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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第一品牌 COWAY 淨水器
（空氣淨化器，軟水機，清潔加熱智能便座）

價格
最優

出租：租金每日１-２元
購買：$699~$1999

華人總代理
米娜 (346)218-6051

最佳服務
更換濾芯服務，免費保
修，最好的基礎設施

CP-251L CHP-590LP-08L AP-1516Da AP-1511FHE BA-13 BB-14BUS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0.18.2019

1190

 全球直播
LIVE

殷正男 醫學博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科博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美國家庭醫學學會認證醫師
榮獲美國國家質量保證委員會認證

國泰保險
奧巴馬健保免費申請
聯邦紅藍卡、白卡醫保
服務熱線:832-875-8084
微信：yiyichen6809

Email：gtbetteridea@yahoo.com
9219 Bellaire Blvd. Ste 153, 
Houston (百佳超市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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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舉辦悉尼舉辦““妳好妳好，，考拉考拉””雕塑展雕塑展

以色列發現距今以色列發現距今50005000年大型古城年大型古城 曾容納曾容納60006000居民居民

以色列以色列HaderaHadera，，HaderaHadera附近發現壹座附近發現壹座50005000年前的城市遺址年前的城市遺址。。據參據參
與考古挖掘的專家表示與考古挖掘的專家表示，，這座古老城市曾經容納了約這座古老城市曾經容納了約60006000名居民名居民。。它它
是以色列目前為止最大的最重要的古城遺址是以色列目前為止最大的最重要的古城遺址，，面積超過面積超過650650杜諾畝杜諾畝。。

俄
羅
斯
發
現
世
界
首
顆

俄
羅
斯
發
現
世
界
首
顆

﹁﹁鉆
中
之
鉆

鉆
中
之
鉆
﹂﹂

擁
有
擁
有88

億
年
歷
史

億
年
歷
史

俄羅斯薩哈共和國俄羅斯薩哈共和國，，奇特的奇特的““鉆中之鉆鉆中之鉆”。”。這顆無價之寶重僅這顆無價之寶重僅00..6262克拉克拉，，是人類有史以來發是人類有史以來發
現的首顆此類鉆石現的首顆此類鉆石，，據信已有據信已有88億多年的歷史億多年的歷史。。據報道據報道，，借著借著XX光可以清晰地看到光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大鉆的內部在大鉆的內部
嵌套著壹顆小鉆，它甚至還可以自由地動來動去。專家估計，小鉆重約0.02克拉。這顆鉆石被命
名為“套娃”(Matryos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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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需求釋放不及預期
調整有望延續

今年“金九”成色不足，樓市能否

重現“銀十”引人關註。然而，今年國

慶黃金周成交量依舊維持低位，“銀十

”開局不佳。專家預計，四季度樓市調

整幅度料在供需拉鋸狀態下略有擴大，

政策層面或保持嚴控不放松，四季度房

企資金壓力將進壹步凸顯。

觀望情緒濃厚
據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最新監測

數據，2019年國慶黃金周，重點10城新

房銷售面積為77.22萬平方米，較2018年

同期下降8.1%，10城新房成交量更創下

近5年來新低。

諸葛找房數據研究中心分析師國仕

英指出，壹方面，在“房住不炒”調控

氛圍下，購房者觀望情緒濃厚。另壹方

面，隨著樓市黃金時代褪去，對樓市的

關註度降低。

中國指數研究院(簡稱“中指院”)

