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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Glaucoma）是壹系列會
導致視神經受損，進而造成視力喪失
的眼疾。其中最常見的是隅角開放性
青光眼 (open angle glaucoma)，隅角
閉鎖性青光眼 (closed angle glaucoma)
次之。東亞裔族群罹患隅角閉鎖性青
光眼的機會較歐裔族群高。隅角開放
型的疾病進程較為緩慢，且不會有疼
痛感。青光眼壹般從週邊視野開始進
犯，如果此時不接受治療，則會進展
至中心視野導致眼失明。隅角閉鎖性
的疾病發展有可能為漸進或突發。若
為突發性的，則有伴隨急性眼痛、視
力模糊、瞳孔放大、眼睛紅痛與暈眩
的可能。由青光眼所造成的視力喪失
是永久性的。

壹般認為眼壓持續升高是導致青
光眼的因子，但也有病人高眼壓長達
數年，卻沒有任何不良影響的。相對
的，視神經損傷卻可能在眼壓維持在
正常值時發生，即所謂的 「正常眼壓
型青光眼」 。

青光眼可以用散瞳後的視力檢查

來診斷。通常，視神經杯 (optic cup) 會
因為受到壓迫而產生視神經盤凹陷
（optic nerve cupping）。

若以藥物、激光或手術的方式早
期治療，是有機會減緩或停止疾病惡
化的。上述這些醫療方法都是旨在降
低眼壓，現在有多種不同的青光眼藥
物可給予病人。隅角開放性青光眼和
隅角閉鎖性青光眼都有不同的有效雷
射治療。倘若所有的方式都無法有效
治療，則當考慮對病人施 予手術。有
數種青光眼手術可以選擇。隅角閉鎖
性青光眼屬於醫療急癥，必須儘快處
理。

全球約有600-670萬人罹患青光
眼。在美國，此疾病大約對200萬人
的生活造成影響。以年齡層來看，青
光眼病患較多為老年人口。隅角閉鎖
性的患者則以女性為多。青光眼又被
人稱為 「視力竊賊」 是因為它通常早
期是沒有癥狀的，而且通常疾病進程
緩慢，在壹段時間後慢慢使得病人失
去視力。全球統計顯示在導致失明的

原因中，青光眼僅次於白內障。

大部份青光眼病人早期是沒有癥
狀的 , 但亦有人可能有以下的表現 :

•40歲前出現老花眼，尤其是女
性，且老花度數變化很快，需頻繁更
換眼鏡。

•早晨起床後看書報較吃力，易
出現鼻樑根部酸脹和眼眶前額脹痛；
有時看到白燈光周圍出現彩色暈輪像
雨後彩虹 (虹視)；夜間視力減退；視野
中出現暗區。

• 視力逐漸下降， 驗光配鏡視力
矯正不到20/20。尤其高度近視者，戴
適度的眼鏡後仍常有頭痛眼脹感。

以下是青光眼的壹些高危因素:
壹、有青光眼家族史
二、患有與青光眼有關或能引起

繼發性青光眼的全身病，如糖尿病、
高血壓、低血壓、海綿竇栓塞和甲狀
腺功能異常等。

三、患有與青光眼有關或能引起

繼發性青光眼的其他眼病，如高度近
視、高度遠視、視網膜中央靜脈阻塞
、眼外傷、白內障、炎癥、眼部腫瘤
等。

青光眼早期通常沒有癥狀 , 以至使
病人視力永久受損後才察覺。因此例
行眼睛檢查對早期診斷及治療至為重
要。如有高危因素或其他癥狀更要及
早檢查與定期觀察 , 切莫錯過了治療的
最佳時機。

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
本科畢業於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at
Galveston德州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
在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德州大學達拉
斯西南醫學中心完成了住院醫生的訓
練。楊美儀醫生 (Dr. Linda Yang) 對於
各種眼疾都有豐富的經驗，尤其擅長
白內障手術。到目前為主，她已成功
地做過2000多例眼睛手術。楊美儀醫
生 (Dr. Linda Yang) 是休斯頓出生和長
大的華裔，會說流利中文， 對於華人

患者來說，實在是太方便了。
診所:
1429 Hwy 6 South, Suite 102
Sugar Land, TX 77478
(832) 500-1480
8am – 5pm Mon – Fri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妳治李醫生免費幫妳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壹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壹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妳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妳免費治療！不用妳自己掏壹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妳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次
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壹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壹直
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
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
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
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

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
需要人扶，並且壹側臀部肌肉開始萎
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壹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壹個療
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壹個
人。再治療壹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
，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
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
、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壹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壹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
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
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
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五全天
，二、四、六上午。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

什麼是青光眼什麼是青光眼?? 怎麼治療怎麼治療??
—眼科醫生楊美儀—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Dr. Linda Yang) 專欄二專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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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親子教育

以下3000字干货，适合跟我一样，面

对调皮捣蛋的孩子脾气暴躁，又想积极改变

的父母！

2020，家庭安康，添了小宝，老公体

贴，生活顺遂，要说有不顺心的话，那就是

儿子不够听话，婆婆为此反复唠叨，我为此

烦恼不已。

我们家基本是这样一个模式：儿子一

放学回来，鞋一甩，书包一丢，就跑电视机

前，拿起遥控，打开电视，一直看到婆婆喊

吃晚饭才关。吃饭也是三心二意，一会聊天

说笑，一会低头想东西，一会拿起水杯喝水

，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吃过饭。

一到吃饭的点，婆婆就开始唠叨：我

一看你吃饭的样子就心烦，像个神经病，嘻

嘻哈哈，我做饭都做得没劲。

本来孩子吃饭，我不认为是个什么大

问题，愿吃就吃，不愿吃就算了，关键是，

我婆婆看不下去，几乎每顿饭都会唠叨，骂

骂咧咧。

我一般就听着，忍着，要么帮着婆婆

说几句儿子，效果不大，他还是爱笑爱闹，

不认真吃饭。我的火就窜来了，说了不听，

那还得了，拿出皮鞭，先威胁一通：五分钟

内不把这顿饭吃完，皮鞭伺候。

一开始他还是不以为意，等真的时间

到了，完不成任务，皮鞭上身的时候，他才

知道老妈玩得是真格的。

挨了几次打，他会认真一点，但需要

时刻盯着吃饭，才有效果，说实话，太累人

了。

尤其是，大冬天，他穿着袜子在家里

穿行，又不喜欢穿外套，总是害怕他感冒，

督促几百遍：穿鞋，穿外套。同样的错误总

是犯，总是忍不住生气，对着孩子大发雷霆

。

不光是我，婆婆冲着孩子发火，老公

也总是说：我也不想对你发脾气，是你总惹

得大家火冒三丈。

孩子确实有点熊，家里三个大人轮番

轰炸，他也就怕那么一小会，过后依然闹腾

，犯同样的错。

这几年的育儿经验让我明白：打骂不

起作用！

而且自己发起脾气来的样子，咆哮、

怒吼，像一只失控的野兽，丑陋得自己都不

认识自己！

于是下定决心，不要对孩子发脾气，

对待孩子要有耐心。可是这样的决心并没有

什么用，当孩子又不穿鞋、不穿外套时，火

气说来就来，按都按不住！

于是，打骂孩子，后悔自责，下定决

心不再如此，孩子

再犯同样的错，接

着打骂。。。。。

。

恶性循环！

孩子性情顽劣

，导致我们情绪失

控，可是又无能为

力，难道真的只能

如此下去？这样打

骂下去，又能培养

出什么样的孩子？

孩子控制不住，自

己的情绪也控制不

住，又无能为力，

到底该怎么办？

发火的原因

当然，我们

也不是无时不刻都

在冲孩子发火，郑

心燕老师在《父母

情绪管理课》中指

出，父母冲孩子发

火，背后有四个原

因：

1，当自己身体状况不好时，容易对孩

子发脾气。我们自己觉得太饿太困太乏或者

压力太大的时候，会对孩子特别没有耐心。

这种情况下建议我们先调整好自己，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才能照顾好家人，教育好孩子

