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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天生的樂天派嗎？如果是，那麼恭喜你。 因為
根據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 樂觀主義者比悲觀主義者更
長壽。那些人生態度比較積極、正面的人活到 85 歲或以
上的可能性更大。
     其中的道理是， 樂天派更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緒，因
此遇到各種生活壓力時更會保護自己，受到的負面影響
較少。
但是， 這並不意味著天生比較悲觀的人就一定倒楣。 悲
觀主義者可以學會想像一下，當未來一切都好轉時的情
景，這樣做可以使他們受益。
      研究人員收集和研究了兩組志願者的資料，並對他
們總體的健康狀況、樂觀程度、運動和飲食以及是否吸
煙、飲酒等進行了評估。
      研究發現，那些最樂觀的人，無論男女，他們平均
壽命要比那些最悲觀的人高出 11-15%。
        有待探討

      隨著醫學的進步， 人們已經瞭解疾病與早亡的許多
風險因素，但卻對“積極的社會心理因素”會給健康老
年帶來什麼影響缺乏認知。美國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的精
神病學副教授李（Lewina Lee) 表示，該研究顯示，如果
能積極樂觀，可能有助於健康老年和長壽。
        她還表示， 這意味著通過一些干預措施，例如想像
一下未來一切順利，或是通過強化認知行為療法能讓人
提高樂觀程度。
       當然， 至於為什麼樂觀的人更容易長壽仍然有待辯
論。“其他一些研究結果的最初證據顯示，較為樂觀的
人更傾向於設立目標， 並有信心去完成這些目標。他們
更善於解決問題。同時，在面臨壓力的情況下，也能更
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緒，” 她說。
         樂觀長壽者典範

       阿爾弗萊德－史密斯（Alfred Smith) 是蘇格蘭最長
壽的老人。他在 8 月初剛剛去世，享年 111 歲。史密斯

天生樂觀開朗， 在他過 100 歲生日時購買了一台新洗衣
機，並做出把洗衣機保修期延長 10 年的決定。
當時，就有人說，史密斯的長壽跟他的樂觀情緒有關。
他們說，樂觀是史密斯長壽的秘密之一。胡德教授（Prof 
Bruce Hood) 是英國布裡斯托大學社會發展心理學的教
授，他開設的一門課程是“幸福科學”。
      他表示，該研究支持積極思維有益這一現存的證據。
他認為，這可能與樂觀主義者能夠更好地處理壓力，以
及避免過度反思生活中一些負面事件的影響有關。
    “我們都知道，壓力可以給人們的免疫系統造成負面
影響。 因此，這有可能意味著樂觀主義者可以更好地應
對感染。”“還有一些研究表明，壓力能使染色體端粒
變短。如果染色體端粒變短會引起細胞衰老，並增加人
們罹患心臟病，糖尿病和癌症風險，”胡德教授說。所
以，要想長壽，凡事都要往好處想（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BBC 中文網 )
  

美國研究：保持樂觀心態 可能“特別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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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是一種態度！
--- 記體能訓練師兼高級健身私人教練谷曉涵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休斯頓大學的 bridge bats 
遊 泳 俱 樂 部， 眾 多 美 國 運 動 員 中 間， 一 位 身 材 健
美、有著陽光般笑容的亞洲小夥子谷曉涵在人群中
顯得格外顯眼，他就是體能訓練師谷曉涵，他持有
Certified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pecialist (CSCS)  
，CSCS 是非常難考的，華人持有職業體能師執照的
更是少之又少。谷曉涵說，休斯頓大學 bridge bats 
遊泳俱樂部是美國大學聯盟中最好的遊泳俱樂部之
一，其中不乏全美中學和高中泳速最快的學員，主
教練 Dirk Marshall 還是泳壇名將、世界冠軍，能在
這樣一個優秀專業的遊泳俱樂部擔任教職，對自己
是一個巨大的肯定，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和提高的
機會。
       遊泳的成功取決於幾個因素，在水中用力的能
力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短距離遊泳項目中。在競技
遊泳項目中，陸上體能訓練是一種常見的訓練手段，
其主要有兩個訓練目的：提高遊泳運動表現和預防
運動損傷。體能訓練被經常用於提高力量和爆發力
輸出能力，因為水下動作具有特殊性，其在陸上體能
訓練中是不可復制的，比如水的張力和阻力。例如，

