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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移民窄門再移民窄門再開開？？中美移民走中美移民走向向？？陳文談拜登上任後的移民風向陳文談拜登上任後的移民風向

（本報記者黃梅子）拜登即將在1
月20日入主白宮，成為下壹屆美國總
統，而參眾兩院也都被民主黨掌控。
很多在美需要調整身份的華人和準備
留學、移民美國的中國人都翹首以盼
，期待已經被川普收窄的移民門檻能
再度拓寬。

據華盛頓智庫移民政策研究所統
計，特朗普政府迄今已制定了400多
項新政策。在特朗普執政的四年內，
特朗普試圖減少多種形式的移民進入

美國，強調應擇優引入移民。此外，
特朗普政府嚴厲打擊非法移民，終止
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計劃(DACA)，驅
逐無證移民，修建邊境墻，禁止來自
多個國家的旅行。同時，特朗普不斷
對高技能人才的簽證施加限制，提高
簽證申請門檻。疫情期間，特朗普暫
時禁止了部分工作簽證持有人入境，
以保護在疫情期間遭到重創的經濟。
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下，幾乎所有工
作型簽證近幾年內都出現了較高的拒

簽率。
在移民政策方面，拜登則承諾其

在上任後將通過壹系列行政措施來扭
轉特朗普政府的嚴苛做法，撤銷特朗
普有爭議的移民政策。拜登認為，這
些政策是錯誤的，因為移民是美國文
化結構的核心部分，而且從技術到農
業等關鍵經濟部門，都依賴移民來保
持勞動力的增長。

拜登表示，其將解除特朗普的移
民議程。在拜登的移民政策中，包含

了恢復DACA，為無證移民提供更多的
出路，廢除旅行禁令，以及逐步增加
高技能人才簽證的數量等多項計劃，
來改變當前的移民政策，使得全美凈
移民人數進壹步增加。

拜登在其移民政策中提出，其將
接納更多的移民，強調家庭團聚的重
要性，並逐步增加高技能人才的簽證
數量。拜登上任後在移民和工作簽證
上可能實施的具體政策有幾條，第壹
是改善綠卡持有人的入籍過程，拜登
政府將簡化和改善合格綠卡持有人的
入籍流程。拜登政府將優先考慮制定
工作流程，來解決綠卡申請的積壓，
確保快速處理申請，並拒絕收取不合
理的費用。

第二條是改革臨時簽證：拜登政
府將與國會合作，對包括H-1B在內的
臨時簽證做出改革，建立以工資為基
礎的分配進程及執行機制，確保它們
與勞動力市場保持壹致，並且不會被
用來破壞工資水平。然後，拜登將支
持增加高技能簽證的數量，並逐步消
除基於國家的綠卡名額上限。
第三條是向博士學位留學生發放綠卡
：目前，美國工作簽證的數量上限為
每年14萬，這壹數字沒能滿足勞動力
市場的狀況以及美國雇主的要求。拜
登將與國會合作，增加職業移民綠卡
數量，並創建相應機制，在美國失業
率高的時期暫時減少簽證數量。同時
拜登認為，應給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
的國際留學生直接提供綠卡，這些訓
練有素的人才會提升美國的經濟競爭
力。

第四條是創建全新的簽證類別：
美國不同城市之間的經濟增長差

距，是當今美國經濟的巨大失衡之壹
。壹些城市和許多農村地區的企業正
面臨各種挑戰困境。拜登將推行壹項
計劃，允許大中型縣或市的行政人員
，為支持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而申
請額外的移民簽證，前提是這些地區
的雇主必須證明有空缺的工作崗位，
並且沒有工人來填補這些崗位。這些
簽證的持有人將被要求在這些特定的
城市或縣工作和居住，並且將與其他
以工作為基礎的移民壹樣受到同樣的
保護。

如果拜登上臺後，能徹底消除特
朗普政府這幾年在美國移民政策上的
影響，是壹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但由於特朗普已經把美國的移民體系
拉到了壹個極端，美國民眾在這些政
策下已經習慣了很長時間，甚至在部
分地區其嚴苛的移民政策還較受歡迎
。因此，在拜登上任之後，短期內很
難把特朗普的政策完全顛覆。

美南國際電視15.3《美南時事通》
主持人蓋軍、美南新聞記者肖永群邀
請德州資深律師陳文與您討論拜登總
統上臺後各項移民政策走向的可能性
。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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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親子教育