。

2，孩子身上的毛病其实是自己身上毛

病的折射。我们想要逃避的其实是自身的毛

病，却又不能指责自己，这种情况下建议我

们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其实养育孩子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自我修行。

3，吼叫孩子有家庭遗传性。我们的父

母在我们小时候对我们发脾气，我们又忍不

住向孩子发脾气。吼叫代代相传，已经成为

了家庭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诚实

看到这一点，并尽力让这种模式终结在我们

这一代。

4，真是孩子惹你生气？还是只成为了

出气筒？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踢猫效应

”，讲的是情绪是有能量的，能够被传递，

而且是一级一级往低处传。当我们接受到一

些不好的能力，来自长辈、领导、同事或配

偶，我们又无权反击时，就容易把气撒在孩

子身上。

积极接纳负面情绪 这段时间，通过不

断看书、学习，渐渐明白：情绪，并不能控

制，越想控制住情绪，不发火，越容易失控

，被情绪所控。我们能做的就是：接纳情绪

。

我们一般把情绪分成四类：喜怒哀乐

。每一种情绪又可以分成若干种，比如喜，

就分成狂喜、喜上眉梢、转悲为喜、喜不自

禁、喜气洋洋。无论哪一种情绪，都是我们

真真实实感受的情绪，情绪并没有好坏之分

。

而我们的文化中，弘扬的都是积极上

进，乐观开朗的正能量，对于悲观、沮丧、

愤怒之类的情绪，是被视为不好的，应该被

我们所摒弃的。一旦出现这些负面情绪，我

们首先想的是隐藏、隐忍，尤其是在外人面

前，展现的都是我们积极正面。

而面对自己的孩子，能量比自己弱的

家庭成员时，就容易冲他们发火。

刚会走路的二宝，在她动了大宝的东

西后，他就暴跳如雷，对着二宝大吼大叫，

那样发狂的样子，像极了我对着他吼叫的样

子。

如何疏导负面情绪

那么，当负面情绪来临，如何进行情

绪管理呢？第一步，就是察觉情绪。我们为

什么会对孩子发脾气，真的是因为孩子吗？

比如，我们要急着出门，可孩子磨磨

蹭蹭，半点时间观念都没有，一着急，就容

易对孩子发脾气、吼叫。关键是，吼叫，甚

至打骂，半点用都没有，下次他还是该磨蹭

磨蹭。

当我们感觉自己要发脾气了，赶紧按

下情绪暂停键，问自己几个问题：

1，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无力，沮丧

，愤怒，挫败，还是被忽视？找到那个形容

词。

2，我不断升级的想法是什么？我在担

心什么？比如孩子迟到：老师就会在微信群

批评孩子，其实是在批评家长，感觉自己丢

不起这人，而且从小不懂得时间的珍贵，不

守时，长大了更是不得了，于是忍不住对着

孩子大喊大叫。

3，我能否接纳自己的感受，并用积极

的想法代替不断升级的想法。比如孩子迟到

就迟到，说再多他也不理解不迟到的好处，

那还不如让他自己去体会、去感受，在众人

的目光中走进教室，被老师批评后，他才知

道准时的重要性。

4，先深呼吸，呼气、吸气时分别数5

个数，让自己平静下来，再去管教孩子。

第二，让情绪有个出口。当我们有情

绪时，要么向内发泄，忍气吞声，伤了自己

，要么向外发泄，伤了别人。如何做，才能

平和的发泄自己的情绪呢？遵照身体的指引

，让情绪有个出口：

1，出去跑步，运动，出汗。

2，找闺蜜倾述，吐槽。

3，痛痛快快哭一场。

4，看场电影，转移注意力。

5，逛街，买身衣服，取悦自己。

总之，想干点什么就去，只要不伤害

他人，不压抑自己，情绪会来，就会走。情

绪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不要去压抑，更不

要去否认，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

第三，接纳孩子的气质特点。有的人

天性急躁，做事麻利，有的慢性子，做什

么都慢腾腾，当这样的性格特点出现在母

子身上，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当我们之

间有着良好的亲子关系时，交流互动才会

有效。

《非暴力沟通》中，有一项我很赞同

：不带评判的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

，孩子玩了玩具，搞得满地都是。那我们可

以这样表达，尽量心平气和：宝贝，我看到

你把玩具弄得满地都是，我看着心里不太舒

服，你能把玩具收拾起来吗？

如果任由情绪发泄，打骂劈头盖脸

就下来了：每次都把玩具丢得乱七八糟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结果下次，

孩子还是该玩玩，丝毫不会顾及我们是

否暴怒。

在明白了我们发火的四大原因，情绪

并没有好坏之分，对于负面情绪，我们并不

需要隐匿躲藏，以及如何疏导负面情绪后，

我的心里不再像以前那般迷茫无助，更不会

因为孩子反复犯错，而认为自己缺乏权威，

甚至认为自己无能，连个孩子都管不好而生

气发怒了。今天，已经是第五天，我心平气

和的跟孩子交流。

当然，孩子习惯的养成不是一天两天

，我的情绪管理之路也不会一帆风顺，可能

会走两步退一步，但是，遇到情绪，能够积

极察觉，并按下暂停键，不让自己有对着孩

子乱发泄的机会，积极寻找应付策略，“定

能生慧”，只有我们父母是心态平和的，才

有可能在育儿路上，遇到困难时想出明智的

解决办法。

也只有我们父母是心头平和的，才能

养出能顺利对待遇到挫折的孩子。

2021，愿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父母！

2021，努力成为一个心平气和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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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鳥語花香

在北方，人们对杭州最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

小笼包。其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柳州螺蛳粉和

沙县小吃。

但奇怪的是，用杭州话读“包子”这个词，横

竖都觉得别扭奇怪。让杭州人觉得更亲切的，是

“馒头”：装在小蒸笼蒸的叫小笼馒头、一口一个

吃得掉的叫喉口馒头、个头更大的叫大馒头；肉馅

的叫肉馒头、菜馅的叫菜馒头、豆沙馅的叫甜馒头

、没馅的叫刀切馒头、卷葱花的叫花卷馒头、煎出

来的叫生煎馒头……

总之，杭州人眼里，但凡蒸熟的面点，大多可

以用“馒头”形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笼包

”与这座分不清包子馒头的城市牢牢联系在一起。

“馒头”这个词出现的时代，远远早于包子。

根据宋以前许多文人笔记记载，是诸葛亮征南蛮时

，按照当地习俗用人头祭江，又觉得太过残忍，于

是改用面食填入碎肉馅做成人头的样子祭祀神明。

虽然附会名人的传说不可信，但馒头起源自秦

汉以后，儒学深入人心、人道主义萌芽的时代，却

是可信的——也是在那时，人殉大规模废除，被俑

殉全面取代。

作为祭祀用品的馒头，其格调地位天然要比它

的兄弟“蒸饼”高，原因就是它用了肉馅。对早期

的农耕文明来说，肉类是很不易得的食材，但对有

着敬天法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在隆重的祭祀场合

，有偶一为之的必要。

没错，馒头的本名是“蒸饼”，包子的本名才

是“馒头”。

杭州话里，不带任何前缀的“馒头”，指肉馅

包子。这并不是语言上的混淆，某种程度上说，是

杭州保存了中古时代对这种食物的朴素认知。

有趣的是，在新疆少数民族的维吾尔语、乌兹

别克语等突厥语系里，把包着羊肉和洋葱的特色

小吃薄皮包子，称为“皮提曼塔”。“皮提”意

为“死面”，而“曼塔”则明显源自汉语的“馒

头”。

到今天，在新疆的风味饭馆里，维吾尔老板在

给食客数包子时依然这样唱吟：“布尔曼塔、西

尅曼塔……”意思是“一个包子，两个包子……

”。

而在东边的日本，最能代表饮食传统的点心和

菓子中，也有一种“馒头”。其本质，实际是豆

沙馅的发面包子。

日本民间传说，馒头是十一世纪，由在南宋游

历的高僧圣一国师圆尔带回。当时日本还处于禁

肉令时期，全民不吃陆生动物的肉。所以流行于

中国的肉馅被抛弃，改用更符合日本人口味，甜

口细腻的红豆沙。

事实上，不同的民族中都把包子称为“馒头”

