗好消息，我兒子也鼓勵他的

悔改信主耶穌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每年十月份的萬聖節，各大商場就會

開始出現南瓜燈或是各種造型的裝飾，有

些學校還會要求家長在這一天替孩子精心

打扮，一同參與五花八門的慶祝活動。

萬聖節（Halloween）的起源眾說紛紜，

但最廣為人知的由來是因為十一月一日是

天主教紀念有德性的聖人，故該日的名稱

為諸聖節（All Saints Day )。
在十月底、十一月初是夏季的尾聲，

冬季的起頭，凱爾特人會在此時慶祝豐收，

然後開始準備過冬。他們相信此時是人間

和陰間的界線最模糊的時候，已故的亡靈

會回到人間找尋可轉世的宿主。所以在諸

聖節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十月卅一日，

還活著的凱爾特人就需要戴上可怕的面具、

穿著恐怖的服裝來喬裝自己，一說是為了嚇

跑重返人間的鬼魂，另一說則是讓鬼魂認不

出自己是人，以免被抓交替。這也是萬聖

節的由來，是在諸聖節 (All Saints Day) 的
前一天，故 Halloween 一詞是由 All Hallows 
Evening 轉變而來，All Hallows 就是聖人的

意思。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就有一群群

的小孩子或少年人，扮作小鬼，神仙，海

盜，週街遊行，挨家逐户的去按鈴，大叫

一聲 “Trick or Treat”，應門的人就把糖果

送上。

萬聖節其實不是基督徒的節日，要追

尋其根源，就要回到公元前三百年的北歐、

西歐及英倫一帶。住在那裏的塞爾特人 ( 
Celtics: 即目前的蘇格蘭人，愛爾蘭人的祖

先 ) 每年慶祝“ Samhain ”: 古愛爾蘭語意

思是「夏季的結束」( The end of Summer 
)，語源自塞爾特死亡之神的名字。儀式是

由祭司德魯伊特 （ Druids ) 率領眾百姓建

立營火會 ( bonfires )，藉此引路，招喚亡靈

重返陽間。後來天主教傳入，為了要同化

異教，就把原有的萬聖節 ( All Saints' Day 
或 All Hallows ) 改在同一日，就是十一月

一日，而十月三十一日就變成萬聖節前夕 
(Halloween)。

萬聖節的活動是：

1/ 家門口放著 “ 南瓜燈 ”，並在自

己家的門庭前院，用鬼怪、骷髏等道具布

置起來，來烘托 “ 鬼怪恐怖 ” 的氣氛。

晚上，就有一群群的小孩子或少年人，

扮作小鬼，神仙，海盜，週街遊行，挨家逐

户的去按鈴，大叫一聲 “Trick or Treat”，

應門的人就把糖果送上。

人將南瓜上面挖了人面的大南瓜，稱

為 ( Jack-O-Lantern ) 據說起源是一個叫做積

奇 ( Jack ) 的人，因為行為極劣，所以死後

天堂和地獄都不肯接納他，他只好到處徘

徊，找到一個南瓜，挖透了中間，放些燒著

的煤塊，好在黑暗中找路。

2/ 父母親給孩子買很多鬼怪、恐怖的

服裝，讓自己的小孩子穿上扮演小鬼的角

色，在鄰居社區中敲門，向人喊 “ Trick or 
Treat ！”（不給糖，就搗亂！），顯然，

這些活動是違背聖經教導的。

基督徒作家羅信 ( Bob Larson ) 指出萬

聖節是今天撒但教慶祝的八個節日中的一

個。雖然當年萬聖節的儀式沒有完整的流傳

下來，不難相信各種邪術，占卜，獻祭甚至

殺人的事，仍然發生在今天的萬聖節。

此外，很多的神學家都同意在這類的

節日中，邪靈是會加倍的活躍。一般人顯然

在這方面沒有留意，只覺得這不過是一個胡

鬧狂歡的日子，但是，羅信認為最低限度，

萬聖節會 「引起一般人接納邪術」。

每逢十月三十一日晚上，我會關閉大

門的燈光，表示我們不慶祝萬聖節。

今天的基督徒如何面對萬聖節才好

呢？萬聖節這一天基督徒到底如何面對、要

不要跟風呢？每年遇到了這個時間到底要

怎麼跟孩子解釋？答案當然是：運用智慧，

聖別自己和家人。儘管基督徒是自由的，凡

事都可行，但是不是每件事都建造人，甚至

許多事帶著邪汙的本質，是不討神喜悅的，

我們怎可為了人及文化而得罪神呢？

我們不能否認靈界的存在，而且魔鬼

仍然有計劃的影響和控制人類社會，如果硬

要忽略這事實的話，只會中了撒但的詭計。

誠然，扮作小鬼不能算犯罪，給小孩子送糖

也不算交鬼，可是經上記著說﹕林後 6: 17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

不要沾不潔淨的物」；來 12: 14 「要追求聖

潔。」彼前 2: 9 「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

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

憂慮不是在

解決你的問題，反

而在製造更多你的

問題；喜樂是一天，

憂慮也是一天，心

情的好、壞是在於

你自己的選擇。 
「你們要先

求 他 的 國 和 他 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

加給你們了。所以，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馬太福音 6:33-34
 10/21/21 英文每日金句 :
Come to me, all who labor and are heavy 

la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Matthrew 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

