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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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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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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 ）自去年七月下旬在休士
頓中國城Harwin 與Gessner交口上原「媽媽超
市」舊址，新開了一家全美連鎖超市「新榮超市
」。兩位老闆梁勝、黃榮富來自芝加哥、紐約，
在全美多州大城市都開設超市，一看即知是經營
超市的行家，踏入該超市，發現該超市猛然寬敞
了許多，貨物擺設極具學問，使每位初踏入該超
市的客人，一個個瞪大眼睛，目不暫捨，因為無
論貨的品質和價格，實在太吸睛了。

也因為新開設之故，貨架上的貨品嶄新、豐
富，很多老超市的行家，都不相信全世界最好的
美貨，都出現在這裡了。大家忙不迭地把貨品裝

上推車，深怕下一分鐘就被人掃光了。一趟「新
榮超市」之旅，簡直比逛百貨公司、博物館還過
癮，尤其掌管一家三餐、生計的家庭主婦。從來
沒看過這麼多好貨，同時出現在同一空間，真是
「目不暇接」！

「 新 榮 超 市 」 本 週 （2/16/2022～2/22/
2022）特價品如下：臺山菜花$0.99/磅，台灣高
麗菜$ 0.69/磅，豆苗皇$2.99/磅，中國茄子
$0.99/磅，A菜$0.99/磅，雞腳$2.19/磅，有皮
前腿肉$1.89/磅，去頭三牙魚$2.59/磅，凍黃魚
$5.99/包，原汁鷄湯$0.99/罐，$10.99/箱/12罐
，速凍蛋撻皮$15.99/2盒，味事達醤油$4.99/2

瓶，李錦記舊裝蠔油$9.99/3瓶，蠔豉$8.99/磅
，$15/2磅，時尚官燕$899/2盒。另外，禮品卡
，充值$100元,即送$6元。凡購買滿$50元，送
環保袋一個。以上特價品售完為止，該超市保有
最終解釋權。

太多的好貨、美食，不及一一介紹，您周末
不妨上門去看看，才知何以「眼見為實」！「新
榮超市」的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9:00am—8:
00pm, 地址：5708 S.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380-8885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春季大酬賓春季大酬賓，，推出多項特價品推出多項特價品
禮品卡禮品卡，，充值充值$$100100元元，，即送即送66元元

圖為圖為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 的梁勝老闆的梁勝老闆（（右右））與黃榮富與黃榮富
老闆老闆（（左左 ））合影於超市大門口合影於超市大門口。。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將於2022年
2月26日(週六)舉辦會員年度大會
暨交接典禮，地點在休士頓中華文
化中心體育館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9800 Town Park Dr, Hous-
ton, TX 77036)。現場將進行會務報
告、選舉交接和歡樂抽獎，廣邀德
州的台大校友參加，與在地台大人
互動聯歡、交換祝福。活動於下午
3時半開放入場，4時開始，期待您
的蒞臨。
普通票 $15，貴賓票 $50，均包含餐
券和抽獎劵。配合疫情，本活動規
定配戴口罩並以外帶形式供餐，採
實名制入場，請於2月24日前登記
報名。報名時請告知：票種、中文
姓名、英文姓名、Email、是否校友
、葷/素、付款方式。Email NTU-

AAH (ntuaah2alumni@gmail.com)或
電 話 簡 訊 聯 絡 人 Amy (713)
489-2522 或 Allen (281)891-3351。

附上活動海報參閱。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年會暨交接典禮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年會暨交接典禮

光鹽社災難救助中心講座光鹽社災難救助中心講座 家用水管防凍保護家用水管防凍保護

大家好， 光鹽社災難救
助中心將在2022年2月19日
，星期六的下午2點到3點進
行“家用水管防凍保護（及寒
流後應急維修）”講座，講員
：劉德謙，曾任職醫學院和休
大生化實驗室主管，愛好無線
電和儀器維護及修理，早退後
專職房屋租賃及維修維護工作
，一手實際經驗豐富，熱心社
區關懷和救助，現任光鹽社救

災義工。
下面是網上會議室鏈接：
Topic: 家用水管防凍保護

（ 及 寒 流 後 應 急 維 修 ）
Freeze protection for house-
hold water pipes (and emer-
gency repairs after a cold
snap)
Time: Feb 19, 2022 02:00 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
da)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
82167235345?pwd=
aVZXNk1NU0QzY2tGUlhH-
WW8xN2ZpQT09

Meeting ID: 821 6723 5345
Passcode: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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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新疆巴州多縣牧民賽馬刁羊鬧元宵新疆巴州多縣牧民賽馬刁羊鬧元宵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1212日舉辦日舉辦20222022年元宵節農牧民賽年元宵節農牧民賽
馬馬、、刁羊比賽刁羊比賽，，該州的庫爾勒市該州的庫爾勒市，，博湖縣博湖縣，，和靜縣和靜縣，，且末縣以及尉犁縣且末縣以及尉犁縣
本地的本地的127127名農牧民賽馬手參加此次比賽名農牧民賽馬手參加此次比賽，，迎接元宵節的到來迎接元宵節的到來。。

廈門海岸現廈門海岸現““藍眼淚藍眼淚””景觀景觀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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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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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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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海瑪精英賽福克斯奪冠拉斯海瑪精英賽福克斯奪冠

花樣滑冰冰上舞蹈自由舞比賽花樣滑冰冰上舞蹈自由舞比賽：：
法國選手獲得冠軍法國選手獲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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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新北染疫設計師
（案 19665）傳播鏈擴大，累計
24人確診，其中有過半數的人曾
參加某宗教團體的聚餐，引起各
界關注。醫師沈政男表示，疫情
焦點已經轉移到雙北，而這次的
聚餐其實和過年沒啥關聯，因為
這類聚餐未來還是可能會出現，
其中若是同事與朋友的大型聚餐
，可能會特別歡樂，就比較容易
出事。

沈政男昨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2月18日新增16例本土確診，
這些案例多與某宗教團體的聚餐
和唱歌活動有關，而桃園與高雄

已經幾乎沒有新增確診個案了，
疫情焦點已經轉移到雙北了，現
在這狀態與先前桃園出現過的疫
情劇本幾乎一樣。

沈政男指出，有人說這樣的
狀況是 「西堤群聚」的翻版，但
觀察疫情曝光時間與餐廳人員染
疫與否就可知道目前這起餐廳疫
情沒西堤那麼複雜。因為宗教團
體的疫情約5至7天就曝光，但西
堤放了10多天；且西堤有餐廳人
員染疫，但宗教團體至今沒有。

沈政男也說，不少人嚷嚷著
要 「開放觀光」，但請問解封的
劇本是什麼？能否提出染疫人數

、住院與死亡人數的預估，如果
沒有辦法，那就只是講好玩的，
說服不了別人。而現在的大勢就
是讓 R 值停留在 1 左右，上不去
但也下不來，若想改變戰局，就
必須要有另外的防疫手段，但現
在看起來要再加嚴防疫已經沒什
麼空間了。

沈政男透露，宗教團體聚餐
其實和過年檔期沒啥關係，因為
這類型聚餐未來還是可能發生，
家庭或三五好友在餐廳聚餐，沒
什麼疫情發生，但如果是同事與
朋友的大型聚餐，氣氛特別歡樂
，就會比較容易出事。

