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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中台禪寺師徒中台山朝聖之旅德州中台禪寺師徒中台山朝聖之旅（（下下））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參訪霧峰林家花園參訪霧峰林家花園。。 參訪霧峰林家花園參訪霧峰林家花園。。

李雄李雄（（右右 ））和舅媽和舅媽Judy Wang (Judy Wang (左左 ））
合影於當年捐助的合影於當年捐助的 「「基隆佛教蓮社基隆佛教蓮社」」

門口巨柱前門口巨柱前。。

傳黠傳黠（（右一右一））與母親呂董雲卿與母親呂董雲卿（（傳潤傳潤）（）（左二左二 ）、）、
伯母呂蔡素靜伯母呂蔡素靜（（傳靜傳靜）（）（右二右二））及弟及弟（（左一左一））合影合影
於全家捐贈三億元建造的於全家捐贈三億元建造的2121層層（（包括包括1919層樓及層樓及22

層地下室層地下室））的的 「「普天精舍普天精舍」」 內內。。

普天精舍內用功的宏偉禪堂普天精舍內用功的宏偉禪堂。。李雄李雄（（右右 ））等人在建築精美的寺內參訪等人在建築精美的寺內參訪。。

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左左 ））在中台會見首任在中台會見首任 「「休士休士
頓中台禪寺頓中台禪寺」」 住持見綜法師住持見綜法師（（右右 ）。）。

見綜法師見綜法師（（右三右三 ））與胡靖與胡靖（（傳靖傳靖））全家全家，，及本及本
報記者秦鴻鈞報記者秦鴻鈞（（左二左二 ））會面時合影會面時合影。。

從台中埔里野外遠觀中台禪寺巍峨外觀從台中埔里野外遠觀中台禪寺巍峨外觀。。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換屆大會
及新百強青年領袖表彰大會圓滿舉行

（ 本報訊）2019年4月7日，全美山東同鄉會聯
合總會第十二十三屆換屆典禮及新百強青年領袖表彰
大會在新澤西州愛迪生市隆重舉行，中國駐紐約總領
館孫潛和劉愛明領事、新澤西社團僑領代表、民選官
員及鄉親們上百人出席了盛會。

新一屆總會負責人和理事會圖片新一屆總會負責人和理事會圖片
在上午的代表大會上在上午的代表大會上，，汪春波首席副會長接任第十三屆總會會長汪春波首席副會長接任第十三屆總會會長,, 並任命呂濤教授並任命呂濤教授（（芝加哥芝加哥））為秘書長為秘書長。。大會代表們選舉了劉磊先生大會代表們選舉了劉磊先生（（舊金山舊金山，，國僑聯委員國僑聯委員））為總會理事為總會理事

長長，，孫連生先生孫連生先生（（紐約紐約））為首席副會長為首席副會長,, 宋媛媛女士宋媛媛女士（（洛杉磯洛杉磯））為監事長為監事長。。這是全美總會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盛會這是全美總會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盛會。。 44位前總會會長位前總會會長：：第四屆苗鳳友總會長第四屆苗鳳友總會長（（紐約紐約），），第五屆張第五屆張
啟智總會長啟智總會長（（舊金山舊金山），），第十屆孫鐵漢總會長第十屆孫鐵漢總會長（（休斯頓休斯頓），），第十一屆於澤偉總會長第十一屆於澤偉總會長（（洛杉磯洛杉磯））出席代表大會並參與和見證了選舉出席代表大會並參與和見證了選舉。。另外休斯頓的第六屆李莉穎總會長轉達了她另外休斯頓的第六屆李莉穎總會長轉達了她
的祝福的祝福。。五位前總會長對總會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五位前總會長對總會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共同寄語總會共同寄語總會：：支持和祝福總會支持和祝福總會，，希望會務昌盛希望會務昌盛，，團結一致服務在美鄉親團結一致服務在美鄉親。。

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孫潛領事致辭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孫潛領事致辭
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領事孫潛女士祝賀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領事孫潛女士祝賀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

及新澤西山東同鄉會順利換屆及新澤西山東同鄉會順利換屆，，並帶來了總領事黃屏大使對大家的並帶來了總領事黃屏大使對大家的
親切問候親切問候。。她說她說，，很高興看到總會兩年來取得的成績和為了發展青很高興看到總會兩年來取得的成績和為了發展青
年領袖作出的努力年領袖作出的努力，，這場盛會也讓我們看到總會的深厚積累和山東這場盛會也讓我們看到總會的深厚積累和山東
鄉親的團結鄉親的團結，，凝聚凝聚，，祝愿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越辦越好祝愿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越辦越好。。

第十二屆會長彭壽臣致辭第十二屆會長彭壽臣致辭
第十二屆總會會長彭壽臣代表總會感謝總領館孫潛領事和劉愛第十二屆總會會長彭壽臣代表總會感謝總領館孫潛領事和劉愛

明領事從紐約趕來道賀明領事從紐約趕來道賀，，並見證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第並見證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第1212//1313屆屆
的交接儀式的交接儀式。。彭會長回顧了競選時的承諾彭會長回顧了競選時的承諾：：求真務實求真務實，，橫向聯合橫向聯合，，培培
養人才養人才，，融入主流融入主流。。兩年來兩年來，，總會在各位代表的努力下總會在各位代表的努力下，，做了很多工做了很多工
作作。。在休斯頓在休斯頓1717年遭受歷史最大水災時年遭受歷史最大水災時，，總會第一時間捐款近萬元支總會第一時間捐款近萬元支
援美南山東同鄉會救災援美南山東同鄉會救災，，體現了海外鄉親是一家的親情體現了海外鄉親是一家的親情。。總會立足美總會立足美
國國，，聯合有識之士聯合有識之士，，承辦和支援了眾多當地主流和中美之間的交流項承辦和支援了眾多當地主流和中美之間的交流項
目目。。 20182018年成功推出首屆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項目年成功推出首屆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項目，，籌款籌款55萬美元起萬美元起
始基金始基金，，選拔表彰了六位青年領袖選拔表彰了六位青年領袖。。其中的吳生偉傳來喜訊剛剛由福其中的吳生偉傳來喜訊剛剛由福
克斯電影製作執行主任晉升為史上最年輕的副社長克斯電影製作執行主任晉升為史上最年輕的副社長(VP)(VP)。。新百強青年新百強青年
領袖項目的目標是發現領袖項目的目標是發現，，凝聚和發展一批優秀的有領導能力的年輕人凝聚和發展一批優秀的有領導能力的年輕人
，，展開跨行業展開跨行業，，跨社區的橫向交流跨社區的橫向交流，，最終推動我們華裔在美的進步與最終推動我們華裔在美的進步與
發展發展。。總會的宗旨是服務並扶助在美鄉親融入主流總會的宗旨是服務並扶助在美鄉親融入主流。。 2727年來年來，，在各位在各位
前輩和同仁的努力下前輩和同仁的努力下，，我們把總會建設成聯繫海外鄉親的紐帶我們把總會建設成聯繫海外鄉親的紐帶，，成為成為
做實事做實事，，進取進取，，真正融入美國主流真正融入美國主流，，和代表並凝聚在美優秀華裔的社和代表並凝聚在美優秀華裔的社
團團。。彭會長希望總會能在新任會長汪春波的帶領下越做越好彭會長希望總會能在新任會長汪春波的帶領下越做越好。。