陸上和水下練習對人體的神經肌肉需求是大不相同
的。遊泳運動員在進行陸上抗阻練習時，陸上動作
越是模仿水下，其更加可能會破壞水下的運動模式。
因此，在進行陸上體能訓練時，同時需進行遊泳技
術訓練。體能教練應根據每個遊泳運動員不同的情
況，對遊泳動作中涉及的肌肉進行鍛煉，以增加力
量輸出和預防肌肉不平衡。因此，體能教練要較好
地控制運動員的疲勞狀況和執行情況，以避免過度
訓練和預防損傷。這也是為什麽遊泳運動員需要陸
上體能訓練師的原因。（引用）NSCA COACH 4.2
     谷 曉 涵 不 光 是 體 能 訓 練 師， 他 還 持 有 fitness 
Trainer ACE 訓練師認證資格證書（美國運動委員會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 可謂是全球最權威的
健身認證、教育和培訓機構），是大休斯頓地區為
數不多的獲 ACE 認證的華人健身教練。 幾年來，他
訓練出了很多學生，他擅長為個人量身打造個體訓
練計劃，如增肌、減脂、糾正體態、高強度間隔訓練，
並配合制定營養膳食方案，希望提高學員的新陳代
謝率，轉化成不易發胖體質，盡快達成他們的不同
健身需求，提高體能。
      總是有學生羨慕地問他，你怎麽能練出這麽結實
的肌肉？我怎麽練不出？他回答說，只要你夠勤奮，
加上正確的訓練方法，結合相對科學的飲食 ，每個
人都可以練出漂亮的肌肉！ 他訓練出了很多學生，
他擅長為個人量身打造個體訓練計劃，如增肌、減
肥、糾正體態、高強度間隔訓練，並配合制定營養
膳食方案，希望提高學員的新陳代謝率，轉化成不
易發胖體質，盡快達成他們的不同健身需求，提高
體能。
      谷曉涵，他認為健身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一種
態度，要練出好的身材，需要有很強的責任感，健
身賦予我們的不止是肌肉，更是對自己生活質量和
訓練的高要求。
      很多人羨慕別人漂亮的肌肉線條和健康的身體，
一時沖動去健身房練習，結果練了幾天以後就叫苦
連天，再也練不下去了。其實，懶惰是人的天性，
如果有一個健身私人教練來訓練你，推著你不停地
練習，你很快就能把健身當成一種習慣，享受健身、
改變自我。健身不光能練出漂亮的身材，而且能磨
練人的心智。
      谷曉涵很享受帶學生健身訓練，他說，我每次看
到自己的學生練出漂亮的腹肌或馬甲線，看到學員
變得更加完美，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我希望，我們
一起成為最好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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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可以提昇命運                                                                               
余國英

名畫共賞                      
陳一飛

「哈嘍，妳的名字叫如玉罷？」這
天，如玉在街上匆匆行走，被一位開了
車窗，坐在車中的男人叫住。

「 哦， 是 你！ 你 是 小 茉 莉 的 ... 朋
友！」為了禮貌起見，如玉只得站在車
邊回話 , 好在最近剪了一個妹妹頭，希望
瀏海能夠遮住自已額頭上的皺紋。

「不過，不知為什麼 , 她已經不 是
我朋友了。」這人很沮喪地說道，如玉
見他訴苦的樣子很可憐，再仔細一看，
只覺得這人雖然不年輕了，但是面孔五
官長得不失英俊，想當初一定是帥哥一
名，其實，到目前還可以算作資深帥哥，
她甚至覺得，老大不小的小茉莉不跟他
在一起，實在十二萬分可惜。

「是嗎？你的名字是…？」如玉問，
急忙之中，擠出一個笑臉，聽說，笑容
扯動面部肌肉 , 使人看起來比較不那麼蒼
老疲倦。

「我叫約翰，妳到那去？」他似乎很
想與她講話 , 并沒有特別在意如玉硬擠出
來的表情。

「我 ? ...，我有作家朋友們由香港、
台灣及加拿大來 , 我 ...。」如玉說，特地
挺了挺胸，免得被這帥哥看出自己彎腰
駝背衰老的樣子。

「是嗎？我也寫作，我請妳的作家朋
友們吃飯如何？」他問道。

 「那我先問他們一下再回答你罷！」
她匆匆地回答，急欲走開，生怕自己成
熟的年齡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好，請妳把我的電話號碼拿去，我

鮮明的紅黃綠金方色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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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無意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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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不是一群風中奔跑的馬

背上馱著交通燈一面鏡子一個郵筒

一座遊樂場

專心等妳的回音。」這人很熱心地囑咐。
如玉回去後問了她的文友們，第二

天，依約給了他一個電話，告訴他說 , 大
家一致認為不能隨便讓人破費 , 客氣地回
絕了他。

「請妳不要這麼快掛斷電話 ! 」他急
急忙忙地說 ; 「聽說妳會翻譯？妳願意
把我的英文書 ,The turning point of my life 
--“Powerhouse Road” 翻 譯 成 中 文 書
嗎？」沒有想到，電話裡傳過來這傢伙
的男性聲音，竟然十二分低沈性感呢。

 「是喔，我也很想翻譯一本有意義
的英文書 , 我一生的轉捩點 --“能源廠
之路”, 好。」如玉也很想做他的朋友。

「那好，我請你明天中午喝咖啡，咱
們在咖啡廳談一談細節罷。」他那美國
南方口音 , 著實迷人。

 第二天，坐在咖啡店𥚃的約翰看見
如玉進店，很禮貌地站起身來，替如玉
要了一杯咖啡。他這一站，顯出他高高魁
偉的身材，充滿了男性的魅力。如玉突
然覺得臉紅心跳，魂飛天外。恨不得 ....。

 「妳怎麼戴了一個口罩？……。」
約翰很詫異地問她。

 「因為最近舊金山的霧霾很重，怕
傳染傷風！」如玉不安地回答。總不能
告訴他是怕他看清楚自己臉上的法令紋
和木偶紋罷！好在他正在忙著親吻她的
玉手，沒有再繼續追究口罩的事情。

喝完咖啡，約翰約如玉次日到他家去
吃炎夏燒烤。

如玉當然如約去了。

雜亂中見秩序

井然中也有矛盾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兩句箴言智慧型的回話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也各有方市場

