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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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 Asian HateAnti Asian Hate 全美延燒全美延燒，，在美華人怎麼看在美華人怎麼看？？
（本報記者黃梅子）幾天前，美國佐治亞

州亞特蘭大市槍擊案造成8人死亡，其中6名
是亞裔女性，當中兩人為華人。這起槍擊案引
起了全美亞裔的憤怒，引發了20日全美國的
亞裔大抗議Anti hate Asian活動。從亞特蘭大
到華盛頓，從洛杉磯到休斯頓，沈默的亞裔紛
紛走上街頭，喊出自己的聲音。心碎、恐懼、
憤怒，受夠了！

許多參與遊行的亞裔美國人都提到了同樣
的觀點：他們從小被父母教育，遇到歧視時忍
忍就過了。而現在，是時候發聲了。關於亞裔
美國人的其中壹個迷思是，他們是沈默的"啞
裔"，是安靜的"模範少數族裔"。但參加這場反
亞裔仇恨遊行的亞裔與其他族群，決心以同壹
個聲音高呼。

星期六（3月20日）下午，數百名休斯頓
人團結在壹起，聚集在市中心的發現號綠色公
園（Discovery Green Park) ，舉行“停止仇恨
亞裔”（Stop Asian Hate) 的抗議活動，目的是
譴責美國社會對亞裔美國人帶有種族歧視的、
毫無意義的人身攻擊，包括最近在亞特蘭大三
個溫泉浴場發生的槍擊事件。槍手目前已被指
控8項謀殺罪與1項嚴重襲擊罪，是否將同時
對其以仇恨犯罪起訴暫未確定。亞裔群體及許
多法律界人士都認為應此次槍擊案種族因素明
確，以仇恨犯罪起訴更為準確，反對意見則認
為在調查未完成之時下定論為時尚早。

如果此次事件的槍手被控仇恨犯罪，對他
的量刑將會加重。然而，在美國，仇恨犯罪在
司法實踐中本身就很難認定，針對亞裔的仇恨
犯罪更是因法律設計的原因更難被坐實。亞特
蘭大的血案會成為這壹法律困境的轉機嗎？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將仇恨犯罪定義為
：完全或部分出於犯罪者對種族（race）、宗

教、殘疾、性取向、民族（ethnicity）、性別
或性別認同的偏見而對個人或財產實施的刑事
犯罪。仇恨犯罪於1968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8）首次入罪。該法案是美國
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法律之壹，在民權領袖馬丁
•路德•金遇刺身亡後通過，覆蓋因“種族、

膚色、宗教或國籍”而進行的犯罪，首次為非
裔及其他少數群體提供了額外的法律保護。此
後幾十年間，國會陸續通過立法擴大法律保護
範圍，各州亦紛紛跟進通過類似法律。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陳鐵梅、德州
資深律師陳文、旅美社會觀察家楊勁濤怎麽談

論如何看待停止仇恨亞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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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健康與福利
領先品牌之一的 Humana Inc. (NYSE:
HUM) 與美國最大的亞洲超市連鎖店H

Mart宣布共同合作，將食品雜貨新增到
Humana 的 「健康食品卡」福利，特定
Humana D-SNP 計畫的合格會員可以在

全國各連鎖店購買食品及飲料，以對抗
食品安全的問題。

符合 Humana 聯邦醫療保險優惠的
雙重資格特殊需求計畫 (D-SNP) 的會
員，每月可獲得在全國商店，包括 H
Mart 購買食品及飲料的食品卡津貼。同
時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資格又
被稱為雙重資格個人，可在全美 H
Mart 超過 97 家商店使用 Humana 健康
食品卡。啟用健康食品卡之後，您可以
像掃描超市積分卡上的 UPC 碼那樣掃
描該卡的條形碼。會員可以購買符合條
件的商品，例如牛奶、雞蛋、麵包、果
汁、飲用水、優格、水果、蔬菜等，會
員卡上儲值金額視地區而異，最高達
$75。