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 11:28 
10/21/21 金玉良言 :
有頭腦就有苦惱，心煩的事不獨你自己

一人，幾乎人人都有某些煩惱，只是形式，程

度不同罷了。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因為

他顧念你們。」-- 聖經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經歷神話語的能力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老還童。」

祝福他像摩西，離世時，仍是「眼目不

昏花，精神不衰敗。」

　郭文仁牧師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是光，祂不願意我們與黑暗的事物

有牽連，所以我們務要謹慎，叫我們與孩子

從這世界的洪流中分別出來。仇敵越是包

裝、美化黑暗的事物要叫神的子民接受，我

們就越是要小心，倚靠主，運用果斷但智慧

的言語處理，不給模糊的空間。

加拿大政府已將大蔴合法化，許

多食品商人也將大蔴混入食物和糖果

許春美受洗

受洗後，一起享用午餐

一頭老駱駝穿越千里沙漠無數次都平

安抵達目的地。茫茫沙漠，多少人、畜葬

身其間，牠實在了不起，於是馬和驢就上

門請教其秘訣。

「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老駱駝對

兩位訪客說︰「你只須認準目標，然後一步

一步向前走，最後就會到達目的地。」馬

和驢很失望，牠們還以為駱駝有甚麼秘方，

有甚麼出人意外的心得，誰知答案平平無

奇，沒有半點驚喜。

然而，老駱駝實在已將牠的心得傾囊

相授。

一次我和三女兒一起看電視，看到一

個廣告宣傳某產品對改善體型很有功效，

當然不乏窈窕女子的形象穿插。老三眼利，

對我說，那產品盒子上有一行小字：服用

產品須配合一小時運動，以得到最佳效果。

我們不由得哈哈大笑。如果能每次服用這

產品，都做上一小時運動，我能肯定必然

有效。

均衡飲食，適當運動，就是保持身體

良好狀態的不二之方。只是人不喜歡節制飲

食，又只想光坐著看電視，所以渴求一些神

奇產品，只要花錢買來服下便可窈窕動人，

又或精神抖擻，精力充沛。

我們不是不羨慕生命裡真正好的東

西，我們只是不想付代價。或許你說，付

錢不是代價嗎？那當然是，不過不是說錢

出售。請注意若食物或糖果包裝印有 
THC，示意產品含有大蔴的。THC 全名

叫 做 TetraHydroCannabinol 亦 即 是 大 蔴

cannabis。商人改為 T H C，若在不知情的

環境下，消費者會食了大蔴了！

恩浸人啊！我不贊同萬聖節的活動也

不參與，這是我的立場。請各位格外小心，

若你的兒女或孫兒們領取了别人的糖果，

請檢驗後才讓他們食用，以策安全為荷！

財是身外物嗎？比起自己要吃苦頭，要對

付慾念，要攻克己身，錢就算不得甚麼了。

我們也不是不想成功，但我們

想要捷徑，要秘笈，老實的死

工夫，誰要聽。

有一位年輕才俊，聽聞有

大師到境，於是虛心上門請教

生命之道。大師說：「沒甚麼

特別的，你祖宗家法不是早有

傳授嗎？你照著去做嘛。」年

輕才俊說：「老師，祖宗規矩

我都自幼實踐了，這樣足夠了

嗎？」大師說︰「還有一項，你把家產捐出

來救助窮人吧！然後你便可輕身上路，來做

我的弟子，咱們一起到處漂泊，餐風露宿，

救助天下人。」你也可以猜到，要年輕才

俊放棄榮華富貴，還要去過吃苦的生活，

他是不幹的。

上述故事原來見於聖經，有一位年輕

富官來向耶穌請教永生之道，有三本福音

書都記載了這件事情。年輕富官聽到耶穌

叫他散盡家財分給窮人之後來跟從祂，就

憂愁而去。你覺得耶穌是故意為難這位年

輕才俊嗎？當然不是，因為馬可福音清楚

說明，耶穌看著他就愛他，要收他為弟子

呢。耶穌不是仇視富人；但是這位年輕人

問祂怎樣可以得到永生之道，耶穌就告訴

他真正的方法︰跟從耶穌，學習祂的生活，

照樣去做出來。要穿越沙漠，就得一步一

步走過去，坐飛機飛過去是另一回事。不

過我們都愛坐飛機，安全又舒適。

耶穌傳的是白白可得的福音，是上帝

主動給予世人的禮物，你只須接受就可以，

不是用家世、義行來換的；只是福音不是裝

