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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優秀亞洲捐卵聰明優秀亞洲捐卵 招募中
尋求卵子捐助者 幫助我們建立完整的家庭,我們提供 $50,000的補償. 電子郵件：emilyyineggdonor@gmail.com

我們是一對夫婦，尋求亞洲卵子捐贈者來幫助建立我們的家庭。您應該是班上最優秀的，最好有一些傑出的成就和獎項。
我們更喜歡18-35歲之間的亞裔種族，例如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 我們理想的卵子捐贈者的一個例子：

21歲的MIT學生，在同班同學中名列前茅，曾在高中和大學中獲得多個獎項。她希望成為卵子捐贈者，以幫助孩子帶著她所擁有的特殊天賦進入世界。
關於我們：我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夫妻，但是由於女性的不育，我們無法生育孩子。男人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科學家/數學家和商人，女人擁有良好的大學

學歷。男人是歐洲人，女人是中國人。我們重視教育，我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學區之一。
我們希望孩子能像我們一樣有天賦，並希望他/她對世界產生積極的影響。

Special Asian Egg Donor Wanted to help us build our family $50,000 compensation
Email : emilyyineggdonor@gmail.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We are a couple seeking an Asian egg donor to help build our family. You should be near top of your class, and preferably have som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awards. We prefer Asian race, such as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Vietnamese. You should be between 18-35 years old.

An example of our ideal egg donor: 21 year old Chinese MIT student, top in her class, several awards in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She wants to be an
egg donor in order to help bring a child into the world with the same special gifts she has.

Your eggs will be fertilized with sperm from the man, and the resulting embryos used to impregnate the woman, or possibly a surrogate mother.
About us: we are a highly educated couple, but we are unable to have children due to infertility of the woman. The man is a highly accomplished

scientist/mathematician and businessman, the woman has a good university degree. The man is of European race, woman is Chinese.
We value education, and we live in one of the best school districts in the world. We hope that our child will be gifted, as each of us is, and that he/she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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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學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教學公開課前沿資訊天下中文學校教學公開課前沿資訊
———從—從““唐人街唐人街””到到““秋的聲音秋的聲音””

（作者臧娜） 每周壹次的“龍學
”教學公開課，本月迎來了朱老師
“唐人街”和聶老師的“秋的聲音”
。

朱老師的公開課從學生們朗朗的
吟誦聲開始，由孩子們耳熟能詳的唐
代古詩自然而然地引入到課文“唐人
街”的學習之中，可謂巧妙！

“什麽是唐人”“為什麽叫唐人
街”，壹連串的問題引得孩子們睜大
雙眼。既然打開了他們求索的心門，
老師順勢將對課文生字“歷”“史”
二字的解讀與整個中國古代歷史進程
結合起來，從三皇五帝、夏商周到元
明清，壹條清晰的歷史軸線被完整地
呈現在孩子們面前，而唐代像壹顆寶
珠鑲嵌在其中，孩子們對“歷史”和
“唐人”的領悟瞬間加深。

如何幫助小孩子理解唐代的“繁
榮”，進而讀懂“繁榮”壹詞的深意

呢？壹幅表現唐代市井風貌的古代畫
作徐徐展開，忙碌的商賈買賣，熙攘
的人群巷道，還有憨態可掬的石獅，
這些具體可感的視覺意象使孩子們對
唐代的“繁榮”有了真切的感受。

對於“功勞”這類較為抽象的詞

匯，教師著意把它融入到不同的句式
和語境當中，力求將孩子們帶入各種
生活情境之中，來把握抽象詞匯的現
實意義。

在課後的教學研討環節，王榕校
長帶領各位教師交流了觀摩朱老師公

開課“唐人街”的收獲。教師們認為
這節公開課圍繞生字學習展開，重難
點突出，隨堂練習、課程小結、作業
布置壹應俱全；教學過程遵循兒童的
心理特點和認知規律，並通過細節設
計體現出來；更加可貴的是教師把漢
字教學與歷史文化的學習有機融合，
豐富了語言教學的內容，也把中國歷
史相關知識帶給了海外華裔學生，體
現了海外漢語教學的知識性和整體性
。加之朱老師溫婉的表達方式和對學
生細致的觀察，參與公開課觀摩的楊
老師以“潤物無聲、細膩全面”對這
節公開課做了極好的註釋。

聶老師的教學主題是“秋的聲音
”，教學重點是對課文的朗讀和理解
。

她首先引導學生通過自讀課文，
讀準字音、讀通句子，提升他們對課
文的整體認知。然後采用啟發式教學
，“妳在詩中聽到了哪些聲音”“妳
最喜歡哪些聲音”，觸發學生對“聲
音”這壹聽覺感官的關註，切入主題
。

考察式提問是檢驗學生對課文內
容把握程度的壹種教學方法。“妳聽
到了誰的聲音？”這個看似簡單的問
句，但當教師要求學生在屏幕上的課
文內容中圈選出答案時，壹些壹心想
著“聲音”的孩子們徑直圈選了“刷
刷”（樹的聲音），“瞿瞿”（蟋蟀
的聲音），而不是問題中需要回答的
“誰的聲音”。這種提問方式巧妙地
找出了孩子們在聽懂教師指令方面存

在的問題，讓教師能夠有針對性地解
決學生學習中隱藏的難點。

聶老師還運用啟發學生自主創編
臺詞的方式，來激發學生的語言想象
力和參與課堂活動的熱情。仿照課文
段落的創造性寫作也是這次公開課的
壹個亮點，有的學生模仿課文“秋的
聲音”當堂寫出了壹段“春的聲音”
：“花兒向我擺擺手，呼呼，是迎接
春天的舞蹈”，童稚的想象和表達，
瞬間萌化了參與課程觀摩老師們的心
。

