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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健美選手齊聚三亞中外健美選手齊聚三亞““秀肌肉秀肌肉””

““吉成健美之夜吉成健美之夜””第第99屆三亞國際沙灘先生比基尼小姐大賽在海南三亞舉行屆三亞國際沙灘先生比基尼小姐大賽在海南三亞舉行，，來來
自中國自中國、、俄羅斯俄羅斯、、烏克蘭烏克蘭、、古巴等古巴等1616個國家和地區的近個國家和地區的近500500名選手參賽名選手參賽。。比賽設有男比賽設有男
子健美子健美、、男子古典健美男子古典健美、、男子健體男子健體、、沙灘運動先生沙灘運動先生、、女子比基尼女子比基尼、、女子健體女子健體、、沙灘運沙灘運
動小姐動小姐、、沙灘美臀等多個項目沙灘美臀等多個項目。。

第壹只第壹只！！
法國動物園降生珍稀黑犀牛寶寶法國動物園降生珍稀黑犀牛寶寶

近日近日，，第壹只法國境內出生的黑犀牛幼崽在阿卡雄灣動物園內玩耍第壹只法國境內出生的黑犀牛幼崽在阿卡雄灣動物園內玩耍。。這只雄性小犀牛出生於這只雄性小犀牛出生於1212
月月66日日，，初生體重約初生體重約3535至至4040千克千克，，是歐洲今年出生的第是歐洲今年出生的第22只黑犀牛寶寶只黑犀牛寶寶。。它的母親它的母親““NabilaNabila””由歐洲由歐洲
瀕危物種保護計劃（EEP）提供給動物園，目的是通過繁育的方式保護該物種免於滅絕。黑犀牛原產
於非洲大草原和熱帶叢林，野外數量約5500只，已被列為極度瀕危物種。

巴黎聖母院巴黎聖母院200200年來首次不舉行聖誕彌撒年來首次不舉行聖誕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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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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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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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新年將至，壹項擴大開放惠及民生

的舉措給人們帶來幾分暖意。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

會近日印發通知，自2020年1月1日起調整部分商

品進口關稅。

根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2020年進口

暫定稅率等調整方案的通知》，自2020年1月1日

起，中國將對859項商品實施進口暫定稅率；自

2020年7月1日起，降低176項信息技術產品最惠國

稅率，並相應取消7項信息技術產品進口暫定稅率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說：

“我國在目前這個時間節點上進壹步降低關稅，很

大程度上是適應自身發展的需要，同時也將給世界

帶來更多發展機會。”

值得註意的是，為積極擴大進口、激發進口潛

力、優化進口結構，降稅商品中包括國內相對緊缺

或具有國外特色的日用消費品，如凍豬肉、冷凍鱷

梨(即牛油果)、非冷凍橙汁等。其中，凍豬肉的進

口關稅稅率從12%降低至8%。

“我國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兌現了全部承諾後

，2018年曾較大規模地自主降低關稅。本次進口關

稅調整是適應自身發展需要，進行結構性調整的又

壹項舉措。”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溫來

成認為，適當降低進口商品關稅有利於平抑物價。

根據國家統計局11月份全國CPI(居民消費價格

指數)的數據，豬肉價格環比上漲3.8%。溫來成表

示：“這個數值有點高了，如果光靠國內市場條件

來控制，可能要等到2020年下半年才會降到合理水

平，但如果進口壹部分市場急需的消費品，將有利

於滿足市場需要，有利於控制目前上漲幅度較大的

零售物價。”

作為惠及民生的重要方面，近年來日用消費品

壹直是我國降低進口商品關稅的重點領域。從2015

年以來，我國已經5次降低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

以滿足居民消費升級的需求。

通過市場聯動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穩定國

內商品供求關系成為本次關稅調整的應有之義

，涉及多領域的降稅商品也在適應居民消費結

構的變化。在白明看來，百姓常說的“把錢花

在刀刃上”已經不光是生產資料，還包括生活

資料。“人們的消費需求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

、高水平的特點，需求變化了，進口結構也要

體現相應變化”。

溫來成說，進口壹部分國內市場上有銷量的消

費品，有利於拉動消費，從消費角度拉動經濟增長

也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選擇之壹。

此外，為降低用藥成本、促進新藥生產，本

次關稅調整還對用於治療哮喘的生物堿類藥品和

生產新型糖尿病治療藥品的原料實施了零關稅。

同時，部分先進設備和零部件也在降稅商品之列

。半導體檢測分選編帶機、高壓渦輪間隙控制閥

門、自動變速箱用液力變矩器和鋁閥芯、鈮鐵等

商品的關稅調整，將有利於支持集成電路、航空

航天、汽車、通信、電子、生物等高新技術產業

發展。

中央財經大學稅收籌劃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

昌則看到了關稅調整方案背後的中國態度：“此次

調整充分表明了中國和世界經濟的開放融合程度與

開放決心，必將帶來更多貿易夥伴的支持和擁護，

也將有利於國內的經濟繁榮和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

感。”