前總會長們和彭壽臣會長將總會大印移交給第十三屆會長汪春波先生前總會長們和彭壽臣會長將總會大印移交給第十三屆會長汪春波先生
五屆總會會長鄭重的將總會大印傳到了新任會長汪春波博士的手中五屆總會會長鄭重的將總會大印傳到了新任會長汪春波博士的手中。。

大合影大合影

新一屆新澤西山東同鄉會換屆儀式同時舉行新一屆新澤西山東同鄉會換屆儀式同時舉行，，選舉新一屆新澤西同鄉會會長張志選舉新一屆新澤西同鄉會會長張志
科科，，理事會會長王幼偉及新一屆理事理事會會長王幼偉及新一屆理事。。

新任會長汪春波新任會長汪春波、、理事長劉磊理事長劉磊，，和美國孔子和美國孔子
基金會會長湯學武基金會會長湯學武、、創始會長焦志俠為青年領袖代創始會長焦志俠為青年領袖代
表陶子表陶子（（洛杉磯洛杉磯））和禮瑯帛和禮瑯帛（（紐約紐約））頒發獎牌和各頒發獎牌和各
$$15001500 的獎金的獎金。。孔子基金會理事長王傑向大會介紹孔子基金會理事長王傑向大會介紹
了孔子基金現況和發展了孔子基金現況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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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兩千多年來兩千多年來，，靈芝在中靈芝在中
國醫學一直佔有崇高地位國醫學一直佔有崇高地位，，也是最吉祥也是最吉祥
珍貴的調理滋補類藥材珍貴的調理滋補類藥材。。在中國古代有在中國古代有
神農嘗百草的傳說神農嘗百草的傳說，《，《神農本草經神農本草經》、》、
《《神農四經神農四經》》把靈芝奉為把靈芝奉為 『『仙草仙草』』 ，，有有
道道 『『久食輕身不老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延年神仙』』 。。 『『許許
氏日本靈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在美上市在美上市1515年以來年以來，，
因其品質卓越作用顯著因其品質卓越作用顯著，，一直受到廣大一直受到廣大
消費群眾的肯定與歡迎消費群眾的肯定與歡迎，，實為返鄉實為返鄉、、孝孝
親親、、健康好禮健康好禮、、自用的首選自用的首選。。

今天今天，，許氏參業集團副總裁郭振益許氏參業集團副總裁郭振益
先生攜同日本長野靈芝農業生產組合處先生攜同日本長野靈芝農業生產組合處
長加藤千貴先生長加藤千貴先生，，及日本長野靈芝菌種及日本長野靈芝菌種
保有人藤澤祐子女士保有人藤澤祐子女士，，帶您認識帶您認識 『『許氏許氏
日本靈日本靈のの芝芝』』 的獨特之處的獨特之處--------優質原料優質原料
！！

日本日本〈〈長野一號長野一號〉〉特殊菌種特殊菌種
『『許氏日本靈許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是全美最先採是全美最先採

用用 DNADNA基因鑑定技術研製的靈芝產品基因鑑定技術研製的靈芝產品
。。日本日本〈〈長野一號長野一號〉〉特殊菌種特殊菌種，，經台灣經台灣

大學大學DNADNA基因鑑定基因鑑定，，此菌種穩定此菌種穩定，，無無
變異變異，，可生長出菌傘大可生長出菌傘大、、厚身厚身、、特殊香特殊香
味的靈芝味的靈芝，，高多醣高多醣，，高三萜高三萜。。利用該尖利用該尖
端分析技術能確保端分析技術能確保 『『許氏日本靈許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的原料百分百無誤的原料百分百無誤，，使產品質素更加穩使產品質素更加穩
定定、、更有保證更有保證，，亦是靈芝產品科學化的亦是靈芝產品科學化的
一項重大突破一項重大突破。。

專業栽培專業栽培
日本長野靈芝專業有機栽培日本長野靈芝專業有機栽培，，使用使用

全大椴木仿野生栽培方式全大椴木仿野生栽培方式，，引流高山雪引流高山雪
融之水用於灌溉融之水用於灌溉，，濾水裝置濾水裝置、、自動噴水自動噴水
器器、、空氣簾幕空氣簾幕、、中央排水系統中央排水系統，，讓現代讓現代
化菇寮的溫度化菇寮的溫度、、溼度溼度、、氧氣氧氣、、光線量控光線量控
制自動化制自動化。。這樣可生長出菌蕈有重量感這樣可生長出菌蕈有重量感
，，菌傘大菌傘大、、厚身厚身，，菌傘上充分附著著可菌傘上充分附著著可
可般狀孢子可般狀孢子，，高多醣高多醣、、高三萜高三萜，，無雜菌無雜菌
，，無污染無污染，，無農殘無農殘，，無重金屬之珍貴靈無重金屬之珍貴靈
芝芝。。

『『許氏日本靈許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上市上市1515週年週年
是發展重要的里程碑是發展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邁向新紀元也是邁向新紀元

的轉捩點的轉捩點，，許氏認真檢驗過去許氏認真檢驗過去、、展望未展望未
來來，，將秉持一貫的宗旨與使命將秉持一貫的宗旨與使命，，繼續守繼續守
護健康護健康！！為此為此，，許氏將於近期開始特別許氏將於近期開始特別
推出促銷優惠推出促銷優惠--------買兩大盒買兩大盒 『『許氏日本許氏日本

靈靈のの芝芝』』 送一送一 『『整朵靈芝整朵靈芝』』 （（小小），），每每
一朵贈送的靈芝都標有唯一的特定編號一朵贈送的靈芝都標有唯一的特定編號
，，十分珍貴十分珍貴！！送完為止送完為止。。關於更多產品關於更多產品
的相關訊息的相關訊息，，請上網請上網www.hsuginseng.www.hsuginseng.

comcom 查 詢 或 諮 詢 訂 購 專 線查 詢 或 諮 詢 訂 購 專 線
11--800800--826826--15771577，，或至各大中醫參茸或至各大中醫參茸
藥行購買藥行購買。。

台灣商會教育台灣商會教育 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入門講座平板電腦入門講座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台灣商會講座邀請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出席台灣商會講座邀請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出席

台灣商會張智嘉會長首先要感謝台灣商會張智嘉會長首先要感謝
主講人姚理事主講人姚理事 對手機電腦方面對手機電腦方面
知識的博學知識的博學，，在短短兩小時中在短短兩小時中，，
深入簡出的傳授了各種品牌深入簡出的傳授了各種品牌 手手

機的比較與運用機的比較與運用

33月月 2323日在華僑文教服務日在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中心、、台灣商會副會長徐台灣商會副會長徐
世鋼介紹主講人姚義世鋼介紹主講人姚義