聶老師的公開課在短短45分鐘時
間內，完成了字詞的認讀、課文的朗
讀和理解、文章的仿寫，內容豐富，
設計細致，受到觀摩教師們的好評。
教師們認為她能夠引導孩子用朗讀的
方式去體驗詩歌的美好，感受秋天的
聲音；而自主創編臺詞的想象性表演
又有助於孩子們將自己的感受帶入到
課文之中。

當有教師提出線上教學如何有效
控制集體朗讀時的課堂秩序這壹問題
時，王榕校長從公立學校多年教學經
驗出發，為教師們答疑解惑。她認為
，培養孩子們控制自己聲音和情緒的
能力，是美國基礎教育的重要內容，
它滲透在課堂甚至餐廳的各個場景之
中，需要長期而耐心的訓練，很難壹
蹴而就。這些有益的經驗交流是“龍
學”教學公開課的重要環節，“龍學
”教師的教學水平在交流和碰撞中得
以磨練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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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

近年来，“家庭暴力”的问题

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暴力不

仅发生在夫妻之间，也包括父母与

子女之间。2018年，“猛剧场”出

产的话剧《洞》将这一现象搬上舞

台，展现了孩子被父母的“爱”一

手毁灭的全过程。而演出过后的嘉

宾论坛，则将话题推向了更深一层

的维度。

初一女孩刘梓晨就读于醴江中

学，这是一所难进的重点中学。她

的父亲辞职创业，但事业毫无起色

，母亲是药店的普通店员，省吃俭

用，起早贪黑，加班打零工，供女

儿读书。夫妻俩常常因为在金钱吵

架，如果女儿在场，就会成为父母

情绪的垃圾桶，轻则被骂，重则挨

打。

刘梓晨被打的场合很多，比如

希望参加北京的写作夏令营，父母

意见不合，吵了起来，最后挨打的

是她；英语考了第六名也会挨打，

因为没考到前三；与笔友通信也一

定是要挨打的，因为不务正业；；

家里的ipad不见了，明明是父亲弄丢

的，挨打的还是她，因为父亲不但

诬陷刘梓晨，并且为了证明自己清

白，还打得更卖力了。

最终，剧中的刘梓晨难以忍受

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虐待，选择了跳

楼自杀。《洞》展现了一个花季少

女被摧毁的过程，并且连带刻画了

造成这一悲剧的环境。剧中，父母

亲每天对刘梓晨耳提面命，进行

“狼性”教育：上这么贵的中学是

为了上好高中，考上北京、上海的

重点一本，这样才能让人的价值最

大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他们蔑视女儿的情感与人格，

用大道理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打

是为了更好的教育，否则就会走歪

路、邪路，成为社会的废物与罪人

，“隐私权就是你隐藏自己错误的

手段。”邻居男孩也说，这就是一

个残忍的丛林社会，必须变强，否

则只能受欺负，包括来自父母的。

刘梓晨曾经向老师求助，但老师除

打了一个电话并没起到任何作用外

，再没有其他的举措。

以机制代替道德审判

在话剧结束后的论坛上，导演

孙菲说，创作这出戏的灵感，来自

一则小女孩被家暴致死的新闻，女

孩望向镜头的眼睛打动了她，后来

又陆续看到一些儿童被家暴的新闻

。

2013年，孙菲开始资料收集，

除了网络资料，还采访了一些当事

人、相关人群，包括童年遭受过家

庭暴力的成年人。她也曾经查阅相

关理论书籍，比如《暴力——一种

微观社会学》，想寻找关于家庭暴

力，特别是亲子暴力的研究成果，

但是没有找到，在做这个戏的过程

中，她的感受是，与家长暴力对待

孩子的相关研究很少。

但实际上，家庭中的残忍黑暗

是广为存在的，只是普遍被遮蔽了

。这让导演对这一现象的思考也显

得模糊和游移，她认为，不能将悲

剧只归结为父母变态和糟糕，但到

底如何归结，她并没有明确答案，

她的观点之一是，如果社会不是如

此强调竞争，这对父母的经济条件

好一些，陪孩子的时间多一些，解

决也许会好一点。

很多人认为戏里的老师不负责

任，间接害了女主角，但在孙菲看

来，她就是个普通人，换作任何一

个人，都未必会比这个老师做得更

好，“她要管她吃，管她住，管所

有的事情，还要忍受她父母可能上

门来的骚扰。”