進口商品調稅 給百姓帶來多少實惠

印鈔廠沒錢了

綜合報導 直到11世紀初，人類社

會的第壹張紙幣才誕生，而它的厄運來

得比這快。

世界上最大的印鈔廠德拉魯公司快

沒錢了。當地時間11月26日，倫敦上市

的德拉魯公司發布公告稱，為了處理債

務問題，董事會決定暫停股息支付。這

家英國公司早已入不敷出，它目前的市

值約1.33億英鎊，債務卻有1.707億英鎊

。如果實施重組計劃失敗，公司將面臨

倒閉。

看來這年頭家裏有印鈔機也不好

使。雖說地鐵裏的乞丐都帶著二維碼

了，但咱們的“新四大發明”還沒在

英國普及，家大業大的德拉魯何以淪

落至此？

1813年，20歲的英國小夥托馬斯·

德拉魯靠壹臺打印機創立公司。壹開始

只印壹些報紙、撲克，後來開始印英國

郵票，1860年，正式為英國央行印刷鈔

票。

“世界最大”並非虛名，它為全球

六成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印鈔、制作護照

等服務，每周印制的鈔票，摞在壹起超

過1.8萬米，比兩個珠穆朗瑪峰摞起來還

高。

1931年，它還為我們國家印制過部

分紙幣。香港回歸前，德拉魯曾為渣打

銀行和匯豐銀行印制港幣，壹直到1996

年被香港政府接管。最高峰時，它的股

價相當於“貴州茅臺”的10倍。

沒人能說清巨星是從何時開始隕落

的。根據財報，2019年上半年，德拉魯

賴以成名的核心“貨幣業務”營收下降

了29.5%，這直接導致了上半年的凈利

潤下降了87.1%。

大廈將傾前，德拉魯本指望英國

脫歐能救個急。它盤算著脫歐後，

能為 6600 萬名英國人印制新護照，

賺壹筆，沒想到這個 4.9 億英鎊的單

子被法國壹家公司“截和”，漂到

了英吉利海峽對面。德拉魯的股價

在 10 個交易日內就跌了 30%。而委

內瑞拉欠錢不還，成為壓死駱駝的

最後壹根稻草。

雖然是印錢的，但德拉魯也不過

是傳統制造業中的壹家商業公司，

躲不過寒冬。人們說它的失意是新

時代對舊時代的蝴蝶效應，新工業

拔地而起，傳統的商業模式已面臨

致命威脅。

制造業的變化推倒多米諾骨牌，上

下遊產業是壹串螞蚱，都跟著傷筋動骨

。全球最大的印鈔機制造商、德國高寶

公司已經選擇轉戰罐頭市場，印制啤酒

、可樂等產品專用的罐頭包裝，完成了

不那麼華麗的轉身。

制造業衰落的同時，信息產業卻

在崛起，掩蓋了很多制造業衰退帶來

的問題。路透社援引英國銀行數據顯

示，去年，英國的現金支付金額下降

16%。10 年後，或許將只有不到十分

之壹的交易會由紙幣和硬幣完成。在

中國，今年壹季度的非現金支付業務

同比增長 46%，移動支付更是達到了

79.6%的增幅。

兩年前，丹麥中央銀行開始關閉境

內所有的印鈔機構。不再印刷制作紙鈔

和硬幣，同時計劃著廢除商店必須接受

現金的法律，讓移動支付逐漸全面取代

現金。

今年夏天，臉書網發布了“Libra”(

天秤幣)項目白皮書，第壹句話就是“Li-

bra 的使命是建立壹套簡單的、無國界

的貨幣和為數十億人服務的金融基礎

設施”。它允許臉書用戶互相轉賬，

還可以通過旗下聊天軟件購買商品，

它跟真實資產儲備掛鉤。聽著有點像

移動支付，不同的是，它是搭建在區

塊鏈上的支付系統。按計劃，它將於

明年上線。

新技術讓人應接不暇，每天都能創

造新詞，追趕風口的人們熱情高漲，擔

心趕不上時代的後腳跟。佟二堡的皮草

開始雕敝，店家忙著在網絡直播“偶買

噶”；電視機成為客廳擺設，手機裏的

才是頭條。

電話的出現讓人們很少寫信，郵票

慢慢地成為壹種收藏品，也許哪天，紙

幣也會受影響。從貝殼、家禽、牲口、

谷物、鹽、鐵、銅、金、銀到紙幣和硬

幣，貨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剪影。

德拉魯的幾千名員工即將失業，不

知為何，他們讓我想起廢棄的紅磚廠房

，流水線上的工人站在浮塵和斜陽中，

拎著扳手，拿著卡尺，挎著落滿灰塵的

手風琴。

他們窮得只剩錢了。



體育圖片 BB44
星期三       2020年1月1日       Wednesday, January 1, 2020

[[ NN
BB
AA

聖
誕
大
戰

聖
誕
大
戰]]

洛
杉
磯
德
比
快
船

洛
杉
磯
德
比
快
船11

11
11
--
11
00
66

湖
人
湖
人

[[英超英超]]伯恩茅斯伯恩茅斯11--11阿森納阿森納

歐洲最古老的比賽之壹歐洲最古老的比賽之壹



BB55體育消息
星期三       2020年1月1日       Wednesday, January 1, 2020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兩地產經2 ■責任編輯：周文超

上海Tiffany旗艦店的翻新和餐廳引入，
只是香港廣場在近一年業態調整之一部分，為
順應內地消費升級，該商場還引入多個首次
「登陸」的高端品牌，包括美妝、珠寶、服飾
及家居等。香港廣場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內
地消費升級的現象非常明顯，以前購買的高檔
商品集中在包袋這類東西，但近幾年種類已變

多，高端成衣及手錶珠寶都打開銷售渠道，甚
至很多人亦關心高端的生活方式。

為配合消費者升級，香港廣場認為提供升
級的購物體驗同樣重要。Tiffany餐廳的引入
就是為讓人們在購物中有餐飲的體驗，目前還
會加大力度提供個性訂製、生活體驗等更多業
態來迎合消費者需要。

經過翻新後的香港廣場Tiffany旗艦店，面積僅
次於Tiffany在紐約第五大道的旗艦店。此

外，該店二樓還新增Tiffany BLUE BOX CAFE，
為目前全球第三家Tiffany餐廳。

旗艦店貨品亞洲最齊
一位Tiffany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翻新後的

店舖將成為亞洲貨品最齊全的門店，很多珠寶、
家居飾品等，只有上海這家店舖可以購得，甚至
在東京、香港都買不到。至於餐廳，該人士透
露，餐廳內有17個坐席，可提供全日制餐飲，目
前可供VIP使用，並將於本月23日正式向公眾開
放。