Humana 東北區聯邦醫療保險總裁
Julie Mascari 表示， 「對 Humana 而言，
重要的是，我們要向符合 Humana 聯邦
醫療保險優惠的雙重資格特殊需求計畫
(D-SNP) 的會員提供低價位健康食品，
並且，我們很高興會員可以取得激發其
精神與文化傳統的食物。透過將 H
Mart 新增到健康食品卡，我們能夠為會
員更多種喜愛飲食品牌的成分與營養。
」

H Mart 將如同 Humana 一樣，致力
於支持社區服務，包括協助聯邦醫療保
險民眾實現最佳健康狀態。H Mart 始終
努力爭取最高水準的服務，並竭力持續
獲得客戶滿意。

H Mart總裁Brian Kwon表示， 「H
Mart一直致力於支持社區發展，尤其是
關懷老年人。我們力求和我們擁有相同
價值觀和奉獻精神的公司建立業務關係
，Humana 是客戶服務品牌的領導者，
不僅提供醫療保健，更提供人文關懷。
他們了解食物可以同時改變健康和幸福
，使社區得以追求更健康的社會發展。
」

從 2021 年 3 月 15 日開始，Humana
會員可以在超過 70 家 H Mart 商店使用
健康食品卡福利。

H Mart 會員與 H Mart 特許經營門
市將在第二階段開放此福利。

關於H Mart
H Mart集團為北美最大之亞洲食品

零售連鎖超市集團，從1982年在紐約皇
后區開設第一家店以來，目前已有超過
90家分店。

H Mart 是美國首要亞洲食品供應商
，提供齊全的亞洲食品以及各種西方生
活用品，有別於一般傳統超市，H Mart
還以其超市內的美食廣場而聞名，這對
經營了三十多年的超市來說，是一大創
新。

H Mart 被全國零售聯合會 (Nation-
al Retail Federation) 排名為發展最快的
零售商之一(排名第13)。《超市新聞》
(Supermarket News) 將 H Mart 列為美國
及加拿大前50大的連鎖店之一。

關於Humana
Humana Inc.(NYSE: HUM) 致力於

幫助數百萬的醫療與專業會員達到最佳

健康狀態。專業護理服務及健康計劃管
理幫助會員創建一種新型的綜合護理，
具有改善健康並降低成本費用。我們努
力正為醫療保險民眾、家庭、個人、軍
人和整個社區帶來更高的生活品質。

為了實現目標，Humana 提供醫生
和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支持，為其患
者以及我們的會員提供正確的護理服務
。Humana 結合一系列臨床能力、資源
和工具（如居家護理、行為健康、藥學
服務、資料分析和健康解決方案），可
產生簡化的體驗，使醫療保健更容易及
更有效率的運用。

更多 Humana，投資者請瀏覽公司
網站https://www.humana.com/ 「投資者
關係」頁面獲取更多 Humana 相關資訊
，包括:

• 股東年度報告
• 證券交易委員會備案
• 近期投資者會議演講

• 季度收益新聞發布及電話會議
• 活動行事曆

• 企業治理資訊

HumanaHumana 將將 H MartH Mart 納入健康食品卡納入健康食品卡
福利全國零售商名單福利全國零售商名單

HumanaHumana 健康食品卡適用於符合雙重資格特殊需健康食品卡適用於符合雙重資格特殊需
求計畫求計畫 (D-SNP)(D-SNP) 的會員的會員，，協助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協助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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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侨 乡 广 东