最近要整理的资料很多，一上班便是面对电脑，空

闲的时候，要看看手机，回复消息，回到家还要陪孩子

看看电视，一天到晚，眼睛几乎都没有离开电子产品。

总感觉到眼睛特别疲劳、干涩，不由自主地想

眨呀眨，眼镜的度数越来越高。

于是，睡前找来一块干净的毛巾，泡进60~70

度的热水中，把它扭干再敷上眼睛。敷了5~10分

钟后，滴入两滴人工泪液，第

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眼睛轻松

很多。

近视在发病率相当高，据统

计，中国差不多有6亿人口有近

视，其中小学生近视率超过40%

，初中生近视率超过70%，高中

生的近视率达到87%。

随着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

，使我们越来越依赖这些产品

带来的视听享受，但视力却急

剧下降，保护视力，从孩子开

始！

1、使用正确的读写姿势

：遵守“三个一”标准，即

“一拳、一尺、一寸”。胸前

与书桌距离约为一拳；读写时身体要坐正，保持眼

睛与书本距离33~35cm（一尺）；写字时执笔角度

要合适，握笔的手指与笔尖距离应3cm左右（一寸

）。

2、读写持续时间一般不应超过30分钟，并

充分利用课间休息来缓解眼部疲劳。

3、确保学习环境光线适宜，不要在灯光比

较昏暗的环境下看书。

4、每天保证一定的体育锻炼。

5、营养要均衡，按时就餐，多吃水果和蔬

菜。

我们来一起看看有哪些保护视力的食物吧！

猕猴桃：缓解眼睛疲劳

眼睛疲劳代表机体内脏出现了衰退和老化的信

号，而猕猴桃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能够防止

光线对眼睛进行过度刺激，从而防止出现白内障，

多吃一些猕猴桃，能让眼睛恢复到最佳的舒适状态

。

菠菜：让眼睛更明亮

菠菜是叶黄素的最佳来源之一，叶黄素对于预

防眼睛衰老导致的视网膜黄斑变性十分有效，对预

防白内障也有一定的帮助。

除此之外，菠菜中的钙、钾、镁等微量元素，

能够帮助增进眼部肌肉的弹性，在用眼时促进眼球

的活跃，降低近视的发生率，使眼睛更加明亮。

色泽浓绿、根为红色的菠菜是首选。

荠菜：缓解眼干

看书、看电视、玩手机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眼

睛干涩，而荠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B族维生

素、维生素C、钙、铁等微量元素，多吃荠菜有利

于缓解眼睛干涩不适，也能预防干眼症。

蛋黄：防止眼睛老化

蛋黄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

作用，对于孩子的眼睛来说，它能有效地抵抗紫外

线对视网膜的破坏，避免眼睛提前老化，防止白内

障、视网膜黄斑病变等眼部疾病的发生。

西兰花：预防白内障

西兰花中含有黄体素和玉米黄质，可以使眼细

胞免受自由基对其造成的压力，提高视力，这可以

预防白内障。

胡萝卜：治夜盲症

胡萝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有助于滋润眼

角膜，保持角膜的透明度，保护眼睛晶体的纤维部

分不受伤害。

蓝莓：增进视力

蓝莓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能够促进视网膜细胞

中的视紫质再生，使高度近视以及视网膜剥离得到

很好的改善，是保护并提高视力的最佳水果！

虽然这些食物都有助于保护视力，但最根本上

还是不能让孩子过度用眼！

平时我们要注意用眼卫生，多远望绿色的植物

，睡眠充足不熬夜，合理搭配饮食，才是保护眼睛

的最好方法！

为了防止孩子近视，这6种食物要经常吃

许多父母爱孩子、希望孩子好，便

倾尽所有为孩子付出，无微不至地呵护

孩子成长，恨不得为孩子打造一条完美

顺遂的人生道路。然而这份心情越迫切

，越容易模糊了爱的界限。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比做得

不够还糟糕的，是父母做得太多。

小时候，嫌孩子吃饭慢、吃得身上

到处都是，就给孩子喂饭吃；上幼儿园

了，帮孩子穿衣服鞋袜、整理书包、催

孩子起床、睡觉；孩子大了，帮孩子检

查作业、收拾房间、在大大小小的事情

上做选择做决定……

01. 孩子常常指责、怪罪于你

生活中有很多孩子，一边享受着父

母的照顾，一边嫌弃、挑剔着父母。习

惯了父母面面俱到的安排、提醒，一旦

出了点什么差错，就责怪父母的不是，

从不会反思自己。

上学迟到了，怪父母不早点喊自己

；课本忘记带了，怪父母不替他检查一

下书包；妈妈身体不舒服中午没做饭，

怪她不早点说害得自己白回家一趟……

当父母一味地为孩子打点好一切，

揽下了许多本该他自己负责的事情，那

么孩子就会习惯于父母包办自己的生活

，出现了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父母

的责任。

在这种成长模式下，孩子会缺乏自

我管理、自我负责的意识，将来长大了

遇到问题也会习惯推卸责任，抱怨他人

，不懂得反省自身。

02. 抗拒做事

不少家长对这类孩子都不陌生：平

时好吃懒做，上网玩手机兴致勃勃，一

让他做点什么事，就面露不悦，怨声载

道，有时候甚至根本叫不动。

当父母做得过多，各种事情上都不

用孩子操心、动手，孩子就会安于舒适

享受，以自我为中心，没机会感受父母

的辛苦，于是也不懂得关心体贴父母。

而且，孩子在劳动上的惰性也容易

迁移到动脑思考、学习上来，形成思维

上的惰性，影响学习。

03. 遇到什么问题都要找你

父母为孩子做得太多，一遇到问题

马上给孩子解决，孩子就会养成依赖心

理，缺乏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没有主见，没有决断力，将来进入社会

很难适应。

这类孩子，往往从小时候就开始，

遇到一点事情就喜欢找父母。

作业不会做，自己也不想想，马上

找爸爸妈妈；笔找不到了，喊爸爸妈妈

；参加活动不知道穿什么衣服，问爸爸

妈妈· · · · ·

孩子向父母求助是合理、正常的，

但也有一个限度。如果你发现孩子不管

遇到什么问题，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

表现得很脆弱，茫然，没有自己的想法

，只会找爸爸妈妈解决，就要引起注意

。

反思一下是不是平时替孩子做决定

和选择太多，是不是给孩子安排地过于

周到，让他失去了独立思考、实践自己

想法的机会。

04. 缺乏主动性

孩子磨蹭、拖延、不自觉，已经成

为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而且反反复复

，难以“根治”。

“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起床、吃

饭、睡觉要催100遍；沉迷玩耍不愿学

习· · · · · · 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孩子

主动性的缺乏，对这些本该是自己的事

情感到厌烦、懈怠。很重要的原因，就

在于父母管教太多、催促太多，破坏了

孩子的内驱力。

对于孩子的作业、学习，表现的比

孩子还积极、着急，孩子不自觉地就把

责任转移到父母身上。“你不催，我就

不学。”“反正有爸妈盯着，能偷懒一

会儿是一会儿。”