主講人姚義教大家利用現在主講人姚義教大家利用現在
科技科技，，如何讓我們生活的更如何讓我們生活的更

方便方便

主講人姚義以智主講人姚義以智慧型手機慧型手機、、平平
板電腦為例板電腦為例、、如何更有效率的如何更有效率的
規劃與完成每日生活上的每一規劃與完成每日生活上的每一

個任務個任務。。

台灣商會張智嘉會長台灣商會張智嘉會長、、副會長徐世鋼副會長徐世鋼、、顧問周政賢顧問周政賢
贈送紀念品給主講人姚義贈送紀念品給主講人姚義

台灣商會張智嘉會長台灣商會張智嘉會長、、副會長徐世副會長徐世
鋼鋼、、顧問周政賢及與會人士和主講顧問周政賢及與會人士和主講

人姚義合影人姚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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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報導) 自古以來， 「求
賢」便是諸多國家的重要大事，人才是
國家發展根本的關鍵因素。為了吸引傑
出的海外人才返鄉服務，臺灣科技部主
辦的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LIFT 2.0)
」啟動人才列車，希望延攬更多菁英人
才回國，為科技發展與產業創新，不斷
注入新血與熱能。

這個方案，不僅為企業找人才，也
幫海外留學的俊才們找到能夠發揮所長
的空間，一方面經由海外優秀人士的專
業知識，擴展企業及廠商的視野，帶入
尖端的科技新知、及具有前瞻性的應用
發展；另方面則推動海外歸國人才與台
灣產業界、及學術研究領域的互動與交
流，幫助他們建立更多人脈。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
組長李君浩表示，由臺灣科技部主辦的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LIFT 2.0)」第

一梯次已經於本月開放線上的申請，歡
迎年齡在45歲以下、持有中華民國國籍
、具有海外博士、或AI五年相關海外工
作經驗之海外碩士人才報名參加。

海外博士以十大產業創新相關領域

者優先，例如像綠能科技、生醫產業、
智慧機械、國防航太、新農業、循環經
濟、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文化科技、晶
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等。

LIFT 2.0 方案是科技部為延攬海外
人才所特別舉辦的計畫，今年特別建置
線上媒合平台，不但匯集國內重要產業
高階人才職缺，並整合來自海外8大市
場、超過20個國家的臺灣博士及中高階
人才，希望透過線上媒合及線下交流，
提供無國距的互動形式，為臺灣引進國
際新知、激發產業創新。

獲選LIFT 2.0的學人，將可參加今
年6月於臺灣舉行為期12天的交流媒合

活動，科技部不但補助返國參加交流會
的來回機票，活動期間食宿、及交通安
排也全部免費！活動內容包含招募博覽
會、一對一與業界面談、重要產業機構
參訪等。

第一梯次的LIFT 2.0將於台北時間
4月30日截止線上申請，敬請把握機會
！

有關詳情可上 LIFT 官網：https://
lifttaiwan.stpi.narl.org.tw。有任何問題也
歡 迎 洽 詢 駐 休 士 頓 科 技 組 ， 電 話
713-840-3855， Email: Houston@most.
gov.tw。

吸引更多海外優秀菁英返鄉吸引更多海外優秀菁英返鄉
「「海外人才歸國方案海外人才歸國方案」」啟動人才列車啟動人才列車

如何在美國建立自己的人生事業如何在美國建立自己的人生事業((中中))
上期我們談到許多在美國的華人，如

果打算購買現成的生意行號，例如頂讓餐
廳、店面生意等等，應該要注意哪些法律
事項。這期我們談到最好設立一個公司來
進行交易買賣，以及做為將來營業的主體
。

有人問，一定要設立LLC( limited lia-
bility company)嗎？用 DBA (do business as)
不行嗎？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到底 LLC 和
DBA有什麼不同呢？大致上， LLC具有法
律上人格legal entity, 所有的責任和債務，

除非公司所有人做個人擔保，否則以公司
的資產為限，所以我們稱為股份有限公司
，或者是責任有限公司。DBA沒有法律人
格，所有的法律責任會轉到個人的身上。

我建議，如果打算頂讓生意來自己經
營，或者是和合夥人經營，都建議申請一
個公司，用這一個公司的名義和房東簽訂
一份新的租賃合約，或者是承接原來賣方
的租賃轉讓合約，並用這個公司來做完成
頂讓生意的交易。

即便是小宗生意頂讓買賣，務必請有
經驗的商業律師准備适合自己的法律文件
、和相關的買賣合約，最起碼也要諮詢律
師審閱合約，最好是買賣各方聘用各自的
律師，不要共用一個律師，以免發生利益

沖突。同理可證，商業經紀business broker
也不要共用一個經紀人agent，以避免雙方
代理的利益衝突。

重點戲上場了，頂讓生意，買賣雙方
必須簽一個交易合約，有一些律師使用買
賣合約 sales agreement, 有一些律師這是稱
為資產買賣合約 asset purchase agreement。
名稱稍有不同，但是注意的事項卻是一致
的。

為什麼不是把賣方的公司買下來呢？
在少數的情況下，有可能考慮把公司整個
買下來；但不建議用公司買賣股份的方式
來做生意的頂讓，因為承接整個公司，也
將承接所有的法律責任。比較常見的是資
產買賣，例如頂讓餐廳，除了餐廳的現有

機器設備、生財工具，裝潢家具，冰櫃，
油鍋、還有一些無形資產，譬如客戶名單
丶連鎖店合約、商標、商譽等。舉例來說
，以目前的勞工局罰單，如果在合約上明
定只購買資產機器設備，不承接債務，有
不同的聯邦稅號，那麼前老闆的未繳納罰
單，新老闆不需負責。(待續)

陳昭菁律師 & 費保祥律師(Chen &
Associates Attorneys at Law)專精商業交易法
、各類移民、稅法、跨國投資、商標申請
等 。 諮 詢 電 話 832-373-7999、
888-669-8405。 www.chenlegalservices.com
。地址: 10333 Harwin Dr., #665, Houston,
TX。7623 Louetta Rd., Spring, TX。

作者作者::陳昭菁律師陳昭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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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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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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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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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內 閣
官 房 長 官
菅 義 偉 四

月一日中午在首相官邸正式公佈，代替目前日本平成
年號的新年號為“令和”。新年號將在今年五月一日
, 新天皇即位當天零時開始使用。

這是日本憲政史上首次在皇位繼承前夕公佈新年
號。當天上午，日本政府召集京都大學教授、諾貝爾
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等九位有識之士, 舉行
懇談會，就新年號的備選方案徵詢意見，隨後在聽取
國會參眾兩院正副議長的意見後, 召開內閣全體會議
，討論確定新年號並通過相關政令。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隨後在記者會上發表談話，向
國民闡述新年號的涵義等相關情況。他指出，“令和
”出自日本最古老詩集《萬葉集》的語句“初春令月
，氣淑風和”，蘊含了“文化在人們美麗心靈相互靠
近之中誕生並成長”的涵義。