佈白諧和境界渾然

聚攏而不過擠

離散又不失黏

一對裸體男女雕像和彩色大理石堡

壘

鬍子有臉他為什麼不笑

長頸鹿是怎樣翻觔斗的

依依北望看的到底是什麼

燕子總是築巢在你的盲瞳上

一位中年國王終其一生只有一個女

兒最後王后也給賜死……

那風聲沾滿沙塵仍揚長而去

                 2019 年休士頓 

「今天天氣很熱，把妳的圍巾給我
吧！」約翰伸出手來等着接如玉的圍巾。

 「必要喔，我這圍巾和衣服是配套
的！」如遇拒絕解開圍巾 , 至少 , 圍巾可
以遮掩頸紋喲。

幸好他正在專心地吻著她的嘴唇，兩
個人的身心全部都發出驚人的熱氣，圍
不圍圍巾已經很不重要了。

 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怎麼辦呢？
她總不能天天掛著瀏海、帶著口罩、圍
著圍巾見面呀！幸好，人算不如天算 , 如
玉在面書上發現一個廣告通知。

誠摯邀請您參加廖敬仁醫生診所舉
辦的鈴鐺線拉提講座

由 廖 醫 生 向 你 講 解 鈴 鐺 線 拉 提 
(Silhouette InstaLift) 可以怎樣回復青

春亮麗面容 , 給自己再年輕一次的
「肌」會 .

鈴鐺線可以眉型拉提，對眼尾下垂、
蘋果肌下垂、法令紋、木偶紋、嘴邊肉、
臉部輪廓、雙下巴、頸部線條的問題，
有顯著的效果

現場提供飲品及小吃
日期： 8 月 21 日 ( 星期三 )
時間：下午七時
講座地点 : 1720 El Camino Real Suite 

200, Burlingame, CA 94010
名額有限，請立即向本處報名留位 , 

電話 : (650) 697-8888
如玉就約了好友彬小妹一同去聽演

講，只見廖醫生講得頭頭是道，舉座動
容。知道每人都有再重新年輕的機會，

每位在座的聽眾們也都個個心花怒放。
「廖醫師，你看我還有沒有救？」如

玉熱心舉手 , 踴躍發言。
「 你 嗎？ 鈴 鐺 拉 提 要 趁 年 輕， 所

以 ...。」
 「太晚了嗎？」如玉的一顆心掉在

谷底。
 「不急，不用急，你還可以做面部

開刀拉提的整容手術，一定讓妳恢復青
春，美麗如昔！」廖醫生很慈祥的安慰
如玉。

「真的 ? 真的嗎？是真的可以嗎？」
如玉太高興啦！

做了 CMC, CMF EKG...., 過五關 , 斬
六將 , 終於經過了整容手術，恢復期三個
禮拜，只需要三個禮拜。

三週過去之後 ...。他開車來了，坐在
如玉家的樓下等她 , 只見她燙了新頭髮 , 
露出她嶄新光滑沒有皺紋的額頭。

「天氣漸漸冷了，怎麼反而看不見你
戴口罩、圍圍巾呢？」他由車內一眼看
見美容過的如玉 , 笑嘻嘻地問她。

 「君不見整個地球都暖起來了嗎？
The effect of Global warming 呀 !」充滿了
自信的如玉笑嘻嘻地用英文回答他。

「我真幸運 , 今生能遇見妳這位年輕
貌美的佳人。」約翰誠懇地說。

外科醫師認為整容可以改進顏值 , 風
水師確信整容甚至進而提昇命運 , 咱們在
此謹祝本文中的資深帥哥以及大齡熟女 ;
青春不老 , 愛河永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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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在美國看天下
facebook.com/ChicagoChineseNews

newslee100@gmail.com

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請登入
                

微信公眾號 芝加哥資訊網 chicagochineseweixin
李著華臉書www.facebook.com/danny.lee

李著華觀點

       因為一對年輕香港情侶到台灣
旅遊發生男友殺害女友後棄屍逃回
香港，由於台港間無司法互助，無
法制裁兇手，港府順應死者家屬與
立法會議員要求修訂《逃犯條例》
以符合社會正義，但在有心人士策
劃下卻引發了三個多月的動盪不安，
重創香港經濟，數千億美元的資金從
股票交易所蒸發，更令人憂心的是，
亂象還不會停息，使這顆東方之珠
黯淡無光。
     最新亂局是，大批黑衣暴民在遊
行後，在中環和灣仔地鐵站破壞設
施，私設路障焚燒地鐵站出入口，他
們還高舉美國國旗到美國駐香港總
領事館告洋狀，央求川普解放香港，
促請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
     這些港青們的言行實在太可惡，
也太可恥，口中喊的「和平、理性、
非暴力」根本一派胡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已撤回《逃犯條例》，但
他們竟企求外國勢力來達遂他們所
謂的「撤回暴動定義、撤回所有抗
爭者控罪、追究警隊濫權、立即實
行雙普選」等訴求，如果港府真屈
服外力，嚴重後果是 : 暴動有理，法
治無法，警力無效，港獨成真，這
絕非全中國人所樂見。
      迄今為止，港警已逮捕 1100 人，
一些被捕者面臨最高 5 年監禁，數
十萬人可能面臨類似指控，中國官
方譴責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是試
圖搞亂香港的主要人士，黎佬利用
媒體動亂既不理性，也是違法。
      今天的中國，經濟增長已使數百
萬人擺脫貧困，也是世界最大經濟
體信貸和投資主要來源，中國盡可
能不使用武力鎮壓香港，但隨著暴
亂不斷持續，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
機會正一點點磨滅中。