想要孩子主动做好自己的事情，对

于作业、学习更加积极、自觉，父母必

须学会放手，给孩子自我管理的空间，

不要因为看不惯就插手干涉、监督提醒

。这样孩子才能发展出内在驱动力，而

不是依赖于外部的推动力。

关于起床、吃饭、睡觉这些生活习

惯的事情，家长适当提醒，不要过问太

多，自己做好示范作用，孩子也会受到

影响。

05. 自信心不足，遇到挑战胆怯退缩

父母总是帮孩子做各种事，本质还

是因为不信任孩子的能力，觉得孩子做

不到，或做得不够好。然而当父母为孩

子做得太多，孩子缺乏独立完成一件事

情的成功体验，便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

错误的评估，觉得自己不行、做不到，

长此以往，就会缺乏自信。

即便孩子做事很慢、不熟练、常出

错，那也是孩子学习和成长的必经过程

，是不可跳过、省略的环节，孩子正是

在这些试错、实践的过程中锻炼能力、

收获经验，不断成长和成熟。

因此，家长请多一点耐心，等等孩

子，不要因为着急、为了省事而帮孩子

做；多给孩子独立做事的机会，给孩子

创造“成功做成某事”的体验，让他在

实践中不断提高自信心。

我们爱孩子，不能盲目，应把握好

界限，该孩子自己做的让他自己做，鼓

励孩子独立尝试、不怕犯错。

过度的以爱为名的付出和牺牲，只

会耽误了孩子。

孩子有这5种表现，说明你为娃做得太多了

美國至少56人感染變異新冠病毒遍布8個州
（本報訊）據CNN報導，美國已有至少8州發現變異新冠

病毒病例，總確診病例數達56例。
當地時間7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官員宣布，

其所在州已發現了新冠病毒變異毒株，這種毒株與在英國發現的
新毒株相同。得州哈里斯縣公共衛生部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

名感染者是一名年齡在30歲到40歲的男性，沒有旅行史，這意
味著這種變異新冠病毒已在本地傳播。

康涅狄格州州長拉蒙特也表示，該州的衛生官員確認了兩例
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據悉，這兩名病患的年齡在15歲到25
歲之間，曾離開康涅狄格州，分別前往愛爾蘭和紐約州。 “對

該病毒的基因測序表明，這兩例病例並不相關”，拉蒙特說。
全美至少8州已經出現了感染變異新冠病毒的病例。除了得

克薩斯州和康涅狄格州，還包括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科
羅拉多州、佐治亞州、紐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 CNN指出，美
國的變異新冠病毒病例總數已達到至少56例。

厭食症患者的食慾及進食行為與荷爾蒙變化有關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現在很多人都追求苗條的身材，但是不科學的減肥
方法可能會帶來如神經性厭食症等嚴重後果。神經性厭食症常見
於年輕女性，她們通常強烈害怕發胖，因此過度節食或暴飲暴食
後催吐，使得體重低於標準水平，嚴重時甚至會導致身體機能衰
竭。美國麻省總醫院的小兒內分泌科主任Madhusmita Misra博士
及其同事發現，神經性厭食症患者的食慾和進食行為與其荷爾蒙
變化有關。該研究結果或有助於開發針對厭食症的有效治療方法
。

神經性厭食症患者的胃飢餓素、多肽YY（PYY）和腦源性
神經營養因子（BDNF）等調節食慾的荷爾蒙水平與健康人群不
同。為了維持人體的熱量攝入平衡，神經性厭食症患者體內會生
成更多刺激食慾的胃飢餓素。此外，患者體內的多肽YY（PYY
）水平更高，而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水平較低。前者
會引起飽腹感從而使人食慾減退，後者也會使人厭食並可能影響

進食愉悅感。
美國麻省總醫院的小兒內分泌科主任Madhusmita Misra

博士及其同事率先就厭食症患者食慾調節荷爾蒙與其飢
餓感和飽腹感的關係展開了研究。據研究結果顯示，患
者自我預期進食量的減少與胃飢餓素和PYY的變化有關
，而進食愉悅感的降低則與BDNF的下降有關。

該研究的參與者年齡在10至22歲之間，其中有36名患
有厭食症的女性，對照組為32名體重在正常範圍的健康
女性。所有參與者在禁食一夜後可選擇一份熱量約為400
千卡的早餐，用餐時間為15分鐘。在她們用餐完畢後，

研究人員會對剩下的食物進行稱重以確定每個人的熱量攝入。另
外，研究人員還分別在參與者就餐前、就餐後30分鐘、60分鐘
和120分鐘後立即為她們抽血，以測量相關荷爾蒙的變化。

據數據顯示，厭食症患者的胃飢餓素水平在所有時間點上均
顯著高於對照組，而兩組基線數據的百分比變化未見顯著差異。
另外，厭食症患者的PYY基線水平和餐後30分鐘的數值都顯著
高於對照組，並在餐後60分鐘和120分鐘時進一步升高；而他們
的BDNF的基線水平和餐後60分鐘的數值顯著低於對照組，且
其餐後120分鐘時基線數據的百分比變化顯著高於對照組。

此外，在餐前5分鐘和餐後約20到25分鐘時，參與者對自
我預期進食量、飢餓感、飽腹感和進食愉悅感分別進行了視覺模
擬評分。研究人員發現厭食症患者在早餐前的進食愉悅感和自我
預期進食量都低於對照組，早餐後的胃飢餓素或PYY水平與自
我預期進食量成正比。但是，在對照組中並未觀察到這些食慾調

節荷爾蒙與進食行為之間的聯繫。
參與者還被要求進行餅乾品嚐測試，即在早餐開始後3小時

和吃完零食30分鐘後品嚐三種不同的餅乾，並從甜度和喜愛度
等角度對餅乾進行評分。隨後，研究人員對每位參與者進食餅乾
的數量進行稱重，以此衡量她們的進食愉悅感。結果顯示，厭食
症患者攝入的熱量低於對照組，且他們的BDNF水平與攝入的熱
量呈正相關。

造成飲食失調的生物學機制和對食慾的認知似乎存在著複雜
的相互作用。研究人員相信，對食慾調節激素的更廣泛研究能為
厭食症治療方法的開發提供有力支持。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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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家乡的咸菜，承载着我们对家乡的味觉记忆