Tiffany BLUE BOX CAFE目前在全球僅有3
間店，分別在紐約、香港和上海。其中，紐約店
2017年開業，香港店在今年9月開幕，而上海店
僅時隔三個月便開門迎客。港滬兩間餐廳開店時
間如此之近，不難看出Tiffany正急於佈局內地市
場。有外媒報道稱，上海餐廳將會是紐約之外，
首家永久保留的餐廳店。

從Tiffany最新公佈的第三季度財報來看，中
國市場正讓其喜憂參半。從地域市場的角度看，

中國內地市場表現亮眼，有兩位數的銷售漲幅，
但與此同時，第三季度香港市場的銷售額大跌
49%。

Tiffany對上海店正報以極大期望和信心。工
作人員表示，上海Tiffany餐廳正式開業後，預訂
餐位已排到半年之後。從全球餐廳預訂網站chope
來看，香港的Tiffany餐廳儘管也是新開業，但只
需提前一周預約即可。

另外，Tiffany工作人員還強調：「我們提供
全部沙發座和寬敞的間隔距離，還有明亮的落地
玻璃窗可供觀賞景色。香港的那家餐廳，可能會
稍微擁擠一點，有些茶餐廳的感覺。」

內地佈局正緊鑼密鼓
此前Tiffany高層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是

蒂芙尼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場，一直是最具活力
的市場。從近期Tiffany頻頻在內地的動作來看，
亦證明其對中國的重視：今年8月與阿里巴巴合作
在天貓上開出首家在線彈出式店。9月又在上海舉
辦珠寶展，彙集約350件珍貴展品。10月在北京
機場開出首個Tiffany免稅購物店。12月又迎來上
海旗艦店和餐廳的開業。

消費升級 上海商場調整業態

滬滬Tiffany BLUE BOX CAFETiffany BLUE BOX CAFE
近日在上海的香港廣場外，27個Tiffany

藍巨型禮盒堆疊成LOVE字樣，標誌全新的

Tiffany旗艦店與Tiffany BLUE BOX CAFE在

此開業。據Tiffany相關負責人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介紹，旗艦店商品絕對是全亞洲最齊全，

而餐廳預訂亦已排到半年後，也就是說，想在

上海吃到Tiffany早餐，需要提前半年預約。

相比第三季香港業務嚴重下滑，Tiffany在內

地卻有兩位數銷售漲幅，可以預期該公司對內

地的投入和希望正在加大。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上海上海TiffanyTiffany餐廳目前對餐廳目前對VIPVIP開放開放。。

預約早餐等半年預約早餐等半年

■■上海上海Tiffany BLUE BOXTiffany BLUE BOX
CAFECAFE場景圖場景圖。。TiffanyTiffany提供提供

■■TiffanyTiffany香港廣香港廣
場旗艦店外觀場旗艦店外觀。。

■■TiffanyTiffany禮盒堆疊成禮盒堆疊成LOVELOVE字字。。

■■TiffanyTiffany工作人員表示上海旗艦店貨品是亞工作人員表示上海旗艦店貨品是亞
洲最齊全洲最齊全。。

2019年12月31日（星期二）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0年就是奧運年，若以2019年表現推斷港將獲獎機會，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會看好“牛
下女車神”李慧詩（Sarah）。事實上自德國名將禾高意外退役後，Sarah國際賽的表現也穩
步上揚。自2018年6月起，Sarah在強項女子爭先賽已未逢敵手，狀態大勇的她2019
年繼續其無敵走勢，4個世界盃分站全部奪冠，全年共掃走15面金牌，不
敗走勢延續了19個月。總結2019年成績，她也十分滿意：“個人
目標都是希望爭先賽一直保持第一，變數較大的凱林賽
則其次，所以總結2019年都很滿意。接下來會
與教練綜合4站世界盃的不足，探討
凱林賽失利原因並作出改
善。”

2019年很多港將都突破了自身成就為港
爭光，當中最搶眼的相信就是“美女劍手”

江旻憓（Vivian）。不過2019年對她來說卻是
“先甜後苦”，3月登上女子重劍世界排名第1之後，7月便

因右膝十字韌帶重創，現正在康復中。Vivian年初連贏兩站世界盃金
牌，排名升上第2，3月積分再趕過排頭位的意大利劍手，首度成為
世界“一姐”。之後Vivian戰績反覆，“一姐”之位一度旁落，不過
年尾終於重返首位，更獲世界劍擊總會頒發女子重劍年終世界第
一獎牌，成就斐然。7月負傷為港歷史性贏得世錦賽個人賽女重

銅牌的她，事後證實右膝十字韌帶撕裂，目前仍
在康復中，對備戰奧運可能會帶
來影響。

2019
年也是

香港體
壇悲傷

的一年
，首位

香港國
際排

球裁判
及評述

員雷禮
義、港

足名宿
黃耀信

、“飛
魚”杜

敬謙及
桌球壇

新星潘
正潮都

先後撒
手塵寰

。提起
香港體

壇“大
聲公”

，“雷
Sir”
幾乎無

人不曉
，評述

排球比
賽

時的一
句“食

叉燒”
更加傳

頌千古
，可惜

他在7
月份因

病

辭世，
享年
71歲
。同月

離開的
還有終

年61
歲、退

役後曾

獲選最
佳教練

的“師
傅”黃

耀信。
更為人

惋惜的
，就是

游泳紀
錄保持

者杜敬
謙及桌

球小將
潘正潮

，兩位
現役運

動員都
是在訓

練期間
逝世，

分別享
年26

歲及1
8歲。

2019 年 不少
港超球隊都因戰績欠佳而易
帥，港足則換了芬蘭教練麥柏倫執教
鞭，惟上任後戰績平平。曾帶領東方龍獅贏
得聯賽，成為首位以女教練身份贏得男子頂級聯賽的
陳婉婷，2月向球會請辭後，4月獲中國足協女足青訓總監
孫雯賞識，邀聘為國家女子U16代表隊助教。到7月因時任外教
卡拉斯高離隊，“牛丸”更獲提拔為主帥，成為首位擔任“國字
號”主教練的香港人，教練生涯再有飛躍突破。上任之初，大部
分人都沒對國家U16女足寄予厚望，不過“牛丸”帶隊出戰女足
亞少盃卻有意外驚喜，最終更在季軍戰反勝澳洲，躋身三甲之
末。儘管仍未能殺入世少盃，但內地輿論
普遍都十分讚賞“牛丸”的治軍
能力，她更在“2019年中國金球
獎”中的“金帥獎”
名列最後5強。