的现象，恰恰证明了唐宋时代，中国作为文明的

高地，对周边地区的强势文化输出。

而杭州，作为南宋皇城故地，当今中国最具宋

代风情的城市之一，是有理由将这种饮食文化保

存至今的。

也是在宋代，另一种对于馒头的称呼悄悄萌芽

。

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当时街头市井的

小贩，售卖一种名叫“包儿”的小吃，皮半透明

，里面有虾、肉和肉汤。

揣测这种食物的模样，已经与今天死面做皮的

灌汤包非常相似。

这种民间小吃的名气之大，乃至影响了官方的

饮食习惯。在南宋成书的文人小品《燕翼诒谋录

》里，记载了：“仁宗诞日，赐群臣包子。”作

者还特地在包子一词后面加了注释：“即馒头别

名。”

这可能是中国宫廷食谱上，第一次出现“包子

”的名号。

此后很长的时期内，包子和馒头的称呼都是

混用的，在《水浒传》成书的明代，孙二娘卖

是人肉馒头、还是人肉包子，各个版本都有不

同的写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明清时代，在北

方地区逐渐出现以有馅无馅为标准，为馒头包子

的区别分野；但在南宋故地杭州，坚持把二者混

用。甚至代表礼仪、经典的馒头使用面日益拓宽

增大，而市井意味浓烈的包子，却逐渐消失在口

语里。

这或许反映了杭州人追怀宋代风流的小心思

，又或者是端着南宋古都的架子。总之，包子与

杭州人的口味高度契合，更与杭州的文化息息相

关。

清中后叶，盐商童岳荐撰写了一部关于饮食的

小品《调鼎集》，其中记载了一种“如胡桃大”的

馒头，“笼蒸熟用之，每箸可夹一双”。

人们常常把这种包子视作淮扬地区早茶汤包的

起源，却很少有人知道，童岳荐虽然在淮扬地区做

生意，但他的家乡，是在浙江绍兴。几十年后，他

的另一位绍兴老乡孙翼斋在杭州仁和路挑出担子，

向西湖边踏春的游客们贩售这种“如胡桃大”的馒

头。

生意越做越大，流动的小担子变成了店铺。这

家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杭州知味观，而“如胡

桃大”的馒头，则是每个杭州人都吃过的知味观小

笼。

时间拨到解放后，1971年，一位名叫王仁孝的

17岁年轻人进入了当时已经是国营企业的知味观工

作，跟随老一辈白案师傅赵阿牛学做中式点心。

杭州小笼的打馅、揉面、灌汤、收口技艺，就

像此前数百年的历史一样，传续到了年轻一代手上

。

出师之后的王仁孝又被调到杭州酒家工作，在

那里，他认识了江西人胡忠英。几年后，两位后来

的大师被委派筹建杭州南方大酒家。那几年，胡忠

英创制、总结了后来成为杭帮菜源流的“迷宗菜”

；而负责厨房白案的王仁孝，则结合了北方包子松

软、喧腾的面皮特色，和杭州本土肉馅加皮冻灌汤

的做法，创制出了一种雪白、松软、多汁、香浓的

“迷宗大包”。

成为杭州一代人记忆的“南方大包”横空出世

。

上世纪 90年代初，南方大酒家门口每天队

伍排成长龙，等候购买南方大包。吃了数百年

“馒头”的杭州人，重新触碰到了宋都临安街

头繁华景象，和美味的“包儿”。所谓的“迷

宗大包”，其实一点都不迷宗，它深刻烙印于

杭州这座城市的文化里，也传承于每个杭州人

舌尖的基因里。

据王仁孝回忆，当年在南方大酒家，门口卖包

子的两张桌子，最多一天可以卖出3万多只。鼎盛

时，全杭州有30多家连锁店、加盟店。

南方大包火遍杭城大街小巷之后的一年，一家

名叫“新丰小吃”的面点铺开张。小笼包、鲜肉大

包、豆沙油包，以及搭配各种包子的汤馄饨、汤粉

丝，成为杭州人不分阶层贫富、不分老幼年龄，人

人最喜闻乐见的早点。到今天，“新丰小吃”依然

是杭州影响力最大、连锁铺面最多的点心品牌之一

。

关于包子与杭州的故事并未就此停止。

2005年，一个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名叫童

启华的台州温岭人，在来到杭州考察后，被杭州人

对于包子的热情震撼。四年后的2009年，他在杭

州文一路的骆家庄，开出了自己的店铺。

不同于知味观、南方大酒家和新丰小吃，童启

华的定位更精准：只卖包子。

作为理工科高材生的他，按照老子《道德经》

里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为包

子铺起了个文邹邹的名字“甘其食”。

谁也没想到，这家从杭州走出去的包子铺，会

在几年后，成为日售数十万包子的行业巨头。

从南宋临安繁华的市井盛况，到今天杭州蓬勃

的商业环境；从红极一时的“包儿”，到绵延不绝

的包子。杭州的滋味，从未改变。

所有的商业传奇，都有文化的缘由和历史的源

流，这点在杭州包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
是
西
湖
醋
鱼
、
不
是
龙
井
虾
仁

包子才是
杭州的头号名菜

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为了好

玩，长在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

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

识我吗？

——泰戈尔《金色花》

广西，防城。

山地、台地、谷地、丘陵、海岸、

滩涂，春风入卷山水相间。

十万大山南麓横亘于此，蓝山支脉

，低山丘陵连绵。温暖的太平洋东南季

风带来的季节性充沛雨量，为林木的生

长带来了所需要的水分。雨季与旱季，

湿润与炎热的交替，孕育着北回归线以

南的热带季雨林。

一月是少雨的旱季，阳光透过高大

而茂密的常绿阔叶林树冠层，斑驳懒散

地洒向了林下一丛金花茶。碧绿明亮的

叶片间，数朵金黄油亮的山茶花忽然之

间熠熠生辉。

很久以来，能开出金黄色花朵的山

茶花一直都只是一个传说。全世界的园

艺家们一直在寻找能开出金黄色花朵的

山茶花。据说，这种黄色的山茶花生活

在中国南方的山野里。

这种激起西方园艺学家强烈兴趣、

能开出金黄色花朵的山茶花始于《本草

纲目》中一段语焉不详的记述。在西方

，《本草纲目》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宏大

的博物巨著。1656年，波兰人卜弥格将

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译成拉丁文

本，书名译为《中国植物志》。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山茶》中记

载：“山茶产南方。树生，高者丈许，

枝干交加。叶颇似茶叶，而浓硬有棱，

中阔头尖，面绿背淡。深冬开花，红瓣

黄蕊。” 李时珍自己并未见过黄色的

山茶花，不过，他在遍阅典籍后，亦信

在南方山野，有可能有一种能开出黄色

花朵的山茶花。于是他在《本草纲目∙

山茶》里，引用了明代曹昭撰《格古论

》中的记述：“或云亦有黄色者。”