常務副院長黃瑜表示，今年黃金周，國

內房地產市場整體需求不及預期。壹線

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積調整幅度較大，北

京、上海、廣州銷售規模同比均出現下滑

，深圳受益於供應改善，加之去年同期基

數較低，成交規模同比增幅顯著。

二線城市繼續呈現內部分化格局。

黃瑜介紹，武漢、寧波、蘇州、南寧等

地因前期需求釋放較快，當前活躍度有

所下降，市場出現階段性調整。溫州、

福州等地市場規模經歷持續深度調整

後，伴隨近期優質項目集中上市，購房

需求較高，成交規模回升。三四線城市

中，揚州受去年同期低基數影響，同比

增幅顯著，但惠州、韶關、東莞仍有下

行壓力。

促銷力度未見加大
“十壹”長假期間中國證券報記者

走訪上海市多個樓盤發現，大力度降價

促銷的情況較少，新盤優惠力度普遍不

大。上海地區鏈家經紀人告訴記者，除

“十壹”當天外，長假期間雖然每天都

有“帶看”4-5個樓盤，但明顯感到成交

力度不如往年。

中指院土地雲事業部副總經理劉韌

堅表示，很多企業雖在降價促銷方面有

所行動，但整體來看，促銷力度並不大

。“實際上，在黃金周期間過大的優惠

力度未必能形成促銷，反而可能加重市

場觀望氣氛。”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

進表示，房企促銷成效有待觀察，部分

購房者依然持觀望態度。降價促銷效果

成色不足主要原因在於，房貸首付政策

依然從緊和部分二手房交易不暢影響換

房需求，且銀行貸款利率政策調整期間

也會出現猶豫購房的現象。

樓市料繼續調整

中指院認為，四季度房地產市場調

整幅度將在供需拉鋸狀態下略有擴大。

考慮到近期房企的積極營銷勢頭，四季

度房價漲幅或進壹步回落。

國仕英表示，7月以來監管層多次

發布房地產金融相關政策，各相關部門

針對房地產市場的資金監管並未弱化，

仍處於嚴格調控狀態。房貸利率“換錨

”後的短期影響不大，也表明現階段房

地產調控仍以求穩為主。預計四季度政

策嚴控不放松，尤其在金融監管方面，

將繼續嚴防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市場。

受市場長期調控影響，購房者觀望情緒

濃厚，入市積極性低，新房和二手房成

交量或穩中有降。

中指院認為，四季度房企資金壓力

將進壹步凸顯，進而影響房企投資開工

積極性，預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及

新開工面積增速將延續放緩勢頭。

央行黃金儲備十連漲，普通人也要配點嗎？
中國央行近日公布了9月份黃金儲備數據，較

8月份增加19萬盎司，達到6264萬盎司，連續第十

個月增長。

不止中國在增加黃金儲備，更多國家的央行也

加入購金行列。

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自年初以來各國的央

行凈購金量已超過400噸，是自2010年央行購金高

潮以來的最高水平。

與各國央行爭相儲備黃金相對，國際金價也出

現上漲。

從今年6月份開始，國際金價呈現強勁走勢，

相繼突破1300美元、1400美元和1500美元三個關

口。近期，國際金價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在1500

美元/盎司左右。

各國央行爭相儲備黃金有何考量？國際金價走

高，普通人是否也要配點黃金？這輪“金周期”能

持續多久？

儲備多元化，對沖風險
外匯儲備是壹個國家或經濟體國際清償能力的

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現鈔、黃金、國外貨幣債券或

政府債券等。過去多年，中國外匯儲備壹直穩居全

球首位。截至2019年9月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

30924億美元。

但在中國外匯儲備結構中，黃金儲備資產占比偏低。

有機構研究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3月底，全球

黃金儲備與外匯儲備的比例平均為13.5%，中國僅為

2.5%。從黃金儲備在國際儲備中的構成看，歐美國家

的黃金儲備占比明顯高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王春英

在今年7月份就外匯儲備投資情況答記者問時表示

，黃金儲備壹直是各國國際儲備多元化構成的重要

部分。從長期和戰略的角度出發，根據需要動態調

整國際儲備組合配置，保障國際儲備的安全、流動

和保值增值。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指出，隨著全球經

濟增速放緩，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黃金作為避

險資產的價值和作用日益凸顯。美聯儲貨幣政策存

在不確定性，多國國債出現負的收益率。儲備黃金

不僅可以保值，還能增加外匯儲備的安全性。

國際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明認為，中國外匯儲備世

界第壹，但黃金儲備排在第六，且與第壹名差距甚遠

，從外匯儲備配置的角度看，適度增加黃金儲備是必

然。但中國增加黃金儲備會是壹個緩慢的過程。

公開數據顯示，自2000年至今，中國官方黃金

儲備經歷了五次較大幅度的增持。

2001年 12月，壹次性增持341萬盎司，增至

1608萬盎司。2002年12月，壹次性增持321萬盎司

，增至1929萬盎司。2009年4月，壹次性增持1640

萬盎司，增至3389萬盎司。2015年6月至2016年10

月，17個月累計增持2535萬盎司，增至5924萬盎

司。2018年12月起至今，10個月累計增持340萬盎

司，增至6264萬盎司。

金價走高，普通人也配點？
值得註意的是，今年以來，國際金價連續攻破

1300美元/盎司、1400美元/盎司、1500美元/盎司大

關。在9月份經歷高點後，黃金價格有所回落，目

前在1500美元/盎司附近波動。

分析人士認為，支撐近期黃金價格上漲的因素

來自多方面。

壹是，全球央行成為黃金主要買家之壹，壹定

程度上對金價構成了支持。二是，在地緣政治沖突

、經貿摩擦升級背景下，黃金成為比債券更好的避

險資產。三是全球負利率債券規模增加，引發人們

對信用貨幣制度的擔憂，從而轉向以黃金為代表的

硬通貨。

CNBC援引壹位獨立策略分析師觀點認為，黃

金是壹種很好的替代貨幣，它相對安全，而且與支

付負存款利率相比，擁有黃金的成本不高。黃金仍

然有升值的空間，明年價格可能會上漲約30%。

瑞銀壹位負責外匯業務的主管接受媒體采訪表

示，黃金價格還沒有達到漲勢的頂峰，現在任何黃

金回調實際上都是壹次購買機會。全球貿易前景仍

存在不確定性，到2020年預計美聯儲將有數次降息

。實際利率處於負值區間，持有黃金有助於平衡投

資組合。

從近十年時間看，國際金價經歷了較大起伏。

2011年黃金價格曾壹度達到高點超過1900美元/盎

司，此後壹路震蕩下跌，2015年達到低點。自2015

年末觸底反彈，黃金價格連續3年處於夯實底部階

段，在2018年末開啟了新壹輪上漲。