（中央社）文化部所屬國立歷史博物館（史博館）原館長廖
新田卸任後，遺缺由現任國立台灣美術館館長梁永斐代理，史無
前例地讓兩館用同一人任館長，引起文化界質疑， 18日史博館
卸任、代理館長交接典禮上，李永得強調： 「並不是客家的省著
用，其實我是客家的剝削他，因為這是一個苦差事」。

李永得指出，廖新田任館長期間雖是閉館期間，但不管在工
程進度規畫或對外美學推廣上，仍是日進有功。針對日前被批評
由梁永斐代理館長是 「永字輩客家精神省著用」，他強調實則是

剝削的苦差事，因為為現階段史博館的首要任務是提升工程要能
夠準時完成。

李永得指出，史博館因為古蹟和工程變更等原因，預計到明
年下半年才能夠開館營運，也連帶的影響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
堂等展場的提升改造計畫。 「我們不能三個館全部一起來做，會
被美術界罵，找不到展地可以用，所以我們是有規畫的，一個接
一個，這樣至少大家有需要一些展覽的場地還可以應付。」

卸任館長廖新田表示，史博館本身是文資登錄有案的歷史建

築，修復過程考究，加上疫情衝擊影響施工進度，但他也表示，
除了進度，品質和細節對於一個歷史建物而言更是必要的堅持，
「屋頂就有8萬片瓦片，必須一片一片清洗」，館方的立場也不

會只顧工期而不顧品質， 「老師傅說屋瓦的弧度不對，拆了幾百
片重裝，反而是要感謝他堅持這樣的細節。」

代理館長梁文斐則表示，任內首要目標是達成史博館順利開
館，也將進一步促成館際合作，組成史博館、國美館雙館 「典藏
盤點整合小組」以結合資源，進行策略聯盟。

國美館長代理史博館長
李永得：是剝削的苦差事

（中央社） 「元宇宙」概念自去年爆紅，各行各業躍躍欲試
，我國多所大學也結合這項最新科技，像是東華大學以3D打造
崑曲《牡丹亭．遊園驚夢》場景，透過VR虛擬實境便能彷彿親
臨劇院；台北科技大學也成立全國首座 「元宇宙XR研發中心」
，專屬學程將在8月推出。

東華大學攜手國光劇團，邀請崑曲名家溫宇航、劉珈后及許
立縈，以3D建模新科技，演出崑曲知名曲目《牡丹亭．遊園驚
夢》，修課學生不必親臨戲劇院，而是以VR虛擬實境的感官體
驗，來欣賞古典戲曲中的角色行當、曲牌音樂及身段藝術，同時
還可以與劇中人直接互動。

擔任授課老師的東華大學華語文中心主任朱嘉雯表示，課程

發想於《紅樓夢》林黛玉聽見小戲子在練唱《牡丹亭》，因而聯
想起《西廂記》、李後主的詞，以及唐詩的情韻。

「這個段落，天然地形成了詩詞、小說、戲曲交融為一體的
語文好教材」，錄製成3D影像，讓學生可以身歷其境體會文學
的美好。

除了與文學結合，北科大則攜手產業，結合臉書、雅虎、
BenQ等知名企業，成立全國首座 「元宇宙XR研發中心」，不
僅設置虛擬網紅、5G、AI等科技軟硬體，同時也與台北醫學大
學合作，推出元宇宙醫療、教育遊戲等相關課程。

而 「元宇宙學程」也將在8月推出，開放大學部、研究生、
在職生、國際專班與進修部等學生修課。

「元宇宙」到底是什麼？市場觀點仍莫衷一是，大學如何教
學，外界充滿好奇。 北科大互動科系系主任曹筱玥說，以該校
將啟動的 「元宇宙學程」來說，側重跨領域教學，將以金融投資
、娛樂時尚、設計、5G網路技術等各專業作為基礎課程，另再
結合VR和AR共兩大核心技術來開課，因此一門課堂將有2到3
名師資，分別負責專業領域與AR、VR等教學。

曹筱玥強調，在 「元宇宙」概念下，科系再也沒有明確區別
，結合網路等新科技體驗等跨領域授課方式，對本土教師來說，
將是一大挑戰。

大學元宇宙課程夯 東華3D打造《牡丹亭》

設計師群聚風暴釀24人染疫
醫示警：這類聚餐容易出事

（中央社）第23輪公費疫苗昨中午預約截止，共95.9萬人
完成預約，預約率約6成，不如上一輪踴躍，且4種廠牌都有餘
額，逾62萬個名額乏人問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
人祥提醒，本輪將於下周一開打，請已預約的民眾如期前往接種
。

此外，北市至今有10多人因為照顧小朋友確診，台北市柯
文哲昨公布親子同室陪病規範，照顧小孩的大人要先篩選屬低風
險，條件包括年輕人、疫苗必須打好打滿、排除慢性疾病患者，
14天由1個人陪同到底，在房間內要戴口罩，不同時間吃飯、保
持距離，並對陪病者多次篩檢。

柯文哲昨表示，主張盡量正常生活，但條件是疫苗打好打滿
，從統計數字來看，該打的、想打的都打完，剩下的要三催四請
才去打，下周北市規畫施打29萬劑疫苗，僅41％、約12萬人預
約，剩下17多萬劑太浪費了。

北市副市長蔡炳坤指出，目前北市接種第1劑達91.8％、第
2劑84.7％、第3劑41.4％，至今已經打了478萬903劑，第23期
中央預約系統首日預約出乎預料，跟天氣一樣冷冷的，全國才預
約18％，以往第一天會被預約一半，昨天預約結束，全國60％
、北市只有41％。

他說，針對65歲以上長者將推出 「催種措施」，包括替長

者造冊安排到中型接種站施打、透過里長揪團或安排醫生到宅替
行動不便者接種。

中央第23輪提供第3劑接種，共開放158.4萬個名額。莊人
祥指出，以莫德納預約率最高，超過7成，其次為BNT，預約率
5成4，而高端和AZ預約率分別為2成8和2成5。

相較上一輪整體預約率8成4好成績，第23輪預約情況似乎
不盡理想，整體預約率僅6成，剩餘量能超過62萬；就連之前民
眾搶破頭的莫德納第3劑，上一輪預約率高達95.03％，本輪僅
72.1％，約21.5萬劑量能乏人問津。

陪病者 北市限年輕人及打滿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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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新北三重某幼兒園男童17日確診
，衛生局匡列採檢400人，家長接獲通知篩檢需
當晚完成，排隊人潮擠爆新北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引發民怨，衛生局致歉允諾檢討改進；另18日
公布的板橋中山國中女學生確診（案 19951），
因匡列居家隔離的女學生同班同學昨晚PCR採檢
陽性，將列入今天個案，全校目前共有2例，即
起預防性停課從3天變14天至3月3日。

新北市18日公布新增7例本土確診案例，與
新店設計師（案 19665）衍生的北市房屋代銷人
員（案19816）參與北市宗教協會春酒、KTV歡
唱相關，屬同一傳播鏈，皆為居隔採檢陽性個案
，匡列接觸者104人、77人居家隔離，均安排採
檢。