所以孙菲的目的不是道德审判

，而是希望能够促成像110那样有效

的电话号码。在孙菲看来，如果有

机制合理，任何人都会成为有善心

的人。帮助会被分散成很多环节，

你打这个电话，是启动所有环节的

第一步。

参与论坛的还有著名作家编剧

万方、冯俐及主持人张越。张越说

，在国外，首先是社工介入提供帮

助，持续回访。必要时会求助心理

医生，由个人支付或公益提供。如

果发现是刑事犯罪，会向有关机构

反应，机构会出面诉讼，剥夺家长

监护权，另找妥当的人抚养。牧师

也是可以对其倾诉的人。

但中国目前没有这样健全的体

系，老师上课判作业都忙不过来，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当社工和心

理医生。这些年，中国高校开始招

社工系，但无论成熟的社工还是心

理医生，从开始培养到有效覆盖到

所有有需要的人，发展过程将相当

漫长，改变也特别慢，而在改变的

过程中，很多人已经被牺牲掉了。

还有观众问，有时候家长打孩

子是出于教育目的，那么什么时候

可以打？张越说，“身教重于言教

”，你怎么活着，你的孩子就跟着

怎么活，从小长大的过程中，潜意

识里就已经打下烙印，家长老是在

打麻将，孩子凭什么爱学习啊？想

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应当自己

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爱是尊重，不是控制

张越在中央电视台，以前做女

性节目，现在做法制节目，她看到

过很多这类案子，被家庭暴力虐待

的小孩一般会有两个走向，一种是

内向攻击型，比较善良，会选择自

戕；另一种是向外攻击，早晚会出

事，将暴力发泄到他人身上。

她说看剧的时候有个期待，不

希望孩子被打得特别厉害，因为打

孩子打到因为生理疼痛而跳楼的实

际上是少数。大城市里的一些家长

看上去远更温和，甚至被人以为爱

护孩子，但他们的孩子却自杀了。

人们不理解，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

脆弱？那些不打的家庭，真的就正

常吗？

嘉宾冯俐说，现代社会的孩子

，真正有幸福感的其实极少，因为

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和未来，给

的慰藉特别少，控制倒比较多。大

人以为能给孩子很多，唯独没给他

幸福的能力和资本，而幸福的资本

就是爱的积累。所以对一些孩子来

说，一件事就能激发极端事件，因

为已经他内心爱的滋养早就枯竭了

，只要一场雨雪就会枯萎。

孙菲则指出，家庭暴力分很多

级别，殴打是情绪的发泄，其实是

家长的心理需要。很多人认为，这

种控制是出于爱，但孙菲认为，根

本不是。

剧中主角刘梓晨死后的群声嘈杂

中，有一个男人说：这孩子死得好，

给她爸妈省钱了。这是孙菲在创作前

的采访中亲耳听到的，前一句来自目

击者，后一句来自当事人。他们对孩

子的死非常愤怒，觉得孩子狼心狗肺

，“我给你好吃好喝，你为什么要这

么做？为什么这么任性？”

这两句话让孙菲非常震惊，她

意识到，这些人完全“没有怜悯之

心，不了解这个孩子经历了什么，

内心有什么东西。”

冯俐也感慨，很多家长给孩子

的爱，要么回到最原始的动物本能

，给他吃穿，为了保护他可以献出

生命，这是天然的父母，但动物不

会控制孩子的精神，不会让孩子除

了考试以外，没有自己的生活；还

有一种父母，知道什么叫爱，每天

跟孩子谈的不是学习和分数，而是

你交没交到好朋友，为什么喜欢某

个老师，喜欢穿什么衣服……

在她看来，“这是正常的人类

交谈。我们现在家长跟孩子，真的

很难发生人类的交谈，说的都不是

人话。……这个东西可能改变不了

他的未来，但是能给他心里埋藏巨

大的能量，让他将来自立也好，面

对困难也好，有精神力量。我觉得

这可能是‘爱’的一个基本的意思

。”

不幸是遗传的

张越则总结说，许多中国父母

对孩子的态度：生活上无微不至，

精神上百般虐待，“一点不能理解

，一点不能接纳，全部要控制。你

哪儿难受不愿听什么他说什么，想

干什么不让你干什么。”所以她不

同意导演孙菲说的，有时间陪陪孩

子，亲子关系就会好，“剧中这样

的父母，甚至如今大部分的父母，

上帝保佑你们不要陪孩子。远远地

一边待着去。”

中国是一个传统宗族社会，很

多家长都很难认识到，人和人之间

是有差别、有界限的，所以很多家

长也处处干预孩子。这种界限模糊

在很多关系中都存在，比如孩子成

年后，拼命干预自己父母黄昏恋情

的也不少；夫妻之间，一个人拼命

想要教育改造另一个人的也很多。

在张越看来，分不清界限，永

远想掺和到别人的生命里，企图

控制别人，是麻烦的根源，而控

制则是起源于，没有自己稳定的

价值观和注意力投放，也没有内

在满足感，“什么都没有，但人

是有精力的，往哪儿投放啊？折

腾别人啊。”

她想起一个著名男演员被问过

，“要娶什么样的妻子”，他说：

娶个有事业的吧，要是没事业，她

得有事情，否则你就是她的事情。

以剧中刘梓晨的例子，张越说，

“不幸是遗传的”，在她看来，即

使这个女孩没有自杀，顽强地长大

了，离开父母生活，“以我所见过

的女性案例和刑事犯罪案例可以断

言，这个女孩儿的一生会极其不幸

，婚姻也会非常糟糕。”

她见过一些类似的案例，明明

痛恨自己的父亲不尊重女性，打孩

子，但找到的丈夫却往往是施加暴

力的人，“因为她只熟悉这种气味

，只习惯这种方式。……她一辈子

都没有幸福感，因为她从小没学会

，不知道什么叫幸福感。”

张越说，不幸就是这样传递的

，不是生理，而是生活习惯、做人

方式的传递，这才是特别糟糕的事

儿。而戏剧或者教育的意义，就是

让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就算不能

让人彻底改变，如果能够自知，

“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有自我校

正，都不至于差到离谱，这是自救

的过程”

那
些
生
活
上
无
微
不
至
精
神
上
百
般
虐
待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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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月11日開始全美連鎖藥店全面投入COVID-19疫苗
（本報訊）白宮宣布，下週將有更多全美連鎖藥店開始

使用COVID-19疫苗。
從2月11日開始，符合資格的人士將有機會通過美國聯

邦零售藥房計劃的COVID-19疫苗接種，在全國各地的指定
藥房進行疫苗接種。

為了擴大疫苗的獲取範圍，公私合作關係包括21個全美
藥房合作夥伴和獨立藥房網絡。這是疫苗合作夥伴關係的第
一階段，最終將在全國范圍內擁有40,000多家藥店。

根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說法，疫苗的供應仍然有限
，許多藥店可能沒有疫苗或供應量非常有限。計劃在1A或1B
期中尋求預約的人應該查看其藥房的網站。

從2月11日開始，以下連鎖藥店將可以有能力管理CO-
VID-19疫苗：

Walgreens (including Duane Reade)
CVS Pharmacy, Inc. (including Long’s)
Walmart, Inc. (including Sam’s Club)
Rite Aid Corp.
The Kroger Co. (including Kroger, Harris Teeter, Fred Mey-

er, Fry’ s, Ralphs, King Soopers, Smiths, City Market, Dillons,
Mariano’s, Pick-n-Save, Copps, Metro Market)