1843—1861年，英国探险家和植物

猎人罗伯特· 福琼四次前往中国，他为

东印度公司盗取了关于中国人制茶技术

的所有秘密。这位著名的茶业大盗还为

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工作，在中国寻找传

说中的黄色重瓣月季、蓝色芍药和黄色

山茶。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偷偷寻

找能开出黄色花朵的山茶花，然而终其

一生，他未能如愿。

时间又过去了100年，在这期间，

为了寻找黄色山茶花，无数植物采集者

深入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山野林间。然

而，这种传说中的黄色山茶花依然没有

出现于世间。

70年代初的一天，日本植物学者，

著名的茶花研究专家津山尙，收到了山

茶花园艺品种的研究家池田金八送来的

两份来自中国的植物标本。这两份珍贵

的植物标本均由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胡

先骕亲手鉴定并签名。那一刻，津山尙

发现，自己苦寻一生的“幻想的黄色山

茶花”就这样出现在了眼前。

30年前，津山尙曾走遍中国华南和

东南亚，只为寻找到传说中的黄色山茶

花，尽管历尽艰辛，津山尙并没有成功

。后来，他

把自己的这

段经历写成

《幻想的黄

色山茶花历

险记》，在

日本茶花协

会刊物《椿

》上发表。

这两份

中国植物标

本来自于山

茶科的一个

新物种The-

opsis chry-

santha Hu，

中文名金花茶，这个中文名字也是由胡

先骕命名的。

1960年12月25日，中国广西，两位

植物工作者在邕宁县采集到一种开黄色

花的山茶科植物标本。经我国植物学家

胡先骕研究后，确认为山茶科连蕊茶属

新物种，由于这种山茶的花色金黄，胡

先骕为其取名为金花茶。1965年4月，

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报》正式发表了

新物种金花茶，种加词chrysantha的意思

是“黄色的花”。

金花茶是一种极为美丽梦幻的山茶

科植物，这是一种生活于热带季雨林林

下的常绿灌木，通常高不过5米。金花

茶个头虽小，金黄色的花却显得极大，

极为耀眼夺目。与其它的山茶花相比，

明亮的金黄花色和肉而肥厚的蜡质花瓣

，简直就像大自然精心制作的工艺品一

样梦幻美丽。

在当时，这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植物

新发现。植物和园艺界期待已久的传说

中的黄色山茶花，就这样突然间出现于

世人面前。很长时间以来，茶花的花色

局限于红色，粉红色和白色，这就是当

金黄色花瓣的金花茶从中国广西邕宁县

重现于世时，让山茶花育种者兴奋欢呼

的原因。这种梦幻的金黄色为茶花育种

者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色素基因。

1975年，津山尙根据从中国得到的

两份金花茶副模式标本和胡先骕发表的

新物种论文，将金花茶由连蕊花属修正

为山茶属，并以拉丁名Camellia chrysan-

tha（Hu）Tuyama做了新组合，在《日

本植物杂志》正式发表。

此后的很长时间，这是中国珍稀特

有植物金花茶的正式身份名字。

山茶属是山茶科中最大的一个属，

它们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和南部，从喜

马拉雅山脉向东至日本和东南亚。山茶

属有100-300种植物，具体物种、数量和

分类地位一直存有争议和变动。

山茶花和茶都是来自于山茶科山茶

属的植物。不过，最早建立山茶属的林

奈却犯了一个错误。1735年，林奈根据

早期欧洲植物采集者的描述，用一位在

菲律宾工作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乔治·

约瑟夫· 卡梅尔（George Joseph Kamel）

的名字建立了山茶属（Camellia）。

然而事实上，林奈从未见过山茶属

植物标本。拥有了山茶属的学名荣誉的

卡梅尔也从未见到过真正的山茶。林奈

一直认为茶和山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植

物，所以，除了山茶属，他还单独建立

了茶属（Thea），甚至在《植物种志》

第二版中,林奈还将茶分为两类:Thea bo-

hea(红茶)和 Thea viridis(绿茶)。直到后

来，茶属才被并入山茶属中。

追根溯源，山茶属本就有一个迷茫

的开始，而植物分类学上的争议并不影

响它的美丽。金花茶是山茶属金花茶组

的成员，自从60年代，金花茶被“发现

”和广泛宣传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

被视为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植物。

在60年代发现和发表金花茶已成为

传奇故事的多年以后，有中国植物学家

经过研究后发现，早在1948年，我国植

物学家戚经文发表了亮叶离蕊茶（Ca-

mellia nitidissima Chi），其发表物种所

依据的模式标本是植物学家左景烈于

1933年7月29日在广西防城县阿池隘采

集的。经过认真比对，这份标本的真身

竟然就是金花茶。也就是说，戚经文早

年发表的亮叶离蕊茶其实就是胡先骕发

表的金花茶。

于是金花茶的发现与命名历史又作

了重大改正，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植

物志》里，金花茶采用的拉丁学名为：

Camellia nitidissima Chi。

此时，金花茶已是世界著名的园林

植物。尽管在植物学上，1948年金花茶

已被中国植物学家首次被描述，不过在

园艺学上，金花茶上世纪60年代在广西

邕宁县的极为重要的“重新发现”后，

它才真正开始被园艺学家们利用。

然而，金花茶你叫什么名字的故事

并没有完结。

植物学者们不断在标本里努力寻找

更多真相。尽管存在着各种争议，今天

，金花茶的学名已被进一步订正为Ca-

mellia petelotii (Merrill) Sealy，1924年，

由植物学家Merrill正式发表，而发表物

种所依据的模式标本采自越南北部。

中国广西是目前世界上金花茶物种

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也是金花茶的地理

分布中心，被称为“金花茶的故乡”。

全世界绝大多数的金花茶野生资源

就分布在从中国广西南部到越南北部的

狭长地区。上世纪60年代，金花茶从中

国广西重现世间后，很快受到了全世界

园艺界的狂热追捧，身价倍增，曾经一

苗难求。

再后来，这种山茶属植物的金黄色

花朵也被广泛用于制保健茶，被商家赋

予种种传奇功效。金花茶开出致富门，

“茶族皇后”、“植物界熊猫”各种称

号纷至沓来。

金花茶也是中国第一批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后来，以金花茶为组模式的金

花茶组陆续发表了众多的新成员。金花

茶家族也有了数十个成员，金花茶不再

孤独。

不过，珍贵并非这种山茶属植物

的天然属性，稀有也更不是金花茶组

植物的特点。历经第三纪以来的地质

和气候变迁，在中国广西靠近越南边

境的潮湿的低山热带季雨林里，金花

茶的原生种群一直生活在这里，飘飘

乎如遗世独立。

尽管金花茶成为了开发利用价值极

高的植物，并开始在多地广泛人工栽植

。但野生金花茶的分布范围极为狭窄。

然而，在这种珍稀植物的原产地，由于

人类的经济活动，热带原始季雨林被破

坏，生活在低山丘陵地区的野生金花茶

的栖息地不断丧失。

直到今天，这种珍稀植物的野生资

源依然不容乐观，保护金花茶自然资源

及其生态环境任重道远。

金色的茶花？
让多少植物猎人跑断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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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故事的讲述者小樱，她想来讲