三重某幼兒園家長在臉書《爆料公社》社團
不滿貼文質疑新北衛生局防疫採檢應變措施差，
防疫計程車 17 日晚上 11 時才到，到新北聯醫三

重院區時現場動線也一團亂，家長與幼兒身心俱
疲，抱怨市府沒加派人力，質問： 「侯市長你睡
得安穩嗎？」衛生局回應，採檢17日深夜全部完
成，400人採檢結果均為陰性，感謝家長及小朋
友的配合，對於現場排隊情況表達歉意，並允諾
檢討改進。

對於外界質疑停課標準反覆，教育局長張明
文解釋，新北市自去年9月施行 「1人確診全校停
課14天」標準，經與校方、家長討論及諮詢衛生
局專家相關建議後，17日決議回歸中央停課標準
，1班1位師生確診該班停課14天，1校2位以上
師生確診全校停課14天。因此，中山國中1位確
診後全班43名師生停課14天、全校停課3天，但
昨晚女學生同班同學PCR採檢陽性、Ct值35，
又新增1名確診者，等於1校有2位以上師生確診
，全校預防性停課 「從3天變成14天」。

幼兒園童確診匡列400人
三重院區篩檢擠爆

（中央社）中央與地方防疫不同調，民眾
配合政府匡列入住防疫旅館隔離，竟要自掏數
萬元荷包，連日來引發不滿，眼見民眾不滿情
緒愈演愈烈被罵翻，立委也看不下去疾呼應由
中央支應，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昨日終於宣
布，去年12月14日至昨日，遭匡列入住防疫旅
館隔離者，相關費用由中央全額負擔，計有
6000人，同時也重申，居家隔離以在家隔離為
原則，如無法一人一室，可公費入住集中檢疫
所，其餘中央不予支應，並強調 「以後不會有
例外」。

限去年12/14至今年2/18 約6000人
今年1月爆發本土Omicron疫情，各縣市匡

列隔離人數大增，有部分縣市要求民眾自費入
住防疫旅館，引發爭議。一位新竹市民表示，
全家3 人都被匡列住進防疫旅館，費用超過10
萬元。還有一名網友上網發文抱怨，不僅要自
己找防疫旅館，還要支付高達4萬2000元的費
用，春節9天假期也因此泡湯，直嘆 「吃一頓晚

餐的代價好高」。
面對防疫旅館入住收費亂象，儘管陳時中

數度強調，居家隔離以 「在家」為原則，如無
法一人一室，可公費入住集中檢疫所，但各縣
市隔離政策依舊不同調。國政基金會永續發展
組召集人陳宜民怒批，指揮中心不食人間煙火
，讓民眾求助無門，相關隔離費用應由中央全
額負擔。

守法隔離卻得自費 非常不合理
國民黨團總召曾銘宗表示，民眾被強制送

進防疫旅館隔離，1個人就要自行繳交4萬餘元
住宿費用，守法的人民配合政府接受隔離，卻
要付出高額代價，非常不合理。

面對民怨四起，陳時中終於表示，被隔離
者是配合防疫政策，不應多負擔防疫旅館的費
用，這段時間有部分縣市先自行承擔，包括台
北、新北、高雄、台中、桃園等，但各縣市做
法參差不齊，因此指揮中心決定，整體費用
「由中央概括承受」。

陳時中重申 公費限住集中檢疫所
陳時中表示，民眾入住防疫旅館，有些人

是自費，有些是地方政府出錢，一律由中央給
予補助，將請地方政府協助造冊申請。至於民
眾要如何申請補助，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
示，流程尚在規畫中，會以便民為主。

陳時中也重申，原則上是在家裡隔離，如
果有專案或特殊群聚、無法在家隔離時，可公
費入住集中檢疫所隔離，這個方式從以前到現
在都是一樣， 「我們今天特別再重申清楚，以
後不會有例外」。

特殊情況改住 須經指揮中心同意
莊人祥補充，未來如遇集中檢疫所滿房情

形，地方政府經報指揮中心同意，才可安排民
眾於防疫旅館隔離，費用由中央負擔；目前全
台集中檢疫所量能共5526床，住房率40％。

對於指揮中心強調，未來須居隔民眾住檢
疫中心才支付費用，新北市衛生局表示，因有
縣市匡列標準不同，隔離人數也有不同，新北

民眾若是被送到指定防疫旅館，除非違規，都
是由地方政府負責費用，指揮中心的宣布，對
新北市影響不大。

地方若願意負擔費用 中央尊重
台中市衛生局疾管科長吳雅玲指出，目前

中央還沒有硬性規定匡列隔離者要去集中檢疫
所，台中市居家隔離不能一人一室或一人一戶
的人，仍讓他們選擇到集中檢疫所，或台中市
政府指定的防疫旅館。

高雄市長陳其邁表示，沒有人喜歡被居家
隔離，民眾居家隔離費用由高市府負擔已實施
很長一段時間，若全國都能這樣實施是較好作
法。

莊人祥則進一步指出，16日已發公文給各
地方政府，重申 「隔離一人一室」原則，如欲
安排民眾入住防疫旅館，指揮中心尊重地方政
府意願，並由地方政府負擔費用。

被匡列旅館費 中央全埋單 僅此一檔，下不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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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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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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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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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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5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非區域中心 有名額，區域中心 無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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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區域中心 有名額，區域中心 無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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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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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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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07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非區域中心 有名額，區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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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區域中心 有名額，區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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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01日中國大陸2021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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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移民局今年將於3月1日到18日東

部時間中午12點註冊今年的H1b工作簽證抽簽程
序。美國移民局於2021年12月22日在聯邦公報
上正式宣布撤銷H-1B按薪資抽簽的新政。2021
年1月8日，移民局公布H-1B按薪資抽簽的新政
將於2021年3月9日生效。但在2021年2月8日
，移民局宣布將此新政延期到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3月19日，美國商會在北加州地區法院
就新政的有效性提起訴訟，法院在2021年9月15
日撤銷該新政。

2. 截止到2022年1月25日，移民法庭有超
過一百五十萬的案件等待審理，是美國歷史上移
民積壓案件最嚴重的時期。

3. 美國公民護照過期也可回美，年底前無
需換發新護照。 美國務院12月21日晚間發表聲
明指出，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各地美國使領館
暫時關閉或縮減護照換發服務，造成民眾換發護
照面臨耽擱，海外的美國公民2022年3月31日前
，可持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過期的美國護照入
境。護照過期也可以回美國的條件為：美國公民
目前正在國外尋求直接返回美國，美國領土，或

在其他國家轉機後返回美國或美國領土。過期護
照原有效期為10年或如果簽發護照時年齡在15歲
或下，護照的有效期為5年。護照在申請人手中且
沒有被損壞。

4. 移民局在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表示，
2022年9月30日前暫停移民體檢醫生的簽名日期
必須在材料遞交前60天之內的要求。
5. 根據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消息，2022財政年
度的職業移民名額有望翻倍。可用名額遠遠超過
移民局目前正在審理的第一和第二類職業移民的
案件。這將大大緩解職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的局
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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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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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類別的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
的打指模費用。

8. 隨著拜登總統入主白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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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為
1100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移民的渠道。各類移民
和非移民簽證的速度和批準率在拜登入主白宮後
有顯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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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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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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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月份移民排期月份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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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李曉薇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印尼美食，關媽媽親手做星加坡咖哩雞，