飾品，今天掛出來明天取下，它是對生命

的轉化。上帝給你的禮物是生命整體，不

能斬件按喜好享用；所以，福音也是對人

生命的挑戰，你白白得來，也要白白付出。

不能觸及我們靈魂深處的，就不是真正的

福音了。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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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外来物种，石榴也许不是

在中国混得最好的水果，但它一定是最

能融入汉文化的水果。

No.1 壹

根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石

榴是张骞出使西域时，从石国带回来的

植物。所谓“石国”，有可能是地处南

疆至中亚的古国。今天，当地许多地名

里，如喀什（kashgar）、克什米尔

（kashmir）、塔什干（tashkent），依然

常见许多带有“石”（sh）的音节。

虽然石榴是不是张骞带回的植物已

经不可考，但它源自西域却是肯定的。

公元前十世纪，所罗门王就在肥沃的新

月地带，栽种了石榴，并且爱饮用石榴

汁榨的香酒。《雅歌》甚至用石榴来形

容所罗门王喜爱的姑娘：“你的两颊裹

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

湮灭了两千年的所罗门王神殿遗址，

如今考古学家还在苦苦探索，地面上几乎

没有蛛丝马迹可以追寻。但所有人都没想

到的是，它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并在中

华文化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留、瘤、榴三个字，在汉字里是同

音同源字。

“榴”在古汉语中又写作“橊”，

最早的汉字字典《尔雅》里并没有收录

此字，证明它的出现晚于留和瘤。而在

稍晚的《广雅》中，对它的解释是：

“丹實垂垂若贅瘤也。”

久留身上、除之不去的赘生物，中

国人称之为“瘤”，这是人人谈之色变

的不治之症。

而长得像瘤的，有着密集外观的植

物水果，则被中国人称为“榴”。比如

多刺的榴莲、比如多籽的石榴。

用汉字造字法推测，美味的石榴，

最开始有可能是唤起中国人密集恐惧症

的不祥之物。

这种认识，可能与两汉期间中华文

明强势输出，“万国来朝”的自信有关

；也可能与石榴的长相与中原风物迥异

有关；更有可能，是石榴的引种驯化在

当时并不成熟，大部分人都没见过石榴

有关。

人，总会对自己没见过的东西抱有

天然的戒备——作为证据，汉魏之前，

汉语里从没出现过记载咏赞石榴的诗文

典籍。

其社会待遇，也许还不如明中后叶

传入中国的辣椒，至少后者很快就被当

成漂亮的观赏植物传播。

作为石榴最早传入地的新疆，在这

种背景下拔得头筹。那里是中国最早栽

种石榴的地方，也是今天国内最大的石

榴产地和消费地。

石榴在维吾尔语中称“阿娜尔”，许

多姑娘即取名为“阿娜尔古丽”（石榴花

）、“阿娜尔汗”，听起来有音乐和色彩

的美感。在维吾尔文学中，用“阿娜尔”

形容女性的窈窕美丽和比喻人的心灵纯美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以新疆叶城石榴为

礼物，互相馈赠的习俗。

新疆叶城和和田皮山县的石榴，是

全疆佼佼者。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

，南疆石榴普遍比内地大而甜，保存的

时间长，可放至翌年三四月。这与当地

的气候干燥、微生物不活跃有关，更与

干旱的地理环境下，石榴进化出更强的

保水能力有关。

这是新疆旅游客为什么一年四季都

可吃上新疆石榴的原因。

No.2 贰

汉末三国，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是石

榴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大逆转的时代。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