這是日本年號首次出自日本古代典籍。“令和
”由此成為日本自公元六百四十五年“大化”年號以
來, 歷史上第二百四十八個年號。日本自明治時代以
來採用“一世一元”制，即一個天皇在位期間, 只用
一個年號，通常在天皇駕崩後皇位繼承之時, 更換年
號。然而，此次更換年號, 是基於退位特別法，而非
因天皇駕崩。

明仁天皇生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三日，一九八
九年在他父親裕仁天皇去世之後繼位，是日本第一百
二十五代天皇，年號平成。二○一六年八月，他在視
頻講話中流露退位意向。根據退位特別法，明仁天皇
將於四月三十日退位，皇太子德仁將於五月一日繼位
。

為避免更換年號對日本國民生活造成影響，日
本政府決定提前一個月於四月一日公佈新年號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記者會上介紹稱，“令和
”出自日本古籍《萬葉集》中的“初春‘令’月、氣

淑風‘和’”，願
每位日本人，都能
如度過寒冬、在春
日中盛開的梅花一

般，在對明天充滿希望的同時，各自綻放出絢爛的花
朵。安倍還說，悠久的歷史、濃郁的文化以及四季皆
美的大自然, 代表着日本的國民性，要堅定不移地把
這一國格移交給下一代。希望人民在美麗的心靈當中
，孕育滋養出文化，正因懷有此番心願，最終將年號
選定為“令和”，象徵着新時代的來臨。

具體來說，“令和”出自《萬葉集》第五卷
《梅花之歌》三十二首的序文，“初春‘令’月、氣
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熏珮後之香”。在
“令和”之前的二百四十七個年號中，凡是得以辨明
出處的年號均出自中國古籍。

包括NHK、日本電視台、朝日電視台、富士電
視台等一早都推出了年號特別節目，內閣官邸臉書、
推特也開設了直播專區。街頭受訪的民眾都對新年號
表達了期待，有人表示，沒想到自己將經歷三個年代
(昭和、平成到令和年代)，也有人期待能夠延續平成
，是個和平美好的年代。

「令和」取自日本最古的詩歌集，當時沒有平假
名、片假名，是以漢字來表記日文發音，使日本人民
對未來充滿希望。日本推特上的反應不一，有人覺得
很酷、很帥氣，也有人覺得要花點時間習慣， 「只覺
得有違和感」。原來中文(古文)的令月也是吉月的意
思新年號要素包括符合國民的理想與期待，2個漢字
、易寫易讀，除了至今未曾使用為年號或諡號，也要
排除一般民眾廣為使用的字語，像是不宜與大企業相
同的名稱。為了避免造成困擾誤會，新年號選定避免
選用 M(明治)、T(大正)、S(昭和)、H(平成)開頭。
1989年1月故日皇昭和崩逝，當時，年號候選名單共
平成、修文及正化3個，便是因為修文、正化都是S
開頭，因而由平成中選。
歷來日本年號幾乎都出自中國古籍，如 「昭和」取自
尚書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平成」的由來 「內
平外成」、 「地平天成」也是分別出自史記與尚書。

日本政府3月14日委託提案的專家囊括日本文學、中
國文學、日本史學、東洋史學，讓日本各界期待是否
誕生由日本古籍選出的新年號。

據傳，新年號共有六個候選名單。日本政府在日
本時間上午9時30分舉行專家懇談會，在10時8分結
束，相較於上回17分鐘，這次專家會議進行了38分
鐘，成員也由8人增為9人；10時20分左右聽取參眾
兩院正副議長意見後，舉行臨時內閣會議作出最後決
定。今日之內將送達經日皇明仁批閱後，正式生效。

《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錄
詩歌四千五百餘首，其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詩經》。
儘管被看作是日本古籍，《萬葉集》仍然無法抹去源
於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公開資料顯示，《萬葉集》
借鑒了中國詩歌的題材、形式以及表現方法，收編了
部分漢詩。 值得一提的是，《萬葉集》成書時，日
本尚未擁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詩歌採用漢字為注音符
號記錄而成。

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日籍教授、原日
本讀賣新聞編輯委員加藤隆則告訴記者，《萬葉集》
第五卷《梅花之歌》的原文部分，還是按照古代中文
的寫法記錄下來。而且，《萬葉集》收錄了一百一十
八首關於梅花的詩歌，看得出是受到了中國審美的影
響。

不過“和”代表“和風”，因此加藤隆則認為
“令和”帶有中日融合的含義。

日本政府四月一日確定了取代“平成”的新年
號為“令和”。隨着日本憲政史上首次天皇退位帶來
的皇位繼承活動將全面啟動，日本將迎來新時代。
《日本經濟新聞》四月一日報道稱，國際局勢正在發
生變化，二○一九年內日本將不斷迎來內政和外交方
面的重大日程。經歷過泡沫經濟破裂和政治混亂的平
成時代即將終結，新年號令和將開啟新時代。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年初面對秘書官等人發出號
召稱，“今年將成為留在歷史上的一年，要期待重大
工作。”今年在春季以後，除了有關皇位繼承的一系
列活動之外，還將接連出現往年所沒有的大型政治和
外交日程。“要期待”這個說法帶有緊張感。

在皇太子五月一日即位為新天皇並改元之後不
久，美國總統特朗普將訪日。安倍四月將訪問華盛頓
，六月特朗普將為出席在大阪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
而再次訪日。特朗普罕見地在短時間內兩次訪日的決
定性因素是，日本將在新天皇即位之後作為首位國賓
而接待他。

根據正在推進的中美磋商的走向，特朗普要求
削減貿易逆差的矛頭有可能指向日本。還有聲音指出
了特朗普要求日本承擔駐日美軍更多駐紮經費的可能
性。

報道稱，中方領導人可能會出席安倍擔任主席
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各國都將關注日本能否在中美貿
易對立的背景下, 承擔遏制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趨勢的
作用。

在二十國集團峰會時，安倍將與俄羅斯總統普
京舉行第廿六次會談。已就加速和平條約談判達成協
議的兩位首腦能否打開在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
島）主權問題上停滯不前的現狀，屆時將是關鍵時刻
。

在內政方面，着眼於改元的變化已經出現。三月
廿七日，在未發生巨大混亂的情況下通過了創歷史新
高的超過一百○一萬億日圓的二○一九年度預算，這
是因為執政黨和在野黨都有着面臨改朝換代、最好減
輕對立氛圍的默契心理。

十月面臨着消費稅率提高至百分之十。在二○
一四年從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八之後，安倍兩次推
遲增稅。很多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表示，“如果此次也
不能提高，消費稅將無法再提高。”着眼於社會保障
費持續膨脹的日本將來的財政，提高消費稅是不容失
敗的課題。