第 129 届广交会 4 月 15 日至 24 日网上举办
首设“乡村振兴”专区，继续免收企业参展费

据中国商务部官网消息，第

12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

下简称“广交会”）将于 4 月 15

日至24日在网上举办，展期10天。

本届广交会继续免收企业参展费

用，首设“乡村振兴”专区，助

力脱贫地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本届广交会展览题材与上届

保持基本一致，出口展按 16 大

类商品设 50 个展区，进口展设

6 大题材，所有展区自开幕之日

起同时上线。同时，继续设立展

商展品展示、供采对接、跨境电

商等板块，提供信息展示、即时

沟通、预约洽谈、贸易配对、直

播营销等服务。为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将专设“乡村振兴”专区，

帮助脱贫地区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

在总结前两届线上办展经验

基础上，本届广交会将进一步优

化平台功能，提高使用便利性和

服务水平，提升用户体验，便利

展商客商成交。为进一步助企纾

困，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第

129 届广交会将继续免收企业参

展费用，也不向参与同步活动的

跨境电商平台收取任何费用。

（昌道励）

江门推进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建设

江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台

建设方面又取得新进展。近日，

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领导小组正式印发《江门华侨

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建

设方案》。这标志着江门推进

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

台建设吹响新的号角。

当 前， 江 门 正 抓 紧 编 制

《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

平台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 )》，从实施华侨华人文化保

护工程、提升对外交流合作水

平、完善惠侨助侨服务体系、

强化产业支撑能力等四个方面

提出具体工作任务，着力建设

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

台，为推动侨胞和港澳同胞深

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江门

贡献。

以“侨”为纽带，合作共

赢走向未来。接下来，江门还

将扎实推进华侨华人文化交流

合作重要平台建设，持续擦亮

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活动品

牌，推动华侨华人双创载体建

设，加强区域文旅合作联动，

整合全球华侨华人资源和全国

侨乡遗产资源、粤港澳侨务资

源，构建支撑华侨华人文化交

流合作重要平台的项目体系，

推动侨乡新发展。

（戴惠甜）

广州南沙牵手青岛共建全球溯源中心
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日前，自贸区南沙片区与青

岛片区两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共建全球溯源中心，共同打造

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新生态。如果

将产业合作比喻为合伙做“生

意”，规则与标准的共建，则可

称之为合伙做“生态”。

以“规则和标准”为核心的

制度型开放是新时代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

求。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是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探索建立高

标准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试验

场。从全球优品分拨中心落户海

南洋浦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再到全球报关服务系统在全

球展开布局并开展实单操作，到

如今全球溯源中心走向青岛。“南

沙探索”的路径愈发明晰。

首创三大数字贸易服务平

台，南沙自贸片区正积极自我加

压，增加高质量和高标准制度供

给，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数字贸易平台的复制

3 月 12 日，自贸区南沙片

区北上与青岛片区签署合作协

议，表示将建立创新合作发展

机制，携手共建全球溯源中心，

共同打造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新生

态，共同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南沙青岛以全球溯源体系为

基础，以全球溯源中心为载体，

为区域数字治理模式提供新工

具，打造未来数字资产管理和数

字治理范式样本。推动全球溯源

（南沙）中心与全球溯源（青岛）

中心建设，互联互通。根据活动

显示，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推广到

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加强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高质量实