世界黃金協會發布2019年中黃金展望認為，未

來6至12個月，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寬松的貨幣

政策將可能支撐黃金投資的需求，與此同時，較弱

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在短期內壓制黃金消費需求，但

印度和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可能會對長期需求提供支

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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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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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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
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
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家
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導。
《海峽兩岸》臺灣民眾擔憂兩岸關系生變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10/7/2018 -10/13/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7 8 9 10 11 12 13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0/4/2019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19集 (重播)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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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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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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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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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泉深石家莊報導】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河北省
人民政府和中國新聞社共同主辦的第十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12
日在石家莊開幕。來自五大洲61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家華文媒
體高層人士、中央主要新聞機構及國內有影響力媒體負責人等共
600餘位嘉賓參加論壇。以“牽手世界，見證時代——華文媒體
的‘中國故事’”為主題展開對話交流。

開幕式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譚天星主持。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沈躍躍在開幕式上指出，華文媒體

積極向世界介紹繁榮穩定、和平發展的當代中國，對塑造中國形
象、傳播中華文化、促進中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希望華文媒體
利用融通中外的優勢，從歷史維度、現實維度和未來維度講好中
國故事，為促進世界與中國的聯繫、溝通與合作貢獻力量。

沈躍躍在致辭中對華文媒體提出了三點希望：

第一、從歷史維度講好中國故事。 “上下五千年，縱橫九
萬里，中國擁有豐富的故事資源。只有了解中國的歷史，才能更
好地理解中國的現在”。希望華文媒體的朋友，思接千載、視通
萬里，在中國歷史的敘事中理解“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
讀懂“中國立場”和“中國智慧”，講清“中國道路”和“中國
理念”，講好“中國故事”和“中國方案”。

第二、從現實維度講好中國故事。希望華文媒體朋友立足當
前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客觀反映新中國7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
八大以來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展現真
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第三、從未來維度講好中國故事。希望華文媒體發揮不可替
代的作用，充分利用融通中外的優勢，針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
注點，宣傳中國和平發展的理念、主張和實踐，將中國立場國際

表達，避免誤解、消除偏見，讓更多海外讀者和外國友人客觀真
實地了解中國正在繼續團結奮鬥，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中國是
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沈躍躍最後表示，希望廣大華文媒體朋友集思廣益、群策群
力，匯聚“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正能量。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務院僑辦主任許又聲，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副主任郭衛民，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出席開幕式並分別緻辭
。

世界華文傳媒論壇以“研討、交流、聯誼、發展”為宗旨，
是非官方、開放性、國際性的華文媒體高層交流平台，自2001
年起已成功舉辦九屆，為華文媒體探討在海外的生存發展、促進
相互間溝通交流、推動海外華文媒體與中國傳媒界互通合作、以
及擴大舉辦地在海外的影響等提供了高端平台。