丹华灼烈烈。璀彩有光荣。

招摇待霜露。何必春夏成。

晚获为良实。愿君且安宁。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描述石

榴的诗歌，而它的作者，正是赫赫有名

的才子曹植。

这首诗的内容，至少透露了三个信

息：最晚到汉末，石榴已经成为中国内

地的家养植物；石榴的叶子、花和果实

，对时人来说都有很大的观赏价值；联

系曹植本人的身份、籍贯，石榴在中原

地区的身价还不低。

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可能与儒学

在中国的大规模流行，农耕文明祈求多

子多福的朴素愿望有关；可能与大一统

国家农业科技驯化水平的提高有关；也

可能与经过南匈奴内附、西羌战争等民

族融合事件，对外来物产越来越多呈现

出包容的态度有关。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汉末的石榴已经

驯化到能够食用的程度，但可以肯定的

是，中原地区才是萌生中国人石榴文化

的土壤。

汉以前让人密集恐惧的石榴，到此

终于咸鱼翻身，成为汉文化审美中的显

学。

今天的中原地区，依然是中国石榴

的主产区。包括陕西临潼、河南河阴、

山东峄城在内的许多地方，都有着著名

的石榴品种和悠久的栽培历史，他们共

同撑起了石榴在中国的煌煌巨著，也是

最早驯化栽培出中国本土品种“硬籽石

榴”的地方。

如果历史一直按照这种趋势发展，

石榴也许会成为汉文化中，类似于桃李

、柑橘、大枣、柿子一样的，充满吉祥

寓意和美好期许的佳果。

但事实证明，平滑发展的历史从来

都是偶然，充满变数的曲线才是常态。

No.3 叁

始于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衣冠南

渡，撕裂了中国的社会、埋下了中国至

今南北文化差异和不理解的种子，也为

石榴文化的奇异发展创造了条件。

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

，各种势力交替上台，信奉谁的拳头大

谁才能胜出的丛林法则，在那里，发强

化了中华民族血性、阳刚的一面。但对

于当时主要作为观赏植物的石榴来说，

就失去了种植和繁衍的意义。

但南方的风物精神却截然不同。来

自东晋士族的偏安与清谈玄理风气，贯

穿了整个南朝的大部分时代。石榴，作

为一种长相漂亮、寓意良好的果实，受

到了无比的优待。

在梁元帝萧绎的《乌栖曲》里，出

现了“交龙成锦斗凤纹，芙蓉为带石榴

裙”之句，用来形容美丽女子亭亭玉立

的迷人风韵。

或许还带着一丝，农耕社会下男权

阶级对女性不可言传的期望。

这是“石榴”与“裙”这两种事物

联系起来，是中国人第一次把石榴拟人

化，也为后来石榴阴柔的形象奠定了基

础。

这种趋势，在南北朝统一之后，愈

演愈烈。隋唐统治者虽然在治国方略上

承袭了北朝尚武开拓的传统，但具体到

个人生活，他们却更向往南方大开发之

后的江南。

南方丘陵长江流域的石榴种群在这

一阶段大踏步推广和演进。比如四川凉

山的会理石榴，自唐代起就是御定贡品

，人们对会里石榴的描述是：皮薄色艳

，犹如彩霞，果实硕大光洁，籽粒密软

而味浓，有微香，余味悠长。

再比如安徽的怀远石榴分为白花石

榴和红花石榴，白花石榴果皮细薄，果

实硕大，籽粒晶莹饱满，汁液丰富，味

道甘香而醇美；红花石榴则籽粒剔透如

水晶，肉肥核细，汁多味甘。

对石榴的阴柔取向的审美，在中国

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上台后，达到了极

致。武则天本人手书的诗歌：“看朱成

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

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至今依然是

中国诗歌史上最著名的关于石榴的篇章

。

传说上世纪末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

代石榴红裙，就是武则天本人的闺中物

。

从此以后，美人无非石榴裙、鲜艳

不过石榴花；石榴祭祀，多子；石榴奉

客，多福；画师爱石榴，因其饱满丰实

；诗人爱石榴，因其瑞仪吉祥。

No.4 肆

吊诡的是，武则天本人的人设，却

在李唐家族重新掌权之后，崩了。

中国封建社会有个不上台面的传统

，对男性的攻击常常从忠孝仁义等“大

节”入手。而对女性的攻击，则习惯于

从小的私德出发。

且不论新旧《唐书》中，援引的各

种丑化武则天个人生活作风的笔记。武

则天不喜欢牡丹，李隆基偏要把牡丹捧

上国色天香的王座，封它为“洛阳红”

。而对于武则天盛赞的石榴，则将之视

作另类。

在玄宗年间官员万楚的《五月观妓

》诗中，能明显察觉这种微妙的态度变

化。万楚的原句是：“眉黛夺将萱草色

，红裙妒杀石榴花。”

