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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聞

三星堆又“上新”了！根据报道，在四川

举办的“巴蜀青铜文明特展”中，会有很多新

出土的三星堆文物亮相，而这些文物中的很多

，看起来都很特别，比方说，除了有此前已经

引发过热议的“奥特曼”青铜器，以及“诸葛

亮”青铜器之外，还将展出一个外形酷似“机

器狗”的青铜神兽。

据悉，这件外形极像是现代“机器狗”的

青铜器，它是从三星堆的三号祭祀区出土的，

因为年代久远，这件青铜器并不完整，它的尾

部、耳部、后肢等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残缺和

破损，然而，仍然可以看出它的整体造型，好

像是一只小狗造型的“仿真机器”。

对于从三星堆中发现的这些“现代”造型

青铜器，不少人都觉得，三星堆文明曾经可能

存在“时间旅行者”，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

现代化的模具，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三星

堆真的有“穿越者”吗？

目前，人们从猎奇的角度来分析，对于三

星堆文明的猜测，一个是认为它可能是和“穿

越者”有关，另一个猜测就是认为三星堆文明

有可能是“外星人”留下来的。

先说第一个猜测。虽然不少科学家都认为

，在未来人类会打破时间的禁锢，发明出可以

进行“时间旅行”的机器，不过，这并不意味

着，世界上就真的有“穿越者”，毕竟这些都

是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

至于为何在三星堆的发现中，有很多看起

来类似于现代产物的青铜器，其实这些都是

“巧合”罢了，不可能是“穿越者”留下来的

。

那么，三星堆真的是“外星文明”吗？

很多人怀疑三星堆和外星文明有关，主要

是因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看起来模样太

奇怪了，不过，事实上这种猜想也已经多次被

有关专家辟谣了，表示制造“大、奇、特”的

物品，是古人类的迷惑行为之一，和外星文明

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研究者认为，三星堆这些看起来非常奇怪

的青铜面具，有可能是来源于古蜀人的一种信

仰崇拜，在他们的心目中，神灵应该就是这幅

模样的，所以，古蜀人才会在制造青铜面具的

时候，将它们制造成自己心目中神灵的模样。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古蜀人心目中的神

灵模样，不应该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大概率是

存在的参考物，这也让很多人怀疑，在地球历

史上，曾经有外星文明到访过地球，而且一度

被古人类认作“神灵”，不过，这种猜想目前

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那么，三星堆文明究竟是西来文明，还是

本土文明呢？

在研究三星堆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曾经有

不少人认为，它是属于“西来文明”，这是因

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与其它同期的古文明

之间，存在着不少的相似之处。

不过，我国学者却对这种猜测并不认同，

认为三星堆文明就是我国的本土文明，至于为

何会与同期的古文明相似，研究认为，这是因

为古人类的发展大同小异，从而导致不同地区

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文明现象，自然，在艺术

品的制造方面，也就会看起来差不多了。

那么，作为本土文明，三星堆文明又起源

于哪里呢？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很可

能是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从出土的一期文化

来看，很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氐羌文化，这个

发现也让不少学者认为，华夏文明的起源并不

是在我国中原地区。

那么氐羌文化又是出现在何时呢？目前的

考古认为，氐羌文化出现在5000多年前，从出

土的彩陶制品来看，和当时遍布欧亚大陆多地

的古文化，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文明圈，从起源

地来追溯的话，氐羌文化最早应该是出现于我

国甘肃一带，随后，经过迁徙，经过我国陕西

地区，进入到蜀地，最终形成了古蜀文明。

那么问题来了，网上很多人都说，三星堆

文明和夏朝有关，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在国际上，虽然研究认为我国的文

明是从商开始的，不过，我国学者却认为，我

国的文明起源应该是从夏朝开始，当然，夏朝

因为证据不足，这也导致在国际上不被认可。

那么，三星堆有可能和夏朝文明有关吗？

目前，的确有这种猜想，有考古学家认为，夏

朝很可能就是起源于三星堆，这里不仅是夏朝

的发源地，而且也可能是夏朝的龙兴之地，而

且从文明高度的情况来看，三星堆文明是要远

高于商和周的，这里也留下来另一个未解之谜

：既然三星堆文明曾经高度发达，为何他们没

有延续下来呢？

当然，这其实也与三星堆文明还没有完全

展示在大家面前有关，相信未来伴随着新的考

古发掘，这些问题都将被一一解答，让我们拭

目以待吧！

三星堆发现
“机器狗”青铜神兽

休城工商

進入老年以後，身體
各功能大大下降，比如循
環系統出現障礙，免疫力
下降等，使老人的健康和
生命遭到各種健康隱患威
脅。野花牌綠蜂膠功能齊
全，沒有任何副作用，是
維護老年人健康的佳品。

益血管：綠蜂膠素有
“血管清道夫”的美譽。
其中含有大量的黃酮類物
質和蕓香甙能明顯降低血
脂含量、降低血管增厚變
脆等風險；綠蜂膠還含有
煙酸具有降低膽固醇的作
用。

益神經：很多老人都

有出現失眠、記憶力減退
等現象，其實這些都是神
經系統紊亂作的怪。在臨
睡前服用綠蜂膠具有安神
助眠的作用。

益免疫：免疫力低下
，是老年人健康出現問題
的主要原因之一。綠蜂膠
是很好的免疫調節劑，其
中的黏多糖成分能有效的
提高免疫力，有助老人遠
離健康威脅；同時還是高
營養物質，能從根本上改
善老年人的體質。

益代謝：過多的自由
基是導致衰老和身體出現
問題的重要因素。綠蜂膠

能清除自由基，延緩衰老
，讓老年人的機體充滿青
春活力，保持旺盛的精力
。

益營養：巴西頂級綠
蜂膠是一種高活性的營養
物質，含有400餘種營養成
份，且絕大部分營養物質
的配比都與人體十分相似
，其中的氨基酸、蛋白質
都是以遊離形式存在的，
極易被人體吸收。

益全身調節：許多中
老年人大都患有多種問題
。綠蜂膠可對人挺進行全
身多方位的調整，在輔助
治療的同時進行保健。

益長壽：一般常年食
用綠蜂膠的老年人，大多
紅光滿面，精神矍鑠，反
應敏捷。綠蜂膠不僅可以
為老人補充營養要素，還
能提高免疫力、增加新陳
代謝、調節內分泌。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
詢熱線：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Email： service@royalnatu-
ral.ca

網站: www.royalnatu-
ral.ca 網上中文快捷訂購！

野花牌綠蜂膠理想的降血脂天然品野花牌綠蜂膠理想的降血脂天然品
高血脂癥可引起胸悶、心悸、暈旋、手腳

麻痹、冰冷、腹脹和昏睡等癥狀，它常合併見
於血壓升高，血糖升高，脂肪肝等。降低血脂
水平是預防和治療其他常見病癥的重要而有效
的手段。

如何有效降低血脂？如何平衡各種降血脂
方法的利弊？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降低血脂
的方法？這些無疑是人們最關心的。高血脂癥
的治療原則是飲食療法+運動療法+藥物療法。
目前還沒有很合乎生理要求的降脂藥物。多數
降脂僅有短時療效，停用藥物後血脂往往又反
跳升高，而長期用則出現明顯副作用。因此，
自然療法成為醫學家探尋的目標。當科學家們

發現巴西綠蜂膠降血脂療效顯著而穩定，且無
不良反應，立即受到關註。

臨床研究顯示綠蜂膠使血脂下降35%，總
有效率達80%以上：中國九家權威醫學院及附
屬醫院聯合進行了蜂膠治療高血脂的臨床研究
，在停止其他降低血脂藥的情況下，給高血脂
病人每天服用3次蜂膠，療程2～3個月，結果
患者的血清甘油三脂、膽固醇均顯著下降，平
均下降35%左右，總有效率在80%以上，且出
現持續、累進的作用，更可喜的是對頑固性高
血脂患者也有效。

顯著改善血液循環，預防心率不齊、腦部
血液循環障礙的發生：過多的血脂成為血管內

的垃圾，造成血液粘稠度增高，血管阻塞，引
發心率不齊或卒死。中國“九五”研究和日本
、巴西和歐美等國的研究均發現，蜂膠在降低
血脂的同時，使血液粘滯度、血小板黏附聚集
、紅細胞壓積、纖維蛋白元等血液流變學指標
顯著改善，淨化血液。從而，起到預防心率不
齊和腦部血液循環障礙的發生。

綠蜂膠使心腦微循環發生障礙率顯著減少
。高血脂可使心腦微循環意外增多，血脂水準
下降1%，因心腦微循環障礙的死亡率可下降2%
，因此，降低血脂水準是預防和治療心腦微循
環障礙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醫學家證實高血
脂癥患者在使用綠蜂膠後，使心腦微循環障礙

的發生率可下降10～23%，起到血管清道夫的
作用。實踐表明，蜂膠有效防治或延緩血管狹
窄和阻塞，從而對心腦微循環障礙的改善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這也正是綠蜂膠得天獨厚的
魅力所在。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
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對老年人的益處對老年人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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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2年6月3日（星期五）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倚美謀獨”跳得越高摔得越慘
外交部正告民進黨當局：

台學者：所謂“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未達成任何實質性成果

有記者問：據報道，1日，美國副貿易代表
比安奇同台方代表舉行視頻會晤，宣布啟

動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蔡英文稱，倡議
啟動是台美經貿關係的重要進展。發言人對此
有何評論？

美方涉台動作頻頻伎倆不斷
趙立堅說，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建交國與台

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包括商簽具有主
權意涵和官方性質的協定。“近期美方在台灣
問題上動作頻頻，伎倆不斷，實質都是違反一
個中國原則，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氣，
攪亂台海和平穩定。”

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
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社
會共識，更是美方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作出
的鄭重承諾。美方執意打“台灣牌”，只會將
中美關係帶入危險境地。

趙立堅表示，美方應該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
台官方往來，停止與台商簽具有主權意涵和官

方性質的協定，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
何錯誤信號。“我們也要正告民進黨當局，趁
早打消‘倚美謀獨’的算計，否則跳得越高，
摔得越慘。”

國台辦：促美恪守一中原則
針對民進黨當局1日宣布與美國共同發起

所謂“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2日應詢表示，民進黨當局為謀“獨”
政治私利，不惜犧牲島內企業和民眾的利益勾
連外部勢力。我們堅決反對美國與中國台灣地
區商簽任何具有主權意涵或官方性質的協議。
我們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企圖打“台灣牌”，
阻止中國統一和民族復興，不會得逞。

