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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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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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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832-930-2788
(越語)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 (華語)
luke8327792838@gmail.com 歡 迎 來 電 洽 詢 買 方 優 惠 計 劃 kim83293027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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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華埠Arthur Storey Park 中式涼亭動土典禮
9 月 10 日是農曆中秋佳節，從上
午開始，休士頓華埠就車水馬龍，掩
不住的節慶喜氣，更增添了適逢周末
的歡娛氣氛。加上在連續數日地區氣
象偶爾雷震雨之後，晴朗明爽的秋陽
，照耀來去匆忙的車輛及人群，使市
景看來愈發欣欣向榮。
在繁忙的百利大道及八號路交叉
口附近，為市民熟悉及喜愛的 Arthur
Storey 公園邊綠草坪上，佈置了幾個
活動棚，以及上繪中國式涼亭的彩色
畫板，吸引著來往車輛及行人的囑目
。這是國際區管理委員會及西南區管
理委員會歡喜迎接的好日子，一座哈
瑞斯縣在此地點支持建造的涼亭，於
10 日上午十時的吉時啟動動土典禮的
儀式。
儀式由哈瑞斯縣第四區區長 Jack
Cagle 親臨主持，自從今年春天行政
區重劃後，Cagle 區長面對新劃入區
內的國際區管委會及西南區管委會範
圍，他積極主動的藉著各種活動及場
合，與民眾接觸，以親身暸解大家的
意見及看法。這個涼亭計劃的策劃及
建築師李兆瓊表示，此計劃他與重劃
前的負責區長討論多年，但是都沒有
下文；但自從此地劃成 Cagle 區長的
範圍後，李兆瓊與他第一次談到，
Cagle 就欣然認同並立刻進行，很快
得到哈瑞斯縣支持而舉行動土儀式。

Cagle 致詞時表示，在多元族裔
及文化組成的華埠地區，於此地人喜
歡的公園中建立這樣一座涼亭，再合
適不過了。他更表示涼亭的興建，可
以豐富公園及周邊地區居民的休閒生
態，讓居民在疫情後的生活環境及活
動品質更美好。國際區管委會主席李
蔚華及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也分別
致詞，表示非常高興看到涼亭計劃開
始，對休士頓西南華埠及周邊整個範
圍，都具有文化及生活品質的標誌性
意義。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為了涼
亭的動土典禮，特別穿上了傳統寶藍
色中式外衣，而且搭配了牛仔領扣及
牛仔靴；和經常穿著牛仔靴搭配一頂
牛仔帽的 Cagle 區長，互相成為視覺
元素的最佳襯托，完美呼應動土儀式
的意義。
而不論是 Cagle 區長、李雄李蔚
華兩位主席，以及建築師李兆瓊，都
提到華人文化中 「一家親」的特徵。
而且這種情誼也擴展到與不同文化及
族群之間的相處。歷來美國如一個大
溶爐的概念，更可以豐富成如美南地
區的著名食物 Gumbo 濃湯，大家在一
個鍋子裏，各自發出獨特香味互相影
響，但不失原本口感特色。尤其動土
儀式當天是中秋節，在場華裔人士回
想當年離鄉背景到美國，不論求學工

作，如今在本地擁有美好的生
活及多元社區，都非常珍惜寶
貴的成果。
李兆瓊建築師更進一步表
示，中秋節這個日子是特別挑
選的，具有獨特的文化意義又
喜氣吉祥，而且包括動土的時
辰也經過挑選。而 10 日上午，
天高氣爽加上藍天綠地的環境
，第四區還出動介紹資料、兒
童現場遊戲，以及波霸咖啡、
泰茶攤位，使動土儀式現場很
像美麗秋日周末家人朋友休閒
同樂場合。
潮州會館的舞獅團在預定
時間展開熱鬧演出，貴賓們更
拿出紅包餵給獅子求取一切吉
祥如意。舞獅團的少年成員之
後更表演了精彩國術。Cagle 區
長不但遵從習俗拿著包菜和橘
子和舞獅團合影，還拿著動土儀式的
工具鏟子，當棍棒及大刀擺了幾個有
模有樣的身手。
隨後在吉時準時舉行的動土儀式
，使整個氣氛更生動熱鬧，包括 Cagle 區長、李兆瓊建築師、管委會主席
李雄李蔚華，以及包括 David Peters,
Stephan Li 等在內的兩個管委會到場
董事，及其它貴賓們在涼亭計劃的彩
色畫板前，一起剷土並歡呼拋起，留

下開心的典禮影像。
在場還有兩位女性貴賓，包括亞
裔社區熟悉、前不久才由日本天皇授
獎的 Donna Fyjimoto Cole，她表示在
休士頓看到中式涼亭的興建非常高興
，市內日式建築地標也希望由日裔主
動注意維護並介紹。另一位 Alexandra
del Moral Mealer 是文武雙全的現代女
性，學經歷驚人，將代表共和黨於 11
月選舉挑戰哈瑞斯縣長寶座。

休士頓最老的姊妹市協會休台姊
妹會也有兩位理事成員施惠德醫師、
Alicia Liu 代表到場。由休台姊妹市協
會代表台北市多年前贈送休士頓市府
的 「敦睦亭」，修復工程也即將在荷
門公園展開，同樣由李兆瓊建築師的
公司負責。新舊兩座中式涼亭到時將
在兩個著名公園一起展現亞洲園林休
憩文化的精髓風華，意義份外深遠。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九月治安環境及經濟三委員會月會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於 14 日舉行九月份公共治安、環
境與設計、經濟與商業等三個委員會的月會，這也是在董事會擴
大、並主席李雄於八月下旬經選舉連任後，管委會的第一次三個
委員會的月會。
治安委員會例行議程中，由管委會範圍內負責治安的三個警
察局，分別報告各項治安數據最近更新，以及一些案例處理。管
委會主席李雄特別表示，由管委會捐款安裝的四十個監視器，希
望管委會工作人員由負責單位處收集數據，並公布成果報告予管
委會範圍居民，以讓大家更加瞭解管委會這部份改善治安的方式
及成效進展。
中國城治安副委員會召集人 Jonathan Shi 則重點報告最近一
次會議討論大要，並表示會中一位王姓女士，身為產業受到搶匪
襲擊的業主，發言詢問現場警方代表破案進度，也得到滿意答案
。Jonathan Shi 認為這証明這類會議對促進區內警、民、管委會
三方意見交流，確實是非常重要的。Lt. Lui 則應對中國城副委員
會上，社區民眾要求公布警方各種區內犯罪及破案紀錄做出答覆

；他表示經過查閱，分項及整體犯罪率是呈現下降的。所以並非
部分社區大眾所擔心的所謂犯罪案件日益嚴重，引發社區惶惶不
安的狀況。
在治安會後的環境設計委員會，除了例行道路及其他設施修
護、改建、保養外，包括休士頓近兩年各種受矚目的壁畫特案。
如今年下半年的壁畫節工作提案，小組成員已結集二十多萬經費
，將在市內選定地點進行壁畫製作，彰顯不同地區文化特色及社
區風貌。由於牽涉到壁畫地點是私人產業或公有空間的不同規定
，還牽涉製作時多項如週邊交通狀況處理，會議中經討論，環境
設計委員會主席 Stephane Le Jr.暫定參考其他管委會經費數據，
由負責提案代表補充資料，於本月稍後董事會繼續討論決定。
接下來的經濟及商業委員會，哈瑞斯縣第四區區長 Jack Cagle 社區事務助理 Bradley V. Mushinski 表示，將於 10 月 15 日週六
， 下 午 1 至 3 時 ， 於 Bayland Park (6400 Bissonnet St., Houston
77074) 舉行 「It’s Fall Y’all」活動。此項活動由西南區管委會
贊助，包括手工藝品、點心、遊戲及具季節特色的拍照機會。現

場將準備數百個南瓜作為佈置，也是當令拍照背景。此項活動適
合親子同樂外，公園也准許寵物進入，絕對是適合全家光臨的社
區活動。
管委會主席李雄在會上提出重要的 「歡迎新到臨者」提議。
李雄說不論是新近進入的商家或住戶，應該受到西南區管委會的
歡迎。他希望管委會可以提供新商家如剪綵的歡迎項目，也把負
責西南區範圍的議員及其他公務代表容納進活動，使幫助政策的
公佈介紹、新生意的開展介紹。管委會也可以規劃將辦公室作多
元應用，提供社區作為某些活動的場地，以更加強大家的意見交
流。經濟商業委員會主席 David Peters 則表示，將安排活動感謝
參與 Liberty Fest 活動的義工們，也希望在月底前看到活動的總結
報告，作為以後的改進參考。
14 日的三場委員會，除了在西南區服務數年，已因嫻熟社區
事務及機關事務溝通而遷昇的原執行官李成純如參與外，接任她
職位的新任執行官 Josh Hawes 也已在現場參與會議，並與在場管
委會董事們及其他出席代表討論會務。

副刊

田震在澳洲当“土豪”背后
中国富人垄断澳洲投资移民
推开窗就能看见悉尼大桥和歌剧院，这个国
家最著名的地标。
我们熟悉的歌星田震如今就住在这样黄金地
段的悉尼豪华公寓里。
她的这套房子价值 1165 万澳元（约 5537 万
人民币），大泳池、大花园、大壁炉，全欧式古
典豪华装修，可以说是澳洲富人区的顶级豪宅。
没事的时候，田震就出门吹吹海风，逛逛庄
园，跟友人聚会。有时开着她最喜欢的银灰色跑
车，有时坐着马车策马前行，有时就散着步来到
悉尼海边，享受着平静而富足的生活。
田震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经常在自己的抖
音号上发布澳洲生活的视频，让人羡慕的同时，
也不得不感叹这位当年歌坛“大姐大”雄厚的财
力。
田震的身体状态和性格，其实并不适合在中
国的歌坛长期打拼。
当年她与那英、毛阿敏、韦唯齐名，多首脍
炙人口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比如《执着》、
《野花》、《铿锵玫瑰》，至今已成为经典。但
是田震后来查出患上了“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
种慢性血液病，在医生的建议下，田震才决定退
出歌坛，专心养病。
因为患上这种病，田震还失去了成为一位母
亲的机会，但她的爱人张卫宁一直不离不弃，相
濡以沫。
另外，多年来传说的田震与那英之间的矛盾
，也并非“空穴来风”，也是她对歌坛心灰意冷
的原因之一。
2001 年，有一个名叫“中国流行歌曲榜”的
奖项，搞了一个投票，选出“最受欢迎女歌手”
。根据投票结果，田震是第一名，那英紧跟其后
。
不过颁奖当天，田震正好有个演出，所以对
于组委会是否可以领奖的询问，田震方表示，不
保证可以出席，但是尽量协调。结果组委会一听
，既然不保证能来，干脆把第一名给那英，第二
名给田震吧。
但田震并不知情，她的团队几经波折，终于
跟人协商下来，把演出给推掉匆匆赶到了颁奖现
场，田震才知道第一名给了那英。这两位女歌手
多年来就暗地里竞争和较量，可想而知当时田震
的情绪，直接摔下话筒走人。
身体患病，性格直爽，让田震并无心继续在
中国歌坛打拼下去了。她干脆和丈夫一起隐退，
2012 年，田震宣布战胜病魔重返歌坛，在山东卫
视的《歌声传奇》节目中再次亮相。但时隔多年
，江山代有人才出，再也无法回到巅峰状态。