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致力于

推动全球溯源体系制度创新向国

际规则标准转变。

全球溯源中心是南沙首创的

三大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之一。全

球报关服务系统建设在南沙迎来

新进展。去年 4 月，全球报关服

务系统移动版南沙上线。从正式

上线至今，该平台在全球展开布

局，已在德国、西班牙、卢森

堡、日本等多个国家设立了合作

网点，并开展实单操作。去年 8

月，全球优品分拨中心落户海南

洋浦，通过搭建开放性的数字服

务贸易平台，为跨境相关产业和

服务商便利对接自贸港政策，服

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这三大创新平台如今已硕果

累累：全球优品分拨中心进出口

货值超过 100 亿元，全球溯源体

系参与企业超万家、商品价值

超 600 亿美元，全球报关服务系

统在全球设立了 700 多个合作网

点、7 个国家开展实单操作。

在借鉴吸收国际先进规则和

做法的基础上，南沙积极探索行

之有效、可复制推广的对外开放

规则，当这些规则形成共识后，

高质量和高标准制度供给将推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再上台阶。

贸易平台的本质是规则
重构

去年，著名婴幼儿奶粉品牌

美赞臣在南沙区龙穴岛举办了正

式加入全球溯源体系的仪式。凡

是从南沙口岸发出的进口美赞臣

奶粉，每一罐都会在罐底加一个

溯源码，消费者可以用“全球溯

源查询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扫

描，验证手里的奶粉是不是真货，

知晓每罐奶粉的原产地、生产时

间、物流配送等商品信息。

走进位于全球优品美赞臣

（中国）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睿

恩达表示，美赞臣落地南沙，将

利用自身的国际化影响力和专业

服务能力，通过加入全球溯源体

系，进一步提升全球跨境贸易中

的影响力，从而真正实现“立足

南沙、辐射全球”。

全球溯源中心为商品价值真

实传递和国际贸易质量识别构建

新型国际贸易质量溯源规则，并

提供质量溯源认证工具；

全球优品分拨中心通过深化

监管模式创新，为不同贸易方式

货物的快速调拨、灵活集拼以及

多式联运优选，构建国际贸易创

新服务体系和场景；

全球报关服务系统为各国电

子口岸的互联互通、各国口岸法

律文本的合规转译及跨境电子单

证的责任传递，构建电子口岸互

联互通的数据标准，并提供数字

化非接触式贸易工具。

中国不断深入参与国际分

工，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红利并为

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同时，

随着中国传统要素红利优势下

降，探索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新范式迫在眉睫。如何适应

并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构建，

则是自贸区探索的命题。

试验田的成果

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创立以

来，其在探索对接国际规则标准、

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服务

贸易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

取得巨大的成就。自我加压推动

制度创新，进而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复制和推广，推动建立对标国

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和标准，引

领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些规则能否复制推广，“试

验田”的成果是重要的参与依

据。以南沙自贸片区为例，2020

年实现进出口总值2265.4亿元，

同比增长 6%，增速排名全市第

一，占广州的 23.8%。2020 年实

现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

（B2B2C）货值 176 亿元，同比

增长 30%，占全国五分之一。

这与南沙首创三大数字贸易

服务平台，构建的数字贸易新生

态不无关联。

南沙则希望将这种生态越做

越大。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广 州

海关和广州南沙签署促进南沙新

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根据此

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广州海关

将进一步支持南沙区优化口岸营

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研究加

强贸易领域与港澳规则衔接、制

度对接，支持南沙打造粤港澳全

面合作示范区，支持南沙建设全

球分拨中心、全球报关系统、全

球溯源中心等重大平台，助力“湾

区一港通”、启运港退税业务在

南沙做大做强，并通过提时效、

优流程、降成本等措施，全面提

升南沙通关服务水平。

日前，广州市商务局发文

《加快培育广州南沙进口贸易促

进创新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

提出深入推进全球溯源中心、全

球优品分拨中心、全球报关服务

系统等创新项目建设，建立制度

创新、政策举措相互借鉴机制。

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及品牌入驻，

打造跨国企业重点商品亚太分拨

中心和品牌区域国际贸易中心。

推动全球优品分拨中心、美酒美

食分拨中心、生物医药分拨中心

等国际分拨中心产业集群规模不

断扩大。

南沙乃至广州深耕试验田的

决心一览无遗。

“三区一中心”的规则
衔接命题

经贸规则的衔接只是一方

面，打造规则制度衔接高地，南

沙还有更大的潜力与使命。

3 月 10 日，由南沙自贸片

区发起，东莞、佛山、中山、广

州南沙共同签署了劳动争议仲裁

区域合作 RC4 备忘录，这是全

国首次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签订，以互设派出庭、互聘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员（含港澳籍）、

互联网跨区域庭审为主要内容的

区域合作机制，旨在服务粤港澳

大湾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近日，南沙区召开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

议，在这次事关南沙在大湾区“谋

篇布局”的活动中，区委书记、

领导小组组长卢一先强调，要推

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推进

大湾区与新区、自贸区协同改革

创新，重点在营商环境、专业服

务、金融业开放等领域进行大胆

突破，提升与港澳市场一体化水

平。

规则机制“软联通”水平不

断提升。去年，南沙在京举办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交流

会。推动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

协同创新，商事登记确认制、财

政管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3 项

工作获国务院督查激励，制定“对

外开放指引清单”、构建“信易+”

