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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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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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2～5/19/22）

的特價品包括：奶白菜$0.59/磅，唐芥蘭
$0.89/磅，白蒜頭$2.99/2條，紅莧菜$2.99/磅
，空心菜$2.99/磅，親親小籠湯包$5.99/2包，
藍 蟹 $3.99/磅 ， 雞 爪 $1.99/磅 ， 鴨 掌/鴨 翅
$1.39/磅，李錦記鮮味生抽$0.99/瓶，速凍蛋
撻皮$12.99/2盒，洽洽瓜子$2.99/包，$6.99/3
包。

另外，「新榮超市」新推出的「美食部」
近日來更大放異彩。由休市名㕑張明（長毛明
）擔任主廚。除原有的烤雞、烤鴨等滷味外，
還推出張大廚最拿手的各式炒菜，堂吃、外賣
皆可。近日來 ，「新榮超市」的美食部非常紅
火，比一般餐館的生意更好，大桌、小桌上經
常是高朋滿座，雖然可以買了外帶，而更多的
人更喜歡在此即時享用，大塊朵頤，再約個三
、五好友，更是笑聲不斷，十分盡興。這位
「鳳城」出身的名廚，在「中國城」也曾開過
餐廳，到底功力不凡，一般的雞鴨到他手裡，
立馬成為傳世名菜：「三黃走地雞 」、「枝竹

鴨煲 」再加上加工過的「特色小龍蝦」⋯⋯一
盤盤好菜，就這麼上桌，一桌的人吃得人仰馬
翻、過癮至極，只有真正懂菜的「行家 」，看
出師傅們在這些菜裡費了多大的功夫！ 不僅如
此，為了照顧超市的客人，這些好吃的功夫菜
，比起外面的餐館還便宜好幾塊錢，難怪近日
來懂吃的行家，更趨之若騖。因為餐廳就在超
市內，隨時可拿菜、煮菜，不用擔心缺貨，保
證新鮮、便宜、名廚主理，口味一流。是上班
族、職業婦女的首選，打個電話，下班前來取
菜，立可食用，比自己買菜，回家洗菜、切菜
，煮飯、燒菜的時間都省了，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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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推出名廚主理美食堂吃或外賣新推出名廚主理美食堂吃或外賣
歡迎機關團體訂餐歡迎機關團體訂餐，，各種滷味各種滷味、、炒菜炒菜、、海鮮應有盡有海鮮應有盡有

圖為圖為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黃榮富老闆黃榮富老闆（（右右 ））與名廚張明與名廚張明
（（左左 ））推出該超市推出該超市 「「美食部美食部」」 各種美食各種美食、、酒席菜酒席菜
，，等著您前來訂席等著您前來訂席、、大塊朵頤大塊朵頤，，或下班時過來採或下班時過來採

購外賣購外賣，，一飽口福一飽口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三黃走地雞特色小龍蝦 枝竹鴨煲

Peter Schurmann、 Jenny Manrique
報導

世界正面臨自冷戰結束以來從
未見過的核武衝突威脅。儘管這個
威脅是由烏克蘭戰爭所加劇，但其
前因可追溯回幾年前美國軍事態度
的轉變。

這是多位專家在少數族裔媒體
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
最近舉行的一場簡報會上提出的共
識。

無黨派 「軍控協會 」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執行董事，也
是軍控協會月刊《今日軍控》
（Arms Control Today）發行人兼撰
稿人金博爾（Daryl Kimball）提出一
個問題： 「核武戰爭威脅的真實性
有多高？」

根據金博爾的說法，俄羅斯總
統普亭最近的言論凸顯了與烏克蘭
持續衝突有關的嚴重危機。

普亭2月14日發表聲明警告，
若有外國勢力干預烏克蘭情勢，將
引發 「在整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後
果」 。金博爾指出，這項言論是這
個前冷戰對手做出的明確核武威脅
。

儘管有些人將普亭的發言解讀
為是為了阻止美國和北約（NATO）
直接提供援助給烏克蘭，但金博爾
表示，俄羅斯和美國的軍事政策都
為是否應該在非核國家佈署核武，
留下了選擇的餘地。

這在現實中代表的意義為何？
從莫斯科的角度來看，如果戰爭態
勢明顯對俄羅斯不利，那麼，戰術
性短程核武可能是俄羅斯用來重新
占上風的一個選擇。而且，金博爾
說： 「一旦使用核武，就可能逼迫
對方做出反應。」

不過，金博爾也立即指出，到
目前為止，美國情報部門還未看到
擁有約100枚核彈的俄羅斯有開始
準備核武攻擊的跡象。觀察家們還

注意到，普亭在 5 月 9 日勝利日
（Victory Day）於莫斯科發表紀念
俄羅斯擊敗納粹德國的演說中，並
未提到任何這類威脅。

但隨著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三個
月，金博爾警告，戰爭持續會提高
核武攻擊的危險。他說： 「烏克蘭
衝突持續得愈久，危險就愈大。我
們現在正處於高度危險的狀態。」

漢普夏學院（Hampshire Col-
lege）和平與世界安全研究（Peace
and World Security Studies）五學院
計劃（Five College Program）榮譽
退休教授克萊爾（Michael Klare）
表示，目前的核武戰爭威脅源於
2018年美國軍事態度的決定性轉變
，即從 「反恐戰爭」 轉為所謂的
「大國競爭」 。

在這項由美國前國防部長馬提
斯（James Mattis）提出的新戰略下
，美國武裝部隊的重點將從由南方
小規模衝突定義的反恐戰爭，轉移
到與 「勢均力敵大國」 的大規模戰
爭上，指的正是俄羅斯與中國。

對於莫斯科和北京的領導人而
言，美國針對其國家軍事能力和基
礎設施重新佈署常規武器，讓他們
感受到進一步和不可接受的威脅。

至於，這是不是普亭決定入侵
烏克蘭的決定性因素，克萊爾表示
，有待歷史學家今後做出評斷。但
他補充，美國新戰略確實 「引發了
俄羅斯和中國的焦慮」 ，更促使後
者擴大發展核武能力。

至於烏克蘭戰爭後會發生什麼
，克萊爾和金博爾都表示，情勢仍
不明朗。

克萊爾說： 「烏克蘭戰爭後，
這三大國必然會加速發展常規戰爭
和核武戰爭的能力。」

在目前芬蘭和瑞典都在考慮加
入北約的情況下， 「戰爭後，我們
將在歐洲看到一個新鐵幕，它的界
線將比冷戰時期更靠近俄羅斯。」

在亞太地區，美國領導人已發誓防
止台灣成為另一個烏克蘭，意味可
能進行核武部署。

克萊爾說： 「核戰防火巷變得
愈來愈窄，正在逐漸消失中。」

與此同時，烏克蘭戰爭仍在繼
續，但俄羅斯的戰爭目標仍模糊不
清，從一開始聲稱為了推翻烏克蘭
現任總統澤連斯基政府，到最近變
成宣布已控制烏克蘭東部講俄語的
地區。

對 美 國 《 烏 克 蘭 周 報 》
（Ukrainian Weekly） 總 編 輯 寧 卡
（Andrew Nynka）而言，普亭的核
武威脅是針對烏克蘭發動的大規模
訊息戰的一部分。寧卡說： 「普亭
利用核武戰爭的問題，來分化他的

敵人。」 他補充，如果沒有這項威
脅，烏克蘭的局勢會變得大不相同
。他說： 「核武威脅是俄羅斯唯一
能阻止西方提供援助的手段。」

不過，寧卡也承認，想了解
「不實訊息和虛假訊息大師」 普亭

到底在想什麼，是件愚蠢的事。
軍控協會研究員羅沙赫南德茲

（Gabriela Iveliz Rosa Hernández）
認為，戰爭的不確定性已經定義了
俄羅斯大部分的戰略，或者可以說
是明顯缺乏戰略。他說： 「俄羅斯
的戰爭目標廣泛而模糊，他們不確
定自己想要什麼。」

羅沙赫南德茲指出，無論俄羅
斯目前的目標為何，使用核武將使
他們更難達成目標，會讓烏克蘭和

國際社會加強抵抗，意味著這場戰
爭可能會持續，難以看到盡頭。

他說： 「我看不到短時間內有
停火的可能。」

金博爾和克萊爾都認為，溝通
和遏制不斷升級的言論非常重要，
俄羅斯和美國都需要在削減核武庫
存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New START Treaty）2026 年到期
前重回談判桌上。

但金博爾表示，以目前高度緊
張的情勢來看，兩國要恢復談判似
乎不太可能。

金博爾警告，在恢復談判前，
人們將 「活在一個對全球最大核武
國家沒有任何限制的世界裡，這是
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世界」 。

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世界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世界
烏克蘭戰爭引發核武衝突威脅烏克蘭戰爭引發核武衝突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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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康復者2年後逾半仍有症狀
中國內地研究逾千個案：症狀多疲勞或肌肉無力 疼痛不適焦慮抑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

聞報道，隨着COVID-19 大

流行的持續，越來越多的臨

床和研究證據表明，相當大比例COVID-19康復患者的多個器

官和系統產生了長期影響。中國團隊的一項研究對超過一千名

2020年武漢疫情時期的出院患者進行了長達兩年的隨訪，分析

不同嚴重程度的新冠住院倖存者在急性COVID-19感染後2年

內健康結局的縱向演變。研究顯示，有患者康復逾兩年仍有症

狀。研究團隊總結時指出，無論最初疾病的嚴重程度如何，出

院新冠患者的身心健康隨着時間都有改善，大多數人在兩年內

重返工作崗位。然而，症狀性後遺症的負擔仍相當高，研究參

與者在兩年後的健康狀況明顯低於普通人群。

這項迄今最長的新冠患者隨訪研究由中日友
好醫院曹彬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

和醫學院王健偉教授率領的團隊完成。於北京
時間5月12日在線發表於《柳葉刀呼吸醫學》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曹彬表示，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於一定比例的CO-
VID-19住院倖存者來說，雖然他們可能已經清
除了最初的感染，但需要2年多的時間才能從
COVID-19中完全康復。”他強調，持續的
COVID-19倖存者隨訪，特別是那些有Long
COVID（新冠肺炎的長期影響）症狀的人，對
於了解疾病的較長病程至關重要，進一步探索
康復計劃對恢復也至關重要。

31%疲勞或肌肉無力 31%睡眠困難
研究提到，2020年1月7日至2020年5月

29日期間，研究涉及醫院中COVID-19患者出
院共計2,469例。其中1,192名倖存者在三次隨
訪中完成評估並納入最終分析，其中1,119人
（94%）在感染後2年接受面對面訪談。隨訪
時間包括6個月、12個月和2年。評估包括6分
鐘步行測試（6MWD）、實驗室測試和有關症
狀、精神健康、與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
（HRQoL）、是否重返工作崗位以及出院後
的醫療使用的問卷調查。通過比較有和沒有

Long COVID症狀的參與者，確定Long COV-
ID對生活質量、運動能力、心理健康和醫療保
健使用的影響。2年的健康結果由年齡、性別
和共病匹配的對照組確定，對照組為無COV-
ID-19感染史的一般人群。

參與者出院時的中位年齡為 57 歲
（48.0-65.0），其中551人（46%）為女性。
研究顯示，最初發病6個月後，68%的參與者
報告了至少一種症狀；感染2年後，這一比例
下降到55%。其中，疲勞或肌肉無力是報告最
多的症狀，從6個月時的52%下降到2年時的
30%。在最初發病2年後，COVID-19患者的
健康狀況通常比普通人群差，31%報告疲勞或
肌肉無力，31%報告睡眠困難。

行動能力或活動水平出現問題
在生活質量調查問卷中，相比非COV-

ID-19參與者，COVID-19患者也更經常報告
疼痛或不適和焦慮或抑鬱。不過，研究也同時
提到，與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在幾乎所有領域
都持續改善，尤其是在焦慮或抑鬱方面：出現
焦慮或抑鬱症狀的個體比例從6個月時的23%
下降到2年時的12% 。

研究還進一步分析，大約一半的研究參與
者在2年內出現Long COVID症狀，並報告生

活質量低於那些沒有Long COVID的人。在報
告Long COVID症狀的參與者中，心理健康調
查問卷顯示，35%（228/650）報告有疼痛或不
適，19%（123/650）報告有焦慮或抑鬱。沒有
Long COVID症狀的患者上述兩項報告比例分
別為10%和4%。Long COVID症狀患者也更
經常報告他們的行動能力或活動水平出現問
題。

危重患者肺瀰散性損傷負擔明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訪2年，危重患者

的限制性通氣障礙和肺瀰散性損傷負擔明顯高
於對照組。

研究團隊最後總結稱，無論最初疾病的嚴
重程度如何，COVID-19出院患者的身心健康
隨着時間都有改善，大多數人在2年內也重返
了工作崗位。然而，症狀性後遺症的負擔仍然
相當高。這些參與者在2年後的健康狀況明顯
低於普通人群。