。』

小时候家里餐桌上，常有咸菜下饭，那时从未

觉得怎样。如今家乡与我，一南一北，那些有关咸

菜的一切，竟都成了叩问味蕾的缕缕乡愁。

在我的家乡东北，咸菜有很多种。冬日的街头

，打开咸菜小贩蒙着厚重棉被的推车，总有种夏日

的蔬菜都在寒冷的天气凝结成了咸菜的错觉。面对

几十种不同的咸菜争奇斗艳，再加上摊主魔幻般的

唱腔推介，不买点儿回家仿佛晚上的餐桌就缺了重

要一味。

不过，东北人在外面买咸菜也就是为了尝一尝

新鲜，大部分时候，自己家咸菜缸里腌的那几样咸

菜才是他们最忠诚的下饭伴侣。

在我们家那儿，要是给咸菜排个榜，榜首肯定

是咸菜疙瘩。其实看名字也能看的出来大众对它的

认可，能被直接称作咸菜，此菜必定是为咸菜而生

。不过，变成咸菜疙瘩之前，它有自己的名字，叫

芥菜疙瘩。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赶在下霜前，把芥菜疙瘩

去掉樱叶只留根部的疙瘩，洗净晾干，再码在缸里

下粗盐，待到打蔫了下清水，然后还要再压上块大

石头。风吹日晒，在时间和盐的相互作用下，缸内

的咸水因为盐化泛起了白沫，咸菜疙瘩的颜色由白

绿变得深褐，鲜香越发浓郁的时候，咸菜疙瘩就算

腌好可以上桌了。

我爸特爱吃凉拌的咸菜疙瘩，即便是炒了菜炖

了肉，他也喜欢饭前去咸菜缸里摸个疙瘩交给我妈

。我妈也好像和我爸有了默契一般，接过疙瘩从不

多说，只顾细细的切丝，加点蒜末、酱油、醋，有

时候再滴上几滴香油，拌匀端上餐桌。

从小，不知道吃了多少次同样的咸菜疙瘩，也

数不清听我爸说过了多少次还是自家的咸菜疙瘩好

吃，只是那一幕记忆犹新：咸菜疙瘩的碟子往桌上

那么一放，甭管是吃饭吃馒头还是喝粥，我家就算

开饭了。

深冬青黄不接的时候，囤菜渐少，被腌透的咸

菜疙瘩也开始被变着花样的吃，咸菜疙瘩炒肉、烤

咸菜疙瘩、大饼卷咸菜疙瘩、咸菜疙瘩煮疙瘩汤

......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好像都开始庆幸，家里那

口最大的咸菜缸留给咸菜疙瘩是多么明智的选择。

吃不厌，也剩不下，咸菜疙瘩这种小咸菜就这样润

物无声地融入了我们的冬日生活，不可或缺。

不过儿时，咸菜疙瘩在我心中排不上最爱，因

为蒜茄子一来，我就顾不上其他了。说来也奇怪，

小时候我是吃不得蒜的，用家乡话说就是觉得“烧

心”，唯独蒜茄子里的微微发绿的蒜吃了不会，而

且包着蒜的蒜茄子，格外的清香有茄子味儿，吃起

来既软糯又柔滑，每次一小个蒜茄子都能让我吃上

一大碗饭。

腌蒜茄子算是个比较费时间的活，要选不大不

小的茄子不说，腌制前要先把茄子蒸熟，再包上捣

好的大量蒜末，着实要花些功夫。可是再复杂的工

序，还要孩子爱吃，妈妈也不会拒绝。

我妈就是这样，每年都会用大锅蒸上几锅，保

证整个冬天让我管够吃。而我，也一直享受着家里

的蒜茄子自由，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蒜茄子肉

的自由，因为那层薄薄的茄子皮儿都剩给了爸妈。

这样的宠溺，也让我出去吃总嫌弃别人家的蒜茄子

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现在想来，所谓咸淡之间，不

过是妈妈最贴心最温暖的味道。

现在的冬天，即便在东北，新鲜蔬菜也是随便

挑，这在以前简直无法想象。我妈常说当年怀我的

时候天气寒冷，可就想吃个新鲜黄瓜，那个年月手

里拿着钱走遍街市也没得卖，末了，还是回家咸菜

缸里掏出跟咸黄瓜，切点肉丁，打了碗卤子拌着手

擀面算是解了馋黄瓜的念想。

也不知道是不是婴儿在娘胎里就有了味觉记忆

，总之咸黄瓜就成了冬日里我对咸和鲜的极致追求

。冬日里的小黄瓜瓜在腌制的过程中去掉了多余的

水分，拌上点辣椒油或是韭菜花，吃起来鲜嫩清脆

，又带着点丝丝微辣，即便对现在的我来说也依然

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每每想起家乡的咸菜，我的脑子里就像是不自

觉的在过镜头：姥姥家咸菜缸里的糖蒜，小卖部柜

台下面的洋桔梗，小贩车上的姜不辣......那些从前

只道寻常的小咸菜，在记忆里仿佛藏着岁月的痕迹

。

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可大家的口味却好像

越来越执着。如今我的家乡，无论饭菜有多丰富，

餐桌上依然少不了那一碟小咸菜。而现在的我，只

要一回老家，也会主动的摸向家里咸菜坛子，执着

的去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和当年的爸爸饭前找咸

菜疙瘩的举动如出一辙。

只是，虽然我每次离家都连吃带拿的不忘咸菜

，但更多时候咸菜就像家乡一样让我遥望。有时候

实在想念，南方市场买不到芥菜疙瘩，我就会买点

萝卜也开始按照家乡的做法腌制咸菜。虽然是装在

小小的密封罐放在冰箱，虽然腌制出的咸萝卜味道

总还是差点，但不管怎么说，或多或少的总能找到

点自家咸菜缸的感觉。一口小咸菜，吃在嘴里，落

到胃里，日子也就跟着踏实了。

汪曾祺老先生在《咸菜与文化》中写道：“中

国不出咸菜的地方大概不多。”有时候朋友聚会聊

起咸菜，无论来自南方北方，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关

于咸菜的乡情。广府人惯用橄榄菜送白粥，潮汕人

则更爱芥菜杂咸，老北京觉得冬菜最正宗，四川人

则守着泡菜坛子长大，而江南人民大概觉得除了雪

里蕻其他都不配叫咸菜......