台當局官員宣稱，所謂“倡議”是台美經
貿關係“重大突破”，台媒則引述學者解讀
稱，新倡議是“迷你印太經濟框架”概念，重
要性遠大於台灣加入印太經濟框架（IPEF）。

美料要求台作更多開放承諾
台灣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接受記者

訪問時表示，在印太經濟框架首輪名單沒有納
入台灣後，所謂“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更像
是美國另外為台灣發明的內容，當中協商議題
亦涵蓋架構現有項目。

他指出，不同於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
該倡議未觸及關稅減免和市場准入兩個最重
要問題，也尚未達成任何實質性成果，要說
成“一大步”甚至“重大突破”則言過其
實。

島內輿論注意到，倡議發布內容仍是過去
一年多來拜登政府貿易政策的談話要點匯集，
和美國剛宣布啟動的印太經濟框架一樣，有要
求、沒利多，還帶着一抹“抗中”色彩。美方
沒有給出任何具體承諾，台灣仍在配合美國現
階段政策需要，台美經貿關係看似“有改
變”，但難說“真進展”。

林祖嘉分析稱，美國本質上考量的還是自
身利益，除了沒有提供市場准入機會及授權關
稅談判，像倡議裏提到的農業、公營企業、非
市場政策與做法等內容，也說明了當台美展開
經貿磋商後，美方勢必會要求台灣作出更多開
放承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

社及中通社報道，針對美國方

面近期相關涉台消極動向，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 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美方執意打“台灣牌”，只會將

中美關係帶入危險境地，他敦促美方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規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

來。“我們也要正告民進黨當局，趁

早打消‘倚美謀獨’的算計，否則跳

得越高，摔得越慘。”

蘆
山
地
震
1.3
萬
人
受
災

搜
救
安
置
全
面
展
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救援通
道及時開啟、塌方道路迅速搶通、應急電
力現場保障、安全帳篷快速搭建、醫護人
員有序施治……6月1日17時00分，四川
雅安市蘆山縣發生6.1級地震；17時 03
分，雅安市寶興縣發生4.5級地震。地震發
生後，四川省委省政府緊急部署動員，各
方救援力量極速馳援震中。震區現場搶險
救援隊伍有序排險施救，受災群眾得到妥
善安置。財政部、應急管理部2日向四川
省緊急預撥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3,000萬
元人民幣，支持地方開展抗震救災工作。
截至2日15時，四川蘆山6.1級地震共造成
1.3萬人受災，4人遇難，41人受傷。

前方救援指揮部已組建運行
2日零點，在蘆山縣太平鎮太平中學

安置點，記者看到，前方救援指揮部已經
組建運行，一批藍色帳篷已經搭建完成，
照明燈高高豎起，飲用水、方便麵、棉被
等物資已經到位並有序分發，醫療隊正展
開現場工作。首批進入安置點的老人、婦
女、兒童以及在校學生被優先安排住進帳
篷，一些年輕人主動幫助救援人員繼續搭
建帳篷、分發物資。

在寶興縣體育館安置點，夜間室外溫
差讓記者感到陣陣寒涼。記者看到，約
300名受災群眾已經轉移入住安置點，其
中有七八十歲的老人，也有兩三歲的幼
兒。他們已經打好地鋪，蓋好棉被保暖。
現場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正在從門外運輸車
上卸下生活保障和防疫物資，並搬運進
來，有序分發給現場群眾。寶興縣前方救
援指揮部工作人員介紹，目前該縣已經設
置3個這樣的安置點，受災群眾已陸續轉
移其中。

“櫃子都倒了，嚇慘了！”回想起地
震時的情景，70歲的徐淑華老人心有餘
悸。地震來臨時，徐淑華和兒媳、兩個5
歲的孫子女正在家中。他們所住的高層樓
房搖晃得很厲害。跑下樓的4人在現場工
作人員指引下，步行10多分鐘來到寶興縣
體育館安置點。“這裏有水、方便麵，還
有棉被，不會挨餓受凍。”徐淑華說。

記者了解到，地震發生後，當地政府
緊急展開救援工作。同時，來自雅安震區
附近的成都、樂山、甘孜等地的應急、民
政、武警、消防、交通、地質、公安、醫
衞、電力、通信、金融、紅十字會等力量
紛紛主動響應，第一時間趕赴震區開展救
援工作。記者在趕往震區途中看到多支救
援車隊疾馳前往，高速公路出入口均設立
救援通道，一路交通暢行。

◆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指，世界
上 只 有 一 個 中
國，台灣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圖為台
北市南門市場店
家推出20多種中
國各地口味的糉
子 ， 有 台 灣 糉
（南部糉、北部
糉、客家糉）、
廣東糉等供民眾
挑選。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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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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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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星期五）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人行：加大流動性投放力度
加快出台支持跨境電商等外貿新業態跨境人民幣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
海市經信委公布，將加快5G和千兆光網“雙千
兆”網絡建設，至今年年底累計將建設6萬個5G
室外基站，並對重點區域採用微站、室分相結合
的方式進行5G網絡深度覆蓋。上海還發布《上
海市“千兆助力，雲網惠企”行動計劃》，降低
企業通信成本，幫助企業復工復產。

受疫情封控影響，不少中小微企業沒有經營
生產，面臨着生存壓力。上海將通過降低企業寬
帶資費、實施“欠費不停機”、減免特困行業寬
帶費用，免費升速商務寬帶到500M等服務，幫
助企業渡過難關。預計到2022年底，中小微企
業寬帶和專線平均資費下降10%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外匯局將靠前發
力、適當加力，進一步加大穩健貨幣政
策實施力度，提振投資者持股過節的信
心。端午小長假前最後一個交易日，滬
深大市低開高走、震盪向上，三大指數
均以紅盤報收，滬綜指報3,195點，漲
13點或0.42%；深成指報11,628點，漲
77點或0.67%；創業板指報2,458點，
漲29點或1.21%。值得注意的是，科創
50指數升幅遙遙領先，向上4.68%。兩
市共成交 8,917 億元（人民幣，下
同）；北向資金合計淨買入近32億元，
為連續5個交易日淨買入，本周累計淨
買入逾253億元。

北向資金本周淨買入逾253億
盤面上，科技股強勢上攻，半導

體板塊飆5%；汽車整車、風電設備、
汽車零部件板塊暴漲4%；電池、光伏
設備板塊拉升3%，位居升幅榜前列。
煤炭板塊挫3%領跌兩市，航運港口、
採掘、商業百貨、房地產、石油、旅
遊酒店、釀酒板塊跌超1%。

不過，信達策略提醒，短期來
看，市場依然沒有度過反轉到反彈的臨
界點，未來半個月到1個月可能仍是震
盪格局，需等待二季度末或三季度初的
反轉信號。西部策略則分析，5月以來
在政策支持下，投資者情緒得到較大提
振，估值相對較高板塊取得了明顯的超
額收益，6月市場關注點將由政策預期，
逐步回歸經濟金融數據驗證，這也意味
着交易節奏將逐步趨緩，交易風格也將
更加均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評級機構惠譽確
認中國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IDR）為
“A+”，展望為穩定。惠譽認為，中國的外部金融
環境保持堅韌，宏觀經濟亦具有彈性，且加上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的身份，都足以支撐中國獲得“A+”
的評級。

惠譽指，現階段中國內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3
月以來堅持“動態清零”政策，令多個大城市經濟
活動受影響，導致月度活動指標降至2020年初以來
最低水平，如房地產行業依舊表現疲弱。該行早前
預估今年經濟為增長4.3%，但相信經濟增幅的下行
壓力仍在加大。近期中央推出33項舉措穩經濟，惠
譽相信，內地會繼續維持寬鬆的財政政策，料全年
財政赤字預計將從2021年佔GDP的 4.5%提升到
7%。政府還將加快已下達專項債券發行使用進度，
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隨着經濟復甦，料2023年
內地赤字率將收窄至5%。

此外，接下來幾個月的信貸增長也將顯著增
長。惠譽表示，內地的宏觀槓桿率，將在2021年溫
和下降至GDP的264%後出現雙位數的增長，到
2023年才會回穩。但屆時企業槓桿率若仍居高不
下，未來有機會增加主權級的偶發性風險。惠譽又
估計內地最快要到2023年才有望改變“動態清零”
政策，屆時經濟將繼續穩步恢復，料2023年的GDP
增幅可達5.2%。

惠譽確認中國評級“A+”
展望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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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雲網惠企 助降通信成本

潘功勝在央行舉辦的“解讀國務院常務會
議部署有關扎實穩住經濟的金融政策”

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在實施貨幣信貸政策時注
重把握好幾個原則：即在穩定經濟成長的同
時，有利於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保持就業穩
定、價格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以及指導金融
機構堅持市場化和審慎經營，有效防範金融風
險。人民銀行“將推動一攬子政策盡快落地，
發揮好穩住經濟和助企紓困的政策效應，保持
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他指出，央行會在增強信貸總量穩定成
長、突出金融支持重點領域和繼續推動降低企
業融資成本方面重點發力，今年1-4月企業貸
款利率已降至4.39%，較2021年進一步下降
0.22個百分點，創下紀錄新低。

因城實施差別化住房政策
對疫情期間備受衝擊的房地產市場，人行

和銀保監會此前已敦促銀行增加信貸投放，將
5年期LPR大幅調降15個基點以應對地產及宏
觀經濟下行的壓力。潘功勝表示，堅持房子是
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支持以市場化
方式出清風險；又指疫情形勢正在逐步好轉，
經濟社會秩序加快恢復，房地產市場交易的活
躍性在上升，“近兩周，多地房地產市場高頻
數據已經顯現出這一趨勢。”將因城施策實施
好差別化住房金融政策，更好滿足購房者合理
購房需求。又指，租購並舉發展模式有很大的
發展空間；將穩妥實施好房地產金融審慎管理
制度，加快完善住房租賃金融政策體系。