这些年，她不再忙碌，定居
澳洲，过着与世无争的“土豪”
日子，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也更
为轻松，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呢
？
像田震这样在澳洲买房置业
的中国富人并不在少数。
可以说，澳洲最贵的那个投
资移民签证，基本上是被中国富
人给垄断了。
澳洲最贵的投资移民签证，
叫做“188C 签证”，投资门槛是
500 万澳元（2374 万人民币）。
从 2012 年到 2020 年，申请这
个签证的人当中，中国大陆地区
的人占到了 84.%，中国香港地区
的占到了 5.1%，分别排在第一和
第二位。
这样加起来都快占到九成的
申请人了，说垄断一点也不夸张
。
至于澳洲华人社会流传着这
么一个说法：澳洲这个投资移民
签证之所以叫 188，就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这是个
吉利的数字。
前些年，去澳洲买房子也是中国人热衷的一
项投资。
从 2013 年开始，中国人买澳洲房子的热情突
然高涨。在 2013-14 财政年度期间，中国人一共
花了 87 亿澳元购买澳洲的住宅物业，比此前一
年猛增了 60%。
当时国外的一些分析机构“大胆”预测：
“到 2020 年的未来 6 年期间，中国人对澳洲房子
的需求，还将带入另外 600 亿澳元资金”。
不得不说这些分析机构太小看中国人的财力
和对澳洲房子的兴趣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
子气。
仅仅两年之后，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核委
员会的年度报告：本财年来自中国买家的住宅购
买申请达到 40149 份，价值达 724 亿澳元，创下
历史最高纪录。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么大笔的资金流入澳
洲，肯定是借着买房子转移资产，“洗黑钱”，
都是些“为富不仁”的家伙在准备自己退路呢。
但其实，在澳洲买房的中国买家中，购买豪
宅的只占很少一部分，很多人买的都是 200 万澳
元以下的房子（在澳洲豪宅最低标准为 200 万澳
元以上）。

澳洲一般的新公寓，价格在 70 万到 100 万澳
元左右，有很多中国人甚至还是贷款买房。澳洲
的期房最低只要一成首付，尾款等房子建好之后
再付。像这一类的中国买房客，就不能说他们是
在转移资产和洗钱了。
其实不管是垄断澳洲的投资移民签证，还是
大批中国投资者涌入澳洲房地产市场，背后都有
一个巨大的时代潮流，那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的外延。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创造了许多经
济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两种现象。
一种是新富豪的快速诞生，一种是对房地产
投资的全民共识。
你知道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城市是哪个吗？
不是纽约，不是洛杉矶，而是北京。根据《福布
斯》发布的 2021 年全球富豪榜，北京成为全球亿
万美元富翁人数最多的城市，总数达到 100 位。
据说今年的人数又增多了。
这些亿万富翁们，就是愿意拿 500 万澳元出
来移民澳洲的人群。
当一个人的财富到达了这个级别，如果没有
海外身份的配置，倒显得奇怪了。这在全世界的
富豪们当中都是如此。美国、英国人和法国的富
豪们，同样很多还要移民海外的。
另外，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每年也几乎以 10%
的速度增长，中产阶级的数量达到 1.09 亿人。

这么多新兴的富裕阶层，他们的消费升级意
愿，消费潜力都是巨大的。
而中国刚刚经历的房地产“黄金时代”，买
房致富的道理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中国人传统
观念中对于房子的喜爱，将房产投资的疆域拓展
到国外也是顺理成章。
这跟他们跑到中国的城市里，去购买房产进
行投资的本质是一样的。
大家都觉得买房子，买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
房子，可能是最省时省力，也是最保险的理财方
式。
澳洲，至少是老牌发达国家。
离中国的距离也不算远，而且环境、气候都
很宜居，前些年和中国的关系也算不错，中国有
大批的游客、留学生涌入澳洲，澳洲华人移民的
数量也迅速增长到了 120 万人。
当中国投资者们揣着现金，端着望远镜向外
寻找新的投资大陆时，很难不先看到澳洲的种种
优势。
至于像田震这样明星和“土豪”级别的人，
她们选择澳洲定居，更多的是想找一个没什么人
认识自己地方，当然还要环境宜居的地方，享受
自己创造的财富带来的惬意生活。
每天推开窗就能看到悉尼大桥和歌剧院，当
这风景看透了，还有爱人陪自己看细水长流。田
震这澳洲移民的生活，真是滋润。

中國社會
中國新聞

2

省啟動高考改革 上海等 省市落地新高考

2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中國教育部15日舉行發布會，
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考試招生制度改
革進展情況。教育部教育考試院黨委
書記、院長孫海波表示，十年來，內
地高考命題不斷完善考試內容，創新
考查形式，豐富評價手段，強化保障
措施，實現了由考試評價工具到全面
育人載體、由“解題”到“解決問
題”、由“以綱定考”到“考教銜
接”等三方面轉變。此外，教育部高
校學生司司長王輝介紹，截至目前，
已有29個省份啟動高考綜合改革。
據介紹，十年來，內地高考命題
不斷強化考試的育人功能，用精品試
題讓學生接受思想的啟迪、文化的熏
陶。圍繞重大時代主題，精心選材和
設計試題，採用符合高中學生認知特
點的呈現方式，在考試內容中巧妙融
入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
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引導學生
堅定“四個自信”，助力培養擔當民
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另據王輝介紹，截至目前，已有
29個省份啟動高考綜合改革。其中，
前三批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廣
東等14個省（市、區）的新高考已平
穩落地。第四批吉林、黑龍江、安徽
等 7 省（市、區）的新高考將於 2024
年落地，第五批山西、內蒙古、河南
等 8 省（市、區）的新高考亦將於
2025年落地。
王輝表示，有關地方委託第三方
機構對高考綜合改革進行了跟蹤評
估。各方面普遍對新高考改革措施給
予積極評價，特別是學生對自主選課
選考等改革舉措認同度較高。中學和
高校普遍認為這一輪改革在促進學生
知識結構文理交融、提高學生的學習
興趣和能力、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因材
施教等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14

5類全國性高考加分項目取消

關於高考加分項目，王輝表示，
2015 年、2019 年，教育部會同有關
部門先後開展了兩輪清理和規範高考
加分工作，明確取消體育特長生、中
學生奧林匹克競賽、科技類競賽、省
級優秀學生、思想品德有突出事跡等
5 類全國性高考加分項目，指導各地
減少地方性加分項目。教育部還會同
有關部門推動少數民族加分更加精
準。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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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二線”海關監管場主體工程落成
相關工程年底完成 專家：助澳“自由港”優勢拓至橫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珠海
報道）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二線”通道
海關監管作業場所主
體工程 15 日順利落成，朝實現橫琴全島“封關運作”
邁出堅實有力一步。接下來，該項目有序推進信息化
工程、智慧口岸公共服務平台等建設，相關工程擬今
年 12 月底完成。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委會主任李偉
農表示，該項目建成後，將有利於促進橫琴與澳門之
間各類資源要素高效便捷安全流動，推動琴澳一體化
高水平開放。有專家分析說，橫琴創新實施“分線管
理”模式，將拓展澳門“自由港”的空間，讓澳門
“自由港”的優勢延至橫琴，帶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發展，為高水平開放進行重要探索。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
依據案》，合作區將構建與澳門一體化高水平

開放的新體系。橫琴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設為
“一線”；橫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境內其他地
區之間設為“二線”。未來合作區將對貨物實行
“一線”放開、“二線”管住。
據了解，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二線”通道
海關監管作業場所項目參照口岸建設及相關標準
進行規劃設計，按照“有效監管、先有後好、智
能高效、高度便利”的原則，分期開展建設。李
偉農表示，建設“二線”通道海關監管作業場
所，是落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分線管理”政
策的重要基礎。
“‘一線’橫琴口岸二期工程將於今年底完
成，‘二線’通道海關監管作業場所及相關工程
基礎建設也會同期完工，智慧口岸公共服務平台
亦會隨之配套。”李偉農透露：“接下來，需要
和海關、出入境、公安等相關部門做好有關政策
對接，盡快落實‘一線’管人不管貨，‘二線’
管貨不管人。期望未來澳門的商事制度、民事制
度能夠在橫琴逐步實現對接。”

◆橫琴“二線”通道海關監管作業場所主體工程落成。
李偉農稱，“分線管理”是橫琴含金量很高
的政策，相關配套政策出台實施，以及分線管理
基礎設施軟硬件建設全面完成之後，橫琴即具備
全島“封關運作”條件；屆時，將會實現貨物
“一線”放開、“二線”管住，人員進出高度便
利，橫琴與澳門之間各類資源要素高效便捷安全
流動的良好局面。

科企設備入境橫琴有望免稅
“‘分線管理’旨在激活人流、財流、物流
在橫琴的自由流動。”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
院首席專家陳廣漢表示，通過類似“自由港”的
環境，不僅能為高附加值的產業發展提供一個低
成本窪地，還能吸引足夠多的人、財、物與信息
在橫琴高度聚合。
在貨物“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創新
模式下，屆時貨物經內地進入到橫琴視為出口，
有望享受增值稅、消費稅退稅。而高科技企業的
相關設備從境外進入橫琴也可望無須繳稅，減少
企業投資成本。未來在橫琴內生產的很多貨物入
內地其他地區可望享受零關稅，對橫琴發展高端

受訪者供圖

製造產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醫療器材耗
材生產製造等產業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分線管理’模式相當於將澳門的制度
優勢、開放優勢引入橫琴，同時又緩解了澳門
的土地、人才資源緊張狀況。”有關專家指
出，未來，橫琴在國家級新區、自貿試驗區、
粵港澳大灣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四區疊
加”利好政策下，將形成一個“價值窪地”，
集聚各類高端創新要素，進一步帶動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發展，為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進
行重要探索。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也明確
提出，要立足橫琴“分線管理”的特殊監管體制和
發展基礎，率先在改革開放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大
膽創新，推進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而目前，企業
及個人所得稅“雙15%”、澳門居民個稅優惠政
策、30%加工增值進入內地免徵關稅、研究建設固
網接入國際互聯網的綠色通道、制定橫琴市場准入
清單等創新政策正陸續推進，加快實現與澳門一體
化發展，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彰顯“兩制”優勢的
區域開發示範。

大銀行齊下調個人存款利率

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在8月份中國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非對
稱下調後，個人存款利率也出現調整。內地6
家國有大行 15 日齊發公告，即日起下調人民
幣活期及定期存款掛牌利率。專家認為，個
人存量利率下調有利降低銀行資金成本，為
貸款利率進一步下行、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
本提供空間。當前實體經濟和地產銷售持續
偏弱，預計 LPR 後續將擇機繼續下調，從而
引導貸款利率特別是房貸利率下降。
調整後，工行、農行、中國銀行、建行、
交行5家大行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均保持一致，
3個月、半年期、1年期、2年期、3年期、5年
期 利 率 分 別 為 1.25% 、 1.45% 、 1.65% 、
2.15%、2.60%、2.65%；郵儲銀行的半年期和
1年期利率分別較5大行高出0.01和0.03個百分
點，其餘則一致。六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均降
至0.25%。不過銀行強調，此次活期存款利率
調整的是儲蓄存款產品掛牌利率及利率加點上
限，不涉及人民銀行基準利率。另外，招商銀
行等部分股份制銀行亦同日下調個人存款利
率，調整後水平與六大行基本一致。

