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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襲擊 - 藉宗教之名，行暴力之實
中國回教徒希望世人了解伊斯蘭和平的特質

作者 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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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前期)
上期提到因为政府的一些规定，什么时

候开始拿社保福利应该要看每个家庭的具体
情况和需要。下面举2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
合理及有战略性的计划让每个家庭的需求能
得到最大满足。

·Harry先生有资格享受社保的福利，
太太Sally根据她自己的交保记录也有资格享
受社保福利。

·Harry今年66岁（已经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Sally今年63岁

·Harry的全额社保金为每月$2,000， 
Sally的全额社保金为每月$800

·Harry 决定工作到70岁再退休，Sally
决定在她62岁时开始领取社保金额

按照上期介绍的，Sally在未到法定退休
年龄前领取社保福利，金额会被打折扣。 
$800-(1-25%)=$600。所以Sally 如果用她自
己的交保记录，从62岁开始每月可以拿到
$600的社保金。

如果Harry在他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去社
安局申请社保福利资格但是要求暂停颁发
福利，那么Sally就能够以Harry配偶的身份
享受社保福利。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以配
偶身份享受福利的金额是其另一半的50%
。 Harry的全额社保金是每月$2,000， 一半
就是$1,000。 扣除早领取福利的折扣25%
，Sally每月能拿$750。比她用自己交保记录
拿的每月$600多。

Harry 工作到70岁后去社安局把以前申
请的暂停要求撤销，开始领取社保福利。
因为他延迟了拿福利的时间，按规定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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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1  例 2 
 年份  Harry  Sally  总额  Harry  Sally  总额 

2014  7,200 7,200  -   
2015  9,000 9,000 24,000 24,000 
2016  9,000 9,000 24,000 24,000 
2017  9,000 9,000 24,000 24,000 
2018  9,000 9,000 24,000 12,000 36,000 
2019及以后 31,680 9,000 40,680 24,000 12,000 36,000 

迟一年可得到8%的奖励。66岁到70岁就是4
年，4*8%=32%。那他每月能拿的金额就是
$2,000*(1+32%)=$2,640

那么他们用以上描述的方式取得的社保金
额（例1）与在二人的法定退休年龄时开始领
取社保福利（例2）的金额差别如“社保领取
方式例子对照表 ”所列。 

从表里可以看出，刚开始的时候是例2 得
到的金额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例1 的每
年2人总额从Harry70岁开始拿福利起就会超过
例2。

（未完待续）

【财金之角】

退休计划之社保
(Reti rement Plan - Social Security 2)

社保领取方式例子对照表

 
	
BMG 资本集团现有适合

EB5 移民投资的项目。

我们现在征寻投资方，

若您是美国国内投资者，

得符合 506b 和 4 区 2
条；若您是国外投资者，

得符合 503C 规定。目

前的项目包括俄亥俄州

中城的一个啤酒酿造厂、俄亥俄州 Lebanon 的一个啤酒酿

造厂和一个家庭娱乐中心，以及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家

庭娱乐中心。有意者请联系 David	Beauregard	317‐490‐
4539	，		
dbeauregard@bmgcapitalgroup.com	
	
	

12月职业移民排期
停滞不前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5年11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5年12月最新
的移民签证排期。

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表上，中国大
陆EB-2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2年2月1日，EB-3的排期
截止日从2012年1月1日前进到2012年4月15日，EB-5的
排期截止日从2013年11月22日前进到2013年12月15日，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早于这些日期的移民签证申请可能
被批准。

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上，中国大
陆EB-2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3年1月1日，EB-3的排期
截止日依然为2013年10月1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依然
为2015年5月1日。美国移民局稍后会在www.uscis.gov/
visabulletininfo网页上公布是否那些优先日期早于这
些日期的申请人可按这些日期递交身份调整申请。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的客户尽早递交NIW
申请。目前，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NIW EB-2申请人来
说，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排期才能递交身份调整申请。
不过请注意，如果您的配偶出生在除中国大陆或印度以
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台三地），您在递交
NIW申请时，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额，同时
递交I-485申请，无需再等待排期。

此外，如果您在NIW批准后做出了更大更重要的成
果，也可以考虑申请EB-1。EB-1类别目前有签证名额可
用，无需等待排期。我们有不少客户先委托我们申请
了NIW，后来有了更大更重要的成果，又成功地申请了
EB-1，如今已拿到绿卡。

如果您不能确定您是否符合申请NIW的条件，您可以
联系张哲瑞律师作免费咨询: info@hooyou.com。张哲
瑞律师会帮助您选择最适合您的申请类别，并为您提供
具体的申请策略。

巴黎市中心再度成為所謂伊斯蘭國恐怖份子濫殺
無辜的屠場。短時間內當成129 名人員死亡，368 名人
員受傷。世界各國都對恐怖襲擊加以最強烈的譴責。
法國總統隨即宣佈進入緊急狀況，增強警察權力，讓
警察能在沒有搜索票的情況下，對百姓實施搜索，並
且對伊斯蘭國加強空中攻擊。

除了被攻擊的巴黎之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成
千上萬從中東逃向歐洲的難民。歐洲各國原本就對難
民問題各持己見，恐怖襲擊更使各國對難民深抱懷
疑。美國接受的中東難民原本不多，巴黎襲擊之後，
美國有31 州的州長表示不歡迎逃離中東的難民。