他們提出，需要繼續對這些群體隨訪，以
確定Long COVID的長期自然病程。研究團隊
也計劃對該隊列進行年度隨訪。研究團隊同時
提醒，迫切需要探索Long COVID的發病機
制，制定有效的干預措施，降低Long COVID
的風險。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地區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2日公布，全台新增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65,446宗，其中本地病例65,385
宗；新增死亡病例17宗。新增確診及死亡病例
數雙創單日新高。截至目前，全台新冠本地確
診病例總數已突破55萬宗。

綜合中央社、聯合新聞網等台灣媒體報
道，指揮中心表示，當日新增病例以新北、桃
園、台北最多，均超過1萬宗，其中新北市新
增23,788宗。截至目前，全台新冠肺炎累計確
診570,870宗，其中本地確診558,764宗。自今
年以來，全台本地確診共增加478,870宗。累計
死亡病例968宗，其中本地死亡病例953宗。

指揮中心當日另公布，自13日起，符合口
服抗病毒藥物用藥條件的確診者，可以由非居
家隔離的親友代為看診以評估能否服用抗病毒
藥物。

疫情進入社區廣泛傳播階段
確診病例持續增加，指揮中心連日來滾動

式修正了居家隔離、輕症居家照護等各項規
定，令醫護人員和確診者無所適從。按台當局
最新規定，自12日起，若居家隔離、自主防疫
及居家檢疫對象使用家用新冠病毒抗原快篩試
劑檢測為陽性，且經醫務人員確認後即判定為
確診新冠肺炎。

然而，新制上路首日，依舊引發一系列亂
象：不僅許多民眾無法預約掛號、操作系統崩
潰，甚至部分不符合條件的民眾也來“摻一
腳”。對此，指揮中心稱，政策實行初期醫務
工作人員經驗不足，等熟悉操作系統後會加快
進度。

對於近期疫情發展，台當局衞生福利事務
主管部門12日表示，近一周（5日至11日）全
台累計新增本地確診逾30萬宗，較前一周明顯
上升，疫情進入社區廣泛傳播階段。當前本地
確診及重症病例數仍在不斷上升，預估本輪疫
情將於5月中下旬達到高峰。而台大兒童醫院
主治醫生李秉穎則認為，疫情高峰應在6月
初。

◆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2日公布，全台新增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65,446宗。圖為5月7日新北市新莊醫院
急診室快篩站擠滿民眾排隊做快篩。

◆◆中國團隊一項研究對超過一千名中國團隊一項研究對超過一千名20202020年武漢疫情時期的出院患者年武漢疫情時期的出院患者
進行了長達兩年的隨訪進行了長達兩年的隨訪。。圖為湖南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和湘雅三醫院圖為湖南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和湘雅三醫院
專家團隊接管上海市黃浦區瑞金醫院盧灣分院重症病房專家團隊接管上海市黃浦區瑞金醫院盧灣分院重症病房（（ICUICU）。）。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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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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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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樓軒閣

滴滴：整改條件須從美退市
早前遭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列入“預

定除牌名單”的網約車平台滴滴，據其近日向

SEC提交的最新披露文件表示，由於需要完成網絡安全

審查和整改才能恢復正常運營，包括申請重新在應用商店

下載公司運營的26款應用程序，及恢復在中國的新用戶

註冊，若公司未從紐交所退市，將無法完成網絡安全審查

整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滴滴表示，在整改過程中已與相關政府部門就
網絡安全審查和整改進行了保密溝通。恢復

正常運營後，可能會尋求在另一家證券交易所上
市，若未來尋求在包括港交所在內的另一家受國
際認可的交易所上市，或在海外發行證券，需要
向相關監管機構完成備案，屆時網絡安全審查將
是該等備案文件的先決條件，而盡快退市並完成
必要的整改措施，對股東最為有利。

滴滴早前表示，將於5月23日召開特別股東
大會，就其美國存託股票（ADS）從紐交所退市
進行投票，並稱為了更好地配合網絡安全審查和
整改措施，在ADS從紐交所退市之前，公司將不
會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上月公布的年報顯示，2021年淨虧損自
上年的逾106.8億元（人民幣，下同）擴大至500
億元，不過四季度淨虧損同比顯著收窄至3.8億
元，上年同期為72.3億元。

另外，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指出，京東旗下金
融科技公司京東科技尚未獲得內地監管部門上市
批准，因而被迫推遲於香港上市的計劃。早前有
消息指，京東科技集資額達10億至20億美元。

傳京東推遲港上市計劃
路透的報道指出，京東科技在1月底向中證監

申請赴港上市，計劃於今年3月底前向聯交所提交
上市申請，並於年內在香港上市。消息人士續

指，公司甚至聘請了銀行安排上市事宜。不過，
由於中證監擔憂公司的消費金融業務，所以直到
目前為止，內地監管部門仍然未批准京東科技赴
港上市。

四環醫藥否認將私有化
另一方面，外電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華

潤集團與四環醫藥董事長車馮升就聯合將四環醫
藥私有化進行初步談判，預期交易估值接近30億
美元。不過，四環醫藥表示，私有化等新聞內容
不屬實，四環醫藥並未與華潤集團或其他任何機
構或組織商討上述事項，亦沒有計劃將集團私
有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
民銀行（央行）上海總部
12日表示，近期加大了跨
境人民幣金融支持抗疫紓
困力度，督促商業銀行引
導外貿企業使用跨境人民
幣結算，幫助企業有效規
避匯率風險。央行上海總
部有關人士說，下一步將
重點關注本次疫情影響下
跨國公司資金流動需求，
及時啟動應急預案，發揮
人民幣跨境結算特點與優
勢，切實為企業紓困解
壓，助力跨國公司業務不
間斷。

指導銀行推應急措施
央行上海總部並指

出，4月以來人民幣兌全球
主要國家貨幣匯率出現較
大波動，給使用外幣結算
的企業帶來較大的匯兌風
險。為確保疫情期間跨境
人民幣金融服務順暢，央
行上海總部將推動銀行採
取措施提升網銀服務覆蓋
面和效率，積極落實便利
化舉措。

央行上海總部又表
示，對因疫情防控無法遞
交紙質材料辦理跨境人民
幣收付業務的企業，指導
銀行採取應急措施憑電子
影像資料、視頻確認等方
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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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中國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最新發布報告表示，2022
年一季度中國宏觀槓桿率從2021年末的263.8%上
升至268.2%，上升4.4個百分點，升幅明顯。

報告認為，疫情仍是最大不確定性，導致經
濟下行壓力加大。“從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狀態來
看，外部衝擊的負面壓力依然較大，第二季度經
濟增速很可能不及預期。如果全年經濟增速不及
5%，槓桿率或將上升近10個百分點。”

該份由社科院金融所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
實驗室主任張曉晶負責及撰寫的報告指出，受疫
情衝擊，2020年和2021年這兩年中，宏觀槓桿率
總共上行了17.3個百分點，其中2020年上行了
23.6個百分點，2021年下降6.3個百分點。

今年第一季度再度出現槓桿率上升的態勢，

一個季度即上升了4.4個百分點，處於歷史上較高
的增長速度。

一方面，經濟增長的三重壓力不減，經濟增
速仍處於較低的位置；另一方面，債務增速提
高，帶動宏觀槓桿率上升。

從槓桿率結構上看，首季帶動宏觀槓桿率上
升的主要是非金融企業部門，上升了4.1個百分
點，佔到全部升幅度的近95%；政府部門槓桿率
也有小幅提高，居民槓桿率則基本未變，房地產
貸款較為穩健。

非金融企業佔比近95%
報告提到，非金融企業槓桿率開始較大幅度

反彈，第一季度上升了4.1個百分點，“但並未根
本扭轉企業資產負債表式衰退風險，企業投融資

意願仍然不強。企業槓桿率抬升主要由於利率極
低的票據融資大規模放量，企業長期貸款增速仍
在下降。”一季度票據融資以35.3%的速度暴增，
票據融資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合計增加8,818
億元人民幣，同比多增1.04萬億元。

倡增發國債穩增長
報告認為，目前美聯儲正處於加息周期中，

人民幣匯率有貶值壓力，對貨幣政策的進一步寬
鬆帶來制約，而且在市場預期偏弱、企業面臨資
產負債表式衰退情況下，貨幣寬鬆的效果也有
限。

報告建議，當前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擴大國
債發行規模，支持中央提出的全面加強基礎設施
建設，發力穩增長。

智庫：今年首季宏觀槓桿率升4.4個百分點

◆ 央行上海總部表示，近期加大了跨
境人民幣金融支持抗疫紓困力度，督促
商業銀行引導外貿企業使用跨境人民幣
結算，幫助企業有效規避匯率風險。

資料圖片

◆◆滴滴稱尚未知何時能夠恢復正常運營滴滴稱尚未知何時能夠恢復正常運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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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本土疫情持續升
溫，兒童染疫人數增加，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36家醫院設
置 「兒童就醫綠色通道」，優先
提供 6 歲以下學齡前兒童評估、
採檢與診療服務。另今起開放居
家隔離、自主防疫、居家檢疫 3
對象如快篩陽性，可由親友代為
至診所看診確認。

為舒緩醫院急診量、避免過
多就診者排擠兒童待診時間，並
減少群聚，指揮中心已請四大公
立醫療體系盡速配合開設學齡前
兒童就醫綠色通道（防疫急門診
），建立兒童專用候診動線，由
兒科專科醫師看診並提供評估、
採檢與診療服務。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截至昨日中午共有36家醫院參
與兒童就醫綠色通道，包括15家
退輔會附屬榮民醫院、13家國防
部所屬軍醫院、4 家教育部所屬
大學醫院，以及 4 家衛福部部立
醫院；另有13家部立醫院，將在
18日前全數完成開設兒童就醫綠
色通道。

另居家隔離、自主防疫及居
家檢疫 3 類對象 「快篩陽性視為
確診」新制12日上路。陳時中表
示，本來是以電話或視訊方式由
醫師評估確認，但考量年長者使
用視訊有困難或不習慣，因此加
開 「親友代看診」管道，14日起
可委由親友攜帶健保卡及快篩陽
性卡匣或檢測片，前往診所由醫
師確認。

由於確診人數持續上升，抗
病毒口服藥需求也大幅增加。目
前指揮中心已開放居家照護民眾
透過視訊看診領藥，包括醫院和
診所醫師皆有開立資格，指揮中
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說明
，診所開立口服抗病毒藥處方箋
後，須由民眾持處方箋至核心藥
局或衛星藥局領藥。

至於親友代為看診領藥管道
，目前僅限全台 137 家配賦醫院
，羅一鈞指出，目前正在研議是
否適用於診所，但考量目前診所
端已承接 「快篩陽性由親友代看
診」業務，是否再納入 「親友代
看診領藥」仍有待討論。

（中央社）國內13日新增6萬4972例本土個案，台北市就
占了1萬1613例，急門診量能估計已超過1萬，市長柯文哲直言
，確診人數會愈來愈不準，一定不只這樣，黑數一定不少，但也
只能好好守住第一線醫療量能，並宣布北市聯醫和平院區（和平
醫院）將全院轉成防疫醫院，只收確診者。金門縣長楊鎮浯與另
一半張婭玲確診，成為全國首位染疫的縣市首長。

疫情升溫，教育部昨日下午找各大學開會，確認若學校宿舍
能量不足、已進行防疫授課演練、多數課程師生討論後決定採遠
距等3種狀況，可全校採遠距教學至學期末。

柯文哲說，台北市目前有20％、2220床轉做新冠肺炎專責

病房，也一直在增加，原則上疫情若不嚴重，就用現有的醫療量
能撐過去；倘若嚴重到病房不夠，會先拉高第一線醫院病房量能
，原則上不提高防疫級數，如2級警戒變3級，只要大家有做到
戴口罩、勤洗手、打疫苗等防疫措施，應該就沒問題。他也發現
近期北市確診數成長不快，表示台北市民素質良好，大家都會自
我保護。

柯文哲並宣布，北市聯醫和平院區（和平醫院）將全院轉成
防疫醫院，專責病床數上升至200床，考量防疫病房的人力需求
大，加上過去已有許多醫護確診、居家隔離，因此需要召募50
名防疫天使，歡迎具護士或護理師證照，且已施打3劑疫苗者，

甚至是確診過後不怕的人，一起投入危險第一線。這也是和平醫
院繼2003年作為SARS專責醫院後，再度成為新冠肺炎的防疫醫
院。

另外，楊鎮浯昨天下午在縣府直播中，以錄影方式表示與另
一半張婭玲確診，他將依規定進行7+7居家照護和健康自主管理
，期間也會透過電話和視訊，與副縣長、祕書長和各局處主管密
切聯繫，不會影響縣政運作和防疫工作，也不會有空窗期，請鄉
親放心。

和平醫院轉防疫醫院
3狀況大專可遠距到期末

（中央社） 「陳時中無能！陳時中下台！」上百名計程車司
機昨日聚集在疾管署門口陳情抗議，怒批指揮中心草菅人命，指
揮官陳時中宛如 「皇帝」，從口罩、疫苗、快篩、藥品等等樣樣
苛扣人民，疫情之下運將們快要活不下去，政府把計程車司機列
為 「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的第七類人員，就該給
計程車司機足夠的快篩試劑等防疫資源。