近一個月以來，人民幣波動幅度明顯加
劇，但並未觸發中國監管層的明顯干預。之
前外資已連續三個月減持中國國債，引發市
場對資金外流的擔憂。潘功勝指出，今年以
來，受美元大幅度走強的影響，非美元貨幣
普遍下跌。人民幣和全球主要貨幣相比，還
算是比較穩健的，近日還有所升值。從多邊
匯率看，人民幣匯率保持總體穩定。今年前5
個月美元指數上漲了6%左右，歐元、日圓、
英鎊兌美元匯率貶值幅度分別在6%到10%左
右，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大概4%左
右，其中5月17日以來，人民幣匯率總體升
值2%左右。

人民幣資產吸引力仍較強
而隨着疫情的緩解和各項穩增長政策的

效果顯現，內地生產供應優勢繼續存在，貨
物貿易有望保持合理順差規模；而中國金融
市場繼續對外開放，人民幣資產投資回報比
較穩定，會繼續吸引境外投資者來華投資。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也提到，
人民幣資產仍具有較強吸引力，境外投資者
進一步增持人民幣資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人行宏觀審慎管理局局長李斌在會上表
示，將加快出台支持跨境電商等外貿新業態跨
境人民幣政策，穩步擴大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
試點，研究優化人民幣結算企業重點監管名單
制度。引導金融機構優化業務辦理流程，為企
業提供涵蓋人民幣貿易融資、結算在內的綜合
性金融服務，助力穩住外貿外資的基本盤。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副行長潘功勝2日

表示，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但也面臨複雜的局面，出現新的挑戰和困難。他強

調，央行下一步將靠前發力，適當加力，繼續加大穩

健貨幣政策實施力度；增強信貸總量增長的穩定性，

加大流動性的投放力度，保持流動性總量的合理充

裕。人行又指，將加快出台支持跨境電商等外貿新業

態跨境人民幣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潘功勝強調潘功勝強調，，人行下一步將靠人行下一步將靠
前發力前發力，，適當加力適當加力，，繼續加大穩繼續加大穩
健貨幣政策實施力度健貨幣政策實施力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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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屏東縣一名許姓毒蟲（61歲）多次性侵4歲女童
小安（化名）得逞，竟以自己神智不清開脫，然而案件仍在法院
審理期間，許男在家中猝死，許男兒子繼承了許男債務，原應代

為賠償小安家人 60 萬元，但許子以
「剛出社會、沒有資產」拒賠，據了

解許子日前繼承了祖母名下的數千萬
房產，仍不願代父賠償道歉。
本月25日下午3時許，全台因為鋒面

降下豪大雨，但對於小安的父親來說
，從小安慘遭鄰居許男的毒手後，8年
來，一家人心中的雨從來沒停過，講
起這些年小安經歷的身心折磨，小安
父親的臉上寫滿了委屈和不甘。

「女兒常睡到嚇醒而嚎啕大哭，也很
怕黑、怕男人，那時的慘狀猶歷歷在
目，被許男侵害而傳染的菜花就長在
脆弱的肛門口，在榮總做了多次冷凍
治療，對當時4、5歲的小孩來說，是
多麼的痛不欲生，2個大人都差一點壓
不住她的掙扎。」安爸說。

據了解，小安一共被許男侵害3次，更染上了許男身上的性
病，每次的冷凍治療都讓小安痛得不斷掙扎，在旁負責壓制的小
安父母看著寶貝女兒受罪，心中不斷淌血，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

，司法卻沒有給他們一個合理的交代。
並未將財產登記在其名下，而是登記在自己與許男兄弟名下

，以致許男名下並無資產，法官裁量判處許男僅須賠償60萬元
給小安一家，諷刺的是，儘管法官輕判，但至今小安一家人不但
沒有得到一句許家人的道歉，也沒有獲得賠償。

許男在案發後隔年在家中猝逝，債務改由許男兒子繼承，但
許子表示自己剛出社會，名下並無資產、不願意賠償，其實許男
父母早已 「暗暗留下」一大筆房產要給許男，即使許男亡故，仍
轉入許男兒子手中。

根據本刊取得的許男兒子財產清單，其名下竟有祖父母留給
他坐落屏東市區、萬丹的大筆房產、土地（屏東市斯文段、仁愛
里、萬丹鄉萬生段、寶厝段），總坪數高達2412坪，市價高達
數千萬元，然而反觀小安一家，8年前發生的慘劇仍歷歷在目，
傷痛將伴隨小安一生，而如今卻連一句道歉都沒有，令人不勝唏
噓。

至於女童父母遇到求償無門的問題，若受害人可以提出相關
證據，證明加害人有脫產或其他處分財產的行為，即可向法院提
出假扣押聲請，且若證據明確，早點提出假扣押聲請，成功率比
較高。

（中央社）基隆市一名黃姓男子昨(3日)下午在親友陪同下
，抱著一個紙箱走進基隆市一分局忠二派出所，表示他們在清理
親戚遺物時，在床下發現紙箱，打開後竟是千餘發子彈，嚇得衝
去派出所緊急報案，由於親友表示黃男都獨居一人獨來獨往，因
此也不清楚這切子彈來源，警方立刻報請基隆地檢署指揮偵辦，
經清查後，發現黃男曾基擔任基隆港警局聘僱人員，子彈口徑也
為0.38口徑手槍子彈，與過去警用左輪手槍相似，因此將了解是
否為過去警用制式手槍子彈。

警方在詢問黃男後得知，這批遺物是黃男的伯父，42年次的
張姓男子遺留下來的。黃男透露，張男沒有子女，退休後便一直

是一個人居住，鮮少與親友來往。去年7月，已經69歲高齡的張
男，因為突發心肌梗塞死亡，家族成員為他處理完後事，因為各
有工作難以湊在一起，所以拖到今年的端午連假，好不容易家族
的親戚才排出時間，能夠聚集在一起，共同整理張男的故居及遺
物。

今日上午，當親友群聚在張男生前的住處，整理房間及清理
遺物時，在張男的床下發現一個紙箱，打開箱子後看到一個個紙
袋，紙袋中則是總數多達千餘顆的子彈。親友們嚇得不知該如何
處理，也不敢擅動袋裡的子彈，在經過討論後，決定眾人一起抱
著紙箱至派出所報案。

黃男向警方表示，張男長年獨居，也沒有子女，生前也很少
與親戚來往，因此親友們也不知道他生前的生活方式、交友狀況
，也不知道伯父的床下怎麼會有子彈，更不知道子彈的來源。

警方表示，這些子彈外觀相當完整，初步可以看出是手槍子
彈，看起來像是制式子彈，但仍需送至刑事局做進一步的鑑定，
才能確定是制式子彈還是改裝子彈。目前警方也將全案報請基隆
地檢署，由檢察官指揮偵辦，並進一步追查子彈的來源，及是否
可能涉及其他刑案。

遺物驚見藏床下千餘發子彈
死者港警聘雇人員退休 疑警左輪舊彈

（中央社）高雄三鳳宮捐贈一輛造價約700萬的消防水箱車
予高雄市消防局，後車門還印有Q版 「幸福三太子」，特別又別
具意義。市長陳其邁出席捐贈儀式，並特別宣布，為感謝義消辛
苦付出，自強活動補助費將加倍。

擁有約300年歷史的三鳳宮，香火鼎盛，將信徒愛心化為具
體，昨贈一輛水箱消防車給高雄市消防局。這輛水箱消防車造價
約700萬，採單艙雙排設計，前排座位一體成形，並通過撞擊測
試，提高消防人員出勤乘坐的安全性，可儲存約3噸水量，車上

配備有各式搶救裝備，將配置於十全消防分隊。更特別的是，水
箱車的後車門還印有Q版 「幸福三太子」，不少人直呼可愛。

捐贈儀式於3日上午在三鳳宮辦理，由高雄市長陳其邁出席
代表受贈，並回贈感謝狀與消防車模型。三鳳宮董事長孫宗英致
詞時提到，三鳳宮秉持熱心公益，希望藉由捐贈消防車提供更多
資源救護，也希望能拋磚引玉，鼓舞更多人一同做公益。

陳其邁則感謝三鳳宮愛心，捐贈水箱車以強化市府整體救災
應變能量，尤其城中城大火時，三鳳宮捐贈500萬元給予城中城

火災專戶，可說是行善不落人後。
而現場也許多義消同仁到共襄盛舉，陳其邁提到，義消們從

今年5月投入協助快篩分裝，至今共動員1275人次完成71萬8千
多劑的分裝，讓市府團隊提供確診及居隔市民來使用，為了表達
感謝，當場宣布 「義消自強活動補助費」直接加倍編列，從每人
642元提升至1275元，現場一陣拍手叫好。

高雄三鳳宮捐消防車 Q版三太子卡哇伊

富二代性侵犯未審猝死
兒繼承數千萬房產拒賠60萬

（中央社）國立台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柔道隊4名學生
在法國2022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勇奪4面獎牌，選手們光榮返回
台東，部落慶賀。其中3名選手都住在台東達魯瑪克部落東園三
街，部落紛紛開玩笑表示 「這條街是國手街」。

台東體中柔道隊王桀曦獲銀牌、黃立帆及林敬翔分別獲得不
同量級銅牌、孫立威則獲第5名。巧的是，黃立帆、王桀曦、孫
立威都住在卑南鄉達魯瑪克部落東園三街，前後相距不到300公
尺。

部落族人和體中校長、老師拉起紅布條，獻上花環。選手們
1日傍晚光榮返鄉，大家齊聚台東火車站迎接選手榮歸。

王桀曦表示，這次的國際賽只是剛開始，將繼續努力、改進
不足，往下個目標邁進，感謝上帝所賜的一切。孫立威表示，首
次參加國際賽事很緊張，對手除了高大，力量大速度也快，但有
了這次經驗，重新調整自己的狀態，希望下次比賽摔出好成績。

黃立帆說，參加國際賽事看見自身不足，體格和力量還有很
大的落差，回國後會再強化自己，將技術練得更精進，希望在下

一場國際賽事2022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柔道錦標賽拿到更好成
績。

黃立帆的母親黃恩倍指出，因疫情嚴峻，教練在出國前幾天
就將小孩帶回自己家，以減少外界接觸，從台東、台北至國外一
路都得經重重快篩和PCR，幸好小孩都是陰性。

教練陳佳峰表示，世界中學生運動會限13歲至17歲在校中
學生參加，而柔道項目必須先經過菁英國手選拔及年齡的限制，
能夠獲選中華代表實屬難能可貴。

台東世中運柔道奪牌3好手 都住同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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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為方便確診民眾看診，不少診所
加入視訊診療的行列，不過知名小兒科醫師陳木
榮表示，自從開放視訊看診後，許多令人感到無
奈的事件頻傳，甚至有民眾看完視訊門診後，傳
訊息詢問 「可以取消當作沒看過嗎？」讓他十分
傻眼，網友看了也氣憤直呼， 「台灣人真的很愛
把方便當隨便」。