      如果明天選美國總統，誰將勝利 ? 
據各大媒體機構最新民調，民主黨的
拜登將穩贏川普，兩人差距超過正負
誤差範圍，由 Quinnipiac University 所
做民調差距更達 16 個百分點，拉斯
穆森報告的民調 52% 的美國人不會在
2020 總統大選投川普！
     川普連任無望了嗎？ 不，四年前
此時，川普在所有名調都落後，當時
是傑布 ‧ 布希拔得頭籌，但在經歷初
選辯論後，川普過關斬將，把共和黨
高手一一打敗，並在兩黨對決中險勝
關鍵的密西根州、賓州和威斯康星州，
平均差距只百分之零點五，佛州勝率
也只有百分之一點二，如此微差卻因
囊括所有選舉人票而獲勝，讓總得票
率超過他的希拉蕊飲恨敗北，所以民
調雖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贏在關鍵州。
影響川普連任的兩大因素莫過於中美
貿易戰與氣候變遷，由於他在貿易戰

的強硬損害美國中部農業州利益，雖
用金援解決危難，但非治本之道，這
些原本支持他的票倉如不保，川普可
慘。
      氣候變遷是川普大罩門，偏偏民
主黨針對他讓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
議》的錯誤政策窮追猛打，這是川普
在大選失分的地方，他不可能用任何
說詞掩飾自己的過錯！
      現在距明年三月初選開打還有半
年多，川普代表共和黨參選已無懸
念，倒是民主黨還有一番廝殺，民調
遙遙領先的拜登在黨內互比式民調或
對比式民調都高出對手兩位數，他雖
高齡 77，卻風采依舊，但最近健康突
亮紅燈，備位人選桑德斯也與他同年
紀，加上 73 歲的川普，明年美國總統
大選，兩位對手加起來共 152 歲，美
國的老齡化已從 2020 大選清楚看出來
啦！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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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歷史常常是很荒繆的 ,18 年前發
生了慘絕人寰的 911 事件 , 美國為了
嚴懲包庇基地組織首腦賓拉登的阿
富汗塔利班政權 (Taliban) ，於是義
無反顧對其發起戰爭，美國後來推
翻了這個伊斯蘭極端組織，順利推
出阿富汗民選政府 , 但塔利班在下野
淪為草寇後，不但反抗新政府，更
與美國為敵 , 迫便美國持續出兵與塔
利班對抗迄今 !
      911 匆匆已過 18 年 , 川普竟向塔
利班伸出友誼之手，邀請其首腦到
馬州大衛營度總統度假地和談。 但
就在和談前夕 , 塔利班賊性不改，竟
又在喀布爾發動攻擊 , 造成美軍和平
民傷亡事件，於是川普突然決定取
消了對塔利班的獎勵恩寵，不過國
務卿蓬佩奧表示，只要塔利班遵守
承諾，美國不排除與他們重談。
       川普為執行美國利益優先政策，
上個月宣布將把駐阿富汗美軍人數

從 1 萬 4 千人減到 8 千 6 百人，並提
出在 135 天內把 5000 名美軍撤離阿
富汗方案，這種做法當然是正確的，
但他卻沒把撤軍和與塔利班達成的
協議聯繫起來，此次取消峰會，又
一次展示出川普缺乏成功實現任何
外交政策目標所必需的協商能力和
連貫性。
     塔利班對於川普的出爾反爾十分
憤怒，認為川普取消談判，只會傷
害美國的信譽，並暴露他們反和平
立場。塔利班並要脅，和談破局後，
美國在阿富汗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將
增加，而在政治方面的活動受到損
害。
       阿富汗將於九月下旬舉行總統
大選，美國為掌控勢力，這一場悠
關代言人的選戰格外重要，從阿富
汗撒軍符合美國最大利益，但如果
解決與塔利班方案考驗川普政府的
政治智慧！

    全 美 最 大 的 零 售 市 場 沃 爾 瑪
(Walmart) 突然宣佈將停售短步槍等軍
火彈械，並將完全退出手槍市場，也
要求顧客不得在全美 4750 家沃爾瑪店
內攜帶槍械，沃爾瑪也呼籲國會要加
強背景調查，對突擊步槍實施新的禁
令。
      沃爾瑪的言行立刻遭到全國步槍
協會（NRA ）辱罵”可恥” ，並指
責沃爾瑪市場蔑視憲法第二修正案人
民有擁槍的權利。
      沃爾瑪可恥嗎？不，沃爾瑪不但
可恥，沃爾瑪更是可敬！
      可恥可惡的是步槍協會，美國社
會已亂到這樣地步，槍枝氾濫成災，
而從販售槍枝獲得暴利的步槍協會因
為一下子缺少了沃爾瑪這樣一個零售
商就辱罵別人，真是豈有此理！ 步槍
協會毫無社會正義可言 , 反而是沃爾
瑪在美國一再發生搶擊案 , 尤其是最
近兩次更是發生在自己的市場內 , 所