石榴，从女皇帝的裙子，转移到了

妓类的裙子上。从只可远观的华丽，变

成了随意亵玩的用具。

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宋之后，

《红楼梦》里的性暗示，与之一脉相承

。

但远离中原王朝的西南地区的庶民

百姓和少数民族，却没有这样的穷讲究

。

随着元明二代对西南地区的整合，

越来越多的中国风物到达了最不可能到

达的、最遥远的彩云之南。

云南的巧家石榴和蒙自石榴，是今

天国内生鲜市场最受欢迎的石榴品种，

原因无他，云南横断山区的立体气候和

肥厚的土壤腐殖质，滋养了这片遥远的

土地上的西域来客。

“糯石榴”是巧家当地良种，《民

国巧家县志稿》记载， “县北巧家营

三十里，种植宜于果木，以石榴为特产

。果实硕大，味甘适口，远近多争购之

。居民广植园圃，以为生业，故种榴甚

多，榴花盛开时，如锦如霞。”

这种糯石榴果形扁圆，棱角分明，

果实硕大，皮薄，籽粒大，核软汁多，

味甘爽口。

蒙自石榴的果形则小得多，这里，

是中国最晚开拓的石榴产区，也是今天

中国种植软籽石榴最多的地方。

它们共同为中华石榴的版图画补上

了最后一块空缺，也多少拯救了中国人

对石榴的微妙误读。

中国的石榴，从哪里来？

彩礼大概是当代男女婚前最头疼的

问题之一，一提到彩礼，男孩沉默，女

孩落泪，婆家娘家总有无数的口水战要

打。

好好的一对情侣，也可能因为彩礼

谈不拢一拍两散。

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彩礼就急眼呢？

女生要彩礼真的很过分吗？

01 为什么一提彩礼就急眼呢？

我们先来分析下，为什么有些人会

觉得彩礼不合理。

| 彩礼贵

首先，贵就是原罪。天价彩礼，已

经完全超过男方能承受的经济范围。

根据《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中

国彩礼金额平均为6.9万元，浙江彩礼排

全国第一，高达18万；黑龙江、福建、

江西紧随其后，分别为15.2万、13.1万

、11.2万[1]。

在传统的中国式婚礼中，除了现金

，男方还要准备三金，也就是金戒指、

金手镯、金项链或者金耳环，平均总价

在1-1.5万元之间。

如果再算上婚纱摄影、婚宴酒店、

蜜月旅行……结一次婚，起码得准备二

十五万[2]。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32189元，中位数为27540元[3]。这意

味着，大多数人要不吃不喝2年多，才

能付得起6.9万的彩礼。如果还想买车买

房，差距会更加明显。

以江西为例，彩礼加三金大概要13

万，而江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017

元，如果纯靠男方打拼，每天一分钱不

花也得奋斗个4-5年[4]。

为了让江西小伙娶上媳妇，连银行

都推出了彩礼贷，最高可贷30万元。

这下，彩礼钱是凑出来了，但男方

也基本被掏空了，还可能背上外债。更

要命的是，这笔彩礼钱怎么花、被谁花

，更愁人。

| 彩礼收不回来

对于男方而言，自己掏钱买房买车

也好、给未来的妻子买首饰也好，哪怕

肉痛，终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但

如果这一大笔钱只出不进、收不回来，

换谁都很难受。

钱是归老婆，还是归丈母娘？丈母

娘会如何处理这笔钱？会不会拿钱去

“扶弟”？这些都是未知的。

但在提出这些问题前，我们似

乎都忽略了，还有嫁妆这么一回事

。在很多语境下，彩礼是男方单方

面付出，女方完全获益的情况。

现实是，男方支付高额彩礼，

女方也往往会给到等价的嫁妆反馈

。例如男方给彩礼、女方买车，在

个别地区还会出现女方嫁妆比彩礼

高的情况。

“男方给30万，女方给3床被子

”的事儿，终究是极少数。

| 彩礼=卖女儿

当然，社会上还有另一种批判

声音，就是给彩礼=卖女儿。

我们来分析下——

如果彩礼很少，不是卖女儿；

如果彩礼很多，但给到等价的

嫁妆，也不是卖女儿；

如果彩礼很多，却给到很少的

嫁妆，或者根本不给嫁妆，这种情况往

往被认为是卖女儿，会要遭人骂。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婚姻偿付理论认为，男方家庭需要