專家：LPR有可能繼續下調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曾剛認為，
央行指導建立存款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就
是希望存款利率更多地與市場利率掛鈎，更
能夠順應市場利率變化而變化。8月LPR下調
後，存款利率也有進一步調整的必要。
曾剛分析，從宏觀層面看，存款利率下
行將降低銀行資金來源成本，為資產端貸款
利率進一步下行、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提
供空間。從行業層面看，有助於適當緩解當
下銀行業所面臨的淨息差收窄壓力，尤其是
有助於提升中小銀行的經營穩健性。從微觀
層面看，存款利率定價機制向更市場化方向
發展，給銀行更大的資產負債管理空間。
廣發證券宏觀分析師鍾林楠則指出，此次
存款利率下調，可以通過降低銀行存款負債成
本的方式來緩解銀行息差的收斂壓力，從而為
貸款利率的繼續下降創造空間，達到支持實體
經濟的目的。
此次存款利率下調後，市場對9月LPR是否
下調的關注升溫。鍾林楠分析，從近期國常會與
央行政策舉措來看，經濟仍偏弱，穩增長政策會
繼續發力，央行在8、9月繼續縮量續作MLF，
但市場流動性仍然十分寬鬆，由此貨幣政策核心
在於降低貸款利率刺激需求。另外，央行貨幣政
策受海外加息縮表影響比預期要小，因此，央行
可能會繼續發力，引導LPR報價下調，打開貸款
利率特別是房貸利率下限。在這一趨勢與方向
下，只要經濟仍有穩增長需求，LPR與貸款利率
就有可能繼續下降，僅是時點與節奏問題。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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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匯延續強勢 中美利差擴闊

離岸人民幣時隔兩年再破 7
時隔兩年多，離岸人民
幣兌美元再次跌破“7”整
數關口。15 日傍晚 18：41，離岸人
民幣跌 0.51%，報 1 美元兌 7.0087

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再次跌破
“7”整數關口，市場預期短
期內人民幣仍有小幅貶值壓
力。
中通社
◆

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

3

元；與此同時，在岸人民幣兌美元
匯率也跌逾 200 基點破 6.99 關口，

2020 年 5 月 27
2020年
27日
日
低見77.1848
低見

最低曾觸及 6.9998，創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5 月 27
2020年
27日
日
低見77.1671
低見

以 來 新 低 ， 距 離 破 “7” 僅 一 步 之

15 日 20：05
15日
報 7.0072

遙。市場預期，下周美聯儲加息落
實前，美匯料延續強勢，短期人民
幣兌美元仍有小幅貶值壓力。

離岸價

在岸價

人民幣在岸及離岸價
15日均跌至近兩年最低
15
日均跌至近兩年最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15日也是年內第二次金融機構外匯存款
準備金率正式下調的生效日，外匯

存款準備金率從8%降至6%，隨着外匯存款降
準效應消散，人民幣匯率順勢跌破“7”這一
關口。另外，當天央行“平價縮量”進行MLF
（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市場分析央行保持
MLF利率不變，有意穩定人民幣匯率；而與此
同時，內地主要銀行同日下調個人存款利率，
儘管銀行機構澄清此調整僅為儲蓄產品掛牌利
率下降，不涉及人民銀行基準利率，但後續政
策利率進一步下調的預期升高，也將壓力傳導
至人民幣匯率市場。

資本大規模外流機會微
此輪人民幣匯率急速貶值自 8 月中旬起，
由於內地經濟數據不及預期，加上央行超預期
降息，人民幣在強勢美匯帶動下快速貶值，不
少市場機構認為破“7”是大概率事件，並調整
人民幣年內的目標價。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所
長張明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急貶的最重要原
因，是全球對美聯儲激進加息預期飆升，美國
10年期國債收益率顯著上升，而中國央行則推
動降息，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利差明顯拉大
高達70BP（基點），進而導致跨境資本流動。
“資本外流在今年二季度就已經比較明顯了。

15 日 20：05
15日
報 6.9906

從高頻數據來看，在金融賬戶中，無論是證券投
資還是其他投資（跨境借貸）都出現了比較明顯
的外流。證券投資持續較大規模淨流出是國際收
支的新現象，這從側面反映了中國開放國內金融
市場的努力。”但張明也強調，內地尚未全面開
放資本賬戶，一旦出現持續大規模資本外流，央
行可以收緊限制，因此內地不會出現人民幣貶值
預期與短期資本持續大規模外流的惡性循環。
張明還說，央行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容忍
度已經明顯提高，在很長時間人民幣兌美元都
呈現“清潔浮動”即央行不干預市場的特徵，
但央行也有工具來調節匯率應對急速貶值。從
中間價研究看，今年5月以及8月底9月初人民
幣匯率急貶期間，人民幣已啟用逆周期因子，
但持續時間非常短暫。
也有大行外匯交易員表示，15日人民幣兌
美元中間價超預期波動幅度超過 500 點，而且
這種偏離模型的波動持續了十幾天，顯示央行
維穩意圖，但受市場情緒和強美元影響，離岸
市場拋壓仍較重。
展望下階段人民幣匯率走向，張明預計，
今年年底之前美匯指數持續在 100 至 115 的高
位，人民幣兌美元可能繼續貶值。中國經濟增
速盡快回歸潛在增速，則是維持匯率穩定的根
本。

建行金融市場部匯率交易團隊最新預測
稱，由於中美貨幣政策差異擴大，內地經濟持
續承壓，人民幣匯率料將寬幅雙向波動。“短
期看，經濟基本面疲弱及強勢美元背景下人民
幣有小幅貶值壓力；中期看，預計四季度至春
節前將迎來出口旺季，人民幣匯率有一定升值
壓力。”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則預計，
本輪人民幣貶值調整可能小於 4 月的衝擊。近
期外匯成交放量沒有 4 月明顯，境內外匯率差
價趨於收斂，陸股通項下從 4 月的累計淨賣出
轉為累計淨買入。

外管局：人幣表現相對穩健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王春英亦表
示，美元近期強勢，非美貨幣普遍貶值，人民
幣匯率表現相對穩健。8 月，外匯市場表現出
較強的韌性，銀行結售匯和涉外收支均為順
差，貨物貿易項下跨境資金淨流入延續較高規
模，直接投資等渠道外資流入穩中有增。8 月
份貨物貿易跨境收支順差 552 億美元，較 7 月
份增長31%。同時，來華直接投資項下淨流入
較 7 月份增加，境外投資者投資境內債券和股
票市場情況持續改善，凸顯了內地市場以及
人民幣資產的長期投資價值。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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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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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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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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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司機直擊乘客遭痛毆丟包
怕 「輪胎沾血」 移開落跑慘吃官司
（中央社）新北市劉姓、黃姓男子今年
初聚會飲酒，卻因返家的車資 600 元爭吵，
黃男痛毆劉男後丟包，雖路人發現報警，但
劉送醫不治。台北地檢署依傷害致死罪起訴
黃，但檢察官另發現當時載送 2 人的多元計
程車胡姓司機，全程目睹劉被毆打丟包，卻
未施援手，甚至還下車將劉身體挪離車輪處
，依遺棄罪起訴胡男。
警方調查，今年 1 月 3 日晚間，65 歲黃
男與 67 歲劉男共 5 人在新店區中央路某卡拉
OK 店聚餐喝酒，深夜結束回家，黃、劉及
另名友人 3 人同搭多元計程車回家，途中友
人先下車，接著轉往劉男位於新店山上社區
住處。
但黃不滿先載劉山區住處，導致要多付
車資 600 元，認為劉要分攤，坐在後座的 2
人吵得不可開交，黃盛怒下毆打劉頭部及臉
部，把劉打到口嘴挫裂，4 日凌晨黃把劉拖
下車，丟包在劉住處社區的轉彎車道，再搭
該車返回中和住處。
20 多分鐘後，路過住戶發現有人躺在車
道，一動也不動，已無意識，滿口鮮血，身
旁亦有血漬，通知社區保全報警；救護人員
趕抵時劉已無呼吸心跳，送醫不治。警方獲
報逮捕黃男，檢察官訊後一度聲押黃男，法

官裁定 10 萬元交保，北檢已依傷害致死罪起
訴黃男。
不過，死者劉男子女認為，當時載送父
親返家的胡姓司機，目睹父親被毆丟包，竟
未施援手，導致父親死亡，如果胡能幫忙救
護或通知保全，父親或許可以撿回一命，因
此控告胡男遺棄致死罪。
檢察官調查時，靠行某知名計程車公司
的胡男說，他沿路聽到 2 人在後座互罵，爭
論車資，發生肢體衝突；他不知道當時劉被
拉下車時有無呼吸心跳，自己只是載客，不
會多管閒事。
檢察官認為，胡男有維護乘客搭車期間
安全，並注意乘客在適當處所下車的義務，
明知劉被毆丟包時已無意識，為無自救力之
人，且倒臥處為轉彎車道，隨時有被過往車
輛輾壓可能，竟未報警救護或通知保全處理
，反而急著離去，甚至離去前擔心會輾壓劉
，還下車將劉挪離車輪處，認定胡違背救助
義務，依遺棄罪起訴。
不過，檢察官認為，劉男雖頭臉挫傷及
口嘴嚴重挫傷，但死因是中毒性休克死亡，
胡男的遺棄行為與劉男死亡結果並無因果關
係，不構成遺棄致死罪。

24 歲男勾女友開房
1 小時後猝死浴室 飯店竟遭家屬索賠 268 萬
（中央社）雖然閨房情趣能增進情侶或夫妻間的感情，但若
沒有拿捏好尺度及分寸，就有可能發生不必要的意外，甚至因此
丟掉性命，讓家人痛苦不已。大陸杭州 24 歲男子潘瀟（以下皆
為化名）和女友去酒店開房，不到 1 小時後突然倒在廁所，送醫
後不治。對此，死者家屬認為飯店有責任，要求人民幣 60 萬元
（約新台幣 268 萬元）的賠償。
綜合陸媒報導，潘瀟是杭州一家醫藥公司的銷售代表，某天
他和女友去酒店登記入住；不到 1 個小時後，女方衝下樓求救，
說潘瀟沒有呼吸了。酒店櫃台接到求助後，第一時間撥打了 120

，無奈潘男經搶救後仍宣告不治。事後，死者家屬堅持索討 60
萬的賠償，理由是潘瀟死在酒店，業者應承擔相關責任。
對此，酒店常務副總還原經過， 「事發當天下午 5 點多，一
對異性情侶到酒店開房，前台根據相關規定登記了兩人的身份信
息。六點鐘，一位女士來到前台尋求幫助。男朋友洗澡的時候，
她摔倒在地。我們工作人員第一時間幫忙撥打了 120。因為我們
是服務行業的，不了解醫療救助的知識。當我們看到顧客那樣時
，工作人員不敢動。救護車趕到醫院沒多久，他就去世了。」
另一方面，警方也到酒店調取監控，確認此事與業者無關。

死者女友則說， 「我們兩個進酒店一個小時後，他說要去洗澡，
然後就倒在衛生間了。看到他一動不動，我慌了，不知道該怎麽
辦。我馬上去酒店一樓大廳向他們的工作人員求助。他們幫忙撥
打了 120，並把他們送到了醫院。」
雖然警方和當事人說法已證明酒店清白，但死者家屬不願罷
休，堅持將責任推給業者，認為當時酒店反應太慢，若及時營救
潘瀟，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無奈之下，飯店只好答應給予人道
賠償 4 萬元（約新台幣 17.8 萬元），雙方終於達成共識。

（中央社）柬埔寨國內開始掃蕩電信詐欺與人口販運集團，
以及國際對緬甸 KK 園區施壓後，兩處詐騙園區開始瓦解，在 8
月 22、23 日有 9 人回國， 27 日又有 16 名國人自 KK 園區入境泰
國經曼谷返國，其中 3 人遭我國法院通緝，警方獲報疑為電信詐
欺人蛇集團幹部成員。但仍不乏有詐團幹部混在被害人中，經過
警方抽絲剝繭，發現一名目前被查獲詐團中負責 「抓交替」，擔
任人事主管的最高階的林姓男子，昨天北上桃園逮捕林男及另 4
名詐團成員，目前正清查他誘騙到柬國的人數。
據了解，林男身分之所以在回國半個月後才曝光，主要是他
在登機前，就向被害人恐嚇，不准透漏在園區工作以及幹部身分