纵使生活再丰盛富足，有些简单的滋味依然让

我们挂怀。家乡的咸菜，承载着我们对家乡的味觉

记忆，更拾起了那些散落在腌咸菜，吃咸菜过程中

的琐碎往事。

没有咸菜的冬日，终究是不完整的。

咸菜，我的冬日乡愁

鳥語花香

宠物，不是你想养就能养的，特

别是在城市里。

很多朋友会出于一时热情、爱心

，想要养宠物，但不少人养了以后

才意识到自己根本能力一直养下去

，最后索性或无奈丢弃，早就忘记

了当初养毛孩的初衷。

特别是疫情期间，遗弃的现象更

是变本加厉，而我和对象也是在看

过那么多毛孩被遗弃后，才决定去

收养一个。

先后逛了几个宠物医院，发现每

一家都有不少被遗弃的猫狗，我们

想尽量减少自己的麻烦，所以也很

挑剔，特别是对狗狗的脾气和习惯

最在意，而这些狗狗中，我们第一

眼还是相中了小七。

彼时，它已经被主人遗弃三个多

月了，我们在门口等待的时候，透

过门上玻璃窗，对着店员说了一句

：笼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没有啊

。

那个店员笑着把小七从笼子里拉

了出来。好嘛，一条黑不溜秋的狗

站在我们面前，它刚出来就冲着我

们俩奔过来了，渴望又急切地扒拉

，不知是想吃好吃的还是想早点离

开这里。等到店员拉着它转一转，

我们仔细一打量，它不大不小，全

身都是黑色的，胸上的两排肋骨隐

约可见，而身上的毛稀稀拉拉地掉

了不少，露出了白色的皮。很显然

它在这里过得并不好，这让我们心

里的同情更加多了几分。听店员说

它习惯很好，从来不在家拉，也不

会吼叫骚扰到邻居，这让我们非常

高兴。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小七，其实

彼时心里已经定了它，但我们不熟

悉领养的程序，担心宠物医院有套

路，会弄一堆乱七八糟的消费，所

以耍了个小聪明，第一次并没有说

要小七，而是多去别的店转了一圈

，摸清流程和费用后，再回来看它

，如果还在，那我们就收养了它。

一个星期后我们再来的时候，它

看上去更瘦了，身上的毛依旧跟打

了补丁一样破乱，再次看到我们后

又急不可耐地扑了上来一顿舔。那

就它了。

签了领养协议后，给小七检查、

打疫苗、办证，在管理还算严格的

广州（时不时有城管开车抓没有狗

证的），要合法养狗，这一套必须

得弄下来，加上小七也快到中型犬

了，以防万一还是都做了，但还是

有很多超出我们预料的地方。

比如抽血、验尿，检查各种指标

等等，再打完疫苗，已经花了一千

多了，办证又要五百（首年五百，

续期都是三百），加上给狗洗澡、

买狗粮和一堆玩具零食狗窝等等，

将近两千元左右。

这还是领养，如果是购买品种狗

或者大型狗，前期成本只会更高，

当然，这一切都还只是合法领养的

第一步，毕竟领养了狗狗之后要每

天喂养它的。

小七很乖，回到家后先是小心翼

翼地四处打量，偶尔呜咽一下，然

后自己找个角落趴好，门外一有动

静它就警觉地站起来，甚至会叫上

两声，第一夜，我们几乎是在忐忑

中慢慢适应它的存在。

接下来就是遛狗、喂狗的常规操

作，这中间最大的精力就是要抽时

间遛它。宠物店的人是没有时间多

遛它的，所以它待在那里时每天放

风时间也就十五分钟左右，大部分

时间待在小黑房的笼子里。而我早

上、晚上只要有时间就拉上它出去

多走几圈，每次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用湿纸巾给它

擦脚、擦屁股。

慢慢地，遛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

压力了。当加班回来或者早上起晚

了，遛它的时间必须压缩，每次半

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就得回来，然后

急急忙忙收拾东西或者忙自己的事

情。但只要在家，遛狗是每天的日

常。

现在，小七已经养成了天然的生

物钟，到点就会叫我，从呜咽嘘嘘

到后来用爪子扒拉我的胳膊，等到

我起床给它套上狗绳，一句“bamou-

si”（西语：走吧），它就兴奋地跟

着我出去玩了。

小七大约 13kg 重，按照它的体

重标准每次去宠物店洗澡大概要

75-90 元，小七三天不洗身上就有味

道，所以隔三差五就得带它洗澡。

每个月给它洗澡的费用远超我的零

花钱，特别是它身上因为皮肤病掉

毛，按照宠物医生的说法得洗药浴

，那样的话更贵，所以坚持了两个

月之后我们还是决定自己买沐浴露

和药给它洗，虽然效果可能不如宠

物店洗得好，但这样一下来每个月

倒是省下来大几百块钱，时间上也

更省一些，因为待在宠物店等待的

时间也非常长。

小七吃的狗粮是一天喂两顿，一

袋 10kg 左右的狗粮差不多一个月就

吃完了，罐头两天一罐、火腿一顿

一根，再加上营养膏、维生素、鸡

胸肉、猪骨、羊奶等等，仅吃这一

项，小七每个月的伙食费都要在

300-500 元左右，而且我们买的狗粮

还是比较普通的那种，更贵的狗粮

和玩具，我们都是一眼略过。

这只是日常，如果它生病了，那

才是麻烦的开始。

小七的肠胃不好，因为一次喂它

吃了冰箱里放了几天的罐头，它开

始上吐下泻，甚至拉血了。这可吓

坏我们了，赶紧带它去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肯定会先检查，

抽血、化验、拍CT，除了胰腺指数

偏高其他没发现毛病，但狗病痛依

旧，只能继续灌钡餐、拍CT、麻醉

、照B超，按照胰腺炎和肠胃炎的病

因来治疗，然后打针、输液。那两

个星期里，小七被折腾得虚弱至极

，甚至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有

一刻我都担心它会突然不行了，内

心十分悲痛和不舍。

因为医生怀疑它是急性胰腺炎和

肠胃炎，所以肉类要坚决避免喂它

，但是它胃口极差，连水都不喝，

我急中生智，熬了鸡肉粥然后把鸡

肉挑出来给它喂粥吃，就这样，一

点点挺过来了。

在医院治疗了两个星期，小七慢

慢痊愈了，胃口也好了，便便也成

型了，我就带它回家了。最后一合

计，检查费+治疗费+住院费合计花

了四千多，幸好在医生建议它做手

术之前好了，否则一次手术就要三

千起步，对于一个普通的打工族来

说，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在这期间，有人跟我提过，一条

土狗花这么多钱来救，不值得。但

我觉得小七的存在对我的生活来说

已经有了意义，只要有希望我都愿

意尝试。

好在最后它顺利恢复了，有时候

我觉得真是天意，可能它也懂事，

知道为我们省钱，所以硬撑着挺过

来了。只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只

能吃处方粮，即脱脂或低脂的狗粮