做甜品烤年糕，紫米露，大家歡喜相聚在

一起，彼此交談分享。離去前，我們三人

同心為關媽媽禱告，她說右腳會痛，晚上

睡覺不安穩，希望有人陪住作伴，劉牧師

師母為她醫治釋放禱告，教導關媽媽如何

拿起禱告的權柄，奉主耶穌的名禱告，吩

咐疼痛必需離開，求主耶穌來醫治不舒服

的身體，也求主為她安排合適的陪伴者。

2/17這兩天筆者都有機會與主內弟兄

姐妹、牧師師母、彼此團契聯誼，交談分

享，彼此關心....，今天中午感謝謝天育牧

師師母愛心請客，他說自密蘇理州搬遷來

休士頓住，承蒙多位愛心天使接待他們吃

飯，幫助換駕照，協助申請白卡，參加老

人醫療保險等等，感謝大家幫助他們夫

婦，菲律賓華人宓麥蘭姐妹是我們大家的

熱心愛心天使，默默幫助許多人。

2 / 1 4晚上 5：
20去號角義工周武

籐牧師劉美師母

家，我看周牧師今

天身體無力，臉色

不太紅潤，氣血不佳，鼓勵他快喝點溫鹽

水，紅糖水，筆者知道周師母平常煮菜少

放鹽，周牧師缺少鈉離子，我去惠康超市

買羊肉片、牛背脊骨頭、青菜、芋頭、青

蔥、草菇等，晚餐我和他們一起吃，周師

母準備好羊肉煮芋頭草菇火鍋湯，魚片炒

紅椒青椒，乾煎蝦，炒蘆筍。感謝神憐憫

周牧師恢復體力，臉色好看，嘴唇紅潤， 
我們自己照顧好自己，吃營養食物，我們

彼此學習”察言觀色” ，感謝神，讓我度

過不一樣的情人節。

2/15 周劉美師母信
謝謝主內肢體関懷，感謝天父也藉護

士出身的JoyPan潘師母看出外子周牧師送

報流汗多，所吃的食物鹽少，要我拿溫熱

的鹽水給外子即時補充，再加上潘師母去

超市買了羊肉我做羊肉火鍋，讓周牧師補

上了營養，在很短的時間精神恢復正常，

感謝天父，謝謝大家的關心禱告。

潘師母，謝謝妳，今天周牧師講話音

量也回來了，走路更好不會有一二三木頭

人的僵硬，精神也回來了... 。

2/16 探訪關媽媽
今天下午3pm我隨同劉健廉牧師李

寶蘭師母來明湖城探訪電影Crazy Rich 
Asians(Region A Blu-Ray)劇本作者Kevin的
媽媽-關媽媽，她說自星加坡來美35年了，

關媽媽說她先生是宋尚節牧師的學生，關

媽媽說英文多，她教許多中外孩童們彈

琴，兩個媳婦台灣人，小兒Kevin尚在好

萊塢忙碌 。我們彼此介紹自己，讓關媽媽

認識我們。

給你們看看昨天探訪拍的照片，另外

兩個太太戴安娜，楊太太，是關媽媽的朋

友一起約來吃晚餐，劉師母訂購帶來多道

不一樣的情人節

樂是養生的唯一秘訣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婚姻不是佔

有 而 是 0.5+0.5=1
的結合，要自己去

掉自我為是的個性

並要委身，才能組

成一個美滿、甜蜜

的家庭。

聖經上說：

「因此，人要離

開父母，跟妻子結

合，兩個人成為一

體。」以弗所書 5:31 ( 現代中文譯本 ) 
02/16/22 英文每日金句： 
Giving thanks always and for everything 

to God the Father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Submitting to one another out of 
reverence for Christ. Ephesians 5:21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

父　神，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以弗所書 5:20-21          
02/16/21 金玉良言：婚姻是一輩子的