，否則事後將回去找他們報復，導致被害人深怕自己及家人受到
傷害因此封口，經警方分析及透過被害人指認，才將隱身在內的
林男找出。
據了解，當柬國政府及國際開始進行掃蕩後，這些曾被賣進
KK 園區的被害人，幾乎都被無贖金釋放，主動釋放遭拐賣被害
人同時也解散電詐集團。
警方調查，林男有多次詐欺紀錄，自稱今年 2 月才被詐團吸
收前往柬埔寨當幹部，負責管理當地 KK 園區台灣人，主要工作
就是專門在台招募 「抓交替」，每召募的一個，就可收到 5000
美金酬庸。他旗下還有數位幹部，因此是人事部門最高主管。

台南市警五分局在接獲被害人家屬報案後，分析同案被害人
，並從害人指證中，確認詐欺集團的組織架構、任務分工，並掌
握林男在柬埔寨的惡行，目前全案將以人口販運罪偵辦，同時將
繼續追查協助詐欺集團的不法份子。
警方表示，跨境電信詐騙結合人口販運偵查，在救援被害人
的同時也要揪出隱身在被害人群內的嫌犯嚴厲究責。呼籲國人提
高警覺，多加關心身旁親友，及時勸阻可能發生的每一個赴海外
從事違法線上博弈、電信詐騙等工作或是成為人口販運被害的國
人，共同努力以防範此類案件於未然。

詐團最高階台灣籍主管佯裝被害人遭揪出 親曝 「人肉佣金」

本土連 4 天破 4 萬例 30 歲女解隔後亡
（中央社）新冠肺炎本土疫情連 4 日破 4 萬例，昨日共新增 4
萬 1430 例本土、240 例境外移入，另增 46 例死亡，其中最年輕的
是 30 多歲女子。另首批 80.4 萬劑次世代疫苗昨晚抵台，預計 9 月
24 日配送，優先提供 65 歲以上長者、長照機構住民及 18 歲以上
免疫不全及免疫力低下者接種追加劑。
疫情監測組長周志浩說，昨日本土個案比上周增加約 2 成，
疫情仍在上升，提醒民眾接種疫苗。昨日以新北單日新增 8942
例居多，其次依序是台中 5294 例、台北 4904 例、桃園 4455 例等
；境外移入個案則分別自越南、日本、馬來西亞等入境。
與此同時，國內昨新增 127 例中症、51 例重症，包含 1 例孩

童多系統發炎症候群（MIS-C）個案，是 1 歲男童，目前仍在一
般病房住院中。
至於死亡個案，最年輕的是 1 名 30 多歲女子，曾接種 2 劑疫
苗，患有慢性肺病、自體免疫疾病。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說
，女子 8 月 22 日至 29 日曾確診、完成居家照護，解隔後於 9 月 5
日因解血便、胸悶、呼吸急促到急診，醫院 PCR 仍陽性，Ct 值
23，隔天突發心跳停止，急救無效宣告不治，死因是心臟衰竭、
新冠病毒感染。目前國內累計 589 萬 1355 例確診、1 萬 469 例死
亡。
另首批次世代疫苗、莫德納 BA.1 雙價疫苗昨晚抵台，共

80.4 萬劑，預計 9 月 24 日配送至各縣市政府。指揮官王必勝表示
，這是全新且有效的疫苗，對原始株、BA.2、BA.5 都有很好的
保護力，日本、新加坡分別於本周一、三通過緊急使用授權
（EUA）。
該批疫苗預計下周六起配送各縣市政府，優先提供 65 歲以
上長者、長照機構住民及 18 歲以上免疫不全及免疫力低下者接
種追加劑使用，本批效期至明年 3 月 29 日。王必勝說，明天還有
1 批次世代疫苗到貨，約 80 萬劑，另正安排 Novavax 疫苗出貨，
預計下周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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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綠營開鍘 17 人民代訴
第 5 類違紀者遭冷處理
（中央社）民進黨屏東縣黨部 14 日公布第 4
類公職人員（縣議員、鄉鎮長）違紀參選名單，
開鍘蘇震清之女蘇孟婕等 17 人，但違紀參選爭議
仍未解，部分屏東市民代表控訴黨部對第 5 類
（鄉鎮市民代表）違紀者冷處理，守規矩的人遭
不公平對待。
民進黨屏東縣黨部指出，依黨章規定，針對
第 4 類公職人員違紀參選者開除黨籍，有參選高
樹鄉長的楊秀文、長治鄉長的古佳川、內埔鄉長
的沈商嶽、車城鄉長的張雪屏、枋寮鄉長的陳亞
麟、萬巒鄉長的林碧乾與湯文生，以及參選縣議
員的趙文俊、蘇孟婕、鍾詔元、蕭禾秦、張榮傑
等 12 人。
至於參選九如鄉長的盧譽元、選萬丹鄉長的
簡天屏、選新園鄉長的周能智、選東港鎮長的黃
禎祥，以及參選縣議員的陳宗廷，縣黨部表示 5
人雖已退黨，但仍處分 5 年內不得入黨。不過綠

營的開鍘並未平息內部紛爭，第 5 類鄉鎮市代表
參選人忿忿不平，怒訴縣黨部冷處理。
屏東市民代表張耀文指出，8 年前參選以來
，不得為非黨提名的人助選，為何現在可以？是
為方便某些人嗎？選舉將至，縣黨部遲遲無作為
，這對守規矩交 5 萬登記保證金的黨員不公平，
乾脆全部開放好了。
屏東市民代表李進是也說，緊急狀況就要緊
急處理，是不是黨員一查便知，若要照流程走拖
到 1、2 個月都選完了，那些為省錢或其他因素不
掛黨參選的人，本就要承擔後果，沒理由跟守規
矩的一起享有資源。
對此，縣黨部執行長葉人魁說，第 5 類參選
人數眾多，除屏東市外，內埔、萬丹、萬巒等鄉
都有類似狀況，需要時間從嚴審查，黨務行政有
一定程序，會建議主委近期開臨時會處理，不會
拖到 10 月。

南庄鄉所補償向天湖停車場原地主

（中央社）南庄鄉向天湖賽夏族矮靈祭祭
場周邊土地，至 1991 年改編成原住民保留地，
南庄鄉公所在改編前 1 年，將部分土地提前收回
興建成目前的向天湖停車場，並未依法補償原
使用的朱姓族人，朱不服爭取權益長達 32 年，
在南庄本地縣議員楊文昌等爭取下，原民會出
面協調南庄鄉公所同意補償朱某，日前在原民
會官員及楊文昌等在地民代村長見證下，雙方

簽署補償同意書，讓朱姓族人爭回應有權益。
向天湖為賽夏族人世居之地，主要範圍包
括向天湖周邊，及東側向天山等，國民政府遷
台後成立山地保留地，將向天湖周邊全部畫入
，1991 年政府改編山地保留地為原住民保留地
，南庄鄉公所卻在前 1 年未經合法的公告程序，
就直接收回其中部分土地，興建成現今的向天
湖停車場，成為鄉公所的公共事業使用地。

當年南庄鄉公所收回這塊保留地時，也未
提供朱姓原使用人地上物的拆遷補償，朱某要
求鄉公所補償，但始終未獲鄉公所同意，甚至
後來因超過 15 年求償年限而不得再求償。
經在地泰雅族縣議員楊文昌等多人多年奔
走下，加上原民會官員全力協助，訴請監察院
調查南庄鄉公所收回土地程序，監察院以南庄
鄉公所的收回公告、使用及拆遷補償都未依合

法程序完成，對南庄鄉公所提出糾正案。
再經過原民會官員及楊文昌等人居間協調
多時後，南庄鄉公所與朱某達成和解賠償，9 月
12 日雙方在原民會官員、楊文昌、南庄鄉代風
志雄、潘志華，以及東河村長風木基等人的見
證下，簽下補償同意書，讓這樁土地不正義事
件得以平復。

全國百大青農表揚 金門首度 2 人入選
（中央社）第 6 屆百大青農標竿，金門首度有在地青農張斯
翔及陳玉嘉 2 人獲選，今天在縣議會副議長周子傑、縣府建設處
長李有忠、縣農會總幹事文水成和縣籍農委會農業金融局長李聰
勇陪同下，接受農委會主委陳吉仲頒獎表揚。
縣府建設處表示，全國百大青農遴選迄今，金門縣皆無青農

入圍，今年一次就有 2 位得獎，代表本縣農業之精進，獲得中央 250 頭，採用縣內產出堆肥去種植牧草，採收後混合金酒 「酒糟
單位的肯定。
」飼養牛隻，畜養出健康、繁殖率高的畜群，目前為地區最大養
此次獲獎的青農張斯翔，帶動金門農業設施之發展，並承攬 牛繁殖場。
金門縣農試所有機集團生產專區，有效提升金門在地蔬果自給率
。陳玉嘉為畜牧業者，飼養本地黃牛及布拉安格斯雜交黑牛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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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擔保標準和最新移民新聞
通常在申請親屬移民和部分職業
移民時，必須提供經濟擔保書（Affidavit of Support）。經濟擔保書（Affidavit of Support）由擔保人為被擔保
的移民申請人遞交，證明該移民申請
人不會成為美國社會的經濟負擔（如
申請聯邦政府或州政府的福利）。擔
保人必須證明有貧困線 125%以上的收
入。
1)美國除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之外的 48
個州:
家庭人口數 美國現役軍人標準
非美國現役軍人標準
2 $18,310 $22,887
3 $23,030 $28,787
4 $27,750 $34,687
5 $32,470 $40,587
6 $37,190 $46,487
7 $41,910 $52,387
8 $46,630 $58,287
超過 8 人每人增加
$4,720 $5,
900
(2) 阿拉斯加州
家庭人口數 美國現役軍人標準
非美國現役軍人標準
2 $22,890 $28,612
3 $28,790 $35,987
4 $34,690 $43,362
5 $40,590 $50,737
6 $46,490 $58,112
7 $52,390 $65,487
8 $58,290 $72,862
超過 8 人每人增加
$5,900 $7,
375
(3)夏威夷州
家庭人口數 美國現役軍人標準
非美國現役軍人標準
2 $21,060 $26,325
3 $26,490 $33,112
4 $31,920 $39,900
5 $37,350 $46,687

6 $42,780 $53,475
7 $48,210 $60,262
8 $53,640 $67,050
超過 8 人每人增加
$5,430 $6,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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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移民局 2022 年 8 月 23 日宣布
今年財政年度 H1b 工作簽證名額已滿
。今年抽取的名額已經達到國會規定
的 H-1B 簽證常規的 65,000 個名額上
限和 20,000 個美國高學位豁免（又被
稱為碩士上限）名額上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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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輪抽籤中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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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簽證抽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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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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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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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批准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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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修建邊境牆提供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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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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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3 日之間
所發出的所有補件(RFE),拒絕意
向書(NOID)和 N14,的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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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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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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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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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託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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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繫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
五:9:00AM-5:00PM,
週
六:10:
00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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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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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丈夫和兒子

離亂中撿回來的命
六十多年前，父親是國民黨軍官，負
責運送輜重營重武器。1949 年是中國近代
史上關鍵性的一年，正值國共內戰後期，全
國處處烽煙，如同一鍋沸騰的水，60 萬軍
民隨著漩渦轉動，大小路上擁擠著車隊和洶
湧的難民。
那年母親 40 歲，挺著大肚子，算是高
齡孕婦，還帶著 12 歲的兒子，隨軍撤退。
說是隨軍，其實是各走各的，然後約定在
某地點會合。父親軍務纏身，尤其在國家
危急存亡之際，實在無法兼顧家眷。離亂
路上，到處都是屍體和散落一地的大洋（錢
幣）與黃金，還有哭喊著尋找父母的孩子，
棄嬰更到處皆是，人命一如螻蟻。父親對母
親說：「孩子生下來，如果成了負累，就丟

