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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休城工商

暮春，在北方咋暖还寒。风，一场接一场赶

着脚。吹绿了杨柳，吹开又吹落了春花，也催生

了一对野鸽的新生活，还有邻居奶奶（朋友自称

，我且延用吧）32天的守望和祝福。

像往常一样，邻居奶奶起床后要是不出门，就到

阳台开窗通风并远眺。奶奶家的房子在六楼，正

前方没有高层建筑阻挡视线。春天的景色是美丽

的，无论南方和北方，都是一片片碧绿，一树树

花红。奶奶看着楼下的小草一天天葱茏，一树树

鲜花变成了一树树碧的果和绿的叶，满目都是青

翠。一边赏景养眼，一边抻抻胳膊蹬蹬腿，晨练

一下。无意中一搭眼，见阳台窗外窗沿一隅，不

知何时添了一个由枯枝搭建的小窝。一只褐灰色

，颈部似围着珍珠围脖的鸽子，静卧在窝中。还

有一只鸽子蹲在护窗栏杆上，一会儿起身欲飞，

一会儿又转身看向窝中的鸽子，似有牵挂。奶奶

怕惊动了它们，悄悄的退回了屋里，隔窗看着。

两只鸽子咕咕咕的似在交流，不一会儿栏杆上的

鸽子飞走了，窝中的鸽子也起身活动了一下，身

下露出了两枚滚圆的蛋。奥，原来这是一对情侣

鸽，在孕育自己的鸽宝宝。妈妈负责孵蛋，爸爸

负责觅食。

从此，奶奶便常常的站在窗前，关注鸽子一

家的动态。刚开始，两只鸽子都很警觉，看到奶

奶到阳台，想飞又舍不下巢中的蛋，扑楞着翅膀

不安的躁动。时间久了，看奶奶并无恶意，便放

下了戒心。鸽爸勤快的飞来飞去觅食，鸽妈安心

的坐月子，守着两枚蛋宝宝。北方的春天，小孩

的脸，一会儿一变。忽然，寒风又起，吹的鸽妈

羽毛翻飞，吹的鸽舍枯枝乱颤。鸽爸也停止了外

出，在寒风中和鸽妈抱团取暖，一起守护着蛋宝

宝。奶奶爱心爆棚，想从米袋中抓把米，给它们

喂食，不想让它们太辛苦。转念一想又住了手，

这是野鸽，生存能力很强，只是借贵府一块宝地

，生儿育女，并不是来乞食的，还是别把它们引

入歧途，泯灭了天性吧。

一天天的，在鸽爸鸽妈的精心孵育下，鸽宝

宝于5月10日终于破壳而出了。刚出壳的鸽宝宝

可不漂亮哦，黑黑的透亮的皮肤，稀稀拉拉的像

一蓬乱草似的绒毛湿漉漉的，眼睛也无神，腿也

站不起来，十足两个“丑小鸭”。可在爸爸妈妈

的眼中，却是小可爱。妈妈用嘴为它们梳理羽毛

，把它们揽在翅膀底下为它们御寒。爸爸忙不迭

的出门，去捕食它们能下咽的小昆虫，一趟接一

趟，赶脚似的。邻居奶奶也忙用镜头，记录下鸽

宝宝诞生的这一幕。从此，每天观赏记录鸽宝宝

的成长，成了邻居奶奶生活的一部分。

破壳第2天，鸽宝宝还是那么孱弱，那么

“丑”，只懂得吃。

破壳第3天，爸爸妈妈一起出去觅食了，宝

宝的饭量大了哦。爸爸妈妈一回来，宝宝闭着眼

睛就嗅到了爸爸妈妈的味道，张大嘴巴等着双亲

呕乳。

第4天，阳光明媚，风却越发的大，怕它们

被风吹着，爸爸妈妈轮流在家陪着宝宝，一刻不

曾离开。房东奶奶也找出了小孙子的玩具盒，想

绑在护栏上挡风，鸽妈妈吓得惊飞起来。鸽宝宝

像初生的牛犊什么也不怕，再说奶奶是不会伤害

我们的哈。待奶奶绑好了纸盒，鸽妈妈也放心的

飞回了巢中。风小了，又有妈妈温暖的怀抱，鸽

宝宝睁大了眼睛，和妈妈一起欣赏小哥哥玩具盒

上的图画。飞机好大啊，天好蓝呀！妈妈，将来

我们也和飞机一样，会飞上天的。

第6天，鸽宝宝的羽毛开始变深了，变得有

型了。

第7天，鸽宝宝的翅膀会扑楞了，但是动起

来，身体还是东倒西歪的。

第8天，鸽宝宝的羽毛渐丰，在爸妈外出时

，俩宝互相练习梳理羽毛啦。

第9天，会和妈妈游戏了，围在妈妈身边转

来转去的。鸽宝的羽毛已有了花色，要和妈妈媲

美呢，也有珍珠围脖。

第10天，鸽宝的羽毛又丰满了不少，体型也

更健硕了，窗沿一隅的家拥挤了。鸽爸鸽妈捕食

回来呕乳时须小心翼翼，唯恐把宝宝挤掉下。邻

居奶奶也是担心不已，忙找出废纸箱，铺在护栏

的空档上，就像给爱巢赠了一个宽敞的大院。不

仅鸽宝安全有了保障，还是游戏健身的好场所。

第11天，鸽宝的饭量越来越大了，以往有爸

妈一人喂食就能吃饱，现在，需要一同喂才能填

饱胃口，还会抢食了。鸽爸鸽妈越来越辛苦，几

乎不能在家休息。俩宝只能互相梳理羽毛，作伴

玩耍，扑楞翅膀，锻炼腿脚。天都黑了，爸爸妈

妈还没回来，这是让宝宝自己过夜了，心好大呀

！

第12天，爸妈早早就回来喂宝宝了，看宝宝

独自度过了漫漫长夜，很欣慰。

第13天，鸽宝的羽衣越来越漂亮了，站在妈

妈身边标准的亲子装，让人好生羡慕。

第14天，鸽宝勇敢的走出了巢穴，走到了邻

居奶奶搭建的大平台上，大步的走来走去，自由

的舒展翅膀，还看到了外面的广阔天地。

第16天，鸽宝的腿脚越来越有力，翅膀抖来

抖去欲飞状。和爸爸妈妈的互动越来越频繁，有

时是亲昵的依偎或啄吻，有时是学习跳跃起飞各

种本领。

第17天了，鸽宝能飞的离开地面啦，还勇敢

的从一个栏杆飞到另一个栏杆上，并开始尝试着

啄食吃，好厉害呀！

邻居奶奶就这样一天天的看着鸽宝宝快乐的

长大，给它们拍视频，给它们写日记，记录它们

的点滴进步和成长，也天天的在朋友圈里晒幸福

。这给她的疫生活平添了许多快乐，也惹得一帮

文友羡慕嫉妒。但不恨，并幸福着她的幸福，快

乐着她的快乐，纷纷题诗参与分享她的鸽乐汇。

以为这快乐的日子，会一直这么延续下去。

野鸽破壳第18天了，可是……，还是让我们看看

邻居奶奶的日记吧，到底发生了什么？

野鸽日记最后一天，野鸽和我隔窗相伴三十

二天，我见证了它们由卵变成雏，又由雏成长为

成鸽的整个过程。每天观察它们的生活点滴成了

我的必修课，它们的每一点进步都令我欣喜，就

像看到自己孩子小时候的每一步成长一样。它们

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

我知道，它们的长大预示着离开我的时间越

来越近了，心中总有些忐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

候会飞走。但是它们必须长大，必须独自面对世

界，必须离我而去。

今天晚上七点全员核酸，出门的时候它们还

在家里闲庭信步呢，做完核酸七点二十回来，第

一件事是看看两只小野鸽。巢穴里空空的，令我

一惊，小野鸽已不见踪影，难道是掉下去了？打

开窗户，往二楼露台上看去，并没有它们的影子

(我家是六楼，一二楼是门面，二楼有平台，若

小野鸽掉下去必定是掉在二楼平台上)。仅仅二

十分钟时间，怎么就……

今天它们才开始比较熟练的从护栏一个横栏

跳到另一个横栏上，我当时还和它们说呢：练的

很吃苦哈，看来你们是为早日飞翔练硬功夫呢！

不曾想，短短的二十分钟时间，你们就离巢而去

，连个道别都没有。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

还是很失落。

你们长大了，该独立生活啦，希望你们一切

安好！期待你们能经常回来看看奶奶，这里永远

是你们的家。也期待来年你们做爸爸妈妈的时候

也能在这里筑巢！）

第二天早晨起来，邻居奶奶还是习惯性的走

进阳台，想和那两个小家伙打个招呼，可是巢穴

中依然空空如也，失落之情由然而生。又推开窗

户仔细的进行了观察，二楼的露台上依然没有它

们的身影，巢穴周边也没有撕扯的痕迹和掉落的

羽毛，放心些许。可是，昨天那么晚了，你们去

哪了？是爸爸妈妈把你们领走了吗？会不会有危

险？到了新的地方能适应吗？……

唉！既然飞走了，那奶奶祝福你们平安！巢

穴给你们留着，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或

者携爱侣回这里生儿育女。想到这里，奶奶自己

笑了。

这时鸽爸鸽妈归巢回来育幼鸽，但巢中空空

，开始轮流往返寻找，后来双双在巢穴附近寻找

，那咕咕唤儿的叫声又让奶奶的心揪起来。看来

你们离巢不光没跟奶奶道别，连你们的父母都不

知道呀！

幼野鸽离巢四天了，巢穴的布局及周边的环

境一直没变，奶奶每天都将水和米放在巢穴周围

，期待它们能突然出现。总想着它们是因贪玩迷

了路，等爸爸妈妈找到它们会带它们回来的。

可几天过去了，它们依然没有归巢，倒是它

们的爸爸妈妈每天都会来，只是头两天来的勤些

，有时候是双双结伴而至，大多时候是踽踽独行

，一来就咕咕咕咕咕咕呼唤着走失的幼雏。有时

一边走一边叫，有时又卧在巢里咕咕咕的叫，好

像在嗅着孩子的体味。甚至还会飞到餐厅的窗台

上，一边叫一边往屋里看，好似怀疑奶奶把它们

的宝宝藏在了屋子里。看到它们焦虑的情形，奶

奶的心里更难受了。这后两天来的次数减少了，

还总是两个一起来，一个站在护栏上像是在望哨

，另一个则在巢穴周围转来转去，啄啄米，进巢

里趴一会。这情形倒像是又在寻找生儿育女的吉

宿，其实这更像是奶奶的臆想和期盼吧！

邻居奶奶的32+4——朋友和两对野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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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natural.ca
網站: www.royalnatural.ca 網上中文快

捷訂購！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高血糖患者需要注意什麼高血糖患者需要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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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調降血糖，修復胰島。對2型糖尿病患
者，控製好血糖能減少心肌梗塞和心力衰竭16%
，視網膜病變減少21%，糖尿病腎病減少33%。
蜂膠具有明顯降低血糖、調節胰島素分泌水準
和修復損傷β細胞的作用，可雙向調節血糖，
作用平和持久，安全可靠，不會發生不良反應