，以减少对它胰腺的刺激，而这类

狗粮比普通的狗粮又要贵出一大截

。

因为养了狗，必须要考虑的还有

寄养的问题。

等到出差或者两个人要出去旅游

时，因为各种原因，只能选择将小

七寄养。开始时选择市中心的宠物

店，不仅贵，而且每天遛狗时间不

长，而小七因为被遗弃过一次，所

以心理也很脆弱，每次从宠物店领

回来都会瘦一大圈，所以我们不断

找环境好、能让狗狗长时间玩耍的

宠物乐园，最后找到面积大、狗舍

大、充分遛狗等各方面条件比较合

适的，价格还算比较低，只是距离

稍微偏远，各项成本算下来已经很

低了，但即使这样都要 70元/天，稍

微外出久一点，动辄就是上千元的

寄养费用。

说实话，小时候在农村也养过狗

，并不觉得养狗有多难。但在城市

里，即便像我们这样想尽办法省钱

，依然有很多远超我们预算和想象

的地方。

对于养狗这件事，我对象的妈妈

曾说过两次，她觉得我们还年轻，

还没结婚，事业也还没多好，一切

都还不安定，养狗会分散太多精力

，成家立业还没实现，就先养了狗

，不好。

这个时候往往我会辩解一番，但

心底里还是认同她的观点。

她这么说倒也不是因为不喜欢小

七，毕竟每次小七过来她也很开心

，还经常喂鸡肉给它，只是出于对

我们两个后辈工作生活的考虑，所

以建议养完这条狗就先别养其他的

了。

虽然我以后一定也会养狗，但是

现阶段我也会考虑她的建议。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养小七后悔

了呢？

不，一点都不。

尽管它爱生病、爱掉毛、爱吐

、爱放屁、打呼噜、说梦话等等毛

病很多，但现在它对我们来说，早

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的

一个“家人”。既然选择了养它，

那养好它是我们的责任，而彼此的

陪伴，比起生活的账本，更让我在

意。

决定养宠之前，你先要算好账



BB66BB66
星期五       2021年1月8日       Friday, January 8, 2021

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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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達喀爾拉力賽達喀爾拉力賽SSSS11

““大自然的饋贈大自然的饋贈
———全球琥珀珍品展—全球琥珀珍品展””在福州展出在福州展出

“大自然的饋贈——全球琥珀珍品展”在位於福州的福建省博物院展出

。該展覽匯集世界琥珀五大產地的千余件套琥珀，較全面地展示琥珀中

大自然互補共生的故事，詮釋琥珀藝術背後人與自然的和諧精神。

常泰長江大橋主體工程常泰長江大橋主體工程
已進入全面施工階段已進入全面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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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位於江西省上饒市廣信區望仙鄉新峰林場的汪家畈航拍位於江西省上饒市廣信區望仙鄉新峰林場的汪家畈，，村落群山環抱村落群山環抱
，，古樹參差古樹參差，，這裏以土木結構建築為主這裏以土木結構建築為主，，整體建築風貌古樸整體建築風貌古樸、、幽靜幽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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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勞工部周
四（1月7日）報道，德克薩斯州首次申請失業
救濟金達到一個月來的最高水平。

最近一周在德克薩斯州呈下降趨勢的每周
領取救濟金的人數，比前一周增加了12,000 多
個，至近44,000 人。在全國範圍內，首次申請
失業救濟金的人數下降了 3,000 人，至 787,000

人。

大流行期間的失業率一直很高，是大流行
前平均水平的叁到四倍。春季，當大多數州在
大流行早期發布居家令時，全國的首次申領失
業金人數達到近700萬人。在德克薩斯州，首次
申領人數在春季達到30萬以上的峰值。

隨著疫苗的分發，經濟學家預計招聘人數
將反彈，但要到第叁季度或第四季度才能出現
改善。個人理財網站Bankrate的高級經濟分析師
哈裏克（Mark Hamrick）表示，原定于周五發
布的12月份就業報告可能顯示勞動力市場持續
疲軟。

哈裏克說：“預計即將發布的月度就業報

告將是自去年開始經濟複蘇以來最弱的招聘標
准。”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都希望在大流
行高峰、疫苗接種、政治不和協聲消退和經濟
重新開放之後的未來幾個月中恢複健康經濟。
”

德克薩斯州的失業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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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 李元鐘與中國城李元鐘與中國城 楊楚楓楊楚楓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Westcenter Dr.Westcenter Dr.與與WestparkWestpark交口進口處右手邊第二棟大樓的交口進口處右手邊第二棟大樓的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 所在地的大樓外觀所在地的大樓外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 ））隨著隨著

新冠疫情的肆虐新冠疫情的肆虐，，每天都傳來每天都傳來
壞消息壞消息，，如美國疫情仍在持續如美國疫情仍在持續
惡化惡化，，再加上目前疫苗仍處於再加上目前疫苗仍處於
供不應求狀態供不應求狀態，，以及不是每個以及不是每個
人都適合接種新冠疫苗人都適合接種新冠疫苗（（如正如正
處於發熱處於發熱、、感染等疾病感染等疾病、、急性急性
病及妊娠期婦女病及妊娠期婦女，，慢性病人群慢性病人群
醫生建議暫緩接種新冠疫苗醫生建議暫緩接種新冠疫苗））
因此因此，，每個人都應作個人新冠每個人都應作個人新冠
病毒及血清檢測病毒及血清檢測,, 對自己目前身對自己目前身
體狀況有所了解體狀況有所了解，，是安心是安心，，也也
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