陳木榮在臉書粉專 「柚子醫師的育兒診療
室-Dr.陳木榮醫師」發文表示，最近診所為了視
訊門診，特別申請了一組Line帳號，然而視訊門
診開放後，卻遇到許多令他感到無奈的事件。

陳木榮提到，很多人要視訊看診，就傳送
「掛號」兩個字到診所的 Line 帳號，他坦言，
「每次看到這兩個字我都會很緊張」，如果大家

要看病掛號，應直接打電話到診所，而不是透過
傳訊息的方式預約。

此外，不少人在視訊看診結束後又傳訊息問
問題，或半夜在Line上詢問孩子發燒一直退不下
來怎麼辦？陳木榮強調，診所的Line帳號就是為

了視訊門診，有任何問題應在視訊診療的過程中
一次問完， 「診所的Line也不是留給你24小時諮
詢的」。

最後陳木榮直言，請不要看完視訊門診後傳
訊息說， 「真的很抱歉，我發現我的狀況好像不
需要看病，請問剛剛完成的視訊門診可以取消當
作沒看過嗎？」

陳木榮無奈直呼，這就跟看完電影後跟電影
院說， 「我好像沒有那麼想看電影，剛剛看的這
場電影可以取消當作我沒有來看過嗎？」提醒大
家看完視訊門診，一定要記得去診所過卡、付費
、拿藥單去藥局領藥。

不少網友看完陳木榮分享的事件後，紛紛留
言表示， 「這些案例真的好奇葩啊」、 「台灣人
真的很愛把方便當隨便」、 「當作沒看過這個也
太無恥了吧」、 「最後一位真的很敢耶，不過聽
說真的有不少人直接賴帳跟不領藥，有夠誇張」
。

視訊看診完突問能當沒看過嗎？
醫傻眼 網炸鍋：方便當隨便

（中央社）知名編劇岳清清15歲姪子博仕
上月30日染疫驟逝，經檢察官與法醫鑑定後，
死因確實為 「新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博仕5
月 21 日快篩陽性確診，經過 3+4 隔離後，5 月
29日快篩確定陰性後返校上課，未料5月30日
在學校突然身體不適，送醫後宣告不治，法醫
鑑驗後確定PCR陽性，Ct值32，死亡證明書要
求遺體要在24小時內火化，所以家屬很倉皇地
依照規定進行火化、辦理後事。

岳清清昨受訪時提出質疑，政府的快篩試
劑宣稱有百分之80、90的精準度，他們也是確
定姪子快篩陰性後才讓他回學校上課，但實際

上就是3+4後仍有病毒殘留體內，加上快篩驗
不出來才發生憾事： 「我們也是用政府規定的
快篩試劑，如果是這樣，政府需不需要負責？
只隔離7天（3+4）是不是太輕敵？博仕爸爸也
很自責，如果讓他在家多休息幾天有多好。」

岳清清2日在臉書發文，表示看到了遺體鑑
定結果，上面寫著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
「心因性休克」、先行原因為： 「急性肺水腫

」、 「毒性心肌炎」，5/21經covid-19快篩陽
性、5/29快篩陰性，但5/30 PCR陽性（CT值
約32）。必需在24小時之內火化。」

岳清清說，醫院和殯葬業者都對家屬說要

按照政府 「第五類傳染病」的規定，遺體要在
24小時內火化，所以家屬很倉皇地依照規定進
行火化、辦理後事。但2日召開防疫記者會時，
指揮官陳時中卻說：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是規
定要24小時內通報，不是24小時內要處理屍體
。」

政府的政策與醫院、殯葬業者的認知存在
不小的落差，導致許多家屬看不到親人最後一
眼，岳清清表示相當傻眼，她痛批政府的防疫
政策說是滾動式調整，但實際上就是朝令夕改
： 「政策一下這樣一下那樣，從醫院到殯葬業
者都怕犯錯受責罰，都按照SOP走，我們家屬

因為慌亂，根本沒時間打電話查證，連墓園都
來不及找就要被迫接受這件事（指24小時內要
火化）。」

岳清清提到姪子31日火化後，6月1日就要
趕著撿骨找墓園，一切發生得太倉促，心痛難
以平撫： 「昨天我們每一個人眼睛都是腫的，
博仕爸爸這幾天都沒有睡覺，他已經心力交瘁
到無法講話，一躺下來就哭，好不容易勸他休
息，躺不到半小時又起來。」一家人現在只能
靠信仰得到安撫的力量。

知名編劇：姪子24小時火化 墓園來不及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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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使館對認證文件的要求越
來越嚴格，申請人稍有不慎，就會導
致文件被退件，甚至影響到州政府和
國務院的認證也有作廢的風險，前功
盡棄。請大家辦理的時候特別註意以
下幾個方面：

一、格式不對，導致拒收
《委托書》和《聲明書》都有固

定格式。《委托書》應包含以下基本
要素：委托人及受托人基本情況，委
托原因、委托事項、委托權限、委托
期限、受托人可否轉委托。必須特別
指出，委托期限一般不超過5年。從
2018年起，領館要求有明確的委托截
止日期，不再接受“委托期限：到上
述委托事宜辦妥為止”的表述。如果
準備的文書缺少以上要素，就會被拒
收。

二、真實性存疑，導致拒收
為保證文書真實性，領館拒絕接

受有錯別字或私自塗改的文書。
三、公證詞不當，導致拒收
有些申請人提供的文書只有美國

公證員的蓋章簽字，沒有規範的公證
詞（Acknowledgements），而導致
文件拒收。

四、文書不完整，導致拒收
按規定，當文書超過兩頁時需蓋

騎縫章以體現文書完整性。如果沒有
，文件可能被拒收。請特別註意：拿
到州政府或國務院的認證後，復印時
絕對不可以拆開訂書釘再重新裝訂！
因為一旦拆開，領館將質疑文書的完
整性。

五、文件內容混亂，導致拒收
有 些申請人將多份不同類型的文件
裝訂成一份文件認證。比如《委托書
》中有《聲明書》，或在《委托書》
後面附上護照、綠卡、駕照或房產證
、護照、身份證等各種證件復印件，
這種情況一般不被允許。國內主管部
門已明確要求當事人將文件分開辦理
認證。

正確做法是：《委托書》單獨做
一份認證，《聲明書》單獨做一份認
證。國外出具的身份證件（如美國護
照）單獨做一份認證，用於身份證明
。國內各部門出具的材料(如房產證、
身份證，出生證等），領館不予認證

。
六、時間過長，導致拒收

如果公證日期或第一級政府認證日期
到遞交領館日期超過6個月，領館一
般不予認證。另外，當州務卿更換超
過一段時間後後，前一任州務卿的簽
字認證的文件領館也不再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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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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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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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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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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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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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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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
00AM-5:00PM, 周 六:10:00AM-1:
00PM.

辦理使館認證的常見錯誤辦理使館認證的常見錯誤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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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為您的生命打開恩竉的

門大大榮耀天父。 奉靠耶穌的名禱告，阿

們！～陳艾美 牧師

2.為您禱告，主賜平安，除去一切的

憂慮，主的寶血要潔淨您的血液，使它們

如您出生時的血液，是健康的。宣告主的

得勝在您身上，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

们！～京惠

3.求 神顧念使女的軟弱，施行醫治，

調整體質，服事眾人沒有後顧之憂，除主

以外別無倚靠，求主記念再記念!!! 
求 神賜妳更多一次經歷到主那愛人的

真實！他真是可靠的！也真是可敬畏的！

神向那些盡心行在祂面前的，守約施

慈愛！～王盈樺

4.轉貼一美祈禱

親愛的父上帝， 來到你的面前，虔誠

的將師母放在你大能的恩手中，求你與師

母同在，賜專科醫生智慧能力找出病因，

給予合適的治療方案，也給祢重用的女兒

信心全然倚靠祢！阿們！

檢查清楚找出原因也是好的，可能是

疫苗的副作用，也可能是吃了其他藥物的

影響。我先生這幾年都是血小板低、貧

血，看了血液專科醫生，證實不是癌症，

原因可能是他在吃慢性長期病的藥的影

響。繼續禱告交託 神求祂的保守及帶領

吧！等著知道你報告的結果，希望你一切

平安無礙！

5 .為妳血小板的指數能恢復正常禱

告，也相信主的大能與醫治必與妳同在。

因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

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提摩太前書 1章12
節

神是我們的磐石，我們的堅固台，我

們的好處不在祂以外。 繼續為妳的身體檢

查禱告，能夠查出一切的問題，讓妳的血

小板指數能恢復正常。～秋媛

6 .我會繼續為你禱告，主的寶血潔

淨，醫治你！願主耶穌使你血液恢復正

常！師母，若現壯如牛，沒有不舒服，一

切如常，你就喜樂，快樂，每天活着是主

賜的極大恩典，是神蹟，哈利路亞！感謝

主!贊美主！靠主堅強，靠主得勝！～焦紅

7.Chinese Christian Family Church 
F o n t a n a ,  芳城中國信徒家庭教會， 
chinesechurchfontan.org