。
二、調節血脂，清除自由基。綠蜂膠具有

強抗氧化力，能清除血液中的過氧化物，從而
降低血管變脆變硬、形成血栓的風險。臨床研
究顯示，綠蜂膠使血脂下降35%，總有效率達
80%以上，對頑固性高血脂患者也有效，是理

想的天然降血脂之品。
三、防降血粘，保護血管。綠蜂膠含有豐

富的蘆丁、槲皮素、高良薑素、咖啡酸、a-兒
茶素等黃酮類化合物、微量元素和其他活性成
分，可清除血管及其周圍組織中過剩的膽固醇
，使其轉移到肝臟中隨膽汁排出，並降低血液

粘稠度、改善血管通透性，恢復血管彈性，修
復血管功能，抑製大血管、微血管及神經併發
癥的發展。

四、調降血壓，成就心健康。研究發現，
綠蜂膠對高血壓的緩解率達90％以上，對高血
壓並發的血栓、心梗、高血壓腎病等有很好預
防作用。綠蜂膠在舒張血管，改善血液循環的
同時，還可使心肌耗氧量降低，調節血壓，從
而減輕心臟的工作負擔。

野花牌綠蜂膠，蜂膠中的王者，巴西第一
名牌，世界公認最佳品質：自1982年以來最悠
久的生產歷史，每一克原料選取均采用HPLC液
相色譜分析，有效成分含量業內最高，淨濃度
85%，無蜂蠟無酒精，不含重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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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natural.ca 訂 購 網 站 ：
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BB33
星期六       2022年7月2日       Saturday, July 2, 2022

中國社會
2022年6月25日（星期六）文 匯 專 題2 ◆責任編輯：周文超

承載香港同胞心意“健康快車”義診25載

參與首發籌備
經歷終生難忘

首任車長劉曉勤：

th
ANNIVERSARYANNIVERSARY

時間回到香港回歸前夕，內地各省、市、自治
區都在緊鑼密鼓地為香港回歸準備禮物。在

香港特區籌委會任職的方黃吉雯聽聞頗為感動，
在她的建議及內地衞生、鐵道等部門協調下，時
任特首董建華於回歸當日，代表香港同胞向內地
贈送了這一列“健康快車”。由於條件有限，火
車醫院不能進行過於複雜和耗時的手術，幾經考
量白內障手術被納入了範疇。“那時，內地約有
500多萬名白內障患者，不少貧困民眾因病致
盲。”劉曉勤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健康快
車’為貧困患者免費做白內障手術，能快速解決
實際問題，可以說這個禮物非常及時。”

首列“健康快車”剪綵即投用
1997年3月，時任中日友好醫院副院長的劉

曉勤被衞生部任命為“健康快車”首任車長。
“衞生部非常重視這個項目，提出首任車長的四
個條件：部直屬醫院院級領導、最好有眼科專業
背景、有外事經驗和良好的溝通能力。我恰好符
合這些條件。”

“火車建成什麼樣？需要配備什麼設備？怎

麼把車送去香港贈送儀式現場，再順利返回？如
何避免手術中出現意外情況？”劉曉勤坦言，剛
接到任命時，心情頗為忐忑。經過一系列籌備之
後，1997年6月23日，由發電車、手術車和診療
車組成的“健康快車”從青島四方機車車輛廠出
發，3天後抵達深圳，又經協調終於6月28日順利
抵港。作為先遣組工作人員的劉曉勤帶領中日友
好醫院的兩位醫護人員及一位工程師，跟車一路
南下。

1997年7月1日，“健康快車”贈送儀式在九
龍火車站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特首董建
華，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及“健康快車”
創會主席方黃吉雯為“健康快車”剪綵，各界嘉
賓一起登上列車參觀。劉曉勤回憶說，“我負責
現場匯報。當時列車上安裝有眼科顯微鏡、彩
超、X光機、全能麻醉機等諸多先進的醫療設備。
這列設備精良、醫護優秀的火車醫院得到了在場
嘉賓的一致好評。董建華先生說，‘這麼好的事
情，以後我們還可以再多送幾輛。’”

儀式結束後，“健康快車”當日下午便北上
安徽阜陽開啟首站工作。“7月7日啟動試運行，7

月9日正式接診。我們受到
阜陽各界民眾及醫務人員熱
烈歡迎。”劉曉勤向記者展
示了幾張老照片說，“1997
年7月18日，林順潮醫生帶
着三位醫護從香港趕來，與
我們的醫生合作手術。這應該
是回歸後，兩地醫學界的首度聯合
手術。原以為香港的醫生會非常難相
處，實際交流之後，發現他們非常謙虛，技術和
人品都極佳。後來，林醫生還幫助不少內地眼科
醫生赴港進修學習。”

仍有3列運行 今年擬治療7000例
如今“健康快車”已從最初的一列，增加到

四列（含館藏），其中三列均由香港同胞捐贈，
第四列“健康快車”為內地企業捐造。25年來，
這四列“健康快車”走遍全國28個省份，幫助逾

22萬名白內障患者重見光明，擺脫因
病致貧困境。今年，運行中的“健康
快車”計劃停靠山西臨汾、湖北十
堰、河南焦作、新疆伊犁、山東泰
安、甘肅定西、湖北黃石等地，預計
將為7,000名白內障患者開展免費復明
手術。
此外，“健康快車”還培訓各地眼科醫

護人員、捐建眼科中心、捐助醫療設備等。在全
國建成90所“健康快車”眼科中心，培訓近200
名可實施顯微手術的眼科醫生。每間中心每年還
會完成不少於200例減免費眼科手術。“健康快
車”還在今年開放在線學習平台，為眼科醫生提
供國內外眼科醫學界最前沿的知識和技術的學習
機會，以及為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免費篩查眼
底，同時培養糖網閱片師。目前已在全國建立40
個糖網中心，意在幫助更多糖網病患者避免失明
的痛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在中國鐵

道博物館裏，有一列被永久收藏、身披“彩虹”圖案的

火車。它是香港回歸時，由香港同胞贈送、編號為

G199771的“健康快車”。它曾在22年時間裏，免費診

治超6.2萬名白內障患者。“1997年7月1日，在香港見

證‘健康快車’贈送儀式，作為首任車長

參與相關工作，是我終生難忘的一段經

歷。”原中日友好醫院副院長劉曉勤每思及此激動不已，“香港同

胞將心意建成了火車醫院送給內地人民，意義重大。我當時滿腦子

想的都是一定要將這份禮物、這份心意安全送達目的地。”

姓名：劉曉勤
年齡：76歲

1997年職業：

中日友好醫院副院
長、“健康快車”首
任車長

◆◆劉曉勤展示劉曉勤展示19971997年年
77月月22日日，，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關於關於““健康快車健康快車””的的
報道報道。。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掃碼看片

◆ 1997年7月，劉曉勤（右）在“健康快
車”上觀摩手術。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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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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據路透社消息，總部位於河南的建業地產發
布兩則購房海報引起熱議， 其中一則位於

河南商丘市民權縣的地產項目海報打出“2元/
斤，小麥換房”的口號，稱最高可抵16萬元
（人民幣，下同）首付款；報道引述一位銷售
代理稱，用小麥換房的促銷活動主要針對該地
區農民，於本周一開始，將於7月10日結束。
該代理商說，上述樓盤一套房屋價格約60萬至
90萬元。

大蒜換房16天成交86萬斤
另一則河南開封市杞縣的建業城項目海報則

顯示，“5元/斤，大蒜換房”。海報顯示，活動
推出16天成交約86萬斤大蒜，來電2,859組，到
訪852組，成交了30套。

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師王小嬙指
出，建業地產主要布局於河南省，在河南省市場

下滑的影響下，業績受到的影響不言而喻。認為
發展商本次採用蔬菜抵首付的促銷活動主要目的
是加速去庫存，加強銷售回款。

鄭州推“房票安置”提振市場
河南省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前五個月，河南

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10.7%，其中，住宅銷售
面積下降12.2%；商品房銷售額下降20.5%，當
中，住宅銷售額下降22.8%。為提振地產市場，河
南省會城市鄭州周一發布了《鄭州市大棚戶區改造
項目房票安置實施辦法（暫行）》的通知，房票安
置是徵收人比照貨幣安置、產權調換的政策，將計
劃安置的房屋轉化為貨幣，以房票形式出具給被徵
收人，被徵收人可拿着房票向參與房票安置工作的
開發商購買商品房(包括住宅與非住宅)。

另據《上海證券報》消息，中國房地產業協
會21日發布關於召開“房地產紓困項目與金融機

構對接商洽會”的通知。

中房協下月辦紓困商洽會
通知顯示，為貫徹國務院扎實穩住經濟的一覽

子政策措施，盡力解決房地產項目紓困過程中的急
迫困難，中國房地產業協會與浙江省房地產業協會
商定，於2022年7月26至27日在杭州市聯合主辦
“房地產紓困項目與金融機構對接商洽會”。

商洽會的主要議程包括：金融機構紓困方案
介紹、房企在市場變化中保持穩健發展、房地產
項目紓困訴求共性分析、如何用優質品牌適應金
融支持、浙江省房協介紹項目紓困工作、項目紓
困過程中法律、稅務問題分析、在房協指導下成
功紓困問題樓盤及司法實踐、房企紓困轉型探
索——發展長租房業務，以及紓困方案及企業項
目與金融機構、有意兼併重組合作發展解決項目
困難的企業對接商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 特斯拉即將推出人形機器人Opti-
mus，A股投資者21日目光轉投機器人概
念，刺激機器視覺、人腦工程等相關板塊
逆市拉升3%，多隻龍頭股攜手暴漲。滬
深兩市大盤則呈弱勢震盪，截至收市，滬
綜指報3,306點，跌8點或0.26%；深成指
報12,423點，跌63點或0.51%；創業板指
報2,692點，跌17點或0.63%。兩市共成
交10,801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淨流出逾10億元。

特斯拉CEO馬斯克日前稱將於9月推
出Optimus(“擎天柱”)原型機，Optimus
還擁有人類水平的手，可以8km/h速度運
動，且配備了FSD計算機和自動駕駛攝像
頭。財聯社21日引述馬斯克表示，希望9
月底有一個有趣的產品展示給人們。機器
人概念爆炒，機器視覺板塊中，神思電子
頂格升20%，佰奧智能升17%；人腦工程
概念股中，機器人股飆17%。分析認為，
除了市場正在高低切換，尋找低位板塊，
亦表明中國投資者對Optimus頗有期待，
但機器人板塊“股舞”或是題材輪動，持
續力尚待觀察。

相關統計顯示，近3日主力資金淨流
入最多的概念板塊為機器人，其中主力資
金淨流入前列的個股為美的集團、格力電
器、科大訊飛，分獲淨流入6.62億元、
5.53億元、5.02億元。日前，美的集團亦
發布首代家庭服務機器人產品“小惟機器
人”。