因女方的加入，为女方家庭丧失劳动力

提供补偿。在实践上，表现为男方支付

彩礼，来换取一个具有生育价值和劳动

价值的女性[5]。

女方出嫁后会完全成为男方家庭的

人，为其制造人口和财富利益，比如生

养儿女、照料公婆，洗衣做饭等等。这

种观念下，嫁女儿=卖女儿，彩礼是用来

补差价的。

此时彩礼钱，大部分是留给丈母娘

的养老金。如果女方有兄弟，可能会发

展出另一种难缠的情况：

女方家庭不具备、或者不想动用家

里资金养儿子，就把女儿的彩礼钱帮儿

子娶媳妇、交首付。

对重男轻女的家庭来说，女儿的婚

姻要为儿子让路，索要高昂彩礼就是

“扶弟”手段。

这种情况下，彩礼纯粹是种利益交

易，男方相当于出了大钱帮小舅子娶老

婆，怎么想都憋屈。而彩礼的负担同样

会转移到女方身上，女方也是“被交易

”的受害者。

彩礼矛盾会上升到原生家庭矛盾，

想要谈婚，必须论价。但如果双方真心

相爱，就不得不跨过彩礼这道坎。

天价彩礼的陋习，势必会被唾弃。

但抛去这种极端的情况，双方谈拢的平

价彩礼，没必要被全社会批判。

女生结婚提出要彩礼，真不过分。

02 女生结婚要彩礼不过分

从家庭角度来看， 彩礼是考验和投资。

| 考验男方抗风险能力

首先，婚姻类似于风险市场，存在

逆向选择，彩礼常被认为是对男方进行

风险估值的一种方式。

在商场上，规模越大、经营越稳健

的企业，信用评级高，银行更愿意放贷

；相反，银行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放贷[6]

。

婚姻市场也是这个道理，如果男方

拿出更多的彩礼做信用担保，某种程度

上意味着他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强，丈母

娘会认为女儿的婚后生活更有保障。

但如果男方两手空空，还死活要娶

人家姑娘，丈母娘大多会觉得对方诚意

不够，换谁也不敢轻易把女儿嫁出去。

| 为小家庭投资

其次，彩礼是为了给新家庭投资，

钱会收回来。

婚姻资助理论认为，彩礼和嫁妆，

都是双方父母为新家庭提供的物质基础

，并不是给丈母娘的补偿[7]。

对开明的家庭来说，彩礼只是走流

程，没必要给孩子添堵。彩礼交易，更

多是一种代际传承，也就是资本的传递

与继承。男方家庭出钱，把资本转移给

儿媳，女方家庭返换彩礼，把资本转移

给小家。

为了投资小家，丈母娘可能会要求

男方给女儿买车、给孙子买学区房。如

果房价物价上涨，成家的婚育成本增加

，女方就会希望男方能拿出更多的彩礼

。

其实对女性而言，彩礼的数字或许

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态度。面对一个

真正想过一辈子的男人，怎么可能会有

给出几十万彩礼才能结婚的想法呢。

如今，许多独立女性，都开始纠结

要不要收彩礼。但收彩礼和独立是两码

事，彩礼也并不是一种生育补偿。如果

彩礼是买子宫的钱，那给一百万，女性

可能都不会让心甘情愿地嫁人。

除了个人和家庭原因，从社会角度

看，收彩礼也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 社会婚姻市场供求失衡

首先，有些地区彩礼高，属于通货

膨胀现象。2019年，中国男女性别比是

51：49，未婚男女的比例为1.53：1，男

性数量明显多于女性[8]。

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婚姻市场也供

求失衡，大龄单身汉越来越多，女性择

偶时具备更多的选择权。在同等优秀的

追求者中，如果男方能拿得出更多的彩

礼，或许能成为加分项。

| 当地传统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

彩礼给多少，很多时候是面子与实力的

较量。

受当地习俗影响，如果男方拿不出

足够的彩礼，女方很可能会烙下话柄，

男方也可能被外人看不起。现在连小孩

上课外班都开始内卷了，更何况彩礼呢

。

03 彩礼绝不是扶贫

说到底，彩礼给多少，是件你情我

愿的事，不影响到旁人，自然无可厚非

。

但彩礼应该是深爱对方而展示的诚

意，而不是一个家庭对另外一个家庭的

扶贫。我们鼓励婚姻自由，但也绝对反

对不合理的天价彩礼。

如果男方在彩礼问题上斤斤计较，

或许是因为小气，又或许，是丈母娘真

的很难搞。

面对天价彩礼，男女双方应该抱着

合作的态度去解决，一起说服将婚姻看

做生意的父母。

让他们知道，彩礼重在“彩头”，

而不在“礼金”，目的是结婚，而不是

算账。只去计较利益得失，可能会拆散

一对有情人。

10万彩礼，能结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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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查找醫療保險計劃選項的要訣疫情中查找醫療保險計劃選項的要訣
進行進行20222022年聯邦醫療保險年度投保選擇年聯邦醫療保險年度投保選擇，，現在正是時候–現在正是時候–

作者作者：：Bill White, Texas Medicare President, HumanaBill White, Texas Medicare President, Humana 惠安納惠安納
【華府新聞日報訊】一年一度的聯邦醫療