一讲自己大学毕业进入夜场工作的体验

。

小樱说，她之所以想来讲这段经历

，是因为她在很多问答类的网站、论坛

里，看到有人说一些夜场内幕的见闻。

但小樱觉得那些大多数都是段子，事实

并非如此。

初入夜场

2015 年大四下学期的时候，我没有

什么事情干，就想找个兼职。我在网上

看到有招募服务生的消息，工资日结，

一天能有四五百块钱，就很好奇地决定

去试试看。

那边给我的工作地点在郊区一个很

普通的地方，有一整条街全部是脏兮兮

的小歌厅。名义上叫歌厅，其实别人都

知道里面是可以叫「小姐」的，这条街

其实就是红灯区。

到打工的店里，我问老板娘服务员

到底要干什么。她说什么都不需要干，

就在包间里喝喝酒、唱唱歌。

其实我心里挺犹豫的， 因为我自

己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地方。

后来老板娘就把我带进了一个包厢

。包厢里坐着几个男人，茶几上摆着果

盘和啤酒。那几个男的是跑高速的司机

，来这边找乐子的。他们身上很脏，还

有味道，说着很难懂的方言，看起来特

别屌丝。

当时有一个人叫我坐下来，我就坐

下来了。因为什么都不懂，就看他们喝

酒唱歌，混了一个晚上。

到凌晨 2 点左右，老板娘给我结

了 500 块钱，我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

觉。

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太好，就再

也没有去过。

再入夜场

下一次去这种场所，就是大学毕业

之后了。当时我回了老家附近的一个城

市，投了很多简历，全部石沉大海。但

当时身上也快没钱了，连房租都快付不

起了。

我家里其实条件中等偏上，爸爸是

包工程的，我从小生活挺富足的， 没

有为钱操心过。但是我当时的想法还是

想要靠自己。

我想先去做一段夜场的工作，把困

难时期度过去，再去找个正常工作。我

当时想着一定不会在这个行业里待多久

的。

所以很快我就去上班了。

我联系到一个领队，他专门往夜店

输送女孩子，他带我去一个涉外的连锁

酒店的夜总会面试。

老板问了我很多问题，包括问我的

酒量怎么样。

夜店对女孩子的酒量有要求，如果

是一个女孩和一个客人的话，要求能喝

完 12 瓶啤酒，而且是喜力、百威之类

特别上头的酒。网上有的人问：为什么

去夜店，小妹一直让我买酒呀？因为喝

不了这么多酒的话，我们要罚款的。

那家夜总会在附近的小区租了一整

个单元作为员工宿舍，公主、少爷都住

在里面。公主就是包房里的服务生，负

责点歌、点酒、开酒。少爷是负责送酒

的。我是公关，我也搬进去了。

这边的女孩子一看就特别洋气，穿

着打扮特别漂亮。我觉得这个城市夜场

里最好看的女孩子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来这里工作，我当时想着我只是陪

个酒而已，顶多被客人摸一下。因为这

里消费其实挺高的，来的基本上是谈生

意的商务客，应该不会有素质特别差的

人。

而且我刚去的时候，因为是一个生

面孔，比较容易被选中。一般进一两个

房就会有人选我，一天如果能上两个到

三个班，一天的收入能有 1200~1800 块

。

坐台

我们每天要开班前会，会讲在包厢

里的服务，对客人的态度，包括酒杯里

不允许放小番茄

、西瓜之类的，

因为占杯子，喝

的酒少。

一桌客人到

了以后，妈咪会

问要什么样的小

妹。然后妈咪会

通过对讲机跟派

台的经理沟通，

女孩就排着队过

去给客人选，没

选上的回来，再

换下一组。

一开始的时

候我不敢抬头，

觉得非常紧张。

后来为了被选上

，就会抬头盯着

客人，保持微笑

，眼神跟着他的

眼神走，给人一

种你不选我就是亏了的感觉。

我比较怕遇见年轻的客人，相对来

说我喜欢陪三十五六岁的商务客，他们

基本上是谈事情的。而且他们没有那么

长的精力，玩一会就走了，我就可以去

上下一个班。

但是那种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富二代

我就得哄着，他们一个不高兴就会骂得

非常难听，甚至会泼我一身酒。我特别

讨厌这种客人。

曾经有过一个坐轮椅来的客人，是

很知名的企业家，他的秘书把他推进来

的，蹦迪的时候还要吃速效救心丸，他

说「小妹我先吃点药，你们再放歌」，

我真害怕他会晕过去。这样的客人基本

上玩一个小时左右就走了。

还有很奇葩的客人会打包果盘，我

们有时候酒喝多了，想吃个果盘压一下

，他不许我们吃，说要带走的。

要出台

妈咪不可能直接问一个客人你要不

要把她带出去睡觉，她会问客人要不要

出去「吃个宵夜」、「吃个快餐」、

「看电视」之类的。

其实你在那个环境下会被一点一点

腐蚀的。

因为你一天拼命上班只能挣 600

块，一个月最多挣一万八九。别的人出

去「吃个宵夜」，一天就将近五六千的

收入，一个月最少 6 万。

我们场子里的休息室沙发分两边，

一边坐出台的，一边坐不出台的。不出

台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一个店里一百五

六十个女孩，最后只有十几个不出台，

剩下全是出去的。

而且有时候妈咪会让小姐妹过来给

你洗脑说，你看我现在想买什么就买什

么，在老家也买了房，买了车。

妈咪也会让你坐冷板凳，我有房就

是不带你，就让你坐着，你自己给我好

好想想。

因为妈咪的收入除了靠酒水提成，

就主要是派女孩出去吃饭。我跟的那个

妈咪算是省会城市的第一大妈咪，我们

店里有一百五六十个小妹，她一晚上的

功夫可以派出去 100 个。派一个人可

以挣 500 块钱，你看她一晚上能挣多

少钱？

所以你不出台的话，就相当于跟她

站在对立面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不出台，有一次一

个客人给我塞了好多好多钱，塞得我衣

服里全都是钱。后来妈咪说你要是不出

去，就把这些钱都给我。我开始就是不

给，后来没办法，给了她一部分。最后

我数了数落到手里的，还有 3 万多块

钱，是那个人一晚上给我的。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我又不用出

台，偶尔还有人给我那么多钱。但后来

我被妈咪针对了，看起来有大款的包厢

就不让我去了。

对我好的人

我第一次出台的对象，是找了我将

近有一个月的一个熟客，当时也没想太

多就去了。

这个人是一个连锁咖啡在省会地区

的负责人，三十五六岁，挺斯文的。

我们发生关系后，他有时候会等在

我家楼下，把我送去上班。有一次他在

车的后备箱里放了很多现金， 他说你

随便拿，拿多少都行。

突然间有一个人对我很好，我心里

也觉得挺高兴的。

但是我觉得但凡两个人发生关系之

后， 这个人肯定会对我丧失新鲜感，

可能就会去追逐下一个目标了，所以我

很长时间对他不冷不热的，没有刻意去

维系这种关系。

后来他说每个月会按时给我钱，也

经常支付宝给我转钱。我觉得我在夜场

攒的钱，已经可以维持我好几年不工作

了，我并不需要。但他还是会转给我。

他对我越来越好，我也渐渐对他有

了感情。

感情最好的时候基本上他走到哪里

都带着我，包括他去谈一些生意，或者

到全国各地去玩。

我开始觉得很幸福，每天见到他就

觉得好开心，只要能在一起去哪里都无

所谓。

有一次他说要么你别去上班了，就