近年冒
起甚速

的女飛
魚何詩

蓓，2
019

年屢次
有驚喜

演出。
屢獲殊

榮的她
年尾更

獲國際
游泳網

站選為
2019
年度亞

洲最佳
女

泳手，
力壓中

、日勁
敵，為

香港體
壇寫下

新一頁
！22

歲的何
詩蓓

2019
年在

50米
蛙

泳、
100米

自由
泳及

200米
自由
泳多
次打

破香港
及亞洲

紀錄，
11月
在國際

游泳聯
賽

200米
自由泳

（短池
）游出

1分5
1秒9

9，

更獲國
際泳聯

承認為
2019
年最快

時間。

修例風波發生以來，香港社
會方方面面都受到影響，體育界
也首當其衝，多項國際大型比賽
都因為局勢不穩而宣佈取消或延
期；香港足球總會也因為球迷多
次“噓國歌”，而被國際足協判
罰3,000瑞士法郎。6月香港旅發
局先取消原定於中環海濱舉行的
“香港龍舟嘉年華”，之後的
“香港網球公開賽”、“維港

泳”、“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及“香港壁球公開賽”也紛紛延
期。10月香港對馬來西亞的足球
友誼賽，則因客軍拒絕來港被迫
取消，省港盃及賀歲盃也未知能
否如期作賽；2020年3月1日舉
行的“電動方程式大賽”香港站
賽事，也已胎死腹中。同時亦有
多項學界比賽取消及延期，令不
少學界運動員大呼無癮。

陳婉婷最 突 破

江旻憓最 搶 眼

李慧詩最 無 敵

圈中人離世

最
惋

惜

何詩蓓

最
驚

喜

大賽取消最 無 癮

特選“年度之最”
2019

香
港

體
壇

回
顧

為各健兒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2019
年過去，去年不少香

港運動員都創出驕人成績，以最

佳狀態迎接來年的東京奧運。

《香港文匯報》特別評選“年度

之最”，總結2019
年香港體壇

大事，為各位健兒打氣之餘，同

時也緬懷一下幾位離世的體壇巨

人和新星，也寄望各界來年能夠

撥亂反正，為香港體壇建構更美

好的明天。

香港足球界經歷了最戲劇性

的一年，主角正是首奪港超聯賽

冠軍的和富大埔。這支地區球會

自成立後一直以中型班自居，也

曾經歷過散班，成為“升降

機”。2019年在班主蔡尚圻及教

練李志堅帶領下，力壓富力R&F

及傑志等爭標熱門，一嚐頂級聯

賽冠軍滋味。榮膺4料足球先生

的巴西外援伊高沙托尼也許是奪

冠最大功臣，但也不要忘記一班

追隨“堅Sir”多年的球員，在爭

標過程中的默默付出。識於微時

的“堅家軍”奮鬥多年後終於合

力捧走聯賽冠軍，切切實實地將

戲劇中才出現的情節演繹出來。

和富大埔

最
戲

劇

■陳婉婷成為首位擔任“國字號”主
教練的香港人。 資料圖片

■李志堅率和富大埔奪港超冠軍。資料圖片

■何詩蓓2019
年發揮出色。 美聯社

■■杜敬謙離世令人惋惜

杜敬謙離世令人惋惜。。 體院圖片
體院圖片

■■江旻憓在世錦賽歷史性江旻憓在世錦賽歷史性
奪得一枚銅牌奪得一枚銅牌。。 FIEFIE圖片圖片

■■李慧詩李慧詩20192019年繼續強勢年繼續強勢。。 新華社新華社

■維港泳被迫取
消。賽會聲明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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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钟宁的，他