消息利好 房地產股升1%
消息稱，中國房地產業協會與浙江省

房地產業協會商定，於7月26至27日在杭
州市聯合主辦“房地產紓困項目與金融機
構對接商洽會”，房地產板塊升1%。行
業板塊中保險、遊戲、水泥建材、銀行等
逆市飄紅。教育板塊大跌逾3%，豆神教
育跌超15%，全通教育跌停。航天航空、
有色金屬、船舶製造、光伏、電池等板塊
同樣跌幅居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與凱度消費者指數21日發布的《2022
年中國購物者報告》指，2022年3月26日到4月
22日的四周內，中國快速消費品銷量同比增長
5.6%，平均售價卻下降了5.7%，創下近幾年最
大跌幅，反映出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度不斷提
高。貝恩公司全球資深合夥人布魯諾認為，在疫
情帶來的不確定性持續存在的背景下，中國消費
者雖然重新開始購物，但展現出新的思維模式和
不同的消費行為，“市場展現出恢復跡象，消費

者也變得更謹慎、對價格更敏感。”
據分析，新冠疫情爆發前，快速消費品企業

連續五年穩定推動高端化，並且現在仍在提高商
品售價，但消費者的購物行為正在變化，他們變
得更謹慎，對不同品類展示不同的購買行為。

例如，個人護理和家庭護理品在2021年銷量
續保持增勢，其中個人護理品增長3.6%，家庭護
理品增長7.5%。不過銷量的增長卻被平均售價拖
了後腿，個人護理品價格僅增長0.4%，家庭護理
品價格更下降了1.4%。在彩妝和個人清潔用品行

業，企業面臨激烈競爭選擇以價換量，本土新生
勢力品牌也憑借平價產品搶佔市場。

貝恩指，2020年新冠爆發帶來的不確定性
或將成為未來幾年市場動盪的預演，企業需要
接受一個事實，即動盪將成為新常態，並為各
種可能結果做好準備。報告預計今年剩餘的時
間都可能充滿動盪和不確定性，消費者對很多
品類價格上漲會更加敏感。但中國市場的長期
基本盤仍然穩健，對2023年市場恢復健康增長
保持樂觀。

房企新招賣樓房企新招賣樓 小麥大蒜可抵首付小麥大蒜可抵首付
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之

下中國樓市持續疲軟，影

響居民購樓意慾，也阻礙內房企資

金回籠。為加快售房，開發商奇招

盡出，甚至提出用小麥和大蒜這些

農作物來置換首付款。而面對樓市

困境，中國房地產業協會下月將召

開“房地產紓困項目與金融機構對

接商洽會”，與金融機構一齊共商

協助同業解困方法。

調查：中國消費者價格敏感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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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州推出房票安置政策鄭州推出房票安置政策，，被徵被徵
收人可拿着房票向參與房票安置工收人可拿着房票向參與房票安置工
作的開發商購買商品房作的開發商購買商品房。。 新華社新華社

◆滬指21日收報3,306點，跌8點或0.26%。資料圖片



BB55
星期六       2022年7月2日       Saturday, July 2, 2022

台灣新聞

（中央社）搶暑假住房商機，礁溪老爺酒店與國寶級
作家黃春明再度攜手推廣文學！自7月1日至8月28日在館
內舉辦 「九彎十八拐．百輯風華展」與 「來去宜蘭玩」活
動，內容包含文學展覽、互動投影、詩詞創作與戶外山海
行程等，邀請旅客暑假到宜蘭看展覽、玩文學 。

黃春明創辦的《九彎十八拐》文學雜誌，封面是藝術
家董陽孜題字與黃春明獨特撕畫，以沒有經費、全員志工
的狀態下，刊載國內外好的作品長期傳遞文學感動，2005
年礁溪老爺開幕日也是《九彎十八拐》創刊日，十七年來
一直是飯店客房刊物之一，今年已出刊超過一百輯，意義
非凡。

礁溪老爺與黃春明作家以宜蘭結緣、以《九彎十八拐
》雜誌共同傳遞文學感動！在出版超過一百輯的今年，特
別策劃 「九彎十八拐．百輯風華展」，展區分為九彎十八
拐專欄、黃春明文學漫畫、國外名家、華文精選、學生作
品、紙上藝廊、百輯封面牆與書信寫作等區，除了黃春明
的專欄、文學漫畫與撕畫作品外，也選及美國、法國、加
拿大、瑞典等國外作品，如海倫凱勒、莫泊桑等，華文作
品則選自日本的賴和、呂赫若等至現代作家張曉風、吳晟
的作品，總共展出31件文學作品、100本雜誌與8件精選封
面故事，滿滿的文學作品邀民眾前來觀賞，此外，也特別
與物外設計品牌合作，策劃書信區邀民眾重溫寫作感動，
不論是寫封明信片給好久不見的家人，或者寫給黃春明老

師，就有機會參加抽獎獲得精選小禮物。
除了逛展，礁溪老爺以玩文學與龜山島為元素，同步

策劃五大活動邀旅客同樂！投影互動區〈繪動．九彎十八
拐〉以黃春明的撕畫 「來去宜蘭」打造繽紛炫目的投影裝
置，九彎十八拐、龜山島、雪隧、汽車、雨滴與載滿旅客
的可愛火車，瞬間動了起來，旅客只要繪製專屬汽車，就
能馬上成為黃春明老師作品中的一部分 ;〈手作，創意詩句
〉則展示黃春明作品 「龜山島」，住客欣賞之餘，也可藉
由文字重組創作專屬的短文，只要參加活動就有機會抽到
「龜山島牛奶海立槳活動體驗」周周抽幸運得主一起親眼

欣賞龜山島與牛奶海體驗立槳，〈寫下，思念書信〉可透
過網路進行文學創作，只要寫下最動人的思念字句，就有
機會可以獲得 「老爺一日遊體驗」或 「平日雲天自助午餐
券」。

除了欣賞詩意文學作品 「龜山島」外，礁溪老爺還帶
旅客親眼見證龜山島風采！〈看見蘭陽龜山島．跑馬古道
之旅〉健行半日遊程，暑假天天出發，引領旅客在跑馬古
道上探索壯闊的蘭陽平原與太平洋，更能遠眺龜山島全貌
，只要入住 「夏季尊榮專案」一泊二食11,900+10%元起，
即可免費同行！礁溪老爺再加碼推出〈看見蘭陽龜山島．
龜山島賞鯨豚之旅〉，搭乘遊艇近距離環繞龜山島一周，
與鯨魚一起在海上同遊，住客加購優惠價，每人只要1500
元，就能在龜山島玩出專屬宜蘭的夏天。

（中央社）搶暑假住房商機，礁溪老爺酒店與國寶級作家黃
春明再度攜手推廣文學！自7月1日至8月28日在館內舉辦 「九
彎十八拐．百輯風華展」與 「來去宜蘭玩」活動，內容包含文學
展覽、互動投影、詩詞創作與戶外山海行程等，邀請旅客暑假到

宜蘭看展覽、玩文學 。
黃春明創辦的《九彎十八拐》文學雜誌，封面是藝
術家董陽孜題字與黃春明獨特撕畫，以沒有經費、
全員志工的狀態下，刊載國內外好的作品長期傳遞
文學感動，2005年礁溪老爺開幕日也是《九彎十八
拐》創刊日，十七年來一直是飯店客房刊物之一，
今年已出刊超過一百輯，意義非凡。
礁溪老爺與黃春明作家以宜蘭結緣、以《九彎十八
拐》雜誌共同傳遞文學感動！在出版超過一百輯的
今年，特別策劃 「九彎十八拐．百輯風華展」，展
區分為九彎十八拐專欄、黃春明文學漫畫、國外名
家、華文精選、學生作品、紙上藝廊、百輯封面牆
與書信寫作等區，除了黃春明的專欄、文學漫畫與
撕畫作品外，也選及美國、法國、加拿大、瑞典等
國外作品，如海倫凱勒、莫泊桑等，華文作品則選
自日本的賴和、呂赫若等至現代作家張曉風、吳晟

的作品，總共展出31件文學作品、100本雜誌與8件精選封面故
事，滿滿的文學作品邀民眾前來觀賞，此外，也特別與物外設計
品牌合作，策劃書信區邀民眾重溫寫作感動，不論是寫封明信片
給好久不見的家人，或者寫給黃春明老師，就有機會參加抽獎獲

得精選小禮物。
除了逛展，礁溪老爺以玩文學與龜山島為元素，同步策劃五

大活動邀旅客同樂！投影互動區〈繪動．九彎十八拐〉以黃春明
的撕畫 「來去宜蘭」打造繽紛炫目的投影裝置，九彎十八拐、龜
山島、雪隧、汽車、雨滴與載滿旅客的可愛火車，瞬間動了起來
，旅客只要繪製專屬汽車，就能馬上成為黃春明老師作品中的一
部分 ;〈手作，創意詩句〉則展示黃春明作品 「龜山島」，住客
欣賞之餘，也可藉由文字重組創作專屬的短文，只要參加活動就
有機會抽到 「龜山島牛奶海立槳活動體驗」周周抽幸運得主一起
親眼欣賞龜山島與牛奶海體驗立槳，〈寫下，思念書信〉可透過
網路進行文學創作，只要寫下最動人的思念字句，就有機會可以
獲得 「老爺一日遊體驗」或 「平日雲天自助午餐券」。

除了欣賞詩意文學作品 「龜山島」外，礁溪老爺還帶旅客親
眼見證龜山島風采！〈看見蘭陽龜山島．跑馬古道之旅〉健行半
日遊程，暑假天天出發，引領旅客在跑馬古道上探索壯闊的蘭陽
平原與太平洋，更能遠眺龜山島全貌，只要入住 「夏季尊榮專案
」一泊二食11,900+10%元起，即可免費同行！礁溪老爺再加碼
推出〈看見蘭陽龜山島．龜山島賞鯨豚之旅〉，搭乘遊艇近距離
環繞龜山島一周，與鯨魚一起在海上同遊，住客加購優惠價，每
人只要1500元，就能在龜山島玩出專屬宜蘭的夏天。

礁溪老爺攜作家黃春明策展
暑假到宜蘭看展覽、玩文學

（中央社）本土疫情終於進入和緩階段，近來重症確診數漸
趨下降，但醫界工會控訴，呼吸治療師在重症高峰時期全力挽救
呼吸衰竭的確診者，相關津貼卻沒有下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指揮官陳時中曾經承諾，若7月以前沒有發放呼吸治療師津貼
，將懲處相關單位，但衛福部至今遲未開放醫院申請呼吸治療師
津貼，盼指揮中心能給個交代。

臺大醫院企業工會秘書長王棋筠指出，疫情高峰期間重症患
者眾多，以台大醫院為例，同時可能有數十名新冠確診者插管治
療，需要呼吸治療師協助照護；衛福部為了嘉勉治療師的辛勞，
也特別設置 「重症呼吸器照護獎勵」，每照顧1名患者，政府將
每日發放1萬元津貼。