信用体系、制定“南沙担保十条”

支持措施等工作举措获得国家发

改委认可并予以书面表彰。

“十四五”时期，南沙如何

发挥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平台战略作

用，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值得期待。

南沙“十四五”规划则提出

强化制度集成创新，加快推进高

水平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全球

溯源中心、全球优品分拨中心、

全球报关服务系统等平台建设，

推动自贸试验区扩容提质。

当制度创新需要在更大、

更宽、更深的试验田进行压力

测试，自贸试验区扩容也就不

难理解。

（柳时强）

美赞臣跨境中心溯源业务系统与南沙的全球溯源体系对接，扫一扫即可查验
奶粉真伪。刘伟 摄

3 月 16 日起，居民手持广

东电子健康码，可在广东省内

1727 家医疗卫生机构获得预约

挂号、就诊、检验检查、查看报

告、取药、支付等健康医疗服务，

实现“一码就医”……记者从广

东省卫生健康委获悉，居民可通

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实名认证

申领电子健康码。

全省二级以上医院
均使用

为提升居民就诊体验感，解

决群众“背着就诊卡”就医和“一

院一卡、重复办卡、互不通用”

等问题，早在 2018 年，广东省

卫健委就提出建设居民电子健康

码，实现医疗健康服务“一码通

用”。

2019 年 11 月，广东省卫健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医疗

保障局、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省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广东建设

“互联网 + 医疗健康”示范省

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居民电子

健康码，全省居民一次认证、全

国通行、终身使用，在健康服务

全过程无阻碍使用，逐步实现多

码融合。

近日，按照国家电子健康卡

建设标准，广东省卫健委建成了

广东省电子健康码平台，要求全

省二级以上医院使用电子健康

码，并延伸到有条件的医疗卫生

机构。

将替代医疗卫生机
构就诊卡

据了解，居民领取个人健康

码之后，就相当于有了个人通

用的医疗 ID。居民手持电子健

康码可在广东省内 1727 家医疗

卫生机构刷码获得预约挂号、

就诊、检验检查、查看报告、

取药、支付等健康医疗服务。

同时，电子健康码还让医院管

理更精细化、更高效，节省了

医院因采购就诊卡、读卡器、

自助机以及日常管理等带来的

一系列成本。

据介绍，下一步，广东省电

子健康码将加快完成与疫苗接种

与流通管理、妇幼保健管理、家

庭医疗签约、生育登记、个人健

康档案、预约挂号、健康教育、

互联网医院平台等融合，覆盖粤

东、粤西、粤北乡镇卫生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居民电子

健康码全过程、全场景应用。

另外，在粤健通小程序里，

居民可以进入预约挂号，也可以

点击“互联网医疗”进入互联网

医院享受“在线开方，送药上门”

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16 岁以下

未成年人及国外友人建议到线下

医疗机构领取。

（张华）

广东 1727 家医疗机构实现一码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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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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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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临终音乐治疗师