跟着我， 要不然去他那里上班。反正

他不想让我在夜店里继续服侍人了。

换工作

我们姐妹们在店里经常说一句话：

中国男人最喜欢干两件事，一是勾引良

家妇女，二是劝婊子从良。

后来我从那家店离开的时候，人家

都觉得我被他包养了。

因为我们店曾经有一个女孩子被人

包养了，一个月 5 万块钱。然后我们

店总说，那个女孩子真傻，她在这个店

里一个月挣的绝对不止 5 万，而且被

包养几个月又得回来上班，图什么？所

以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贪图那一点小

恩小惠。

但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我决定

换一家店。

我离开那家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因为他。我跟他说我不干夜场了， 我

要找个正常工作，或者去考研。

他以为我找了正常工作之后非常高

兴。他劝了一个失足少女回归正轨，心

里也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再次遇见

后来我又去了另外一家夜店上班，

但是突然有一天晚上，我碰见了他。

那天正好有人请客，他是主客。我

进包厢以后一抬头就看到了他。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看他的眼神

特别特别失望。然后他就跑出去问妈咪

：她是一直在这上班还是偶尔来。我当

时坐在包厢里，感觉一下子被打回了原

型。

那个请客的人也感觉到我俩的关系

好像不太对劲，整个包厢的气氛很压抑

。妈咪也不敢说话， 所有女孩就看着

我们两个。

然后他让我跟他出去一下，问我到

底为什么要重回夜店上班。本来我已经

给他一种走上正轨的印象了。他说：

「你缺钱吗？缺钱我可以给你。你想要

多少我都可以给你。」他特别不理解。

我说：「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反正

我就这么一个人，你认识我就是在夜店

认识的，我要是个正常上班的小姑娘的

话，根本就不会搭理你这种已婚的老男

人。」

我说的话特别绝，把他气得不行。

我们回包厢之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让

我滚，不要再让他看见。

这样就结束了。

后来我继续在那上班，有时候看到

他的车停在我们公司楼下，就知道他来

看我了。但我就是装作看不到，还拉了

一帮小姐妹，有说有笑地从他车跟前经

过，故意表现出我现在过得很好，我就

喜欢这份工作的样子，把他气得够呛。

偶尔他也会发消息说， 我挺想你

的。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对等的关

系。他这个年龄的人肯定是结了婚的，

我也不可能让他离婚来娶我。

我就是一个干夜场的，我不能成为

他的什么，只能当断则断了。

夜场外的生活

老在夜场上班的话，稍微跟现实生

活有一点脱节。

每天的生活就像打怪兽一样，来了

一波又一波。我一开始的时候是 1 点

下班，回家洗个澡睡觉，第二天八九点

钟就醒了。后来就睡到下午四五点，一

起床吃个晚饭、化化妆，又要去上班了

，就感觉过得没有了白天。

而且长期熬夜喝酒，脸色也不是很

好，面色发黄。每次回家见父母之前，

我都提前一两周停止在夜场上班，把生

物钟调过来，养一养气色。

在那个环境里待久了之后，三观也

变得不一样了。以前我完全不会开黄腔

，但是等上班的时候，所有女孩子就会

聊一些黄色的话题，比如时长，哪个客

人不行，今天捡了个大便宜。

有些女孩下班之后会去点鸭子。如

果我今天在店里有什么不如意的话，我

就去叫个鸭子，折磨一下他们，感觉心

里会平衡一点。

我所在城市的鸭子的形象，就像理

发店里的托尼老师，或者快手上的精神

小伙，发型吹得很高，穿很瘦的裤子。

他们台费比我们要便宜不少，100

块钱就可以从天黑陪到天亮，所以他们

比我们还底层一点。

遭遇抢劫

2015 年底，那时候我们拿的小费还

主要是现金。有一次，我们店里一个女

孩子在晚上回家的路上遇害了。后来店

里开会说，下班以后要结伴而行。

大概 10 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下

班往家走。过马路的时候我感觉后面有

个人跟着我，我停下他也停下，我走他

也走，怎么也甩不掉。一直到进巷子的

时候他还跟着我，我突然一回头说「你

要干什么？」

那是个高高瘦瘦的大哥，拿了一把

很小的水果刀。他说走投无路了，想要

点钱。我说：「我把钱给你，你也别跟

着我了，我不会报警的，你快走吧。」

他说好，我就把身上的几百块钱给他了

。然后他要走的时候，回头跟我喊了一

句，「我还会回来找你的，我会把钱还

给你的」。把我吓了一跳，从此以后无

论再短的距离我也要打车。

坐公交被骂

还有一次我上班上到了凌晨，天都

亮了，然后我坐公交车回家。

我那时穿的短裙，妆很浓，还一身

酒味。我坐在座位上，突然间过来一个

老大爷，指着我就开始骂婊子之类的特

别难听的话，车上的每个人都看着我，

我觉得无地自容。到下一站之后，我就

赶紧下车打了个车回家。

我知道他为什么骂我，但是在大庭

广众之下被骂，还是很不舒服。

未来的出路

我后来从夜场去了资源公司。资源

公司是从夜场延伸出来的一种行业细分

。它有点类似于是一种劳务派遣公司，

每个夜场的老板在需要女孩的时候，就

会去资源公司挑选，然后把女孩带回到

自己的场子里来上个几周或者几个月的

班儿。

到了资源公司之后，我的自由度大

了不少，会经常出差去到不同的城市，

也会按照自己的状态调整工作节奏。

但是我今年 26 岁了，我感觉自己

在夜场这一行的黄金年龄快要过了，开

始焦虑未来的出路。 我在想要不要去

考个编制，或者找个正规的公司上班。

因为现在夜场里2003、2004年出生

的小女孩都出来了，比我年轻 10 多岁

，我竞争不过她们。

但是夜场女孩想从这个行业里离开

也没那么容易，不是说找不到正常工作

，而是怕累、怕辛苦。你想正常工作一

个月的工资可能还没我现在一天挣得多

。

有时候放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

是一个异类。我没有什么朋友，除了夜

场认识的朋友之外，我交不到正常的朋

友，因为我没有一个清白的身份跟别人

接触。

我也没法跟父母交代，这是让我感

觉最焦虑的一件事情。

我父母还是很传统的父母，甚至很

多衣服我都不能穿，有的时候化了稍微

浓一点的妆，他们会说我不像是个干正

常职业的。

有时候我爸妈问我，你到底在外面

干什么？我说不上来， 也编不出来。

我没办法告诉我的亲人、我的父母、我

的的同学，我到底在外面干什么。

一个夜场女孩的自述



BB77星期五       2021年2月19日       Friday, February 19, 2021

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德克薩斯州這場冬季暴風雪
還遠沒有結束，昨天停電，造
成因不規範取暖多個家庭一氧
化碳中毒和多人死亡；今天又
停水，對基本的生活造成影響
；大休斯頓地區的賓館因停電
停水停止營業，居民無處可逃
。這個冬天帶來的災難需要考
驗每個大休斯頓人的耐心來確
保彼此的安全。

