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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food banks run short on 
staples as hunger so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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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It’s pitch black in El Paso, Texas, when the 
minivans and pickups start lining up at 4 a.m., snak-
ing for more than a mile down the desert roadway leading 
to the city’s largest food bank.

When rations are finally distributed five hours later, many 
boxes are filled with too many castoff beefsteak tomatoes 
but no pasta. Nor is there any rice, beans or other dry or 
canned goods.
“We really have no dry goods,” said Bonnie Escobar, chief 
development officer of El Pasoans Fighting Hunger.

Food banks nationwide are squeezed between short 
supplies and surging demand from needy families a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put more than 26 million 
Americans out of work. In New York City, the mayor ap-
pointed a food czar as lines of masked people form outside 
overstretched charities.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city’s food 
banks have closed for lack of supplies, donations or volun-
teers, who are harder to recruit because of infection fears,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Mission Society. In San Diego, 
a local food bank waits on a $1 million order it placed 
weeks ago. Chicago and Houston food banks say they are 
nearly out of sta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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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People queue 
to pick up fresh 
food at a Los 
Angeles Re-
gional Food 
Bank giveaway 
of 2,000 boxes 
of groceries, as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
ease (COVID-19) 
continues, in Los 
Angeles, Califor-
nia, U.S., April 9, 
2020. REUTERS/

Before the pandemic, 1 in 7 Americans relied on food banks, 
according to Feeding America, a national network of the char-
ities. Now, demand has doubled or tripled at many organiza-
tions, U.S. food bank operators told Reuters.

And yet farmers are destroying produce, dumping milk and 
culling livestock because the pandemic has upended supply 
chains,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many to get crops to market. 
Grocery stores struggle to stock shelves because suppliers 
can’t adjust to the sudden shift of demand away from shuttered 
restaurants to retailers, which requires different packaging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The U.S. likely has a surplus of food right now,” said Keith 
Dailey, group vice president of corporate affairs at Kroger Co, 
the No. 1 U.S. supermarket operator. “It’s just hard to recover 
and redistribute.”
Before the pandemic, Feeding America member organizations 
received about a third of their food from grocery store pro-
grams that “rescue” fresh food and dry goods that are imper-
fect or close to expiration. Almost a quarter came from govern-
ment programs that provide meat, cheese and other products. 
The rest came through donations from farmers and grocers and 
purchases by the food banks.

Now those supply lines are disrupted. Panic-buying of grocer-
ies stripped store inventories of often-donated surplus items, 
causing grocers to shift to cash donations for food banks. 
Surging demand from needy families, along with higher prices 
on some products, is busting food banks’ cash budgets - one 
Nebraska food bank, for instance, will spend up to $1 
million on food in April compared to about $70,000 in 
a normal month.
“This is not an anomaly” across the region, said Angie 
Grote, a spokeswoman for Omaha’s Food Bank for the Heart-
land, which serves communities in 93 counties in Nebraska 
and Western Iowa.
Many farmers would rather donate food than destroy it, but 
overwhelmed charities do not have the labor or storage to han-
dle such bulk donations. Neither can the government act fast 
enough to fill the gap left by disruptions of other sources and 
the sudden spike in hung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aces mounting pressure from trade 
groups such as the National Pork Producers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Potato Council to buy more surplus foods and redirect 
them to charities or schools that continue to provide meals to 
low-income families after halting classes. That could include, 
for instance, between $750 million and $1.3 billion worth of 
potatoes and derivative products that are trapped in the pipe-
line, the potato council said.



BUSINESS

Another 4.4 million Americans filed for 
unemployment last week, according to 
Labor Department data released Thurs-
day.
Why it matters: While the pace of 
layoffs is easing, more than 26 million 
Americans have filed jobless claims in 
recent weeks as the coronavirus pandem-
ic takes a never-before-seen toll on the 
job market.
Between the lines: The labor market 
wreck is likely worse than the govern-
ment’s figures suggest.
• Unemployment offices across the coun-
try have been overwhelmed by the del-
uge of filings and processing has been 
delayed. Additionally, they’re racing to 
catch up to the adjusted requirements 
for unemployment laid out in the federal 
coronavirus stimulus.
• California, Florida, Texas and Georgia 
saw the biggest surge in new unemploy-
ment claims.
The bottom line: The official unem-
ployment rate for April won’t be released 
until next month, but economists predict 

the figure could rival that seen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Related
High Unemployment Could                                                      
Be With Us For A While
Unemployment is likely to hit levels not 
see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re-
main elevated, economists warn, weak-
ening the U.S. economy and making a 
V-shaped recovery increasingly doubt-
ful.
Why it matters: That will be true even 
if states allow businesses to reopen soon-
er than expected, as surveys show most 
Americans aren’t ready to go back to 
their normal routines.

Illustration: Eniola Odetunde/Axios
The big picture: Many are looking to 

China’s return from its coronavirus out-
break as a model, but the U.S economy 
is “a different ball of wax,” S&P Global 
chief U.S. economist Beth Ann Bovino 
tells Axios.
• The U.S. is a democracy and far more 
reliant on the services sector, which pro-
vides 80% of American jobs.
• “China was locked down for a month 
and it was specific to one region, where-
as [in] the U.S., we’re approaching two 
months and 90% of the population is un-
der lockdown,” she adds.
• “That’s a big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he 
impact on the labor market.”
Driving the news: Analysts expect to-
day’s initial jobless claims report to 
show another 4.5 million Americans 
applied for unemployment benefits last 
week, taking the total number of filings 
to more than 26 million in just the past 
five weeks.
Between the lines: While unprecedent-
ed government spending has helped 
boost sentiment on both Wall Street and 
Main Street, it is unlikely to accomplish 
its goal of keeping most workers tied to 
their employers, Bovino says.
By the numbers: The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ecorded 30.2 million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U.S. as of 2018. 
So, even with the expected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funding of $322 
billion being added to the initial $350 
billion tranche, that would equal only 
around $22,250 per firm.

 • “That might help some mom and pop 
stores that only have one part-time work-
er, but it’s not going to help those compa-
nies that have many more,” Bovino says.
• “I just don’t see the incentive for busi-
nesses to hold onto workers. And that’s 
why we’re seeing all these businesses 
shed jobs.”
So, of the roughly 60 million Americans 

employed by a small businesses, only 
one-third work at companies with 20 
employees or less, SBA data show.
• And PPP loans are only forgiven if 75% 
of funds are used to cover employee sal-
aries.
• That leaves little for rent, utilities, sup-
plies and other costs incurred by busi-
ness owners, who are seeing significant-
ly decreased or zero revenue.
Where it stands: Ratings agency Fitch 
said Wednesday it expects global GDP to 
decline by 3.9% this year, “twice as large 
as the decline” it predicted just weeks 
ago and “twice as severe as the 2009 re-
cession.”
• Bovino and S&P Global senior U.S. 
economist Satyam Panday expect U.S. 
GDP will shrink by 5.2% this year — 
about four times their March forecast of 
a 1.3% contraction — and unemploy-
ment will hit 19%.
• “The current recession has likely re-
duced economic activity by 11.8% peak 
to trough, which is roughly three times 
the decline seen during the Great Reces-
sion in one-third of the time,” they wrote 
in a recent note to clients.

Global Unemployment

 Global unemployment has been roughly 
stable for the last nine years but slow-
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means that, 
as the global labor force increases, not 
enough new jobs are being generated to 
absorb new entrants to the labor market.
UN Report: The number of people 
unemployed around the world stands 
at some 188 million. In addition, 165 
million people do not have enough 
paid work, and 120 million have either 
given up actively searching for work 
or otherwise lack access to the labour 

market. In total, more than 470 mil-
lion people worldwide are affected
Global unemployment is projected to in-
crease by around 2.5 million in 2020 and 
almost half a billion people are working 
fewer paid hours than they would like 
or lack adequate access to paid work, 
according to UN’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report.
The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20 (WESO) report, 
released last Monday, states that global 
unemployment has been roughly stable 
for the last nine years but slowing glob-
al economic growth means that, as the 
global labor force increases, not enough 
new jobs are being generated to absorb 
new entrants to the labor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forecasts that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about 2.5 million this year. The 
ILO is a UN agency whose mandate. The 
number of people unemployed around 
the world now stands at about 188 mil-
lion.
“For millions of ordinary people, it’s in-
creasingly difficult to build better lives 
through work,” ILO Director-General 
Guy Ryder said. (Courtesy https://eco-
nomictimes.indi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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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4.4 Million Filed
For Unemployment Last Week 

Amid Coronavirus Crisis

Data: U.S.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via FRED; Chart: An-
drew Witherspoon/Ax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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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Reuters) -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n 
Friday cautioned against the use of malaria drug hy-
droxychloroquine, touted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COVID-19 patients outside of hospitals and clinical trials, 
citing risks of serious heart rhythm problems.

FILE PHOTO: Researchers at the Microbiology Research 
Facility work with coronavirus samples as a trial begins to 
see whether malaria treatment hydroxychloroquine can 
prevent or reduce the severity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 Minne-
apolis, Minnesota, U.S. March 19, 2020. REUTERS/Craig 
Lassig
The decades-old drug has been called a “game changer” 
by Trump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anecdotal reports that it may provide some benefit have 
spurred sales of the drug.