Publix Super Markets, Inc.
Costco Wholesale Corp.
Albertsons Companies, Inc. (including Osco, Jewel-Osco,

Albertsons, Albertsons Market, Safeway, Tom Thumb, Star Mar-
ket, Shaw's, Haggen, Acme, Randalls, Carrs, Market Street, Unit-
ed, Vons, Pavilions, Amigos, Lucky's, Pak n Save, Sav-On)

Hy-Vee, Inc.
Meijer Inc.
H-E-B, LP
Retail Business Services, LLC (including Food Lion, Giant

Food, The Giant Company, Hannaford Bros Co, Stop & Shop)
Winn-Dixie Stores Inc. (including Winn-Dixie, Harveys,

Fresco Y Mas)
這些藥房中的某些藥房有的已經開始接種疫苗。 H-E-B

最近開放了其預約進入1B階段，增加更多的空擋機會。

疫苗接種 德州三分之一民眾猶豫不決
（綜合報導）COVID-19疫苗已

使許多美國人邁出了恢復其正常生活
的一步。但是，根據休斯頓大學霍比
公共事務學院的一項新調查，並非所
有德克薩斯人都希望得到疫苗
保護。

根據全國范圍的調查，近三分之
一的德克薩斯人表示他們不太可能接
種疫苗。調查還發現，百分之四十的
德克薩斯人說，他們在疫苗供應開始
時，肯定會接種 COVID-19 疫苗。
另有22％的人（五分之一）報告說他
們絕對不會接受疫苗。

調 查 創 始 人 迪 恩·柯 克·沃 森
（Dean Kirk Watson）表示：“猶豫
不決的人們中有60％以上對潛在的副
作用感到擔憂，並擔心這種疫苗的出
現太快了。” “了解人們為什麼抵
抗免疫是實現群體免疫的重要一步。
”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發現，沒
有四年制學位的女性和個人更可能拒
絕接種疫苗。其他發現表明，民主黨
人比共和黨人更有可能接受疫苗接種
。

霍比學校高級研究員馬克·瓊斯
指出：“共和黨人說他們絕對不會接
種疫苗的可能性是 民主黨人兩倍，
為28％，而民主黨人為11％。”

據梅奧診所的健康專家稱，為了
獲得群體免疫力，至少需要接種70％
的人口。回答了Hobby School民意測
驗的德克薩斯人中，只有3％的人說
他們接種了第一個疫苗。

調查結果對於傳染病專家 Peter
Hotez 博士而言並非意外。 Hotez 與
德克薩斯州A＆M大學合作，在《社
會科學與醫學》上發表了類似的報告
，確定了德克薩斯州的兩個對疫苗產
生猶豫的群體。

霍茲對《時報》表示：“我們確
定了兩個最大的疫苗猶豫群體，為特
朗普選民和非裔美國人。” “這與
凱撒基金會（Kaiser Foundation）的
發現相似，並需要進一步了解其原因
。”

霍茨說，挑戰已經向猶豫接種疫
苗的群體傳播了迫切需要接種疫苗的
信息。

Hotez 補充說：“我們一直沒有
與醫護人員和疫苗猶豫接種
團體有效地溝通。 ” “所以，我現
在正在與這兩個團體接觸。 ”

Hotez 強調，現在迫切需要進行
教育和溝通。

霍茨說：“我們領先於新型號的
唯一希望是在夏天之前為四分之三的
人口接種疫苗。” “所以我真的很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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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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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鳥語花香

“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柳春气熏”

说起早茶，大家首先都会想到广东早茶。熟不知

，扬州的早茶也堪称经典。早起去吃扬州早茶，是到

扬州必须体验事情。扬州的早茶文化，得益于明清时

的盐业繁荣，扬州当时是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当

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与精致美味的淮扬美食相遇，

自然促成了扬州兼具豪气与婉约的地域风格。

温婉中透着隆重，即使只是早餐，也充满仪式感

。

如果可以，订张车票，说走就走。脱离格子间的

烦闷与焦虑，搭上夜晚的绿皮火车，一夜安睡后，待

到晨光初熹，下了车直接奔向茶社，一杯清茶、一盘

烫干丝、一笼蒸包、一碗白汤面，小桥流水，青砖黛

瓦，不得不说，做个扬州人，太幸福了！

藏在早茶中的仪式感

在扬州人的生活中，有一句话流传最广："早上皮

包水，晚上水包皮"。早上皮包水，说的就是吃早茶，

而在扬州，吃早茶的地方叫茶社，主要是以喝茶为主

的，早期，只是为了满足客人喝茶的需要，后来又引

进了早点，慢慢的，就越来越丰富。一杯香茗，几笼

点心，边吃喝边聊天。扬州人有滋有味的一天，是从

早茶开始的。

扬州的早茶一般以绿茶为主，常用的茶还有龙井

，碧螺春以及本地出产的绿杨春茶。等餐前，泡好一

壶适宜的茶，叶尖翻着嫩绿的新芽，再饮下一口，神

清气爽舒筋骨，唤醒扬州人清晨的睡眼惺忪，也足以

为后续的餐点开胃解腻。

那么喝茶一定要配点“茶菜”才过瘾，首选 “烫

干丝”。 烫干丝先将一大块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如

蚕翼，灯下几近透明的薄片，

再切成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便

熟了；沥去了水，拨成圆锥状，再倒上麻酱油，放一

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热腾腾的一口吃下，便是早

晨的第一缕温暖。

“包打天下”