以痛定思痛，決定停賣利潤奇高的槍
枝 , 當然值得尊敬 !
      沃爾瑪市場的決策者曾有一個宏
觀的經營理念，那就是 : 除了毒和
賭不碰外 , 其他各種行業都會去經
營，不過這些年來他們也不斷更改自
己的售槍政策，從 2015 年起已停售
AR-15 型半自動步槍，並從去年 2 月
不再賣槍支彈藥給 21 歲以下的人，據
《紐約時報》報導，在艾爾帕索槍擊
案後，沃爾瑪撤下了店內暴力視頻遊
戲的標識，上個月，加州沃爾瑪也有
白領罷工，抗議公司的槍支政策。
      如今沃爾瑪連槍也不去碰，只賣
打獵與運動用的槍，顯示沃爾瑪不是
唯利是圖的奸商，大家應給他們 100
個讚，當然從沃爾瑪停賣槍枝給我們
啟示，如有足夠槍支遊說集團的傀儡
下台，槍支改革最終有可能在國會獲
得成功的！



07美南周刊   2019 年 9 月 20 日 週末活動推薦

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可憐沒有愛神從天而降，用弓箭帶來希望，可恨沒有巫師自遠古而來，贈送世人歡愉時
光，蜉蝣學會抓緊此刻快樂，游魚放下流水回到彼方，重來是沒有退後，刻心眼淚一次
就夠。

1. 聖詩喜劇秀（Gospel Comedy Show at India House） 

本週的聖詩喜劇秀將在印度之家帶來主題為“歡笑治愈
傷痛”的精彩表演。
時間：9/20，8pm-11pm
地 點：India House (8888 West Bellfort AvenueHouston, 
TX 77031)
費用：$17.50

2. 第 9 屆休斯頓現代家居之旅（9th Annual Houston Modern 

Home Tour） 

現代建築與社區設計組織將帶給休斯頓民眾第 9 屆現代
家居之旅，為大家呈現與眾不同的家庭室內佈置。
時間：9/21，11am-5pm
地 點：Locations Around Houston (Houston, TX United 
States)
費用：$35

3. 休斯頓輪滑德比（Houston Roller Derby at Revention Music 

繁華續宴渡過秋後 涼風有信一語道破

Center） 

2019 賽季休斯頓輪滑德比冠軍賽將在 Revention 音樂中
心隆重舉行。
時間：9/21，6pm
地點：Revention Music Center (520 Texas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15

4. 豐 田 中 心：Carrie Underwood 巡 迴 演 出（Carrie 

Underwood’s Cry Pretty Tour 360 at Toyota Center） 

7 屆格萊美獎得主 Carrie Underwood 將她的“哭得美麗”
巡迴演出帶回休斯頓豐田中心。
時間：9/21，7pm
地 點：Toyota Center（1510 Polk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49.50

5.“最後門票”音樂會（Finish Ticket in Concert at House of 

Blues） 

加州本土地下搖滾樂隊“最後門票”將在藍調之家帶來
現場音樂演出。

時間：9/21，7pm
地 點：House of Blues Houston (1204 Caroline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15

6. 休斯頓迪納摩對戰奧蘭多城市足球俱樂部（Houston 

Dynamo vs. Orlando City SC at BBVA Compass Stadium） 

休斯頓迪納摩隊將在 BBVA 球場迎戰奧蘭多城市足球俱
樂部。
時間：9/21，7:30pm
地 點：BBVA Compass Stadium (2200 Texas St Houston, 
TX 77003)
費用：$20

7.“ 鐵 娘 子 ” 音 樂 會（Iron Maiden in Concert at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鐵娘子”樂隊將他們的“2019 傳奇野獸巡迴演出”
帶到了休斯頓。
時間：9/22，7:30pm
地 點：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2005 Lake 
Robbins Drive The Woodlands, TX 77380)
費用：$39.50

9.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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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前，美國一家報紙委託專業機
構進行的研究和調查發現，包括新款蘋
果手機在內的許多現代手機不符合射頻
電磁輻射標準，而在 8 月 23 日，蘋果
和三星電子因曝光的手機射頻輻射損害
和相關問題而遭到了美國消費者的集體
訴訟。

據國外媒體報導，週五，諸多消費
者向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提交了
訴狀，原告稱蘋果和三星電子設計和製
造的智慧手機所釋放的射頻輻射超過了
美國政府（聯邦通信委員會）規定的水
準。

此外，原告還指出，此案也指出兩
家公司智慧手機的行銷材料存在問題，
聲稱各自手機符合監管部門的規定。另
外，兩家公司都沒有就高射頻電磁輻射
可能對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發出消費者
警告。

“在全球數百名科學家的支持下，
最近發表的許多科學出版物顯示，射頻
電磁輻射對生物體的影響水準遠遠低於

大多數國際和國家指引政策，”起訴書
中中寫道，“影響包括癌症風險增加、
蜂窩通信壓力、有害自由基增加、基因
損傷、生殖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改變、學
習和記憶缺陷、神經紊亂，以及對人類
總體福祉的負面影響。”

原告起訴的主要依據，是“美國射
頻輻射暴露實驗室”代表上述美國媒體
進行的一項獨立研究的結果。

週三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包
括 iPhone 7、iPhone 8、iPhone X 和 最