保險優先計劃(Medicare Advantage)及聯邦醫療
保險處方藥計劃(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
的選擇期現正進行中。自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7
日期間，數以千萬符合資格獲享聯邦醫療保險
的耆老可依據自己在 2022 年的承保需求而登
記、轉換或退出醫療保險計劃。由於新冠疫情
仍在持續，聯邦醫療保險信息與資源可協助您
在保持安全之際選擇合適的計劃。無論瀏覽網
站、參加在線教育活動，以及與保險經紀人一
對一面談，都是了解您的聯邦醫療保險計劃選
項的絕佳方法。同時，相當重要的是當您上網
瀏覽聯邦醫療保險資源時，請注意保護個人資
料並避免虛假優惠和其他騙局。

以下是如何為聯邦醫療保險年度選擇期做
好準備的一些要訣：

1. 使用網上工具

請 瀏 覽 Medicare.gov 網 站 中 的 Medicare
Plan Finder(聯邦醫療保險計劃查找器)，以比較
計劃、福利並獲得每個計劃對於一般會員的費
用預估。如果您對於有助支付處方藥費用的聯
邦醫療保險 D 部分(Part D)感興趣，還可以輸
入所服用的處方藥名稱，以確保您正在考慮的
計劃有承保這些藥物。

在 Medicare.gov 網站中，您還可以了解並
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先計劃，有時稱為 C
部分(Part C)或 MA 計劃(MA Plans)，並可瀏覽
保險公司的網站以進一步了解有關該公司所承
保福利的更多資訊。提供聯邦醫療保險優先計

劃的保險公司會提供關
於其計劃和服務的詳細
資訊、處方藥價格及其
他福利資訊。您還可以
查看您的主治醫生或其
他服務提供者是否在聯
邦醫療保險優先計劃的
網絡內。

2. 聯繫專家

許多保險公司都提
供 線 上 研 討 會 以 解 說
2022 年度聯邦醫療保險
優先計劃選項。此外，
您可以查看能否安排時
間與保險公司的保險經
紀人進行面對面、電話
或視頻的一對一商談。
在參加教育活動或商談
之前，您最好事先準備
一份問題清單，以確保
獲得所需的資訊。該計劃是否包括眼科、耳科
和牙科保障？遠程醫療服務在承保範圍內嗎？
前往預約就診的交通是否包括在內？

3. 保護自己免受聯邦醫療保險詐騙

聯邦醫療保險機構已提出警告，詐騙者可
能會試圖利用新冠疫情來竊取醫療保險受益人
的醫保號碼、銀行資訊或其他個人資料。詐騙
者可能會嘗試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簡訊、社
交媒體或訪問住家與您聯繫。您只能將自己的

聯邦醫療保險號碼提供給您的醫生、藥劑師、
醫院、健康保險公司或其他值得信賴的醫療保
健提供者。未知來源的簡訊和電子郵件中的鏈
接切勿點擊，並請掛斷陌生電話。

如果您不習慣在網上瀏覽計劃資訊，您可
以 選 擇 今 年 與 保 險 經 紀 人 面 談 。 或 者 利 用
Medicare.gov 提供的安排電話商談選項。若需
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Medicare.gov 或致電 :

1-800-MEDICARE(800-633-4227)

請勿錯過選舉投票的最後一天～請勿錯過選舉投票的最後一天～1111月月22日日
中國城文化中心體育館今年首度開放投票中國城文化中心體育館今年首度開放投票

明天萬聖節請參加下午五時至八時舉行的明天萬聖節請參加下午五時至八時舉行的
「「Woodchaes ParkWoodchaes Park 」」 萬聖節嘉年華會萬聖節嘉年華會

圖為李迎霞會長攝於圖為李迎霞會長攝於 「「WoodWood--
chase Parkchase Park 」」 公園內公園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市台聯會前會長李迎霞，於本周四（10月28日）上午應邀出席
距休士頓華人區中國城最近嶄新的 「Woodchase Park 」的活動。該公園距離僑教中心只有五分鐘
車程。該公園內有兒童娛樂設施，有溜狗的步道，每天開放給成人散步，並有設備完善的公共廁
所，是我們中國城華人的福利與悠閑的好去處！更令人興奮的是今年的 「萬聖節」— 明天（10
月31日，星期日）下午五點至晚上八點還有 「萬聖節嘉年華會」，適合全家攜老扶幼前往共慶萬
聖節！ 「Woodchase Park 」地址：3951 Woodchase Dr. Houston Texas 77042 。

圖為中國城中華文化中心體育館正門口圖為中國城中華文化中心體育館正門口，，今年首度開放為投票點今年首度開放為投票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 ）提前投票已將結束。如果您錯
過了，請在11月2日，也就是選舉投票的最後
一天，投出您寶貴的一票。把握投票的最後一
天，我們想提醒大家出來投票的重要性。截至
11/27/2021，我們已經有大約 35,599 人出來親
自投票，43,978 人使用郵遞投票。我們知道哈
里斯縣還有很多有資格投票的選民尚未能出來
投票。