茶泡好了，胃叫醒了，每日现做的包子也该上桌

了。

蟹黄汤包自明、清时期已经享有盛誉。“富春茶

社”的蟹黄汤包每年8月至次年3月都是品尝蟹黄汤包

的最佳时节。别看其瘪塌在盘子上，但若用筷子小心

提溜起来便出现了神奇的景象——汤包瞬时变成了一

个“小灯笼”，透过光，甚至能看到汤水在里面摇晃

！因其皮薄如纸，用料讲究。所以吃蟹黄汤包一定要

记住一个口诀，叫“先开窗、后喝汤”，因这汤包里

汁水丰富，余下的才是蟹黄蟹肉。把吸管插进包子中

，待热气散发少许，再小口小口地吸取汤汁，汤汁黏

稠、肉香浓郁，皮薄筋软。这时候再蘸点香醋、就点

姜丝，蟹味之鲜也被充分激发出来。

扬州包子里，三丁包，五丁包也深受人们的

喜爱，馅料中的“三丁”，指的是“鸡丁、肉丁

和笋丁” 鸡丁大、肉丁中、笋丁小，按照固定

的比例搭配，味道诱人。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入海

参、虾丁，就成了“五丁包子”。海参滋养、鸡

肉味美、猪肉油香、冬笋松脆、虾仁细嫩，五味

相融，鲜美的卤汁几乎要渗透出薄薄的包子皮来

。这些食物中的细节，扬州人认真对待毫不敷衍

，或许这也是扬州被称为世界美食之都的真正原

因吧。

等等，吃碗面，有惊喜哦

饺面，作为北方人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还以

为是用饺子和面条做成的美食。但是，扬州人说的这

个“饺”其实是皮薄如纸的馄饨，面条也与众不同，

是一种西南地区才有的扁形面条。饺面的汤底是用些

河鲜加上虾籽酱油吊出来的，鲜味极浓。汤本身就是

味道的累积，最后再撒上蒜蓉，香气扑鼻诱人。扬州

面的精华都在汤里，吃到最后，忘了喝汤，可真就太

遗憾了。

当然，还有白汤面、阳春面、炒面、煨面、盖浇

面……。

扬州人对待吃面这件事儿的认真程度绝对有一百

分。

至此，扬州早茶仪式算是完成了，余下的时间是

去泛舟瘦西湖，还是去感受“扬州三把刀”，都随你

。

“十年一觉扬州梦”，哪怕只有一天，也要来扬

州，吃早茶，过“神仙生活”。

来扬州，吃早茶

过神仙生活

菩提伽耶，又是一个月圆之夜。参天

巨树下，趺坐的冥想者形容枯槁无喜无悲

，他在树下已冥想了四十九天。这六年以

来，他一直过着沉思和苦行的生活。

四十九天前，他来到了菩提伽耶，

来到这棵传说之中古老的阿什瓦塔树下

，这棵树如此巨大，以至于有人传说它

的根是在天上，是一棵永恒的生命之树

，会一直活到世界毁灭的那一天。还有

人说，这里连接着所有的世界。

枝繁叶茂的巨树枝干苍劲如龙，上

千的枝杈自高处向地面扭曲垂落。月华

如练，树影斑驳，遮蔽天地的巨大树冠

上，树叶无风自动，沙沙作响。一滴雨

露从一片带着光泽的心形树叶前端细长

似尾的叶尖处滑落坠地，溅碎成无数晶

莹。在这一刹那，冥想者睁开了眼睛。

这块雕塑展示了阿育王在摩诃菩提

树旁修建寺庙的场景 | Biswarup Gangu-

ly / Wikimedia Commons

在千年后流传弥久的各种传说和记载

里，这一刹那竟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中一段

永恒的传奇。迦毗罗卫国抛弃了王子宝座

的乔达摩悉达多，于这一瞬间在树下悟得

了正道，成为了佛祖释迦牟尼。

菩提伽耶见证过佛祖觉悟的参天巨

树阿什瓦塔，便是菩提树。“菩提”为

梵语“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

，系指人豁然开悟真理，从此超凡脱俗

。这也是菩提树名字的由来。因为佛陀

是在菩提树下获得觉悟，所以，此树有

启智思维之功，又被人称为觉树、思维

树，在世界多地，佛光照拂之处，菩提

树总是倍受尊崇。

南北朝时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

，来自天竺的僧人智药三藏航海到达广州

，他将带来的一棵菩提树种植在光孝寺戒

坛前。时光冉冉，广州光孝寺已是岭南现

存最古老的佛寺，佛寺里一株菩提古树枝

繁叶茂，这里亦见证过诸多传奇。传说禅

宗六祖慧能法师曾在此讲经，于菩提树下

轻吟偈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

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榕属是一个成员众多的大属，约有

近千种乔木、灌木和藤本的榕属植物，

它们大多产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为佛

祖“证道”的菩提树，便是近千种榕属

植物中的一员。菩提树原产于东

南亚、印度，在中国西南也有自

然分布。

今天，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

各国的许多佛教寺庙里都有菩提

树，这些菩提树中，许多都被有

心的人们认证或附会为菩提迦耶

那株神树的后代。

和其它榕树相比，菩提树有

着有革质三角状卵形的叶片，叶

片深绿色并有光亮，叶片的先端

有极为狭长飘逸的尾尖，这个令

人印象深刻的“小尾巴”称为

“滴水叶尖”。菩提树叶片上的

小尾巴能使叶片表面的水膜集聚

成为水滴顺着叶尖滴落，使叶面

很快变干，这也是热带植物适应

多雨环境的策略。菩提树还有和

叶片差不多长的纤细叶柄，就算

在没有风的时候，长叶柄和宽叶的结构

也能让叶片不停地晃动摇摆。

同许多榕树一样，菩提树从枝干处

能够不断产生悬垂的气生根，当气生根

触及地面，便能在土壤生根发芽，长成

为新的树干。菩提树拥有漫长的寿命，

时光岁月能够让它长成体形极为庞大的

巨木，围绕着主干四周能生长出数千条

悬垂气生根，它们会一直见证和记录着

时光的变迁。

从此，一棵树，便是一片森林。

不过，这样体型巨大的榕树，它们的

生命也许开始于一场不经意的旅程，它们

毫不起眼的种子经鸟类排泄在一株树上部

的裂缝中。这颗菩提树的种子悄悄地发芽

了，菩提树的柔弱的幼株努力附生于这株

树上，依靠雨水和空气，幼株努力维持着

自己的生命，不断产生向下悬垂的气生根

。终于，第一根气生根长到了地面，在森

林地面的土壤中落地生根。

自此以后，看似娇弱的菩提树幼株

不再“佛系”，新的气生根不断到达地

面落地生根，这些根的地上部分变成树

干状，同时继续发芽生根，它们开始包

围并“绞杀”幼时曾经依托的树。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人们

的眼中，菩提树能结出满树的榕果，但

除了略显惊悚的各种营销号，大多数普