给我的印象是个很快乐的人。但是当他

谈到他母亲的时候，就变得伤感起来，

原来他父亲早逝，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

和姐姐拉扯大，姐姐嫁到外地去后，一

直就是母子两人相依为命。说这些的时

候，钟宁的眼睛里闪着泪花，我有种说

不出的感动。于是我们便来往了。

后来我去钟宁家，第一次见到婆婆

，婆婆是那种干净利索的老太太，很和

善的样子，只是言语不多。也许因为知

道了他们的故事，所以对婆婆我有一种

说不清的感情，总之很想靠近她，希望

她快乐。于是每次去我便帮婆婆干很多

家务。

钟宁见我们这样，也非常高兴。那

时钟宁都快30岁了，我年龄也不小了，

所以结婚的事很快就提到日程上来。婆

婆也忙里忙外的，很欣慰的样子。我觉

得好幸福。结婚的时候，钟宁忽然告诉

我，说他以前其实还处过几个女朋友，

但都因婆婆不同意而告吹。我说为什么

不同意呢，钟宁也解释不出。那为什么

同意我呢，钟宁说可能是缘分吧。

婚后，我和钟宁依然住在婆婆这里

，虽然钟宁单位上分了房子，但钟宁说

不能让妈一个人住在这里，他不忍心。

对此我也没什么意见。

当我们真正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以后

，我明显感觉到婆婆对儿子实在太上心

了，早晨就会熬钟宁爱喝的小米粥，出

门前会问钟宁这个带了没有那个带了没

有，真是千叮咛万嘱咐。有天下雨，我

去找雨伞时，发现婆婆早把雨伞放到钟

宁车里了。

婆婆还千方百计做钟宁爱吃的菜，

饭桌上，婆婆更是不断地给钟宁夹菜，

好像钟宁是需要人照顾的小孩子一样。

我觉得好笑。还有，钟宁换下来的衣服

，婆婆会抢着去洗，我说妈让我洗吧，

婆婆竟然说我洗得不干净，她不放心，

他一直都是穿我洗的衣服。这让我哭笑

不得。

我对钟宁说起这些事，钟宁就笑，

说一直以来妈妈就是这样照顾我的，她

习惯了，不让她照顾她会感到闲得慌。

如果说事情仅仅如此，我倒也可以接受

。但后来我发现婆婆对我慢慢冷了下来

，有时候竟拿我当外人。

有一天我参加一个朋友聚会，回来

时已是晚上了，一进家门就听见婆婆和

钟宁在说话。可是听见我进门，婆婆的

声音却明显小了，还将门轻轻地关了一

下。我径直去了自己的房间，那一刻我

懊恼极了，心里也很乱，觉得这个家好

陌生，就连钟宁也陌生了。

我忽然想起了钟宁前几个女朋友的

事，都是婆婆不同意，难道她是担心儿

子有了媳妇忘了娘?如果不是，那又该作

何解释呢?也许是我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平

静的生活?更甚者，也许在某种感情上婆

婆已当我成了“敌人”?

但是，我又觉得其实婆婆也希望我

和钟宁好的，只是当看到我们很相爱，

她好像又很失落，我想她也许觉得这样

会失去儿子吧。有一次我和钟宁手拉手

回家，在院子里正巧碰到婆婆，她看都

没看我们就转身回家了。等我们一回去

，她就对钟宁说，这么大人了还手拉手

，叫别人看成了什么样子。钟宁就笑着

嗯了一声，我则满肚子火，心想管得也

太宽了吧。有一次出门时我故意去牵钟

宁的手，钟宁却不动声色地甩开了。

因为这些事，我对婆婆渐渐有些看

法，甚至有了反感。钟宁也感觉到了什

么，面对这一切，钟宁的态度是，你不

要和我妈计较，她那么大岁数的人了，

就算有错，也不好改了，你去适应她不

好吗?

那年春天，钟宁出差回来的时候，

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婆婆一听就哭

了，说要是儿子有个三长两短，那么她

也不活了。后来才知是小腿断了，需要

做手术，打钢钉，还要住院3个月。

做手术的时候，婆婆不住地哭，我

就劝她不要哭，因为哭是没用的。婆婆

很生气，说因为那不是你儿子!我一听很

生气，多少天来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忍不住要和婆婆理论。那时钟宁刚

刚做完手术，他看到我们这个架式，就

说求求你们，不要再闹了。我和婆婆只

好闭嘴。

那时，本来钟宁的单位派了人来护

理他，但是婆婆却硬让人家走了，她说

只有她亲自照顾儿子才放心。我说还是

我来吧，我照顾钟宁也方便些。婆婆一

听就急了，说我是他妈，有什么不方便

的?我站在婆婆的身后，那一刻，我问自

己，这是不是一个畸形的家庭?在这个家

庭里，我到底是什么位置?钟宁是我老公

吗?也许他是婆婆的私有财产吧。

后来钟宁出院，他劝我千万不要和

婆婆正面冲突，否则他会很伤心的。我

只好暂且忍下。

但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那年冬天

的一天，我想起来去卫生间时，忽然发

现婆婆披着睡衣站在我们卧室门口，见

我出来她也吓了一跳，她说担心儿子睡

觉不老实蹬了被子，所以来看看。

天哪，难道以前婆婆也来过，只是

我们没有发现吗?我想这真是太可怕了。

也许婆婆感觉到不对，赶紧去她屋了。

但是我却已经忍无可忍，这不是侵犯别

人的隐私吗?我叫醒钟宁，问他知不知道

这件事，你妈这样实在太过分了，你得

和你妈好好谈谈，得让她明白我们的卧

室对她来说是禁地。

开始时钟宁也有些吃惊，但见我的

脸气得都红了，钟宁觉得未免有点小题

大做，他说小时候我跟着妈妈睡，大了

虽然自己一个屋了，但是妈妈还是半夜

来给我盖被子。我说此一时彼一时，现

在不同了，现在你都是别人的老公了。

钟宁最后就说好吧，我会找个合适的机

会婉转地和妈谈谈。

3天后我问他谈了没有，他说谈了

。后来虽然我没发现婆婆再来，但是从

那以后我就关门睡觉了。钟宁觉得我有

些过分，他说请你站在我妈的角度上想

想，她一直拿我为生活的重心。其实我

也理解，但是我真的无法接受。

我以为这只是极限，我想不会再有

更过火的举动了吧?我万万没想到，更坏

的还在后面。

有一天吃晚饭时，婆婆对钟宁说，

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妈的命根子，

妈不能没有你，妈不能让你有个三长两

短，否则妈去指望谁呀?你们年轻人血气

方刚的，常在一起对身体不好，不如你

周一到周五就在南边那间房里子睡吧，

周末你们可以同房。

我一听，脸哗地一下就红了，我突

然想起某个小说里，竟然和婆婆如出一

辙。当时以为还是戏，没想到这种事居

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婆婆这些话

谁听不明白呢?后来婆婆又说了些什么我

没有听见，草草地扒了几口饭离开了饭

桌，钟宁在后面叫我的名字，说娜娜，

就吃这么点?我没理他，径直去了自己的

卧室。

我一躺到床上，泪水就下来了。那

天晚上钟宁吃完了饭又去洗碗，后来又

陪婆婆看了一会儿电视才过来。见我的

眼红红的，他就坐下来，笑着说怎么了?