但經過工會追查，109年7月至110年4月，臺大醫院共計申
請46萬的呼吸治療師津貼，衛福部只發放2萬元，院方多次向衛
福部請求撥款無果；更誇張的是，110年5月和111年4月經歷兩
波疫情高峰，也是最多重症患者需要呼吸器維生的時刻，衛福部
卻至今都未開放醫院申報。

因為呼吸道處置可能產生大量含有病毒的 「氣溶膠」，呼吸
治療師等同於暴露在高度病毒環境，染疫風險不亞於其他職類。
一位在北部醫學中心服務的呼吸治療師表示，面對呼吸衰竭的重
症患者，呼吸治療師需要隻身進入專責病房，除了協助醫師插管
，還要調整呼吸器參數，照護一位病人快則半小時、慢則兩三個
小時。

另一名呼吸治療師指出，在工作狀態加倍艱困的情況下，衛
福部承諾發放的獎勵金卻遲遲沒有下文，一毛錢都沒有領到；陳
時中部長5月下旬在記者會上承諾 「7月之前發放」指的是110年
5月的獎勵金，但對於後續津貼仍是 「冷處理」，呼籲衛福部不
要再繼續拖下去了。

工會表示，陳時中部長曾經承諾，若7月以前沒有發放呼吸
治療師津貼，將懲處相關單位，但目前已屆7月，衛福部卻遲遲
不開放醫院申請呼吸治療師津貼，更不要說薪資入袋，工會希望
指揮中心給個交代，別再一次讓醫療人員心寒。

陳時中承諾7月前發津貼沒下文
呼吸治療師控：重症照顧太廉價

礁溪老爺攜作家黃春明策展
暑假到宜蘭看展覽、玩文學



BB66
星期六       2022年7月2日       Saturday, July 2, 2022

台灣新聞

（中央社）調查局懷疑，台聚集團吳氏家族
旗下昌軒建設總經理向可立、副理羅文德，利用
2008年出售土地建案給遠雄人壽機會， 「內神通
外鬼」找來掮客李克毅居間假仲介，藉機收受遠
雄4億元回扣。台北地檢署1日依背信罪起訴約
談向、羅、李3人，另亦泊實業社前負責人鄭永
裕則獲不起訴處分。

另遠雄集團創辦人趙藤雄、兒子遠雄人壽總
經理趙信清2人遭匿名檢舉背信，檢方認罪嫌不
足，處分不起訴。

檢調調查，遠雄人壽2008年欲向昌軒建設及
聯貸銀行團代表寶華商業銀行（現改為新加坡星
展銀行）所代表的債權人，購買昌軒建設公司、
奕行、奕銘投資公司參與合建的北市信義區土地
，作為遠雄人壽企業總部。

調查局懷疑，昌軒建設總經理向可立、副理
羅文德2人明知購地案獲利金額應歸屬昌軒建設
及合建案其他參與公司，卻找掮客李克毅安排李
自己的人頭公司 「WIN FAIR」等公司，居間為
遠雄人壽仲介處理該購地案。

向可立等人故意營造該購地案整合困難、成
交不易、仲介人著力甚深等假象，藉此收取高額
佣金，致遠雄人壽2008年5月委任WIN FAIR等
公司與昌軒建設簽約，遠雄付出4億餘元佣金。

2008年7月遠雄人壽分別與昌軒、奕行及奕
銘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檢調懷疑，向、
羅2人收受4億多元佣金，扣除部分土地開發費
用，還有2.6億餘元輾轉匯進2人帳戶，損害昌軒
等公司利益。

去年5月，台北地檢署指揮調查局台北市調
處兵分8路搜索，約談包括昌軒建設總經理、成
安開發負責人向可立、昌軒建設開發部副理、可
成投資顧問負責人羅文德、WIN FAIR公司負責
人李克毅，訊後諭知向可立200萬交保、羅文德
100萬元交保，李克毅限制出境處分。

涉案的李克毅曾因涉入遠雄人壽掏空案，遭
北檢偵訊後諭知交保，之後李被起底沒有律師資
格，卻假冒檢察官，北檢主動簽分偵辦，但犯案
時間已超過5年追訴期，2020年6月李獲不起訴
。

台聚集團建設公司總座涉內鬼
收遠雄4億回扣遭起訴

（中央社）前年就讀某大學法律系博士班3
年級的男子，未取得律師資格卻收費承攬訴訟
，校方將他開除學籍，他打行政訴訟主張，校
方侵害他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台北高
等行政法院認為，校方依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
開除學籍並無違法或失當駁回他的訴訟。可上
訴。

這名男子多次假冒律師為不知情之民眾辦
理訴訟事件並收取費用，檢方起訴後，他被依

詐欺及行造特種文書罪判刑確定，校方在2020
年決議，以他行為觸犯刑事法律，經法院有罪
判決確定，並衡酌情節較重，懲處開除學籍處
分。

他不服提行政訴訟主張，他因誤觸法律而
被判決有罪，並於繳納罰金後執行完畢，但校
方卻再以行政罰撤銷他學籍，處分有違一行為
不二罰原則，實屬違法。又他在刑事訴訟程序
中坦承犯錯，獲法官原諒，判決易科罰金之機

會，校方不應重懲。
他說，博士班論文指導教授多次督促他儘

早完成博士論文，並未因他犯錯而放棄他，校
方的處分屬於對於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
之侵害，且違反比例原則，請求法官撤銷校方
的處分。

北高行政法院認為，他在2014年至2017年
間，多次假冒律師為不知情之民眾辦理訴訟事
件並收取費用，遭判刑定讞，且2016年間也因

涉及未取得律師資格，卻執行律師業務，遭判
刑1年，緩刑2年確定。

合議庭認定，他的行為符合校方學生獎懲
辦法規定之要件，校方經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
後，考量他未思改過，反而一再作出不當行徑
，乃決議予以開除學籍之處分，經核其判斷並
無違法或失當，裁量亦無濫用或逾越等情形，
判決駁回他的請求。

法律系博士生假冒律師開除學籍反告校方判決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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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工作簽證最近幾年總是供不應求，符
合條件的申請人也可以考慮O簽證。

O1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作的專業人士，
如運動員、文學藝術人才、工程師、律師、會
計、研究員、高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等
。在此期間並可變換雇主，轉換成其他簽證，
或申請永久居留（綠卡）身份。
O1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申請O3簽證陪同
入境及居留美國，也可以申請入學，但是不可
以在美國工作。

O簽證申請條件
如果曾獲得著名的國際性獎項,如諾貝爾獎,

奧斯卡獎,則可申請O1簽證.
如果沒有獲得過國際性的獎項，也可以從

下列十項中提出三項來證明其才能、貢獻及社
會影響：

曾在其專業領域內獲得國際或國家級獎項
；

曾是其本行中專業組織的會員，並且該組
織是經過同領域專家所認可的；

申請人在該行的傑出成就，曾被專業刊物
或重要媒體報道過；

申請人曾對其本行中其他人員的成就擔任
過評審工作；

曾在學術研究、藝術、運動或商業等相關
領域有重大貢獻；

曾在專業期刊或重要媒體發表過專業學術
論文；

成果曾在藝術展覽會上展出過；
曾在聲譽卓著的組織或機構擔任過關鍵職

務；
申請人薪資遠高於其他同儕之證明；
在表演藝術方面曾獲極大成功，並反映在

票房、唱片、錄音帶、及錄影帶等商業產品上
。

O簽證申請所需材料
1． 推薦信，申請人盡量提供獨立推薦信

。所謂獨立推薦信是指與自己沒有工作關系或
共同的學習經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薦信。比如
在學術會議上因為學術討論而認識的專家。或
因為導師的原因有過學術交流的專家。

2． 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有盛名的組織出
具的推薦信。比如美國國家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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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對學術作品要求再版的證明。

5． 已被批準的專利已經得到應用或已經出售
給企業。
6． 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責人或主要研
究人員。
7． 媒體報道，對導師和申請人共同參與項目
的報道對申請也有幫助。
8． 對成員有學術成就要求的協會會員證明。
9． 曾任專業論文評審的經歷證明。
10． 領取高薪，特殊津貼的證明。
11． 學位證明。

O簽證期限
O簽證由雇主申請，受益人如果申請被批

準，第一次可獲得三年在美國的停留機會.
三年到期後，可以一年一年的續期，續期沒有
次數的限製，可以無限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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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
syanlaw.com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
六:10:00AM-1:00PM.

OO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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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深夜，實在太忙了。我們都年紀不輕，