第十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
在石家莊隆重開幕



BB77副刊
星期二       2019年10月15日       Tuesday, October 15, 2019

李元鐘保險
電話：832-500-3228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TX 77036

炒菜用色拉油好还是大豆油好？猪

油最好。

有什么事情让你想起来就热泪盈眶

？一大碗热腾腾的猪油捞饭。

葱油面里那些浸满油的糊葱才是最

好吃的！最重要的是猪油呢。

家里只剩一个鸡蛋怎么办？有猪油

就行。油下锅，等热得冒烟，蛋和鱼露

调好打发，倒入，即起，让余热炒熟，

数秒即成。

最无稽的一条健康建议是甚么

？——别吃猪油。“在英国，最高贵的

淑女糕点Lady Cake也用大量猪油，法

国人的小酒吧中，有猪油渣送酒。墨西

哥的菜市场里，有一张张的炸猪皮。”

俨然一个猪油狂魔。

猪油的众多标签里，“香”这个虚

头巴脑的词是被频繁提及的，学术点的

解释是“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

甘油酯的分解产物”。当然猪油这种食

之恩物，并不需要解释什么，蔡生这样

的老饗懂，大江南北普通老百姓的餐桌

上，也都能找出这么一道闪闪发光的猪

油料理来。

东北的酸菜饺子、萝卜丝包子，馅

料里就用了油梭子，“油梭子“是东北

人对猪油渣的叫法，酸菜、萝卜切丝，

油梭子切碎，拌在一起，弥香而脆，也

不会抢了主料的风头。老北京人吃炸酱

面，最常见的是猪油炸酱，张北海在

《侠隐》里写李天然刚回北京那会，在

街上晃荡，看到的吃食里首当其冲的就

是“巴掌大的猪油葱饼”。

沪上的八宝饭、宁波的汤团、酱油

馄饨之类，也都少不了猪油，面团、馅

料加上一小撮，口感丰腴得多。两湖人

民喜欢用猪油炒菜，菜苔、藕片猪油润

过，带点儿脂香，恰能抛砖引玉，更好

地衬托蔬菜的清甜，当中若还能吃到一

两粒猪油渣儿，就是这顿饭的彩蛋了。

广东人蒸鱼，除了葱花、姜丝和生

抽提香外，老馆子的行家表示，最好猪

油网裹了蒸，最不济出锅时也要淋上点

熟猪油。这里简单科普下，一般来说，

我们去菜场买肉做猪油，不特别说明的

话，老板给的都是猪板油，也就是猪腹

部那一圈条状的肥膘肉，出油量大，还

快。

而猪网油则是猪肚内包围内脏器官

的一层薄膜，展开来看有点像网兜，肉

档老板一般都会把它混在猪板油里卖，

并不太受待见。但若裹在多宝鱼或者东

星斑上清蒸，动物性油脂渗入到白肉里

，人就好像坐到了江河边，闻到了新涨

的潮水气息。

大味至简，猪油和饭，有些人光听

到这两词儿组合在一起，就泛起了原始

的饿意。台湾的古早味肉燥饭，炸得酥

脆的红葱头和猪油、肉丁加料一起煸炒

，出锅时还有胶质黏着之感，妥妥的米

饭杀手。

港人念念不忘的一道猪油捞饭，刚

出锅的米饭加上一勺猪油一勺酱油，即

刻点石成金，再撒一两粒油渣和葱花，

就更讨彩了。如今香港元朗的大荣华酒

楼、北角的粗菜馆里，都有这么一道捞

饭镇场，自家做的话也简单，蔡生给出

的最佳组合是：五常的米，老恒河的酱

油，再加上自家熬的猪油，如此可把忧

愁丢开，至少快活个二十四小时。

总的来说，猪油还是南方吃得多，

花样也多一些，听老知青们讲起以前春