指揮中心近日彷彿成了新陳抗地點，繼機師工會、醫師工會
後，台北市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台灣數位平台預約接送從業
人員產業工會等團體，昨日也到指揮中心門口，要求衛福部同意
以篩代隔、免費提供快篩試劑，保障計程車司機及消費者安全。
2工會日前曾嗆陳時中下台，挺林佳龍選台北市長。

計程車工會發言人李威爾痛批，疫情兩年多來，種種防疫亂象已
經嚴重影響計程車司機生計，陳時中說的超前部署全是口號，與
病毒共存更只是叫人民去送死，沒病死也會餓死。

計程車工會祕書彭芝園表示，陳時中說快篩1劑180元，嫌
貴可以不要買， 「但有些運將就是連1劑100元都買不起！買得
起的人是一條命，買不起的人也是一條命！」他痛批，疫情剛開
始是天災，現在人禍的比例愈來愈高， 「如果政府不能讓人民免
於恐懼，要這個政府幹嘛？」

多元計程車司機Kiki表示，生意不好做，好不容易等2、3
個小時有客人上車，第一句話就問： 「司機你有快篩了嗎？沒快

篩我不搭了。」她買不到快篩，連普拿疼或退燒藥也買不到，若
真不舒服只能在家喝加鹽白開水自救。

由於指揮中心派一位交通部科長接受陳情書，工會成員怒撕
陳時中人形立牌，並表示，陳時中這個態度沒甚麼好談了， 「下
次絕對開車包圍指揮中心。」

陳時中則回應表示，民眾若在居家隔離期間，前3天不能出
來，後面4天可以以篩代隔，會請交通部來研議這個問題，至於
司機希望免費提供快篩試劑，就要跟主管單位反映，再由主管單
位和指揮中心討論。

小黃運將怒：陳時中像皇帝 苛扣人民

36醫院設兒童就醫綠色通道
快篩陽即確診 親友可代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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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今年4月起本土疫情再度升溫，
台灣的防疫模式也逐漸邁向與病毒共存，一名男
網友分享最近的所見所聞，認為現在路上一堆人
狂咳嗽，但大家還是照樣出門，不如乾脆快篩陽
也不通報、不隔離， 「是不是這樣才是正解？」
掀起網友熱議，有人直言， 「這就是共存陣痛期
」，也有人痛批， 「一直有人不快篩、不隔離，
疫情沒有結束的一天」。

一名男網友在 PTT 的 WomenTalk 板發文表
示，11日中午他去速食餐廳吃飯，然而隔壁大叔
一直咳嗽，且嚴重程度宛如罹患肺結核，但對方
卻不以為意，繼續用餐、打電動，讓他嚇得趕緊
把食物吃完便馬上離開。

他也提到，回到家聽到媽媽和客戶聊天，內
容提到對方最近都沒有出門，但突然覺得喉嚨怪
怪的，就到診所做篩檢，結果竟是陽性。

針對這些現況，他無奈直呼， 「現在路上也

一堆人咳嗽，但大家舞照跳馬照跑，一起出門快
樂傳播」，認為反正大家都在咳嗽，乾脆快篩陽
也不要通報、隔離，就不會發生隔離在家遇到問
題卻被各單位踢皮球的狀況， 「是不是這樣才是
正解？」

貼文一出，立刻掀起網友熱議， 「這就是共
存陣痛期」、 「開放共存，說穿了就是希望大家
早點感染啊」、 「政府會這麼汲汲營營不敢開太
快，主要是怕疫苗沒打滿的老人，不然感染
Omicron絕大多數都是輕症，若不趁這波集體免
疫反而才虧」。

不過有網友痛批，快篩陽性乾脆不通報，對
疫情並沒有幫助， 「糟糕想法」、 「一直有人不
快篩、不隔離，疫情沒有結束的一天」，另有人
直言， 「你都敢內用了，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即
使坐你旁邊的客人沒症狀，一樣可能是確診者啊
」、 「既然都敢內用了，風險就自行承擔」。

路上行人狂咳嗽大家沒在怕
他嘆乾脆快篩陽別通報網戰翻

（中央社）疫情海嘯襲來，13日單日新增
近7000個學生確診，教育部邀集大學防疫長開
會決定，因應最新疫情發展，在三種情況下，
得調整全校授課方式，採遠距教學至學期末。

教育部統計，今天增加6938個學生確診，
其中大專校院學生有1537個。台大及台師大則
自行統計，單日分別增加 108 個、49 個學生確
診。大學生確診人數激增，如何安置他們，學

校非常頭痛。
教育部主秘廖興國證實，今天白天已找大

學防疫長開會，因應疫情最新發展，在三種情
況下，大學可以遠距教學至學期末。

第一種狀況是學校照護、隔離宿舍量能不
足以安置校園確診個案，可依6日函文中 「因應
防疫住宿需求調整授課模式」的原則，採遠距
教學到學期末，不用通報教育部。

第二種情況是學校進行全校防疫授課演練
，可依實際演練需求，延長期程到學期末，也
不用通報教育部。

第三種情況是之前教育部授權大專授課教
師，可以在與學生討論後，決定課程遠距到本
學期末。如果學校觀察多數授課教師都已改採
遠距，即可調整全校課程，讓全校師生授課、
修課作息模式同步。

台大、台師大及台科大三校組成的台灣大
學聯盟，日前已宣布實施遠距教學演練2周，不
過台師大昨晚進一步宣布，由於確診人數不斷
增加，校內所有課程即日起維持遠距教學到期
末，但台大、台科大則尚未表明跟進。

解禁！教育部：大學3種情況下可遠距教學到學期末



休城工商 BB77
星期六       2022年5月14日       Saturday, May 14, 2022

K簽證概述
K簽證是專為美國公民的未婚夫/妻前往
美國結婚而設立的簽證類別。申請人必
須在抵達美國九十天之內完成結婚手續
，然後由其美國公民的配偶為其申請綠
卡。

K簽證的要求
1．申請人必須是美國公民。美國綠卡
持有人無法申請K簽證。
2．申請人必須提出材料證明雙方在過
去兩年中曾經見過面。法律也規定，在
特殊情況下，如果因極度困難而無法見
面的話，申請人可以提出相關證據免除
此項要求。 一個案例表明，美國公民
未婚夫因長期患病在床，無法與他以通
信方式結識的未婚妻見面。在提出醫生
和醫院提供的輔助材料以後，移民法院
推翻了移民局的決定，準許其未婚妻來
美結婚。

K簽證的基本文件
在申請K簽證時，應提供以下材料：
1、美國公民身份的證明材料。如出生
證、公民證、美國護照等；
2、兩人的未婚身份證明材料。包括離
婚證明材料或以前配偶的死亡證明；
3、兩人提出申請之前的兩年之內見過
面的證明材料；如飛機票，出入境章的
復印件，合影照片等。
4、其它輔助證明材料以證明其關系的
真實性，如兩人的合影照片、來往書信
、電子郵件、網絡聊天記錄、電話賬單
、飛機票等，以證明兩人的關系及準備
結婚的意圖。

應註意的問題：

1、K簽證持有人必須在抵美九十天之內
完成結婚登記。否則，會喪失合法居留
身份。如果因故未能在九十天之內結婚
，應提供詳細、合理的說明。
2、持K簽證者在進入美國之後，不得
轉換為其它非移民身份，如學生（F－1
）或專業人員工作身份（H－1B）等，
也不得以其它類別的親屬移民轉換成綠
卡身份。
3、在提出綠卡申請時，必須由為其申
請K簽證的美國公民配偶出面申請。如
果K簽證持有者以美國公民未婚妻的身
份來到美國後，因種種原因沒有和為其

提出K簽證申請的美國公民結婚，而是
嫁給了另一個美國公民，其美國丈夫無
法為她提出在美國境內調整為綠卡身份
的申請。她必須前往美國海外領事館申
請移民。

K簽證的申請過程
K簽證的申請須經三個步驟，首先，美
國公民需向其居住地所在的移民局審理
中心提出申請。 在申請獲得批準之後，
移民局會將案卷轉至美國國務院下屬的
國家簽證中心。簽證中心審核之後，再
將該案卷轉至K簽證申請人所在國家處
理移民簽證的美國駐外領事館（中國的
K簽證統一由美國駐廣州領事館處理）
。美國領事館將通知申請人前往面談。

在前往面談時，應準備如下文件：
1、有效護照；
2、出生公證；
3、無犯罪記錄公證；
4、體檢材料；
5、偕行子女的上述材料；

6、經濟擔保材料；
7、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證明其與美國公
民的關系屬實。

K簽證持有人可在美合法工作，其未滿
二十一歲的未婚子女也可一起申請K簽
證前來美國。請註意，如果K簽證的持
有人與美國公民結婚時，其子女已超過
十八歲，則不能跟隨父母在美國申請親
屬移民。因為從婚姻法來看，超過十八
歲的子女已經成年，不能由其繼父/母為
其申請移民。只有等到K簽證的持有人
本人拿到綠卡以後，才能為其子女申請
移民。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局 2022年5月初宣布，
將延長工作許可自動延期的時間至最多
540 天，取代現有的 180 天，以緩解當
前勞動力短缺和移民局案件積壓的問題
。
2. 2022 年 4 月 14 日，美國移民局宣
布，超過 48,000 名雇主提交了 483,
927 份H-1B 註冊，其中 127,600 人在
首輪抽簽中簽。大約 31% 符合條件的
註冊申請是擁有美國碩士或碩士以上高
級學位人士。
3. 美國移民局今年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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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抽簽已經結束
，第一輪幸運中簽的申請人4月1日開
始可以遞交申請，6月30日前移民局必
須收到申請。去年移民局一共進行了三
輪抽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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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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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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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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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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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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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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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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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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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美國公民如何申請未婚夫//妻來美妻來美(K Visa)(K Visa)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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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特別
軍事行動�」，己經持續了兩個多
月，仍然沒有停火的跡象；很多政
治評論家認為這次俄烏交戰最大的
贏家是美國，這種觀點在短時間 內
是對的，但往更長的時間去推測卻
不一定，筆者認為美國"小時候胖不
是胖"（麻將術語），結果可能遠遠
超過大家的想像。 美國是目前俄烏
衝突的贏家，是因為它利用烏克蘭
為代理人戰爭，挑動了歐洲小弟們
對俄羅斯的恐懼神經，再利用其本
身的強大實力，表示願意為小弟們
提供保護傘，威脅利誘之下，以"西
方價值觀"為口號，完美的構成了對
俄"統一戰線"。美國利用代理人戰
爭，"死道友不死貧道"，避免了國
內反戰抗議浪潮。美國利用本身的
信息優勢，提供烏克蘭軍事情報，
造成"俄羅斯"號旗艦被烏克蘭飛彈
炮轟沈沒，一架俄羅斯最新型戰機
也被擊毁。美國利用西方在輿論上
的絕對優勢，發動對俄羅斯的新聞
戰，如蛇島幾十名烏克蘭守軍英勇
戰亡的消息（結果俄方曬出他們的
投降照片），俄羅斯艦五百多人被
炸死的新聞（結果俄方曬出他們受
勳轉業的照片），"不恰"俄軍屠殺
平民事件的新聞特輯（結果西方媒
體自己曬出一位漂亮妹妹，自己以
為是作公益活動在其中扮演死人，
而今復活的笑話）；總之，不管你
信還是不信這類新聞，美國在鼓舞
烏軍士氣和搶佔道德制高點上都得
到了不錯的效果。歐洲眾小弟們在
美國老大哥慫恿下，大量購買援烏
的武器，讓美國軍工業大發戰爭
財；由於戰局動盪的影響，大量美
元從歐洲回流美國，為美國經濟注
入了一股活力�。 俄羅斯「特別軍
事行動」引起美歐四十多國的圍
剿，發動五次制裁，一次比一次兇
狠，想要把俄羅斯往死裏打，但沒
想到的是俄羅斯"老神在在"，兵來
將擋 ，水來土掩，借力打力，見招
拆招，原來俄羅斯對於這些制裁把
戲已經早有防範準備，俄羅斯早己

利用自己本身在糧食，能源，軍工
的巨大優勢，將自己建成了一座"末
日堡壘"，根本不害怕制裁，反倒是
它對制裁作出的反制裁卻讓美國的
那些歐洲小兄弟叫苦連天。俄羅斯
供應歐洲約40%天然氣，30%石油，
三分之一的糧食，可以說是歐洲的
"衣食父母"，如今歐洲卻要響應美
國號召去制裁俄羅斯是不是有點"豈
有此理"？ 俄軍佔領馬里烏波爾之
後，外長拉夫羅夫在新聞發佈會上
表 示 ， 俄 羅 斯 的 「 特 別 軍 事 行
動」，除了要在烏克蘭去納粹化，
保持其中立，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
獨立以及克里米亞歸俄之外，另外
一個最大目標是要終結美國獨霸的
終極世界，透露出俄羅斯為了改造
世界新秩序"揭竿而起"的決心，擺
明就是要"革美國的命"；由拉夫羅
夫在發布會上那種意氣風發的姿態
可 以 看 出 "北 極 熊 "要 和 西 方 玩 真
的，俄羅斯人也活用了中國人那句
老話"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所以筆者認為這次的「特別軍事活
動」，笑到最後的可能是俄羅斯，
它們將會是最大的贏家：