在大休斯頓地區的各個大
小不等的城市中，冰凍溫度使
水壓較低，各市都建議人們節
約用水，將用水限制在基本生
活範圍之內，一些社區已經停
水供應。

以下是迄今止已報告有問
題的城市和社區：

貝敦市（City of Baytown)
官員宣布，由于極端的零

下低溫和電力問題，貝敦地區
水務局的工廠不再運轉。結果
，住戶可能沒有水或水壓很低
。

貝敦官員警告說，直到溫
度升至冰點以上，這種情況才
可能改變。

貝萊爾市（City of Bellaire)
貝萊爾市周二晚間發布了

燒水通知。
由于水管爆裂的威脅，用

于飲用、烹和制冰的水應煮沸
並冷卻。官員敦促居民使用瓶
裝水，直至另行通知。

康羅市（City of Conroe)
市政府官員說，他們的自

來水廠遇到一些與極端低溫和

電力相關的問題，但是配水系
統正在運行。

如果擔心供水系統會中斷
的話，公共工程辦公室建議住
戶將水裝在水罐中，或在浴缸
中裝滿水沖洗廁所。

他們看到大量的住戶水管
爆裂漏水，給公共供水系統造
成了壓力。如果住戶發現漏水
，應立即致電936-522-3885至
公共工程辦公室，機組人員將
盡快做出反應，以關閉供水服
務。

鹿園市（City of Deer Park)
鹿園市政府官員說，了進

行緊急維修，他們不得不關閉
該市向住戶提供的水。該決定
也是了保持防火能力而做出的
。住宅和商業用水的客戶可能
會斷斷續續地喝水，但是必須
先將其煮沸後方可飲用。

鹿園市的燒水命令現已生
效，直至另行通知。確保殺滅
所有有害細菌和其他微生物，
應將飲用水、烹水和制冰用水
煮沸並冷卻。應將水劇烈煮沸
，煮沸時間至少兩分鍾。

福遍郡（Fort Bend Coun-
ty)

由于福遍郡 WCID＃2 供
水系統中的供水壓力降低且有
未消毒水低量殘留，該系統向
哈裏斯郡MUD122供水，德克
薩斯州環境質量委員會要求哈
裏斯郡 MUD 122，TX1012391
公共供水系統通知所有顧客在
用水前將水燒開。

福遍郡 WCID＃2 水系統

下的社區包括：
Townewest HOA
Townewest CIA
Eldridge Park Village
Riverway Estates
如有疑問，請24小時致電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281）
398-8211， 致 電 Harris MUD
122的運營商Inframark。

福 希 爾 市 （City of Fuls-
hear)

福 遍 郡 郡 長 喬 治 （KP
George）在推特上分享了福希
爾市部分地區的用水通知。

喬治寫道：“這影響了克
羅斯克裏克牧場以外的居民。
包括市中心、富布魯克、福希
爾河上的福爾布魯克、福希爾
和波羅牧場的居民。”

蓋 維 斯 頓 市 （City of
Galveston)

由于過去兩天的零度以下
氣溫，蓋維斯頓市經曆了整個
島上的供水中斷。在此期間，
該市的水供應商墨西哥灣沿岸
水務局分別遇到了供水問題，
這大大減少了流向該島的水量
。水閥門現已經修好，水流正
在增加，但是水供應仍未滿足
需求。墨西哥灣沿岸水務局將
繼續盡可能增加對該島的供水
，但是，目前島上的儲水量已
大大減少。

這些事件要求該市立即采
取行動，減少全島的用水量，
目的是盡快恢複用水。蓋維斯
頓將繼續提供更新，但目前沒
有確切的恢複時間表。

休斯頓市（City of Hous-
ton)

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
納 （Sylvester Turner） 敦 促 居
民采取措施防止管道結冰，並
在管道破裂時關閉水源。特納
表示，這座城市正在努力保持
水壓，但“這變得越來越困難
”。

該市的應急管理辦公室向
客戶通報了涉及休斯頓供水和
廢水處理系統的低壓。

辦公室建議：“了在冬季
寒冷期間維持系統中的水壓，
請僅在執行基本生活需要時使
用水，並且不要運行洗衣機，
洗碗機或在室外澆水，以節約
用水。”

明湖市(City of Clear Lake)
周二，被吹捧德克薩斯州

最大的水區的明湖市水務局表
示，休斯頓市告知他們必須降
低供水系統的壓力。

明湖市水務局說：“由于
整個地區的需求極大，保持水
箱充滿變得越來越困難。水仍
然可以安全飲用。請節約用水
並限制下水道的使用。”

澤 西 村 市 （City of Jersey
Village）

澤西村市向居民發布了燒
水通知。

“由于降低了分配系統的
壓力，德克薩斯州環境質量委
員會已要求澤西村公共供水系
統在使用前通知所有消費者用
煮沸的水（例如，洗手/洗臉、
刷牙、喝水等）。 老年人和免
疫系統較弱的人特別容易受到
有害細菌的侵害，所有顧客應
遵循這些指示。”

拉 馬 克 市 （City of La
Marque）

拉馬克市是蓋維斯頓郡
（Galveston County）的小鎮，
有 16600 多人，住在海灣高速
公路西側的這些居民可能正面
臨著低水壓的問題。

根據該市的一條推文，這
個問題還加劇了該市設備的連
續停電，官員們傾向于使用發
電機來解決供電。

聯盟城市（League City）
該市在星期二向居民發布

了以下建議： “如果您家中沒
有自來水或壓力低，則供水系
統很可能被凍結。”

他們補充說，有無法找到
修理水管破裂的居民應致電
281-554-1390。

密 蘇 裏 市 （City of Mis-
souri)

要報告低水壓或缺水，居
民可以聯系其市政公用事業區
運營公司。

了防止凍結的管道可能在
牆壁和天花板上破裂，緊急情
況管理官員建議居民采取以下
措施以保持水的循環：

至少每小時在廚房、浴室、浴
缸和淋浴間打開水龍頭幾分鍾
；每小時都要沖廁所。

萬一發生家庭管道爆裂，
建議居民關閉供水管線閥門並
聯系水管工。這些特定的水路
連接通常位于房屋的前面，在
地面上有一黑色方形塑料蓋蓋
在水閥門上面。

將水重新投入使用時，需
要打開所有輸水管線並排出管
線中的空氣。如果在房屋外牆
附近找不到這些家庭服務閥門
，居民也可以聯系其 MUD 運
營公司以關閉道路上的水。

冬季結束後，專家建議居
民沖洗其自來水系統，以清除
水的變色。管道中的鐵和錳會
導致變色，如果沖洗不當會弄
髒衣服。

帕薩迪納市（City of Pasa-
dena)

由于冬季暴風雨的極端低
溫，帕薩迪納市供水的休斯頓
市東南水淨化廠的水線路壓力
較低，結果，消費者需要在飲
用前將水煮沸。

確保殺滅所有有害細菌和
其他微生物，在使用前應將水
劇烈煮沸 2 分鍾。如果沒有電
燒開水，請不要喝自來水。

巴 頓 村 （City of Patton
Village）

由于水量少，該市的市長
發出了關閉切圖姆水井（3 號
水井）的通知。

梨城市（City of Pearland)
極端的低溫和長時間的停

電已導致 Shadow Creek Ranch
供水設施的水壓較低，供水中
斷，而Alice供水設施的電力中
斷。因此，梨城市公共供水系

統正在通知該市範圍內的所有
客戶在用水之前先燒開水。這
包括洗手/洗臉、刷牙、制冰和
做飯。兒童，老年人和免疫系
統較弱的人特別容易受到有害
細菌的侵害，所有客戶應遵循
這些指示。

瑞其滿市（City of Rich-
mond)

瑞其滿市政府官員報告說
，他們接到有關房屋水壓低或
無水的電話。他們說瑞其滿市
的自來水廠運行沒有問題。如
果居民沒有水，他們建議管道
很可能被凍結或管道破裂。

如果可能，請告誡居民在
住宅閥門處關閉水源。如果您
無 法 關 閉 水 源 ， 可 以 致 電
281-342-0559至該城市以緊急
關閉。

西布魯克市（City of Sea-
brook）

據該市社交媒體報道，西
布魯克于周二晚上發布了燒水
通知。

該市表示，它遵循了帕薩
迪納市的通知，

南 休 斯 頓 市 （City of
South Houston)