◎徐宗敏

掉吧！」
護送母親的，是一對文職軍
官夫婦和一名助產士。他們一路
上逃避炮火，到了一處農舍，兵
荒馬亂之際，在一個模糊的時間、
一個模糊的地方，誕下一個真實
的女嬰，如同小貓大小的軀體，
那就是我。
農舍連一杯熱水也沒有，產
婦要在飢寒交迫下趕路，只憑一
雙腿，攀越多座大山，從浙江逃
到福建。箇中艱苦無法形容！最
簡便的行囊對他們來說都是重擔。
曾有士兵撿到一大堆銀元，揣在懷
裡，卻一面走一面丟，真是走不
動了；但母親始終不肯把我丟棄
─雖然我生下來身體孱弱，哭聲微弱如貓，
眼看活不長。
母親在碼頭擠上最後一班開往高雄的
船，那是護送的人拼命把她推上去的。抱著
嬰孩，拖著兒子和行李，她失魂落魄地上了
甲板，被擁擠的人群一衝撞，嬰孩就摔落在
地，後面一個男人煞不住，一腳踏在嬰孩
的胸口上。一陣驚呼聲中，驚覺孩子當場絕
了氣！母親把我抱起，遲疑著正準備丟到海
裡，忽然嬰孩咳嗽一聲，哭了出來……。
從出生起，我就像從死人堆中撿回來
的命，卻是有股力量托住，在千難萬劫之
下，把我帶到了台灣。
父心剛硬，至終信主
之後，母親在一次佈道會中聽聞耶穌
的愛，大受感動，驚訝世上竟有如斯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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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亂世中，這真是最好的消息！她立刻決心
信耶穌，並準備把這麼好的一位救主介紹
給丈夫。那時我父親在外島大陳前線駐守，
偶爾放假回台，聽聞妻子信了耶穌，怒不可
遏。先是把她的聖經扔進垃圾桶，再把她囚
在房內，不准去禮拜堂。幸好父親休假後就
返回駐地，我們又可以恢復聚會了。母親一
直為我爸的靈魂禱告。感謝上帝，我是在讚
美和禱告聲中長大的。
父親復員返回台灣，沒有再逼迫我們
了；不過仍常說：「你們都上天堂，就讓我
下地獄吧！」母親為我爸禱告了 20 年，直
至她臨終時，父親在醫院哭了，卻還是拒
絕，不信，說：「不可以因著給人面子而接
受耶穌啊！」母親拉我到床邊，跟我說：「妳
放心！爸爸會信主的。主已經對我說了。我
去後，妳要接下來為爸爸的靈魂禱告。」
母親有顆單純的心，深信上帝必垂聽
禱告；她有信心，事情就成就了。我從小跟
母親一起禱告，她的信心深深影響了我。是
的，主怎樣說，事情就怎樣成就─只是那時
候，人眼還沒看見罷了。

話有何意義？」
感謝主！丈夫現今是傳道人，那是因
為他面對死亡時，上帝的愛大大地臨到他。
主聽禱告，浪子回頭
第三個我專注地天天為他禱告的男
人，是我的兒子。他小時，丈夫在電視台工
作，常把壓力帶回家，兒子幾乎是在我們的
爭吵聲中長大的。雖然他幼年受浸接受了耶
穌，但童年累積的創傷使他對信仰反感，對
父愛懷疑，還包括了天父的愛。
我們移民美國後，兒子變得更叛逆，
經常帶著怒火，父母的話一句也聽不進去。
我還是只能為他禱告，不過當時多了傳道人
丈夫做禱告伙伴。我們如同聖經中的寡婦無
倚無靠，但不肯就此放棄，纏著主，要祂務
必救人；不光求兒子事事平安順利，更求使
他恢復與天父的關係，並有愛主的心。有時
禱告終夜，如同雅各與上帝摔跤（參創世記
卅二 22 至 32）；若不蒙祝福，就不放手。
兒子研究所畢業後，不願住在家裡，
要遠走台灣。怎麼辦？在家裡住已這樣，離
開家還有機會回到主跟前嗎？不過，有了前

我開始學習在禱告中留意聖靈的感
動，這樣才能從上帝的眼光去看事情。依人
的判斷，爸爸是沒有信耶穌的可能。媽媽去
世了，我又嫁到香港，他身邊連一個基督徒
也沒有，心又那麼剛硬，怎可能信耶穌呢？
我在香港唯有天天為他禱告，每年回台灣探
望他。後來他中風摔斷了腿，我在床前把救
恩說了又說，他還是搖頭，重覆地說著一句
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母親回天家後第 12 年，爸再次腦中風
住院，那次情況嚴重。看著他恐懼的眼神，
我心情沉重。最後問他：「爸，您真的想
死後入地獄嗎？」他眼淚流了出來。我說：
「您跟著我認罪禱告，好不好？」他第一次
點頭，接受主耶穌後，淚流滿面。爸真的得
救了！我也淚流滿面。上帝成就了母親和我
多年的祈禱。
丈夫悔改，奉獻事主
另一個我專注地天天為他禱告的男人
是我丈夫。他本是單純愛主的人，可惜進了
電視台做幕前工作後就變了。對名和利的欲
望真會敗壞人的信心。他開始不去聚會，對
一切屬靈事物反感，寧願與電視台的朋友飲
酒閒聊，到後來更不肯回家。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知道我是信主
耶穌的，一切悲傷和眼淚可以向主耶穌訴
說。有時是基督徒姊妹到我家，有時是在電
話裡，一有機會我就找同伴禱告；可是，我
禱告了兩年，卻像石沉大海毫不見果效；甚
至有時候灰心了，夫妻還大吵一場。
在一次禱告中，我閉著眼，「看見」
丈夫全身烏黑的站在那裡。不知道這是甚麼
意思，我帶著害怕繼續向主呼求。很奇妙，
那些烏黑像鱗片般脫落。我禱告直至鱗片脫
盡，知道是主在回應我的禱告，這事只有與
我一同禱告的姊妹知道。不過我還是又等了
兩年，信心時高時低。但上帝用祂自己的話
堅固我：「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
他們到底。」（約翰福音十三 1）
想不到一天丈夫忽然被驗出患了癌
症，驚惶失措。我心裡平靜，知道主在作
工。我告訴他：「你的病必得痊癒。」他生
氣地說：「妳是醫生嗎？說這些安慰人的廢

兩次的經驗，我深信主必垂聽禱告，只是要
按祂的時間和方式成就；但我沒想到會等那
麼久！從兒子 17 歲到 32 歲，這 15 年我們
持續為他禱告著。
忽然有一天，兒子打長途電話回家。
他說到台灣後，凡事不順，憋得快要患憂鬱
症了。去看醫生，醫生用聖經的話鼓勵他；
有一天在路上又巧遇一位舊同事，他信了耶
穌，一直向他訴說自己蒙恩的見證。兒子從
小背的聖經忽然鮮活地在腦海出現，好像
大錘敲打，又像大手緊握住他的心。那不肯
放開他的愛，使他睡不著，終於他恢復了敬
拜和聚會。他還說，每次聚會都讓他感動不
已。在長途電話中，他興奮地說了幾個小
時。15 年的禱告、等候，我看見又一位浪
子回家！
繼續承擔上帝的託付
當年我是火中被搶救出來的一根柴，
早應化為烏有；然而上帝從死人堆中救拔了
我！我雖帶著先天不足、長期軟弱的殘軀，
竟得與永恆有份，在祂的旨意中盡上一份
力，藉著代禱，把人帶到永恆的上帝面前。
這豈不是每個聖徒的基本事奉嗎？
最近，我的孫兒出生了！不管我還能
活多久，仍是願意接過主的託付，以餘生為
他禱告，直到見主面。（文載自［中信］）

～思牡札記～

匆匆走訪Fort Stockton,TX
筆者9月15日
至16日出城去Fort
Stockton,TX（斯
托克頓堡）幫忙
Mark牧師把他壞掉
的房車上的東西合力搬回休士頓來，因為
GeiGo車子保險公司的人明天（星期五）
下午要來拖走他房車了，感恩的是車保公
司答應理賠他車子三萬元，舊房車如要拿
回開尚要自己花錢修好引擎一萬多元才能
開，停放在離休士頓約8個小時遠的斯托
克頓堡修車廠已兩個月多，每天車保公司
要付$65。
Mark他自南加州搬遷來休士頓，帶來
許多用品，六月底途中房車引擎不動了，
停在Fort Stockton,TX.小城路邊。三周前，
Mark自己一個人已先去拿回部份衣物，辦
公用品影印機，廚房用物等等。這次再去
斯托克頓堡，Mark請我同行幫助他。
筆者近三年多，沒有出城，此次忙
裡偷閒助人為快樂之本。今天去單程要
預計開8個小時路程，明天（星期五）搬
東西，開回休士頓也要晚上11時了，請為
Mark牧師開車禱告，求主耶穌打發天使四
圍護衛，順利來去平安。

Loves 休息站，加油，吃午餐，晚餐。

德州真的很大，放眼望去，環顧四周
這一大片岩石曠野路，人煙稀少，休息站
少，有待開發空間很大啊！Mark昔日是作
生意人，來美是投資移民的，他眼中看到
腦中想到的都是生意商機，他說有錢可以
來買地投資，待10年後，可能就增值了。
筆者說：「我可不想住在人煙稀少曠野的
地方，等它開發後，來此一遊就好，我也
提醒Mark，你下半場人生規劃不是想去世
界各處作宣教，作自由傳道人嗎？哪有時
間打理地上的投資產業呢？」
爾後，看到遠處燈火閃爍闌珊處有
Loves加油站，趕緊上洗手間，晚餐吃漢
堡，生菜沙拉，三明治，順便買好明天吃
的早餐三明治。
今天自休士頓出發，一路上開了八個
小時，感謝天父保守平安到達德州西邊
小城Fort Stockton,TX，今晚留宿小城一
晚，筆者在休息前，用手機趕寫“思牡札
記”。
明早7:30pm吃完早餐後去附近修車廠
去看看壞掉的房車，筆者負責幫忙收拾房
車內廚房用物等，Mark則想辦法拆取下
房車頂上的太陽能板，他說去年底才裝置
的，其他東西能拿的儘量拿回來，拿不了
的就只有放棄了！預訂星期五晚上11時回
到休士頓，求天父賜力量給Mark牧師開
車。
Fort Stockton,TX 斯托克頓堡是一個
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貝可斯縣的城市。根
據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該地共人口8283
人，而該地的面積約為13.30平方千米。同
時該地也是貝可斯縣的縣治。
聖安東尼奧（英語：San Antonio，曾
譯「山旦寸」）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中南
部，是美國德克薩斯州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排在休士頓之後），同時也是美國人口
第七多的城市。據2005年美國人口普查局
估計，聖安東尼奧市人口超過120萬人。
它所在的由八個縣組成的都會區則有超過
180萬的人口，在美國排名第二十九。聖
安東尼奧是比爾縣的郡治所在，覆蓋南德
克薩斯北邊與Texas Hill Country東南超過
400平方英里的土地。
(轉載自維基百科)

星期四12:30pm出發，途中路經聖安
東尼城市，下午三時筆者和Mark牧師在
Loves休息站加油與吃午餐，接著繼續趕
路。是走I10號州際公路往西開，經過五個
小時岩石曠野公路， 筆者稀奇公路兩旁岩
石峭壁上仍能生長長青松樹，仙人掌呢！
天父創造神奇。