耕前回农村的时候，“北京知青会带着

一大瓶炸好的黄酱，上海知青则是一大

罐猪油” 。

猪油当道，到底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横向梳理了猪油料理后，我们再纵向

来看，猪油的时间线也很有意思。

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代，猪油就是

案头的白月光，饭菜里能加上一小拇指

大，最后能化成一肚子的柔情蜜意。香

港的猪油捞饭便是旧时光的产物，大陆

这端，则更为窘迫，维持着最低的供应

，缺油少盐，食用油每人每月只有一两

，且都是花生油、菜籽油之类的素油，

供销社每次熬猪油，全街人都仰着脖子

走路。那时肥肉比瘦肉受欢迎得多，因

为肥肉能熬油，正好可以用来补贴食用

油的捉襟见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情况略有好转

，一份1982年的北方旧报纸显示，春节

期间每人食用油有近一斤的配额，其中

花生油四两、香油一两和菜籽油半斤，

仍不见猪油踪迹。

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就幸福得多，

人人记忆里都有一段熬猪油的片段。市

场上买来块新鲜的猪板油，或者猪背部

的肥膘肉，切成小方丁下锅，倒一小碗

水，让它慢慢地熬，等到水蒸发完了，

这油基本就熬好了。用滤勺往吃完的水

果罐头广口瓶里盛，最后就剩一堆副产

品的猪油渣了。刚出锅时，“咔嚓咔嚓

”般酥脆，小孩子家光是闻到，就跟巴

浦洛夫的狗一样，条件反射地分泌起了

唾液。撒点椒盐、蘸点白糖，再难哄的

小孩都能立马服帖，大人们用来佐粥下

酒，同样也是心头好。

到了千禧年这一代，猪油基本就隐

匿不见了，味觉上的断层由此显现。普

通人家里，花生油、菜籽油摆了一溜儿

，稍洋派些的，常备的是橄榄油、椰子

油之类，或者黄油。有年轻人回到祖父

母辈们住处，给做了碗猪油挂面，还加

了荷包蛋，硬是吃不惯。人的饮食习惯

，一直有个“初恋滋味”作祟，比如妈

妈的食谱，成长环境的吃食，以及各种

食物的初体验，很可惜，猪油没被写进

这一代人的味觉基因里。

馋人唐鲁孙曾做过一番研究，解释

了早起猪油被弃之的缘由。“最早德国

医院、法国医院两名名医狄波尔、克礼

极力提倡他们的病人吃香油或花生油，

不要吃动物油，后来协和医院开业后，

院里大小大夫众口一词，认为凡是动脉

硬化、胆固醇浓厚、血管栓塞、身体过

胖的病人，十之八九是吃猪油太多所造

成的。劝病人以后不吃动物油，改吃植

物性的油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猪油开始被全民抵制。

《普罗旺斯的一年》作者、英国作

家彼得· 梅尔有段话放在这里甚为贴切

：说来很奇怪。我们生存的这个年代，

一般人对自个儿身体的关心，已到了偏

执的边缘了……人的味觉却沦为二等公

民，味蕾形如濒临绝种的生物。

一个朋友在杭州被当地食家带去一

家高档馆子，鲍鱼鱼翅不对路，杭帮菜

也欠点火候，末了央求一碗猪油拌面，

店家却回应说，我们餐厅的客人讲究健

康，已经不用猪油了。

先生急中生智，叫了一碗普通拌面

和一块东坡肉。上桌之后，肥肉弃之，

将上面厚厚一层油脂浇在拌面上，“不

就是一碗好的猪油拌面吗？”