 1，普 京 只 派 20萬 名 二 流 部
隊，消耗一些陳舊的庫存軍備，便
輕易的控制了烏東和烏南；烏克蘭
有歐洲第二大的天然氣蘊藏量，全
部在烏東，有歐洲第三大的煤礦出
產量

 九成也都在烏東。天然氣+煤礦
的總價值+烏東的重工業價值，遠遠
大於這次戰爭的花費，怎麼算俄羅
斯都穩賺不賠。

 2，歐洲嚴重依賴俄羅斯的能源
和糧食供應，對俄羅斯制裁無疑是
"自作孽不可活"；歐盟主席馮德萊
恩苦苦哀求普京放行黑海運糧船
（理由是：晚了會造成歐洲飢餓的
人道危機），德奧義暗地裏使用盧
布購買天然氣，現在連美國的"鐵哥
兒們"英吉利都忍不住了，公開宣示
從五月起也將用盧布購買天然氣。

歐美對俄羅斯的五輪制裁，仍然有
效的制裁可能只剩下禁止柴可夫斯
基的天鵝湖了；其它全部破產，看
官們，你們說可笑不？「特別軍事
行動」引發能源價格高漲，正是俄
羅斯夢寐以求的事，每天出售能源
的額外收入比戰場上的開銷大得
多，歐羅巴的胳膊終究是抵擋不住
俄羅斯的大腿，這埸「特別行動」
拖得越久誰越倒霉，由前文已經看
出了分曉。

 3，從匈牙利，賽爾維亞等國親
俄總統候選人勝出，法國總統馬克
龍在最近的選舉中險些兒"陰溝裏翻
船"，德國法蘭克福數千人在歌劇院
前廣場高揮俄羅斯國旗，大聲高唱
俄羅斯國歌....，都可以看出歐洲大
勢所趨的端倪；當歐洲小弟們緊隨
美國老大的好處縮水到了生死紅線
之下時，可能都會對美國反水，美
國不能不警惕，早一點收回對俄羅
斯的制裁令，早一點命令烏克蘭傀
壘接受俄羅斯的停戰協議，才不會
重蹈覆轍，再次遭到阿富汗式撤退
的那種羞辱。

 4，俄羅斯以5000盧布兌換每克
黃 金 掛 鈎 ，徹 底 打 破 了 美 元 霸
權，美國失去了美元霸權就像一位
勇士失去了其左膀右臂，命雖然沒
有被俄羅斯革掉，但要再次以自己
武功去一統武林的時代已經過去
了，世界秩序從"終極"演變成"多極
"的時代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兩千多年前，孫子說過：「兵者
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筆者非常佩服中國
大陸領導人在用兵方面的謹慎態
度，沒有利用這次俄烏交戰之際對
臺灣發動閃電一擊，因為他們知
道，多極世界終將來臨，美國要管
世界吃喝拉撒的大小事，也會越來
越力不從心了，與其早幾年武統，
傷害同胞感情，還不如等晚幾年，
利用本身那一"極"的影響力，到時
候水到渠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和統臺灣，豈不是更加美妙，更加
洋洋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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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ly I have written a paper about the U.S. 45  to 46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and discussed some of the transition problems that are obviously 
related to our voting system  and the periodic transitions rigidly defined by the 
term-limits. The frequent short-term periodic transitions taking place in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offices from local governments to state and federal levels 
mandated by the election laws have serious deficiency in retaining capable public 
servants to achieve long range (beyond term-limit) goals for the nation. This 
deficiency is especially amplified under a competitive two-party political system. 
The bipartisan system has a tendency of highlighting the differences in issues and 
opinions of the voting population, thus dividing the nation or community. 
Presently, we can see clearly the U.S. is highly divided on most domestic issues 
be it on taxation, government regulations, budget allocation, healthcare program, 
immigration policy as well as on social topics such as abortion, gay marriage, 
gun control, and various racial and human rights problems.

Our two 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 their party members' beliefs and seek 
opportunities (political power) to serve/govern the nation. When people have 
differences, the bipartisan competition process tends to deepen the division since 
the election system is highlighting differences rather than galvanizing or 
solidifying consensus. Many of our elections have low voter participation and 
many election results are determined by a low fraction of votes (highest wins but 
often less than 50%) of the low participation (less than 50% of the eligible 
voters). Candidates elected or resolutions passed by such a process can hardly be 
considered as a mandate from the majority of the voter population concerned.

Therefore, we need to have a meaningful reform in our democratic election 
system. With today's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e can easily construct a 
fully computerized voting system to improve our antiquated voting proces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hall present a conceptual system for our citizens to 
consider and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debate so we may derive and implement a 
workable system, perhaps a self-improving system using AI algorithm to analyze 
data to make improvements.  First, the system will encourage (or require by law) 
high participation of voters and ensure (rapid feedback and transparent) a high 
frequency voting process that can galvanize voting to guarantee all elections 
(votings) are determined by near-super majority of votes counted from a near-
super majority of  the voter population.

Here is how the system works:
1.Each eligible voter is issued a government certified smartphone dedicated 

only for public election and voting purposes. The phone is free to voters but the 
voters are obligated to use it to vote and safe-keep it.

2.Every voter with the voter smartphone can and must download a 
government certified 'Voter's App' from the Interior department.

3.The 'Voter's App' allows the voter to register voter's ID information and to 

encrypt  the phone so that only the government's vote processing computers with 
voter's code can decode and process the voting information. The voter ID 
information includes at least one personal biological code such as finger-print, 
voice-print or eye-print as a part of the password to use the smartphone for 
secure voting.

4.The 'Voter's App' according to the owner's ID could access all election 
information from local, school and town, to county, state and federal level of all 
elections relevant to the voter. Election commissioners are obligated to use their 
voter phones to verify and submit voting and ballot information to the national 
election processing center in the Interior department. All candidates biographical 
and campaign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on the voter phone by the usual 
mandated schedule or deadlines. All resolution proposals will also be submitted 
with the ballot. Voters are reminded with voting cutoff dates. (Congress can 
legislate laws to mandate voter registration, campaign donation limit, permitted 
PAC functions and minimum voter participation to guarantee a near-super 
majority participation appearing in every voting process.

5.The 'Voter's App'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government vote processor 
instantly so voters not only can get acknowledgment but also receive periodic 
tally of voting result and reminders for the next voting. When voting is 
inconclusive (not reaching required majority), a new extended voting period is 
offered which requires voters to reexamine and re-vote (galvanizing process). 
This process will be repeated until the voting is conclusive (a winner with a clear 
majority is emerged). This multiple time re-vote is supported with consensus 
building process,  that is each candidate's additional campaign/debate 
information can be updated before the next re-vote date for the voters. The voters 
can search this update information or attend any allowed or public-sponsored 
debate event via voter phone before casting a re-vote. Up to four times of re-vote 
are permitted before an election is declared conclusive or abandoned.   

6.Every citizen should be educated with a civil duty 101 course – how to vote, 
th

this course should be taught in schools before 12  grade and a refresher should be  
available on the Voter App on the voter phone. The government can optionally 
offer driver's test or other tests as well as public announcements such as 
extension of tax filing dates etc. to make the smartphone more useful. Free 
lottery award or cash price may be offered by government as incentive to entice 
voters to use voter phone for learning and voting.

7.Our Congress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use this smartphone system (a 
separate App) to vote on bills so that both the House and Senate voting records 

and their consensus making process would be available to all citizens who 
has voter phone with Voter's App. All citizens can easily track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representatives all the time. The voters can cast 
approval ratings on all their elected officials.

8.The entire system cost including the smartphones will be very 
affordable on the order of $10B or less ($30-50 per voter). Comparing 
with the cost of our present voting systems, this new system is not only 
cost effective but allows us to improve our voting process to galvanizing 
consensus building in our democracy.

9.When this system is proven functional and effective, we may 
consider changing public office term to one long term so that the public 
servants will not be burdened by reelections and long campaigns excep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ir performances. For example, our presidential term 
limit can be set to one term of six or ten years to eliminate the time and 
money cost of mid-term and re-election campaign burdens on the 
president so the leader can focus on long-term programs that need to be 
done.  The Voter's App may include an approval rating application for 
evaluating and tracking our president's performance on a semi-annual or 
yearly bases. If the national approval rating of the president falls below a 
threshold, say 40%, a reconfirmation voting will be triggered to take place 
in six months. Therefore, voters can vote a poor performing president out 
before the six- or ten-year term limit. Of course, the same consensus 
building process (multiple voting) will be followed in removing a public 
office holder just the same as in electing a public servant.

The above is a rough but workable idea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our democracy. The author hopes that it will draw people's attention to 
understand the inefficacy of our current voting system and the problems of 
what poor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can do to our nation. The current system 
cost too much money and fund-raising or campaign time. The short period 
frequent transition of public office holders is making our government 
inefficient and ineffective in carrying out long-term programs.  With a 
smartphone voting system, the voters bound to become smarter. Their 
elected officials, president, governors, legislators and local officials will 
also be smarter. We can also put in some AI algorithms in this digital 
voting system to track and analyze our big voting data so to make 
improvements to our voting system and reform our voting processes.  In 
the minimum, we shall get more capable people to work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make the public work more satisfying in terms of achieving 
bigger and longer-term goals benefiting our country.  Extrapolating from 
the nine points proposed above, we may summarize the following positive 
conclusions:  1. simpler and shorter campaign process, 2. efficient voting 
system, 3. less cost in elections (time and money saved), 4. fairer election 
results (accurate, fast feedback, multiple voting), 5. longer term-limit with  
performance tracking and accountability,  and 6. a system offering 
learning and self-improvement possibilities. The author sincerely hopes 
that we can move our democracy into the digital world to realize the above 
possible advantages.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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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Democracy and Presidential Transitions

The U.S. has a good government helping her citizens to have a high 
GDP per capita (GDPPP=$56200).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full 
employment, maintain growth of GDP and manage a peaceful society with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As the world is developing and each nation must 
compet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S. government has managed the 
country's economy achieving the above condition. Then in comparison, the 
U.S. government is a good government. The U.S. has maintained its 
number one economy status since WW II. Post war, she became the 
stron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making American citizens proud and 
possessing richest household goods.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wanted to 
migrate to the U.S. for education, job opportunity and better life. The U.S. 
has led the world against communism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we 
have witness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making us the real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American citizens felt exceptional; the U.S. 
government has been definitely good to her citizens.

Of course,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also trying to improve its 
economic status following industrialization, technology advancement and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world is envying the 
U.S., she made some changes, most notably in shifting her manufacturing-
based economy to a service oriented economy, particularly pioneering and 
expanding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financial industry may be 
characterized by a new discipline - financial engineering, creating many 
sophisticated financial products and enriching the U.S. stock markets and 
investors. In a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based economy, people 
produce real products, earn profits and pay their debts and interests. With 
financial engineering, virtual products can be created, debts and loans can 
be refinanced, and the financial business volume can overwhelm the real 
production-based economy. The U.S. is innovating and leading in the 
financial world making huge profits even though the industry does not 
support as many jobs as the manufacturing and agriculture did. In addition, 
the blooming of financial industry encouraged borrowing and debt 
servicing from governments to corporations to citizens, such as treasury 
bills, bonds, consumer credits and housing mortgages. It becomes simple 
to issue large debt and kick the principle payback responsibility to next 
government 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elected officials typically 
nearsighted giving up long-term global view over local interest simply 
love doing the easiest task and kick the can.