There is no evidence yet of the drugs’ effect on the virus. 
COVID-19, the disease caused by the new coronavirus, 
has no approved treatment or vaccine.

Within hours of Trump’s initial endorsement on March 
19, 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 experts reported short-
ages as doctors began prescribing hydroxychloroquin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Patients have also pressured 
doctors to use the therapies widely touted by Trump and 
other supporters.

The FDA said on Friday it was aware of increased use of 
hydroxychloroquine and chloroquine through outpatient 
prescriptions and the drugs could cause abnormal heart 
rhythms and dangerously rapid heart rate. (bit.ly/3cH-
vepp)

The agency’s announcement comes a day after the Europe-
an Union’s drug regulator warned of the side effects of the 
drugs, urg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to closely monitor 
patients on the medicines.

U.S. FDA warns against malaria drugs 
Trump championed for COVID-19

Hydroxychloroquine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potentially higher risk of death for 
patients at U.S. veterans hospital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submitted for expert review 
earlier this week.

Rick Bright, the ousted director of a U.S. 
agency charged with developing drugs to 
fight the pandemic, said on Wednesday he 
was dismissed because he called for careful 
vetting of the therapies.

The FDA has allowed healthcare providers 
to use the drugs for COVID-19 through 
its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but has 
not approved them to treat the disease.

The heart rhythm risks may increase when 
the medicines are combined with other 
drugs, such as antibiotic azithromycin, as 
well as in patients with existing heart and 
kidney disease, the agency said on Friday.

FILE PHOTO: Research-
ers at the Microbiology 
Research Facility work 
with coronavirus samples 
as a trial begins to see 
whether malaria treatment 
hydroxychloroquine can 
prevent or reduce the 
severity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Demonstrators protest the extension of the emergency Safer at Home order 
by State Governor Tony Evers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side the State Capitol building in Madison, Wisconsin

Demonstrators protest the extension of the emergency Safer at Home order by State Gover-
nor Tony Evers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side the State 
Capitol building in Madison, Wisconsin

An elderly man wearing a face mask is arrested by the police during a demonstration against the 
anti-coronavirus measures taken by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as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ntinues in Vienna, Austria, April 24, 2020. REUTERS/Leonhard Foeger 
TPX IMAGES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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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staff member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and gloves at the Peppo al Cosimato Pizzeria makes 
pizzas for delivery,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Rome, Italy, April 
24, 2020. REUTERS/Alberto Lingria

REUTERS/Jennifer Lorenzini TPX IMAGES OF THE DAY

A girl does school work with her mother at her home at the Orfei circus,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Santa Teresa di Riva, Italy, April 24, 2020. REUTERS/
Antonio Parrinello

Demonstrators protest the extension of the emergency Safer at Home order by State 
Governor Tony Evers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side the State Capitol building in Madison, Wisconsin

Demonstrators protest the extension of the emergency Safer at Home order by State Gover-
nor Tony Evers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side the State 
Capitol building in Madison, Wisconsin

U.S. President Trump signs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and Health Care Enhancement Act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outbreak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副刊

玛雅人为什么一夜间消失在地球上

了？这是很多信奉“玛雅预言”者的疑

惑，也是很多对玛雅人并不了解的人在

听了坊间传闻之后的疑惑。更多的人认

为它们并不是真的消失，而是隐居在地

球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又或是通过

先进的仪器飞往了地球之外的星球生活

。

然而，随着最近人类社会并不是风

平浪静，森林大火、沙漠蝗灾、病毒爆

发、南极“血雪”、北极甲烷大爆发和

古老病毒复活等问题接二连三。于是便

有人开始怀疑，当时的玛雅人或许是因

为突发性的灾难而整体消失，不是真的

隐居起来了、或在另一颗星球上制造地

外文明，并担忧现代人类会不会因为某

次灾难而被击溃，然后像玛雅人一样彻

底从地球上消失。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一个基本事实

，玛雅人并不是真的在一夜之间就从地

球上消失了，它们既没有飞往外星球，

也没有因为自然因素而灭亡。现代社会

也有玛雅人存在，我们可以根据生活地

域和语言类型对他们进行区别（人口总

数量不大，但分布的区域较多，且使用

的语言不同），比如，目前主要居住在

尤卡坦半岛(墨西哥)的尤卡坦玛雅人，

以及生活在韦拉克鲁斯（墨西哥中东部

）的瓦斯特克人。

一开始生活在中美洲和墨西哥局部

区域的玛雅人充满神秘色彩，他们原本

是古代印第安人的一族，更是美洲历史

上留下文字记录的唯一民族。其实，玛

雅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多种多样的

美洲土著人的集体代号，预计他们的人

口数量在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有大约

200万左右。事实上，由于玛雅预言的

存在，再加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起源是

什么地方。

所以，有人甚至认为他们是外星人

的后代，或是某个失落部族的后裔。而

玛雅文明急剧衰落的时间点应该是在公

元900年以后，正是因为衰落的原因也

一直是未解之谜，所以才让他们身上的

神秘色彩变得更加浓郁。也就是说，这

些不知道真正起源，也不知道为何衰落

的玛雅人，给后来的人们遗留了所谓的

玛雅预言和数十种玛雅预言。整体而言

，低地文化（如，犹加敦人）和高地文

化就是玛雅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

客观而言，玛雅人的确在数学和天

文这两个领域取得的了特别高的成就，

比如，当时的他们就已经将太阳、月球

和金星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掌握，并一次

定制了365日安的圣年历和260天的太阳

历。都说欧洲人的数学成就高，要知道

玛雅人对“0”的使用竟然要比欧洲人

还早800多年，在计数方面使用的二十

进位制，更是一直沿用到了数百万年之

后。

要知道那时的玛雅人可是衣不蔽体

，我们现代人类也几乎只有在测算宇宙

某单位距离、又或是星际航行相关的问

题中才用得上。简单来说，玛雅人当时

所拥有的数学和天文能力，已经远超出

他们的生活所需。只不过很可惜，玛雅

人的预言虽然很丰富，但它们流传下来

的书本却只有四本，因为，玛雅人所写

的其他书籍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异端

而被彻底销毁。

现在的人类，有可能一夜之间就从地
球上消失吗？

现在的全球变暖已经不再是存在于

我们脑海当中的一个名词，而是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了全球变暖给我们带来的影

响。

全球变暖是指在某一段时间之内，

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导致

温度上升的气候变化的结果，现在由于

全球变暖的到来，大多数的山脉冰川出

现了退却的现象，在未来或许我们将会

迎来高山无雪或者是无冬之年。

二氧化碳逐步的增高，对海洋造成

最大的影响就是海水的PH值正在降低，

对海底的一些浮游生物生活将会产生巨

大的影响，浮游生物的数量减少，以浮

游生物为食的海洋生物数量也会骤减。

南北极圈附近的地表均温开始逐步的上

升，永久冻土层正在消融，释放出了更

多的甲烷气体和史前病毒。同时还会伴

随着一系列的极端天气，比如台风或飓

风，这是由于全球海水均温升高，增加

了海水蒸发的能力所导致的。全球变暖

已经成为了势在必行需要解决的一大环

境问题。

此前曾有科学家预测在2020年我们

将会迎来人类历史上最温暖的一年，但

是随着冠状病毒的到来，让多个国家的

经济体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超过了25

亿人被迫禁足。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巨变

，今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许是自从第

2次世界大战开始下降最多的一年。负

责全球碳计划的主席表示，2020年的碳

排放量同比下降了5%，这是自从2008年

金融危机之后的首次下降。

超过25亿人被迫禁足之后，整个城

市归于安静，曾经远离人类城市的动物

开始再次回归。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

由于游客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城市的污

染水平开始下降，威尼斯运河开始清澈

起来，甚至在运河中发现了海豚的身影

，各种鱼类天鹅在河中嬉戏，在威尼斯

成为人类旅游胜地之前，这些海鸟和天

鹅曾经是这里的常客。

在日本奈良游客数量逐步减少，

奈良市区的街道上，曾经已经被投喂

的鹿开始在街道上觅食，它们进入了

人类的生活区。在泰国猴子正式进入

了市政厅的大楼，为了寻找食物攻占

了这里。

在人类饱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时

候，大自然却再次悄悄等焕发出新的生

机。全球的碳排放量也在逐步的下降，

但是这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是工厂关闭，

人类无法正常活动才换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是这次病毒

的到来阻止了全球变暖的再次加剧。

超过25亿人“禁足”后
地球开始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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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those in other 
front-line, highly vulnerable sectors 
will likely benefit the most as new tests 
come on the market to determine wheth-
er a person has had the coronavirus.
The big picture: Serological testing, 
along with diagnostic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is one of the basic tools 
public health experts say are key to 
managing the pandemic.
Serological tests identify the antibodies 
a patient’s body produces when it fights 
this strain of the coronavirus. They test 
for past infections, not current ones.
• Some people likely contracted the 
coronavirus but didn’t feel sick, or 
weren’t able to get a diagnostic test. 
Serology tests will confirm whether 
they had it. And on a larger scale that 
will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ere the virus spread, the real number 
of cases and the actual death rate from 
the virus.
“People just think this is the solu-
tion, that this is finally the thing, that 

everybody is going to have immunity 
passports … and I am very skeptical 
of this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said 
Ashish Jha, professor of global health at 
the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It’s going to have limited utility outside 
of hotspot cities and outside of profes-
sions where you’re going to see higher 
exposure,” former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Scott 
Gottlieb stated.