妈也是为咱们好，顺水推舟算了，今天

是星期二，我去那边住了。

说着钟宁就要卷铺盖走人。我一看

火冒三丈，我站起来铁青着脸指着门说

，钟宁，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我们

明天就离婚!我想婆婆既然如此欺人太甚

，也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婆婆听见了，

叫钟宁去她那屋，一会儿钟宁回来了，

欢天喜地的，妈说让从下个星期开始。

那天晚上的事算是结束了。

后来钟宁果然听了婆婆的话，周一

到周五去南边那间卧室睡。我暗地里和

他讲理，但钟宁只是一笑而过，他也觉

得婆婆的做法有些可笑，但是他说妈老

了，老小孩老小孩嘛，有些做法就和小

孩一样，你就宽容些好吗，娜娜?我这才

知道，对钟宁来说，婆婆对也是对，错

也是对。

我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每天下班

我都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是的，我不

愿进那个家门，我甚至害怕进那个小区

。

我想也许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但是

钟宁依然故我。他也知道我不高兴，但

他只是假装不知道。有一天我病了，半

夜发起高烧。钟宁发现后，不顾一切地

把我抱到车上送到医院。我很感动，在

医院我拉着他的手说，我求你一件事，

我们搬出去住吧。钟宁无奈地看着我，

他说你知道这根本不可能，现在母亲只

有我了，我不能舍她而去。

我搬出去的想法让婆婆知道了，这

一次她像是感到了危机，婆婆去求儿子

钟宁，说你是不是要和娜娜一起搬出去?

那么妈妈还有谁呀?钟宁给我说这些的时

候，他竟然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说不出

的难受，我知道他是为了婆婆而流的泪

。我感到很绝望，我该怎么办啊?谁能告

诉我?

有人说，中国的许多母亲都有“恋

子情结”，其实这本不算什么，也算正

常。尤其对于寡母来说，含辛茹苦把儿

子养大，在某种意义上讲，儿子就是她

生命的全部，是她生命的支撑，是她全

部的精神寄托。而孩子在母亲浓烈的感

情中，也会产生依赖心理，自然也有些

恋母情结。就像本文主人公对母亲所有

行为的“接受”和“宽容”，都体现了

这一点。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限度，超

过了这个限度，事物就会变质。变质的

“恋子情结”会直接导致婆媳关系的僵

化。在这个关系中，“儿子”钟宁其实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却没有将这

个作用发挥出来，如果他能做到对母亲

多一些“瞒”和开导，对妻子多一些

“哄”和交流，也许一切会变得和谐而

美好。

同时，夫妻双方都应该帮助老人培

养更多的兴趣爱好，让她将自己的注意

力适当地转移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中。

婆婆太爱自己的儿子 居然只让老公周末和我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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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風情邊城 中國·秀山——巴西·瑪瑙斯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12/30/2019 -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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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1 2 3 4 5-Jan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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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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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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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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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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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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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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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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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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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2019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月~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重播)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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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20年1月1日       Wednesday, January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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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客
家會於年前（12 月 29 日,星期日）中午
在King Star 自助餐廳舉行年會，並舉行
兩年一輪的會長，理事選舉。當場由全
體會員投票，選出新任會長馮啓豐及新
任理事江美玉，方海妮，楊國貞，鍾章
照等五人，再加上留任理事李安迪，劉
麗嫦，邱添昌，蔡淑英，程世慶，吳筑
君等人，他們繼續為客家會服務。馮啓
豐會長並與客家會長李元平舉行交接典
禮，由與會貴賓 「台北經文處」李步青
副參事及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主持
監交。

李元平會長報告過去兩年的會務，
鄉親們多年的鄉誼及舉辦賞花、郊遊，

國慶系列活動的 「客家風情展」以及鍾
山英醫師的醫學講座等活動。他說，僑
界有一普遍現象，就是會員們慢慢老化
，台灣新移民很少年輕人進來，希望大
家多鼓勵年輕人，多參加客家會。這次
選舉，改選了五位理事，他本人也與鍾
山英，劉志恆，沈玉梅，饒鳳喬等理事
一起卸任。

與會貴賓也在會中一一致詞。 「台
北經文處」的李步青參事在致詞時特別
提到在過去二千年來，客家鄉親歷經好
幾次的大遷徙，他們的足跡遍及台灣、
福建、廣東、廣西、江西、四川，以及
美國東岸的紐約，西岸的洛杉磯，及南
部的休士頓，客家人保鄉衛國，抵禦外

侮，台灣好幾座 「義民廟」都是紀念客
家人的。而他本人也算是半個客家人。
希望客家會明年多辦一些旅遊。

客家會新任會長馮啟豐在會上表示
：他是剛卸任的台聯會長，他在2008年
也擔任過客家會長，事隔12年，再度回
鍋，繼續替大家服務。他的個性是 「萬
馬奔騰，往前衝」，希望外交部，僑委
會繼續給客家會支持，鼓勵。

當天並舉行獎品豐富的抽獎節目，
幾乎人人有獎。幸運之神的惠顧，使全
場樂開懷，尤其在新年前夕，更為來年
帶來幸運的喜氣 !