事，不是一陣子的事；婚姻是盟約不是契約；

愛是沒有條件的，是犧牲的，是為人著想的。

愛，不是尋找一個完美的人，而是學會用神

的眼光去欣賞一個不完美的人。婚姻的生活

是要經營，幸福是要加以愛護與珍惜。

　郭文仁牧師

　謝天育牧師夫婦請愛心天使們吃午餐，
左起：宓麥蘭，謝師母，小淑，潘師母，
周師母，周牧師，謝牧師。

我從小生活在一個非常幸福美滿的家

庭，結婚又嫁了一個如兄如父般疼愛、呵

護我的老公。結婚近三十年，朋友都說我

們總是像新婚那樣甜蜜。

十一年前，女兒來美國讀書，從此我

每年都來美國探親。那時是多麼開心，盡性

遊玩，玩完了回去再拼命工作，享受工作給

我帶來的快樂。二○○八年底，由於女兒生

活的變故，我不得已到美國定居。一年多的

現實生活，讓我知道和以前玩樂的感覺完

全不一樣。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語言不通，

有耳聽不懂，有眼看不懂，有嘴說不出，自

己都覺得自己像個廢人，沒有工作的快樂，

沒有任何經濟收入，家裡所有的開銷幾乎都

靠人民幣不斷的兌換來支付。遠離了父母，

遠離了老公，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顧孩子，

買菜，做飯，和永遠幹不完的家務活。再照

鏡子看看自己，以前得體大方的職場女性

現在卻變成了整日不修邊幅的居家黃臉婆，

真感覺一下子從天上掉到地上。屬於我的

只是拼命幹活，設法用忙碌、疲累來填補

內心的空虛。

由於自己無法調整嚴重失衡的心態，

再加上女兒和男朋友一些超常規的作法，

使我和女兒發生過幾次激烈的爭吵。直到

二○一○年六月，我從中國再回到這個家，

因幾句話說不到一起，爭吵達到了頂點。我

不明白，原本那麼孝順、可愛的一個女兒，

怎麼變得這麼冷酷無情？句句話都傷透我

這母親的心；自己一手帶大的小孫子也不

敢過來親近姥姥，只能在夜晚偷偷跑到我

的房間掉眼淚，用親我、小手為我擦淚的

方式安慰我。

那時，我幾乎是整日呆在自己的房間

以淚洗面，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可憐無助的母

親。夜深人靜了，我常常一個人站在陽台，

看著滿天的星星，默默地流淚，思念著遠

方的親人。心裡的話無處去說，只能每天

打開電腦，對著我死去小狗的墓地，看著

牠的照片對牠說話，也不能把這一切告訴

我的父母。兒行千里母擔憂，我怎能再給

年邁的父母添憂呢？

人們常說，女兒是娘的貼心小棉襖；

可我的小棉襖怎麼就變得那麼冰冷刺骨

呢？

但人的盡頭是上帝的起頭，「凡事都

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

時��哭有時，笑有時��喜愛有時，恨惡

有時��。」（傳道書三 1 至 8）上帝並沒

有拋下我不管，在我最無助的時候，上帝來

了。我偶然認識一個朋友，聊天時聽她說到

每週有聚會、團契、查經、慕道甚麼的，別

說活動內容是甚麼了，就連這些名詞我都沒

聽說過，心裡好羨慕她豐富多彩的生活。當

時我問，我可不可以參加這樣的活動？第二

天，朋友打來電話告訴我，從網上查到一個

離我家比較近的教會和電話，讓我自己打電

話聯繫。我是又高興，又自卑；有了電話卻

不敢打，覺得自己現在甚麼都沒有，人家會

讓我參加活動嗎？我有資格嗎？還是算了

吧！但不打，心裡又鬧得慌。過了幾天，我

戰戰兢兢地撥通了電話，傳來親切的聲音：

「妳好，我是愛麗絲，有甚麼可以幫妳？」

我的心一下子舒坦了，說出自己想去參加教

會活動的心情。「主耶穌愛妳。我們大家都

愛妳，歡迎妳。」電話裡一遍一遍傳來這樣

的聲音，真的讓我好感動！除了男女談情說

愛，還有就是老公說他愛我時，還沒聽過誰

說過愛我；現在聽到了主耶穌愛我，心裡熱

呼呼的。

同年八月一日，是我平生第一次走進

教會，讓我認識了耶穌基督。那天有聖餐，

牧師說：「今天我們吃這餅，喝這杯，是為

了記念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

上。」牧師還在禱告：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

下流，有一種終於找到了屬於我的地方的感

覺。

當天，我在主面前和在弟兄姊妹面前，

表示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我向主

承認我是罪人，求耶穌基督以寶血潔淨我的

罪。牧師的鼓勵，兄弟姊妹的掌聲，讓我感

覺到這個大家庭的溫暖。

從那天以後，我就參加教會的活動，

學習聖經，參加主日敬拜，唱詩歌讚美主。

聖靈在我心裡工作，認識主耶穌後，我的靈

魂甦醒了，更看透自己是有罪的人，對以前

所做過的錯事也敏感起來。以前不認識上

帝，總認為自己做的都對，是經過自己大腦

周密思考的；所以總是抱怨別人如何如何，

也包括和女兒的關係上，不是以平和、平等

微笑取代眼淚

的態度對待，總是以教訓的口氣，對女兒的

過錯一點都不寬容，這些都是我所犯的罪。

我也常常到上帝面前禱告，感恩：「主啊！ 
是我神聖的救主，是，在我迷失方向的時

候，敲開我的心門，進入我的心，掌管我的

生命，引領我走過那痛苦的黑夜。我的心願

意永遠向開放。求永遠與我同在！」

從那時起， 我的心平靜了，不再抱怨，

更有了喜樂。在認識主耶穌兩個月十天後的

二○一○年十月十日，我接受了洗禮，誠心

歸於主耶穌基督的名下，成為上帝的兒女。

當時，那種從裡往外的喜悅，和身心的輕

鬆，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因我知道，我

一生可依靠主，主的愛能保守我，祂的手能

醫治我。正如聖經箴言三章 5 至 6 節所記：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

指引你的路。」有主與我同在真好！祂賜給

我喜樂平安，賜我面對困難的勇氣，和戰勝

困難的力量。

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份，都出於上

帝的恩典。正如以弗所書二章 8至 9節所說：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

為，免得有人自誇。」現在我是一個有屬天

生命的嬰兒，如聖經哥林多後書五章 17 節

中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可以把一切

煩惱都交給上帝，由祂掌管，我不必煩惱。

我也一遍一遍為女兒禱告：「主啊！

現在女兒是我最大的操心，我把她完全交託

在手中，只有能改變她。求聖靈感動她，喚

醒她，保守她，使她能早日認識！」我自己

只管靜下來學習聖經，聆聽上帝的話語。聖

經箴言四章 10 至 14 節教導：「我兒，你要

聽受我的言語，就必延年益壽。我已指教你

走智慧的道，引導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

腳步必不致狹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

持定訓誨，不可放鬆；必當謹守，因為它是

你的生命。不可行惡人的路；不要走壞人的

道。」我把自己心裡所想所求的，都藉禱告

交託上帝。真是很奇妙很奇妙！受洗以後，

我雖還活在同樣的環境中；但感到幸福、

喜悅，每天都高興地等待女兒下班帶著小

孫子回家，心甘情願地為她們準備美食，

主動和女兒交談。當然也會碰到不如意事，

那時我便讀聖經、禱告，把不愉快的事都

告訴主，求主指示我怎麼做。禱告完，心

裡的不快馬上就煙消雲散。現在我們母女

的關係一天天好轉。我相信這都是上帝奇

妙的恩典。

更奇妙的是，從八月一日我踏入教會

那天起，就開始很少喝酒。受洗後至現在，

我一滴酒也沒沾過，而且一點不想喝。就連

小孫子五歲生日那天，家裡來了好多朋友，

女兒的男朋友一再求我喝，從勸我喝一瓶，

到勸喝一杯，最後勸喝一口，都沒有勸動

我。對於我這個曾被朋友稱為「酒星茶聖」

的人來說，現在怎會滴酒都不沾唇呢？真

的連我自己也解釋不清楚。我相信這是上

帝改變了我的生命。

雖然我現在對聖經還有很多不理解的

地方，但就是因著信，我堅信自己認準的

路沒有錯。我會在路上邊走邊學；我會用

我的後半生信靠和依賴主耶穌，服事祂；

我要用最美的語言來讚美主耶穌。我的主，

我敬拜！我的心深深愛，在的座前我思想

的恩典， 是我心中的滿足，唯一的喜樂。

我要永遠跟隨 ，無論何時永不改變！

親愛的朋友，如果你也有和我同樣或

類似的經歷，我誠心邀請你和我一起經歷

主，感受主的愛，享受主的恩典。人在地

上行走，難免會遇攔阻。如果你感到現實

生活的擔子太重，那麼，為何不把它放下，

交給全能的天父為你承擔呢？朋友，還猶

豫甚麼？還不快快來和我一起依靠天父大

能的膀臂，帶我們飛向廣闊的藍天翱翔。

認識主耶穌真好！幸福的微笑取代了悲傷

的眼淚。

（文載自［中信］）

俄國著名心理學家巴甫洛夫說：“快

樂是養生的唯一秘訣。”快樂與健康是天

然相連的，進入老年後如何讓自己更快樂

呢？

1. 如果你已經 50-70歲了，就該明白：

你早已經不是超人，不要整日疲於奔命，

應該活得從容。比如飯應一口一口吃，事

要一點一點做。光從容還是不夠的，適當

的時候還是要秀一下自己，讓平淡的日子

亮起來。

2. 如果你已經 50-70歲了，就該明白：

生活品質的優劣，完全取決於自己的心

態。天天大魚大肉、山珍海味，不見得就

是生活品質高。只有獲得精神上的滿足，

才是品質生活。

3. 如果你已經 50-70歲了，就該明白：

親情的疏離是切膚的傷痛。淡一些、諒一

些、忍一些，會使我們的心寬一些、和一

些、暖一些。

4. 如果你已經 50-70歲了，就該明白：

選擇朋友很重要。和樂觀、志同道合的人

交朋友，你也會變得樂觀開朗。

5. 如果你已經 50-70歲了，就該明白：

學習還是很有必要的。活到老，學到老。

關注與自己職業和愛好相關的新知識。大

膽嘗試感興趣的事，如滑雪、衝浪、跳傘

等。

6. 如果你已經 50-70歲了，就該明白：

靠誰都不如靠自己。有些問題是需要自己

去解決的。要相信自己，直面挑戰，視困

境為機遇，學會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7. 如果你已經 50-70歲了，就該明白：