又自己一個人住，真要顧惜身體。我正在

努力克服孤寂、愧疚心情，建立新的生活

常態，走向從哀傷到平安喜樂的旅程。您

多保重，彼此代禱、共勉！

我參加了兩期 「Grief Share」課程，

很得幫助。有位同工簡海蘭姐妹，先生已

過世26年，她常在“真愛”、“使者”及

“KRC神國雜誌”有文章發表及協助編

輯，也出版過幾本短文選集。她非常鼓勵

我試著寫作療癒，也願意指導及幫助修

改。我可能參加今年九月的雲端文字營，

學習寫些感恩見證文章。相信一切有神美

好的帶領！

回文清信

文清姐妹，感謝你的分享，我也真的

需要照顧自己愛自己，過去真的如你所寫

忙照顧教友，團契，社區朋友們，號角校

稿寫稿，送報，line，過去三年，facebook
已減少很多了，走路運動，每周至少10
次，繼續做“號角月報”，美南福音版

“思牡札記”專欄文字事奉，每週出刊，

真的沒有時間覺得孤獨，傷心難過，感謝

神應許祂沒有讓我獨自一個人在此，祂與

我同在是真實的，故我很快適應單飛的日

子。

你的文筆很好的，相信日後必會有篇

篇見證文章發表，榮神益人，你退休了，

大可發揮尚未發揮的寫作恩賜！

6/28 感謝角聲主任Nancy來家看我，

愛心送我三文魚一包，叮嚀我：因為你有

血小板低，

走路要小心，不要跌倒喔！短暫停

留，隨即她和先生開車去中國城角聲社區

中心拿信。Nancy很關心同工們，在教會

她和先生David也是常常關心長輩們或團契

中的弟兄姊妹們。

求主賜福使用他們成為多人的祝福。

約翰一書 4:19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週五）我去

荷門西南紀念醫院

血液專科門診看超

聲波報告，

Dr. Kathy Sam
醫生說我6/3做肝臟脾臟超聲波報告：

1. 脾臟正常。

2. 有點脂肪肝，提醒我不要吃油炸食

物，我說我不吃油炸食物的。

3. 白血球指數3.58比5/26驗血白血球3
進步。

4.血小板指數今天驗血指數是80,5/26
血小板指數是86。

Dr. Kathy鼓勵我保持血糖控制好，維

持體重，每天運動，繼續與家醫生聯絡，

血小板指數如果在80以下，我們再來做骨

髓穿刺，檢查血小板減少原因，你過四個

月後再來看我。

◎友人來信

我們昔日在紐約水牛城教會的D r. 
Herbert Lau 劉廣儀中醫師來信提醒我：

B-12的缺乏與血小板指數低有關，維

生素B-12的最佳來源往往是動物性食物，

例如：牛肝，蛤蜊。

看到劉醫師信，我說天父很幽默，有

人生病這不能吃，那也不想吃，我這個血

小板指數低的病是要進補吃牛肝，B12我
也有服用，近一個月我吃過兩次豬肝，牛

肝，你們想試試牛肝的美味比豬肝更好吃

喔！ 友人提醒每週吃一次牛肝就好，勿吃

過多，因為嘌呤很高。

新澤西州伍牧師說：這是「上帝在你

敵人面前擺設筵席」！讓你吃營養的牛

肝。

紐約水牛城文清姐妹來信說：我的白

血球及血小板都偏低，血脂又太高。香煎

牛肝有幫助，好吃、營養又容易做，這幾

天買新鮮牛肝來試試！ 
我的朋友中鄭隆保牧師說: 我的師母

很多年血小板都是低的，我們都喜樂渡過

許多年，鄭師母說：鄭牧師的心跳每分鐘

才48下，心律過低，他也有84歲了，師母

82歲。

台北陳艾美牧師來信說：潘師母真是

恩典啊！讓你吃牛肝補身體。

筆者回艾美牧師：看到你寫的我哈哈

笑，真是主賜吃的恩典，主賜鴻恩！

郭文仁牧師也建議我吃B12, Vitamin 
K。

我的中醫師徐松玉建議我早睡覺，

不要工作到半夜1-2點，我儘量提前到12-
12:30上床睡覺，因為在11:00早上床，也

是睡不著啊！

6/26 紐約水牛城文清姐妹來信

親愛的潘師母，您忙於照顧教會弟兄

姐妹及生病有需要者，每天又寫稿、校稿

主♥賜♥鴻♥恩

◎梁明彪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很多宗教都

提到〝道〞，但

沒有路可以走，

只有耶穌宣告說 :
「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裡

去。」約翰福音 14:6      
英文金句

Behold,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forth, do 
you not perceive it? I will make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rivers in the desert. Isaiah43:19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

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

漠開江河。以賽亞書 43:19 

06/28/22 金玉良言 :
人，有時候會活得很累，做妻子的總

覺得付出的努力都看不到回報。若把逃避責

任 ( 不得不做 ) 的心態更換為積極〝愛〞的

情緒 --- 歡喜做、甘願受，你會發現人生沒

有白走的路，每一步路，每個拐彎都有不一

樣的人生體會，每一階段的經歷都留下恩典

的記號與美好回憶。

上帝的公平

　郭文仁牧師

◎吳祥雲

我生於香港，家境清貧。父母親一共

生了五個兒子，沒有女兒。爸爸是文員。我

小學畢業後，我們搬到元朗，父母在那裡

開了一個豬場，由媽媽和我們幾兄弟照料。

父親每天清晨起來先照顧豬隻，然後才去

中環上班。1972 年我會考後，讀大學預科，

才與大哥搬去九龍。

因為父母沒女兒，我是次子，又較聽

話，媽媽就常叫我幫忙家務，照顧弟弟，負

責為家裡所有神位上香。我們家的「神」可

多呢！有祖先、灶君、土地、齊天大聖等，

不一而足。我也不知道為甚麼養豬的總要供

奉齊天大聖，求牠保豬隻平安。我們的豬如

果生了病，或快產小豬，我就要負責求齊天

大聖保佑。

崇拜科學

上中學三、四年班時，我對科學略知

一點皮毛，就以為科學萬能。很佩服馬克

思的說法，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和弱者

的手杖。那時，我開始看不起所有宗教，

認為都是無知婦孺和市井之徒的迷信。對

於基督教，我更反感。因為讀了中國歷史，

甚麼鴉片戰爭、八強亂華、滿清喪權辱國，

割地求和等，我就有仇外的情結，甚至連宣

教士也痛恨，認為他們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

具。我發誓決不信任何宗教，若非信不可，

那就信佛教吧！因我誤認佛教是中國的本

土宗教，後來才知道它來自印度。

1969 年美國太陽神十一號（Apollo 
11）成功登陸月球，我十分興奮，嘲笑班上

的基督徒同學，說：「你們還相信有天堂

和上帝嗎？如有，也被太陽神撞穿了！」

當時我以為自己很有學問，所以口出狂言，

挑戰上帝。其實，恰恰相反，正好證明自己

的無知，只看到報紙和雜誌上說「人類偉大

的成就」，卻不知道太空人 Edwin E. Aldrin
登陸月球之後，還朗誦了聖經詩篇第八篇 3
至 4節：「我觀看袮（上帝）指頭所造的天，

並袮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

袮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袮竟眷顧他！」

我的專業

1974 年我們一家七口移民美國夏威

夷，那年我中七畢業。由於夏威夷工作少，

物價高，我住了一個暑假就離開了。因移民

前我已被英國一間大學錄取，所以就飛往

英國倫敦讀書。大哥選去芝加哥。我們兄

弟倆只相差一歲多，同屆畢業，手足情深。

1977 年我在英國拿到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就到美國芝加哥伊利諾州立大學唸研究院。

拿到碩士和博士學位後，我去休斯頓

工作，從事石油天然氣工業。我的專業是

為石油公司做開發油田的工程，為他們設

計並裝嵌一些深海設施，例如在水深七千

多呎的海洋中，把地殼內的石油抽取出來。

我在這行業服務了 30 年，現任這類型深海

石油生產工程的經理。

啞口無言

回頭說，我於 1977 年到伊利諾州立大

學讀書，室友是基督徒，他邀請我參加團

契。我在這陌生的地方沒有朋友，想藉這

些活動多認識幾個朋友。那時帶領查經的大

概是 Simon Chan，有一天，他問我們對上

帝的存在有甚麼看法。沒有人回答。我就舉

手，說：「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上帝。」

哪知 Simon 問：「你為甚麼覺得這世

界沒有上帝呢？」我說：「科學證明這個世

界沒有上帝。」Simon 心平氣和地問：「可

否請你解釋科學怎樣證明沒有上帝？」我

想，這問題還要問嗎？不就是一加一等於

二嗎？這麼簡單也要問，真是！可我發覺，

我竟然答不出來。回家後我就想，為甚麼我

無法回答他的問題？究竟是怎麼回事？

又一次，Simon 問我們怎樣看耶穌。

我又舉手說：「請別怪我直率，我認為根本

就沒有耶穌其人，是人們虛構出來，讓教徒

有個寄託而已。」Simon 又心平氣和地問：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是哪一本歷史