AUSPICIOUS LABORAAUSPICIOUS LABORA--
TORY Inc.TORY Inc.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是最靠近中國城的
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位於西南區中國城八號公路與位於西南區中國城八號公路與
Westpark Dr.Westpark Dr. 交口附近交口附近。。他們他們
以 棉 簽 取 樣 核 酸 檢 測以 棉 簽 取 樣 核 酸 檢 測
SARS-COV-SARS-COV-22Nucleic AcidNucleic Acid

RT-PCR testing,RT-PCR testing, 手指端取樣手指端取樣
血清抗體血清抗體 IgMIgM 測試測試，，取樣後取樣後
1212--2424小時之內出結果小時之內出結果。。大部大部
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也可也可
自費檢測自費檢測。。無需預約無需預約，，可以直可以直
接前來接前來。。請戴口罩來實驗室檢請戴口罩來實驗室檢
測測，，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少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少
等待時間等待時間，，於室內或車內檢測於室內或車內檢測
。。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88::
0000am-am-55::0000pm,pm, 周 六周 六 ：： 88::
0000am-am-44::0000pm,pm, 周日休息周日休息，，緊緊
急情況需先預約急情況需先預約。。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地地
址址 ：： 37073707 Westcenter Dr.Westcenter Dr.
SuiteSuite 10010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4277042,, 聯 系 電 話聯 系 電 話 ：：
713713--266266--08080808，， E-Mail: inE-Mail: in--
fo@auspiciouslab.com, www.fo@auspiciouslab.com, www.
auspiciouslab.comauspiciouslab.com

本書生蝸居德州休士頓本書生蝸居德州休士頓4040 多年多年，，親眼親眼
目睹此地中國城的變化目睹此地中國城的變化：： 上世紀上世紀8080 年代之年代之
前前，，她是位於休市中心她是位於休市中心4545 號高速公路之下號高速公路之下
，，WalkerWalker 街及街及CharterCharter 街之一帶地段街之一帶地段，，約有約有
十餘間華人店舖而矣十餘間華人店舖而矣，，不過不過 「「麻雀雖小麻雀雖小 」」 ，，
但但 「「五臟俱全五臟俱全」」 。。區內中也包括有唐人電影區內中也包括有唐人電影
院院、、酒家酒家、、書店書店、、金行金行、、裝修公司裝修公司、、律師行律師行
及經紀公司及經紀公司。。算是一個社會縮影算是一個社會縮影。。當然當然，，時時
代在進步代在進步，，社會要發展社會要發展，，何況何況 「「豬圈豈生千豬圈豈生千
里馬里馬」」 ，， 「「花盤難養萬年松花盤難養萬年松」」 。。休市衆多華休市衆多華
人領袖人領袖、、商界精兵商界精兵，，深深體會到深深體會到：： 中國城要中國城要
擴大發展擴大發展，，更上層樓更上層樓，，非覓良地佳景不可非覓良地佳景不可。。
是以到了是以到了19851985年之後年之後，，休市中國城就一分休市中國城就一分
為二為二，，舊城仍在休市市中心偏邊一角舊城仍在休市市中心偏邊一角，，但新但新
的中國城的中國城，，早已選定休市西南地區早已選定休市西南地區5959 號高號高
速公路與速公路與BellaireBellaire 大道大道（（今天己有中文名字今天己有中文名字
，，喚作喚作 「「百利大道百利大道」」 ），），作為真真正正作為真真正正、、名名
實相符的中國城實相符的中國城！！

從上世紀從上世紀8080 年代建城開始年代建城開始，，具有高瞻具有高瞻
遠矚的華商遠矚的華商，，就不斷絡繹於途就不斷絡繹於途，，來到百利大來到百利大

道上大展鴻圖道上大展鴻圖。。在這眾多行業之中在這眾多行業之中，，各式各各式各
樣的的經紀行樣的的經紀行，，亦加入擴展市場的隊伍當中亦加入擴展市場的隊伍當中
來來，，不少公司會選擇百利大廈跟企業街不少公司會選擇百利大廈跟企業街
（（Copporate)Copporate) 的華埠大廈的華埠大廈，，作為落腳之地作為落腳之地。。
到了今時今日到了今時今日，，這一座棕色的這一座棕色的 三層高的大樓三層高的大樓
之內的多個角落之內的多個角落，，早已填滿早已填滿。。樓中包括有醫樓中包括有醫
師師、、會計師會計師、、報刊報刊、、貿易公司貿易公司、、經紀行等等經紀行等等
，，滿足休市華人的需求滿足休市華人的需求。。

筆者自新中國城開啟以來筆者自新中國城開啟以來，，便成為常客便成為常客
，，時到當地走動時到當地走動，，華埠大廈更是我常到的地華埠大廈更是我常到的地
方方。。在它二樓電梯旁邊的一個單位在它二樓電梯旁邊的一個單位，，就是李就是李
元鐘保險公司休市的辦公室元鐘保險公司休市的辦公室。。提起李元鐘先提起李元鐘先
生生，，休市華人早已聞其大名休市華人早已聞其大名。。這位年青有為這位年青有為
、、學養豐富的保險界才俊學養豐富的保險界才俊，，來自太平洋寶島來自太平洋寶島
台灣台灣，，著名的淡江大學畢業生著名的淡江大學畢業生,, 其後來美國其後來美國
深造深造，，於於Hartford UniversityHartford University 取得碩士學位取得碩士學位
，，投身社會工作時投身社會工作時，，曾先後任職美國和台灣曾先後任職美國和台灣
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經驗豐富經驗豐富。。李先李先
生創業的首選地生創業的首選地，，乃美國第乃美國第55 大城市大城市，，德州德州
第第22 大城市達拉斯大城市達拉斯，，經營保險業務經營保險業務，，年來廣年來廣