通人并没有见过菩提树开花。

菩提树这种“不开花便结果”的特点

，和无花果很相似。菩提树和无花果都是

榕属的植物，作为桑科榕属的成员，都有

着榕属植物的典型特征——隐头花序。

菩提树并不是不开花，只是我们从

外面看不见而已。隐头花序是一种特殊

的花序结构，它的花序轴肉质膨大，而

且向下凹，形成一个中空的球，在球里

凹陷的内壁上着生密密麻麻没有花梗的

白色小花。

这个中空的隐头花序只在顶端留了

一个很小的孔，供传粉的榕小蜂们进出

。雌性榕小蜂从隐头花序的顶端小孔挤

进去后，会把卵产在这些瘿花上，然后

幼虫在此发育。发育成熟的新一代榕小

蜂在花序中完成交配，雌性小蜂会携带

着雄花的花粉从小孔钻出去，寻找新的

隐头花序。如果它有幸钻入雌株花序中

，就能把花粉带到雌花柱头上，继而完

成授粉的使命。

榕果既是这些榕小蜂幼虫的“家”

，也是它们的食物。在大自然漫长的演

化史中，菩提树和榕小蜂建立起了一种

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菩提树为榕小蜂

提供了一生“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

而榕小蜂帮助菩提树传粉结实。

榕属植物据估计已有6千万到1亿年

的历史，它们的生存繁衍完全归功于榕

小蜂，反之亦然。在演化史

上，所有能称得上天长地久

的合作，都是久经考验而历

久弥新。

传说中，菩提树的果叫

“菩提子”，人们用它们串

成念珠，据说可以使人身心

安宁，心平气顺，还有辟邪

的效果等等，“若用菩提子

为数珠者，或用掏念，或但

手持数诵一遍，其福无量”。

市井之中红男绿女佩戴的各种各样

、光怪陆离的菩提串串，无论是挂在胸

前，还是缠绕于腕间，菩提子已经不只

是普通的佩饰与玩物，它们代表着一种

有文化有内涵的高端气质，还被赋予了

修身养性、辟邪招财等美好含义，更成

为打开中年社交圈交流障碍的利器。因

为有了珠串，人生不再初相逢，洗尽铅

华也从容。

不过，真正的菩提树结出的菩提子

却永远也无法制成念珠。菩提树结出的

果实，由隐头花序和肉质壶形中空的花

序托发育而成。菩提树的榕果为球形至

扁球形，果实很小，直径大概在1-1.5厘

米左右，榕果初时呈绿色，成熟时会变

为紫红色，表面光滑。

这个肉质球形的榕果也并非是菩提

树真正的果实，在植物学上，它是假果

。菩提树真正的果实是内有一粒种子的

瘦果，无数微小的瘦果都包含在这个球

形的榕果里面。

菩提树的榕果实成熟以后，会逐渐变

软，它和我们常吃的无花果一样，里面是

中空的，如果把它们串起来成为一个“真

正的”菩提手串，结果就是变烂。

这些以菩提为名的各种各样的串串

，来自于其它各种各样的植物，有些

“菩提珠”来自植物的木材，有些来自

植物的种子。比如“金刚菩提”的真身

是圆果杜英的种子，“凤眼菩提”的真

身是酸枣的核，“金线菩提”“千丝菩

提”来自于棕榈科的各种植物。总之，

在所有以菩提为名的“菩提珠”里，就

没有一串是属于菩提树的。

对于这些由“菩提子”制成的各种

菩提串珠，不妨顺口念出这句偈语：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你盘过的所有菩提珠子
没有一串来自菩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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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英超]]曼城曼城11--00謝菲聯謝菲聯

20212021亞洲亞洲FF33錦標賽迪拜站錦標賽迪拜站RR33

20212021國際汽聯亞洲國際汽聯亞洲FF33錦標賽迪拜站第三回合正賽錦標賽迪拜站第三回合正賽，，Pierre-LouisPierre-Louis
CHOVETCHOVET拿下冠軍拿下冠軍，，Dino BEGANOVICDino BEGANOVIC再度收獲壹個亞軍再度收獲壹個亞軍，，HitechHitech
GPGP 車手車手Roy NISSANYRoy NISSANY以第三名完賽以第三名完賽。。中國車手周冠宇在發車後進入中國車手周冠宇在發車後進入
11號彎前被後車追尾號彎前被後車追尾，，導致左後懸掛受損無奈退賽導致左後懸掛受損無奈退賽。。

希臘萊斯博斯島現罕見化石樹希臘萊斯博斯島現罕見化石樹

英國高齡英國高齡““報童報童””
8080歲大爺騎車送報樂此不疲歲大爺騎車送報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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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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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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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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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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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地
民
眾
路
邊
圍
觀

印度尼西亞日惹省印度尼西亞日惹省，，默拉皮火山噴發出巖石默拉皮火山噴發出巖石
和火山灰和火山灰，，頂部冒出滾滾濃煙頂部冒出滾滾濃煙，，火山附近的民眾火山附近的民眾
紛紛在路邊圍觀這壹景象紛紛在路邊圍觀這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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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根據德克薩斯州
奧斯汀警察局的消息稱，一名被診斷患有晚期癌
症的兒科醫生在人質綁架事件中槍殺了另一名兒
科女醫生，隨後開槍自殺身亡。