Serological testing.
Between the lines: Enthusiasm for se-
rology tests as a way to help get people 

back to work is rooted in the belief 
that if you have antibodies for 
the virus in your system, you’re 
immune from catching it again.
• But we don’t actually know 
whether that’s true, or how strong 
that immunity might be.
• And though the basic science is 
well-established, some officials, 
including Anthony Fauci, have 
cautioned the new tests haven’t yet 
been proven to work well.
Serology testing will be most 
useful in hotspots like New York 
City, Detroit, New Orleans, and 
Miami — areas where a larger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infected.
• And if the antibodies these tests 
detect do end up conferring im-
munity, the tests will be primarily 
helpful for workers who are at a 
particularly high risk of spreading 
the virus — including health care 
workers, first responders, grocery 
store workers and people who 
work with the elderly.
• But “outside of the hotspots, 
I think that the overall rate of 
positivity is going to be sufficient-
ly low that it’s not going to be 
a useful tool to return to work,” 
Gottlieb said.
The bottom line: The value here 
is in understanding the virus’ true 
spread and helping the highest-risk 
workplaces operate more safely 
— not as any kind of universal, 
nationwide get-back-to-normal 
permit.
The Other Coronavirus Test We 
Need
Researchers are racing to develop 
tests that detect whether someone 
may have developed immunity to 
the coronavirus, which could help 
society return to normal faster.
Why it matters: These tests could 
help people know if they are able 
to go back to work, as well as aid 
researchers in tracking the scale 
and death rate of the disease — 
key data for current and future 

pandemic policies.

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Researchers are racing to develop tests that 
detect whether someone may have developed 
immunity to the coronavirus, which could 
help society return to normal faster.
Why it matters: These tests could help peo-
ple know if they are able to go back to work, 
as well as aid researchers in tracking the scale 
and death rate of the disease — key data for 
current and future pandemic policies.
Background: SARS-CoV-2,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is new to the human body, 
meaning it has no immunity to it yet. And, 
since there isn’t a vaccine — and there won’t 
be for a while — it’s difficult to ensure some-
one will be protected from the virus unless 
they know they’ve had the infection.
• But people without symptoms can have 
COVID-19 and not know it,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to pinpoint who’s had been infected.
How it works:  When the body is exposed to 
a virus, the immune system begins to produce 
antibodies to fight the virus and future infec-
tions from it.
• Those antibodies stick around after the virus 
is cleared from the body, making them an 
indicator of past infection.
• Serological tests check the blood for these 
antibodies — providing confirmation of infec-
tion and possible protection.
• That’s different from the diagnostic tests 
receiving most of the public’s attention; 
those confirm whether someone has an active 
infection.

These tests could be especially useful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health care workers have 

some immunity and are at lower risk if 
they go back to work, says Nick Evan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UMass Lowell.
• They can also be used to sample 
the population in order to form better 
estimates of the scale of infection and 
the death rate of the virus, says Jesse 
Bloom, a virologist at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Where it stands: Researchers at 
universities, companies and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re working to develop tests to detect 
antibodies to SARS-CoV-2.
• Academic labs can develop the tests 
relatively quickly but to carry them out 
on a clinical scal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samples is “in some ways as much 
a matter of logistics as science,” says 
Bloom, who’s also an investigator with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 British officials said Wednesday they 
were ordering at least 3.5 million “fin-
ger-prick” serological tests that could 
be purchased via online entities like 
Amazon and taken at home, per Nature.
The catch: The utility of the test hinges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people who’ve 
had COVID-19 are immune to new 
infections — an open question as “the 
evidence is not ironclad,” Bloom tells 
Axios.
• But preliminary research suggests that, 
unlike influenza viruses, SARS-CoV-2 
isn’t mutating fast and infection with the 
virus could confer immunity for months 
to years.
• And in a small study that has not been 
peer-reviewed, researchers were unable 
to reinfect macaque monkeys that had 
been previously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What to watch: Widespread testing 
could raise privacy concerns. “Peo-
ple still have privacy rights, even in a 
pandemic, and I don’t see a reason for 
public disclosure.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my hunch is people’s worst 
natures will show up and they’ll start 
demanding disclosure, much like with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e.g. HIV),” 
Evans said.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How Coronavirus Antibody
Tests Will Help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Photo: Angela Weiss/AFP via Getty Images, Bruce Bennett/Getty Images, and 
Europa Press News/Europa Pres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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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复活节，代表着重生与

希望。但眼下的美国，新冠疫情日益严

峻，病亡率不断攀升。

快速蔓延的疫情不仅改变了美国民

众和医护人员的生活，也改变了很多人

的想法和观念。他们更加理解和接受中

国的抗疫经验，更多美国人开始思考，

疫情之下中美应如何开展合作。

从“寄件人”到“收件人”

肯· 马津斯基是美国人，他的妻子

聂辉是美籍华人。年初，中国疫情暴发

，聂辉所在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华人学者

中美交流协会组织当地华人和美国友人

为中国捐款捐物。马津斯基和聂辉积极

奔走，寻找质量可靠且价格合适的货源

。在他们的帮助下，该协会最终购买了

12万只口罩寄回中国。

现如今，美国疫情日益严重，不少

美国人发出“求救信号”。美国杜克大

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黄教悌教授听说美

国医护人员缺少口罩，赶忙通过微信发

布求助信息。短短两个星期，装载有近

10万只口罩的大小包裹就从中国各地寄

到美国。他的美国同事在收到口罩后惊

呼“太好了！”。

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中美师生之间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朱丽叶是一家中

国在线英语教学平台的美国教师。当她

听说中国学生缺少口罩后，自掏腰包购

买了1800只分批寄到学生手中。她所在

的教学平台也共收到来自美国教师捐助

的3000多只口罩。

如今，这些美国教师从“寄件人”

变成了“收件人”，开始陆续收到中国

学生和家庭寄来的物资。教师珍妮弗在

收到口罩后感动得流泪。她说，“这些

口罩从中国来，是带着爱来到这里的”

。

从“抗拒”口罩到“接受”

抗疫初期，美国民众对于戴口罩十

分抗拒。在他们看来，佩戴口罩是生病

的象征。部分美国人带着异样的眼光看

待佩戴口罩的人，甚至有极端美国民众

对佩戴口罩的人做出不文明举动。

不过，随着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

住疫情，加之无症状病毒携带者人数增

加，美国民众慢慢接受了这一做法，戴

口罩的人日渐增多。

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

究员张斯琦向记者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她说，当她3月中旬去当地一家超市

时，一名工作人员看到她戴着口罩后神

色紧张。当她试图与这名工作人员交流

时，“这人突然跳开了两米远”。这一

举动让张斯琦又好笑又难过，“好像我

一张口就喷出了病毒一样”。

不过，当她近日为当地警察局免费

送去两箱在美华人捐赠的口罩时，美国

人的态度有了不同。一名警察在收到礼

物后十分感动。他说，“谢谢你们所做

的一切！我会鼓励我的同事们戴上口罩

，我们一起战胜病毒”。

从“不重视”到“学经验”

疫情暴发初期，美国政府、医护界

和民间并未高度重视，对于中国分享给

世界的抗疫经验也谈不上完全信任。随

着疫情在美国多点暴发，美国医护人员

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在临床上开始借

鉴中国的研究成果，并期待得到更多来

自中国的帮助与合作。

一位来自华盛顿州抗疫一线的医生

告诉记者，部分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深处

有痰无法自主咳出。美国医护人员通常

的做法是借助吸管将其吸出来，但这种

方式很可能无法排除所有异物。通过交

流，中国的医护人员告诉他们，可以在

病人俯卧的状态下用手将痰拍出。美国

医护人员随即就用到了临床实践。

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病患出院标准

主要有两次病毒测试阴性、三天内呼吸

稳定且不发烧等。据这位医生介绍，该

标准也正是借鉴了中国经验。

“一样的病毒，中国经历过了、有

经验了而且疫情控制得不错，我们十分

愿意学习并相互促进。”这位医生期待

，疫情之下，中美医疗能够优势互补，

加强交流与借鉴。

疫情蔓延带来的美国民众之“变”