The above trend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to a debt driven economy 
making many governments spending beyond their means. The national 
central banks must manage the cash flow and debt refinancing under its 
credit rating. The U.S. has one advantage over other countries ever since 
she abolished the parity of dollars to gold and made the dollars as the 
principle currency for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U.S. 
government can always print dollars to support treasury bills or bonds 
hence there is no default risk. Other countries' treasury bills or bonds are 
subject to the fluctuation of their exchange rates with the U.S. dollar. 
When a country has economic problem, due to inflation, social unrest or 
war, its currency may drastically reduce in value against the U.S. dollar 
and get into a default mode. The debt holder may demand payback in real 
assets causing the default country losing a huge size of assets in terms of 
real estates, mineral rights, agriculture productions, etc. at a cheap price. 
The U.S. and many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have taken advantages of the 
above situation to either make a killing to fatten their assets or solving 
their own debt problems with the looted profit.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there were numerous financial crises from the energy/oil crisis (1970's), 
lost decade in Latin America (1980's), Japanese asset bubble (1986-1992), 
savings and loans crisis in U.S. (1986-1995), Mexico (1994),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997), Turkey & 9 -11 (2001), Uruguay, Venezuela (2002-
2010), EU debt crisis(2009-2019), Venezuela (2012-now), Ukrainian 
(2014-now), Brazil (2014-2017) and pandemic (2020-now), these crises 
were bailed out by investors with U.S. dollars by a simple scheme of 
raising interest rate on dollars and currency exchange rate to draw the 
capitals to U.S. financial markets then to buy and invest in cheap assets.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as triggered by the housing bubble in the 
U.S. The U.S. encouraged 0% down home purchase. When inflation 
occurred and interest rate was up, home-owners had problems to pay the 
mortgage interest bursting the housing bubble and collapsed the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market. The U.S. government had to bailout the mortgage 
and security banker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by printing money and 
buying debt. Hopefully, the U.S. could raise interest to draw the US dollars 

back to invest in high profit cheap foreign assets. China and the EU 
were the two biggest economy for the U.S. to target on when facing 
its financial crisis. But China decided to launch a huge internal 
infrastructure program instead of buying more of the U.S. treasury 
bills with its foreign trade earnings. EU became the target, as a result 
EU was the biggest foreign sacrifice lamb for the 2008-9 financial 
crisis. Since then the EU followed the same practice as the U.S. in 
applying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hiking up huge debt causing EU to 
enter into a debt crisis over ten years (2009-2019). President Obama 
(2008-2016) added $8.8 trillion debt over eight years and President 
Trump (2016-2020) added $8.03 trillion over four years. President 
Biden in his first year obtained $1.9 trillion for pandemic relief. The 
debt to GDP ratio of the U.S. is 133% topping $30T (each citizen is 
in debt of about $100,000) for the first time. The U.S. debt (133%) 
ranked 12th in the world, lower than Italy (155.8%) and Greece 
(206%) and higher than Spain (120%) and UK (95%).

China received the same pressure from the U.S. dollar attack on 
international cheap assets. However, China's law does not allow free 
conversion to RMB to buy Chinese assets. China's infrastructure 
program also enhanced her economy. In 2020,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ssued $4B EU debt with 0% interest and cost of 0.152%, it was 
sold out in EU with five times over subscription. (Thanks to IMF 
regarding China's debt (54-66% of GDP) healthy over her 
population size and economy reasonable.) Hence, external investors 
cannot use dollars to create inflation and currency deflation in China 
to sweep up local assets. Raising national debt may be addictive in 
dealing with crisis, for example, the pandemic; it is like going to a 
bar with a group of people agreeing to share the drinking bill. 
Everyone will drink more to avoid paying for others drinking more. 
In the end, everyone is drunk with a big bill to pay. The U.S. with its 
current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programs seems to be leading the 
world to a drunken state, with bills piled up not payable. Someday 
awakening will arrive, since one cannot kick the debt can down the 
road forever for the next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it. We must 
recognize our problems and think about whether or not our 
government is doing the right job?

The U.S. government is hyping up an anti-China policy which is 
focusing on sabotaging China's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improving 
the U.S. competitiveness, by accelerating ou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ringing back ke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join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regional trade organizations. Knowing that we are 
slipping in GDPPP while China is gaining, American citizens must 
ponder the question:  Does the U.S. Government serve us well?!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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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U.S. Government Serve Us Well, Your Opinion?

二十一世紀初，國產小型載重
20噸的運輸機運-8及運-9是中國空
軍空中運輸的主力，我國以往的中
型運輸機是從俄羅斯進口的20多架
載重52噸伊留申IL-76，在訓練演習
及搶險救災任務中頻繁使用，倍感
我國遠程運輸力量的不足。因此中
國空軍迫切需要具有負重致遠能力
的大型運輸機。

【研製經過】
2007年，中國啟動了載重66噸的

運 20大 型 運 輸 機 工 程 ，代 號 鯤
鵬，全部的設計，研發、製造，主
要在陝西的西安飛機工業集團進
行。 2013年運20首次飛行測試成
功 。 2015年 研 製 及 試 飛 全 部 完
成，2016年正式服役，接替伊留申
IL-76。目前已有40架運20服役，加
上正在生產線上的，估計很快可以
達到70架。

【引擎優化】
4具引擎的運20最初使用俄製的 

D-30KP-2發動機，推力12.5噸。一
度使用仿照 D-30KP-2改良型的國產
渦 扇 -18發 動 機 ，推 力 13.2
噸 。2021年 起 逐 步 換 裝 國 產 渦 扇
20發動機，推力16噸，重量更輕。

【執行任務】
2019年 10月 ，運 20出 現 在 建 國

70週年閱兵的空中輸機梯隊。
2020年1月，運20機群運載大量

的醫療人員及物資，飛抵新冠疫情
爆發的武漢，支援抗疫，是首度大
規模投入實際使用。

2020年期間，中國派出運20機群
向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
別 克 斯 坦 、塔 吉 克 斯 坦 、柬 埔
寨、菲律賓、越南、寮國等國家運
送抗疫物資，並多次承擔赴俄羅斯
軍事運輸任務。

2020年9月，一架運20從南韓仁
川國際機場起飛，將117位韓戰中
陣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士兵遺骸運
返中國。

2021年2月，一架運20從北京將
國藥集團生產的60萬劑新冠病毒疫
苗運送至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緊
急援救柬埔寨。

2022年1月，南太平洋東加王國
海底火山爆發造成災害，兩架運
20從廣州起飛，飛往東加王國救
援 。東 加 王 國 距 離 廣 州  10,564公
里，運20機隊分別在印尼，新幾內
亞及斐濟加油。

2022年4月，三批各6架運20從西
安起飛，向塞爾維亞交付其購買的
紅旗22 FK-3 防空導彈。塞爾維亞

距離西安  6,841 公里 ，運20機隊飛
越 中 亞 國 家 ，在 土 耳 其 降 落 加
油，再飛越保加利亞，到達塞爾維
亞首都貝爾格萊德。

【西方緊張】
中國建立了戰略運輸機部隊，具

備了遠程軍力的投送能力，與美國
俄羅斯三強並立。最近運20機隊跨
國飛行，尤其引起美國及北約的緊
張。真是雄鷹展翅嚇壞鬼魅。

兩架運20飛往東加王國之後，中
國和附近的所羅門群島兩國又簽署
了安全協定。距離東加王國2000公
里的澳洲立即出面譴責中國把軍事
力量伸進南太平洋，危脅澳洲的安
全。距離東加王國10000公里的美國
立即出面召開南太平洋島國峰會，
並將在所羅門群島設立大使館。

32架 次 運 20飛 往 塞 爾 維 亞 之
後，美國及北約都譴責塞爾維亞購
買中國的武器，譴責土耳其協助中
國軍機落地加油，譴責保加利亞對
中國軍機開放領空，危脅歐洲的安
全。

【空軍強國】
中國的殲20是世界頂級的五代戰

鬥 機 ， 足 以 對 抗 美 國 的 F22。 運
20是世界數一數二的戰略運輸機，
媲美美國的C17。轟20戰略轟炸機

俄烏交戰 誰是贏家
◎范湘濤

法國自17世紀以來其思想文化科
學曾經引領世界，孟德斯鸠的三權
分立，伏爾泰的自由平等，盧梭的
社會契約，以及巴斯德的細菌論
述，笛卡爾的解析幾何等等，對世
界大有貢獻，法國人引以為傲。

1812年 拿 破 崙 一 世 發 動 法 俄 戰
爭，圍攻莫斯科，幾乎征服了整個
歐洲。帝國全盛時期，海外领土包
括亞洲的中南半島，廣袤的法屬西
非洲，法屬赤道非洲，以及今天的
非洲南部的不少國家。今天仍然保
有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以及大西
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諸多岛嶼。

【文化墮落國力衰退】
二戰開始後法國在六週內即被徳

國征服，對盟軍的勝利幾無貢獻，
但是戰後法國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的地位，名不符實。

1954年越南奠邊府一戰 ，法國奠
邊 府 指 揮 官 卡 斯 特 里 將 軍 投
降。1956年英法两国對埃及發動蘇
伊士運河戰爭，因美國干預而失
敗。自此，大英的帝國隕落，法蘭
西的帝國不再，都淪為中等國家。

近半世紀，法國對於北非中東來
的移民非常歧視，國內的穆斯林移
民多次抗暴，引起社會動盪的暴
亂。法國巴黎查理周刊因經常諷刺
伊斯蘭教創始人真主穆罕默德，
2015年遭報復襲擊，20人死亡。限
制穆斯林女性在大街不能穿黑袍，
在海灘必須穿比基尼。

【落魄王孫不改傲慢】
我們歷史課本上尊稱的列強英法

徳意諸國，淪為中等國家之後，
1993年懷著歐羅巴帝國的夢想，共
創歐盟，在世界上以強國自居，以
道德自許，歐洲領袖及議員叫囂自
由民主人權，落魄王孫不改傲慢，
其實只是跟隨美國狐假虎威。

歐盟內部是一個組織鬆散、西歐
東歐南歐矛盾相向、種族歧視、經
濟參差、財政混亂、軍事散漫的組
織，處於類似中國的戰國時代的前
期，和統一中國的大秦帝國相比，
相差甚遠，而且是白日夢。

【法國大選茶壺風暴】
雖然法國是歐盟裡最讓美國頭痛

的國家，但是實際上法國的國力撼

動不了美國的歐洲戰略。所謂的
法國總統大選只是歐洲的幾把茶
壺中的法蘭西茶壺裡的風暴。因
歷史光環而承襲了的列強之名，
今雖已黯淡，大選一事仍被熱烈
討論，其實茶壺裡的風暴根本影
響不了世界大勢，大國搏奕。

馬克宏是法國政壇兩個極端政
黨，梅郎雄領導的極左翼「法國
不屈服」，以及勒龐領導的極右
翼「國民聯盟」中間的中左及中
右的中間力量。這次大選的第一
輪投票，三位候選人囊刮了超過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選票。馬克龍
得票27.8%，勒龐得票23.1%，兩
人進入第二輪對決，得票22%的梅
郎雄被淘汰。目前第二輪對決的
民調是馬克龍56％，勒龐44％。

【自由主義的馬克宏】
2012年馬克宏是奧朗德前總統

領 導 的 社 會 黨 政 府 的 閣
員，2016年他成立了「共和國前
進」政黨，並且在2017年法國總
統選舉中勝出。馬克宏是沒有一
貫立場的靈巧政客，一邊指責中
國在新疆種族滅絕，叫囂制裁俄
羅斯，一邊奔走於巴黎莫斯科之
間調停俄烏戰爭，典型的只記得
帝 國 的 偉 大 ，忘 記 了 現 在 的 份
量。

【國家主義的勒龐】
2011年 瑪 麗 娜 .勒 朋  Marine Le 

Pen 從父親手中繼任了極右翼的
「國 民 聯 盟 」的 主 席 ，持 反 美
國 ，反 移 民 ，反 歐 盟 ，反 北
約，親俄羅斯，溫和對待中國的
主張，這次因能急民之所急，強
調經濟民生之苦，才爭取較高的
初選票，得票23%，距離馬克宏的
27％不遠。進入二次對決仍然以
41.5％敗 给 馬 克 宏 ，但 是 比 起
2017年 大 選 勒 龐 的 33.9％大 有 進
步，法國的極右翼勢力的崛起不
可小覷。

勒龐的口號是恢復法蘭西的榮
光，獲得右翼民眾的支持，可以
說又是一個要恢復奧圖曼帝國的
榮光的土耳其的總統埃爾多安。
但是現今的強國條件，要同時維
持在 軍事，經濟，商貿，工業，
科 技 ， 太 空 ， 醫 療 ， 體 育 ， 文
化...諸多領域的強勢，必須具備數
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幾億的人
口，廣泛豐富的資源，才能參與
強國搏奕，法國幾無機會。

馬克宏已經當選連任，其實無
論馬克宏或勒龐當選，都是茶壺
裡的風波，只會影響些許歐盟及
北約的情勢，但對於世界大局影
響有限。

茶壺風暴看法國大選
◎盛嘉麟

㆗國空軍運20大型運輸機鯤鵬展翅
◎成吉鹿

將在2022年首飛，足以對抗美國的
B2。直20在2019年已經服役，媲美
美國的黑鷹直升機，用於突擊，運
輸以及後勤支援的任務。中國在戰
鬥，運輸，轟炸，低空的空中武力
已達到世界大國應有的強度。

尤其是運20戰略運輸機，跨國越
洲的機群編組飛行，遠地的氣象掌
握，以及軍機飛越多國領空的外交
能力，都展現了完美有力的大國風
采，怎不令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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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禮拜，感謝教會中王建民弟兄暨陣偉民

弟兄曾幫助我在醫院門診檢查時做翻譯，

感謝美秀姐妹全家愛心幫助我接送去醫院

作手術前後檢查，感謝西南國語教會和西

南華人浸信會愛心捐款幫助我醫藥費，梁

德舜牧師也安排教會弟兄姐妹輪流接送我

去醫院，這些天父的大恩典與教會牧師師

母暨弟兄姐妹的恩情令我和金勝永遠難忘

啊！

在此遙遠祝賀西南國語教會慶祝40週
年！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五月初我第二次聽梁瓊月牧師講--醫
治受傷的靈（上）