南休斯頓通知居民煮沸水
以供飲用、烹和制冰。

該市指出，它正在休斯頓
市東南水淨化廠（其正承受低
壓）提供電力。

湯博爾（City of Tomball)

在整個城市的水壓低或沒有水
的情況下，湯博爾官員周一發
出了開水通知。

飲用、烹和制冰用水應煮
沸並冷卻後再使用。煮水通知
有效，直至另行通知。

該市在臉書上寫道：“極
端的天氣條件使我們的一些水
井控制器和加氯機結冰了。我
們的工作人員正在努力解決這
個問題，我們的水井正在慢慢
恢複生。” “我們要求所有人
將用水限制在絕對必要的範圍
之內。”

大休斯頓人冬天的苦痛：
昨天停電 今天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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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六 )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聯⽲地產中國城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相信不少投资者都希望能抓住市场机遇，透过房地产配

置资产，出租物业来获取⻓期且稳定的被动收⼊，但要

怎样才能最⼤化利⽤资⾦，提⾼收益降低⻛险，本篇就

来教您如何当⼀个省⼼⼜安⼼的房东。

如何找到适合的物业管理者

         ⼀个专业的管理专家会有效率的帮助屋主推⼴房源、筛选合适租客、处理

租客问题、增⼤收⼊、协助维修等，⽽以下三个途径是普遍屋主寻找合适管理

⼈的⽅法：

询问该物业的房产公司是否有额外提供房屋管理的选项，若有，就⽆

需另找物业管理公司，但应详细了解该服务所涵盖的范围是否与⾃⾝

需求⼀致。

委托经纪⼈介绍熟悉且有信誉的物管公司。在美国，经纪⼈本⾝并不符合

房屋管理的资格，但不少专业经纪⼈会配合管理团队，为客⼈提供更⻓远

的服务。

业主可⾃⾏寻找合格且有专业管理执照的机构和管理⼈，物⾊过程也可尽

量详问服务内容，避免有认知上的误会和未来利益上的冲突产⽣。

1,房产公司提供的管理服务:

2. 房产经纪⼈配合之管理公司:

3.业主⾃⾏选择物业管理公司:

⾃⾏管理还是委托专业公司

         选择⾃⾏管理最⼤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些费⽤，但前提是屋主必须要⾮

常了解美国房地产租赁的条款及各种问题的处理⽅式。⽽不论是在地或海外的

业主，⾃⼰管理不仅要耗费⼤量的时间及精⼒，更有可能浪费很多不必要的花

费，尤其对于缺少时间及管理经验的屋主来说更是如此。

         若能付出合理的费⽤请专业房屋管理公司管理出租房屋，可以节省房东⼤

量时间⼼⼒，也能在发⽣问题时提供实时且适当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了解当

地的地产市场、法律、及各种房屋的出租动态，能帮助找到潜在租客以及拟定

租赁价格。
出租也有⻛险，做好管理多⼀份「保险」

         除了平时管理之外，出租房屋⼀⼤困扰就是怕遇到恶意破坏、拖⽋租⾦、

违反租赁契约规定等租客问题。很多时候若屋主⾃⼰⽆法处理只能忍痛提前解

约，这样不仅会增加等待租客的时间，同时损失了⼀段时间的租⾦收⼊。

        然⽽⼀个专业的物管公司会有⼀套完整的系统以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们会

判断房客的要求是否合理，并提出理据做及时适当的处理，尽可能地降低损

失。总地来说，业主⾃⾏管理可以省下⼀笔开销，执⾏上也能有较⼤的⾃由

度，不过遇到特殊情况或问题时，有专业团队的帮忙会是更明智的选择。不论

屋主选择任何⽅式管理，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的管理⾃⼰的出租资产，才能「⼩

⼼驶得万年船」。

休斯頓房地產

轻松当房东，如何管理房产出租

停看聽系列講座 (三⼗五 )

Q

住家地產 商業項⽬開發商業地產物業管理 ⽣意買賣 聯⽲投資

联⽲地产提供完整专业的房地产服务

您有房要卖吗 ?

713-630-8000
C O M M E R C I A L

聯 ⽲ 地 產
RE/MAX UNITED

掃描QR CODE
⽴即訂購亞洲美⻝

COUPON
BOOKLET

$

(本報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第一個亞洲風格的養
老社區 「松園居」已經開放入住了，本著東方文
化的精神， 「松園居」從建築規劃、健康照顧、
活動設計、餐飲準備等硬體及軟體設備都由專業
團隊執行，希望能為老人家開創一個舒適又安靜
的空間，讓他們在身心兩方面都能受到良好的照
顧。

多種特惠等著您
最近， 「松園居」推出了多種的特惠，包括

一個月房租免費加上指定單位的額外優惠，同時
，如果在2月15號之前成為 「松園居」的住客，
還可以在2月23號接受新冠病毒疫苗注射，有興

趣的長者們可要把握機會。
符合亞裔長者們的需求
松園居從一開始構思，就以亞裔社區為主要

的目標，建築內部設計非常雅緻，無論在顏色搭
配、裝潢布置、以及所用的家具都呈現亞裔的文
化特色，是一個高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
與失智照護(Memory Care)養老社區，為長者們提
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建築設計師李兆瓊表示，亞裔長者們的生活
方式與需要都和西方社會不太相同，像是飲食、
語言、生活模式、習俗文化等，亞裔社區需要有
符合我們自己需要的養老院。

7/24全天候服務
松園居位於休斯頓的中國城，佔地75,000 平方英
尺，是免維護型長者社區，一周7 天24 小時全天
候服務，配有多語言看護人員和工作人員，有餐
館式的食堂、定時的接送服務、定期舉辦社區內
活動、提供家政及洗衣服務、精心打理的花園，
還配有水療、以及前臺禮賓服務。

塔倫蒂諾副總裁Nastasya Shannon 表示: 「現代
的老年人希望有一個無憂無慮、精彩充實的生活
。松園居是一個專為亞洲長者設計的社區，為日
常生活需要協助、和記憶障礙長者提供護理與照
顧，從豐富日常社交活動昇華到健康充實的生活
。」

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
松園居有經過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為有患

有阿爾茨海默症（老人癡呆症）長者提供護理，
社區會為每一位長者進行個性健康評估，從而提
供量身定制的護理計劃。這裡還擁有自己的社區
健康中心，裡面有執業護士，經過專業認證的護
理人員給長者提供服務，包括健康審查、尿失禁
護理、用藥管理、家庭保健、以及有醫療機構提
供現場的服務。

符合風水原理
「松園居（The Pines At Bellaire）」由專業團

隊精心策劃，採取中國風水的觀念，建築的材料

、方位、顏色等，都符合風水原理，以期能增進
住戶的身心健康，進而延年益壽。同時，松園居
還有正宗的亞洲美食和各項身心靈活動，來滿足
亞裔長者們的生活需求。

網上360度參觀鏈接：https://www.pinesatbel-
laire.com/virtual-tour/index.html

歡 迎 長 者 們 參 觀 及 入 住 ， 洽 詢 請 致 電:
346-220-5678。 Email: sales.pinesatbellaire@taranti-
no.com

松園居地址: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Hous-
ton, TX 77072。網址 www.pinesatbellaire.com。

亞洲風格的高級養老社區亞洲風格的高級養老社區 「「松園居松園居」」
推出多種特惠推出多種特惠 歡迎參觀及入住歡迎參觀及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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