多少来美国的人内心都怀揣着装不

下的期待，多少看过美国真实面貌的

华裔，又更爱或者不那么爱它了。

这种了解渗透到了美国生活的方方

面面：房价、物价、教育、生活等等

方面，今天小编为大家推送的这篇文

章就从一名华裔在这里生活的这点点

滴滴说起。

工作和收入

我妻子目前在美国中西部一大学做

教授，生活在一人口四万的小镇，双

方一年的税前收入在8万美金左右（9

个月工资）。有浮动是因为暑期授课

和科研经费并不固定。

在扣除联邦税、州税、Medicare、

Social security、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后，

到手差不多三分之二。去年特朗普减

税法案，可以让我们少交一千美金的

税。

医疗

看到一些网友在讨论美国的医疗和

保险。我不认为存在免费的医疗（要

么是年纪很大或者残疾人，可以拿政

府提供的medicare作为医疗保险）。

大学对于全职员工都会提供福利，

其中就包括了医疗保险。美国的医疗

很贵，保险也不便宜。作为家属，我

们两个人每个月的保险总价是1200美

金，包含了眼睛和牙齿。其中学校出

一千，对象出两百。从这点来说学校

的福利还是很不错的。

去年底去体检，就是抽了个血，然

后和医生聊了一下，医院报价九百多

美金（恩，没看错）。最后自己出了

几十美金，余下的保险都报了

。

朋友生孩子（读博期间）

，总共花费了两万多美金，自

己出了一千多，余下的保险支

付。所以说，虽然保险不便宜

，但关键时刻能省大钱。

住房

目前租房。不买房的原因

是最近移民政策变来变去，所

以暂时不考虑买房了。我和妻

子所在的中西部小镇房价相对

便宜（农村的好处吧）。

目前一室一厅 80 平米的

房租是八百多美金。买房的话

价位会应该在 20-30 万之间

（中等偏上房子）。我在的小

镇房价比周边地区要高一些，

主要是因为学区不错。距离芝

加哥4小时，相比之下便宜太

多。

食

如果在家里自己做饭，一

个月三四百美金足够了。出去

吃的话会贵一些。如果是麦当

劳赛百味等快餐，一顿6-7个

美金（一般会加饮料和薯条，

虽然不健康）。中式款餐pan-

da express 则在 8-10 美金一顿

。

如果去好一点的当地餐馆，加上小

费人均可以消费20-40美金。因为是小

镇，所以好的中餐馆和亚洲超市是不

存在的。如果希望改善下伙食，需要

开车一个半小时去附近大一些的城市

（实际上人口也就十几万）。

日常生活

身边当教授的朋友有不少，其好处

在于时间比较灵活，一般上课时间和

开会时间出现就好。我也发现很多时

候，妻子会在家里写科研文章（除去

上课、办公室时间）。

此外，美国的学校一般都会有很好

的健身房。学校健身房的教工价是200

一年（家属也可以享受），算是很良心

的，因此没课的时候可以去健健身。

总的来说日子过得比较安逸，如果

你也想在美国定居我建议出国读书和

工作是两条比较可行的道路。

真实的美国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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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8日上午，刚刚打开手

机翻看朋友圈的信息。突然间“喀嚓嚓

”一声炸雷在耳边响起，一股浓烈的黑

烟在眼底升腾。眩晕让我不得不赶急蹾

坐于沙发之上，使劲喘着粗气。定神环

顾四周，并无异样，明媚的阳光斜照窗

台，鸟儿在绿树上抚摸着春天。可我分

明受到了重创，好像有一把锋利的匕首

抵近心肺。

是的，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阴霾

下，有两个科学家手持这把利刃捅向非

洲，也扎进世界各国人民心里，他们从

嘴里吐出了震耳欲聋的炸雷。4月1日，

两名法国医生在电视节目中宣称，希望

将非洲作为新冠肺炎疫苗的试验场，加

快疫苗的研制工作。这两个人分别是法

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研究主管卡米尔.洛克

特、巴黎科钦医院重症病房部主任让.保

罗.米拉，他们既是医生又是科学家。

这一言论随即引发了非洲国家强烈

不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第一时间

予以驳斥：“非洲不能也不会成为任何

疫苗的试验场，这种殖民思想的‘宿醉

’必须停止。在21世纪听到这样的言论

是令人感到羞耻而震惊的，尤其是从科

学家那里听到这样的言论，就更让人难

以接受。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词谴责这一

言论。” 谭德塞表示，全球范围内，

任何疫苗的推广都将遵循合法协议。在

疫情肆虐的当下，全世界各国或地区需

要团结合作，共同抗击疫情。这种种族

主义言论与团结背道而驰，对抗击疫情

无济于事。

一时间，我的思绪天马行空、翻江

倒海，从人类起源到今日的地球霸主，

从饮毛茹血到现代的文明社会，几分钟

捋个来回。最终，极不情愿得出了“人

类文明正在一场瘟疫中按下倒进键”的

结论，尽管它是那样扎心锥肺，仍然无

法视而不见，因为活生生的例证就在跟

前。

这两个法国科学家医生要让非洲人

做类似“小白鼠”实验，不仅是严重的

种族主义思潮泛滥，更是龌龊心灵的表

白，疫情面前不是勇敢前行、义无反顾

，却在想着要用别人的死，换取自己的

生，是怎样的自私自利、狼心狗肺！此

话出自追求和实现人类幸福安康的医学

科学家之口，怎不让人欲哭无泪、毛骨

悚然。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从发生到今天

，虽然世界各国善良的人们同舟共济、

挽手抗疫，谱写着一曲“共克时艰”的

壮歌。但一些国家、一些知名人物的言

行举止，轮番暴露出极其丑陋的一面。

如中国疫情最为严重时，美国等西方个

别国家冷嘲热讽、隔岸观火、装模作样

，及至落井下石；欧洲爆发疫情后，英

国学界和首相竟然抛出“集体免疫”理

论，面对病毒肆虐全面投降，让人们以

自生自灭对抗凶恶的病毒，冷血至此无

以复加；还有美国等国家倡议老年人要

为国家做出牺牲，害怕老龄患者占用医

疗资源，以为他们行将就木、救活也是

包袱，放弃对老龄确诊者的救治，让老

人去死，哪有一丝的温暖可言；更有一

些国家政客为了自己的业绩、选票和资

本利益，不接受大量人员停工治病、防

控疫情，不愿意暂停发展经济而去保护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展露出资

本的嗜血本性。更令人不齿的是，美国

利用自己拳头硬块头大，一次次截胡他

国千辛万苦弄来的防疫物资，引发了盟

友之间截扣防护产品的连环套；美国还

妄自尊大、应对失策，浪费了中国以血

泪代价换来的缓冲时间，导致国内疫情

大爆发。此时，不去凝心聚力救治病人

、防控疫情，却拼命抹黑中国推卸责任

，意欲用强权捏造一个替罪羊。

由是，我不得不惊叹，应该步步高

升的人类文明，已经相当脆弱，在一场

瘟疫面前，哗啦啦就碎了一地。让我们

先静下来，通过一个凄惨又悲壮的故事

，看看先辈们在遭遇瘟疫时的表现吧。

1665到1666年间，英国伦敦突然爆

发流行性黑死病，最严重的时候，每周

死亡的人都在7000人以上。但奇怪的是

，这场导致欧洲2500万人死亡的大灾难

，虽然从伦敦开始扩散，但英国北部却

安然无恙。而这一切与英国中部德比郡

山谷中的亚姆村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

是亚姆村村民把瘟疫挡在英国中北部的

“大门”外。

这个名叫亚姆的小村，人口约350

人，小小的地方却是英国商人南来北往

的必经之路，村民们也得益于独到的通

商地理位置，过着优渥的生活。

疫情期间，一位伦敦商人到该村交

易布料时，把瘟疫带到了亚姆村。与布

料商人接触最多的裁缝一家四口，两天

后发烧昏迷、皮肤溃烂，全部死亡，接

着他的客人也发病死亡，随后全村很多

人感染。人们这才发现，来自伦敦的布

料中混入了带着病菌的跳蚤。此时，从

几百公里外的

伦敦传来流行

黑死病的消息

，为了躲避瘟

疫，村民们决

定往北撤离。

然而，牧师威

廉.莫泊桑提出

反对，他把村

民们召集在教

堂里商议：如

果往北撤离，

肯定会把瘟疫

带到北方；如

果留在村里，

或许可以阻止

瘟疫波及剩下

的大半个英国

。同时，大家

如果走的话未

必能活，谁也

不知道自己有

没有感染瘟疫；不走的话可能会死，哪

怕健康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因此他号

召村民不要迁徙流动，试着把善良留下

。

经过讨论，村民们做出了痛苦的选

择：留下来，阻止瘟疫通过亚姆村蔓延

至英国北方。宁死不走的亚姆村民们，

用石头垒成高墙，发誓永不穿过这条边

界。并把通往北方的道路严密封锁，身

强力壮的男子在路边值守，不让外人进

入，里面的人也不能出去。村民将自己

关在有水井的笼子或围墙里，将确认感

染的人再移送到酒窖和地下室中，而进

去的所有人都没能活着出来。因为死去

的人要集中深埋、不留坟头，因此要求

村里的每个人，都事先找到石匠刻好墓

碑，写上告诫活着的人的话。比如矿工

莱德写给女儿的：“亲爱的孩子，你见

证了父母与村民们的伟大”。一位医生

写给妻子的：“原谅我不能给你更多的

爱，因为他们需要我”。后来牧师威廉.