近推出的三星電子 Galaxy 系列智慧手
機在內的多款手機在多項電磁輻射測試
中都超過了美國聯邦政府規定的限制。

原告指出，蘋果“通過歪曲智慧手
機的安全性來掩蓋任何風險”，並通過
不告知消費者蘋果手機射頻電磁輻射暴
露的潛在不良影響來誤導消費者。

起訴書指出，蘋果公司過去曾公佈
射頻電磁輻射暴露資訊，包括特定吸收
率 (SAR)，供公眾查看，並提供建議，
確定使用者應該攜帶該設備的最近距

離。然而，該公司在發佈 iPhone 7 之後
後停止公佈此類資訊。

在發給美國媒體的一份聲明中，蘋
果公司對該研究報告的結論提出了質
疑，稱其不準確，因為測試設置不符合
正確評估蘋果手機型號的必要程式。

蘋果辯解稱，所有的蘋果手機型號，
包括 iPhone 7，都是完全由美國聯邦傳
播委員會認證的，而且在所有其他銷售
蘋果手機的國家都是如此。

該公司補充說，在對美國媒體公佈
的報告中測試的所有蘋果手機型號經過
仔細審查和隨後的驗證後，蘋果確認自
己符合所有適用的電磁輻射暴露準則和
限制。

這次訴訟申請列為集體訴訟，相關
的消費者都可以加入訴訟，要求索賠。
原告類型包括 iPhone 7 Plus、iPhone 8
和 iPhone X 的所有者，以及三星電子
的 Galaxy S8 和 Galaxy Note 8 手機的所
有者。

原告代理律師是芝加哥律師貝絲·
費根和蒂莫西·A·斯科特，是芝加哥
市費根斯科特律師事務所 (Fegan Scott)
的合夥人。

上述律師事務所在週四的一份聲明
中表示，美國媒體能夠召集一組專家，
並得出如此令人信服的發現，這一事實
表明，手機製造商可能有意隱瞞他們
對電磁輻射掌握的資訊，“這可能是
手機行業的切爾諾貝利，一切都被掩蓋
了。”

據悉，美國媒體在公佈研究報告後，
也要求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對射頻電磁
輻射不達標的智慧手機設備自己進行測
試。

作為此次消費者集體訴訟的要求，
原告要求法庭對違規行為發出禁止令，
相關廠商對消費者提供損害賠償，包括
醫療監控費用、賠償和非法獲得的收
入。

                                       ( 投資家 )

手機輻射超標，蘋果消費者在美提起

集體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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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農業部消息，中國在 8 月 2
日至 8 日的一周，購買了超過了 1 萬噸
美國產豬肉，這是中國此前七周以來最
大筆的美國豬肉訂單。

當這批豬肉運往中國之際，正是中美
貿易戰升級之時。8 月 1 日，美國宣佈
一個月後將向 3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
10% 關稅。緊接著，中國商務部稱，對
8 月 3 日後新成交的美國農產品採購暫
不排除加征進口關稅。之後中國出臺反
擊措施，對美國產品加征關稅，包括從
9 月 1 日起對美國豬肉加征 10% 的關稅。

中國正對美國展示強硬姿態，卻頂
著自己的關稅進口美國豬肉，實在有難
言的苦衷——中國國內豬肉價格一路飛
漲，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開始通過補貼零
售商的方式抑制肉價漲幅。

豬價飛漲，政府補貼及限購

中 國 農 業 部 資 料 顯 示，8 月 16 日
至 22 日的一周，豬肉批發均價為 29.94
元 / 公斤，比此前一周上漲 11%，比去
年同期漲了 52.3%。此前多個月，豬肉
價格已經連續上漲，4 至 7 月同比漲幅
18.2%、14.4%、21.1%、27%。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豬肉消費市場，
“一天一個價”的豬肉，給居民消費造
成很大壓力。中國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對
低保物件、特困人員等底層人士進行豬
肉補貼，甚至進行豬肉限購。

以福建莆田市荔城區為例，該區啟動
平價商店銷售機制，選取兩家超市，對
每公斤豬肉補貼 4 元，從 9 月 6 日起居
民在這些超市購買補貼豬肉需要憑身份
證，每人限購兩公斤。

高關稅下的無奈之舉

中國去年開始針對美國加征的關稅實
施反擊，其中包括對美國豬肉徵收 62%
的關稅。即便如此，中國依然在 8 月的
一周內進口超過 1 萬噸美國豬肉。路透
社援引分析人士稱，這筆訂單表明中國
需要美國豬肉來平衡非洲豬瘟造成百萬
頭市場空缺。

非洲豬瘟死亡率高達 100%，具有傳

幅創近一年半最高水準。其中，豬肉價
格上漲 27%，影響 CPI 上漲約 0.59 個百
分點。

CPI 的上漲為中國帶來通脹壓力，而
這點是中國從官方到民間都想避免的。
中國在 1980 年代試圖解決價格雙軌制，
刺激市場，在已有通脹基礎上物價進一
步飛漲，1986 至 1988 年物價指數上漲
都超過兩位數，這也被認為是導致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誘因之一。

不過，中國物價指數上漲還主要局限
在食品領域，其他領域反而展現出價格
回落，整體通脹壓力並沒有想像中大。
然而，這依然不是理想狀況，有經濟學
家提醒，老百姓對食品及日常消費品價
格比較敏感，它們價格暴漲，可能會影
響消費決策，捂緊錢包，減少消費，那
麼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

                                                (BBC)

染性，目前沒有商品化疫苗可用於預防，
也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起源於非洲的
非洲豬瘟多年前就曾在歐洲引發疫情，
但後來被消滅。