第一次走进临终病房，我被眼前的

场景吓住了。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杰克被

白色绷带包裹着，只露出一双眼睛。安

静的病房被疼痛和绝望笼罩，只剩下机

器运作的声音和粗重的呼吸声。

70%的皮肤被火烧伤，随之全身恶

性感染，医生宣布他的生命进入尾声。

杰克成了我的“死亡名单”上的第一个

名字。

我是一名生活在美国的临终关怀音

乐治疗师。我的服务对象被写在一长串

的“死亡名单”上，他们的共同标签是

“临终者”。每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按照名单上的信息到指定地点给病人做

音乐治疗。

杰克是我在见习阶段遇到的第一

个病人。第一次照面的时候，我甚至

不敢多看他一眼。按照心理督导的安

排，我用吉他弹唱了一首皇后乐队的

《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那是杰

克最喜欢的歌。一曲唱完，杰克的眼

角湿润了。尽管他已经无法说话，从

他的眼睛里，我还是感受到了情绪的

变化。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耳机里听着

这首歌，想着只剩下5个月生命的杰克

。如果生命注定会消逝，那么研究如

何“善终”就和讨论好好活着一样有

意义吧——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职业

使命感。

在美国，当病人被评估生命少于6

个月时，便可申请医疗保险内的临终关

怀服务。所谓临终关怀，是通过疼痛管

理、心理疏导、家庭支持、舒缓性护理

等手段，让病人有尊严地、有质量地走

完生命最后一程的服务。

近30年，临终关怀把音乐治疗纳入

其中。音乐治疗师是临终关怀里很重要

的一个角色，和专业医师、护工、志愿

者、心理咨询师（有时候也有神

职人员）配合工作，为临终的患

者用音乐提供心理支持。

在美国，音乐治疗师必须毕

业于本专业并持有音乐治疗师资

格证（MT-BC）。要拿到这个证

并不容易。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它的课程跨度极大。除了乐理、

音乐演奏，我还得学习基础心理学、疼

痛管理甚至是人体解剖学。

我从小学乐器，心理学、解剖学对

我来说是陌生的，尽管辛苦复习，我还

是考了三次才通过。后来我知道，对这

份职业来说，这些困难完全不算什么。

这个职业，每天都要逼迫你笑着面

对苦难。

80岁的简患有糖尿病，只能靠轮椅

行动。年轻时，她是个芭蕾舞演员。一

开始，她对我爱理不理，只是闭着眼睛

，冷静地跟我说她不需要音乐。

可当我给她弹奏著名的芭蕾舞

曲《天鹅湖》的时候，我看到她的

手竟然不知不觉地随着音乐起舞，

那双手虽然被疾病和衰老折磨得瘦

削而枯萎，却仍稳稳地把握住了节

奏。那一刻，她似乎又回到了年轻

时的舞台。

我想起了佛法所说的“大慈与一切

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音乐治

疗与佛法相通的地方，大概就是对每个

生命怀有慈悲之心吧。

珍妮是一个身患先天性罕见皮肤病

的女孩。她的皮肤会自动溃烂、感染，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并发症。见到珍妮的

时候，她9岁，体重只有30斤。当你看

着她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她眼神的闪躲

，仿佛别人的注视是一种酷刑。

我不知道如何接受一个这么小的

活泼的生命要离开世界的事实。我深

吸了两口气，走进了病房，在督导的

指导下和珍妮交流。原来，珍妮一直

很想去看海。

后来再去的时候，我带了海浪鼓。

珍妮把双手放在鼓上轻轻摇晃，我边弹

着吉他，边让她闭上眼睛想象蓝色的大

海和白色的海鸥。她的脸上出现了羞涩

的笑容。后来，护工说那阵子珍妮减少

了止痛药的用量。

最后一次来到珍妮的病房，她已经

躺着无法起床，生命真正进入了尾声。

我给她唱了一首《Remember me》。她

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我感觉到她的思

绪飘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卖力地弹唱

着，像是要确保珍妮的生命终曲一定是

幸福、快乐的。

一开始，我以为我已经对死亡麻木

了。每天，我都要对照“死亡名单”，

哪个服务对象去世了，就在自己的工作

记事本上一笔划掉。

直到后来，我发现自己频繁从梦中

哭醒，梦里是绵长、无尽的遗憾。我才

发现，“死亡名单”上的一个个服务对

象，并非只是我生命的过客，他们或深

或浅地占据着我的情感。

有一次，我梦见珍妮把我的吉他琴

弦一根一根拆掉，我看到她溃烂的皮肤

在流血。醒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不可抑

制的愧疚。为什么这么年轻的小生命要

离开，我们却还健康地活着？为什么我

不能为她做更多？

类似的愧疚感伴随了我相当一段时

间，督导告诉我，这是每个治疗师的必

经之路。

有一次，我看到一本叫作《超越死

亡：恩宠与勇气》的书，有个片断，一

直印在我的脑海。

新年夜晚，癌症晚期的崔雅埋

在丈夫肯的怀里说：“亲爱的，我

想我该走了，并不是我想放弃。”