莫泊桑也染病死了，他写到：“希望你

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再后来，石匠感

染瘟疫死了，村民们就自己给自己刻墓

碑。

附近地区的瘟疫渐渐得到了控制，

亚姆村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当时

的报纸以“贤者之乡”为版头报道：

“全村只剩下70个人活着，其中33个是

16岁以下的孩子，其余的人，都成了这

些孩子的母亲和监护人”。而这一切的

痛苦，他们经历并心甘情愿，自我选择

。

十年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才听到

一名亚姆村村民谈起当年父母的事迹，

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实在不敢相信这

些普通的村民，居然舍弃自己的生命也

要保全英国北部及附近村庄。随即要求

全国周知，并特赦亚姆村后代世袭免税

。至此，亚姆村的事迹才广为人知。在

后续无数诗人画家的艺术作品中，亚姆

村民就是“贤者善人”的代表。而这些

村民的后人，也一直在践行祖先的劝诫

：善良，在这里代代传递，延续下去。

如今每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亚姆村

都会举办纪念仪式，向当年勇敢而高尚

的先辈致敬。

今天的亚姆村中央空地纪念碑上，

依然写着这样一段话：“走的话未必能

活，谁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瘟疫；

不走的话就会死，哪怕没感染的人也很

容易被感染。但我们愿意试试，因为善

良需要传递下去，后人们要记住善良。

”这凄美的碑文感天动地！谁能说亚姆

村人的选择不是勇士壮举？谁能说亚姆

村人的选择不是高尚文明？这段历史被

写入1950版的英国教科书中。不仅是对

善良的肯定，也是对人性的一种诠释，

一种赞美。

亚姆村人不仅是英国的“贤者善人

”，也是全人类的“贤者善人”。几百

年前他们表现出来的壮举和做出的选择

，照亮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用单纯

、善良、无畏、真爱滋润着地球的每一

个角落，以担当、互助、团结闪烁出人

性的璀璨光辉！

对照几百年前前辈们舍生取义的英

勇壮举，再看看时下消极防疫的国家和

政客，他们拥有当年亚姆村民不曾有过

的博士、硕士高学历，博览群书更是亚

姆村民的N多量，而他们不厌其烦、口

是心非标榜的文明、高尚、博爱，显得

多么的苍白无力，甚或相当的虚伪和猥

琐。人类社会前进了几百年，物质文化

的发展和积累强过前人无数倍，而浸淫

在高人一等、唯我独尊污水池里的人，

精神世界不仅没有同步登高，相反却不

要脸面的向下滑落，正在退步为丛林法

则下的衣冠禽兽。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

，就让那些假惺惺高唱正义、勇敢、善

良的当代人，以及所谓的“世界灯塔”

，手脚并用摁下人类文明的倒进键，是

何等的讽刺与悲哀！在类似亚姆村先辈

们的身后，这种冠冕堂皇欺世盗名的伪

文明，下跪都找不到自己膝盖骨！号称

地球“带头大哥”的美英帝国及其追随

者，满嘴仁义道德、满世界强取豪夺，

瘟疫之下漠视生命、种族歧视、破坏团

结、飞刀伤人，你们到底要把人类文明

引向何方？

按下“倒进键”的人类文明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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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專欄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發生槍擊事件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發生槍擊事件 槍手穿類似警察制服槍手穿類似警察制服

加拿大警方發布消息稱加拿大警方發布消息稱，，新斯科舍省發生槍擊事件新斯科舍省發生槍擊事件，，加拿大皇家騎加拿大皇家騎
警發言人丹尼爾警發言人丹尼爾··布裏恩證實布裏恩證實，，槍擊事件中至少槍擊事件中至少1313人被殺人被殺。。他說他說，，不能不能
排除死亡人數還會上升的可能性排除死亡人數還會上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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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德國多特蒙德菲尼克斯西部鋼鐵廠廢墟前德國多特蒙德菲尼克斯西部鋼鐵廠廢墟前
開設了壹家臨時汽車影院開設了壹家臨時汽車影院，，民眾駕車前往觀看民眾駕車前往觀看。。

減少接觸減少接觸
智利用無人機為隔離老人送藥智利用無人機為隔離老人送藥

智利紮帕拉爾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智利紮帕拉爾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壹架無人壹架無人
機飛抵正在進行社交隔離的老人家中機飛抵正在進行社交隔離的老人家中，，為其送上藥為其送上藥
物物。。據悉據悉，，新冠疫情在拉美地區繼續擴散新冠疫情在拉美地區繼續擴散，，截至截至1717
日日，，該地區累計確診病例達該地區累計確診病例達8997989979例例。。拉美各國繼拉美各國繼
續維持緊急狀態續維持緊急狀態，，多地延長隔離政策期限多地延長隔離政策期限。。圖為隔圖為隔
離中的老人在門口等待醫療物品離中的老人在門口等待醫療物品。。

肺科難症 閉塞性細支氣管炎伴機化性肺炎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Organizing Pneumonia 簡稱 BOOP)

專欄專欄 成彥邦成彥邦
杏林夜談杏林夜談 ((1212))

（本報訊）（一）前言
一般外國佬要來看中醫師或針灸醫師都有

他們特別的緣由，他們認為生病了理所當然應
該由醫療保險公司負責打理，但不是每個人都
有醫療保險，大概總有40％的人沒有任何保險
，有保險的人絕不會輕易找中醫師治病，因為
針灸和中醫不在保險之列，要他們自掏腰包，
門都沒有。那麼沒有買保險的人是不是會找中
醫師或針灸醫師治病呢？也不見得，這些人連
醫療保險都不願投保，怎麼會去找中醫師治病
呢？一旦生病寧可去Emergency處理，欠一屁股
債，慢慢償還。那麼什麼樣的人才找中醫師治
病呢？這些人，都是看遍了所有保險公司會償
付的醫生，也沒看好，沒法度了，又去看各科
專家，也束手無策，再住院治療檢查一陣子 ，
還是一籌莫展，服了各式各樣的藥，都是些治
標不治本的止痛、消炎、類固醇一類仙丹。也
就是說 「治病三要(藥)素」乃抗生素、 激素、
維生素，三大類藥物，病人把三素嚐盡了，甚
至一嚐就是一年半載，把身體養弱了，已走投
無路了，連維生的職業或工作都挺不住了，休
假的休假，退休的退休，總之山窮水盡了，還
有勇氣想活下去的人，才會想到何不試試中醫
針灸？一打聽之下某個親朋好友在針灸醫師的
治療下把病治好了，才輾轉尋來。

（二）巴克努與李昂
巴克努來找我醫病就是有這麼一段因緣。

巴先生的好友叫李昂的，李的岳母得了中風半
身不遂，躺在病床上不能吞嚥，不能吃喝，已
出院好幾個禮拜了，完全沒有恢復的指望了。
岳母大人中風前唯一的嗜好，愛喝幾杯咖啡，
喝了一輩子香噴噴的咖啡，教她停止喝，簡直
活不下去，喝咖啡變成她餘生的奢望。這對健
康人輕而易舉的活兒，對她來說能喝杯咖啡簡
直是死而無憾了。李昂輾轉經親友介紹請我去
完成岳母的心願。

我就是這樣開70哩的單程路程為她出診的
，只一回合便將她嗜喝咖啡的願望達成了。再
二、三次來回往返，牛排大餐她也吃得津津有
味了。她的宏願都達到了。我來來回回的奔波
治療，以及她的經濟負擔被牢牢限制住了，她
抱大希望在 Medicare 付費作其他的復健治療，
所以我沒有機會再替她作提升生活品質的醫療
了。治這一類的病人，我的腦海中時時會冒出
異想天開，要想掙脫牢籠的想法:要是Medicare
或醫療保險，放條生路償付中醫和針灸醫師，
其實也是給走投無路的病患添生路，如此一來
許許多多的病人能爭取時效儘速接受針灸治療
，很快就會活蹦亂跳的行動自如的。傳統的復
健方式雖有心卻力道不足，蝸牛式的進度常常
把我這個內行急得跳腳，眼看著許許多多的病
患，肌骨僵化耗在漫長的復健時空裡。

巴克努便是經過＂咖啡岳母＂的女婿李昂

推薦來的，依李工程師（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的看法巴先生的病如果有任何奇蹟可恢復的
話，就得找成醫師試試罷。

（三）巴克努的症狀
巴克努67歲大塊頭漢子，任高中數學老師

，他一拐一拐痛苦地走進診療室，一屁股跌坐
在椅子上 ，嘆了一大口氣： 「要老命呀！真沒
想到會落魄到這步田地，我風光的時候每年參
加Houston至Austin MS150慈善募款騎單車長征
，都毫無問題。大約2012年練習時不慎從單車
上摔下來，左大腿受傷疼痛，我休息了一週後
，經服了大量阿斯匹靈和Tylenol ，勉強完成第
一天的單車路程，就退出了。 以後左大腿走路
走多了便隱隱作痛，一年多來我的醫師開了類
固醇和阿斯匹靈一類的藥，仍然無濟於事 ，不
得不去看骨科醫師，骨科醫師診斷為髖關節衰
退損傷，必須作髖關節置換手術。我不願馬上
開刀，想以消炎、去腫、止痛等藥物作保守治
療。

「到了 2014 年我已經服 6 種不同藥物。，
包括降膽固醇的、降血壓的、消炎的、両種抗
酸的和食導逆流的藥。不知何故，我開始出現
無名的咳嗽，分不清楚是鼻過敏、鼻炎還是鼻
竇炎造成鼻涕內流，因此經常患感冒，就用抗
生素來抗病，時好時壞， 等於服了七種不同的
藥物了。