聯合國糧農組織資料顯示，本輪非洲
豬瘟的疫情起源於 2017 年 3 月，俄羅
斯伊爾庫茨克爆發非洲豬瘟疫情，該病
由此從中東歐地區傳播至俄羅斯東部，
2018 年傳入中國後迅速擴散到各地。

中國官方稱，自去年 8 月初發生疫情
以來，截至 2019 年 7 月 3 日，中國共發
生非洲豬瘟疫情 143 起，撲殺生豬 116
萬餘頭。輿論認為實際疫情要更嚴重。

長期以來，中國豬肉對外依存度低，
長期以來不足 3%，2017 年進口量為 120
萬噸左右，而中國的豬肉產銷量達 5340 
萬噸。絕大部分都是國內自產自銷。

因此，從美國進口的 1 萬噸豬肉對於
平抑高漲的肉價而言，實在是“杯水車
薪”。有分析稱，國際豬肉交易規模一

共才 800 萬噸左右，而且很多市場同樣
受到非洲豬瘟的影響，國際市場難以滿
足中國突然出現的供給缺口，豬價上漲
的壓力會繼續加大。

豬肉推動整體物價上漲

豬肉價格持續大幅上漲，中國社交媒
體微博上開始流傳一個段子：早晨去買
油條，大媽說要 2.5 元一根。我說，“昨
天不是 2 元一根嗎 ?”　大媽說：“因
為豬肉漲價了。”　我說，“豬肉漲價
關你油條什麼事 ?”　大媽說，“因為
我想吃豬肉。”

這個段子揭示了一個現象，由於豬肉
在中國人的餐桌佔據重要位置，其價格
上漲，可能帶動牛肉、雞肉等食品價格
的整體上漲。

中國統計局公佈的資料也驗證了這一
點——豬肉價格大漲帶動食品價格漲幅
刷新七年半高位，拉高中國 7 月居民消
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2.8%，漲

豬肉飛漲：中國無奈之舉，

頂風進美國豬，整體物價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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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如何在異國淘金」的故事。1973 年，程
正昌在洛杉磯帕薩迪納開了一家名為聚豐園的中式餐
廳。40 多年後今天，程正昌家族將由聚豐園發展而來
的熊貓速食發展到全球 2000 多家的規模，年收入達到 
200 多億。

在美國開餐館的華人很多，但做成全球最大中式速
食的，只有熊貓速食一家。熊貓速食的成功秘訣並不複
雜，那就是本土化。從菜品的口感到運營的每個細節，
都以當地人的喜好為依據。雖然，完全迎合當地人在受
到歡迎的同時，也難免受到質疑。

1973 年的夏天，程正昌總會出現在帕薩迪納的街道
上。在自家新開的餐館前踱步、招攬顧客成為他的必修
課。那是一段艱難的旅途，為了打破無人光臨的現狀，
他的母親甚至將「老家的傳統」也搬了過來——把鹽撒
在人行道上，以祈求好運。

當時的程正昌已經拿到了貝克大學的應用數學碩士
學位，有一位元正在讀電子工程博士的女朋友。這些和
開餐廳毫不相干的背景，讓這位年輕人的冒險看起來像
是一場偶然。

最初，程正昌確實沒準備自己開餐館。一年前，他
還在堂哥租來的餐廳幫忙，每週工作七天，換來每月 
800 美元的酬勞。程正昌的父親是一位廚藝精湛的廚
師。據傳說，他曾是蔣介石的廚師，也在臺北和日本當
過廚師。長期跟隨父親漂泊的程正昌想擁有自己的生
意，再加上和堂哥一起工作時出現分歧，程正昌決定開
一家自己的餐館。

最初的啟動資金為 6 萬美元，是用他們一家的積蓄
以及小額貸湊齊的。程正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店裡
免費工作，一家人擠在聖加布裡埃爾的兩居室公寓裡。
他們給這家餐廳取名為聚豐園，這個名字在 10 年後被
熊貓速食所取代。

就像當時絕大多數華人移民一樣，程正昌一家的
日子過得並不容易。雖然，在他們之前，美國早就有
了一定數量的華人居民。根據《美國華人史》記載， 
1785 年華人就已經登上了美國國土。這一年，美國商
船 Pallas 號從廣州回到紐約，船上有 3 名中國水手。但
隨後的 100 多年裡，尤其是 1880 年代 到 1940 年代的
這 60 年裡，由於排華法令的影響，這幾十年裡，美華
人的數量基本穩定在 10 萬人左右。

這種情況在 20 世紀 60 年代得到了改變。在馬丁·
路德·金等人的努力下，美國在種族平等方面出現巨大
改觀。1965 年新的移民法頒佈，華人移民開始有了每
年 20600 人的移民配額。

儘管如此，在美華人依然是少數。這就促使程正昌
家族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和其他中國餐館不一樣的定位，
那就是做給美國人吃。在他看來，「在美國的中國人數
量畢竟少，做美國人的生意才能把事業做大，要以美國
人的胃口為出發點。」

定位確立後，聚豐園的人氣慢慢有了。但由於空間
狹小，總是很快滿座，人們還是看一眼就走了。「人們

會堅持不懈地離開。」程正昌沮喪之餘，沒有放棄，不
想失去任何客戶的他，會迅速通過餐廳的後門，在停車
場追上即將離開的客人，告訴後者，「謝謝你的到來。
對不起，我們很擁擠，但如果你等了，我們會免費送你
一杯飲料。」雖然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但大部分顧客會
感到驚喜，再次回到餐廳。