書，或哪一位歷史學家說過這樣的話呢？」

我竟然又答不出來！

開始反思

回家之後，我開始反思，原來我對宗

教的認識竟然都是道聽途說。甚麼科學證明

沒有上帝、耶穌是虛構的人物等，都是我聽

來的，根本從沒客觀和深入地研究過。僅僅

看了馬克思、列寧幾句話，我就盲目相信，

把偏見當作真理。

於是，我調查 Simon 的背景。啊，原

來他比我優秀呢！他在香港讀預科，在高級

程度會考中取得四科甲級。他放棄香港大

學，選擇伊利諾州大，畢業時獲全屆最高成

績。他與我同屆，現開始讀博士班。我一向

以為基督徒都是不學無術的人，哪裡知道他

們中間也有優秀人才，也經過深思熟慮才信

耶穌的。再看看我自己，對宗教從來不研

究，一直把道聽途說都看作真理。我小時曾

給齊天大聖燒香，求牠保佑豬隻平安。這齊

天大聖是小說《西遊記》裡的孫悟空，只是

一個虛構的角色而已，我竟然燒香叩拜，愚

昧的居然是我！

我對自己說：以後要虛心一點，要聆

聽，不要老和人爭辯好勝。但是，耶穌是

大約二千年前的人物，那些基督徒也沒見

過上帝，為甚麼他們會信？為甚麼信得那麼

認真？以往我認為答案是現成的，根本不需

要研究：因為基督徒都是愚民，他們迷信神

鬼的無稽之談。現在我明白，至少要虛心觀

察，研究他們信的是甚麼、為甚麼信。

開始明白

經過大約一年的觀察，我發現基督教

的信仰原來很合理性邏輯，經得起挑戰，

有說服力，便打開心門。不過當時只是理

性層面上的接納，不覺得特別需要救主耶穌

將我從罪惡裡拯救出來，因為我自小就是好

孩子。後來，上帝開了我的眼睛，讓我想起

七、八歲那年，有一天，我早起幫忙父母收

拾房子，希望他們給我錢去看電影。那是一

部黑白片，內容是：喝了隱形藥水之後就沒

有人能看到你，你想做甚麼都可以。那天看

完電影，晚上我在床上胡思亂想，想到要真

有隱形藥水多好，我就可以做這事那事，沒

有人知道。忽然，我心中驚覺，像我這樣一

個「好孩子」竟然希望做一些別人看不見的

事 !? 人性不是太可怕了嗎？後來我看到南

京大屠殺的影片，十分憤怒，痛恨那些日本

兵禽獸不如。可後來退一步想，如果我當時

是日本兵的其中一員，會不會也做出同樣禽

獸不如的行為？很難說。我開始明白，人的

罪太可怕，我們真需要救主！

生命改變

我在 1979 年受浸歸入耶穌基督名下。

起初靈命很幼稚，參加聚會只如社交，交交

朋友，增添生活色彩而已。感謝上帝，祂在

我身邊安排了一些有美好見證、有理想、有

愛心，又認真追求聖經真理和靈命成長的弟

兄姊妹。我在校園裡受他們薰陶，讀聖經、

聽道理，漸漸明白信耶穌是委身基督，是一

件嚴肅的事。就像結婚，「二人成為一體」，

要委身於對方；「信耶穌」也是一樣，是

一件神聖而嚴肅的事。我起初也不明白，為

甚麼上帝要基督徒委身服事祂和服事別人，

後來明白上帝要我們善用資源，不要把祂所

賜的恩典藏起來，浪費了。上帝要我們與人

分享，成為別人的祝福。上帝不缺少甚麼，

天地萬物都是祂所造的，祂不需要我們的生

命、財產；但我們如果把生命獻給祂，我們

的生命就變得豐盛，人生也有了神聖的使

命、目標和意義。不像那些迷茫少年，糊塗

度日。

我信主耶穌轉眼已三十多年，在學業、

事業、婚姻、養兒育女和事奉各方面都遇過

困難、挑戰；但在這許多經歷中，我看見上

帝的同在、引領和保守。深深地體會，主耶

穌是又真又活的救主，祂與我一同走過高山

深谷。我在主基督裡的人生，遠勝過活在

罪中的人生。更何況信了主耶穌後，我們就

有永生。人最大的悲哀是死，人人都要死，

唯有主耶穌勝過死亡，叫我們信祂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信耶穌實在是十分美好的

事！

（文載自［中信］）

那段自以為科學的日子

上帝待人公平嗎？為甚麼有人含著金

勺子出生，一生享盡榮華富貴；而我們辛

苦忙碌了一輩子，還是家徒四壁？

不是人人每時刻都充滿幸福感的。當

我們失望、灰心、無奈、寂寞時，自然會

想到上帝是否公平。

有人貢獻功勞大，卻被人忽略，忘記

得一乾二淨。那不就是因為他

已經完美，不需別人再給他添

加掌聲嗎？右手成為右手，就

是上帝對右手的獎賞；善人成

為善人，是善人所得的賞賜。

上帝是公平的，即或沒有

漂亮的容貌，不用抱怨，一顆

善良的心是更大的福氣；即或

沒有豐厚的財富，不用抱怨，

溫暖的家更滋潤人心；即或沒

有聰明的腦袋，不用抱怨，勤

勞的手更勝一籌。

上帝給牛頓一個蘋果，他

就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上帝

給哥倫布一艘帆船，他就發現

了亞洲新大陸。上帝給貝多芬

一台鋼琴，他還是失聰的，然

而卻譜下了〈命運交響曲〉等偉大樂章。

上帝給人的，是適合他們的東西。畢

竟適合的才是最好的。衣服再美，尺寸不

對，衣不稱身，也是徒然。

耐性等候吧！上帝是公平的。失去不

一定是壞事，得到不一定是好事。你只要

堅信，無論做任何事都不圖回報，心存善

念，那就是你的幸福。

上帝賜給我們時間，也給了我們一個

心靈的天平。只有把它端平了，你自然能

發現上帝是公平的。

（文載自［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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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1908年10月4日午夜过后，50名带头巾的白

人男子围住了肯塔基州希克曼（Hickman）市黑

人农民大卫· 沃克（David Walker）的家，命令他

出来接受鞭打。大卫拒绝并向他们射击。于是这

群暴徒放火烧了大卫的房子。大卫、他的四个孩

子和他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的妻子一齐冲出门外

，但都被暴徒开枪击中，三个孩子受伤，其余人

全部死亡，而大卫的大儿子始终没能逃出燃烧的

房子。

这件事的经济后果是，大卫幸存的孩子们被

剥夺了他们父亲的农场，土地记录显示沃克名下

2.5英亩的农场就直接被纳入白人邻居名下了。

那位邻居很快将土地出售给另一个男人，这个人

的女儿现在是这块地的主人。

黑人成为自由人后，靠着勤奋和吃苦耐劳

（是的，黑人很勤奋，很吃苦耐劳），他们竟也

从零开始，令人惊奇地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沃克2.5英亩的农场只是近百万黑人农场中的一

个。

在20世纪初，曾经是奴隶的黑人和他们的

后代，拥有1500万英亩的土地，大部在南方，

主要用于农业。1920年时有925000个黑人拥有农

场，占美国农场的14％。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

的农场最后都被以不同方式掠夺，到1975年只

剩下45000个黑人农场了，不足1920年的5%。

现在，美国农村土地所有者中只有1％是黑

人，黑人农民占总农业人口的比例只有2％。据

美联社报道，在美国10亿英亩的耕地面积中，

今天黑人拥有的土地面积仅略超过100万英亩，

占比为千分之一。（“”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黑人

农民被系统性地剥夺土地的故事。）

1912年，佐治亚州北部的福赛斯（Forsyth）

郡，18岁的白人女子梅· 克罗被谋杀了。案子残

酷、血腥。

这个案子至今没有破，很可能永远破不了

了。但是，事发之后，不需要证据，唯一一个

住在附近的年轻黑人罗伯· 爱德华兹立即在镇

广场上作为案犯被私刑（lynched）。成千上万

的人观看甚至参与了私刑。另外两个十几岁的

黑人男孩奥斯卡.丹尼尔和厄内斯特· 诺克斯也

因此被私刑了。

随后，白人治安维持者将占该郡总人口10%

的1098名黑人居民全部赶了出去。被赶走的一

些黑人家庭不得不加入了向北的“大迁移”。也

有的搬到附近的郡。

被驱赶的黑人的土地等财产就“自动”地被

当地的白人占有了，至今没有任何土地回到那些

黑人的后代手里。住在Forsyth 郡的 Jeremiah 和

Nancy Brown一家和其他黑人家庭一样，在1912

年被驱逐。这是他们孩子的照片，左起分别为

Harrison，Rosalee，Bertie，Fred，Naomi 和Minor

Brown.（Image crecit: Charles Grogan）

在 19世纪 60年代和20世纪 20年代之间，

美国白人从他们的社区驱赶了成千上万的黑人

居民。

南卡罗来纳州海洋群岛（Sea Islands）的黑

人埃维莉娜· 詹金斯（Evelina Jenkins）在20世纪

70年代早期拥有数十英亩的土地，其中还包括一

个整个的岛屿。那时沿着该州海岸线的土地价值

暴涨。

因为该州对黑人受教育权利的一贯剥夺，詹

金斯不会阅读。也因为黑人在当地长期遭受歧视

，包括政府和法院等机构习惯性的对黑人的虐待

和羞辱，詹金斯尽可能避免出现于那样的场合，

所以她一直拜托与她结为好友的一位白人邻居为

她付年度房产税。

詹金斯不知道的是，她的白人邻居不仅私吞

了她的税金，而且在这些房地产因为一直没有交

税被拍卖时将其全部买了下来。然后他转售给开

发商。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詹金斯曾经拥有的土地

产生了无数的财富，那个岛屿上的房屋售价达40

多万美元。而詹金斯则身无分文，非但没有给孩

子留下任何遗产，而且是在女儿的移动房中度过

她最后的日子。

在民权法案之前的吉姆· 克（Jim Crow）时

期，黑人在白人控制的法庭得不到公平待遇已经

是不争的事实了，凡是读过《杀死一只知更鸟》

（To Kill a Mockingbird）这本书，或看过同名

电影的，对此都有深刻直观的印象。

所以，在吉姆· 克期间获得财产的黑人经常

选择在法律制度之外非正式地处理遗产继承问题

。他们最普遍的做法，是以不可分割股份的形式

将他们的财产遗赠给后代，每个继承人成为财产

的共同所有人，每个人都有权出售自己的部分。

于是，掠夺性土地投机者就搜寻愿意出售其

股份的人。一旦买卖成功，该投机者就成了房产

的共同所有者，就有权利向法院请求出售整块土

地，而这个投机者往往就成为买主。

以这样方式出售的房地产一般都是以远低于

其市场价值的价格成交，原房主几乎就是彻底失

去了拥有房产的机会，其损失是不可逆的。而买

主则是一夜暴富，所以说这是一种掠夺性的投机

买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投机者利用这一法律手

段迫使黑人出售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只是在过

去的几年里，一些州才开始采用统一的法律来遏

制继承人财产法中最掠夺性的滥用法律行为。但

是，对绝大多数黑人来说，这已经太迟了。

Redlining，是美国和加拿大有系统地拒绝为

某些社区或社区居民提供某些服务的政策，包括

拒绝提供金融、银行、保险或房屋贷款等服务。

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FHA（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联邦住房管理局）以提

供房屋贷款保险来稳定抵押贷款市场。

在新政之前，银行提供的房屋贷款都是高额

首付，而且必须10年还清。新政的福利是，房

贷还期为20至30年，首付也不高于10%。这一

福利的直接效果是，1930年，只有30%的美国人

拥有房产，而到1960年，自己有房子的超过60%

。

但是，划红线的实践是，凡是有黑人的社区

，FHA就指定为政府担

保抵押贷款的禁区，黑

人就享受不到新政的买

房福利。

不久如此，这样的政

策还造成黑人社区的衰

败，同时也很自然地鼓

励白人逃离有黑人的区

域。而有一定资产的白

人则看到了掠财的机会

：吓跑白人，尽可能廉

价地买下他们的房子，

然后将房子高价卖给黑

人。

黑人得不到正规的房

屋贷款，唯一的选择就

是以合同的方式直接从房主那里贷款买。但因为

这不是一个有正常管理的房屋买卖市场，买主几

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筹码，往往是以2倍、3

倍于房产的价值买房，贷款利息也特高。

这些掠夺者还与买房律师等沆瀣一气，合伙

以各种手段欺诈黑人。比如，对一些有规范限制

的建筑，他们谎称房屋没有任何违规，而当市政

检查人员发现问题时，根据合同，一切责任都是

买主的。

参加了二战的黑人克莱德· 罗斯（Clyde Ross

）战后决定逃离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于1947

年来到芝加哥定居，因为在这里，他可以有尊严

地在街上行走。

罗斯成为Campbell’s Soup的品味师，有稳

定的收入。结婚生子后，他距离那个时代的中产

只有一步之遥了——买房。

1958年，罗斯和他的妻子在芝加哥西区的繁

华社区北朗德尔（North Lawndale）以“合同”

方式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当时的房主6个

月前以1.2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的，但卖给罗斯的

价格是2.75万美元！

罗斯买房合同中除了与贷款相关的条例外，

还包括这样的内容：

1）买主在完全付清房贷之前不是房产的持

有人，房契依然在卖主名下。一旦买主不按时付

“房贷”，合同就终止了。卖主除了继续拥有房

子，同时囊入怀中的还有买主的首付和每个月的

付款。（注意，这里是买主所负的所有钱都没有

了，与我们现在贷款买房付不起房贷后被迫卖房

不是一回事。）

2）在合同期间，房主（卖主）不负责任何

房屋的修缮问题，一切由买主自理。

在罗斯搬进新家三个月后，锅炉爆炸了。按

照合同，换锅炉的责任完全落在罗斯身上。买了

高价的房子，还是高息贷款，每一笔开支都是挑

战。克莱德· 罗斯（Clyde Ross）2014年在他千辛

万苦买下来的房子里接受采访。

2014年记者采访他时，已经91岁的罗斯依

然住在芝加哥，屋里摆着他的骄傲——社区服

务的奖状和他孩子穿长袍戴毕业帽的照片。当

记者问起他买房子的事情，罗斯岂止是往事不

堪回首：

【我们感到很羞愧。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我们是那么傻。我离开密西西比，逃脱了那里的