「2015年我咳得一塌糊塗，痰也很多，家
庭醫師把我介紹給過敏專家。過敏專家也看不
出頭緒來，送我去肺科專家。肺科專家左看右
看決定處一種含激素的噴劑，我得了支氣管炎
。支氣管炎造成咳嗽不打緊、用了噴劑後似乎
左股關節更痛些，於是醫師又開止痛藥（Hy-
drocodeine）日三片，病情勉強應付過去，可麻
煩的是，我開始得了肺炎 。又不得不重拾抗生
素和第二種噴劑，算下來我服了八種藥，精確
的有時用上九種藥。我找的醫生都屬於休士頓
一個大醫療集團，所有的處方是集團的醫生們
相互會診認可的。但這段日子真不好過，有一
天我的眼睛出現三重視（Triple Vision）還把一
個神經科醫師（Neurologist）也牽扯進來了，結
果被送去耳鼻喉科專家診治，專家於是又處一
方，設法止住鼻涕內流。

「2016年四月中，我67歲了， 感覺到肺炎
把我修理得很慘。我進休士頓聖路克醫院作
（CAT Scan）透視檢查，發現我肺葉底部肺炎
嚴重。我和妻子商量，下決心從教職退休下來
，專心住院治療。一共有5個肺科專家加上一個
過敏專家，他們6人心心相印不信治不好我的病
。他們首先發現我所服的藥中有一種造成過敏
，因此改服另外一種藥。同時診斷出我得了
「閉塞性細支氣管炎伴機化性肺炎」（BOOP

），住院 6 天中並作了一項肺刮除清理手術
（Lung Scraping ），這時我已經服13種藥了，

他們又處了潑尼松（prednisone）每天大劑量40
毫克來對付BOOP。也奇怪40毫克的潑尼松居
然使我舒服多了，咳嗽也少了。如此相安無事
很久，不幸，我的大腿髖關節越來越痛，尤其
咳嗽時身體使力一咳一震間簡直痛得受不了。

「我又回去看骨科醫師談置換髖關節手術的
問題。骨科醫師這次： 「除非把你的潑尼松降
低到每日 5 毫克，還要其他各科醫師同意(sign
clearance form)，我才考慮答應替你作置換手術
。

「我於是努力的降低潑尼松，但降低到 20
毫克我就承受不住了，一些症狀如咳喘、多痰
、支氣管炎和肺（BOOP）的怪現象又陰魂不
散的通通回來了。

「我用盡了主流醫學的治療，光為治這個病
已經八、九個醫生的會診和諮詢 ，歷經了三年
的醫療仍無改善。我只好向好友李昂打中醫的
治療，他的岳母正是那個中風癱瘓要喝咖啡的
女士， 所以李昂極力推薦我來找你試試，我不
得已啊！」。

（四）擬定治療計畫
我鼓勵巴克努且帶安慰地： 「不打緊！其

實來找我的病人都是走投無路、山窮水盡的病
患，你不是第一個，有醫療保險的病人當然會
去看保險給付的醫生，除非腦神經有點怪異的
人才會先不先去看中醫針灸師的。那些沒保險
的病人，把頭殼削尖也要鑽進主流醫療的圈圈
，等儲蓄花光了，病還是依然故我，而且痛苦
更不堪，到那時候才會找中醫師來碰碰運氣。
依我個人的經驗，先前那些把頭殼削尖的病人
，等來到我診所治療後，十之八九都有滿意的
結果。 你的病照我的方式醫療也會有希望痊癒
的，但不知你要我醫到什麼程度？」

巴克努臉露笑容： 「我完全不盼你把我近
年的病一掃而光，我的醫療經費有限，不可能
允許我作長期的治療，我希望經你的治療可以
好到只服5毫克的潑尼松、咳喘不嚴重、高血壓
、止痛藥減少，而身體好到可以通過心臟科醫
師、肺科醫師、過敏醫師、骨科醫師的檢驗認
可，他們的醫規是：我能毫無困難且安全地去
作完置換髖關節手術。那時你的任務就大功告
成了。」

我： 「我還以你打算要我把你治到健步如
飛，和沒傷骨前一樣地過生龍活虎的日子呢，
如果僅通過專科醫師的檢測可以達到開刀置換
手術的目的，那就簡單多了。首先，我要替你
作兩個測試，一個測你的循環系統、呼吸系統
、骨骼系統和腎、肝等器官的功能。第二項以
儀器把脈從中醫經絡的角度來觀察十二經絡的
虛實、寒熱等。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這就要
靠針灸了。如此用針用藥將身體的不適病狀諸
如咳嗽、氣喘、失眠、 高血壓、腰腿疼痛、神
經衰弱等病治癒。等你的病况有起色，可以一

路 將 你 所 服
的 西 藥 減 少
至 微 量 ， 甚
至停服。」

巴 克 努
欣然同意： 「我早走投無路了，你願把我這匹
死馬當活馬醫，我當然同意，只要你的治療方
針有效，悉尊意我願領教你的針灸和中藥。」

（五）檢測結果
2016年10月14日，替巴克努先生作的測試

顯示：
1. 膽固醇和血脂均過高。
2. 肝脂肪超標。
3. 尿酸和尿蛋白均高於標準。
4. 骨密度低，骨鈣流失量大、骨質疏鬆和

骨質增生並存，頸脊鈣化和增生、有骨關
節炎。總共有10項骨系統的毛病。

5. 初期糖尿病。
6. 攝副腺肥大症、男性性功能退化。
（六）治療方案 針藥齊下
除了骨骼的疾病嚴重外，其他都是慢性痼

疾，不合標的指數屬亞健康範圍， 他的酸鹼度
稍帶酸性，正常的量子共振儀（QA）指數為
（3.156 － 3.694）他的指數為3. l 5已很接近正
常值了，所謂正常值就是一般人所知的 PH 值
7.4左右。為求治療效率囑病人服PHB，將酸鹼
度控制在微鹼性範圍，這PHB就是富鹼寶是我
的一大發明。至於高血壓、胃酸逆流、咳嗽、
氣喘採用中藥治療，尤其高血壓症，也用我發
明的中藥方，因為市場上的西藥有許多種會造
成服用者乾咳。還有BOOP症候及關節疼痛都
採針灸治療使病情緩解。

他身高體大以67歲的年紀有10多項骨骼不
合標的情況來說， 已相當於80歲的骨頭了，令
人遺憾不已，我不得不用雙向鈣來解這個難題
，還有支氣管的咳嗽可以將痰咳出來，至於
肺炎的痰在肺葉底部如何咳得出來呢？那麼就
要用我的去痰化濕配方了，要將痰化為無形
，袪除濕之後不再生痰，肺炎自然而愈，這配
方也是我獨特的發明。你找我治病可以說找
對人了。

如此這般治療了5次之後，病人疼痛減輕，
人也稍感舒暢。第七次治療時囑他可以減少一
些西藥處方，第八次病人來診時：他決心已全
部停止所有的西藥，身體雖有一點不適，還撐
得下去。我心中有點懊惱停藥太早、太快，怕
有反彈效應，特關照他一有不適可將西藥斟酌
服一點回去。

第九次來診，一顆藥也沒服，居然一切均
安。我替他作針灸治療外，又添補一些快服完
的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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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小豬被爆與友人在宜蘭別墅跟
約20多名索女開泳池派對，當時

已盛傳他和周揚青分手，直至23日女
方終於發聲承認分手，兼且怒斥小豬私
生活一團糟，令其形象插水，兩人留言
後都有互相hashtag對方！

爆男方長期有不正當男女關係
周揚青撰長文表示：“我和羅志

祥已經分手一段時間了（一直沒說是因
為前段時間突如其來的疫情 不想因此
佔用公共資源）這時間長到我現在已經
可以用完全平靜甚至略帶調侃的語氣來
和大家交代整件事情 。當然也久到我
寫這篇文章絕不是因為剛分手的一時衝
動或是不冷靜下的報復心態。下面這封
信是寫給他的

嘿～ @羅志祥：
我們還在一起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

開玩笑，我問你‘你說如果萬一有一天
我們分手了我會做什麼？’你說：‘你
一定會寫一首超級長的rap來罵我’你
甚至還把歌詞都幫我編好了

但是你猜錯了！我沒有寫歌哦我
還是選擇給你寫一段文字，以前都是幫
你編輯微博文案，這次也算是我寫給你
的最後一篇長篇文字了

分手的起因是怪我看了你的手機，
雖然你不止一次告訴過我，兩個人在一
起最重要的就是相互間的信任，看彼此
手機會打破這種信任，你不喜歡！（我
也算是乖乖聽了你九年的話，這麼久都
不曾看過你的手機）但這一次因為某些
原因，我就是看了～也還好是看了！
如果不看我都不知道原來你還有

另一部專門用來聊（撩）妹的手機，原
來我不在的幾乎每一天 你都會約女生
來家裡關鍵還都是不同的，你去到每一
個城市，都有可以約到酒店的女生，你
和曾經介紹給我見過的你旗下的女藝
人，甚至你的化妝師，都有長期不正當
男女關係，還有你和你兄弟們對於那些
被你們叫出來玩的女生是如此的不尊
重，更過分的是你們還會經常舉行正常
人都無法想像的‘多人運動’……這
些顛覆我三觀的事情全部，都發生在我
最深愛的，愛了九年的你身上…
現在想想自己真的很傻，為什麼