對於因偶然的機緣而肩負時代轉變重任的安倍
來說，重要政治日程不斷湧現的令和元年（二○一九
年）的度過方式, 將對新時代的內政和外交的前進方
向產生影響。

年號將區分出時代，在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日本
人的心裏深深扎根。天皇在發生天災和不幸之事時希
望改變人們的心情而主動改元的情況也很多。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劉鶴率領的中國貿
易代表團來美已先
後多次，最終兩國
貿易達成協議指日
可待。回憶劉鶴首
次到達美國之際，
華府排出大陣仗舉
行跨部門記者發佈
會，起訴華為和其
子公司及財務長孟

晚舟，包括涉嫌銀行詐欺、竊取貿易機密、洗黑錢及違反美國對伊朗制
裁令等二十三項罪名。當時記者會由美國司法部代部長魏特克主持，一
起出席的還有國安部長尼爾森、商務部長羅斯、聯邦調查局長(FBI)瑞伊
，以及幾位承辦案件的檢察官，公開出面的美國高官人數之多、層級之
高，令人側目，似是向中國顯示下馬威，打窒到訪中國官員的聲勢。間
接令到中國官員難以克服兩國貿易戰中之爭拗。

此事發生在今年2 月初。當時美國控告華為並要求引渡孟晚舟並不
令人意外，但如此高調又選在劉鶴到訪前夕出招，還是讓人有些意想不
到。美官員堅稱華為起訴案與貿易談判無關，那真是信不信由你，我倒
認為美國其實不用表態，中美雙方心照便是。結果這次中美會談，並沒
有達成最終協議，但白宮聲明指出：“中方在結構性問題與縮減貿易逆

差方面，作出有意義的承諾，雙方同意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能夠充分
執行。”結論是會談雖取得進展，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那時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對中美貿易戰疑慮太深，彷彿天快要塌
下來一樣。其實中國已經是今時不同往日，已非當日吳下阿蒙，作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實力比剛開放時的1978年，要強大得多了，即使
與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時，也不可同日而語。只要中國辦好自己的事情
，沒有甚麼困難不可克服的。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對華態度比較友善、
國際經貿秩序比較自由、全球經濟趨於一體化的大環境有很大關係。但
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國本身有難以取代的優勢，發展並非靠美國等西方
國家的施捨，外資在中國設廠或做生意，原因還是生產環境有吸引人之
處、外界投資者才有利可圖。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再高喊“美國優先”，訓斥美國企業要把生產
線轉回本國，但是目前仍然有很大困難。為的是美國生產成本高！《紐
約時報》在上月二十八日的一篇報道顯示，蘋果在得州奧斯汀生產Mac
Pro時，發現要找到足夠符合特定需求的螺絲也很困難。當地只有一家
有員工二十人的工廠，每天最多製造一千枚螺絲。相反，在中國即使是
臨時通知，像蘋果這樣的簡單需求，三天兩夜就可以隨時得到滿足。

“中國是個你可以安排十萬人徹夜為你工作的地方。”美國工人不
會二十四小時工作，但在中國大陸，工廠必要時可排班輪值、全天工作
，有時中國勞工甚至睡到一半被叫醒，以便完成生產任務。為了加時津
貼和獎金，中國工人的刻苦耐勞和拼搏精神，真的是舉世無雙。這種事

情不可能在美國發生，即使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難以複製。
該報道指出，在蘋果最大的中國iPhone製造工廠鄭州廠，最低時薪是

2.1美元，這還包括了各種福利；組裝線工人一般起薪3.15美元，美國
類似工作工薪遠高於此。蘋果發現，在生產規模、技能、基礎設施和成
本方面，沒有國家足以與中國匹敵。美國企業若要將生產線移回本國，
會面臨很多問題，不少計劃也難付諸實現。

前年七月，富士康郭台銘宣佈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投資100億美元
，興建液晶顯示面板工廠生產平面電視，在當地創造1.3萬個就業機會
，這一直成為特朗普所炫耀的政績。去年六月，特朗普更親自與郭台銘
同台出席動土慶典。富士康至今已投入2億美元，但在今年2 月初己正
式宣佈： 要縮減當初的計劃，表示會把設厰的重心，由車間的製造，轉
變為辦公大樓內的研發，據稱“就電視而言，我們在美國沒有空間，也
無法競爭。”

“中國製造”是一張亮麗的名片，它不只是代表譽滿全球、價廉物美
的中國商品，同時也代表着中國勞工刻苦耐勞的精神。即使在美國一再
要求的所謂“公平”的競爭環境中，“中國製造”也絕不會被擊倒。中
國經濟已完成了工業化的轉變，建立起完整的工農業產業鏈，有全球最
大的消費市場，今天也不欠缺資本和科技人才，即使在某些環節尚有短
板，但絕對可以在不遠的將來追得上去。中國最主要是要辦好自己的事
情，不必盲目追求GDP成長的速度，堅決改革不爭先，也不必強出頭爭
第一。中國無法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徹底融入西方國家體系，但是正如習
主席說“該改能改的堅決改”，在經濟方面相信仍有很大改革空間。歷
史一再證明，留在西方經濟體系內求合作和發展，遠比脫離出來要有利
得多了。

到這裡，我要總結一句：中國製造刻苦耐勞 美國優先欠缺優勢，
若是雙方合作，便可雙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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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完戰前夕看兩國國民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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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第杭州市第1313屆健美健身錦標賽屆健美健身錦標賽，，360360余名健身愛好者濟濟壹堂余名健身愛好者濟濟壹堂。。現現
場場，，俊男美女們舒展身姿俊男美女們舒展身姿，，各種健美姿態讓人大呼驚艷各種健美姿態讓人大呼驚艷。。而其中最為惹而其中最為惹
眼的眼的，，則是美艷和力量完美結合的則是美艷和力量完美結合的““金剛芭比金剛芭比””們們。。

尼泊爾街頭上演朱砂尼泊爾街頭上演朱砂““大戰大戰”” 慶祝新年慶祝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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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大熊貓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大熊貓““園園園園””從臥龍神樹坪基地出發從臥龍神樹坪基地出發，，
啟程前往奧地利啟程前往奧地利，，開展為期開展為期44年的科研合作年的科研合作。。

出口信保助企業出海

第二屆“壹帶壹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即將召開之際，作為國家惟壹政策

性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中國出口信用保

險公司（簡稱中國信保）展示了壹份亮

眼的成績單：2013年以來，支持我國企

業向“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出口和投資

達7124.3億美元，業務範圍覆蓋沿線所

有國家，為“壹帶壹路”項目出具保單

2300多張，累計向企業支付賠款超過27

億美元。在這份成績單背後，有中國信

保通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為外貿企業

撐開的風險防護大傘；也有為“出海”

企業快速融資構築的綠色通道；還有與

“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建立起的互聯互

通新空間……

創新承保模式助項目落地

莫桑比克馬普托—卡騰貝跨海大橋

是非洲目前最大的懸索橋，2018年11月

10日通車後，把原本160多公裏、需要

繞行兩三個小時的路程縮短到十幾分鐘

，為當地物流、旅遊等行業帶來了發展

動力。

對這座大橋的建成並快速通車，中

國路橋集團副總經理王利軍很有感觸：

“我們85%的建設資金是商業貸款，但

在中國信保進入後，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技術和商務方面的議價能力，讓我們有

能力把握這個機會。”