特別聽完梁牧師“醫治受傷的靈”信

息，讓我知道明白更認識日後如何幫助有

需要者，也幫助有需要者做醫治釋放禱

告。

Y弟兄童年四歲時在中國父母遭遇車

禍雙亡，讓Y弟兄有膽怯、驚恐、懼怕的

靈，長大結婚後，妻子又因癌症去世，遭

到喪偶暨阿姨親人去世，讓Y弟兄的靈人

被壓碎，持續處在悲哀狀況，缺乏自我肯

定，感覺自己毫無價值，自我拒絕，喪失

信心，充滿自殺念頭，很容易自憐，落入

自憐時鼓勵他用神的話大聲宣告--我靠耶

和華而德的喜樂是我的力量(大聲說5遍)
梁牧師說：我們要小心說話，內在誓

言，權威人士話語，自我宣告負

面話語，都會影響你我。

以西結書21章7節 他們如果

問你：『你為甚麼歎息呢？』你

就要回答：『是因為那將要來到

的消息；人人都必心慌意亂，手

都發軟，精神衰頹，他們的膝都

像水一般的柔弱。看哪！它要來

到了。這事一定要成就。這是主

耶和華的宣告。』」

靈人被壓碎，無法支撐肉體

與魂，我們要：

1.以愛的行動付出，幫助受傷的靈人

2.他們需要大量愛包圍支持，給他們

聆聽的耳

3.他們需要可依靠的肩膀，陪伴他們

走過...
5/1下午晚上筆者收看youtube梁瓊月牧

師教導：

1. 醫治受傷的靈

2. 基督徒為何需要醫治釋放

3. 祖先遺傳的咒詛

下次再與讀者分享。

5/10 思牡這兩

週忙邀稿，聯絡台

北黃明鎮牧師。北

京趙小青。巴拿馬

羅金愛。休士頓林

華光，林淑華。懷念父親陳光樂--陳佳，

王凱磊牧師見證~唐一美、潘思牡。懷念

潘政喜牧師~潘劉慰慈。尚未交稿計有：

鄭隆保牧師賀詞。懷念鄭振威宣教士~何
以斯帖。催稿、校稿；完成8篇交給西南

國語教會40週年特刊編輯小組。

遠自巴拿馬的羅金愛姐妹打電話告訴

筆者說：沒有文化，拿起筆不知道要如何

寫文章啊，真頭痛，筆者只好幫忙寫底稿

請金愛再校稿修改，後來金愛笑著說謝謝

師母幫忙我寫，我再修改就容易了，現在

摘錄與讀者分享“永遠難忘的恩情”羅金

愛、思牡整理。  
許多人來美觀光旅遊，但我卻是來美

作下巴、下唇整型開刀。 
1998年下午1點多我在巴拿馬的自家

雜貨店工作，突見兩位不速之客闖入用槍

對著我，把銀櫃內的錢拿了，走前又轉身

向我開了一槍，我應聲倒地，醒來已經是

三天後，才知是我先生和鄰居送我去醫院

急救，當晚全國電視新聞有報導：越獄犯

槍傷一位開雜貨店的華裔太太，後來才知

罪犯是有好幾條人命的槍劫犯。

我在巴拿馬做過八次手術，住院期間

當地華人教會傳道人多次愛心關懷探訪

我，向我傳福音，領我信主受洗，我真是

因禍得福，經歷到苦難是化妝的祝福.....。 
後經韋饒元牧師聯絡在休士頓的葉陳淑淑

醫師介紹我來美做整型手術，葉醫師又推

薦請號角月報的潘師母接待照顧我。

我剛信主沒多久，在手術住他們家的

這段時間，感謝潘（政喜）牧師和師母的

愛心照顧，幫助我的靈命成長，教導我怎

樣用信心做一個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2000-2004年休士頓衛理醫院春秋兩季

安排我來作手術十次，每次停留1-2個月，

我們夫婦停留期間曾多次來西南國語教會

永遠難忘的恩情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年老時的福樂

在小事上忠

心是主耶穌最基本

的要求，是一種敬

畏神的態度，也能

贏得他人的欣賞和

信任。

「人在最小

的事上忠心，在大

事上也忠心；在最

小的事上不義，在

大事上也不義。倘

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

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

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

呢？」路加福音 16:10-12 
05/13/22 英文金句

For if someone does not know how to 
manage his own household, how will he care 
for God's church?  I Timothy 3: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

的教會呢？提摩太前書 3:5
05/13/22 金玉良言

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在小事

上忠心，是為大事上先打好基礎，也為大事

上先做預備和操練。

在生活中忽略小事的人，如不守時，常

會被看衰，因守時的人，在現今社會中是被

看重的，因為這代表了人與人之間彼此的尊

重。

　郭文仁牧師

◎吳彩雲

《老人與海》是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

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我曾有幸去邁阿

密參觀過他的故居，那幅載有老人的孤舟，

向著海洋深處隨風遠去的畫面，久久在我腦

中迴盪。難道這就是老人的下場嗎？難道孤

獨和老人有必然的聯繫嗎？誰又能使老人

擺脫這淒涼的終極呢？我曾為此苦苦尋求，

但始終迷茫。答案在哪裡？

來美國定居，信主耶穌五年後的今天，

我終於得到了解答。不！孤獨和老人沒有必

然的聯繫，即使是孤寡老人，只要有上帝同

在，孤獨就遠離。

當今世界，在財富上，大抵有四類國

家：1. 國富民強；2. 國富民弱；3. 國窮民富；

4. 國窮民窮。美國屬於第三類國家。在美國

生活了多年，耳聞目睹，親身感受到美國政

府對老人的照顧和保護是較完善和充分的。

如：當你在家行動不便，孤獨無伴時，「托

老所」有車接送，並提供免費早、午餐；若

你沒有房住，或當你無力料理住房時，可以

申請入住老年公寓，價格優惠，設備齊全。

當你生活不能自理，需有人照料時，養老

院讓你安度終老……。此外，經濟上貧困

者可享有社會資助、副食補貼、免費的醫

療照顧，以及家庭護理等。反正越老越窮，

得政府越多照顧；反之，越富的，付出越多，

貢獻越大，得政府照顧的越少。這現象看

似不公平，但理念卻與上帝的仁慈和公義

相合，如經上說：「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

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

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

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上帝。」（利未記十九 9 至 10）

通過學習聖經，我明白了美

國對老人、窮人的照顧，可能與美

國社會信奉基督教有關。通過了親

身感受和體驗，更增強了我學習聖

經的自覺性和信奉主耶穌基督的信

心。

近一、兩年，我把聖經有關老

人和兒女的教導記下來，作我為人

處世、排憂解難的指南和準則，並

努力做到身體力行。通過近年來的

不斷學習和實踐，受益匪淺，並使我對上帝

的恩典有了更直接的認識、領會，真切地感

受到上帝是我的保護者和避難所。我的靈命

也漸漸增長，能平安、喜樂地度日。

下面與大家分享我所學到的聖經上有

關「老人與兒女」的教導摘錄：

一、對老人的教導

1.「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

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

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

篇九十 10）
我今年八十歲，按上述標準，可算強

壯，活著應該知足，要感恩。我常問天父：

「袮為甚麼讓我還存活在世呢？」

聖經上說：「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

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

意如何。」（以弗所書五 16 至 17）
活著對不信耶穌的人來說，可能僅為

了生存；但信主耶穌後的新生命就不僅是

為了生存，主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路加

福音四 4）我想，天父仍留我在世上，是因

為我的靈命還沒有成熟，所以要再給我一

段時間好好操練。當我理解、領悟到這點

後，就十分珍惜在世的每一天。兩年多來，

我堅持每天上午讀聖經，下午記筆記，晚

上聽聖經電台的各種講座（如空中神學院、

簡明神學等課程）。聖靈還常提醒我，要

幫助需要我幫助的人，哪怕只是一個微笑，

一句真切問候。

上帝又教導我們不要自誇，「你們有

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

裡住一年……。』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

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

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

『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

事，或做那事。』」（雅各書四 13 至 15）
所以，我的目標不是九十、一百歲，我只想

過好當今的每一天，向著上帝的真理和愛的

標竿直跑。

2.「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莊、自守，

在信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疵。又勸

老年婦人，舉止行動要恭敬，不說讒言，不

給酒作奴僕，用善道教訓人，好指教少年婦

人，愛丈夫、愛兒女，謹守，貞潔，料理家

務，待人有恩，順服自己的丈夫……以致凡

事尊榮我們救主上帝的道。」（提多書二 2
至 10）

我們大多數老人年輕時，邊工作邊養

育子女；年老退休後，還竭盡全力照料孫輩；

到了晚年，體衰多病時，理應得到子女的尊

重和照顧。天父也是這麼教導的，事實上有

不少作子女的亦是這樣遵循的，但往往也多

有事與願違的，這該怨誰呢？老人又該如何

來面對呢？學習了上帝的話語，我明白養育

子女是上帝給我們的責任，不是投資，愛不

求回報。養兒防老的觀念不是天國的理念，

不要計較兒女對你如何如何。

另外，你住進了子女的家，這家的主

人是你的子女而不是你，你雖然幹了不少

活，身分依然是客，要尊重主人。明白了

這些以後，我在兒子家經常提醒自己的身分

和位置，是客，是寄居的。因此對他們家

的事，基本上不聞不問，寡言少語，主動降

卑；凡事請示，遇事忍耐；不抱怨，不惱怒。

遇到問題或衝突，就禱告上帝，向天父陳

述，求天父指導該如何應對，求聖靈動工，

化解矛盾。實踐證明，這些年來在上帝的看

顧下，我和兒子沒有公開衝突過，雖然有時

也會彼此冒犯，都通過各自禱告，由聖靈幫

助解決。因此，原來不信也不會禱告的我，

成了時時、事事禱告，在生活中操練禱告，

並體會到禱告就是歡樂，禱告就是釋放、力

量，是解決困擾、苦楚、煩惱的良藥。

3.「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

了汁漿而常發青。」（詩篇九十二 14）
日前讀到宋美齡的侄子告訴《世界日

報》記者，宋美齡在曼哈頓最後的歲月裡

說：「我姊妹們死了，我的兄弟們也死了，

我不知道為甚麼上帝留下了我。」在整整一

週內，她每天都提起同樣的問題。有一天，

她似乎找到了答案，認為上帝留下她，是為

了讓她帶領那些沒有皈依耶穌基督的家人。

讀到這裡，我內心十分激動，她的話語銘刻

在我心中，我比她年輕，我該做些甚麼？

大部分從中國大陸來的老人，信主耶

穌時間不長，而受無神論的影響卻很深。在

靈命上仍處於兒童期，或成長期，要在新

我、老我的爭戰中取勝，並非易事。如不抓

緊時間，恐怕等不到開花結果，就要凋謝，

這是我所最擔心的。但我們的優勢是，有

富餘的空閒來讀聖經、聽道、彌補和追趕。

我們的生活負擔不重，可以放下一切向著真

理和愛的標竿直跑。而且現在是信息、網絡

時代，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只要我們

有意向，能抓住機會，還是可以做些傳福音

的工作。如在網上，每天我都會接到許多電

子郵件，內容豐富，五彩繽紛，高速地穿梭

於天南海北，把絢麗多彩、光怪離奇的世界

展現得淋漓盡致。對此我曾猶豫，該不該參

與傳那些屬世的事？透過思索、請教和不住

禱告，覺得基督徒不能放棄這一陣地；而是

要參與這個喜聞樂見的舞台，傳播上帝的福

音。因此我發出的郵件總盡量貼切地附些上

帝的旨意和話語，傳遞上帝的福音。

二、對作兒女的教導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以弗所書六 1 至 3）
「輕慢父母的，必受咒詛！」（申命

記廿七 16）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

親……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要尊敬那

真為寡婦的。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

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報

答親恩，因為這在上帝面前是可悅納的……

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

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更是如

此。」（提摩太前書五 1 至 8）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

服；因為上帝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

人。」（彼得前書五 5）
「虐待父親、攆出母親的，是貽羞致

辱之子。」（箴言十九 26）
「咒罵父母的，他的燈必滅，變為漆

黑的黑暗。」（箴言廿 20）
「戲笑父親、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

他的眼睛必為谷中的烏鴉啄出來，為鷹雛所

吃。」（箴言卅 17）
「在你中間有輕慢父母的，有欺壓寄

居的，有虧負孤兒寡婦的……到了我懲罰你

的日子，你的心還能忍受嗎？你的手還能有

力嗎？我──耶和華說了這話，就必照著

行。」（以西結書廿二 7 至 14）
「上帝在祂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

婦的伸冤者。上帝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

出來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詩

篇六十八 5 至 6）
以上的話，確實給老人帶來了許多鼓

勵和信心，也造福兒女。但這是上帝給兒女

們的教誨，不是給老年人作護心鏡和尚方寶

劍的，是上帝和兒女們立的約，要兒女自己

去領會和遵循。遇到不尊敬老人的，只能通

過不斷禱告，祈求聖靈開啟他們的心。萬事

互相效應，當面交鋒只會引起反彈，造成事

與願違。

總之，上帝要求我們老年人只「要順

從祂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參彼得

前書四 2）。上帝的旨意是我們「要常常喜

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帖撒羅尼迦

前書五 16 至 18）。這是我們老年基督徒隨

時隨地都可遵行的，也是蒙上帝喜悅的。

（文載自［中信］）

左邊：潘政喜牧師夫婦和徐松玉姊妹去巴拿馬探訪
羅金愛、李金勝暨韋饒元牧師師母（左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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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2011年3月，农夫山泉刚推出“东方