求主大能的手全然醫治！上週四晚我

們教會禱告會裡，大家都為您禱告。我們

會繼續為您禱告。

～南加州/劉宏富牧師張秀賢師母

8.為師母禱告：求主恩手扶持保守師

母身心靈都會健壯。醫生能儘快正確診

斷，使血液指數恢復正常。～蘇韻珊

9.求神医治的恩典与师母同在，求神

给医生智慧找出血小板下降的原因和治疗

的方法。～孔莉

10.潘師母:我們為你禱告，求主醫治

你的身體，賜你力量，繼續為主作工。

        以馬內利！～陳文雄 上
11.將自己身心靈體完全交託慈愛天父

的人，主必医治看顾保守！主的恩典怜悯

与你大大同在。～郭媛/紐約

6/2（星期四）

今天上午我聽

張哈拿牧師講道

“斷開鎖鏈”，真

是得益，很鼓勵我

們基督徒要如何爭戰宣告禱告，奉主耶穌

的聖名斥責趕除惡者、仇敵、邪靈、疾病

的靈出去，不叫牠們攻擊上帝所造的百姓

暨 神的兒女們，彼此學習，共勉之！

晚上9:30pm我應劉張秀賢師母邀參加

南加州芳城中國信徒家庭教會禱告會，感

謝他們教會和德州海灣華人教會上周開始

為我守望禱告，求主耶穌醫治我眷顧我身

體，使血小板，白血球減少原因藉醫生暨

6/3 11:30am去做肝臟脾臟超聲波檢查可以

找出原因，對症治療，請為我繼續禱告，

直到看見 神的權能醫治在我身上，讓醫生

暨參與代禱的朋友們都看見 神的榮耀醫治

作為，讚美神，哈利路亞！

“耶利米書17章14節”耶和華啊，求

你醫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

救；因你是我所讚美的。

2021年二月我打Pfrize疫苗兩劑後，四

月自己發現疑有血小板問題，告訴當年家

醫生，她說是我血糖問題造成我左腳皮膚

顏色變成淡褐色，七月驗血檢查血小板指

數真的有降低至104,（正常140）。

2022年一月血小板指數109, 4/27血小

板指數96, 5/26血小板指數86。白血球也

有減少，感謝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禱告，我

沒有感到不舒服，我笑說自己身體「壯如

牛」，朋友看我，說我的精神耀人，不像

病人....
許多人和不同教會在為我切切代禱，

祈禱的力量是大的，求上帝為祂名的緣故

憐憫醫治我的身體，可以繼續事奉祂，榮

神益人！

1984/11/24來美國，很少生病，1993
年五月我們自紐約水牛城遷至休士頓牧會

暨做號角月報德州版，美南日報福音版，

2010/01潘牧師退休後，天父賜我們夫婦去

十間華人教會，潘牧師主日證道，筆者在

三間華人教會成人主日學分享“信仰生活

化，生活信仰化”。

5/26 約看血液專科醫師

我是不緊張的人，自己去看血液專科

醫師，沒有找人陪，今天11am去診所又

抽血驗血，醫生問診時醫生用手機請專業

人士協助中文翻譯，沒問題，翻錯了，我

還告訴她要重翻譯，我聽得懂醫生問我的

問題。醫師說我的驗血報告：白血球有降

低，血小板指數86，問我：“身體有不舒

服嗎？有哪裡疼嗎？”“沒有，你看我很

強壯啊！”，醫生聽我說也笑了，半小時

問診完，要我先安排時間去作肝臟，脾臟

超聲波掃描Ultrasound，查看是否有脂肪

肝，脾臟問題，因為這是血小板減少原因

之一，如果查不出問題，再做抽骨髓來檢

驗。

6 / 3  上午 11： 3 0 a m去H C A We s t 
Houston Hospital做，11am要報到填寫新病

人資料，6/24 再去Dr. Kathy Sam 診所看報

告。

感謝台灣、中國、香港、巴拿馬、美

國、紐約、水牛城、新澤西州、賓州、達

拉斯、德州等好友們同心為我禱告，摘錄

如下：

詩篇56篇9節
我呼求的日子，仇敵都要轉身撤退

後，上帝幫助我,這是我知道的。

1.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拆毁廢除一

切向我們所發的負面消極的思想，無論是

從仇敵來的,還是從人來的,全然拆除轉成

潘師母加倍的祝福。求主保守潘師母的白

血球和血小板回到正常的指數。幫助潘師

母可以透過專業醫師得以完全修復身體。 

同心合意禱告

◎方  華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生命的成熟

是需要經過無數次

的考驗，教養，和

磨練，這是天父訓

練我們的方式，煉

淨我們的方法。

「生身的父

都是暫隨己意管教

我們；惟有萬靈的

父管教我們，是要

我們得益處，使我

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

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

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希伯來書 
12:10-11 

06/02/22 英文每日金句

As for you, you meant evil against me,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to bring it about that 
many people should be kept alive, as they are 
today. Genesis 50:20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　神的意

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

日的光景。創世記 50:20
06/02/22 金玉良言

過去經過艱苦的時候真想放棄，但辛

( 心 ) 苦過後才知自己已經成長了；感謝主

就是有過去的考驗、挫折、磨練，才會成就

今天的我。

沒有試煉，無法證明自己的信仰有多

深；沒有試煉，無法煉淨我們不單純的信心，

煉淨使我們成聖。
　郭文仁牧師

年輕時長輩會告誡我們小心交友，

不要輕信別人。有話說︰「知人口面不知

心。」從外表很難知道一個人的真正面目。

你看那些犯法的人，通常都不會有甚

麼特殊的猙獰面貌，讓人一看就知道，也就

是普通人一個，走在身邊毫不起眼。即使是

專業犯案者，也以正常的生活及工作來掩

飾。有些屬於病態行為的人也會有一定的掩

飾方法；何況有些罪案是一時失控做出來，

沒失控時，當事人和你、我沒有甚麼分別。

外表的確看不出來。因為人是複雜的

個體，生活又充滿了選擇，不同的選擇，就

有不同的後果。猶太人相信人裡頭有兩種

性格，一個好，一個壞。也都有兩個守護

天使，好天使在他右邊，不斷把他向上提；

壞天使在他左邊，不斷把他向下拉。漫畫裡

也常看到，一個人想做抉擇時，一邊的天使

叫他向善，另一邊的鬼魔叫他行惡。

內心兩種聲音不必到甚麼人生交叉點

才會出現，而是一生相隨，每天邂逅。希

臘哲人蘇格拉底說，人性好像趕著一馴一

野兩匹馬拉的戰車的人，野馬代表感情，

馴馬代表理智。感情更為難馴是不爭之事；

不過卻不可視感情與理智為對錯的對立，因

為理智不一定對，感情不一定錯，畢竟要兩

馬協調才能順利前行。

耶穌的十二個門徒中，有幾位特別出

名，像彼得，他是個勇敢的人，老師突擊

考試，他首先作答（耶穌問︰你說我是誰，

只有彼得敢回答）；做實驗時，他也先行去

做（看見耶穌在水面行走，他問准了，便

踏出船外）。可是在耶穌被捕受審的時候，

彼得卻害怕得不敢承認與耶穌的關係。哪一

個才是真正的彼得？而勇敢的與怯懦的彼

得的確是同一個人。

另一位是約翰，寫了好幾卷經文，最

著名的是︰再三叮嚀信徒要彼此相愛。在

跟隨耶穌的某一天，正往耶路撒冷前進時，

主吩咐幾個門徒先行到前面的撒瑪利亞村

莊找尋落腳點，豈知那村莊的人拒絕接待

他們。得知此事，約翰說︰「老師， 要我

們吩咐火從天降下來，燒滅他們嗎？」嘩！

動不動要用天火懲罰人的約翰，與諄諄告誡

要愛人的約翰，也真是同一個人。

人的特色就是我們裡頭的雙重性格、

兩種張力。只有一位能有力量控制我們惡的

一面，發揚善的一面，更讓善成為至善，這

位就是耶穌基督。如果兩匹馬的韁繩交在耶

穌基督的手中，祂會為我們駕好馬車。因為

祂懂得我們裡面的掙扎和矛盾。祂不搶你的

控制權；但要是你把控制權交在祂手中，祂

就陪伴你一起前進。

（文載自［中信］）

Fear and faith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hey both ask us to believe in something we 
cannot see.  

懼怕與信心有共同點。兩者都要我們相

信所不見的事。

Learn to travel light. Every morning when 
you first get up, forgive the people that did you 
wrong the day before. Forgive your spouse 
for what they said. At the start of the day, let 
go of the disappointments, the set backs from 
yesterday. Start every morning fresh and new. 
God did not create you to carry around all that 
baggage. Let it go and move forward in the life 
of blessing He has in store for you!   

要學習過的輕省。每天早上你一起床，

要饒恕昨天得罪你的人。原諒你的配偶說

錯的話。一天開始就讓昨天的失望和挫折過

去。讓每一天重新開始。上帝造你並非為整

天揹那些重擔。放下吧，向前邁進祂為你生

命預備的祝福。

God will always bring the right people 
into your life, but you have to let the wrong 
people walk away.  

上帝一直會把貴人帶進你的人生，但是

你要讓不對的人走開。

Next time you're tempted to be upset, 
frustrated, offended, remind yourself, it's a part 
of that ten percent of things in life that you 
can't control - but you can control how you 
respond.  

下一次當你被要被激怒或是感到挫折

時，提醒自己這就是屬於你生活中百分之十

無法掌握的事情吧 -- 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

如何反應。

When you face adversity, you need to 
remind yourself that whatever is trying to 
defeat you could very well be what God will 
use to promote you.

當你遇到困境時，要提醒自己任何想打

敗你的可能正是上帝用來提拔你的。

Never put a question mark where God 
has put a period. When something is over and 
done, let it go and move on to the next chapter 
of your life.  