那时候的崔雅，左眼已经失明，无

法正常行动。肯忍着眼泪抱着妻子

，“这是全世界最浪漫的事......现在

， 我 就 要 抱 着 我 亲 爱 的 女 孩 上 楼

（迎接死亡）”。

临走前，她在日记本写下娟秀

的字：“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

是一项奖赏。”我突然明白了这本

书标题的意义，大概被接受就是恩

宠，去接受就是勇气吧。接受死亡

始终是一门太过厚重的功课，至今

，我仍在学习。

只不过，现在我越来越相信，超越

人的理性之上，存在着一个灵性世界，

那里盛放着我们所有人的灵魂。

我有一本
死亡名单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教師聯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 AFT） 對 新 的 疾 病 控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CDC）有關社交距離的指南提出了擔憂，該指南將教室中的
社交距離降低到3英尺。

AFT主席蘭迪·溫加滕（Randi Weingarten）在致CDC主任
羅謝爾·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和教育部長米格爾·卡爾
多納（Miguel Cardona）的信中說，AFT“不相信”目前的證據
支持改變物理距離的限制。

AFT主席蘭迪·溫加滕
溫加滕在信中說：“我們擔心的是，引用的研究並未確定支

持3英尺身體距離所需的基線緩解策略。此外，這些研究不是在
美國人口密度最高、資源最乏的學校中進行的，這些學校有通風
不良，擁擠等結構性挑戰。”

溫加滕還強調了在這些變化中加強“分層緩解”的重要性，
包括“全面正確的遮罩；有效的通風；建築物的徹底清潔；對教
師、教職員工和學生的常規COVID-19測試；有效的接觸者追
蹤和隔離及隔離方案；以及向有資格的學校中的所有人提供疫苗
。”

她還要求教育部發布一份國家清單，概述增強的緩解策略，
並與CDC一起提供有關適當實施的詳細信息，並要求CDC對原
來沒有適當通風條件，現在已經改善了通風條件的地區進行“比

較研究”。 “幾十年來這系統上的資源一直不足。”
溫加滕說：“ AFT成員希望CDC確保我們所有人的安全，

並希望教育部門將學生、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幸福作其目標。”
據其網站稱，ATF 是美國第二大教師聯盟，代表著全國3,

000多個地方分支機構中的170萬名會員。
上周五，CDC宣布了最新消息，指出現在建議學生應該在

“教室環境中至少保持3英尺”的距離內，要求在小學和傳播率
低、中等或嚴重的地區普遍戴口罩。

CDC補充說，在高傳染區域、中學生和高中學生中的距離
至少應保持在6英尺。

CDC引用了上周在《發病率和死亡率周報》（MMWR）中
發表的叁項研究，“基于證據，在普遍使用口罩且已采取其它預
防措施的教室環境中，可以安全地采用學生之間至少保持3英尺
的物理距離。 ”

CDC還繼續建議在公共場所、呼氣增加的運動期間、教室
外的社區環境中以及不能戴口罩的地方，至少保持6英尺的距離
。

瓦倫斯基在新聞稿中說，CDC致力于“以科學先導，並在
出現新證據時更新我們的指導”。

CDC主任羅謝爾·瓦倫斯基
她說：“安全的親自指導使我們的孩子獲得了至關重要的社

會和心理健康服務，他們未來做好准備，此外還需要他們獲得成
功所需的教育。” “這些更新的建議提供了基于證據的路線圖
，以幫助學校安全地重新開放並保持開放，以便教師親自指導。
”