中國信保支持共建“壹帶壹路”6年

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中國信保的支

持不僅幫助中國企業提升了拿下共建項目

的實力和底氣，而且隨著這些大型項目的

建成落地，在“壹帶壹路”相關國家均產

生了明顯的經濟回報和社會效應。

在中巴經濟走廊能源合作項目中，

中國信保針對巴方能源市場特點，推出

了契合巴方需求的新舉措，在承保模式

、擔保方式等方面實現創新。2017年，

中巴經濟走廊首個簽約項目薩察爾風電

項目正式投入商業運營。今年3月份，

塔爾煤田II區塊2×330兆瓦燃煤電站首次

並網發電。如今，壹大批能源項目正在

巴基斯坦有序推進。目前，中國信保已

承保中巴經濟走廊能源合作項目11個，

承保金額149.2億美元，總裝機容量達

5400兆瓦。

支持成套設備和高新技術出口也是

中國信保發揮政策性金融導向的強項。

由中國信保提供出口買方信貸保險支持

的出口芬蘭郵輪項目，合同金額高達

1.94億歐元，是我國船廠迄今承建的最

大型雙動力郵輪，屬高技術、高附加值

船型。在項目推動過程中，中國信保根

據融資談判積極調整承保模式，最終推

動了貸款協議的簽署，支持企業獲得了

1.55億歐元的長期貸款，保證造船合同

如期執行。

為中外合作打開新空間

截至目前，中國信保已與“壹帶壹

路”相關機構簽署合作協議50余份，與

全球270多家金融機構廣泛開展合作，撬

動多元化金融支持共建“壹帶壹路”，

累計為出口企業融資超過2700億美元。

有形的互聯互通體現在基礎設施建

設上，無形的互聯互通體現在合作平臺

與機制中。在首屆“壹帶壹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上，中國信保與“壹帶壹路”

相關國家政府部門、金融機構簽署17項

合作協議，並全部納入論壇成果清單。

其中，中國信保與塞爾維亞出口信用保

險署（AOFI）簽署的合作備忘錄尤其引

人關註。

2016年，河鋼集團在中國信保支持

下完成塞爾維亞斯梅代雷沃鋼廠收購項

目後，企業高度重視海外市場開拓和風

險防範，並就其信用銷售向AOFI投保。

但因AOFI規模較小、自身風險承擔能力

有限，難以單獨滿足該項目快速增長的

風險保障需求。中國信保為該項目在分

保模式、保單承保、保後風險跟蹤等方

面都作出創新突破。2018年7月份，雙

方正式簽署再保險合作協議，中國信保

以再保險分入形式承擔了超過60%的保

險責任。這是中國信保與“壹帶壹路”

共建國家同業機構的首次再保險分入合

作，為中資企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擴

大國際化經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資金融通是共建“壹帶壹路”的重

要支撐，第三方市場合作為高質量共建

“壹帶壹路”提供保障。

作為拓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探路

者”，中國信保通過與境外金融機構開展

合作，推動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項下融資，

充分利用我國與發達國家企業的優勢，共

同為第三國經濟發展註入新動能。

在哈薩克斯坦，中國信保承保的、德

意誌銀行等4家境外金融機構提供融資支

持的奇姆肯特煉油廠升級改造項目已在去

年9月份投入運營。在巴西，中國信保已

支持中國銀行和西班牙桑坦德銀行為意大

利國家電力公司的10個項目提供了融資。

這類合作融合了中國企業的優勢產能和發

達國家企業的先進經驗，匯聚了國際金融

機構的優勢，實現了多方共贏。

服務地方融入“壹帶壹路”

在西非毛裏塔尼亞，福建宏東漁業

股份有限公司是壹家響當當的中國企業

。通過中國信保的支持，他們在當地建

造了有碼頭、捕撈、加工、倉儲等全產

業鏈的綜合性遠洋捕撈基地，吸納了

2000多名當地民眾就業。

近年來，在服務地方全面融入共建

“壹帶壹路”方面，中國信保結合各地

特點與優勢開展實踐創新，促進我國形

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

格局。截至目前，中國信保已與全國32

個地方政府簽署了50份戰略合作協議。

除了支持漁業發達的福建，在制造

業規模居前的江蘇，中國信保還支持該

省企業在優勢產業、新興產業與“壹帶

壹路”相關國家開展合作，僅在2018年

支持江蘇向“壹帶壹路”相關國家和地

區出口便達到205億美元；在陜西，中

國信保為裝備制造、能源、農產品等領

域的出口提供了政策性保險服務；在雲

南，中國信保支持保山將區位優勢轉化

為經濟優勢，謀劃“壹線兩園”內外發

展平臺。

借助出口信用保險，在地方經濟深

度融入共建“壹帶壹路”過程中，民營

企業也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在波蘭，

中國信保為TCL波蘭工廠提供了承保金

額高達4600萬美元的風險保障。在埃塞

俄比亞，中國信保自2014年起為廣東華

堅投資的國際鞋城提供信用風險保障。

如今，該項目為該國提供就業崗位6000

個，為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

極貢獻。

中國繼續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綜合報導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日前

發布2019年《中國經濟調查》報告，指出中國經濟

盡管增速放緩,但仍貢獻了全球約四分之壹的經濟

增長，並將在今明兩年保持6%以上的增速。中國

將繼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經合組織國別經濟調查報告每兩年出版壹次。

最新壹期《中國經濟調查》報告由經合組織副秘書

長盧德格· 舒克奈希特在北京發布。

“中國將繼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持續追趕發達經濟體。”舒克奈希特說，“中國正

處在壹個十字路口，面臨嚴峻的內外挑戰，相信中

國政策的制定能確保經濟更好地運轉，向所有人提

供穩定和包容性增長，保持其長期優勢地位。”

報告強調，雖然受諸如適齡工作人口減少等結

構性因素影響，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但根據國際標

準，中國經濟增長依舊強勁。報告同時預測，2020

年時，中國人均GDP有望達到2010年的兩倍，從

而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根據到2030年長

期增長預測，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將超過經

合組織國家。到2030年，中國占世界產出比重將高

達27%。

報告認為，近幾年中國政府強調增長質量而非

增長速度，已經取得了壹定成效。中國經濟仍處於

再平衡中，服務和消費持續拉動經濟增長。在服務

業領域，金融服務不再壹枝獨秀，其他諸如商業服

務亦表現不俗。在消費領域，最近幾十年，消費壹

直穩定地推動經濟增長。最近，消費勢頭強勁體現

在電子商務和共享服務方面。大量新創就業崗位和

穩定的收入增長支撐了消費增速。政府通過壹系列

結構性改革措施將持續增強消費拉動增長的作用。

報告指出，近幾年數字化帶來跨越式發展的機

遇，中國企業和政策制定者迅速抓住了這壹機遇。

目前，數字經濟約占中國GDP的三分之壹，就業的

五分之壹，而且還在迅速增加。中國在電子商務、

線上支付和共享經濟方面已經遙遙領先全球，這值

得所有國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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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藥性、功效及適應證的不同，補益
藥大致分為補氣、補血、補陰、補陽四種。