如今这年头，吃个猪油都要斗智斗

勇。

好在还有点心店，好吃的点心，多

半看着素，其实必定荤。像潮式的酥皮

月饼、江南的红豆糕、老北京的饽饽都

有用到猪油，概因猪油起酥效果好，能

做到一层一层分明，且口感酥脆。甚至

国外的俄罗斯的软糖、英国的约克郡布

丁也有以猪油入馔，它像是万花筒里的

那块亮片，小小一片，却呈现出了万种

美味奇观。现在北京一家著名的连锁蛋

糕店里，有款糯米馅儿的老婆饼，一出

炉就被抢购一空，也是加了猪油在里面

，酥皮、糯米口口腴润滑厚，好吃的东

西都是直觉先行。

猪油之外，花生油炒菜也香，芝麻

油凉拌或者调火锅底料绝佳，如果拌沙

拉或者做意大利面，橄榄油最好不过了

。

说到底，吃终究是件极其私人的事

，但什么时候用猪油，什么时候用素油

，从古至今都是食物界的迷思之一。美

食界KOL鼻祖袁子才，虽不怎么下厨，

但遇到好吃的都会拿小本本记下做法，

如此吃过上千多道菜后总结出一个金科

玉律：素菜荤油，荤菜素油。

大体在理，像笋一般就用猪油，

代表性的猪油渣焖笋，就是让油脂从

油渣转到笋上，如此笋的涩味尽除，

植物纤维被动物脂肪激发，也变得肉

感起来。美食孤岛的潮汕，炒芥蓝、

春菜时，都是猛火加猪油爆炒，他们

有句老话“猛火、厚朥、香初汤”，

厚朥就是要用大量猪油，猪油的醇厚

鲜香，能带出芥蓝春菜的爽脆清甜，

从而叫人生出一种全新的蔬菜观来。

再者麦当劳里，炸鸡腿鸡翼用的也都

是素油，前几年是油棕的棕榈油，现

在为葵花籽和油菜籽配方的混合油，

官方解释说不仅反式脂肪酸低，成色

好，而且口感也平衡。

但当我分别用猪油和花生油煎过一

条黄鱼后，还是果断选择了前者，有些

东西，你不应该要求它们长出漂亮的叶

子和花来，因为它们是根，这里，猪油

的“香”就是根。政治不正确就不正确

吧，三高就三高吧，我可以赋予它新的

含义：高脂肪、高胆固醇和自个高兴，

当然最后一条最重要。

猪油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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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刊登於10月4日的《南華
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專
欄，文章名為《Financial markets are a
key source of America’s prosperity, so
leave them ou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本文為中文翻譯版。

從長遠來看，限制中美雙邊投資將
有損美國經濟發展。

近幾個月來，中美關係每況愈下，
愈演愈烈的摩擦影響著兩國主要的經濟
交流管道，如貿易、直接投資，甚至人
員流動等。近日，金融市場又成為了目
前中美關係中的 「新箭靶」 。主張採取
強硬外交手段的偏鷹派政客和專家建議
，削減在股票、債券和其他金融資產上
的雙邊投資。這種 「金融市場分立」
（financial market decoupling）的言論
是短視的，將對美國的長期經濟和國家
安全利益造成不利影響。

金融市場成為眾矢之的
去年，在美國對中國的入境投資實

施更嚴格的審查後，一些政界和其他評
論人士提議，將中國進入美國金融市場
的管道納入貿易戰的談判中。例如，前
總統候選人、達拉斯獨行俠（Dallas
Mavericks，過去譯為小牛）的老闆馬克
．庫班（Mark Cuban）呼籲特朗普總統
（又譯川普）禁止中國實體在美國發行
、購買或交易股票、債券和其他金融證
券。

其他人則在推動限制美國實體投資
中國金融市場。特朗普總統的前首席策
略長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稱

，有必要 「撤銷美國所有向中國共產黨
提供資金的退休基金和保險公司。」 今
年4月，一個由24名國會議員組成的跨
黨派小組致信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呼
籲懲罰那些為中國企業提供資金支持、
助長侵犯人權行為的美國企業，並敦促
對這些企業的公共基金投資進行更嚴格
的審查。有消息稱，白宮在考慮對美國
的證券組合投資資金流入中國設限，此
舉可能讓數千億美元的投資受到影響。

我們還看到，美國重要的做市商
（market makers）和仲介機構正面臨來
自非官方的壓力。參議員馬可．魯比歐
（Marco Rubio）最近致信摩根士丹利資
本國際（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
national，簡稱MSCI）的執行長，質問
為何將某些與 「竊取美國創新技術、破
壞公平競爭、增加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
安全威脅」 相關的中國公司納入其全球
股票指數。不過，這些斷言都沒有得到
證實。

這些事件顯現了其他領域中不負責
任的言論，而且這些言論必須被停止。
我們必須避免將金融市場准入作為實現
短期地緣政治目標的工具。

開放的金融市場是美國繁榮的關鍵
因素

數十年來，開放的金融市場一直是
美國蓬勃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雙向開
放的資金流動有利於我們的整體經濟，
也有利於每一個為退休儲蓄的美國人。

外國對美國股票和債券的投資改善
了我們企業獲得資金的管道，增加了美

國人的儲蓄回報。據估計，中國和其他
外國投資者還持有6.6萬億美元的美國
國債，這有助於壓低美國的借貸成本，
使聯邦政府能夠為學校、軍隊和其它公
共基礎設施提供資金。