一个困境，却又在这里走入了另一个困境。这是

多么愚蠢？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是那么愚蠢。

当我发现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时，我问自己，

“怎么可能？”你知道，如果我是像我们中的一

些人那样暴力的话，我可能会想去伤害某些人。

我甚至无法照顾好我的孩子，我没有足够的钱照

料他们。你很容易就会被这些白人击垮。没有法

律（保护我们）。】

其实作为二战退伍军人，罗斯还应该可以享

受G.I.法案，其中也有房屋贷款的优惠。但是，

他什么优惠也享受不到。

像罗斯一样走入陷阱的黑人无数。从1930

年到1970年，芝加哥黑人购房者中85％是通过

“合同”购买的。

后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将每一个黑人家

庭最终付出的款额总和与用正常的贷款渠道、以

正常的市场价买房所付的总和做比较，现在能够

找到的所有1950年到1970年期间的黑人房屋交

易材料加起来，以2019年的美金计，黑人家庭

总共多支付了32亿美元到40亿美元！

雪上加霜的是，以昂贵代价买了房子的黑人

家庭，往往也因为所居住区域越来越败落，最后

房子就不值钱了，没有达到财富积累的效果。还

有，就是没有了划红线政策，很多时候政府对富

人区与穷人区的投资也是区别对待的。比如，同

样是铺下水道，富人区所用的材料和铺设方式都

规格更高一点，因为要与房子的规格匹配。根据

《纽约时报》的一个调查报道，当初被划红线的

地区，就是今天依然可以明显看出绿化少很多。

还有，近几年曝光了好几个城市自来水中含

铅量过高的问题，而这些都发生在黑人集中的居

住区应该不是巧合吧。

划红线这种方式，使得歧视政策化，系统化

，市场化，所以危害尤其严重。

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

）结束了划红线的歧视。但是黑人依然承受着系

统性的歧视，只是这种歧视不再能以名正言顺的

政策方式进行了。

70年代发生的涉及当时刚刚合并的FHA和

HUD（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一个全国性的系列

大丑闻，几乎就是历史的重演。该丑闻最后在全

国范围内致使24万套房屋被遗弃或毁坏——足

够给100万人提供住房。而这里受害者基本上都

是黑人。

都知道2008年的次贷危机，但很少有人知

道在此之前，黑人就已经先被掠夺了。次贷是在

把黑人市场做得差不多之后，才转移到白人身上

的。

根据“公平经济联合会”（United for a

Fair Economy）2008年的报告，在次贷危机爆发

之前的1998年至2006年期间，黑人已经在次贷

中损失了价值710亿美元至930亿美元的房屋财

富。

研究人员称这个灾难性的净值损失是“近代

历史上有色人种最大的财富损失。”上面所述的

情况，受害者基本上都是黑人，而获利者几乎是

清一色白人，所以这也代表了财富从一个族裔到

另一个族裔的转移。

只是，黑人的问题从来都是自己的问题，不

会被认为是社会问题。如果不是2008年的次贷

危机，发生于2008之前的黑人被次贷剥夺财产

的事情就不会被人注意到。

就好像如果不是铁锈带白人社区吸毒和犯罪

成灾，人们根本不会认识到黑人社区发生的问题

是工作机会大量流失造成的。只有当白人社区发

生了同样的问题，这才是社会问题。而这更证明

了对黑人的歧视。

与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 路德· 金一起致力

于推动民权，并最终签署一系列民权法案的林

登· 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这样说：

“黑人贫穷不同于白人贫穷。”“黑人贫困是一

种特殊的，特别具有破坏性的美国贫困形式。”

其实这种白人和黑人贫困的区别就是歧视

造成的。当歧视是系统性的时候，其危害更为

严重。

当今的美国，白人与黑人大部分还是割据而

居。虽然70年代就不再有划红线的实践了，当

初划线的痕迹并没有消失，显性、隐性的种族歧

视也依然处处可见。要积累财富，黑人比白人需

要多翻一座山。有的时候，那甚至是一座翻不过

的山。

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不再能找到划红线的遗迹

了，才可以说我们差不多克服了种族歧视这个顽

疾。

为什么黑人家庭财富积累普遍偏低？
最新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SCF，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的

数据显示，典型白人家庭的财富是典型黑人家庭的八倍。白人的家庭财富

中位数和平均值分别为188,200美元和983,400美元，黑人家庭的相应值分

别为24,100美元和142,500美元，不到白人家庭的15%。

美国黑人普遍贫穷早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不众所周知的，或

者说没有达成共识的是，黑人为什么比白人贫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2月份是黑人历史月。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就从房产、土地这一个

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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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表姐问我：

“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别磨蹭啊？我女儿真

的要把我逼吐血了。”

细问之下，表姐崩溃地细数女儿的“罪状”：

“做什么事都要你跟在后面催，催完起床催

洗漱、催完洗漱催吃饭，把你气得要死，她却一

脸无辜。让她收拾自己的玩具，一个小时了，东

西还在原地。就连让她洗个手，都要催八百遍！

”……

为了让孩子不要那么磨蹭，表姐已经骂过无

数次，但孩子依旧没有改变。

看着表姐捶胸顿足，我一瞬间回想起了当初

教育儿子的无奈：“面对孩子磨蹭，最好的办法

就是等。”因为磨蹭几乎是每个小孩都会有的

“小毛病”。家长越着急，孩子问题越严重。

磨蹭，是孩子与生俱来的

知乎上有家长问：为什么孩子这么磨蹭？

一条高赞答案说：“磨蹭是孩子的天性。”

她女儿以前也特别磨蹭，慢吞吞的动作，时常让

她觉得火大。有一次，孩子上幼儿园迟到了，出

门穿鞋还慢吞吞，穿了一只鞋就开始神游太空。

她实在受不了孩子的磨蹭，吼了孩子一顿。看着

孩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答主很自责，她跟孩子

道歉，并问孩子早上为什么穿了一只鞋子就不穿

了。孩子很认真地告诉她：“我想看看鞋子里有

没有小老鼠。”原来前一天晚上，她刚为女儿讲

过红鞋子和小老鼠的童话。

这个回答是答主万万没想到的。从此以后，

她发现孩子磨蹭的时候，都会问一句孩子在干什

么。孩子的理由依旧千奇百怪。综合了孩子各种

奇怪的理由后，她彻底明白孩子的思路就是：这

个有趣，那个好玩。

科学研究表明，大脑主要受前额皮层与边缘

系统的影响。边缘系统主要控制情绪；前额皮层

，主要帮助人们去分析事情，负责做决定，而前

额皮层要到20岁左右才发育成熟。“边缘系统”

和“前额皮层”就像孩子脑海里的两个小人：一

个负责行乐；一个负责控制行动。

孩子小的时候，由于大脑发育不完全，玩耍

总是战胜理性，所以孩子对玩乐以外的事情都比

较磨蹭。

而针对孩子学习上的磨蹭，育儿专家田宏杰

也曾表示：“其实孩子上小学碰到问题是必然的

，因为整个小学阶段孩子的大脑神经的额叶没有

发展好。”

额叶是掌管什么的？ 神经的控制功能，和

语言的调整功能，都在额叶。额叶没发展好，孩

子就没办法专心，就容易兴奋和走神，写作业时

，就显得磨蹭。所以，尊重孩子的大脑发育特点

，不苛责，很重要。

你越催，孩子越磨蹭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陷入一种教育误区，总以

为催促能让孩子加快速度。殊不知，催多了，反而

会让孩子变得更加磨蹭，甚至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不是事事依赖父母，就是事事跟父母对着干。

1、让孩子事事依赖父母

教育观察类节目《老师请回答》中，有妈妈

吐槽自己的儿子biubiu很是磨蹭。

平时孩子在家写作业，她

要不断提醒孩子时间，提醒

孩子快点，敦促孩子完成作

业。有时候心急起来巴不得

自己上手做完。

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朱洪秋

研究员却表示：孩子的磨蹭

，是父母培养出来的。因为

孩子的磨蹭就是应对父母着

急的催促。

印象很深刻的一幕，是bi-

ubiu让妈妈帮他圈他写错的

字。

妈妈嘴上不停地催促他自

己找写错的字自己圈，一边

又走过去拿起笔帮孩子圈出

来。

过了一会儿，biubiu 又问

她，妈妈很生气，在旁边急

躁地骂了几句，但很快就告

诉孩子答案。

整个过程，妈妈都焦虑催

促，却又主动帮孩子完成事

情。

妈妈“帮助”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孩子就

会什么都依赖父母。

这就像心理学上的“路径依赖”：人一旦进

入某个路径，不论是好是坏，都可能对这个路径

产生依赖，并且很难改变。

2、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

人民日报曾经提及一个“被动废人群”。指

的就是那些本来人们愿意主动做的事情，一旦被

催促，就会立马表现出抗拒。

评论里很多人表示：

“不管干什么，只要你一直没完没了地催我

，我就失去一半以上的动力了。”

“只要别人催我就产生逆反心理不想做了。”

“你越是抓着一件事说说说，我越是反感，

越是不想做。”

有个孩子就说，他小学的时候，每次起床稍

微慢点，妈妈就会进房间一直催他起床。

刚开始他也觉得可能自己确实起晚了，还特

意调了闹钟。

闹钟一响，他就起床。

可妈妈还是一直催他起床刷牙洗脸。

听多了，他心里觉得特别烦躁气闷，最后天

天都用赖床来回应妈妈的催促。

《拖延心理学》中有这样一段话：

“拖延常常是一个人的独立宣言，

一个人试图通过拖延来告诉人们，

我是一个拥有自主权的人，我根据自己的选

择来行动。”

随着孩子长大，家长越唠叨催促，孩子越厌

烦、越是故意和家长对着来。

到最后，不仅孩子没变好，亲子关系还恶化了。

磨蹭，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

的案例。

有一个女孩，在妈妈眼里，就是一个磨蹭到

极致的孩子：作业经常写不完，吃饭能吃一小时

，去参加兴趣班也总是最后一个出来。

妈妈也曾经因为她的“慢”而感到无力和焦

虑。但是后来，妈妈渐渐发现，她曾经以为孩子

的“磨蹭”，其实只是孩子成长上的“慢”。

比如孩子写作业磨蹭，是因为认知暂时跟不

上，有些知识点还不太理解。比如孩子出门前磨

蹭，是因为心里面根本不知道妈妈说的“20分钟

后”具体有多久。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她的认知跟上来了，不

仅动作快了很多，学东西也快了很多。

孩子是需要时间发育，需要时间探索，需要

时间思考，需要时间理解，需要时间学习。

催促是无用的。

与其费力去催促，我们不如先改变自己的教

育方法：

1、给孩子树立时间观念

用闹钟、手表等工具把时间“视觉化”，让

孩子建立起几小时、几分钟的概念。

2、给孩子简单明晰地布置任务

因为孩子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还较差，当你发

出一连串的指令，比如“擦桌子、收拾书包、穿

鞋、赶紧出门”时，孩子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要

快点”，而是“我到底要做哪个？”所以，要把

指令清晰化。

3、适当让孩子体会一下磨蹭产生的自然后

果

当他上学迟到几次被老师批评，自然就会明

白自己应该提高速度。

4、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

当我们嫌弃孩子慢，统统帮孩子做完，孩子

理所当然地觉得这些都不是他的事。不妨试着把

孩子该做的事情都还给孩子，在他完成以后给他

一个夸奖，让孩子更有动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5、接纳孩子的磨蹭

有时候孩子的“慢”，并不是真的慢。有可

能是他们在思考，也有可能在积累能量去做他们

抗拒的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慢”，多给孩子

一点耐心和包容。

孩子成长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就像牵

着蜗牛在散步，我们越急他越痛，慢下来，反而

会看到更美丽的风景。

尊重孩子的生长规律，慢慢来吧，孩子一定

会成长为更好的模样。

应对孩子磨蹭的最好方法，根本不是催催催

““事了拂衣去事了拂衣去，，深谷藏幽蘭深谷藏幽蘭””
我的良師益友北美著名影視編劇秦鴻鈞老師我的良師益友北美著名影視編劇秦鴻鈞老師

（作者:梁晨導演）我很幸運，在四十
多年接觸電影戲劇的學習中，偶遇了多位德藝
雙馨的藝術大家。大陸的謝晉，黃祖模；台灣
的候孝賢；香港的劉鎮偉，王家衛；日本的山
田洋次，今村昌平....這些神一般的電影人在我
年輕時給予了最嚴厲的指點和溫暖的情懷！

人過中年，當我在美國獨立製片執導時，
我遇到的貴人和恩師是北美著名編劇秦鴻鈞老
師。我是一個偏愛描繪社會底層小人物生活的
電影導演。而這一類以小見大，需要用細膩的
角度，善良寬厚人性去描寫的劇本在美國華語
文壇上成功之作並不多見！

與一般讀者的認識不同的是，一部文學作
品一旦出現在市場上，有四種情況，叫好又叫
座，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不叫好不叫座
。所以，既使你看到一大堆描寫美國華人生活
的小說、短文，其實真正能打動人心，並且能
搬上銀幕的寥寥無幾….