奧斯汀調度員周二接到電話，稱一名男子手
持槍走進奧斯汀的兒童醫療集團（Children's
Medical Group，CMG）的辦公室，變為多名人
質扣壓在大樓內。

警察說，起初有幾名人質被扣押，但幾名逃
脫的人被允許離開，除CMG的兒科女醫生凱瑟
琳·林德莉·道森（Katherine Lindley Dodson）博
士外。人質告訴警察，該名男子手持手槍和彈槍
。警察說，兇手也有兩個行李袋。

警察說，這名帶槍人士是現年43歲的兒科醫
生巴拉特·納魯曼奇（Bharat Narumanchi），他

最近被診斷出可以診斷晚期晚期癌症。的最後一
個居住在州是加利福尼亞。

警察說，他在槍擊事件發生前一周去了
CMG辦公室，併申請了志願者職位。除了他最
近的訪問以外，警方無法找到道森和納魯曼奇之
間的聯繫。

人質談判人員隨後趕到現場並試圖與納魯曼
奇保持聯繫，但未成功。經過多次嘗試，特警人
員進入大樓，發現道森和納魯曼奇均死於明顯的
槍傷。

警察局的新聞稿說：“納魯曼奇醫生似乎是
在槍殺了道森醫生之後開槍自殺的。”該事件仍
在調查中。

特拉維斯縣醫學檢驗官將進行屍檢，逐步死
亡的正式原因和方式。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附屬機構
KEYE-TV報導，當社區哀悼道森去世時，鮮花
放在CMG門前的標誌前方。

奧斯汀醫學中心的網站稱，現年43歲的凱瑟
琳·道森於 2017 年加入 CMG 擔任兒科醫生。該
網站說，她是黑人州巴吞魯日（Baton Rouge）
的本地人，已婚，是三一個孩子的母親。

同事米歇爾·斯威茨（Michelle Sweitzer）告
訴KEYE-TV：“道森醫生在病床邊對孩子的態
度最好。”“她告訴您的孩子們，'我愛你'，讓
他們放心。她是最可愛，最善良和充滿愛心的醫
生。”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作詞作曲演唱叁棲明星、“椰城小姐” 、“漂亮女聲”
馮夢雪應邀獻藝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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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舊歲已去，華人的春節
又快臨門。逼近的年關，催回了漂
泊異鄉遊子的腳步，蕭蕭的清寒，
阻擋不了滾滾而來的年味。一扇門
窗，關閉了外面的熱鬧與喧囂，把
孤單的身影和靈魂，安放在狹小的
空間內，在屬於自己的世界裏，縱
橫沉溺。一盆紅通通的爐火，溫暖

冬的清寒，誤以為春過江南到了岸
；一杯薄霧裊裊的熱茶，穿過冰涼
的指尖，沁入心底，假裝自己一路
有幸福相伴。

流年如煙 ，季節輾轉，去留無
聲。繁華落幕後，空曠寂寥的冬天
，是歲月對這個季節的寫意。昨夜
一場淅瀝小雨，給冬季又增添了幾

分寒意。灰色天幕下，攀爬的枯藤
，讓堤岸有了歲月的滄桑感。幾朵
消瘦的薔薇，在嚴冬中枯萎，把春
天的往事，埋藏在冬天的記憶裏。

人這一生，經歷很多，紅塵紛
擾，我們誰又能將自己置身度外？
一直在想，生命要走多遠，才能與
自己溫柔相待？年少時做出的那些
輕狂和草率，要付出多少才能償還
，不再獨自一人背負生活的悲與苦
？往事如風，風過留痕。很多時候
，經過、痛過、哭過，才知人生之
路環環相扣，一步錯，後面步步都
是錯。如若任性，指尖落筆處，一
定是我不願提及的往事，那些冰冷
尖刻的話語，是刺向心間的利劍，
如蟻啃噬的靜夜，是青春不諳世事
的投影，那一條淺淺的痕跡，是我
無法忘掉的過去。

不念過往千千結，不懼將來歲
月寒。總是把自己偽裝得很堅強，
總是用明麗的外表，來掩飾歲月的
滄桑，但花開鼎盛的時候，我們怎
會忘了花落後的荒涼？陽光明媚的

時候，怎會忘了風雨來襲時的倉皇
？那些動蕩、不安和潮濕，都還那
樣安靜的蟄伏，漸生綠苔，在某個
午夜裏偶然想起，也會淚流滿面。
行走在紅塵中，一邊將過去的慌亂
掩藏深埋，一邊繼續接受生活饋贈
的不堪。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永
遠只是一個表象。一杯杯帶着餘溫
的心靈雞湯，無法驅散明媚笑臉下
掩藏不住的眼角憂傷，更無法治癒
千瘡百孔的心殤。

人來人往的人海中，誰不是獨
自奔跑者？過去歲月中經歷的種種
，都變成深藏於心諱莫如深的痛。
紅塵道場，我們都是孤獨的修行人
。不是喜歡孤獨，不是不想陪伴，
而是無法感同身受。我們是那樣的
自相矛盾，一邊責怪世事如流，人
心不古，一邊把自己緊緊包裹，戴
上厚厚的盔甲。於是有些人，窮盡
一生都在尋找一個超渡人，尋找那
個修補人生裂縫的人。最後才發現
，我們只能是自己超渡自己，自己
修補自己的人生裂縫。

流年似水，往事已輕。走過四
季的花香，走過人生的迷茫，把過
往的顛沛流離放入行囊，心不再敏
感憂傷，多少含淚的故事會笑着說
起。然後笑着面對生活、面對美好
，一如初涉世事的當年，就像我對
書、對文字的熱愛。此刻，窗外雨
住風歇，霓虹璀璨，光陰柔軟而靜
謐。我端坐在電腦前，任十指在黑
色的鍵盤上靈巧飛舞，把生活的不
堪深埋心底，只留一些極致唯美的
文字清泉一樣從叮叮咚咚的聲響中
汩汩流出，編織着一些或甜美或憂
傷的浪漫故事。