永遠不要把上帝畫上的句號換為問號。

一件事結束了就讓它去吧，繼續邁向你生命

中新的一章。

Joel Osteen 美國名電視傳道人

右邊的我，左邊的我

林淑華迴響：潘師母早上好！說的很有

道理！講的太好了！願主在審判的時候！

好人會上三層的天上！那時候才是叫人羡

慕不已！人人都有一死，有的人死比鴻毛還

要輕，有的人死比泰山還重；但是人人都怕

死。好人救人的時候，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就

不怕死。沒有好人，世人死的更多，世界毀

滅的趕快。神就看在好人多的份上，要不然

人壞到極點；就是跟所多瑪蛾摩拉那樣毀滅

掉！

為死去的鄭達志醫生和做好人是的點

贊！願神安慰他的家人！感謝讚美主！ 
Cindy 迴響 : 萬事互相效力 , 讓愛神的

人得益處。在神的眼中恨人就是殺人 , 所有

人都犯過殺人罪 ,所有人都虧缺了神的榮耀 ,
所有人都是罪人 , 全是零分沒有 20 分與 80
分的區別 , 區別在於信主的人有耶穌的血洗

去了已知未知的罪 , 在神面前算為義 , 其實

人仍然不斷犯罪 , 所以信徒時時天天要不斷

認罪誨改。

Naomi 迴響：人人都常常問到這個問

題！ 在基督裡 我們的生命遭遇任何「壞

事」神會讓我們得益處… 非常奇妙的真

理… 也不一定心裡不會受影響 .. 但有聖靈

的大能運行祂的力量和神蹟在我們裡面。感

謝主… 求主繼續安慰爾灣的教會的會友們 
也安慰施恩給鄭達志醫師的家人們…。

黃嘉生牧師迴響 : 好醫師，好牧師！都

以耶穌基督的教訓身體力行 - 好牧人為羊捨

命！

費城北部愛理堂蘇師母的感言：

“世人都存有好人有好報這觀念，但事

實並不是這樣。我們在事奉的經歷上也體驗

到。”帖撒羅尼迦前書 3 章 3 “節 -- 告訴

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因為基督在世的時

候也受苦。所以主權是在神手裏，最重要是

為主而活，為主作工，賞賜是在天上。求主

保守鄭醫師的母親，妻子和兒女，不要被患

難搖動我們信主的心。傷心是有的，求主賜

下安慰！”

休士頓 Connie Diao 迴響：是的，這個

世界太需要更多的愛而不是恨！這樣世界

才能更和平，人與人之間才能更和諧！

很阿門作者的觀點：壞人遇到好事是給

他機會變好，好人遇到壞事是考驗其他的人

願不願意繼續當好人。核心價值就是：我們

當好人不是為了遇到好事，而是不管發生什

麼事，我們都願意當好人，這就是人性的光

輝。這是所有的父母一定要教育小孩的價值

觀 。

聽劉曉亭牧師講“好人為什麼會遇到壞事”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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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的世界，爱对了就是爱情，爱错了就是毁灭。

当你爱一个男人的时候，若是对方也同样爱你，若是对方也同

样在乎你的感受，那么你们的爱是完美的，你们的爱是好的。

但若是对方不是真的爱你，而是假装爱你，那么这样的人，我

劝你要远离。

因为这样的人只会消耗你，他们不会对你付出真的感情，不会

真的在乎你的感受，也不会真的去爱你，而是假装去爱你，假装在

乎你的感受。

他们利用着你的爱，利用着你的好，让你照顾他们，让你陪伴

着他们，而最后，当他们不需要你了，就会果断地和你分开。

不得不说，这样的人，只会给你带来伤害，当你遇见了就要学

会远离。

消耗你的男人，不是真的爱你

一个人真的爱你的时候，是会在乎你的感受的，是会重视你的

感受的，因为你在他们的心中很重要，他们很关心你的事情。

会用心爱你，用心在乎你，但若是他们不爱你，就会消耗你，

完全不在乎你的感受，也完全不重视你，在他们看来，你一点也不

重要。

其实，一个人爱你与不爱你就是不一样的，爱你的人，会重视

你，而不爱你的人，会不重视你。

电视剧《暗恋橘生淮南》中，戈壁对江百丽就不是真爱，不

在乎江百丽的感受，也不在乎她的感情，从而一次次地消耗她

的感情。

在和江百丽在一起的时候，明明不爱，却不说，享受着江百丽

的好，却不在乎她的感受，不重视她的感受。

有时候，明明答应了江百丽要一起去吃饭，然后江百丽点了一

桌菜，而他却不来。

有时候答应江百丽一起去做什么，但是江百丽等了很久，最后

他依然不出现。

看似和江百丽在一起，其实一点都不爱，这样的男人不过是

在消耗一个女人的劳动，在消耗一个女人的爱，消耗一个女人

的青春。

一个人能够这样消耗你，其实就是不爱你的人，是不在乎你的

人。

当一个人真正爱你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他们会很在乎你的感

受，很重视你的感受，在他们的心中你是最重要的，你是最好的。

而他们不管做什么，始终都在乎你的感受，始终都重视你的感

受，对他们来说，你就是他们的全部，而他们也会把最好的爱给你

。

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中，于途很爱乔晶晶，但是一开始乔

晶晶表白的时候，他拒绝了，拒绝不是不爱，反而是因为太爱了，

才会如此。

于途觉得自己得到的收入没有乔晶晶好，给不了乔晶晶幸福，

重要的是，于途觉得自己的工作太忙了，在家里帮不到乔晶晶，不

想耽误乔晶晶。

所以拒绝了她，但其实这样的拒绝何尝不是一种深爱呢。

因为深爱所以在乎，因为深爱所以重视，因为深爱所以不会去

消耗对方的爱。

后来于途想通了，想要给乔晶晶最好的爱，发现只要自己用心

爱，就可以，不用在乎太多，于是和乔晶晶在一起了。

在一起以后的他，也很重视对方的感受，很在乎晶晶，不管做

什么都为晶晶着想，不管做什么都先在乎晶晶的感受。

不得不说，感情的世界，当一个人真正爱你的时候，就是这样

的，会用心爱你，给你最好的爱，从不会消耗你的感情，也从不会

消耗你的爱。

只有不爱你的男人，才会消耗你

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就不会在乎你的感受，也不会关注你

的感受，更不会为你着想，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当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会和你在一起，但是当他们不需要你的

时候，不是你联系不到，就是对方在忙，不想和你在一起。

这种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对你忽冷忽热，有时候对你很热情

，有时候对你又很冷漠，这样的关系，让你也搞不懂对方的意思，

也搞不懂对方的想法，面对这样的人，你会纠结，你会痛苦。

你想不通对方为何会这样对你，重要的是，这样的人，从不和你

说结婚的事情，他们可以和你恋爱，但是一定是不会和你结婚的。

所以他们只是和你在一起而已，完全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也

不需要做什么。

只是需要的时候用你，不需要的时候，不用你。

当你遇见了这样的一个人，你会发现，对方是不爱你的，是不

在乎你的。

你不过是他们临时的恋爱对象而已，而他们和你从一开始就没

有要过一生的打算，所以最终是要和你分开的。

而这种时候，你要学会的是远离。

一个消耗你的人，是不会真的爱你的，即便是爱你，也是嘴上

爱你，不会有什么真的实际行动，不会有什么真的行为。

在他们看来，你就是临时的恋爱对象，就是临时的伴侣。

他们现在和你在一起就是一阵子，没有必要付出什么，不管是

感情也好，金钱也好。

所以当你遇见了这样的一个人一定要学会远离，当你不懂得远

离的时候，你会发现，终有一天，对方会骗财又骗你的人。

最后你什么都没了，而对方还不是真的爱你的。

所以，为了什么，呢，我们的爱也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爱也是

有意义的，当你遇见了一个爱你的人，当你遇见了一个在乎你的人

，那么就要好好去爱。

但若是你遇见的人，是消耗你的人，不在乎你的感受，不是真

的爱你，那么你就要学会远离，毕竟这样的人，不是真的爱你。

余生，你要学会多爱自己，多保护自己，多在乎自己，让自己

的爱变得有意义，让自己的爱变得值得。

远离那个只会消耗你的男人

“你旺我旺大家旺！”

这句广告语，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零食品牌之一，“旺旺”风靡

全国近30年，陪伴着一代人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

旺旺仙贝、旺旺雪饼、旺仔牛奶、旺仔小馒头、

旺仔QQ糖……至今仍是许多大朋友、小朋友们的心

头好。

但很少有人知道，零食仅仅是“旺旺”商业帝国

的冰山一角。

它旗下的产业，涵盖医院、养老、酒店、金融、

地产等各个领域，甚至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

被誉为“旺旺之父”的蔡衍明，正是这座庞大商

业帝国的缔造者。

1957年，蔡衍明出生于中国台湾的一个富裕家庭

。

作为家中老幺，父母对他极为宠爱，他因此养成

了许多恶习，整天游手好闲、不学无术。

他不爱读书，也不服老师管教，逃课是家常便饭

，经常带着一群孩子打架斗殴，学着古惑仔的样子在

街头乱晃。

“蔡家小少爷就是个败家子，不读书光打架，迟

早败光他爸的家产！”

这是左邻右舍对蔡衍明的普遍评价。

高中时，蔡衍明因为和高年级的同学打架，被学

校劝退。

他并不在意，继续和一众狐朋狗友混迹街头，后

来又渐渐迷恋上了看电影，有时能不吃不喝地在电影

院坐上一整天，看完10部电影。

从街头文化和电影中，他悟出了一套自己的行事

哲学：敢拼，敢闯，敢斗，才会赢。

19岁那年，父亲从朋友手中接过宜兰食品厂，由

于没有时间经营，便交给蔡衍明打理。

蔡衍明没有任何管理经验，进厂后完全摸不到头

绪，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但他心高气傲，又不好意

思低头向别人请教。

员工们渐渐察觉出小老板是个“愣头青”，开始

在私底下笑话他不懂装懂。

他觉得很没面子，迫切想证明自己，每天考虑着

如何把食品厂做大做强，为父母争光，让员工服气。

彼时的宜兰食品厂，是一家外销加工厂，主要业

务是代工生产鱼罐头。

蔡衍明觉得，做代工是一件很没有尊严的事情，

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要看别人的脸色，还要被品牌

方压价，稍有差错，便可能在惨烈的竞争中出局。

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做自己的品牌呢？

初生牛犊不怕虎，蔡衍明敢想敢干，他不再代工

生产，而是将工厂迅速转型作内销，自主生产鱿鱼丝

。

但做生意，岂是光凭一股蛮力就能成功？

缺乏从商经验的蔡衍明，很快被残酷的现实狠狠

抽翻在地。

做内销要赊账，货物发出去款却收不回来，再加

上产品积压、铺货不畅，一年多下来，蔡衍明赔掉了

一亿多新台币。

不仅将厂里原有的资本全部赔光，还垫上了家族

的部分资产来抵账。

蔡衍明羞愧不堪，懊恼得一度想轻生。

“不学无术的败家子”“蔡家的傻儿子”，种种

嘲笑与谩骂蜂拥而至，很长一段时间，蔡衍明都不敢

与周围人对视，在家族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他成了所有人眼中的笑话。

经历失败的蔡衍明，从此性情大变。

他以前很乐观、很招摇，拜把子兄弟一大堆，但

从那时起，这个年少轻狂、不可一世的公子哥，开始

收敛心性，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开始认真学习，发狠地钻研如何经营管理生意

，寻求东山再起。

经过3年多的学习、走访、调研，他决定利用台

湾过剩的稻米资源，做米果生意。

米果是一种以大米为主要原料做成的小零食，当

时台湾畅销的米果产品，大部分来自日本，又以日本

三大米果厂商之一的“岩塚制果”口碑最好。

为了生产出最好的米果，蔡衍明专程前往日本，

找到岩塚制果社长、“米果之父”桢计作，希望与其

合作。

但桢计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因为蔡衍明此前的劣迹，早就传到了桢计作的耳

朵里，在他看来，这个臭名远扬的浪荡公子，根本干

不成什么大事业。

蔡衍明并未放弃。

他给桢计作写亲笔信，详细讲述自己之前失败的

经历，以及目前的思考和想法，并每个月去一次日本

，考察岩塚制果各个门店的运营情况。

经过两年多的软磨硬泡，桢计作被蔡衍明的诚心

和毅力打动，同意了合作。

蔡衍明取得了岩塚制果的技术授权，将米果加工

技术引进台湾。

1983年，蔡衍明正式将商标定名为“旺旺”，并

很快生产出了第一款米果产品——旺旺仙贝。

凭借技术上的优势，再加上大手笔的广告宣传和

渠道扩展，旺旺在台湾各地疯狂铺货，印着“旺仔”