树叶”，“神秘”的口感劝退世人，好不容易

坚持到2016年，却荣获了当年“中国最难喝饮

品top5”。

现如今，2021年东方树叶占据五成以上中

国无糖茶市场份额，销量翻倍增长，连续多年

稳居无糖茶第一品牌。以至于到了2022年4月

，旗下一款限定新品上市，上线4天即被抢购

一空，甚至在闲鱼上引发高价拍卖。

此外，还有元气森林的横空出世。今年年

初，还有媒体曝出“两乐”（可口可乐与百事

可乐）力图在无糖赛道上围剿元气森林的新闻

。

针对以上现象，吴晓波频道新国货研究院

发布《口味与健康的博弈——新国货品类报告

：无糖饮料》（以下简称《无糖饮料新国货品

类报告》）。

这里既有针对无糖行业上下游的行业分析

；也有一些头部玩家们的经营方法分享。

而今天的文章，就重点为大家展示报告的

部分精华内容。

“无糖”真的又甜又健康？

关于无糖饮料，消费者讨论度最高的主题

是口味，其次是外观包装、价格及新鲜度等。

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讨论较少，大多数消

费者购买无糖饮料是为了解馋的同时，不增加

体重。

但面对无糖，许多人还是会担心，这些无

糖饮料是否真的零糖、零添加、零负担——即

喝了不会长胖？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无糖是不是零

糖。

答：“无糖”不等于“不含糖”。

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

签通则》规定，“无糖食品”是指每100克固

体或100毫升液体食品中含糖量不超过0.5克。

因此，“无糖”只是对食物中糖类的含量

进行了限定。

于是延伸出一个问题：既然无糖，为什么

很甜？

因为甜味剂。

市面上常见的甜味剂主要分为人工代糖、

天然代糖和糖醇类代糖几类。

但甜度与安全性相关联。

人工代糖主要分为糖精、甜蜜素、阿斯

巴甜等六个品种，具有甜度高成本低的特点

，但安全性上存在致癌和降低免疫力等潜在

隐患，目前已被美国、日本等国的卫生部门

禁用。

天然代糖主要从甜菊、罗汉果等自然植物

中萃取糖分，同样具有甜度高的优点。但同样

，甜菊糖苷的安全性未得到世界医学界的一致

认可，其致癌性在学术界仍存争论，且对男性

生殖能力可能造成影响，目前已被美国、欧盟

、新加坡等多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禁用。

与前两者相比，糖醇类代糖在安全性上，

对一部分糖醇不耐或摄入过量的人而言，容易

造成腹泻。

除此之外，依据目前的研究成果，糖醇类

代糖的安全性比其他几类都更高一些。

如今市场上，比较突出的是赤藓糖醇。

它的甜味正、口味好、吸湿性低利于延长

保质期，是许多品牌的首选代糖原料。

伴随着“无糖”风口的出现，我国的赤藓

糖醇产量从2018年的3.98万吨增长至2020年的

8万吨，幅度高达101%，赤藓糖醇在无糖饮料

产业链的上游占据了重要地位。

尽管如此，《无糖饮料新国货品类报告》

认为，它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为目前蔗糖

和果葡糖浆的比例高达市场份额的90%，人工

合成甜味剂和其他甜味剂合计仅10%。

谁在痛饮无糖？

小巴的一位90后时尚设计师朋友小吉曾

在上海工作，月收入2万左右，后来辞职回杭

州创业。

她对于身材皮肤管理有着专业极致的追求

。

如何极致呢？平时出门她全副武装，仿佛

养蜂人的样子，为了防晒，她可以毫不畏惧

“社死”。

如今，在她的工作室桌子上摆满了无糖气

泡水和无糖可乐。

像小吉这样的女生是近年来无糖饮料的核

心消费群体。

无糖饮料的消费者以 18 岁—30 岁的年

轻人为主，占总消费人群的 69.07%；性别

上，无糖饮料消费者中，接近七成为女性

；地域上，消费者主要集聚在一、二、三

线城市，占比达到 62.8%；偏好度上，一、

二线城市消费者对无糖饮料具有更强的偏

好。

那么，放满无糖可乐真的就是健康吗？

小巴想告诉小吉的是：

据人民网消息，一项研究通过长期随诊

发现：同样喝碳酸饮料，喝无糖胖的人更多

，得糖尿病的人更多。医生分析，0卡 0糖

饮品比普通饮品更健康安全，但心态上来说

，我们觉得无糖会多来两罐。此外，“0卡0

糖”饮品中含有刺激食欲的成分，反而会使

我们想吃东西，增加了肥胖、患糖尿病等风

险。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白开水肯定是最健

康的。如果之前并没有喝饮料的习惯，那么不

要因为代糖无热量而刻意饮用无糖饮料；但与

含糖饮料相比，“无糖饮料”无疑是更健康的

选择。

因此，“无糖”虽好，也切记不要贪杯。

毕竟，它的价格也确实不高。

根据《无糖饮料新国货品类报告》，1—5

元价格带的无糖饮料产品最受青睐。抖音平台

销量前100的无糖饮料产品定价主要集中在

1—5元，占比达73%。

无糖饮料只是年轻人的“安慰剂”？

持续三年的疫情生活，快乐自由退居二线，健康安

全被无理由置顶。

当小巴走进便利店，扫一眼货架上的肥宅快乐水，

再看一眼旁边的无糖气泡水，回想了下刚吃过的减脂餐

，摸了摸自己略圆润的胳膊，一番犹豫后，最终拿起了

桃子味无糖气泡水。

近年来，类似的情形不断发生，伴随而来的，是

“无糖”成为了新的饮料风口。

无糖饮料市场规模从2014年的16.6亿元增长至2020

年的117.8亿元，年增长率38.69%，七年增长609%，远超

饮料行业总增长率。

与此同时，2020年表示更愿意购买无糖产品的受访

消费者已高达78%，购买无糖或减糖饮料的人群渗透率

从2018年的36%提升至2019年的55%。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2022年 3月 20日，泰国最大的在野党“为

泰党”（前身就是他信创办的“泰爱泰党”）

，举办了一场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了一个重要

消息：他信的小女儿贝东丹，任命为“为泰家

庭”运动的负责人，负责组织“为泰党”成员

团结一致，赢下大选。

贝东丹.西那瓦在大会上非常煽情地发誓：

要帮助该党在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并组建政

府。

这意味着，西那瓦家族又要再战大选，再

度归来了！

而此时将贝东丹推到台前，和多年前他信

将妹妹英拉推到总理位置上，何其相似。

两度被赶下台的西那瓦家族，如今只有36

岁的贝东丹，已然成为了“复仇”的先锋。

还是不得不感叹，他信真是个不服输的家

伙。

当然，这也需要他信之前在泰国政界有着

足够深的根基，才能做到。

西那瓦家族之所以能成为泰国第一华人政

界家族，也不是突然崛起的，而是经过了几代

人的精心积累。

西那瓦家族原本姓丘，祖上是广东梅州来

的移民，因为在泰国扎根，就把汉姓改成了西

那瓦，泰语的意思是“循规蹈矩做好事”。那

个时候，大清都还没有亡。

这个家族传到他信，已经经历了四代人。

到了他信这里，家族几代经商，已经是富

甲一方。

他信的父亲罗特.西那瓦，是家族里第一位

从政的，他属于商而优则仕。1967年，他进入

清迈府议事厅，第二年担任了议事厅主席，第

三年当选为泰国国会议员。

正是父亲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人脉，给了

他信一个高起点。

1973年，从泰国警官学校毕业的他信，在

总理府警察局担任皇家少尉，不久得到了公派

留学的机会，在美国拿到了刑事司法硕士学位

后回国，迎娶泰国警察总长的女儿为妻。靠着

政治上的权力，他拿到了泰国电信的“特许牌

照”，创立了泰国最大的电信服务商AIS通信

，闭着眼睛赚钱。

AIS 通信就是泰国的“中国移动”，这家

公司带给他信巨大的财富，成为了他日后进军

政坛的资金池。

1998年创建泰爱泰党，他信所用的资金就

是出自这个公司。

他信不愧是一个政治上的天才。

他把自己的定位看得很清楚，在王权和军

队之间，找到了另一条路，那就是更为广大的

群众。

当时泰国经济经过了十几年迅猛发展，在

80年代成为了“亚洲四小虎之一”，但是，经

济发展的受益人，只局限于占全国人口20%的

特权和中产阶级。这些人都居住在城市，享受

着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而泰国80%的农村人

口，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权利与之天差地

别。

他信正是将战略放在了农村，放在了团结

另外80%的民众，才能够在王权和军队的缝隙

间寻找到壮大的机会。

2001年，他信凭借着泰爱泰党巨大的影响

力，被选为首相，开始制定一系列“草根政策

”。比如向中产以上阶级征收更多税款来支援

农村的建设，给予农民更多的政治权力，鼓励

他们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争取自身利益，分享经

济红利。

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激活了平民的政治

觉悟，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诉求，形

成了他信最大的支持团体——红衫军。

另一方面，他信也对军队下手，在军中安

插自己的亲信，削减军费，限制军队经商，最

终的目的是将“军队国家化”，根除军人干政

这一痼疾。

但这就触动到了军队和王室的权力。哪怕

他信能够得到群众的选票，把他选为总理，但

是泰国真正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军队和王室手

中。所以之后只要找到机会，军队发动一场政

变，就可以轻易将他信赶下台。

已故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他信

将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资源转移给贫民大众，

让泰国底层意识到了鸿沟的存在，因此颠覆了

泰国政治现状，并遭到原有精英统治阶层的反

扑。”

这段评价确实一语中的。

不过，他信多年经营的势力，西那瓦家族

的盘根错节，不是那么轻易能够撼动的。不管

军队和王室如何掌握实权，泰国毕竟还是一个

“民主”国家，选票在政治游戏中还是起着很

大作用的，所以西那瓦家族只要能够有选票的

支持，就无法被连根拔起，甚至总有一天，会

卷土重来。

2011年英拉被推上总理的位置，就是最好

的证明。

下一个“英拉”？

他信和英拉都已经流亡海外，但西那瓦家

族依旧在泰国有着足够的势力和支持人群。

这一次，他信又将小女儿贝东丹.西那瓦推

到了台前，她会成为下一个“英拉”吗？

1986年出生的她，毕业于朱拉隆功大学，

获得了政治学学位，之后又获得了酒店管理专

业的硕士。后来她负责了西那瓦家族几乎所有

和“酒店”二字沾边的产业。在姑姑英拉流亡

之后，她还接手了原来英拉负责的 SC Asset

Corp，一家房地产公司。

可以说，在此之前，贝东丹.西那瓦还在商

场打拼，几乎毫无从政经验。

但，这又如何呢？

英拉当年不也一样直接从总经理变成了总

理？

为西那瓦家族的女儿，这就是英拉和贝东

丹的宿命，她们注定要为家族在泰国政坛“斩

将夺旗”。

我想，那些西那瓦家族的老对手们，如今

肯定既怒且惊：这家人怎么就这么百折不挠呢

？

英拉侄女的“复仇”？
泰国华人政界第一家族再度归来

在泰国华人里面，从来都是经商的居多，比如泰国的首富，多年来一直都是华人坐庄。随着

华人地位的逐渐提升，跳出商界，投身政坛的也越来越多。这其中，西那瓦家族绝对是华人政界

的第一家族。

西那瓦家族一共出过三位总理，他信、英拉和颂猜。

颂猜属于西那瓦家族的女婿，只做了不到三个月的总理。而真正让西那瓦家族在泰国政界扬

名立万的，也是最核心的人物，要属他信。

他信在1998年创办了“泰爱泰党”，不出几年就成为了泰国最大的政党。2001年以压倒性的

优势当选为泰国总理，2006年遭遇军方政变下台流亡。

2011年，西那瓦家族又有一人当选了总理，这便是他信的妹妹英拉。2014年，又被军方发动

政变赶下台，和哥哥一起流亡海外。

尽管遭遇了两次政变，两位核心人物被迫流亡，但西那瓦家族绝对没有这么轻易被打倒。

在他信千里之外的运筹帷幄下，这一次，他把家族的希望，放到了自己的小女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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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是母亲节，人们歌颂