休士頓客家會上周日舉行年會暨會長，理事選舉交接典禮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燃煤發電機組被視為
空汙大戶，也是台中市府提出中火老舊機組除
役的訴求。台中市市長盧秀燕12月8日上午在
出席台中市低碳會議後受訪指出，近兩年台電

在台灣共增設6部發電機組，相當於218億度發
電量，讓全國電力備載容量增加至16％，電力
相當充裕，呼籲中央體恤中部四縣市民眾，以
前為了全國發電任務，健康受到強大衝擊。

「請不要再讓中部民眾用肺發電，這
是我的請求！」盧秀燕市長呼籲，中
央應與地方建立夥伴關係，珍惜中部
民眾過去的犧牲，同意台中市政府減
碳減煤政策，中央除顧慮發電，也需
顧慮民眾的健康。 盧秀燕強調，台中
市府按照中部民眾的希望，盼中火 10
部機組運作減少至5部機組，相當於減
少約121億度電，台電在全國已增設6
部大型機組，約增加218億度發電量，
換算下來，中央供電充足且有餘裕。
台中市環保局已經重罰台中火力發電
廠新台幣2000萬元，台電表示，台電
會從降空污、減水污及中火1至4號機
自主減少發電50%，三路並進，以兼顧
穩定供電及環境保護。台中火力發電
廠放流廢水經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年內3次採樣檢測不合格，被查出廢
水中硝酸鹽氮濃度超標，環保局重罰
台電新台幣2000萬元，並要求台電提
送改善計畫書。
此外，台灣的煤灰已經為台灣中部人
們的健康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威脅和災
難。據調查，去年台灣約進口及使用
6300 萬噸煤炭，其中超過 8 成(84.3％)

用於發電及汽共生。以
煤灰產量約 12 至 15％
計算，一年約產生 600
至 700 萬噸煤灰，其中
台電佔 200 多萬噸。台
灣每年產煤灰體積高達
6 座 101，需要 10 至 12
萬輛的40噸砂石車才載
運得完。據調查，台中
火力發電廠每天從煙囪
中產生的煙灰高達 110
噸，煤灰燼散佈到台中
附近的區域，嚴重傷害
人們的健康和生命。

立委王惠美認為，
台中火力發電廠是中部
地區最大空汙來源，根
據國際環保組織資料，
煤灰一年奪走全球約
2.3 萬人的性命，消耗
的醫療成本達數百億歐元。台灣健康空氣行動
聯盟理事長葉光芃醫師表示，這是該會首次針
對煤灰問題正式發聲。葉光芃表示，台灣去年
約進口及使用 6300 萬噸煤炭，其中超過八成
(84.3%)用於發電及汽電共生，以煤灰產生量約
12-15%計算，一年約產生六、七百萬噸煤灰，
其中台電佔二百多萬噸！全台一年需填埋的煤
灰量約需 10-12 萬輛砂石車運送，而體積約為
5.4~6.8 座 101 大樓！量體非常驚人！煤灰所含

的重金屬砷、汞、鉛、鎘會影響人體的腦、心
、腎、肺、智商等，增加罹患胃癌、貧血和肺
癌的風險。煤灰中的砷、汞、鉛、鉻重金屬，
影響腦、心、肺、手、智商甚至致死，導致胃
癌、貧血及肺癌等疾病，救健康必須減煤！除
了減少煤炭消耗之外，安裝有效的煙囪煤灰除
塵系統是另一種解決方案。因為，如果除塵系
統可以進一步捕獲和減少從煙囪排出的煤灰，
那麼它可以維持所需的電力，並減少煤灰對人
們健康造成的污染影響。

燃煤發電被視為空汙禍源 盧秀燕呼籲減碳減煤政策
安裝有效的煙囪煤灰除塵系統是另一解決污染的方案 圖為客家會長交接圖為客家會長交接。。由李元平會長由李元平會長（（左一左一））交棒新任會長馮啟豐交棒新任會長馮啟豐（（右右

一一））而由而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李步青參事李步青參事（（右二右二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左二左二 ））監交監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客家會新任會長馮啟豐客家會新任會長馮啟豐（（左四左四 ））與新任與新任，，留任理事在會上合影留任理事在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台中市市長盧秀燕呼籲台中市市長盧秀燕呼籲。。 「「請不要再讓中部民眾用肺請不要再讓中部民眾用肺
發電發電，，這是我的請求這是我的請求！！」」

立委劉建國立委劉建國((中中))、、黃秀芳黃秀芳((左三左三))、、王惠美王惠美((左二左二))等人等人，，
與環團共同舉行記者會與環團共同舉行記者會，，呼籲國家正視煤灰帶來的汙呼籲國家正視煤灰帶來的汙
染染。。