形象的米果迅速风靡全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95%

。

蔡衍明“一雪前耻”，成为中国台湾最具盛名的

“米果大王”。

1987年，海峡两岸开启了探亲之路，长达38年

的冰封期被彻底打破。

蔡衍明觉得，这是投资大陆、拓宽市场的绝佳机

会。

“我的祖籍是福建石狮，我很早就坚定来祖国这

边投资的念头了。”

当很多台商还在观望之际，蔡衍明便已赴大陆考

察了40多个地方，并最终将厂址选在了湖南望城。

之所以没选择热门的沿海城市，是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的投资只是千万级别，在外资汇集的沿海城市

，很难引起重视。

而在湖南，旺旺作为当地第一家台资企业

，必定能得到许多优惠政策，并且，湖南充裕

的稻米资源，也能为生产米果提供保障。

1992年，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

然而，作为大陆第一家米果厂商，湖南旺

旺的开局并不顺利，因为那时，米果是一种比

较新奇的食品，还没有广泛的受众群体。

看着几百万包旺旺仙贝堆在库房卖不出去

，蔡衍明心急如焚，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做出

了一个十分有魄力的决断：免费送给全国各地

的学生试吃！

一包包旺旺仙贝，以望城为中心，输往全

国各大城市，分发到孩子们的手中，受到了孩

子们的热烈追捧。

旺旺的名号不胫而走。

2022年最新公布的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

，蔡衍明以78亿美元财富，位列全球富豪第

296位。

昔日的浪荡公子，雄起中国台湾，背倚祖

国大陆，终成一代商业巨擘。

你所不知道的“旺旺”

除了食品，旺旺集团在诸多行业均有涉猎

，产业庞大得令人咋舌。

位于湖南长沙的旺旺医院，成立于2002年，是

一所现代化的大型综合医院，拥有全科门诊。

蔡衍明创办医院的初衷，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夙愿

，实现“治病救人”的朴素愿望。

他在医院的服务宗旨上，加上了一条暖心的口号

——打造人们不害怕的医院。

一进大门，感受到的不是一般医院的紧张和嘈杂

，而是放松和温馨，到处加持着来自旺旺的祝福。

医院里有儿童游乐区，还有售卖食品的旺旺超市

。

有网友说：“旺旺医院是全国旺旺零食最全的地方

，医院超市里的旺旺大礼包，比它斜对面的大超市还便

宜10多块钱，过年置办年货零食全是在医院买的。”

2020年初，新冠疫情形势严峻，旺旺医院派出医

疗队驰援武汉，成为当时第一个支援湖北的民营医院

。

之后又主动请缨，成为长沙市疫情防控的定点医

院之一，对患者开放24小时救助。

而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旺旺医院就曾免费

接待伤员来湘救治，为四川医疗分担压力。

蔡衍明和他的旺旺医院，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企

业的责任与担当。

在台北、上海、南京、西宁、淮安等地，旺旺集

团兴建五星级连锁酒店——神旺大酒店；

还在全国多地开发了楼盘“旺旺家缘”，投建高

档写字楼“旺旺大厦”，投资文旅产业“黑皮文化”

；

并创办养老品牌“爱志旺”，探索符合中国特色

的养老模式……

2008年11月，蔡衍明以个人名义，出资收购了

中时媒体集团，整合为“旺旺中时集团”，涵盖报刊

、电视、网络，成为台湾最大的媒体集团之一。

次年，又增创报纸《中国旺报》。

当时，纸媒的颓势已日渐凸显，很多人对蔡衍明

创办新报纸的做法不理解。

蔡衍明直言：“我是把媒体当公益事业办，不是

要来赚钱！”

他毫不避讳地指出，台湾大约从1996年开始刻

意封锁大陆新闻，不仅大陆新闻的数量与篇幅变少，

连外国新闻都缩水了。

而这些年，他亲眼目睹了大陆进步的过程，“许

多台湾人对大陆的观点，简直就是井底之蛙。”

所以，他办媒体的出发点，就是要化解台湾人对

大陆的误解，引导台湾民众观点，让台湾团结起来，

进而让两岸团结起来，做到真正的“世界NO.1”。

蔡衍明让许多台湾民众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大陆，

了解了祖国的发展现状，见证着祖国的日益强大。

不过，他对大陆不加掩饰的亲善态度，也引发了

行业竞争对手和一些岛内民主主义者的批评。

面对这些人的恶意诋毁，蔡衍明毫不客气地说：

“无论你喜欢与否，统一的这一天终将到来，我真心

希望能够亲眼看到那一天！”

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以如此硬核的回答，给予

敌意者最坚定的回击。

曾跌入低谷，再奋力爬起，蔡衍明以炎黄子孙骨子

里的倔强和坚持，一步步搭建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同时，他也深切明白，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

扶持、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因此时刻考虑着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

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华儿女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

台湾首富蔡衍明：说他是全中国最“旺”的仔，没人能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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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

休城社區

最近看了心理学教授贺岭峰被叫家长的经

历，感触颇深。

他女儿一道数学题连错4遍，老师把他叫到

学校一顿批评：

“教育的事全部推给我们学校老师啊？”

“签字之前你检查作业了吗？”

“检查了还能错4遍，你怎么做家长的！”

一位心理学教授，却像小学生一样被训，

贺岭峰心情很不好。

可回到家，他却没有发火，没有指责，而

是心平气和地吃完饭，再和女儿慢慢沟通。

为什么不训女儿一顿？

贺岭峰解释：

做父母最重要的是维护好亲子关系，我不

能为了一道数学题而破坏我和女儿的关系。

女儿考了59分，他耐心教导；女儿闯祸了，

他从不红脸；女儿喜欢打游戏，他就去买点卡。

父女俩处得像好朋友一样，每天有聊不完

的话题。

他说：“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跟女儿的

关系。”

是啊，养育女儿的关键和核心，就是和女

儿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

就如《养育女孩》一书指出的：

在女儿成长的旅途中，你跟孩子的关系怎

么样，比你对孩子怎么做要重要得多。

亲子关系不好，一切的教育都等于零

前不久，女儿班上举行家长会，谈到了教

育的各种问题：

孩子不爱学习、整日沉迷游戏、手机不离

手、越管越叛逆、撒谎逃课、每天和家长说不

上三句话......

对教育的无力，不禁让我深思：为什么我

们付出一切，却仍教不好孩子？

心理咨询师刘娜曾指出：

一个孩子的种种表现，是他内心世界的投

射。

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是他所处关系的反

映。

一个孩子所处的关系，主要是他和父母的

关系。

也就是说，孩子行为问题的背后，很大概

率是亲子关系的问题。

亲子关系断层，孩子的情感无处安放时，

哪怕父母再有理，教育再得当，孩子也只会听

从内心的感受。

尤其是女孩，因为女孩大脑更聚焦于交流

和人际，女孩最重要、最喜欢加工的信息是关

系类的。

再加上负责接收和处理感官信息的枕叶发

育早，女孩情感细腻，心思敏感，对父母的言

行举止容易放在心上，也更容易产生小情绪。

想起《敞开心扉的少年》里的欣妍，她1岁

时就被留在老家，直到8岁才被父母接回一起生

活。

她在学校被人欺负，宁愿独自承受，也不

愿求助父母；

妈妈想让她减肥有个健康身体，她却觉得

妈妈嫌弃她；

父母想尽办法陪她，她却认为父母关心的

只是她的学习；

妈妈苦口婆心的道理，她一句听不进去，

只觉得妈妈烦人，管得太多。

一边是想方设法教育的父母，一边是渴望

心理陪伴的女儿，关系的缺位，生生把他们隔

成了两个世界。

其实，教育就是影响。

没有捋顺“关系”，所有的努力不过是白

费力气而已。

你与女儿的关系，决定了她与整个世界的

关系

心理学上曾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比作一张

蜘蛛网，稳固的网可以托起蜘蛛，让它不惧世

界的风吹雨打。

可若网不稳，孩子的世界也随着风雨飘摇。

女儿的成长更是如此，父亲是女儿一生的

底气，母亲是女儿一生的宿命。

父母和女儿的关系，都会投射到女儿与世

界的相处模式上，影响着女儿的行为习惯、思

维模式、情绪处理，最后表现在三个方面：

1、人际交往的温度

《少年的你》中，魏莱的父亲，因为她高

考失利，直接整整一年没有和她说过话。

而母亲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注重她能

否带来荣耀。

为了发泄对父母的不满，魏莱把内心的恶

投射到了同学身上。

在家被冷暴力，在学校她就冷暴力别人。

父母今天怎样对待女儿，她明天就怎么样

待别人。

父母对待女儿的态度，便是女儿未来世界

的温度。

2、性格养成的走向

钢琴家孔祥东在女儿4岁那年离婚了，很长

一段时间，父女俩分隔两地。

虽不能陪在女儿身旁，但他却天天发Email

，并录一些自己的视频给女儿。

后来，他更是自修女儿在读的医学专业；

七八年里，浏览并学习了几十万个app，只为和

女儿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也因为他的用心陪伴，父女感情深厚，女

儿从未因单亲家庭而自卑，成长得特别自信开

朗，落落大方。

女孩长大后的性格模式，都是小时与父母

互动的翻版。

你给她阳光，她将来就积极向上，你给她

打击，她将来就消极敏感。

3、未来亲密关系的健康

樊登老师讲过一个案例，女孩各方面条件

都很好，可是她的感情却总是陷入三角恋，这

让她很痛苦。

原来，小时候妈妈总是指责、批评她，甚

至对她吼过：“你怎么不去死？”