不過，真正拯救這家餐廳的並不是熱情，而是一道
叫橙味雞（又譯作陳皮雞）的改良菜。僅 2016 年，熊
貓速食就提供了 8000 萬磅的（約等於 7300 多萬斤）橙
味雞，並且有三分之一的利潤都來自這道菜，說它是熊
貓速食的招財菜也不為過。

自 1987 年誕生以來，這道酸甜加上有點辣的美食就
俘獲了很多人的心。美劇《生活大爆炸》裡的謝耳朵，
就因為懷疑喜歡吃的橙味雞用料有問題，而學習中文，
和餐館老闆對峙。

相比於其它中餐館，熊貓速食做到了最大的原因就
在於本土化。入鄉隨俗的程正昌將美國文化裡的幸運餅
乾加入到功能表裡，為了方便不會使用筷子的美國人用
餐，他甚至設計了叉子和筷子合二為一的新型筷子。

除了橙味雞，熊貓速食的其他主菜，比如北京牛肉、
蜂蜜核桃蝦等，都對口味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良，總體
都是酸甜油膩的味道，這也讓很多慕名品嘗的中國遊客
吃不慣。於是熊貓速食到底好不好吃這個問題，答案也
就變得見仁見智了。

但熊貓速食如今在全球開店超過 2000 家，年收入達 
30 多億美元的成績證明，程正昌的策略是正確的。

在餐廳設置上，熊貓速食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以
往，昏暗的店面、疲憊的老闆娘和看上去顏色奇怪、衛
生堪憂的食物共同構成了外國人眼裡的中國餐館印象。
但熊貓速食的店面清潔、明亮，服務也很規範，每樣菜
品都被裝在一尺見方的餐盤裡，並和麥當勞、肯德基等
速食一樣設有明確的保鮮期，時間到了賣不完的就被扔
掉。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熊貓餐館的另一位聯合創始
人，也就是程正昌的妻子蔣佩琪，如果僅把她當作成功
男人背後的女人是不公平的。程正昌和蔣佩琪在 1975 
年結婚，後者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科研人員，博士畢業後
蔣佩琪曾在一家飛機製造商擔任工程師，並在 Comtal / 
3M 擔任軟體經理。

程家餐飲事業的擴張也和蔣佩琪的加入有著密切聯
繫。從 1973 年到 1982 年的近 10 年的時間，程家只有
聚豐園這一家餐館，正是第二家餐館的開設，讓她決
定加入幫忙，緊接著，一個更大的機遇和轉捩點也在 
1983 年降臨。

那一年，一位在聚豐園用過餐的顧客將程正昌介紹
給了自己的弟弟，後者是一家大型購物中心的負責人，
他們一起邀請程正昌在商場裡開一家速食店。程正昌和
蔣佩琪一起對商場的餐廳進行了規劃，新的餐廳比原來
的更精簡，並正式取名為熊貓速食。

工程師出身的蔣佩琪將自己的優勢發揮到公司的管
理中。她親自為熊貓速食建立了一個類比空軍戰場的運
營系統，使其成為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最早使用電腦的公
司之一。除此之外，她還定制了財務跟蹤系統和供應鏈
管理系統。「我很喜歡它，但有時候我必須待到淩晨 4 
點才能完成設計。」蔣佩琪說道。

有了可複製的成長的路徑，熊貓速食進入了發展快
車道。僅在 1985 年就開了 4 家店鋪。按照程正昌夫婦
的說法，他們的目標是到 2020 年在世界範圍內開超過 
10000 家的熊貓速食。

從企業管理者角度來講，熊貓速食是典型的夫妻店
模式，而歷來一起創業的夫妻大多以分手結束。而程正
昌卻和蔣佩琪一起和平共事 37 年。

在蔣佩琪看來，與配偶一起工作很有挑戰性，因為
需要妥協。但當他們在磨合中意識到彼此的優勢，這就
變容易了。「我們必須學會怎樣解決商業分歧。並不是
說你的方法是最好的或者我的方法是最好的，那種能夠
接納每個人想法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隨著生意做大，關於熊貓速食的爭議也隨之而來。
那些曾經成就熊貓速食的特點正變成被指摘的缺點。越
來越多的美國人來到中國後，發現正宗的中國菜和他
們從熊貓速食吃的並不一樣，於是，在 2015 年左右，
網上出現了一股關於熊貓速食提供的是不是中國菜的討
論。

面對批評，程正昌覺沮喪。他覺得，一家由中國家
庭經營和管理的餐廳怎麼就不是中國菜呢？他和主廚 
Andy 交談時，他問道，「你覺得這種味道和中國菜一
樣嗎？」

熊貓速食會改變自己美式中國菜的特色嗎？程正昌
家族給出的解決辦法是豐富功能表，推出更具有中國特
色的太平洋辣椒蝦、蔥油煎餅等菜品。

「熊貓速食永遠不會是一個真正的中國餐館。相反，
它是一個美國中餐館 ，它不想成為別的東西。」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韓國、印度等多國開店的
熊貓速食，並不準備在中國開店。程正昌給出的答案讓
人哭笑不得——「那裡的競爭也太過激烈」。不管怎樣，
有雄心的商人不會因為競爭激烈而放棄市場，只能說程
正昌志不在此。

                                                                ( 文學城 )

他用最不正宗的中餐，在美國做出百億連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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