作為美國華人，我們這幾代逃過日本人，逃過內
戰，或多或少也都做過難民。在中國和美國政治較勁
的過程中，不少華人也嘗過不被信任的滋味。華人對
受難者應該更有同情心。偏偏恐怖份子借宗教為號
召，每次襲擊，都更增加了社會對回教徒的不信任。

為此，我們電話訪問到了芝加哥知名華人律師閔
锡慶和在亞利桑那州的仝買黛琪醫師。她們身為虔誠
的回教徒，問問她們對這些事件的看法。

「濫殺無辜當然是絕對錯誤的」閔律師說得直接
了當。 身為回教徒，她們對恐怖份子為達到自己的目
的，完全違反回教主張和平的教導，假借回教之名，
行暴力之實，感觸相當強烈。

可蘭經教導我們努力「奮鬥」，克服心中的障
礙，服從神的帶領。 比如說要服從丈夫，如果自己
不容易做到，就要「努力」，就要「奮鬥」。這「奮
鬥」，也就是「聖戰」的意思，「聖戰」絕不是被歪
曲的恐怖攻擊的意思。 「可蘭經裡有太多太多要求和

平的教導，殺人就是錯的，絕不是恐怖襲擊」，電話
裡仝醫師語氣略為顯得激動。

閔律師說: 「我們所能做的，只有靠教育的過程，
讓世人了解伊斯蘭是和平的。」

閔律師也提到，她很快就要到甘肅蘭州，參加一
項由一百位中國回教商界領袖主導的慈善活動，以行
動讓中國人了解中國回教徒在社會所能發揮的正能
量。

回教徒見面第一句話，發音就是「沙蘭馬利空」
，原意就是「平安與你同在」。回答語是「馬利空沙
蘭」，意指「平安也與你同在」。

但是政客們能找到方法，讓平安真正能降到受苦
受難的人 身上。

法国检方称，经过指
纹比对，确认巴黎恐怖袭
击主谋阿巴乌德已在18日
的突袭中被警方打死。 
阿巴乌德拥有比利时国
籍，被指是巴黎恐怖袭击
事件策划者。

（图片来源 万维
网）

感恩节大餐：中式烤火鸡

中式火鸡与传统火鸡的最大不同是腌
制调料和填充料不同。吃法上也有所不
同，中式的烤完后可直接食用，不需要
再加其他调料；传统的火鸡在吃的时候
需要沾着其他调料吃，否则没有什么味
道。烤法和烤制时间两者差不多。

第一步：解冻
如是冰冻火鸡，需要一天时间的化

冻。
第二步：腌制
化冻洗干净后，首先里外抹上料酒，

再涂抹花椒盐（最好是炒过的，因炒过
的花椒盐比较香），具体多少量，自己
掌握，喜欢咸一点的就多抹，肉厚的地
方多揉几次（我做的火鸡：15磅左右，用
了13汤匙盐）。用保鲜膜把盛火鸡的容器
封闭好，放进冰箱冷藏二到三天（喜欢
味重一点的就腌时间长一些）。

第三步：焯水
用足够大的锅烧一锅开水，加一汤匙

蜂蜜、一汤匙醋，把腌好的火鸡放入，
要小心慢慢放入，以免溅水烫伤。如果
锅小而水不能淹没火鸡，可用不停地舀
滚水往上浇。

水再开后再大约五六分钟，然后捞出
来 沥干水份。

第四步：填充Stuffing （火鸡填充料）
将准备好得火鸡填充料，塞进火鸡的

肚子里，然后将其封闭。填充料做法附
后。

第五步：烤制
先将烤箱预热（400度）5分钟。
用锡箔纸先盖上火鸡，烤盘里放上热

水(不能淹着鸡)，烤盘里放水能保持烤箱
湿润，肉多汁不干。如果烤盘较浅，也
可以不加水。400度先烤两个半小时。（
我是只打开的下面的炉丝）

两个半小时后，把火鸡拿出来，揭开
锡箔纸，在其上面放几片黄油或抹上蜂
蜜水（这个步骤可以不做，主要是使得
烤过的火鸡看起来油光焦脆），接着再
烤半个小时（用上面的炉丝加热）。然
后，你就可以尽情地享用这只香喷喷的
火鸡了。

火鸡填充料的做法
所需食材：糯米3-5杯，干香菇若

干，葱姜，盐，鸡精，炒菜油。
一、先将香菇洗干净，然后用温水浸

泡2小时
二、将香菇切成丁状
三、加葱姜
四、3-5杯糯米
 
五、将香菇、葱姜及糯米倒入电饭煲

或其他蒸米饭的锅里，加水，掺均匀，
大约蒸15-20分钟（比正常蒸米饭的时间
短一些，基本上开锅以后5-6分钟即可）

六、蒸好后，加盐、油、及少许鸡
精，搅拌均匀，放在一边备用。

对于美国人来讲，感恩节里烤
火鸡，就如同中国人过年包饺
子一样，成为节日里必不可少
的一个内容。很多移居北美的
华人入乡随俗，也很享受这个
温馨的节日，但是却有很多人
不喜欢吃火鸡， 对如何做出美
味的火鸡心里更没谱了。
今天小编在这里一步一步介绍
一种中式烤火鸡的方法，定能
改变“中式舌头”对火鸡的看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