当一个女孩子从小到大没有深刻地体验过

幸福、轻松，没有感受过被宠爱时，她就会走

上那条她熟悉的、艰难的路。

如果不想女儿未来走弯路，就要给她多一

点“甜”，让她品尝过这世上最美好的爱。

长大后，她才不会因为别人对她的一点点

好所感动。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女儿最坚实的后盾

最近重温了《养育女儿》一书，书中凯茜

和吉纳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

她们都曾聪明优秀，自信阳光。可中学后

，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

凯茜14岁那年，因为一次意外被学长侵犯。

她既愤怒又无助，但为了掩盖自己的脆弱

，她自暴自弃，滥交、嗜酒，成绩一路垫底。

3年里，她一个人承受着所有痛苦、无助、

煎熬，却始终不愿求助父母。

而吉纳在15岁那年恋爱了，但男友明显只

想和她进一步发展。

纠结之下，她求助了妈妈。

妈妈很震惊，却没有批判、说教，而是不

动声色对女儿外出的地点和方式做出限制，并

帮助女儿探索自己当下到底该追求什么。

最后，吉纳结束这段关系，并把精力放在

了学习上。

表面上看，两个女孩不同的人生走向在于

是否及时与父母交流，实际上，关键问题出在

了关系上。

凯茜的父母长期缺席了她的成长，彼此间

的疏离，让她习惯自己消化所有事情。

而吉纳妈妈善解人意，使得吉纳愿意向她

袒露心声。

亲子关系的温度，往往影响了女儿对父母

敞开心扉的程度。

教育家钱志亮曾说过，良好的亲子关系，

需要：

家长高质量陪伴、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

、生活与学习上的关注和帮助，然后是尊重、

信任、欣赏。

想要女儿对自己毫无保留的倾诉和依赖，

绝不是简单一句“遇事要找爸妈”就够的。

唯有长期与女儿建立情感交流的通道，父

母才能成为女儿坚强的后盾。

《时代周刊》曾总结过，孩子一生中最能

记住父母的五个时刻，分别是：

让孩子感觉到安全的时刻

给孩子全部关注的时刻

肯定或者批评孩子的时刻

与另一半相处的时刻

家庭固有的传统时刻

无关金钱和社会地位，正是这些细碎平凡

的时刻，奠定了我们与女儿之间的关系，

决定了她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究

竟是一生去治愈童年，还是会被童年治愈……

从今天开始，多陪陪女儿、倾听女儿吧！

给女儿多一点的尊重和接纳，用爱陪女儿

终身成长。

养女儿，最重要是什么，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台大校友為歡迎管中閔校長來訪台大校友為歡迎管中閔校長來訪
將於將於66月月1111日舉辦募款餐會日舉辦募款餐會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JCCAA) 2022 年獎助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本報訊 ）睽違三年，台大校長管中
閔將於六月再訪休士頓，除了要答謝校友
及僑界一直以來對臺大的支持，更想力邀
僑界朋友為臺大創校百年紀念共襄盛舉，
為了臺大和臺灣高等教育的前途，請大家
踴躍響應捐款，台大特成立 「創校百年願
景基金」專案。捐款之獎勵如下：

任何金額都歡迎，只要捐款人同意，
捐款人姓名將登載於台大芳名錄和校友電
子報

捐款$500以上的捐款人，休士頓台大
校友會敬邀您作為貴賓參加2022年6月11
日的創校百
年願景基金募款餐會，與台大管中閔校長

及周家蓓副校長共進晚餐
捐款$5,000 以上可以使用承諾捐款，

最多分期五年，每年至少支付承諾捐款總
額的20%

捐款或承諾捐款滿$10,000以上(包含公
司對比捐贈)，可於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前的
大王椰子
樹樹牌留言，展示時間到2028年百歲校慶
年底
捐款方式：請於2022年6月5日前，將捐款
連同 「捐款單 及餐會登記表」， 「承諾捐
款聲明書」

以 Email: ntuaah2alumni@gmail.com 或
是郵寄給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NTUAAH)，

地址: Box 69,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
ton TX 77042。表格請依照台大校友會通
知或按以下聯絡方式向台大校友會索取。

募款餐會細節：
時間：2022 年 6 月 11 日 (週六)，晚上

五時入場
地 點 ： 珍 寶 樓 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餐費：捐款$500 以上者，台大全額補

助，以示感謝
聯絡：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會長 丁偉倫

(ntuaah2alumni@gmail.com); 北美台大校友
聯合會會長劉志忠 (電話：713-858-8988)

（本報訊 ）今年 JCCAA 獎助學金總共錄
取 51 名學生,得獎者包括 30 名高中生、13 名大
學生、8 名碩/博士班研究生,總計發出十萬六仟
五百元獎助學金。以下是各項獎學金得主名單:

1. 校 聯 會 傳 統 獎 學 金:JCCAA General
Scholarship Fund 提供,金額共計八仟元。學業成
績獎四名: 方培植、蔡崇麗、陸樂、白雪蓉;社區
服務獎兩名: 盧彩瑩、汪栩全;課外活動獎兩名:
陳彥安、徐於涵,每名一仟元。

2.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獎學金:休士
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提供,金額共計七仟元。
學業成績獎兩名:竇瑞蕾、於凱麗;課外活動獎一
名:張亦心;社區服務獎一名:陳俊宇;音樂獎三名:
戴光彥、王叔篷、賴玟秀,每名一仟元。

3.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
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
人所設,金額一仟元。領導才能獎 :林俊康。

4.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
校友夏慧芸女士及夏尚權先生為紀念父母親夏
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金額一仟元。領導才能獎:
黃熙甯。

5.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文化大學校友黃
登陸先生為紀念夫人張玉瑩女士所設,金額一仟
元。社區服務獎:陳俞澤。

6.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國立台北科技
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金額一仟元。領導才

能獎: Mason Burdett 。
7.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蔡

亞麟先生為紀念夫人范增瑩女士所設,金額三仟
元。社區服務獎:無憲璽。

8. RLC 基金會助學金:RLC 基金會提供,金
額共計二萬元。得獎者:江霖緗、黃允恩、佘驊
剛、馬寶雪,每名三仟元;黃美玲、縱馳宇,每名四
仟元。

9.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NSBB
Charitable Fund 提供,金額共計一萬二仟元。四
位得獎者:劉安格、薛沛恩、曾凱筠、Joseph
Kon,每名三仟元。

10.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助學金:休士
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提供,金額共計一萬五仟
元。得獎者:Julia Evers、Claire Evers,每名三仟元
; Lorena Bulnes、Liliana Sesmas、Celeste Cabrales
、Ken William Ssennyimba,每名二仟元;黃家盛,
金額一仟元。

11.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林
宗生先生為紀念父親林瑞發先生所設,金額三仟
元。得獎者:魏容昕。

12.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政治大學校友
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楊秀鶴女士所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 Johnny Figueroa。

13.W & J 基金會助學金:W & J 基金會提供,
金額三仟元。得獎者:Paula Simon Lira。

14.舒喬 (Joel E. Schmieg) 先
生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許淑
娟女士為紀念先生舒喬 Joel E.
Schmieg 所設,金額四仟元。得獎
者:陳恩迦。

15.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銘
傳大學校友胡小蓮女士為紀念先
生馬驥驃博士所設,金額三仟元。
得獎者:Aymen。

16.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淡
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夫
人顧志慧女士所設,金額三仟元。
得獎者:Ngoc Quynh Ngan Ngo。

17.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陳碧
雲女士為紀念母親凌坤女士所設,金額二仟元。
得獎者:Evelyn Flores。

18.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銘傳大學
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母親王財興先生及王
袁杏月女士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Evelyn
Flores。

19.謝文治教授及夫人紀念音樂獎學金:藝術
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父母親謝文治教授
及夫人所設,金額二仟元。得獎者:葉昱廷。

20.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石山地產 James
and Leeshan Birney 莊麗香女士提供,金額二仟元
。得獎者:楊明。

21. 校 聯 會 華 裔 青 年 從 政 獎 學 金:JCCAA
General Scholarship Fund 提供,金額共計四仟元。
得獎者:鍾宇飛、王雨菲, 每名二仟元。

22.校聯會青年領導才能/社區服務獎學金:
JCCAA General Scholarship Fund 提供,金額共計
四仟元。得獎者:林玥妘、洪紹喜,每名二仟元。

23.國際臺北大師星秀音樂節獎學金:休士頓
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提供,金額三仟五佰元。得
獎者:盛予。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謹訂於 2022 年 6
月 25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線上頒獎儀式。

有關獎學金事宜,請洽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
友會獎助學金召集人鄭大展 281-919-9576或聯
絡人戴珮青 281-536-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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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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022～6/9/2022）
的特價品包括：娃娃菜$0.89/磅，中國茄子

$0.89/磅，油菜$0.99/磅，西洋菜$0.99/札，味
全冰凍榴槤$2.99/磅，無籽西瓜$3.99/個，大紅
蘋果$0.99/磅，三黃走地雞$11.99/只，金鯧魚
$2.69/ 磅，花螺$2.99/磅，龍蝦（1 . 5）$12.99/
磅，旺旺雪餅/ 鮮貝$5.99/包，李錦記蒸魚豉油
$3.99/2 瓶，味全原汁雞湯$8.99/12罐，王老吉
$14.99/箱，南字牌冰片糖$3.99/3包，紅梅糯米
5磅$8.99/包，象神香米25磅$2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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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名廚與名廚
張明張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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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或
下班時過來採購外賣下班時過來採購外賣，，一飽口福一飽口福。（。（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0604SAT_B1_Print.pdf (p.1)
	0604SAT_B2_Print.pdf (p.2)
	0604SAT_B3_Print.pdf (p.3)
	0604SAT_B4_Print.pdf (p.4)
	0604SAT_B5_Print.pdf (p.5)
	0604SAT_B6_Print.pdf (p.6)
	0604SAT_B7_Print.pdf (p.7)
	0604SAT_B8_Print.pdf (p.8)
	0604SAT_B9_Print.pdf (p.9)
	0604SAT_B10_Print.pdf (p.10)
	0604SAT_B11_Print.pdf (p.11)
	0604SAT_B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