沒有在第一次抓到你劈腿的時候就放下
呢？每一次都被你的承諾和悔過打動，
一次次的原諒你的背叛，但仍抱有期
望，覺得自己是唯一懂你，可以陪伴
你，改變你的人。

你說你真的愛過我嗎，羅志祥？一
定也是真的愛過吧…不然你怎麼會排掉

工作就為了陪我過重要的節日，從來不
公開任何女友卻願意向大眾公開介紹
我，一個這麼威風的獅子，甚至願意讓
朋友覺得你怕我（你說過怕是因為在乎
和愛），你也為我做過很多很多浪漫的
事，對我的每一件事上心有不開心的，
難過的，都第一時間和我說，交往這麼
多年還是會每天都打電話，手機不離
手，為我哭也陪我笑（天啊！我寫你好
的這段話竟然快比寫你壞的還要長）可
是，一個這麼愛我的人，又怎麼會做出
這些呢…關鍵是你都是哪兒來的時間
呢？我每天和你半夜三四點才講晚安，
難道你為了約p都不睡覺的嗎？！如果
我們是因為性格不合或者你愛上別人分
了手，我一定會做一個大家口中優秀的
‘前女友’分手了什麼都不說，灑脫地
講一句，我們還是好朋友～但抱歉這次
的情況太特殊了。因為我知道現在包括
以後，還會有很多很多的女生在同時被
你騙着，她們可能還天真的以為她們是
（除我之外的）唯一，姑娘們千萬別自
信到認為自己是那個可以改變他的人

因為有的人，他渣是天生的，
（ 你 真 的 太 太 太 太 太 X100 渣
了！！！）不過，還是要謝謝你，雖然
這九年的青春最後沒有結果（也幸好沒
有結果），可是和你在一起的大部分時
光，我都是快樂的，如果不是最後這一
擊，你留給我的回憶也還算是美好，感
謝這些年彼此的陪伴！

你如果問我後悔嗎？我不後悔，
因為確實是你，讓我變得更好了，因為
愛你我成長，成熟，也變得更獨立。

你如果問我難過嗎？也不難過，
因為你一點都不值得！”

小豬稱有做得不對的會檢討
面對前女友的數落，小豬在社交

平台回應：“首先很抱歉我的私事佔用
了公共資源，謝謝大家的關心，或許很
多人都在等我會如何回應，但我只想說
兩個人在一起經歷的開心事也好，風風
雨雨也罷，九年來，分分合合很多次，
我做得不對的我也會檢討，很多事不是
隻言片語就可以去說清楚也不再去解
釋，感謝我們相識相戀的這段人生，我
也不後悔@周揚青”

“賭王千金”何超蓮看到周揚青的
分手言論後，感同身受留言寫下：“你
經歷的我也經歷過，我知道那有多痛，
很佩服你的勇敢，加油我的胖胖。”周
揚青回應：“但你現在收穫了幸福呀，
我以後一定也會的哈哈。”不少網友即
聯想到是否超蓮的“前男友”吳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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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內地

網紅周揚青和台灣歌手羅志祥（小豬）

相戀 9年，屢傳“分訊”消息，23日女

方在網上發千字文證實與小豬分手，更

驚爆拍拖期間男方出軌背叛，私生活混

亂，與其他人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以及

“多人運動”，還直斥小豬是“渣

男”，而這段情為她帶來無悔及不難過

的結局，被罵得體無全膚的小豬亦有作

出簡短回應，他說做得不對會檢討，但

就未有回應“出軌”指控。而賭王何鴻

燊千金何超蓮看到周揚青留言後，情緒

被觸動，自爆曾經都遭遇過同樣經歷，

暗示感情路上遇過“花心男”。

前夫疑與姚子羚復合 蔡苑珊從容送祝福

苟芸慧疫情下開工
揭老公變緊張大師

■■何超蓮對何超蓮對
周 揚 青 表周 揚 青 表
示示：“：“你經你經
歷的我也經歷的我也經
歷過歷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羅志祥與周揚青近羅志祥與周揚青近
年不時年不時““放閃放閃””互互
動動，，但此情不再但此情不再。。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去年去年99月月，，
羅志祥還貼羅志祥還貼
圖發文賀女圖發文賀女
友生日友生日。。

■■現場的工作人員均戴上口罩

現場的工作人員均戴上口罩。。

■苟芸慧狀態
大勇，散發出女神
的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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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幸福
人妻”苟芸慧日前為代言的地產按揭公
司拍攝新一輯廣告，疫情下開工依然狀
態大勇，即使拍足12小時仍未見疲態。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不少藝人近乎
零工作，苟芸慧自言也受影響：“的確
好多工作延期，有些延至年底，但都要
看到時情況，如果疫情仍然嚴重，可能
年底都未必做到，不過大家都同樣在經
歷，對我來說等待可能是更美好，不需
要太心急，或者都是一個好的經歷，可
以讓我留在家多些休息，想想之後的路
怎去行，也可讓我多看電影，欣賞一下
前輩演技，再次準備好自己。”

苟芸慧認為疫情對她最大的影響，
是未能飛返加拿大見家人：“本身好想
返加拿大見爹哋、媽咪和細佬，但可惜
現在飛不到；我亦好想去旅行，唯有看
旅遊節目當去了，有時播緊旅遊節目，
我會叫老公幫我在電視機前影相當去
了！”在疫情下難得有工開拍廣告，苟

芸慧出門拍攝也有做足防疫措施：“我
老公（陸漢洋）超級緊張，反而我就隨
遇而安，我覺得大家戴口罩、量體溫、
用消毒搓手液洗手，已經好安全，但我
老公就緊張到會買些垃圾袋鋪着枱櫈，
搞到很不方便，我明白他的出發點是為
我好，但有時似乎過分緊張吧！”雖然
之前經常留守在家跟老公打機打發時
間，但苟姑娘仍fit爆沒增磅，主要是她
運動量十足，並研究生酮飲食，不過留
在家都有整蛋糕，只是老公不吃甜，她
統統拿到樓下請清潔姐姐吃。

考慮開班教整甜品
今次拍地產按揭廣告，苟姑娘自言

對投資沒有太多心得，她偏向喜歡“買
磚頭”保值，有否打算做生意開甜品
店？苟姑娘表示有打算開班授徒，將自
己懂的教人去整甜品予身邊人吃，是一
件好開心的事，所以都有跟朋友商量，
待疫情過後，想租地方輪流教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蔡苑珊（Sarika）23日為
黃榕主持的網台節目作客，二人同樣考獲健身教練牌，希望拍
片教大家在抗疫期間亦能在家中做簡單運動，增強抵抗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行各業都受影響，Sarika之前經

常與阿Bob（林盛斌）拍檔擔任婚禮及活動司儀，她直言受疫
情影響，不只她，阿Bob都受影響，她說：“啲司儀工作停
晒，好彩ViuTV既節目仲拍緊，有啲客戶都好好，活動延遲
咗就叫她改為拍片放上網宣傳。”

提到她的前夫Raymond日前被拍得與母親及姚子羚食
飯，兩人疑似復合。Sarika從容地說：“我諗佢哋係朋友，希
望佢哋都開心，幸福快樂。”問到她又可幸福？Sarika笑稱要
慢慢揀：“都有啲揀吓，唔想再揀錯嘛，我會揀個一樣鍾意健
身，同埋最緊要錫我。”

■■周揚青與羅志祥媽媽都甚為熟絡
周揚青與羅志祥媽媽都甚為熟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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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國家回憶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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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美南大咖談 (重播)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早上8：30首播，晚上22:30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 節目截圖

《檔案》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檔案, 系檔紀實欄目, 由一個特定嘅, 極具個性化的講述者 (主持人) 
現場講述和展示為基本形態, 節目形式以案件和事件現場實錄回放為
線索,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等; 其內涵
深外延廣。 節目貼近百姓生活, 緊跟時代脈搏, 展現人生百態, 透視
社會萬象。 
以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力同 "新奇特" 角度探索世界, 找尋曾經嘅真
實所在同鮮為人知嘅事實真相。 
本期節目主題: 熱血鑄忠誠 解放軍首次超音速擊落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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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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還原！
王凱《清平樂》造型復刻歷史

《清平樂》以北宋為背景，描繪了宋仁

宗時期的朝堂風雲和兒女情長。劇中前幾集

，宋仁宗得知太後劉娥並非自己的親生母親

，羽翼豐滿後逐漸與太後形成抗衡之勢。朝

堂上，太後提出要在二月的謁廟儀式上，身

穿袞服祭祀太廟，遭到了群臣反對。

壹件衣服為什麼這麼重要？那是因為

古代極其重視禮制，在服飾上有著較為嚴

格的等級區分，不可逾越。《宋史· 輿服

三》中記載，“天子之服，壹曰大裘冕

，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

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

朝會、親耕及親事、燕居之服也，七曰禦

閱服，天子之戎服也。”