氣虛證宜補氣
補氣藥用於治療氣虛證，氣虛證多有少氣懶

言、動則氣喘、容易汗出，或神疲乏力、食慾不
振、脘腹脹滿、大便溏泄等表現常用藥有人參、黨
參、太子參等。
人參：性味甘、微苦、微溫，歸心、肺、脾經。能

大補元氣，補脾益肺，生津，安神益智。人
參為補肺要藥，可改善肺氣虛衰症狀。另
外，如因大病或久病所致元氣虛極欲脫，脈
微欲絕的危重證候，單用人參可復脈固脫，
為拯危救脫的要藥。

黨參：性味甘、平，歸肺、脾經。功效為補肺益
氣，養血，生津，常用於氣虛不能生血，或
血虛無以化氣之氣血兩虛證。《本草正義》
記載黨參：“補脾養胃，潤肺生津，健運中
氣”。

太子參：性味甘、微苦、平，歸肺、脾經。功效為
補益健脾，生津潤肺。太子參除了能補益脾
肺之氣，兼能養陰生津，其藥氣較緩和，屬
補氣藥中的清補之品。凡氣陰不足輕證、火
不盛者及小兒宜用太子參。《中國藥用植物
誌》記載太子參：“治小兒出虛汗為佳”。

血虛證宜補血
補血藥用於治療血虛證。常見面色不華、唇舌

色淡、心悸怔忡、失眠多夢、記憶力減退，或見面
色萎黃、指甲蒼白、眩暈耳鳴、月經後期量少色
淡，甚則經閉等症狀，常用藥有當歸、（製）何首
烏、龍眼肉等。
當歸：性味甘、辛、溫，歸肝、心、脾經。功效為

補血調經，活血化瘀，潤腸通便。當歸性味
甘溫質潤，除了是補血之聖藥，亦能活血，
調經止痛，常與補血調經藥同用。《本草經
疏》指當歸：“腸胃薄弱，泄瀉溏薄及一切
脾胃病惡食、不思食及食不消，並禁用之，
即在產後胎前亦不得入”。

龍眼肉：性味甘、溫，歸心、脾經。功效為補益心
脾，養血安神，常與人參、當歸、酸棗仁

等同用，可單品服用，適合年老體衰、產
後等氣血虧虛人士。《神農本草經》記載
龍眼肉：“主安志，厭食，久服強魂魄，
聰明”。

陰虛證宜補陰
補陰藥用於治療陰虛證，肺陰虛多見乾咳痰

少，或痰中帶血、口乾咽痛等症；胃陰虛多見舌絳
苔剝、咽乾口渴、納呆不飢、或大便燥結等。肝陰
虛多見兩目乾澀、視物不清、肢體麻木等症。腎陰
虛常見腰膝酸軟、潮熱盜汗、手足心熱、心煩失眠
等。上述證候可選用補陰藥治療，常用藥有西洋
參、石斛、女貞子等。
西洋參：性味甘、微苦、涼，歸肺、心、腎、脾

經。功效為補氣養陰，清熱生津。西洋參
補益陽氣作用雖然較人參為弱，但其藥性
偏涼，兼能清火養陰生津。《本草從新》
記載西洋參：“補肺降火，生津液，除煩
熱。虛而有火者相宜”。

石斛：性味甘、微寒，歸胃、腎經。功效長於滋養
胃陰，生津止渴，兼能清胃熱，主治熱病傷
津，煩渴等，亦適用於腎陰虧虛之筋骨痿軟
及陰虛火旺等症。

女貞子：性味甘、苦、涼，歸肝、腎經，能補肝腎
陰，強腰膝，烏鬚明目，治療視力減退，
鬚髮早白，腰酸耳鳴，陰虛內熱等症狀。
《本草備要》記載女貞子：“益肝腎，安
五臟，強腰膝，明耳目，烏須髮”。

陽虛證宜補陽
補陽藥用於治療陽虛證，腎陽虛可見肢寒畏

冷、腰膝酸痛、陽痿早泄、宮冷不孕、白帶清稀、
遺尿尿頻、小便清長等。如有此類症狀可用補腎陽
的藥物治療，常用藥有鹿茸、肉蓯蓉、杜仲等。
鹿茸：性味甘、鹹、溫，歸肝、腎經。功效為補腎

陽，益精血，強筋骨，托瘡毒，兼能固衝任，
止帶下。服用鹿茸宜從小量開始，不可驟用大
量。《神農本草經》記載鹿茸：“主漏下惡
血，寒熱驚癇，益氣強志，生齒不老”。

肉蓯蓉：性味甘、鹹、溫，歸腎、大腸經，為補腎
助陽，益精血之良藥，兼能潤腸通便，治
津液耗傷所致的大便秘結。《神農本草
經》記載肉蓯蓉：“主五勞七傷，補中，
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精氣，
多子，婦人”。

杜仲：性味甘、溫，歸肝、腎經，能補肝腎、強筋
骨，腎虛腰痛為宜。兼有固衝任，安胎作
用。《神農本草經》記載杜仲：“主腰脊
痛，補中，益精氣，堅筋骨，強志，除陰下
癢濕，小便餘瀝”。

2019年4月20日（星期六）養生坊5 ■責任編輯：周文超

總括來說，補益藥只適合虛弱的人
服用，以調整身體平衡，而各種補益藥
功效、適應症狀都各有不同。因此，建
議諮詢註冊中醫師的意見，在服用藥物
時必須清楚分辨自己的體質，選用合
適、合量的補益中藥。如服用後有不良
反應，應立即停用，避免“誤補益疾”
的情況出現。

近日，有不少朋友問我：“有什麼
食療可以預防中風？”預防中風的方法
有千方萬法，各有側重。

中風主要是血管堵塞，而堵塞血管
的罪魁禍首，是一種營養物質——脂
類。例如膽固醇，適度水平的膽固醇可
以維持人體正常運轉，但如果長期膽固
醇水平較高，就容易引起動脈血管粥樣
斑塊。

這個斑塊一旦破裂了，就會形成血
栓，可能導致血管堵塞，引起腦梗死、
心肌梗死等危重疾病。

合理飲食、適量運動，都有利於降
低血脂水平，必要時還要配合藥物治
療，防止血管堵塞。

醫學研究證實，花生這種自古就被
中國人稱為“長壽果”的堅果，能同時
預防、改善動脈硬化。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一項最新研究
指出，日常飲食中加入適量花生，有助
於防止動脈硬化，有效降低心臟病和腦
卒中的風險。

我們經常吃的花生，有很多不為人
知的好處：
一、降脂護心

美國研究發現，用餐後，血液中的
甘油三酯會出現短暫增加，適量吃點花
生，有助於抑制甘油三酯水平，減少動
脈擴張，預防心臟病和腦中風。
二、保護腸道

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研究者發現：每
天食用一把花生能改善腸道健康，有助
於預防食物中毒。花生仁能顯著刺激腸
道內有益菌的生長，同時減少有害細菌
數量，對調節和改善腸道健康有好處。
三、提高智力