爐火點燃了希望，那就從春天
開始。當溫暖替代了冬寒，春風喚
醒了長眠的枯草，枝頭的春花一茬
接一茬地綻放，很多故事會被催生
上演。桃花盛開的三月，一壺青梅
酒泛着微醉的甜蜜，有生之年，無
論歲月贈予怎樣的美好和薄涼，我
願用一生去奔赴，寫下春色如煙，
時光安好！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往事如煙逝往事如煙逝 楊楚楓楊楚楓

休斯頓警局新任副局長到訪恆豐銀行休斯頓警局新任副局長到訪恆豐銀行
（本報訊）2021年2月3日

休斯頓員警局新任副局長 Ben T
Tien 及其團隊共四人，專程拜訪
恆豐銀行。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
事長，總經理張永男在銀行接待
了來自休斯頓員警局到訪人員，
在會談中，副局長高度讚揚了恆
豐銀行長期以來一如既往對於社
區發展所作出的支持，同時，再
次 感 謝 恆 豐 銀 行 給 Southfair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培
訓中心的捐贈。

恆豐銀行吳董事長向客人介
紹了恆豐銀行的成長歷程， 並
同總經理張永男一起陪同客人參
觀了恆豐銀行。 在參觀到恆豐
銀行12樓的培訓中心時， 新任
副局長大力讚揚環境設備的完善
， 同時，期許在未來同恆豐銀

行一起針對社區民眾安全教育開
設不同的專題講座，提高民眾的
的自我保護和安全意識，以達到
警民合力共建安全和諧的工作生
活環境。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表示
恆豐銀行自 1998年成立以來，
業績成長優異，如今的恆豐銀行
總資產已超過21億，這一切除了
全體董事和全員工的努力，更重
要的是來自社會各界對於恆豐銀
行的信任和支持，所以， 在過
去近23年的經營中，恆豐銀行
始終不忘回饋社會，願意為建立
和諧，安全的社區環境貢獻力量
，以盡作為社區銀行之應盡社會
責任。 到訪結束時，雙方商定
在未來彼此將緊密聯絡，共同為
社區安全做努力。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今年冬
天不僅房市興旺，房貸利率也降到
歷史的最新低點，具有多年房貸經
驗的萬里貸款朱瑞薇女士表示，廣
受美國華裔歡迎的不查收入房屋貸
款已經降至新低利率 3.625%(APR
3.95%) ，無論要買房、或重新貸款
現在都是好時機，這種機會可說是
前所未見，要想做不查收入房屋貸
款的民眾應好好掌握時機!

因為疫情或是其他種種原因，
不少華裔民眾沒有辦法提供收入證
明，這時候，不查收入貸款是他們
買房子或重貸最好的方式，萬里貸
款公司提供不查收入貸款，正好能
夠幫助這些民眾一償所願。朱瑞薇
女士說明，他們公司目前已為客戶
做到不查收入房屋貸款最低利息
3.625%(APR 3.95%)，在總統就職之

前，不查收入房屋貸款利率在4.3%
到4.5%之間，現在降至最新低點，
有需要的民眾趕緊把握機會，盡快

跟朱瑞薇聯絡。
另外，已經有貸款的民眾，如

果是在前兩年用不查收入貸款買房

子，利息在5%以上，也是考慮重新
貸款的好時機，現在能把利息降到
3.625%(APR 3.95%)，相差頗巨，要
想節省利息正是時候。此外，朱瑞
薇的公司成功的為客戶鎖定查收入
貸款15年利率可達1.875%，也是歷
史新低。

朱瑞薇表示，如果您的房貸利
率太高，歡迎和她聯繫，考慮重新
貸款，可以省下大筆的銀子。舉例
來說，經過朱瑞薇的努力與細心處
理之下，萬里貸款成功的幫助客戶
辦到買三十萬的房子，信用分數720
，放 30%首付，利息是 3.625%，30
年貸款，想要提早還清或是每個月
都還都可以，比起之前的優惠太多
啦。

有貸款經驗的民眾會了解，有
專家處理和沒有專家處理，貸款利
率差別甚大，不少已經重新貸款成
功的家庭，對朱瑞薇的服務非常滿
意，並感謝在她的協助之下，節省

了這麼多錢。
朱瑞薇從2006年開始做貸款，

專精 H1B、 L1、L2、E1、E2 的簽
證的貸款、及建築貸款，而且不查
收入、不查身份，外國護照也可以
貸款。如果有房貸已付清，想要重
新貸款拿現金的，她都可以提供最
有效率的服務。

朱瑞薇擁有15年住宅及商業的
貸款經驗，並專精大型公寓貸款，
可做全美50州，她的個性非常熱心
，熟按貸款作業流程，知道如何為
客戶規劃出最好的方案，專業又周
到，專門服務僑社及海外華裔朋友
。如果讀者有需要貸款的，歡迎與
她 聯 繫 。 電 話 是 915-691-9072。
Email郵箱: rei@milesfunding.net。

重磅重磅!! 不查收入房屋貸款最新低利不查收入房屋貸款最新低利33..625625%%
重新貸款正是時候重新貸款正是時候 萬里貸款朱瑞薇經驗豐富萬里貸款朱瑞薇經驗豐富


	0205FRI_B1_Print.pdf (p.1)
	0205FRI_B2_Print.pdf (p.2)
	0205FRI_B3_Print.pdf (p.3)
	0205FRI_B4_Print.pdf (p.4)
	0205FRI_B5_Print.pdf (p.5)
	0205FRI_B6_Print.pdf (p.6)
	0205FRI_B7_Print.pdf (p.7)
	0205FRI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