地位和榮譽只不過是一個杯子，而您

的修養和品性才是你杯中的東西。夜光杯

中未必盛的就是葡萄美酒，也可能是一杯

濁水。粗瓷盞裡未見得就是白開水，很可

能悶的是一盞極品龍井。

8. 如果你已經 50-70 歲了，就該明

白：心存感恩的人過得更快樂。對於任何

祝福，無論大小都應懂得感恩。擁有的家

庭、工作和朋友，都應知道感激，不妨親

口告訴他們，生活中因為有了他們，你才

感到快樂。

9. 如果你已經 50-70歲了，就該明白：

笑一笑十年少， 笑口常開沒煩惱。對自己

對生活都不要過分嚴肅。試著發現身邊的

點滴樂趣，適時地幽默一下，讓生活充滿

笑聲。

10. 如果你已經 50-70 歲了，就該明

白：有個照顧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沒

有照顧你的人，就自己照顧自己。要保證

休息、運動和健康飲食，經常以有趣、刺

激的方式練習大腦，活躍思維。新的時代

需要新的養老理念。探訪關媽媽三張相片。

20220219美南福音版.indd   1 2022/2/18   下午 1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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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飲食健康

油麦菜，它的长相和莴苣的

“头”相似，只不过它的叶子又细

又长，茎又短又细。油麦菜属于叶

用莴苣的一个变种——长叶莴苣。

它的口感独特，味道清香，深受老

百姓的喜爱。那么吃油麦菜有何好

处呢？

油麦菜颜色翠绿、口感鲜嫩，

可清炒、蒜蓉，也可涮火锅、做汤

、水焯凉拌、做蒸菜，吃法多种多

样，不需要过多的油盐来调味，它

本身的味道就很出众。一把油麦菜

，就可变换出不同的菜肴，可谓是

一举多得。

油麦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和

大多数的叶菜类似，含有大量的水

分和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

纤维，属于低脂低热的蔬菜。每100

克的油麦菜热量仅为16kcal，和其他

蔬菜相比，热量算是很低的。低热

量高营养的蔬菜也是十分适合肥胖

、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

病人群食用的。

油麦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K、

叶酸、维生素C、维生素B1、维生

素B2、镁、钾、钙等矿物质以及胡

萝卜素、类黄酮等多种健康成分。

作为一种深绿色蔬菜，它的营养价

值还是值得肯定的。通常情况下，

深色蔬菜的营养价值要高于浅色蔬

菜，颜色越深，营养价值越高。同

一种蔬菜，也是深色部分的营养价

值要高于浅色部分的。

油麦菜中的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膳食纤维可促进肠胃蠕动，加快

肠道内容物通过的速度，有利于预

防便秘和肠癌。膳食纤维还能增加

饱腹感，有利于减少食物的摄入量

，特别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

多项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

多吃蔬菜也有利于降低癌症、糖尿

病、心脑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等疾

病的发生风险。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

每天应摄入蔬菜300-500克，其中最

好有一半以上的深色蔬菜，也包括

绿叶蔬菜。对于肥胖、高血脂、高

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还应该

加大蔬菜的摄入量。油麦菜作为一

种优秀的深绿色叶菜，在平时建议

适当吃一些。

吃油麦菜有什么好处？答案来了

每每佳节，好友间的聚餐也多了起

来，吃吃喝喝好不过瘾。不过，饱了口

腹之欲，却易给高尿酸血症人群带来直

接反应——痛风急性发作。在生活中，

有不少人是头一天晚上大吃特吃生猛海

鲜或是痛饮啤酒，第二天醒来就发现脚

趾或其他关节剧痛难忍。

以往患痛风以50-60岁的男性居多

，现在20-30岁男性出现痛风的也不是

什么稀奇事了，究其诱发的因素与饮食

有很大的关系。春节期间，特提醒高尿

酸血症患者注意以下几点：

远离生猛海鲜

高尿酸血症患者及痛风病人在聚餐

时一定要留心食物品种，少摄入含嘌呤

高的食物。要禁食动物内脏、脑、沙丁

鱼、凤尾鱼、鱼子、蟹黄、火锅汤、鸡

汤、肉汤等食物，少食虾类、肉馅、贝

壳类水产、带鱼、鳝鱼、鲈鱼、扁豆、

干豆类（黄豆、蚕豆等）等食物。对于

乳鸽、鸡肉、鸭肉等菜则最好“点到为

止”。要特别提醒的是，肉和鱼煮汤之

后，超过五成的嘌呤都会溶在汤水中，

因此包括海鲜、动物内脏、含海鲜和动

物内脏的汤水，都应不吃或少吃。

这类人群不妨多吃些凉菜、蔬菜、

瓜果等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及纤维的食

物，以弥补身体所需养分。可多吃素油

，芝麻油、花生油、玉米油、小麦胚芽

油、葵花子油、豆油、菜子油等都比较

合适。

坚决戒酒多饮水

聚餐少不了各种各样的美酒，对高

尿酸血症患者而言，最好彻底戒酒，尤

其是啤酒，因为啤酒中含有大量的嘌呤

，容易引发痛风。不少年轻人患上高尿

酸血症，就与他们爱吃夜宵、喝啤酒有

关。

高尿酸血症患者最好喝白开水或是

牛奶。一方面，病情不支持喝酒；另一

方面，多喝水对缓解病情有好处。多饮

水是为了增加排尿量，利于尿酸排出，

防止尿酸盐的形成和沉积。只要肾功能

正 常 ， 高 尿 酸 血 症 病 人 每 天 喝 水

2000-3000毫升较理想。

此外，患者还可食用各种蔬菜、水

果、鲜果汁，既饱了口福，又有利尿作

用，对痛风有治疗作用。

饭吃八分饱

高尿酸血症患者除了少吃那些高嘌呤食

物外，饮食应控制在正常人食量的80%-90%

，切不可因聚会兴致高放开了吃。

饮食以清淡为主，应限制盐的摄入

，每天不超过3克。食物中50%的嘌呤

可溶于汤内，肉类及鱼类食物均应先煮

，弃汤后再烹调。浓茶、浓咖啡、辣椒

及胡椒、芥末、生姜等辛辣调味品会诱

使痛风急性发作，应少用。还要注意不

可暴饮暴食。痛风患者可补充牛奶、奶

酪、脱脂奶粉、蛋类，这些食物富含必

需氨基酸的优质蛋白，又含嘌呤甚少，

可作为痛风病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因此，痛风患者日常生活中只要管

好自己的嘴，避免食用高嘌呤食物，科

学饮食，就可以减少痛风发作的机会。

动物内脏、海鲜、牛羊肉、食用菌类等

食物嘌呤含量都高，易引发痛风。痛风

患者应尽量不要吃这些食物，最好少吃

火锅。同时不要喝酒，特别是啤酒。

年终饭局多 谨防痛风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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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

休城社區

YY从小对气味特别敏感，所以很是抗拒坐车

，尤其是密封性好的小轿车。这一点遗传自我，

在密闭的环境闻到一点点异味，肚子里就翻江倒

海的难受，而且还是无论如何吐不出来的那种

——如果吐得出来倒好，一般吐出来就会好受很

多。

吐不出来，这种难受就好像是没有尽头的。

我虽然对YY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但是在广州

这种地方生活，完全避免坐车，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YY的幼儿园还在离家十几公里之外。