限制美國投資者投資中國證券，會
降低美國儲戶的機會。美國退休基金和
其他資產投資者力求多元化的全球投資
組合，在抓住增長機遇的同時分散風險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過去
幾十年來增長最快的新興市場之一。中
國目前正在採取措施，應市場國家長期
以來的要求，允許更多的外國企業進入
中國的金融市場，包括新的股票和債券
互聯互通計畫，以及最近取消的外國證
券投資配額，這些舉措都有利於美國和
其他外國投資者將中國納入其全球投資
組合。試想，如果美國投資者被禁止在
中國投資，從而失去從全球增長最快的
經濟體獲利的機會，那其他國家的投資
者則會伺機而上。

除了限制儲蓄者的投資選擇外，干
預和政治化境外資本流動還將損害美國
企業和金融市場的長期競爭力。如果美
國市場無法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投資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的機會，那這些投資者將
轉向倫敦、香港和其他地區。從長遠來
看，這將嚴重削弱美國的全球金融中心
地位。

被動金融投資不是威脅，而是美國
國家安全的關鍵支柱

撇開經濟爭論不談，鷹派人士正以
國家安全的名義呼籲限制中國的金融投

資。問題是，這些論點根本站不住腳。
首先，與直接投資不同，中國持有美國
證券是以長期受益和有限管理為出發點
的被動投資，不會涉及任何所有權控制
，投資者也不會因此獲得智慧財產權或
商業機密。在一些例外情況下，少數股
權可能會產生影響，但根據新的《外國
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簡稱 FIRRMA），美國監管機構透
過加強投資審查程序，已經擁有了對這
些案件的管轄權。

其次，我們不應在財政上支持威脅
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企業，例如與中國
軍方合作的企業。這些案件可以在美國
現行制裁制度下處理。因此，兩國之間
完全沒有理由全面禁止或 「全面」 金融
分立。我們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
不是一刀切。

最後，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我
要強調，開放的市場正是美國能夠在全
球行使金融權力的原因。美國能夠對美

國以外的企業實施制裁並行使長臂管轄
權，正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開放而強大
的市場，任何一家全球營運的企業都想
進入這個市場。破壞這種特權來進行政
治博弈或取得短暫利益，就長期來看，
對我們是有害的。

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解決方案，不
是華而不實的說辭

最近出現有關金融市場分立的空泛
意見，與其它領域中不負責任的言論不
謀而合，即對中美關係的不信任。這些
言論為零和心態的民粹主義和一些以偏
概全的論點提供了溫床。如果我們將其
視為解決中美關係的方法，則會給我們
的經濟帶來巨大的代價，而且將損害我
們的長期國家利益。世界是複雜的，我
們需要有針對性和有效的政策來緩解我
們的顧慮。我們必須加倍努力，弄清楚
哪些風險是真實存在，哪些是想像出來
的，並合理分配我們有限的政治和貨幣
資源在必要領域，以實現生產成果的最
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為食書生）新榮記特色美食饗港客 楊楚楓

讓金融市場遠離貿易戰讓金融市場遠離貿易戰
吳建民吳建民(Dominic Ng)(Dominic Ng)著著

10 月1 號乃中國建國70 年大慶。香港
有些公司機構，自從22 年前香港回歸
之後，也跟隨中國內地政策，從10 月初
起， 至少有一連三天假期。假如你在事
前申請多十天八天的個人家庭假日，那
合共便有兩周時間，可以暢遊美加及歐
澳等地矣。
四十多年前當我在香港生活時，曾任聘
於香港汽水厰廣告部。香港汽水厰是獨
家代理美國的可口可樂、雪碧、發達等
三種汽水的大企業，上司乃鬼頭經理，

他對我的工作要求頗為特別： 公司每年
批出100 萬港元給我的部門運作，隨意
我怎樣運用。不過到了年尾時候，鬼頭
上司便會總結當年可口可樂公司的業績
是升還是降？ 即使是上升，也要計算幅
度是多少。假如升幅不多，經理就會拉
我們廣告部人員入去 「講耶蘇」 （廣東
話是向你訓話），這份差使，平日都是
坐着公司大型貨車，到港九各地巡視，
看看哪個地區角落可以給我贈送汽水來
助慶，以推介美國汽水。