巴渝人爱吃火锅，可谓是顿顿不

离辣，三天念火炉。毛肚、黄喉、鸭

肠，腰花、鸡胗、凤脯，飞禽走兽，

江湖水族，海味山珍，皆为锅中宠，

汤中也是无食不鲜，无料不精，无物

不补。这么一吃，眼波似水，面色红

润，无怪乎重庆美女如云。

这一锅让无数美人和食客倾倒的

重庆火锅（又称毛肚火锅），则来自

码头的江湖风气。

当时，长江船工们夜间常歇脚于

泸州小米滩码头，饥饿时的炊具有瓦

罐一个，罐子中装有汤水，投入各种

蔬菜，再加上花椒、辣椒提味，熟了

就开吃，可谓“菜当三分粮，辣椒当

衣裳”。这种穷开心的吃法很快在长

江沿线流传开来，成为了船工和码头

工共享的不传之秘。

重庆当地被称为“棒棒”的一些

苦力见到这种吃法后，就跑到牛羊屠

宰场捡一些处理掉的内脏，再用长江

水洗净切块，投入汤水中，和船工一

块吃，结果人人都觉得非常美味。后

来有人干脆把“大洋铁盆”分成多格

放在泥炉子上，盆内翻滚着麻、辣、

咸、香的汤汁，炉子旁边放一大箩筐

，装着以毛肚为主的牛杂等食物，在

码头边开始叫卖。

行人下船旅途疲累，饥肠辘辘，

免不了过来吸溜一番；船工棒棒们也

每人认领一个格子，随烫随吃，吃饱

为止，用餐经济实惠。

约摸民国二三十年，“码头野锅

”进了饭店。泥炉子还在，只不过分

格大铁盆变成了圆不溜秋的铜制小锅

，蘸料由顾客自行调配。这种饭店越

开越多，后来重庆对岸江北一条街上

几乎全是。

抗战时期，重庆火锅名声越来越

旺，行政要员、金融大佬、商人记者

都常常往火锅店跑，甚至有人把吃火

锅高尚化。有些国民党老兵回台湾后

还念念不忘重庆火锅的美味，在台湾

复刻重庆火锅店。

而正宗重庆火锅的配料制作，以

重味重油著称，传统汤汁配制是选用

郫县辣豆瓣，永川豆豉，甘孜牛油和

汉源花椒为原料。先把牛油用旺火熬

化，再把豆瓣剁碎倒进去，熬成酱红

油后迅速把花椒炒香，再掺入牛肉原

汤，加入豆豉、冰糖、老姜、川盐和

小辣椒熬制。

随着不同火锅品种的出现，又出现

了啤酒风味、酸菜风味火锅等类型，调

味料也是层出不穷，可达三十多种。但

最正宗的重庆火锅蘸料，还是干碟与油

碟双碟合璧，占据了半壁江山。

油碟就是以香油为主的蘸料盘，

集调味、解辣、为食物降温等功能于

一身。油碟的懒人极简搭配是香油加

蒜泥，虽然看起来陋简单一，但能使

烫菜的味道得到保留，越吃越香。进

阶版可以再配上香菜和蚝油，蘸后食

用，入口之物更加鲜美。根据个人口

味，在葱姜蒜、辣椒酱，牛肉酱，花

生碎，芝麻等调料中随意搭配，都能

拼成极有特色的油碟。

至于干碟，辣椒粉，盐，味精是

标配，但几乎每家火锅店都会有其独

家配方。腰片、毛肚、鸭肠等易热食

物最适合蘸干碟，能在层次分明的口

感中最大程度体会到食之原味。

说到吃法，更是豪放非常。火锅

馆内，圆桌中央，铁铜锅下炭火滚滚

，锅内汤汁翻涌，食材滚动，食客视

线聚焦，目光灼灼，掐准时机便会伸

出各自的魔爪，举杯挥著……这种气

吞山河之势正是是古老巴渝民族性格

和文化心理的表现，也是其饮食特色

的体现。

重庆火锅向外的辐射能力也很强

，以之为蓝本后来

衍生出了不少南派

火锅。其中以粤系

、云贵系和江浙系

为主，这其中的枝

杈又可以列上三天

三夜！除这几个主

要系别，南派的湘

西狗肉火锅、海南

的椰子鸡火锅、湖北野味锅等也是颇

具特色的种类。那么在地理、历史都

与南方有着天壤之别的北方 , 火锅又

成了什么样子呢？

说到北派火锅，不能不提一个段

子：一个北方人到成都吃火锅，问服

务员：“服务员，有麻酱没？”服务

员答：“有扑克！”

段子折射出来的现象，归根结底

还是南北火锅差异比较大。

后金从东北入关，带到中原的不

仅是长袍马褂小辫子，还有满族的木

炭铜锅。甚而有一种说法称这才是四

川火锅真正的祖先。正宗北派火锅以

东北满族涮羊肉为代表，传到北京又

在当地衍生出老北京涮羊肉，后者可

谓是北京除了烤鸭之外的一绝。

老北京涮羊肉分为宫廷派和民俗派

，宫廷派重视皇家气氛、礼数和气派，

以四季火锅和什锦火锅为代表；民俗派

当然是走亲民路线，由民间自发演绎，

有“一炭、二料、三肉、四鲜、五绝、

六件、七拼、八碗、九杂、十大碟子”

之说，规矩也并不比皇家少哪里去。

时至今日，两者的区别已经没有

那么大了，习俗互相交叉，就为让食

客吃个开心。

老北京涮羊肉的汤底一般是清溜溜

的，只需加入葱姜，待清汤水翻滚之时

，把薄薄的、红白相间的羊肉片插入锅

中溜涮即可。等肉片颜色变白再往酱料

这么一蘸，入口是混合着酱香和肉香的

软绵，肉的纹理也融化在口腔了。肉涮

完之时，也是食欲得到满足和胃袋得到

填充的生命大和谐之时。

在北派火锅里，羊肉是出镜率很

高的食材：羊汤火锅、内蒙肥羊火锅

、羊蝎子火锅……可以说是无羊不欢

。除羊肉外，牛肉也是常吃食材，可

能和游牧民族的习性有关系。

而吃涮肉的时候蘸的料，多数北

方人（尤其是老北京）会选择麻酱，

正像开头段子里说的，麻酱可谓是北

派火锅的灵魂蘸料。

麻酱是把炒熟的芝麻磨碎制成的食

品，特别香，常作为调料食用。以麻酱

为主，加腐乳块、韭菜花，再用盐和白

糖调味，最后再倒点香菜及葱花，这种

蘸料搭配法可谓经典。但对于不习惯的

食客来说，如此一来各种菜的口味就全

被麻酱味遮住了，而且相比干碟和油碟

，麻酱吃了容易腻歪，或许正因如此才

不被多数川系火锅爱好者接受。

但是热爱麻酱的人要的就是这种

效果：因为羊肉出镜率极高，免不了

膻味重，不靠麻酱的重口味降服一下

，怎么吃得爽呢？

北派火锅中除了“羊锅”，同样

有很高人气的还有东北酸菜白肉火锅

、山东肥牛火锅等，每一种都是值得

品鉴的。

火锅是下九流的食物？

你误解了
寒冬将至，热乎乎的火锅无疑是最治愈的美食了。

据《中国火锅大数据报告》，大众点评收录的火锅商户数量

占全国餐饮商户比例达7.3%，高于江浙菜、川菜、粤菜、西餐等

其他热门菜系占比。

当然这当中也并非全是最典型的重庆火锅。从南到北，全国

各地都有自己的火锅典范，而且各自拥有无数拥趸。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借着冬日的寒冷看看各地的火锅暖暖身

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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