11 月 2 日 (星期二) 選舉日，
所有的投票所都將從早上 7 點到
晚上 7 點開放。共計有717 個選
舉日親自投票地點，哈里斯縣的
選民可以在該縣的任何一個投票
中心投票。值得一提的是，中華
文化服務中心的體育館投票，第
一次成為了此次普選選舉日的投
票地。希望住在附近或購物的選
民可以就近來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投票。或與您的家人或朋友一起
投票，然後去附近的餐館吃飯，
因為那裡有很多不錯的餐廳和購
物中心。

為 方 便 選 民 ， HarrisVotes.
com/WaitTimes 提供投票排隊
等待時間功能及選票樣本，並可
查詢您附近的投票地點。進行郵

遞投票的選民可至 Harrisvotes.org/Tracking 追
踪您的郵遞選票。

這次選舉，所有哈里斯縣登記選民都有資
格對八項州憲法修正案進行贊成或反對投票，
其中包括基礎和交通設施資金、司法候選人的
資格要求、州限制宗教服務的權利等議題。一
些市民的選票上可能有其他項目，例如學校理
事和城鎮債券選舉，則根據您選民登記住址或

選區而異。以下是一部份的相關選項及內容。
• Baytown 及 Bellaire 市的市長，市議

員，及各項提案的選舉
• Missouri市議員，及各項提案的選舉

。
• 5個獨立學區 / 3個社區大學系統的

理事及各項提案選舉，將影响您社區學校的財
政資金規劃學童的教育政策及稅率。職責包括
制定休士頓獨立學區的政策和任命學校負責人
。

• 房產稅率選舉
• 債券選舉用於水務、廢水處理、污

水管道、排水和地表水，並徵收稅款以償付債
券。

如果你想查看憲法修正案，您可以訪問女
性 選 民 聯 盟 網 站 https://lwvhouston.org/vot-
ers-guide/，實際上他們對各議案不論是持贊成
或反對意見，在各個角度都有非常詳細的分析
。例如，州議案 1: 憲法修正案授權職業牛仔競
技協會或婦女職業牛仔競技協會認可有組織的
職業運動隊慈善基金會在競技場館進行慈善抽
獎活動。支持者認為此類型的抽獎活動能夠幫
助青年獎學金計畫Youth Scholarship Programs，
基督教青年會YMCA以及美國癌症協會Ameri-
can Cancer Society這樣的慈善機構增加收入。反
對者則認為抽獎屬於另一種賭博，會對一些德

克薩斯州家庭帶來負面影響。州議案 7: 憲法修
正案允許殘疾人的未亡配偶在其去世時年滿 55
或以上的情況下，對其住宅地徵收學區從價稅
的限制。支持者認為該修正案將保護殘疾人的
倖存配偶免於失去重要的福利。反對者則認為
此項修正案可能會進一步減免房產稅，進而可
能會對未來學校和其他地方財政帶來負面影響
。在選舉過程中，有些選項和議案我們不是很
感興趣。您有權跳過任何選項或議案。

再次提醒民眾，即使您申請了“郵遞選票
”投票，若尚未寄出，還是可以進行親自投票
。要親自投票，請將您的“郵遞選票”帶到投
票中心交給選務人員，便可進行正常的投票方
式。如果您遺失或忘了帶郵遞選票，您仍然可
以親自進行臨時選票投票。但如果您已寄出填
寫的郵遞選票，則不能再參加親自投票或更改
選票。

最後再提醒一下大家，我們的選舉投票的
最後一天是11月2日星期二，請您務必在上午7
點至晚上7點來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的體育館投票
。 如果對選舉事宜有問題諮詢，請至www.har-
risvots.com 中文版，查詢最新的訊息。或歡迎您
直接與哈里斯縣選務專員－芮久玟JoAnne Ray
聯 絡 ， 電 話 713-274-4325。 Email: JoAnne.
Ray@Vote.hct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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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s of 10/20/2021。 $0 - $49,9999.99 利率為0.25%APY；
$50,000+ 利率為0.50%APY。 APY 在帳戶開設前後可能改變，手續費可能會減少利息收入。

即日起，中國信託數位銀行正式為德州居民服務。
我們提供安全簡易的線上開戶流程及優惠利率！

0.50%APY*
儲蓄帳戶
最高可達

最低開戶金額 $250

連結其他銀行轉帳

FDIC 保障

無帳戶管理費

線上開戶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就上網開戶吧！ 掃描開戶

你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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