劉太後要穿的袞服便是天子之服，是皇

帝在祭天地宗廟、朝太清宮、饗玉清昭應宮

景靈宮、受冊尊號、元日受朝、冊皇太子等

禮儀場合穿的正式禮服。群臣之所以反對，

則是擔心劉太後要效仿武則天稱帝。

除了袞服，王凱飾演的宋仁宗還在劇中

展現了不同場合穿的衣服，如僅次於袞冕的

通天冠服，這是宋朝皇帝在祭祀致齋的途中

、大朝會、大冊命以及親耕籍田時穿的。在

劇中，宋仁宗出席大朝會、大婚時都曾穿著

這套禮服。

而在早朝時，宋仁宗穿的則為輕便的常

服，頭上戴著皂紗折上巾，身上穿著赭黃、

淡黃袍、紅衫袍，腰間系著玉裝紅束帶，腳

上穿著皂紋靴。衣服非常素雅，沒有過多花

紋圖案。這也是宋朝服飾的特點之壹，風格

簡約、質樸。

《清平樂》播出十幾集，北宋的壹些名

臣漸次出場，包括晏殊、範仲淹、歐陽修、

韓琦等。他們常用的著裝有兩種，朝服和公

服。

朝服常出現在重大的典禮朝會，如冊封、

侍祠、元旦、冬至等場合。朝服分為三種，

進賢冠服、貂蟬冠服和獬豸冠服，根據品階

來劃分。除了所戴的冠不同外，身上的衣服

和配件都壹致。

宋代朝服的最大特色是方心曲領，這

是壹種用白羅制成的項飾，上圓下方，系

在脖子後，體現了古代“天圓地方”的宇

宙觀。

公服次於朝服，相當於現在公務員穿的

制服。公服根據顏色來體現品階，宋初規定

，三品以上官服用紫色，五品以上朱色，七

品以上綠色，九品以上青色。

《清平樂》中，宋仁宗和曹皇後的感情

貫穿故事始終。曹皇後嫁過兩次，壹次遵守

婚約嫁給李植，後因為對方癡迷修仙而離婚

，第二次嫁給宋仁宗成為皇後。而兩次的婚

服完全不同，第壹次為紅色嫁衣，第二次則

為青色的皇後禮服。

在宋代，皇後和命婦的服飾也有相應的

規定。《宋史· 輿服誌三》中記載：“後妃之

服。壹曰祎衣，二曰朱衣，三曰禮衣，四曰

鞠衣。”

祎衣是皇後最高形制的禮服，既是祭服

，也是朝服和冊後、婚禮的吉服。在劇中，

曹皇後身上穿的就是祎衣，衣服為深青色，

並飾以五彩翟紋。頭上戴的是龍鳳花釵冠，

以金銀鑲嵌珍珠，大小花釵二十四株，還有

九龍四鳳。

宋朝婦女頭飾相對較為簡單，大多都是

珍珠制成，地位較低的婦女壹般佩戴花冠。

劇中也有女性之間互相簪花的情節。

曹皇後大婚時，臉頰和額間有珍珠妝

飾，這也是宋朝女性特有的面妝。她們崇

尚用花鈿來妝飾面容，即將彩紙、雲母片

等剪成花、鳥、昆蟲等形狀，貼在眉心或

面頰上。花鈿種類很多，有翠鈿、鮮花

鈿，還有珍珠鈿。曹皇後臉上妝飾的，便

是珍珠花鈿。

此外，劇中也還原了宮女花冠、襆

頭、魚袋等宋朝服飾。

小人物狂想曲
揭了人性的短也透出生活壹縷光

壹部只有12集的網劇《我是余歡水》隱隱有了

“小爆款”的意味。劇集的精簡度、表演上的準確

度，都是該劇留住觀眾的理由，是它在網上蕩開漣

漪的原因。而引發第壹波流量關註的，則是劇集的

主人公——壹個真正“貼地”行走的小人物。

劇中的余歡水，想要維系自己人到中年的體面

。然而，事業、家庭、社交等各個層面不如意者十

之八九。劇作者從生活裏搜羅到許多人在生活中習

以為常、微不可察的困境，用荒誕喜劇的手法，包

裝了壹出小人物的狂想曲。尤其是劇集的前半程，

它仿佛窺探了壹部分中年人的生活，又預知了壹部

分年輕人若幹年後的樣子。看著曾經意氣風發的青

年被自己的謊言與投機心，被生活的意外磨去所有

鋒芒和棱角，多少人會生出些內省的感同身受來。

故事的最後，編劇給了三個結局。有職場和生

活全面逆轉走上“人生巔峰”的夢幻型尾聲，有余

歡水離開這座城市的開放性結果，還有他因失血過

多沒能搶救過來的隱藏版本。那壹刻，劇集的創作

意圖呼之欲出：借小人物狂想曲，揭了人性的短，

也透出生活裏始終存在的壹縷光。

細節與演技相互成就，塑造出壹個活生生的小
人物

如果有年度最窩囊的男主角評選，余歡水當可

入圍。他在前六集的生活可以濃縮為16個字“人到

中年，碌碌無為，瞻前顧後，懦弱膽小”。

作上，他的業績比不過自己帶出道的徒弟，為

人處世比不了同事的左右逢源。家庭關系裏毫無威

嚴可言，妻子早就心猿意馬，只在他答應買車那天

給了點好臉色；兒子也認定老爸不學無術，在被批

評怎麼到小學還搞不懂漢語拼音時，脫口而出“我

爸小時候也不會”。在友情裏，更是遇人不淑：兄

弟相稱的老朋友壹邊欠著他13萬元的舊賬，壹邊幾

次三番把他忽悠到裏子面子全無。就連隨便壹個外

人，也能在他頭上耍威風，明明是鄰居帶狗坐電梯

不牽狗繩，任憑小狗撒尿，可被懟到無言以對的，

卻是唯唯諾諾的余歡水。

窩囊到骨子裏的男人為何沒讓觀眾批評“違

和”，反倒是“人人都是余歡水”的話題壹度不脛

而走？有著生活質感的細節與演員準確的表演，共

同撐起了現實感，塑造出了壹個活生生的小人物。

曾經有段時間，觀眾集體發問：劇中為什麼大

多“精英”成群？常見的主角裏，企業高管、業內

大佬比比皆是。他們的困境，常常與天價的合同相

關聯，與動輒就能引發業界震動的行業決策相關。

《我是余歡水》難得的，是把真實的中年困境

掰開了，毫不矯飾地呈現出來。早餐桌上，孩子沒

喝上牛奶，這事兒值不值得夫妻間不歡而散？平常

人家都會答，心情低壓時，壹丁點兒小事就能引爆

。公司裏，眼見孩子放學的時間臨近，接孩子要緊

還是手頭業務重要？兢兢業業上班的人恐怕也得兩

手壹攤：這題好難兩全。老丈人家的中秋家宴上，

打腫臉充胖子把自己帶去的紅酒說得身價高壹些，

這有多虛榮？可能不少人會思忖：這可能也是我在

腦海裏糾結過的事。

時時處處，余歡水的困境沒有多麼高深，看起

來都是些“送分題”。但生活中人會明白，人性的

短很多時候會溜出來偷偷作祟，就像主角郭京飛所

言，“生活，沒有那麼多盡如人意，誰都可能是處

在夾縫中的那個”。

沮喪時不忘保留溫暖和希望，是創作者的善意
《我是余歡水》根據小說《如果沒有明天》改

編。原著裏，余歡水在結尾時才知道自己的癌癥晚

期實為誤診。網劇把真相揭開的時間點提前，劇情

尚未過半，余歡水就得面對“生命還長，余生怎樣

活”的問題。

同樣值得稱道的是，觸底的小人物並沒有憑

“主角光環”壹招逆襲。相反，編劇為他設計了謊

言套謊言、越陷越深的難題。他無意間撞破公司管

理層的違法勾當，雖不明就裏，但他將計就計，琢

磨的是“也許可以敲壹筆”；他被鮮花掌聲包圍，

源自壹場誤打誤撞的意外，但作為“既得利益者”

，他沒有站出來澄清；他也壹早知道自己被誤診，

可是面對企業的營銷手段、“將心比心”的炒作者

自白，他又壹次退卻了。事情在荒誕喜劇的手法下

越鬧越大，終於走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發現自己

丟失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尊嚴後，余歡水才開始自

我反思，劇作也正式

切入到“救贖”的戲

碼。

“臨終關懷”誌

願者欒冰然像是壹縷

陽光，照進了余歡水

的生活。沮喪時不忘

保留溫暖和希望，是

創作者的善意，而對

觀眾來說，這個劇中

唯壹美好的角色，更

像是解析劇情的引路

人，幫余歡水也幫觀

眾看清所有困境的內

核。

對照純潔又天真

的欒冰然，男主角想

起了自己年輕時的模

樣。十多年前，他也曾風華正茂，對未來雄心

壯誌。可壹場車禍，以及他因此撒下的謊，改寫了

他的世界、他的內心。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

處”，余歡水的遭遇其實並不完全歸咎於“世事無

常”，謊言才是致命傷。當創業可以再度出發，人

生可以重新啟動時，壹個“不值得的小謊言”滾雪

球般引發人生無盡荒誕，這，才是真正悲劇的誘

因。而欒冰然的到來如壹縷陽光照進他已暗潮的內

心，決心“重新活過”，給了這個小人物最大的逆

襲驅動。

至於劇中其他角色諷刺的人性之短，也在壹

場鬧劇後發人深省：有的是“永遠說真話有多重

要”的捫心自問，有的是“原則問題上來不得行

差踏錯”的人生警鐘，更多的是“利益與高尚該

怎麼選”的靈魂拷問。快節奏的生活，越來越多

此類問題變得習焉不察。正在此時，余歡水帶著

問題來，留下三個答案而走，無非就是讓屏幕前

的妳我他看看自己，問壹句——我所追求的人生

究竟為何。

曲終人散，生活繼續。如果說余歡水前半

程的難處曾讓多少人共鳴，那麼結尾“重新活

過”四個字，也許就能給多少中年人換個活法

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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