路經聖安東尼城市

（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再累，也要記得禱告；
再煩，也要記得微笑；
再忙，也要記得聚會；
再窮，也要記得奉獻；
再苦，也要學著堅持；
再痛，也要學著寬容；
再怨，也要學著忍耐；
再傷，也要學著去愛！

活出美好

郭文仁牧師
I-10 West 聖安東尼岩石曠野公路，岩石上
有看到許多青翠松樹，令人讚嘆上帝奇妙
作為！

基督徒的生活態度

沒有完美的
個 人， 只 有 完 美
的 團 隊； 當 團 隊
團 結 時， 能 發 揮
更 有 效 率、 更 有
活力的結局。
「有人攻勝
孤 身 一 人， 若 有
二人便能敵擋他；
三股合成的繩子
不 容 易 折 斷。」

傳道書 4:12
「撒但怎能趕出撒但呢？一國若自相
紛爭，那國就立不住；一家若自相紛爭，那
家就立不住。撒但若自相攻打紛爭，他就立
不住，必定滅亡。」馬可福音 3：22-26
09/11/22 英文金句
Finally, brothers, good-by. Aim for
perfection, listen to my appeal, be of one mind,
live in peace. And the God of love and peace
will be with you. II Corinthians 13:11

◎郭文仁牧師

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 神、必常與
你們同在。哥林多後書 13:11
09/11/22 金玉良言
團 結 就 是 力 量。 團 隊 若 合 一， 其
結 果 是 平 安 ( 和 平 ) Peace， 也 能 產 生
Constructive 建 設 性 的 思 維； 團 隊 若 不 合
一，其結果是 Piece(s) 一盤散沙，只有產生
Destructive 破壞性的思維。wk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
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傳道書 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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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男人婚后会变成什么样？
昨晚上健身房人迹罕至，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
白人，四十出头的爸爸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儿子。
俩孩子个头不高，细胳膊细腿的，但是在肌肉轮
廓上已经开始显现出锻炼的痕迹。他们的爸爸一米九
多大个，宽肩后背，但是轻声细语地指导儿子，耐心
做着示范。
刹那之间突发感慨，想到在我十几岁的年纪
，跟我爸一起最多的活动就是在酒桌上领略各种
人情世故，并在烟雾缭绕中看着微醺的大人们指
点江山了。
如果说让中国爸爸带着孩子去健身房锻炼，可能
相对较麻烦一些。因为忙事业，或者忙应酬；亦或是
对自己的身材要求过于苛刻——自己的八块腹肌都没
出来，怎么好意思抛头露面，并且带孩子去练？中国
爸爸都很坚韧与低调。
于是我不禁想到，婚姻在美国男人身上通常会产
生怎样的影响？
结婚动机
先不管离婚率怎么说，就美国而言，现如今
男人们结婚的主要动机还是因为爱情。根据 Pew
Research Center 的调查显示，约有 88%的美国人认
为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此外，以财务状况或
者“权益”为主导的结婚动机分别占了 28%和
23%，而以宗教原因为主导的也只有30%，在基督
教那么普及的美国，这个比例还真是很低。同时
，“经济能力”对于超过 71%的异性来说都是成
为“好伴侣”的重要条件。
所以对美国男人来说，有“爱”最重要，有钱当
然更锦上添花。
相较之下咱们国内要考虑的事情就稍多一些。背
景、成长环境、父母、职业发展等等，当然了，除了
重要的经济因素之外，地域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户口嘛，你懂的。
个人形象

酒吧里的一些单身汉们精致的就像杂志封面上蹦
出来的，他们为约会而生，并且自己的公寓永远都弄
的井井有条——天知道今天会钓到什么女神。
而有些家伙结了婚，再去酒吧的时候却油腻的像
刚刚经历过摔跤比赛，因为他们来的目的是纯粹的放
松，来缓解工作上的压力。
至于财务状况，我相信中国和美国的男人都是一
样的：约会时夸大展示，而结了婚却恨不得把捡到的
每一个钢镚藏进自己的口袋。
传宗接代
相较而言，美国男人并没有什么来自上一代的
“传宗接代”的压力。当然了，除非家里是上市公司
或者别的乱七八糟的“王位”要继承。
美国人除了有信仰的教徒（禁止堕胎），或是
纯粹“擦枪走火”以外，当上爸爸的也大多是完全
“自愿”的行为。总而言之，不会是由于来自长辈
的压力。
而对咱们来说，这个问题就会稍微复杂一些：生
不生，生几胎，生男生女，亲戚打听，父母压力，养
育成本，二胎政策，学区房条件等等。内忧外患吧，
你懂的。
冲动消费
对于美国男人来说，婚后花钱的目的性更强。在
自己的财务分配上也更加理智——虽然有的时候会理
智过头。
一位白人女性网友说：“我老公还是我男朋友的
时候，曾经会拿收入的三分之一给我买礼物，当然了
我并不是期盼他现在还这么冲动——但是他好久都没
有送我超过25美金的东西了。”
独立，计划和目的性让他们在金钱方面更加成熟
。一方面不会把“财政大权”交给妻子，另一方面也
不会有“小金库”这种偷摸的行为。一同设立银行的
“共享账户”成为了潮流，夫妻为家庭共同努力，大
大方方的。

但是他们对“加薪”问题上会充满更
多的侵略性，美国男人在婚后可能会更频繁
地要求加薪，他们要为自己和伴侣的生活负
责。因为他们通常也不愿意为了家庭开支而
牺牲自己以往的生活模式，于是就需要更多
的“燃料”去支撑。
自我感觉良好？No
也许是教育方式不同，美国人相对而
言都比较自我一些，特别是美国男人。但是
无论是自私、固执和充满侵略性，亦或是幼
稚、自恋和独断专行，在成功的婚姻后都会
大幅度淡化——因为这些属性在和另一个
同样“自我”的伴侣的相处中没有任何地位。而美国
人在离婚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传统观念”的束缚。
所以成功维持下来的婚姻关系中，双方付出的质量还
是十分可观的。
所以美国男人更会学到如何做出多方妥协，这也
使他更善于处理友谊、家庭和工作关系。
女性真正的保护者
在热衷于赛车、滑雪、冲浪以及悬崖蹦极的美
国男人来说，婚后不仅会有意识地收敛很多，而且
也会变得对妻子的安全非常敏感。推己及人，他们
也会容易感知到所有周边女性的安全状态。
如果餐厅里的一个陌生女性旁边有让她不舒服的
骚扰者，通常走过来查看状况并询问是否需要帮助的
，都是已婚男人。因为他们不仅能对女性“正常”与
“厌烦”之间的界限更加敏感，而且在拔刀相助的同
时也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在需要的时候也会得到好心人
的帮助。
男人带娃
既然是团队，那么带孩子的工作均摊也就见怪不
怪了。美国的爸爸们相对而言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
更多。除了减轻妻子负担之外，美国男人相信一手牵
着老婆、一手抱着孩子更能体现出自己的男子气概

——这种情形在各大旅游景点都十分常见。
两个已婚男人在一起互呛时，甚至还会比谁才是
更好的父亲。
一个人说：“得了吧，上周聚会你甚至都没有跟
孩子们一起玩，你当时只顾着喝酒！”
另一个回呛道：“哼，我能讲出来我儿子五个老
师的名字，还是全名，你行吗？”
结果第一个父亲就噎住了，因为他只能叫出一个
老师的名字——于是就偃旗息鼓，输掉了“比赛”。
在诸如此类的舆论气息的影响下，美国一个“好
父亲”的标准并不是赚多少钱、给孩子买了多少东西
，而是真正参与了孩子的生活，熟知孩子的方方面面
。
所以说到这里，我在刚开始提到的父子三人一同
锻炼的场景也就见怪不怪了。
不过话说回来，在国内，虽然也有少数“丧偶式
育儿”的现象的发生，但是中国环境下的“好爸爸”
却当真是父爱如山的。如果说美国男人愿意言传身教
的同时和子女打成一片，那么中国男人就愿意为了孩
子的未来而完全燃烧自己的生命，直至成为灰烬。
对“传承”和“希望”的态度不同，这也许就是
两国之间最大的文化差异吧。

美国有钱人是如何炼成的？
提到巴菲特这个姓，你肯定第一个想起的是沃
伦· 巴菲特，毕竟是大富豪嘛。其实他们一家子都
是成功人士。
这会让人忍不住好奇他们家是不是什么风水宝
地？怎么盛产成功人士？有钱人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头说起，所以我们先
来说说巴菲特的父亲：
霍华德· 巴菲特（1903/8/13~1964/4/30）是一名
成功的政客和投资人。在霍华德这一代，巴菲特的
家族生意是一家超市，但是霍华德并没有子承父业
，而是选择自己开了一家股票投资公司，Buffett—
Falk&Co.而后又选择从政，两次当选美国参议院成
员。
在沃伦· 巴菲特的自传里他写道：
「我父亲是一个异常正直的人，他拒绝一切贿
赂行为，甚至自觉减薪，在他第一任期时，国会的
薪水从 10000 美元提高到 12500 美元，但是我父亲
坚持认为钱应该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于是他在发薪当天就把多余钱都留在国会大厦
的办公室里，并且坚持只领原来的薪水。据我妈妈
回忆他当时担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决定是否
给一项法案投赞成票时，怎么才能确定这个法案是
为了人类自由而推出的。」
可以说正是父亲的这段经历为沃伦· 巴菲特的
成功奠定了基础。小时候当父亲还在股票交易公司
上班时，他就跟着爸爸去公司，用粉笔帮他们抄写
股票价格。11岁的时候沃伦· 巴菲特做了自己人生
中的第一笔交易。
在父亲的帮助下，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以每股32
美金的价格购买了3股股票，但是他买完之后这只
股票跌到了 27 美金，这可把小沃伦吓坏了，于是
等这只股票涨到 40 美金的时候他马上就把它卖掉
了。
但是不久之后这只股票就冲到了200美金一股
，这让沃伦· 巴菲特后悔不已，不过也引起了他对
投资的兴趣。
后来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他成为了今天我
们熟知的世界第二大富豪。在沃伦的成长过程中，
父亲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从小就教导他要经济独立
，以至沃伦上大学的钱，6000美金都是自己少年做
小生意挣来的。
虽然沃伦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但是身为议员
的父亲不许张扬，依旧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霍华德还经常帮助有需要的人，他认为这是他身为
议员该做的事情。

沃伦· 巴菲特的成功跟父亲的教导脱不开关系
，那沃伦自己孩子们的成功跟他的教导也脱不开关
系。他的三个孩子苏珊，哈沃德和皮特在自己的领
域都很有成就。
沃伦· 巴菲特继承了父亲的传统，也从小就鼓
励孩子们经济独立，这一点从他大手笔的捐献就能
看出来，他曾经说过：
「那些将要出生的小巴菲特们不应该只因为投
对了胎就有权利掌控社会，这一点都不公平。」
他不仅不给儿女们钱，连借都不借。据大女儿
苏珊回忆，当时她正需要 4 万 1 千美元来扩大自己
的厨房，跑去向父亲借钱，但是被他拒绝了。
苏珊继承了父亲的善心，曾经嫁错了人的她，
在离婚后把精力都投到了慈善事业当中。她涉及的
领域非常广，教育，家庭，疾病方方面面的慈善组
织都有她的身影。她坐镇的巴菲特基金，在短短6
年里从10亿美元涨到了120亿美元。
二儿子哈沃德· 巴菲特应该是和老爸最像的，
他是个成功的商人，慈善家，政治家。如果非要说
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哈沃德热爱种地。
1977年，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涯，但是作为父亲
的沃伦并没有反对，反而花了 76 万美金买下了一
个农场，当然这个农场不会白送给儿子的，沃伦把
这个当做一笔投资，哈沃德是经过精心计划，还向
父亲递交了计划书。
沃伦一看这个有前途啊，才买下的农场。每
年哈沃德都要向父亲交租金和分成。有了父亲的
支持，哈沃德农场的生意越做越大，通过自己的
努力，他的农场扩大到了伊利诺伊，亚利桑那甚
至南非，统共加起来 12300 英亩（49.77 平方千米
）地。
他利用这些农场积极研发高产作物，为解决
世界饥饿问题作出努力。后来 1992 年的时候他终
于决定回到 Berkshire Hathaway 帮助父亲，但是这
也没耽误自己种地，因为他还兼任着自己农场的
主席。
小儿子皮特· 巴菲特大概是跟父亲走了最不同
的路，皮特继承了妈妈的音乐才能，大学时期发现
了自己的对音乐和作曲的热情，于是大学毕业后，
由于从小就被培养的经济独立，他并没有向父亲要
钱，而是拿着自己的存款去租了个小破房子，开了
辆小破车。家里唯一值钱的是那套录音设备。
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皮特终于在音乐界混出
了名堂，赢得了艾美奖。但是用沃伦· 巴菲特自己
的话来说小儿子跟自己也很像，他们都做着同样的