很多年前，秦老師的知名話劇“單程機票
”在大德州地區一夜暴紅，上演時，中國城華
人家庭幾乎家家傾巢出動！之後又在美東美西
持續演出，甚至在好幾個地方搞出了盜版烏龍
....

多年以後，當我正為籌拍的移民題材新電
影苦腦時，抱著試一試的心態，登門打擾了秦
鴻鈞老師。記得第一次聽秦老師談電影，她一
開口就展現了完完全全與眾不同的個性，一種
秦鴻鈞獨特的電影特色，一種最能讓觀眾理解

創作者意圖和思想的東西。就是她的這一種文
字魅力，讓我當即拍板使用她的原創故事成功
拍攝了“落在紐約的灰”。

在秦鴻鈞創作的《落在紐約的灰》中所描
述的故事一樣，當平凡的故事通過創作者的思
想展現在觀眾面前時，觀眾所看到的不是前者
，而是被意象渲染的後者。這增添了電影的主
觀色彩，但這種主觀性就是秦鴻鈞風格的一部
分。

秦鴻鈞的電影故事注重感覺 ，用寥寥幾筆
、只言片語講一些早就埋藏在人們心裡的感受
。點到為止卻不戳穿！換句話說她的故事就是
弱化情節 ，強化情緒。

我們通常對平淡的故事情節定義時，會將
它與意識流風格放在一起討論，但事實上，意
識流風格所表現出來的意像是清晰的，模糊的
是思想。

電影《落在紐約的灰》所描述的，是生活
在社會底層，被異國和祖國都忽視了的小人物
在美國生活的細節。在電影的任何一個時段，
都在表述現実生活的一種狀態，意像是模糊的
，但描述意象的工具非常清晰，這種工具即是
情感。

在電影裡，所有人物間的情感狀態是清晰
的，它將平淡的幾條故事線剪輯串成一條清晰
的主線，無論是影像剪輯還是影片旁白，都是
在為這種狀態服務，角色處於一種愛與希望的
失去與得到的間隙裡，無法逃脫，沒有徹底的
分離也沒有完美的結合，一切都像是發生在我

們身邊的人和事，讓觀眾難以去自己編排
想像，讓愛失去了因果，恰恰讓模糊的意
象確立。

清晰的因果關係和需求，是秦鴻鈞的
劇本創作裡所特有的，不僅讓觀眾緊盯現
實焦點，同時也不忘故事的邏輯性。這一
點我覺得在《落在紐約的灰》裡展現的非
常好：母親冬梅和女兒的愛和情感在分隔了很
多年後，幾乎已經沒有任何生母印象的女兒出
於親情來與生母相見，對於生母的情感只是單
純的一句，感謝你把我帶到這個世界（給於我
生命）！這份親情的再會實際上代表了某種意
義的分離與失去....；男主林肯與新移民小雪的
相愛，也是一種非常牽強的感情。直到最後男
主林肯也沒理清楚小雪對他愛還是不愛。

在這個故事裡，其實誰都不是真正的主角
。

秦鴻鈞的劇本創作就是生活化。生活的遭
遇是隨機的。你永遠不知道幸運和不幸哪個先
來臨，編劇把最真實的生活巧妙地搬到大熒幕
上。用真實來替代想像，這種替代無疑是成功
的，愛的短暫和生活的冗長是相對的，但它們
的不確定性和隨機性卻是一致的。往寬泛了來
說，情感這種東西，與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

曾經有不少朋友問，秦鴻鈞主持美南新聞
的工作，日理萬機，她為什麽還能創作出這麽
多優秀的作品？其實就我的觀察，我認為秦鴻
鈞老師具備以下的特點。

知識的淵博 ： 秦老師年輕時已經被特聘為

邵氏的編劇，不可能一無是處就有人高薪聘請
你的…...。

專注：白天上班。晚上兩三點還在燈下筆
耕。願意在自己專注的方向上額外付出大量的
努力就有可能成功。

豐富的經歷：秦鴻鈞經常給我講故事。而這些
故事真的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所能感同身受
的…..不一樣的人生不一樣的故事.....

特別的三觀：秦鴻鈞對人生，世界，他人
，宏大的抽象的事物有獨特的見解，而所有的
一切，都基於她的善良，俠義，忠厚！

我常聽秦鴻鈞講，看清一個人而不揭穿，
是格局；

討厭一個人而不翻臉是釋然......
茶有兩種狀態，沉與浮。
喝茶就兩個動作，拿起，放下。
人生如茶，沉時坦然，浮時淡然。
拿得起，也要放得下….
秦鴻鈞文筆好，擅長故事影像化描寫，又

善於合作，最重要的是，她有一顆敬畏之心！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為作家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為作家、、資深媒體人秦鴻鈞頒獎資深媒體人秦鴻鈞頒獎 作家作家、、資深媒體人秦鴻鈞資深媒體人秦鴻鈞

導演導演 梁晨與作家梁晨與作家、、資深媒體人秦鴻鈞合影資深媒體人秦鴻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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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自
去年加入IQ Laser Vision 以來，聯合為德州及加
州的華人及華裔患者提供服務。該中心的林殿凱
醫師（Dr. Robert Lin ),平常帶領一個由六名美國
眼科專科醫師委員會認證的醫師團隊，在德州和
加州13個診所為眼科患者服務。這個”明星”團
隊擁有超過60年的綜合經驗，總共執行了超過15
萬次手術,他們在完成SMILE激光矯正視力手術量
方面全美排名第一。他們的服務被患者評為五星
級的服務。
林殿凱醫師將於7月3日抵達休士頓，7月8日

離開。將在七月五、六、七日三天訪問此地的華
人區，如美南新聞及接受美南電視主持人馬健的
訪問。他在這次來休士頓，將正式介紹、推廣最
新的「EVOICL 的植入式鏡片視力矯正手術」歡迎

華人有意矯正視力者把握此刻千載難逢的機會。
由邁特澳利醫生領導的「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

心」是（IQ Laser Vision )的13個行醫地點之一，
邁特澳利醫生是美國眼科專科醫師委員會認證的
手術醫生。他在眼科領域擁有20多年的經驗，是
屢獲殊榮的”美國頂級醫生”。他進行過成百上
千台白內障/植入手術、以及超過6萬5千次激光
屈光治療。正當記者寫新聞稿時，又傳來好消息
，邁特澳利醫生（Dr. Mattioli )今年又被選上Top
眼科醫生！
邁特澳利為了更好地服務華人和華裔患者，

MVP 配置了中文翻譯、中國醫師和技術人員。他
們希望滿足德州華人和華裔患者對矯正視力的需
求。
MVP 通過PRK 、LASIK、SMILE 、ICL 等手術幫

助近視、遠視、散光、老花眼、
白內障和翼狀胬肉患者矯正視力
。
為了惠顧廣大中國患者，

MVP 提供免費眼部視力評估
（只是針對雷射視力矯正的評估
）和$1100的折扣（優惠券代碼
clearvision 111 )。此外，MVP
診所還提供18-24 個月的無息貸
款。
邁特澳利眼科中心( MVP )的

地 址 ： 2200 Southwest Fwy,
Suite 500, Houston TX 77098

。位於59號高速公路和Greenbriar 大街的交匯處
，交通便利。診所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下午5:
00開放，每個月有一個星期六開放，請打電話諮
詢。聯系方式：電話：713-776-3937（英語），

電子郵件：jenny@mvpeyes.com，該診所的網站
：英文：www.mvpeyes.com,中文：https://iqlv.
info/mvpchinese

（本報記者秦鴻鈞）中秋佳節（9月10日）即將到來，美國
味全公司的味全台式月餅、廣式月餅禮盒延續往年好口碑，以
新鮮的品質和高雅的包裝亮麗登場。（見圖）

這次味全推出的
廣式月餅有：雙黃白
蓮蓉月餅、純正單黃
蓮蓉月餅、純正伍仁
月餅及純正單黃紅豆
沙月餅。味全的台式
月餅則有：綠豆凸禮
盒（六粒）、綠豆凸
禮盒（九粒）、綜合
（綠豆凸、芋頭酥、
紅棗桂圓）禮盒、精
緻（晶沙酥、松子蓮

蓉、紅棗桂圓）禮盒等等。
欲知價格詳情，請向鄰近各大分公司詢問。味全德州分公司

請找經理Jerry Lee:713-690-6669

20222022美國味全月餅禮盒亮麗登場美國味全月餅禮盒亮麗登場

「「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 林殿凱醫師七月初抵休林殿凱醫師七月初抵休
介紹最新的介紹最新的 「「EVOICLEVOICL的植入式鏡片視力矯正手術的植入式鏡片視力矯正手術」」

這是最新的這是最新的EVOICLEVOICL的植入式鏡的植入式鏡
片視力矯正手術的海報片視力矯正手術的海報。。

這是這是Dr. MattioliDr. Mattioli 醫生醫生，，今年又被今年又被
選上選上TopTop 眼科醫生的海報眼科醫生的海報。。

2022-味全廣式月餅

ITEM# Description Pack 

1-42145 雙黄白蓮蓉月餅 12 boxes/case

1-42144 純正單黃蓮蓉月餅 12 boxes/case

1-42147 純正伍仁月餅  12 boxes/case

1-42149 純正單黃红豆沙月餅    12 boxes/case2022-味全廣式月餅

ITEM# Description Pack 

1-42145 雙黄白蓮蓉月餅 12 boxes/case

1-42144 純正單黃蓮蓉月餅 12 boxes/case

1-42147 純正伍仁月餅  12 boxes/case

1-42149 純正單黃红豆沙月餅    12 boxes/case

邁特澳利醫生邁特澳利醫生 林殿凱醫生林殿凱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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