母亲是温暖的化身，更觉得她们

是勇敢的象征。分娩痛、哺乳难

、“鸡娃大战”的焦虑、更年期

症状的折磨，都反映在现实生活

中成为一位母亲的难。母亲节前

夕记者走近多位母亲，了解她们

作为母亲经历过的真实难题，并

采访西安市红会医院麻醉科、妇

科、精神心理科多位专家为母亲

们支招。

讲述者刘静：分娩痛

有人说，生孩子的痛是要让女

人承受相当 20 根骨头同时骨折的

疼痛。知道如此，我在生产前做好

了攻略，反复练习如何用呼吸法缓

解疼痛，什么时候吸气、什么时候

呼气，记得清清楚楚。可真到了生

孩子那天，刚开始宫缩还能通过调

整呼吸缓解疼痛，越往后痛感越强

烈，完全没有半点多余的理智可以

用来控制自己的脑子。

两指之后，我彻底痛到不行，

死命地抓住床杆，每隔一两分钟

就问助产士扩到几指。家里人一

直想办法转移我的注意力，可我

什 么 都 听 不 进 去 。 床 杆 就 像 是

“救命稻草”，我死死得抓住生

怕自己泄了气，挺不过下一次宫

缩。就这样经历了 10 个小时宫缩

，到了生产时经历侧切和缝针都

已经麻木了。

■无痛分娩可以让分娩不再是

“受难”

无痛分娩在医学上称为分娩镇

痛，由专业的麻醉医师从脊椎外

层的硬膜注射麻醉药。硬膜外麻

醉，是医生在分娩妈妈的腰部硬

膜外腔放置药管，一般麻醉 10 分

钟左右，疼痛就开始降低，是目

前大多数医院普遍采用的镇痛方

法。很多人担心麻醉药物有副作

用，其实分娩镇痛时，用药的浓

度是比较低的，一般药管中麻醉

药的浓度大约只有剖宫产的 1/5，

安全性很高，产妇完全不需要顾

虑。而且药物基本不会通过胎盘

屏障，就算药物代谢进入胎盘，

那时候孩子也早已经生出来了。

无痛分娩可以让产妇在骨盆腔肌

肉放松、产痛减少八九成的情况

下，头脑清醒，活动相对自如，

可以更好地配合医生做各种检查

，也能在清醒的状态下自我调整

呼吸、用力，使分娩更加顺利，

对孩子和产妇都有好处。

讲述者党娟娟：哺乳难

书上说，孩子一出生就尽快要

贴身喂奶，我照做了；尽量多吮

吸，我也照做了，但就是没奶。

“你没奶，让孩子吃点奶粉吧。

”“她吃不饱，你别饿着她。”

“她都黄了，不多吃奶排不掉黄

疸的。”身边家人的催促，再加

上新生不满三天的软绵绵的孩子

，会在任何时候迸发出响亮的哭

泣，都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好不

容易开奶了，结果来自乳房的疼

痛让我感到更痛苦。一天数次的

塞进拔出，即使是孩子尚且幼嫩

的上下颚，依然让我感受到针刺

一样的尖锐疼痛。乳头被吃破了

，咬着牙接着喂，结痂，流血，

再结痂……每一口吸吮仿佛都是

酷刑。那段时间，孩子一旦从熟

睡中醒来、哭出声来，我就开始

感受到胸前的紧张。

细数整个哺乳期的困难，除了

开奶，哺乳期夜奶的辛苦、奶水

不足的困扰都是坎儿；更别提遇

上涨奶、堵奶、乳腺炎……哺乳

才算是成为母亲最难渡的劫，熬

过了生理关的母乳妈妈，每一个

都可以说是英雄。

■别把母乳喂养当成是妈妈一

个人的事

母乳喂养对婴儿和母亲都有好

处，但母乳喂养不是妈妈一个人

的事，她需要知识的准备、需要

家人、社会关系的支持。

家人要给母乳妈妈更多理解、

支持，不能一味地说母乳妈妈奶

水少、奶不好，要正确认识母乳

问题，为妈妈分担喂养宝宝的工

作；社会要为母乳妈妈提供更多

硬件支持，比如母婴室配备等；

医护工作者提供更多母乳喂养科

普教育，教会母乳妈妈科学饮食

，减少很多人认为“下奶”的大

量汤水摄入，养成“菜肉蛋类均

衡搭配，吃饱就行不要吃撑了”

的正确饮食习惯；每个普通人，

遇到母乳妈妈时，也要尽量为她

们保留隐私空间。

讲述者胡丹妮：“鸡娃大战”

的焦虑

以前大家说压垮一个母亲，只

需要一个“家长群”；而今，网上

又说了，彻底压垮一个成年人并使

其永无翻身之日，只需要一个“鸡

娃群”。用打鸡血的方式教育小孩

，“鸡娃大战”这四个字确实生动

形容出这届母亲育儿的疯狂程度。

每次听到朋友家的孩子上了好大学

、同事家的孩子有了新技能，我就

着急，不自觉地就开始心慌、焦虑

。如果再看到自己家孩子拿回一张

不满意的考卷，那更是抓心挠肺、

血压飙升。

■不要把孩子当成生活的唯一

寄托

缓解教育焦虑一方面需要推进

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的

教育评价改革，另一方面需要让

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对孩子的成长有合理期待。不

要把孩子当成生活的唯一寄托，

这样不仅会给自己，也会给孩子

带来心理负担。日常生活中应抱

持乐观的态度跟孩子谈学习，给

孩子以信心，说一些欣赏和鼓励

的话语。在规划学习目标时也不

要定得太高，否则容易造成心理

上的挫败感，影响自信心。当然

，焦虑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缓解

焦虑同样需要时间，不要急于一

时，可以慢慢做出改变。如果长

时间不能缓解，可以进行相关心

理咨询。

讲述者顾娥霞：更年期的折磨

近一年来，我听到家人对我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更年期了

吧！？”我也知道自己的脾气越来

越大，但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只会更

生气。现在的我吃不好、睡不好，

起初每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后

来每晚连两个小时都睡不了，而且

睡觉时还会出一身汗，总感觉心慌

头晕。前些天的一个早晨，我感觉

自己心跳速度很快，测量血压也显

示偏高，到医院做了检查，被诊断

为更年期综合征引起的高血压。听

到这个词，我更难受了，总觉得这

就是个“贬义词”，就是说女性脾

气不好。

■不要把“你更年期了吧”挂

在嘴边

女性到了更年期易发年龄段时

，家人一定要多加关爱和理解，

不要把“你更年期了吧”挂在嘴

边。在出现症状时应该及时干预

，到医院对症治疗，通过药物补

充激素。平时做好预防应对措施

，比如适度增加运动，控制体重

。在饮食上注意科学饮食和膳食

均衡。更年期女性因为卵巢激素

分泌不足，容易流失骨质，所以

补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充足的

钙质还能避免夜间盗汗、腿部抽

筋或情绪沮丧。处在更年期的中

年女性生活中也要学会控制怒气

，多向家人、朋友倾诉，减少心

理压力，尽量保持愉悦的心情与

良好的社交关系。

母亲节要到了 让我们一起了解做母亲到底有多难

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應哈里斯郡政府之邀應哈里斯郡政府之邀
本周二在郡政府法庭上為大家祈福本周二在郡政府法庭上為大家祈福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之間到處
處紅花綠葉，生意盎然的春天
了。

自然大地的變化，季節的
運轉，人類也必須經歷生、老
、病、死的過程。

而臨終關懷就是在人類必
經的全過程中，給予真情的關
愛與尊重。

為了讓我們生命活得更有
價值和意義，【陽光下的臨終
關懷】講座，讓您從臨終關懷
的抉擇到醫療團隊的介紹、探
討從法律文件準備、長期護理
保險的重要、宗教信仰的衝突
、家人心態的調適等個案解說
，得到沒有遺憾的人生。

講師簡介：
蕭瑛嫃 心靈輔導師 Alice

YJ Hsiao

AIHCP Certified, Nutri-
tional Science B.S., M.A.

曾在復健中心、老人中心
、臨終關懷中心、做心理/心靈
輔導。

成立 Healing Hope Spiritu-
al Counseling Inc

專注於婚姻諮詢、青少年
輔導、心靈紓解、家居輔導、
臨終關懷

休士頓花藝學院認證的花
藝設計師，善用插花藝術與心
靈結合來舒壓身心健康與愈合
。

【陽光下的臨終關懷 】-
線上同步課程 報名中

對象：想了解臨終關懷的
您

語言：華語授課
費用：免付費線上課程
地點：開課網址和密碼可

於課前12小時內登入學會帳號
查看 （學會亦會發送e-mail至
您的e-mail信箱）

報 名 ： 請 至 https://stuf.
life/online-courses 註冊帳號 並
報名

（報名於上課前24小時截
止）

時間：美國 2022/05/21 (
週六)

5-6:30 PM (PDT)；6-7:
30 PM (MDT)

7-8:30 PM (CDT)；
8-9:30 PM (EDT)

台灣 2022/05/22 (週日)
8-9:30 AM

線上課程，全球皆可報名
參加，請自行換算時間

歡迎轉發、邀請親朋好友
報名來一起學習。

【陽光下的臨終關懷】報名邀請

如果美國高通脹不迅速改善拜登政府會在中期選舉中落敗如果美國高通脹不迅速改善拜登政府會在中期選舉中落敗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近期，美國高
通脹愈演愈烈，人們對市場失去信心，觸發
美股暴跌。高通脹同時不可避免地推高了本
已高位的油價；這使得美國人獲得必需品的
生活變得更加艱難。由於市場擔心美聯儲通
過激進加息遏制通脹可能引發經濟衰退，美
股近日下跌之勢愈演愈烈。五月11日 (週三)
，美國三大股指已5個交易日連續下跌；道
指跌1.02%，報31834.11點；納指跌3.18%，
報 11364.24 點；標普 500 指數跌 1.65%，報
3935.18 點。與去年十二月的生活相比，美
國食品價格上漲9.4%，創1981年4月以來新
高。同期，能源價格上漲30.3%，二手車和
新車價格分別上漲 22.7%和 13.2%，機票價

格 上 漲 33.2% ， 為
1980 年 12 月以來最
大同比漲幅。

與去年十二月的
生活相比，美國食
品價格上漲 9.4%。
同期，能源價格上
漲30.3%，二手車和
新車價格分別上漲
22.7% 和 13.2% ， 機
票價格上漲33.2%，
為 1980 年 12 月以來

最大同比漲幅。
蘋果公司是第一大股票市場受害者

，蘋果公司受累於美股拋售潮，導致蘋果股
價大幅下跌。蘋果股價迄今已經下跌了約
17％，其市值一夜蒸發 1296 億美元，總市
值降至2.371萬億美元。相反，五月11日，
原油再次大漲，WTI 6月原油期貨收漲5.95
美元，漲幅5.96%，報105.71美元/桶；布倫
特 7 月原油期貨收漲 5.05 美元，漲幅 5.05%
，報 107.51 美元/桶。高通脹對美國人來說
是個可怕的問題，如果高通脹不迅速改善，
拜登政府可能會在中期選舉中落敗。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應
哈里斯郡郡政府Lina Hidalgo法官之邀，於本周二（5月10日）
上午十時，在Harris County郡政府行政大廳的法庭上為大家祈福
。

見曇法師以 「叩鐘偈」～ 願此鐘聲超法界
鐵圍幽暗悉皆聞
聞塵清淨證圓通

一切眾生成正覺
為大家唱頌祈福。並以英語祈福，內容如下：願一切身心受

苦的眾生早日解脫！ 願受驚者不再懼怕！願被束縛者自由，願
無能為力者獲得力量！願那些發現自己處於無路可畏的荒野中的
人、孩子、年齡未受保護的人，得到利益和開悟的眾生菩薩的保
護。願他們早日成佛！ 願此禱文為哈里斯縣帶來和平、和諧與
繁榮，願佛陀的智慧與慈悲與你同在。

李雄代表 「亞裔商會」在開庭之前發表演說，特別提到每年
五月是 「AAPI」的 「亞裔傳統月」Lina Hidalgo 當天特別嘉勉亞
裔，並頒發 「亞裔傳統月」的祝賀文告，由今年 「亞裔商會」會
長李雄代表接受。當天陪同法師前往的還有中台禪寺的見髦法師
，李雄顧問， 「中台國際禪修中心德州寶塔禪寺護法會」會長王
詹修慧，及 「普德精舍護法會」副會長呂敏慧及呂傳誠等人。

圖為圖為 「「中台禪寺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本周二在住持見曇法師本周二在
哈里斯郡法庭祈福的情形哈里斯郡法庭祈福的情形。。

圖為圖為 「「中台禪寺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本周二在哈里斯郡法庭祈福的住持見曇法師本周二在哈里斯郡法庭祈福的
情形情形。。

為為 「「亞裔商會亞裔商會」」會長李雄在法庭上介紹每年五月的會長李雄在法庭上介紹每年五月的
「「亞裔傳統月亞裔傳統月」」活動活動。。 為哈里斯郡法庭開會盛況為哈里斯郡法庭開會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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