所以每一天早上，除了和大部分妈妈一样，

需要面对孩子起床困难、吃饭慢这些亲子之间的

“普遍梗”之外，我最困难的是，想办法把YY弄

到车上。

一个冬天的早晨，天阴沉沉的，仿佛永远也

不会大亮。YY本来就没睡够，还没完全清醒就被

弄到了车上。一开始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后座上，

似乎睡着了。没想到，过了一个红绿灯后，遇到

了堵车，车子开开停停，YY突然大哭，“妈妈你

抱我，我不舒服，你过来抱着我。”

还处于“马路杀手”阶段的女司机，遇到堵

车加孩子哭闹，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境况，除了紧

张、焦躁，所有学习过的育儿知识，以及所谓的

淡定、温和都已经飞到爪哇国去了。

“妈妈在开车呀，怎么抱你呢！”我强装温

和，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跟YY重复着这句话。话外

音就是：你怎么就是听不懂妈妈的话呢，怎么就

是不能理解现在的状况呢，怎么就不能忍一下呢

？

可事实上，我也没有理解孩子的话。

“妈妈，你不用真的抱着我。你可以假装呀

！”YY突然停止哭喊，轻飘飘地甩出一句。我想

，如果是大人在这种情境下，说出这句话，估计

得配一个大白眼。

“啊？还可以假装吗？这个好玩，怎么假装

呢？”YY突然的一句话，让我的理智瞬间回笼。

所以，很多时候，看似我们在帮助孩子，实

际上，往往是孩子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透过焦

虑和紧张的重峦叠嶂，找到那个原本也充满友善

和智慧的自己。

“你可以假装是自动驾驶，然后假装你到后

面来坐。”

“好的。现在切换成自动驾驶模式。顺利完

成切换，驾驶员暂时离开驾驶室，到了后座，因

为她的小宝贝需要她抱抱。”我模仿人工智能的

声音和语调说话。

“对对，就是这样，妈妈，你现在抱着我了

。好好玩啊，等一下我不舒服的时候还玩这个。

”YY咯咯咯笑起来。

“好啊，真有意思，那你现在舒服一点了吗

？”我也从堵车偶遇孩子哭闹的紧张和焦躁中突

破，真正地放松下来。

“舒服多了。”YY愉快的声音传来。

是啊，我怎么忘记了，大人也有望梅

止渴，画饼充饥啊。更何况，妈妈的接纳

和放松，比起拒绝和紧张，当然更能让孩

子放松，以及带来好的感受。

学了十几年心理学，到实际临场应用

上，还不如一个四岁的孩子。我开始深刻

地反省自己。

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寒风呼呼，天已

经完全黑下来了。我开完会后载着YY回

家，一直没吃东西的肚子唱起了空城计，

一心只想快点回到家，赶紧吃口热乎的饭

菜。YY已经在同学家吃饱，满心热情地叽

叽喳喳，想要和我分享一天的见闻。我心

不在焉地回应着。

“妈妈，我感觉不到你爱我了，我叫

了你好几声，你都没理我。”猛然间，耳

边传来投诉声。

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我一点也不着

急了。

“哦，宝贝，对不起，刚才确实没有

听清楚你说话，你知道妈妈晚上开车还是

有些紧张，需要全神贯注。”

“全神贯注是什么意思？”YY是听觉

型的孩子，对听到的新鲜词汇特别敏感。

“全神贯注就是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

放在一件事情上，妈妈现在开车，又还不熟练，

就需要全神贯注才能安全开车。所以，妈妈就分

不出注意力来回答你了。”

“啊！那你每次开车都不能和我说话了吗？

”YY惊呼！

“也不是，妈妈会逐渐地熟练起来，而且熟

悉的路，车少的时候，妈妈可以回答你的话。还

有啊，妈妈有魔法呢。”

“什么魔法呀，快告诉我好吗？”YY有些急

切了。

“每个妈妈都有魔法。就比如刚才，妈妈虽

然没有回答你，但是妈妈有一个信使，妈妈委托

它跟你说，妈妈爱你。你知道这个信使是谁吗？

”

“信使是什么意思？”

“信使就是送信的使者。刚才妈妈委托树叶

告诉你，妈妈爱你。树叶点点头就是在跟你说话

。”我很认真庄重地说。

“真的吗？哇，那有好多好多树叶跟我说你

爱我。”YY边说边看窗外。“啊，那棵树一动不

动，妈妈，有些树叶没有收到你的信。”

“哦，可能妈妈的信到达每一棵树的时间不

一样，但是最后它们都会收到的。”

“动了动了，妈妈，刚才我们开过去的时候

，我从后面的玻璃看到，那棵树的叶子拼命点头

呢。”看到那棵大树终于动了，YY激动得不得了

。

“是呀，我也看到啦！妈妈有的时候，也会

委托别的东西做信使哦，所以，妈妈在开车的时

候，如果没有及时回答你，你也不要着急，要注

意看周围的信使。”

“还有哪些呢？”YY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外

，想要辨别哪些是妈妈的信使。

“还可能是灯光啊，有些灯一闪一闪的，那

也可能是在告诉你，妈妈爱你。”

“还可以是红绿灯，或者墙壁上的瓷砖、路

上的小花、白云，还可以是路上的车子，比如今

天是白色的车，明天是红色的车。”一路上，YY

自己找了很多可以作为妈妈“信使”的事物，越

说越开心。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啊，不管你长到多大，

不管你在哪里，都可能遇见妈妈的信使哦。”

“好啊，妈妈回去也和姐姐约定吧！姐姐可

能会找到不一样的事物做妈妈的信使呢，多找一

些，这样我们去哪里都可以遇到妈妈的信使。”

哈，有点小贪心的家伙。可是，对于妈妈的

爱，谁又不贪心呢？

“当然啊，妈妈的魔法就是，可以把所有你

喜欢的事物，都变成信使呢。”

“以后我做了妈妈，也会有这个魔法吗？”

四岁的YY，对于出生和死亡特别感兴趣，常常提

到以后自己做妈妈的情景，会生个怎样的宝宝，

会做一个怎样的妈妈。

“对，你的魔法可能会更厉害呢。”

“那太好了，我好喜欢这个魔法啊。”

从此以后，逐渐地，每次在车上YY都开始关

注外面的车、灯、花草树木、蓝天白云等，并且

一一描述给我听。注意力的转移，和身体的适应

，YY渐渐对坐车反应没那么大了，多了很多开心

的体验。

其实我并不知道这样跟孩子“胡诌”是好是

坏，完全是凭着妈妈的本能行事。但是，一想到

以后孩子长大，直至远离父母，远离从小长大的

地方，不管走到哪里，还能到处遇到这些“妈妈

的信使”。

在庸常的生活中，不管孩子看到春花秋月还是夏

风冬雪，不管是抬头看见蓝天白云，还是低头见

到花草枝叶，每一个日常可以见到的事物，都能

有一个关于“妈妈爱我”的回忆。

等到以后她自己做了妈妈，不管是岁月静好，还

是手忙脚乱、鸡飞狗跳，都能想起“妈妈的魔法

”。

——这些游戏和对话，会穿越生命的距离，

陪伴着孩子，隔着千山万水或者悠长时光，给孩

子确认：妈妈爱你。

一想到这些，我就无比确信，这些关于“魔

法”以及自己将会拥有“魔法”的信念，拥有无

可比拟的能量，可以跨越山海和时光传递温暖和

力量。

它值得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花式表达爱，让妈妈的爱随时随地给孩子续航

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慶祝農曆新年午餐會好戲連台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慶祝農曆新年午餐會好戲連台
國際猛男舞獅團國際猛男舞獅團，，地產精英美女俊男服裝秀超吸睛地產精英美女俊男服裝秀超吸睛