努力，只是走了不同的路。
沃伦· 巴菲特还分享过小时候他管教小儿子的
一件趣事，那时候皮特才上高中，对摄影情有独钟
，当时皮特突发奇想，想退学出去当流浪摄影师，
既能欣赏大自然的美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一举两
得！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巴菲特夫妇时，两个人都
惊呆了，这明显是个不成熟的想法，但是两人又不
想扑灭孩子的热情。于是巴菲特夫人悄悄找了皮特
学校老师，请求让皮特成为学校纪念册的摄影师。
老师看过皮特的作品后也觉得他能胜任这份工
作，于是就向皮特发出了邀请。接到邀请的皮特大
喜过望，马上把辍学的事情抛到脑后了。
沃伦· 巴菲特确实找到了如何影响孩子决定的
平衡点。后来等孩子们长大，他们事业怎么发展就
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沃伦· 巴菲特并没有多加
干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道：
「我的孩子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地位，将要靠
他们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不过他们也知道不管他们
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在背后支持他们。」
在巴菲特眼中，只因为自己投对了胎就能衣食
无忧是一个错误地想法，所以从小到大，他虽然没
有刻意隐瞒，但是也没有告诉过孩子们自己到底有
多少钱，孩子们也从不怀疑，因为他们从小过着与
常人无异的生活。
坐校车上学，住普通的房子，该打工打工。直
到小儿子 20 多岁的时候，在福布斯富豪排名榜上
看到自己的父亲才知道自己家多有钱。
沃伦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由于父亲爱德华从
小对他的影响，沃伦也不喜欢张扬。他这么做也是
为了让孩子们不要对钱产生一种奇怪的情绪，并且
能交到朋友，那些不是为了钱而接近他们的真心朋
友。
沃伦在管理公司和教育孩子中总结出了很多相
同的道理，下面就是他在养育孩子和工作的时候坚
持的几个原则（拿走不谢）：
1. 不要害怕开口提要求 教育孩子:你想要什么
就说，不管是想要玩具，还是想去听演唱会，一定
要先说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你需要做出什么
努力才能换来你想要的东西，以及这件事合不合理
。
对于工作：你要开口求助，不管是你需要器材
，意见，投资甚至是一个开始的地方，只要你说了
，就可能发现有人有你想要的东西，而他们这急需
你接手。

2. 替别人着想 教育孩子：替父母想想，替你
的兄弟姐妹想想。当你和父母或兄弟姐妹闹矛盾的
时候，想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这么做，问题可能
就迎刃而解了。
对于工作：替你的客户着想，如果你能提供超
乎想象的服务，那你就能在同行中胜出。如果你是
铲雪的，那就要关注天气预报。大雪即将来临时，
提前跟客户联系，为他们做好准备。
3. 不要怕失败 教育孩子：作为父亲，我希望
你们失败，因为只有失败了才能证明你在做着艰难
且重要的事情。不要害怕失败，因为我永远在你们
背后。
对于工作：如果你不知道在你的领域成功都需
要哪些技能？没关系，在失败中摸索，哪里碰了钉
子就回去研究，多读几本书，多问问别人，在失败
中学习到的东西是记得最牢的。
4. 诚实并且公平 教育孩子：诚实和公平是作
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它们会在你日后的生活中
帮助你很多，虽然有时候诚实可能会伤人，公平可
能会很难，但是要把目光放的长远。真诚并且善良
的对待别人，别人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对于工作：对你的顾客诚实，对自己的员工公
平。你对他们诚实了，才能换来顾客的信任，如果
出错了，不要掩盖，马上道歉并且弥补。这样对待
客人才能保住你的工作，这样对待员工，你的公司
才能强大。
5. 懂得感恩 教育孩子：所有人，包括父母都
不是白白就给你东西的，虽然你是通过自己能力得
来的，但是你同样要懂得感恩。这种感恩可以以你
的方式表达，但是一定要表达出来。
对于工作：创业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你要把
慈善也规划到你的计划中。世界上有很多好事可以
去做，你可以凭你的喜好，你的想象力，你的创造
力来决定你想为什么东西贡献你的力量，可以是去
做义工，也可以是捐钱。
6. 习惯存钱 教育孩子：从小养成存钱的习惯
，特别是对一个小孩来说，你可以买你最想要的玩
具，或者去看场电影，跟朋友出去玩。有一笔存款
可以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对于工作：在花钱之前先做好计划，不要小看
一个好的预算，这是成功的根本。如果收益了，把
能花的钱跟要存的钱划分好，这可能在将来能解你
的燃眉之急。
最后懂得这些道理并不难，但是真正能做到，
并且坚持下来才是变成有钱人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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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僑界聯合聲明座談會 挺台灣加入聯合國
出席人士大合影。
出席人士大合影
。

羅復文處長呼籲僑胞盡量發出聲量，
羅復文處長呼籲僑胞盡量發出聲量
，告訴主流人士台灣的重要性
告訴主流人士台灣的重要性。
。

（本報訊 ）聯合國第 77 屆會議，9 月 13 日
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樓正式揭開序幕，美南地區
的社團領袖及僑胞也選於當天晚間，在休士頓
僑教中心舉辦了一場聲援台灣加入聯合國座談
會。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首先開場介紹
賓客，並說明座談會由僑務委員陳美芬、劉秀
美、陳建賓，僑務諮詢委員宋明麗、黎淑瑛聯
合發起，鼓勵僑胞聲援台灣加入聯合國。會上
播放了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童振源委員長對
海外僑界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講話，並播放
外交部 「世界的幫手」文宣短片，說明台灣在
世界的重要性。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

表示中國大陸並未遵守聯合國的規章。以飛彈
擾亂台灣，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以和平方式
解決爭端的聯合國憲章規定。因此他希望美南
地區的僑胞，能站出來替台灣發聲，告訴主流
人士，台灣有能力加入聯合國，不要因為認為
不可能加入而不禁聲。
陳美芬表示，過去兩年台灣因新冠疫情，
增加了在國際間的能見度，使得美國人士漸漸
都知道了台灣，對台灣是有加分作用。
劉秀美表示，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事務委
員會，對 2022 年的台灣政策法，14 日將進行最
後審議，最終如果能順利通過，台美在外交上
就可以互設代表處，是外交政策上的一項突破
。

宋明麗知道台灣要能加入聯合國，這個願
望難度很高，但她覺得我們還是要做。黎淑瑛
表示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以行動來支
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並從 2018 年
起，北美地區的世華代表，經常送議題進華府
DC，為僑胞爭取權益。
目前人在台灣的陳建賓，當天以網路方式
參加會議，他感到台灣民眾及媒體對加入聯合
國議題相當冷淡，反而是旅居海外的僑胞特別
重視，也使得這個任務，很自然的落在海外僑
胞身上。
世台聯合基金會執行長林鋕銘表示這條路
漫長崎嶇，並分享過去 13 年，該會以做公益方
式獲得許多國際友人的認同，讓該會以民間團

（本報訊 ）時間: 2022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
上午 9 點~下午 1 點
地點: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exas 77042)
查詢電話：713-988-4724
隔別三年的全僑健康日將於 2022 年 10 月 1
日 (星期六)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在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舉行。當天提供多項免費健康篩檢，教
育研討會，專科醫師健康諮詢，及醫療訊息和
贈品攤位。免費健康篩檢項目有; HEB 現場提供
血糖篩檢(需空腹), 血脂篩檢(需空腹),血壓測量,

流感疫苗注射, 及次世代新冠疫苗追加劑注射。
光鹽社也會現場提供 B(丙)型和 C(乙)型肝炎篩
檢，同時發放腸道健康糞便潛血檢查包 (FIT),
和協助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測登記。
你是否有任何身體健康的疑問? 或者身體不
適而無法確認應該看那門專科? 當天多位專科醫
師也會為你解答疑問, 提供健康諮詢，包括家庭
科 Jeff Wang 醫師與陳章靜蓮醫師, 內科張文麗醫
師與榮慧敏醫師, 婦產科黃立民醫師，心臟科豐
建偉醫師，和腫瘤科王禮聖醫師。另外，提供
醫療訊息的攤位有 HEB (免費口罩)，Wintech

Medipro ((免費口罩),Advanced Healthcare Service
/My Family Hospice, Windsor of Quail Valley -Skilled Nursing Home,和光鹽社(癌症預防和
健康教育)。
當天的教育研討會 (11 点半到下午一点)講
員 包 括 George Burnazian 醫 師 將 探 討 性 病 和 猴
痘/Monkeypox (有中文翻譯)。許環麟醫師將講
解流行性感冒，而林承興醫師也會介紹次世代
COVID-19 疫苗。
請注意因為目前疫情仍然嚴重，為了保護
所有參加人員的健康，現場參加人員必需全程

體身分獲得一些進展。
聖湯瑪士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
當天斬釘截鐵的提到聯合大會的 2758 號決議，
已經在聯合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未來不管我們
用中華民國、台灣或任何名號，只要中國大陸
在聯合國的一天，我們是絕對無法進入聯合國
。因此他同意世台基金會過去的做法，盡量為
台灣創造有利環境，以台灣現有的優勢幫助國
際需要幫助的國家，藉以獲得認同及提升國際
地位，加大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的聲量。
屬於年輕一代的周建佑則提到，在美國是
台灣新世代最容易爭取美國主流支持的地方，
因此希望藉由 FAPA 爭取到下一代子女繼續加入
，以草根外交的方式，訴求台灣重要性，爭取
更多的支持力量。
一個多小時的集思廣益，讓與會社團、僑
胞充分表達了各自想法及經驗，彼此分享並相
互交流，最後由僑教中心副主任黃依莉宣讀聲
明稿內容，共同聲明連署團體更新如下: 休士頓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休士頓台灣同鄉會、阿肯
色台灣同鄉會、奧克拉荷馬台灣同鄉會、FAPA
臺灣人公共事務會中德州分會、FAPA 臺灣人公
共事務會南德州分會、休士頓台灣商會、世界
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休士頓華商
經貿聯合會、美南臺灣旅館公會、北美洲台灣
人教授協會、達拉斯台灣同鄉會及世台聯合基
金會等社團的一項聯合聲明，會後出席代表在
聲明書上簽名連署，表達了支持台灣加入聯合
國的堅定意志。

第三十二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另外，參加血糖和
血脂檢查者，必須空腹。
全僑健康日是由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主導、聯合主辦社團有光鹽社、休士頓中華老
人服務協會、H-E-B、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
、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我們特別感謝 HEB 提供瓶裝水和美而亷麵
包店提供小點心及所有參與服務的醫師和義務
工作人員。