當年九龍新浦光區, 是我們常到的地方
，因為哪裡是香港的工廠區，針織厰、
電子廠、制衣廠、印刷廠，成千上萬工
友在哪裡上班，午餐時間，大多集中到
國華酒家去 「醫肚」 ，故此我們也常到
國華酒樓午饍。
走筆至此，我要講出今次本文的主角：
他就是我當年可口可樂公司的同事，易
利祥。他跟兒孫一家人，趁 「十一」 假
期來美國旅遊，認真難得，易兄特來休
市探我。我特意領他到新榮記午飯一聚

，為的是當年我們在香港午餐時，有過
不下數百次在國華酒樓出入，它的燒烤
燒味碟頭飯，最受我們上班一族所歡迎
。休市新榮記老細兼燒烤部大廚陳定泉
，正是出身於香港的國華酒樓。世事變
幻莫測，有誰知道四十多年後，我跟易
兄竟然會在遠隔香港萬里之外的美國德
州休斯頓市，重新嚐試昔日國華酒樓陳
定泉師父的拿手燒烤味道呢？
老友碰頭，邊食邊講，我問易兄對新榮
記有何看法？易兄滿面笑容地向我說：

「楓兄你經營廣東菜40 年，正式是食
家一名，由你招呼我來新榮記， 「不是
猛龍不過江，」 還有什麼可彈之處呢？
新榮記水準拍得上香港

新榮記雖然食店細細，創業一年，但
在餐期時間，見到有不少食客慕名而至
，食過都豎起大拇指，咸稱新榮記地方
雖小，但五臟俱全， 休市中國城Wil-
crest Dr.街 上的新榮記，的是飲食的好
去處。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蔡英文美南後援會造勢大會蔡英文美南後援會造勢大會
數百鄉親共襄盛舉大力支持數百鄉親共襄盛舉大力支持

蔡英文總統連任美南後援會造勢大會蔡英文總統連任美南後援會造勢大會，，於於1010月月
1212日下午日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在台灣人活動中心熱鬧時在台灣人活動中心熱鬧

展開展開，，由周建佑由周建佑、、陳逸玲主持陳逸玲主持

來自台灣的新北市議員何博文來自台灣的新北市議員何博文（（右二右二）、）、
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右三右三）、）、外貿協外貿協
會副董事長莊碩漢會副董事長莊碩漢（（右四右四））與宋明麗會長與宋明麗會長

（（右六右六））及美南後援會成員合切蛋糕及美南後援會成員合切蛋糕

周建佑周建佑、、宋明麗會長宋明麗會長、、外貿協會副董事長莊碩外貿協會副董事長莊碩
漢漢、、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新北市議員何博新北市議員何博

文領導美南後援會成員高喊小英凍蒜文領導美南後援會成員高喊小英凍蒜

新北市議員何博文這位台灣政治新新北市議員何博文這位台灣政治新
秀首先演講秀首先演講，，以他的經驗以他的經驗，，選舉沒選舉沒
有穩贏的有穩贏的，，小英這次雖然民調很高小英這次雖然民調很高

，，但仍需靠大家繼續支持但仍需靠大家繼續支持

美南後援會的台僑們在主持人周美南後援會的台僑們在主持人周
建佑建佑、、陳逸玲的帶領下高喊陳逸玲的帶領下高喊 「「小小

英凍蒜英凍蒜」」

主持人周建佑自彈自唱主持人周建佑自彈自唱''心內的話心內的話""

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致詞台灣一定要強大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致詞台灣一定要強大
自己自己，，未來將推動將拒絕讓未來將推動將拒絕讓 「「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一一

中各表中各表」」成為民進黨的黨綱成為民進黨的黨綱

林飛帆授旗給美南後援會成員林飛帆授旗給美南後援會成員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特別為美南鄉親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特別為美南鄉親
錄製了一段表示感謝的錄影帶錄製了一段表示感謝的錄影帶，，首先首先
感謝美南地區的義工宋明麗感謝美南地區的義工宋明麗、、林翠梅林翠梅
在海外支持台灣的民主選舉讓人敬佩在海外支持台灣的民主選舉讓人敬佩

蔡英文總統競選連任美南後援會宋明蔡英文總統競選連任美南後援會宋明
麗會長麗會長，，帶領一批年輕世代台僑帶領一批年輕世代台僑，，她她
呼籲明年選舉呼籲明年選舉，，僑民一定不能缺席僑民一定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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