「康明藥局」 發放新冠測試盒
凡O B A M A 健保者，可當場領取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王朝商場北方，隔
街相望的 「康明藥局」，對於俾益社區的活動,一
向 「為善不落人後」。自從二月初開始發放N95
口罩，口罩全部免費，只需提前電話預約，藥房
會電話通知您前往領取。 ，

「康明藥局 」本週又收到大量的新冠測試盒
。按規定凡OBAMA 健保（ Ambetter, Communi-
ty Health Choice, Friday, 及Monlina Health Care )這
四種保險可當場領取，不需要醫生處方，歡迎社
區民眾前來領取。

「康明藥局」的電話：713-772-7700， 地址
：9630 Clarewood Dr. Ste A3,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長達兩年的新冠
疫情，宅在家的滋味使生命有如一張白紙，而
剛過完元宵， 「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在巧思
創意無窮的林富桂創會會長領導下，在本周三
中午的 「金山酒家」的午餐會上，精彩的國際
猛男舞獅團，地產精英美女俊男服裝秀，超
「吸睛」的驚人演出，硬是在現場蒼白的生命

中畫下了七彩繽紛，不僅全場歡聲雷動，大家

簡直無心吃飯，眼睛跟著這些美女的走秀，舞
獅的狂飆而心動不已。

這支美女俊男的服裝秀，個個皆是行業內
的菁英，包括：著名律師 「誠信產權公司」負
責人林富桂、著名地產界名經紀人、地產公司
老闆王秀玲，阿芳（Susan Chang），Sandy Xu,
MichelleHuang, Patricia Shinholser, 王藝達（Ada
Wang ), 卿梅（Shirley Qing ）Bing He, Dan King
， Ryan Bernardo， Ella Goblet， Victor Lee，
Casey Kang, Alice Kang, Erika Ishii, Yumiko Mo-
rales等人。

而國際猛男舞獅秀則包括：David Chen,
David Peters， Huy Nguyen， 以及 Mik Ebisu,等
四人，分別代表台、中、韓、越四個國家。

當天出席的特色：包括老、中、少三代，
代表了 「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從2015年
創會至今的變革和成長。當天出席的人士包括
創會會長林富桂、創會主席李雄、現任會長
Dan King （越南裔、美國出生）、前會長
Casey Kang (韓國 ），及所有新加入會員-包括
各族裔的年齡層，包括 11 台新聞記者 Michelle
Choi的未婚夫 Mario 等人。以及節目贊助商許
文忠、李錦星等多人。會中另安排四位各族裔
的代表各以他們國家的語言向大家拜年，埸面
極為熱烈。

會中最吸引人的一部份是邀請著名建築師
、風水專家、地產開發商李兆瓊（C C Lee )先
生介紹今年（虎年 ）運程。李兆瓊說：屬虎又
分為金虎、木虎、水虎、火虎和土虎。根據查
詢，2022 年是農曆的壬寅年，也就是納音為

“金箔金”，，我們俗稱這為“ 水虎命”。
李先生說：水虎有很強的自尊心，走自己

的路，自視高尚，靠自己的才能和自大，不容
易接受別人的意見。這是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
，但他們失敗的機會太少，這引起了別人的嫉
妬。

水虎一生的職業生涯有好運和厄運的趨勢
。如果你能得到朋友或合作夥伴的幫助，你將
有一個新的發展前景。水老虎的主人應該注意
不要輕信別人。他應該在行動上非常謹慎，提
前儲備一些力量，在緊急情況下儘量做
到全面，以便他的計劃能夠順利實施。

老虎生活的人更以自我為中心和堅
強。他們對事物有強烈的態度，自信地
向前衝。

李兆瓊先生說：進入 2022 年，將
迎來新的一年生肖年— 虎年，生肖運
勢也隨即轉變過來，尤其屬虎人步入本
命年，正值於犯本命年的年份，運勢走
向利弊兩極化，勢必要做好迎接變化的
心理準備。所謂“ 一喜擋三災，無喜
是非來“，若有計劃舉辦人生喜事，如
結婚、置業、添丁等，則有希望延續理
想的運勢。相反，若無意計劃舉辦人生
喜事，本命年也要做好趨吉避和應對變
動的準備，以免事業生活受到動盪運勢
影響陷入奔波困局。本年度挑戰與機遇
並存，仍有機會獲得耀眼成就，事業上
得”歲駕“吉星的拱照，上班族有望得
到上司領導的看重，工作能力得到肯定

，權職和薪資也將有所提升。
李兆瓊也大略提一下其他生肖2022年的運

程，如屬蛇的人非常活躍，他們對沒有強烈吸
引力的事物感到厭煩的速度較快，這可能是一
個優勢。2022年他們可能會嘗試做一個小生意
並進行投資，看來收獲勞動成果會成倍增加。

當天共有 180 人左右出席盛會，從 20 初頭
到七、八十歲，涵蓋了老、中、青三代，除了
亞洲各族裔，還包括：白人、黑人、墨西哥人
。

圖為圖為（（前排右起前排右起））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現任會長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現任會長Dan King,Dan King, 創創
會主席李雄會主席李雄、、創會會長林富桂創會會長林富桂、、Casey KangCasey Kang及新進會友合影及新進會友合影。。 圖為精彩美女旗袍秀圖為精彩美女旗袍秀（（前排左起前排左起））王秀玲王秀玲,,卿梅卿梅，（，（二排左二排左））阿芳阿芳

等人等人。。 圖為震撼全的美女俊男服裝秀圖為震撼全的美女俊男服裝秀。。

圖為著名建築師圖為著名建築師、、風水專家李兆瓊在風水專家李兆瓊在
會中主虎年會中主虎年（（水虎水虎））運程運程。（。（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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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掃二維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
有更多美味食譜喔！

香濃紅蔥義大利麵
食材
‧ 1磅 義大利扁麵條 (Linguine)
‧ 1大匙 牛頭牌紅蔥醬的油
‧ 10 瓣 蒜頭，切細片
‧ 2大匙 牛頭牌紅蔥醬

做法
(1)將牛頭牌紅蔥醬、奶油乳酪 、無鹽奶油、全脂牛奶和炸辣椒油*混合均勻，備用。
(2)依照包裝指示煮熟義大利扁麵條，備用。
(3)取一深平底鍋，以中火加熱牛頭牌紅蔥醬的油。放入蒜片炒至金黃。
(4)放入紅蔥奶油醬，煮至奶油乳酪和無鹽奶油完全融化，且醬汁濃稠，大約5分鐘。
(5)熄火，以餘溫拌入義大利扁麵條至醬汁均勻依附在麵條上。混入荷蘭香芹即可。

*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Creamy Shallot Pasta
‧ 7盎司 奶油乳酪 (Cream cheese)
‧ 6大匙 無鹽奶油
‧ 1杯 全脂牛奶
‧ 1/4杯 炸辣椒油 (可省略*)
‧ 1杯 荷蘭香芹 (Parsley), 切細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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