副刊

婚姻＝爱情坟墓？情感专家 40 年研究得出的结论居然是……

每个人都渴望爱与被爱，渴望拥有一段长久
的亲密关系，渴望在关系中得到成长。
岁月匆匆，如何给你们的关系保鲜？
如何让婚姻持续成为生命中快乐和爱的源泉?
下面 3 句话，可以创造维系一生的爱恋。
01 忠诚就是全情投入
忠诚，不仅意味着我们拒绝和伴侣之外的人
在一起的任何可能性，也意味着在婚姻里全情投
入，完全接纳伴侣现在的样子，对伴侣的痛苦感
同身受、关怀备至。
全情投入的两个人不会留一只脚在门外。因为
在这段关系中，夫妻已经破釜沉舟，倾其所有。
故事一：结婚了，可她一只脚还在门外
在火车站的停车场，任斌忙着把鲍兰的行李
箱往后备厢里塞。看着丈夫憨憨的笑容和发际线
后移的脑袋，鲍兰有点儿恍惚：“这么平凡普通
的男人，我要跟他过一辈子吗？”有时，她会忍
不住幻想，如果嫁给一个优秀的男人，自己会不
会过得更好。她知道不应该这么想，但是阻止不
了这种念头。
“老婆，明天晚上我妈过生日，爸说做一桌
子好菜，咱们一起回去聚聚呗？”刚进屋，任斌
就迫不及待地说，还搂着她亲了一口。
鲍兰稍稍偏头躲了一下：“刚出差回来挺累
的，这次我就不去了吧。”任斌很失落：“咱们
都结婚 5 年了，你去我家那边的次数屈指可数，
大家都希望多见见你呢！”“哎呀，我每次去，
你妈都催我要孩子，烦得很！”鲍兰的火气突然
蹿了出来。
任斌愣了片刻，“腾”地一下站起来，指着
鲍兰嚷道：“我可真是太惯着你了，有你这么过
日子的吗？你看看你，像是一个已婚女人吗？”
鲍兰好像被戳到痛处，大声反驳：“我怎么
不好好过日子了？我出轨劈腿了吗？家务、开销
我没付出、没操心过吗？”
任斌的眼神更冷了，说道：“别以为我不知

道，一发工资你就立刻转大几
千给你妈，然后跟我哭穷说自
己挣得少！你的微信把十几个
男人单设了一组，一旦发跟我
秀恩爱的朋友圈，就把他们屏
蔽。还有，你一直说自己身体
不好，想迟一点儿要孩子。可
是公司一外派，你就乐颠颠地
参加，这时候怎么不说身体不
好了……我看你就是在观望呢
！虽然身体没出轨，但你的心
在婚姻里吗？”
鲍兰万万没想到，自己偷偷做
的一切丈夫竟然早已知道。被
拆穿的慌乱、羞愧和愤怒让她
顾不得许多，摔门而去……
专家点评 婚姻中，一个人拼
命地向前走，另一个却努力地为自己铺后路，这
种状况是非常伤人的，涉及婚姻的忠诚与背叛。
鲍兰一直在维护的是忠诚的底线，认为只要
身体没有出轨，就是对婚姻忠诚。但很明显，任
斌期待他们能够升级为更稳定的关系。任斌想的
是两个人的未来，鲍兰只操心自己，夫妻双方对
婚姻的投入是不对等的。
在潜意识里，鲍兰在保留自己的选择权。如
果将来遇到更好的异性，她可以全身而退。孩子
出生会让离婚的成本更高，所以她拒绝生孩子。
如果婚姻中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退路，
解决矛盾的动力必然会下降，夫妻关系也很难更
进一步。
所以，忠诚就是全情投入。
首先，要在婚姻内建立一种信任、投入的机制
。虽然任斌对婚姻的期待更高，但也没能做到全情
投入。明明知道妻子有很多“不忠诚”的行为却没
有及时沟通对话，而是在吵架时才一股脑儿抛出来
攻击对方，这也不利于建立信任的关系。
全情投入的关系，应该是发现分歧时及时沟
通对话，哪怕不能立刻解决，至少表达出对这些
分歧的重视。如果两个人决定继续维护婚姻关系
，需要重新确认彼此相爱的感觉。爱情本就是排
他性的，只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不能有备胎。
与其观望比较，鲍兰不如回忆一下夫妻俩那
些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重燃爱的火花，这对关
系的稳定更有帮助。
02 伴侣第一，孩子第二
我们要爱孩子，但是不能以牺牲婚姻为代价。
如果夫妻想要孩子，建议规划出特定的二人
世界时间，以继续维持令你们满意的性生活，继
续有益于建立联结和增进亲密感的仪式。
父母所能给孩子的最好礼物，就是父母彼此
相爱，这是孩子日后人生的基石。
故事二：或许，早点儿生孩子就好了

从儿子出生，锦绣和刘磊就没有夫妻生活了
，至今已经两年多。
锦绣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自己生孩子太晚。
她是独生女，父母都宠她。25 岁结婚时，她的内
心还和小女孩一样，总觉得没玩够。她用尽浑身
解数，一直拖到 35 岁才生下儿子。
但是，35 岁时的体力和 25 岁时的真是太不同
了。25 岁时，她刷剧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上班还
能神采奕奕，元气满满；35 岁时，只要一晚上睡
不好，就三四天缓不过来，整个人憔悴疲惫。尤
其是晚上喂奶时，有时困得坐着都能睡着。
孩子出生前，锦绣和刘磊感情很好，有聊不
完的话题：音乐、电影、八卦、游戏……可是孩
子出生后，两个人聊的话题全都是孩子：“今天
孩子吐奶了吗？”“儿子把衣服弄脏了，你看他
一会儿，我去洗衣服。”“儿子有点儿咳嗽，你
挂个明天的专家号。”什么浪漫甜蜜，什么风花
雪月，都消失殆尽。
有时，刘磊很想滚床单，锦绣面无表情地说
：“现在就是比你帅 10 倍的猛男在我面前，我都
没有兴趣，起开！”被拒绝的次数多了，刘磊也
不提这事儿了，晚上自动去另一个房间睡觉。
有时，刘磊看见好玩的事儿想和她说说，锦
绣连头都不抬，“嗯嗯”几声了事。儿子出生之
前，两个人每天都要亲亲抱抱，现在都提不起兴
致，已经连手都不牵了。他们没有时间约会，更
没有时间娱乐。
刘磊难过地说：“锦绣是一位好妈妈，但是
她的心里没有我。”
专家点评 有研究显示，67%的婚姻幸福感会
在孩子出生的头三年急速下降。孩子的到来，让
家庭原有的秩序被破坏，夫妻间要重新做出排序
和选择。
多半男性会优先伴侣，但女性的选择往往相
反。不只是因为女性更爱孩子，更是因为母亲承
担的育儿责任更多。是给孩子一个“完美母亲”
，还是让他看到恩爱的父母？遗憾的是，多数夫
妻在生孩子前，并没有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所以孩子到来时手忙脚乱，最后影响到性生活和
婚姻关系。
然而，研究数据也告诉我们，有 1/3 左右的
夫妻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到来影响幸福感，他们又
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最好在生育之前，就一同体验有孩子
的家庭是怎样生活的，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孩子
”？其次，如果双方确定要生育，再分享一下彼
此的父母、朋友平衡孩子和婚姻的方法。对这个
问题思考得越多，应对起来越容易。
我们更建议伴侣第一、孩子第二的家庭排序
。因为夫妻关系越亲密，丈夫越容易接受妻子的
影响，愿意为孩子和家庭多付出，妻子在育儿的
道路上也不再是孤军奋战。这样可以同时收获良

好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实现双赢。
03 冒险，点燃生命的激情
冒险，是用发现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用
好奇去感知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不进行共同的冒险或是体验其他冒险
，无聊感、沉寂感就会乘虚而入，夫妻关系就开始
由一个接一个的任务构成，有了庸俗的味道。
故事三：“老夫老妻”死水一般的婚姻
结婚才两年多，何璐和宋继扬就成了“老夫
老妻”。
宋继扬的想法是，既然结婚了就别再瞎折腾
，浪漫刺激那是恋爱，结婚不就是两口子踏踏实
实过日子嘛。一次，朋友组局去蹦极，何璐觉得
既可以挑战身体极限，还可以给婚姻加点儿料，
不禁跃跃欲试。但宋继扬觉得太危险，想都没想
就回绝了。
朋友圈里的其他小夫妻隔三岔五出去玩，宋
继扬觉得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周末还不如在家
里歇歇。于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就变成了吃熟悉
的饭，走熟悉的路，聊熟悉的天，甚至熟悉到就
连对方下一秒要干什么都能预知。
对于这样的状态，一开始宋继扬觉得很满意
，婚姻不就是过日子嘛，肯定是越过越熟悉，越
过越生活。他甚至有种莫名的自豪感，觉得这说
明他们的关系很稳定，不会有乱七八糟的意外发
生，两个人注定能长长久久。然而，打脸来得猝
不及防。
宋继扬发现，妻子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渐
渐地，他自己也感到无聊，一切似乎太熟悉太平
稳了，每天都一个样儿。
更让他忧心的是，他们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
的变化：以前爱吃的饭菜越来越没味道了，曾经
携手走的小路盖满了落叶，能聊的话题也越来越
少，炙热的熟悉成了冰冷的陌生。这个家像极了
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波澜。
专家点评 宋继扬抗拒改变，误以为稳定是
婚姻的最佳状态。老夫老妻的状态的确令人安心
，但也会让人感到无聊和倦怠。
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边际效应递减”，通
俗来讲，就是我们连续做某件事情时，快乐会降
低。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婚姻。因此，做出适当
的冒险和调整，让婚姻关系重新充满活力是必要
的。
很多人以为冒险就是指有生命风险的极限运
动、荒野探险等。事实上，婚姻的冒险可以是任
何一个走出舒适区的行为，比如交换彼此的家务
，挑战一道自己做不好的菜，走走陌生的街道，
尝试把手机关机一天……只要是在两个人的互动
中完成，就能够打破婚姻中的沉寂感。
当伴侣在新的尝试中重新确认自己的感受并
分享给对方时，两个人的关系也会碰撞出新的激
情，对彼此产生更多的好奇。

休城畫頁
星期六

2022年9月17日

Saturday, September 17, 2022

B12

美南僑界聯合聲明座談會 挺台灣加入聯合國
羅復文處長呼籲僑胞盡量
發出聲量，
發出聲量
，告訴主流人士
台灣的重要性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陳美芬表示 ， 過去兩年台灣
陳美芬表示，
因新冠疫情，
因新冠疫情
， 增加了在國際
間的能見度，
間的能見度
， 使得美國人士
漸漸都知道了台灣，
漸漸都知道了台灣
， 對台灣
是有加分作

出席人士大合影

黎淑瑛表示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以
黎淑瑛表示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行動來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
行動來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
；
並從 2018 年起
年起，
，北美地區的世華代表
北美地區的世華代表，
，經常
送議題進華府 DC
DC，
，為僑胞爭取權益

宋明麗知道台灣要能加入聯合國，這個願望難度
宋明麗知道台灣要能加入聯合國，
很高，
很高
，但她覺得我們還是要做
劉秀美表示，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劉秀美表示，
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對 2022 年的台灣
政策法，
政策法
，14 日將進行最後審議
日將進行最後審議，
，最終如果能順利通過
最終如果能順利通過，
，台美在外
交上就可以互設代表處，
交上就可以互設代表處
，是外交政策上的一項突破
現場與會代表分享爭取外國人士認同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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