花生所含的賴氨酸、谷氨酸和天門
冬氨酸，利於促進腦細胞發育，增強記
憶力。
四、抗衰健腦

花生富含維生素E、卵磷脂等，有抗
氧化效果，利於美容養顏、延緩衰老。
花生中的鋅含量豐富。鋅能促進兒童大
腦發育，增強大腦的記憶功能，可激活
中老年人的腦細胞，有效延緩人體過早
衰老，具有抗老化作用。同時，花生中
的兒茶素對於抗衰老也是有幫助的。
五、抑制出血、補血健脾

花生紅衣能夠補脾胃之氣，有養
血、止血的作用。花生造血功能強，具
有止血和提升血小板的功能，且花生紅
衣的效果比花生米本身強50倍。
六、穩定血糖

研究發現，如果人們把飲食中的一
份紅肉換成花生，患糖尿病的風險會降
低21%。花生會減緩碳水化合物的吸
收。如果早上吃點花生，那麼你一天的
血糖都不會過高。
七、降低死亡風險

美國針對美國、中國上海兩大消費
群體的研究發現，常吃花生的人，死亡
風險分別降低21%和17%。
八、控制食慾

花生是“高飽腹感”食物，能讓你
感覺更飽，或者飽的時間更長。發表在
《營養與代謝》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證
實，用花生當零食的人吃得更少。布萊
根婦女醫院營養系主任凱西．麥克馬納
斯說，如果在早餐時吃花生或花生醬，
就能減少這一天的進食量。

還有，花生殼煮水飲用，是對高血
壓、高血脂患者的一味非常好的廉價
“藥”。

養生
攻略

香港註冊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楊沃林

長壽果神奇功效
虛不受補虛不受補？？

隨社會對中醫學的認識增加隨社會對中醫學的認識增加，，市民除了在生病時找註冊中醫師治理市民除了在生病時找註冊中醫師治理

外外，，不少人更會自行購買中成藥或中藥材服用不少人更會自行購買中成藥或中藥材服用，，其中尤以滋補類藥材最常其中尤以滋補類藥材最常

見見。。適當地服用滋補藥材適當地服用滋補藥材，，能夠增強身體抗病力能夠增強身體抗病力，，減少疾病的發生減少疾病的發生，，但若未但若未

能準確判斷自己的身體情況能準確判斷自己的身體情況，，單純認為自己單純認為自己““身體虛弱身體虛弱”，”，便胡亂服用便胡亂服用，，不不

但沒有益處但沒有益處，，還可能引致身體不適還可能引致身體不適，，出現如口舌生瘡出現如口舌生瘡、、心煩眠差心煩眠差、、消化不消化不

良良、、脘腹脹滿等症狀脘腹脹滿等症狀。。所以所以，，在使用補益藥物時必須注意辨證用藥在使用補益藥物時必須注意辨證用藥，，忌胡亂忌胡亂

滋補滋補。。 文文、、圖︰香港中醫學會副會長圖︰香港中醫學會副會長梁秋容博士梁秋容博士

每個人的體質
有異，中醫師在開

出處方時都是經過辨證論治，因應患者的
身體情況而開出合適的中藥。進補只適合
身體虛弱的人士，目的是為促進健康，回
復身體的平衡。很多人單憑眩暈、失眠等
表現，便認為自己是身體虛弱，誤服補益
藥後反導致身體失衡，誤補益疾。

按醫師指示選藥性平和
因此，進補時一定要清楚了解自己的

體質，建議先向中醫師諮詢，切勿自行判

斷。
每味藥材的性味、功效和力量都不

同，如對藥材沒有正確的認識，長期服
用、進補過度，就會有反效果。因此，進
補要適可而止，按醫師的指示服用，不能
擅自長期服用補益藥物。如處於發育成長
階段的青少年，更不宜盲目進補，以免影
響身體發展，需多加審慎。

普遍人認為藥材分量應愈多愈好，甚
至一次加入數種藥材才有療效，但往往都
會因為劑量過大、滋補太過而出現不良反
應。因此，最好先從小劑量開始，選擇藥

性平和、補而不滯、滋而不膩之品，而小
童、老年人在用藥上亦應更加注意。

每當患病時，不少人都會認為此時應
該進補。對於大病初癒的人士，適量進補
是有調理身體的作用，但並非所有疾病都
適宜進補的。以外感發熱為例，由於在外
邪未去之時，補益藥或會使氣血壅滯，不
利於病邪外解，反使病情加重，難以痊
癒。此時，應暫時停止進補，待病情好轉
後才繼續服用。另外，有消化不良、嘔吐
泄瀉等症狀的人士在考慮進補時應更加謹
慎。

根據藥性功效適應選擇

忌盲目進補忌盲目進補
宜辨證用藥宜辨證用藥

■■梁秋容博士梁秋容博士

■■紅棗紅棗、、黨參黨參、、山山
楂楂、、枸杞子枸杞子、、黃耆黃耆

■■栽培人參栽培人參 ■■紅棗紅棗、、枸杞子等枸杞子等。。

■■紅棗紅棗、、枸杞子枸杞子、、山藥山藥、、
薏苡仁薏苡仁、、芡實芡實■■血虛寒凝血虛寒凝

伴頭暈伴頭暈，，面面
色蒼白者色蒼白者，，
治宜養血散治宜養血散
寒寒。。

■■天氣一冷就全身發天氣一冷就全身發
冷冷，，手腳尤其冰涼手腳尤其冰涼，，即即
““陽虛陽虛””之徵狀之徵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花生花生 圖圖：：新華社新華社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台灣科技部推動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離鄉多年 最想念的還是家， 

我們搭起回家的橋 

台灣科技部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LIFT 2.0, Leaders 
in Future Trend），延攬臺灣在海外留學的博士級人才，
期能為臺灣產業找到合適人才！邀請您登錄LIFT 
TAIWAN網站（http://lifttaiwan.stpi.narl.org.tw），加入
LIFT人才資料庫，幫助您找到台灣優質職缺！ 

申請人資格： 
1.持有中華民國國籍之海外博士或具備AI五年相關海外
工作經驗海外碩士 
2.年齡在45歲(含)以下 
3.近2年內最後一份有薪工作不在台灣 

登錄時間： 
1.第一梯次 2019/4/1-2019/4/30 
2.第二梯次 2019/8/1-2019/8/31 

LIFT2.0 官網： 
http://lifttaiwan.stpi.narl.org.tw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LIFT2.0.MOST/ 
Twitter： 
https://twitter.com/0Lift2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DprAxQNJ4 

聯絡方式 
駐休士頓科技組 
電話: +1-713-840-3855 
E-Mail: houston@most.gov.tw 

科技部LIFT計畫辦公室 
電話: + 886-2-2737-7956 
E-Mail: lift@stpi.narl.org.tw     

指導單位：              執行單位： 

星期日 2019年4月21日 Sunday, April 2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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