受當地中西居民歡迎受當地中西居民歡迎，，而他本人跟美南報業而他本人跟美南報業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的胞弟李著華先生十分投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的胞弟李著華先生十分投
契契。。李著華先生在達拉斯主管當地出版的美李著華先生在達拉斯主管當地出版的美
南達拉斯版南達拉斯版，，一如休市美南日報一樣一如休市美南日報一樣，，一紙一紙
風行風行，，譽滿達城譽滿達城。。我兒子一家人我兒子一家人，，在當地生在當地生
活工作活工作。。我夫妻二人我夫妻二人，，愛兒心切愛兒心切，，近年每隔近年每隔
月余月余，，便驅車便驅車250250 多公里多公里，，到達城跟兒媳相到達城跟兒媳相
聚聚，，而每次也必到達城內之唐人街上而每次也必到達城內之唐人街上，，拾取拾取
達城的美南日報來拜讀當地華人動態達城的美南日報來拜讀當地華人動態。。每次每次
在報紙止在報紙止，，也必然看到李元鐘保險公司的大也必然看到李元鐘保險公司的大
名名。。李著華先生目睹宗弟李元鐘的業務蒸蒸李著華先生目睹宗弟李元鐘的業務蒸蒸
日上日上，，深知對方心懷大志深知對方心懷大志，，不甘心於保險事不甘心於保險事
業僅限於一地一池業僅限於一地一池，，有意向他方發展有意向他方發展。。因此因此
向其兄李董事推介向其兄李董事推介，，鼓勵李元鐘先生到休士鼓勵李元鐘先生到休士
敦擴張業務敦擴張業務。。三位商界巨子一洽即成三位商界巨子一洽即成，，不需不需
多久多久，，李元鐘保險公司辦公室便在休市華埠李元鐘保險公司辦公室便在休市華埠
大廈二樓之內迅間成立大廈二樓之內迅間成立。。從那一刻起從那一刻起，，休市休市
保險業務行業中保險業務行業中，，就多了一面英姿颯爽的旗就多了一面英姿颯爽的旗
幟幟，，飄揚在中國城飄揚在中國城、、休城西南角的上空之上休城西南角的上空之上
，，為廣大的中美人仕服務為廣大的中美人仕服務。。

巧手慧心巧手慧心 華裔藝術家郎佳姍捏麵人作品展華裔藝術家郎佳姍捏麵人作品展
Archway GalleryArchway Gallery雙人藝術展雙人藝術展 呈現精緻藝術呈現精緻藝術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著名
的畫廊Archway Gallery近期又有新的好
看展覽啦，這次展出將有華裔藝術家郎
佳姍的捏麵人作品精選，以及安東尼•
帕比拉諾的近期作品，都是精緻藝術的
呈現，展覽時間是 2021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4日。1月9日(星期六)下午6:30將有
線上開幕和藝術家演講，於 Archway-
Gallery.com 或 Facebook Live。華裔藝術
家郎佳姍在展出初期也會於現場為觀眾
講解作品，歡迎喜愛藝術的讀者把握機
會。

捏麵人展的作者郎佳姍，她的爺爺
就是大名鼎鼎的 「麵人郎」郎紹安，
2008年，郎派的捏麵藝術被列入大陸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郎佳姍從小就耳
濡目染，學習做捏面人。赴美就讀之後
，這項愛好也一直都沒放下。郎家另一
位第三代傳人郎佳子彧是郎佳姍的堂弟
，都是從小就接觸捏麵藝術，並且一直
不斷創作，兩人一個在中國、一個在美
國，傳承並發揚中華捏麵文化。

郎佳姍曾經在Archway Gallery的評
審大獎活動中拿到第一名，就是以捏麵

人作品贏得評審青睞，也因為如此，這
次有機會受邀參加雙人展。郎佳姍來休
士頓已經有5年，今年剛在休斯頓拿到
MBA學位。

對於郎佳姍來說，有的時候會靈光
乍現，她會在心裡先想一下該如何呈現
造型，先把所有的準備工作做好，然後
一點一點的完成作品。她的捏麵人作品
靈感多來自中國古典神話及文學作品的
人物、場景，無論是紅樓夢、京劇、四
大美人、或是菩薩、壽星等，都維妙維
肖，逼真傳神。

因為捏麵人的色彩鮮麗，造型栩栩
如生，一直受到老老少少的喜愛。捏麵
人可說是一項非常具有中國傳統色彩的

文化藝術，它有另外一個名字是 『米雕
人』！郎佳姍表示，捏麵人製作的準備
功夫比較長，先要準備好原料麵粉，把
麵與其他材料混合好，依照作品的需要
，加入不同的顏色，把不同顏色的麵都
備好之後，才開始創作。

郎佳姍說明，捏麵人和一般雕塑是
相反的過程，雕塑有點像是減法，一點
一點的減少，主題逐漸形成；而捏麵人
像是加法，一點一點的增加，主角的造
型慢慢加上，從臉、五官、身體、四肢
、衣服、裝飾品等，一直到所有細節都
添齊。創作捏麵人的困難之處，在於製
作過程沒有修改的餘地，須一次完成，
錯了就要從來，技術上需要非常精準。

捏麵人是精細活，在許多細節上展
現功夫，舉例來說，造型人物主角的眼
睛有雙眼皮、睫毛，都需要非常仔細才
能看得出精緻之處，需要有著巧手慧心
，一個個主角才能活靈活現的呈現出來
。這次的展出，有郎佳姍14組作品，包
括八仙過海、惜春、京劇臉譜、菩薩、
梅花、綠竹、四大美人之楊玉環、壽星
等等，非常有看頭。

關於ARCHWAY畫廊
ArchwayGallery 是休斯頓和美國歷

史最悠久的、由藝術家擁有和經營的畫
廊之一，自1976年創立以來，Archway
Gallery一直在展出優秀藝術家的作品，
包括雕塑、陶器、繪畫和其他藝術品。
每個月都有一個特別展覽，重點介紹會
員藝術家。邀請大眾參加每月的展覽開
幕酒會，以慶祝新的作品誕生，通常在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下午 5 點至 8 點
舉行。除了每月的展覽外，Archway還
為本地藝術家和作家舉辦各種展示和每
月的閱讀，以及“茶與遊”計劃，為參
觀者提供免費的藝術家帶領的展覽，加
上茶和美味的點心。 Archway Gallery目
前有30位藝術家會員。

畫廊營業時間：週五和周六上午10
點至下午6點，週日下午1-5點。

請參考網站以獲取更新的資訊，
www.archwaygallery.com。

私人參觀可通過預約安排。聯繫方
式：info@archwaygallery.com。

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 Archway-
Gallery.com或致電713.522.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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