CDC以前曾建議學校讓學生保持6英尺的間隔(最低的傳播
水平的地區除外)，但許多學校很難在該指導下讓學生重返校園
。

CDC的這一舉動有望使更多的學生親自上課：這是拜登政
府在任職的頭100天及以後的主要目標。

上周，美國政府宣布將撥款100億美元用于教師、學生和員
工的冠狀病毒篩查測試，並且從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中
，撥款1,220億美元被送往全國的K-8學校。

在星期叁，政府將主持其“全國安全學校重開峰會”(Na-
tional Safe School Reopening Summit)，在此期間，教育部長卡爾
多納、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將討論在大流行這一階段的學校
重開。

教育部長卡爾多納
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接種疫苗，重開學校的努力標志著政

府最初采取謹慎態度的轉變。
AFT周叁告訴福克斯新聞，他們尚未收到CDC和教育部的

回應。

美國教師聯盟質疑CDC有關社交距離的指南：
“沒有證據說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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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前拳王泰臣預測羅絲會獲
勝，對此，張偉麗表示並不在

意。“我覺得他們不了解我，我沒放在
心上，我會在場上用實力說話。”而
談及外界評論羅絲拳法更為細膩優秀
一事時，張偉麗直言她很早就關注
了羅絲，一直有進行針對性訓練。

冀與閆曉楠演國家德比
在2020年3月打完UFC 248之

後，張偉麗已有一年未參加比賽了，
不過是次採訪時她透露，這一年來
她一點沒有閒着，“吃飯、睡
覺、運動、訓練，安排得很
滿。”而且由於此前對手
一直沒有確定，所以她在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就可
能遇到的對手羅絲及“餅

乾怪獸”埃斯帕扎，都進行了針對性訓
練。

目前，張偉麗已確定將對陣羅絲，
而閆曉楠將在5月與“餅乾怪獸”一較
高下。屆時閆曉楠若獲勝，將可向張偉
麗發起挑戰。對此，張偉麗毫不忌諱，
並期待“中國德比”的早日到來，“在
UFC場上展現中國女性力量是很好的
事。而且這次261有很多新簽的中國選
手會亮相，希望大家多了解我們中國選
手。” 在長達一年的備戰中，張偉麗
一直在加強短板和不足，直言如今的拳
快了很多，也重了很多，“以前手上沒
有老繭，現在有了。”談及與羅絲對陣
之後的比賽，張偉麗表示暫未考慮，
“先把眼前的事做好，精力都放在
UFC 261的衛冕戰上，不分心去想太多
其他事情。”

4月25日，現任UFC（終極格鬥冠軍賽）女子草量級冠軍、中國選手張偉

麗就將在美國迎來自己的第二場冠軍頭銜衛冕戰，對手是目前女子草量級挑戰者排名

第一的羅絲娜瑪尤納斯。張偉麗日前通過視頻連線形式接受媒體賽前採訪時表示，目

前她的簽證已經辦妥，並直言與羅絲的對決是她期待已久的，“特別期待這場比賽，

當我拿到冠軍後就想和她打，感覺只有打敗她，才能讓我的冠軍頭銜更有說服力。

她是一個謙虛而厲害的人，她打贏過喬安娜兩次，也贏了安德拉德。武者以武

會友，可能我們打了比賽以後會成為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前世界重量
級拳王泰臣，在上周出席一個節目時表示張偉麗
將會被娜瑪尤納斯摧毀，張偉麗在回應時則指不
會在意泰臣的說話，並反擊指泰臣應先學懂什麼
是MMA（綜合格鬥）才再作評論。

在上周，泰臣在擔任某節目嘉賓時，被問到有關美國選手
娜瑪尤納斯即將對戰張偉麗的看法時表示：“羅絲（娜瑪尤納
斯）會毀滅張偉麗！”

對於被泰臣看輕，張偉麗表示不會太介意，並暗指泰臣只
會打拳，沒有有關MMA的知識：“我覺得他應該先練練MMA
以後再說吧，這是一項非常全面的運動，不是說只會打拳就可
以了。如果我倆打的是拳擊比賽，那他還是有資格來評論的，
但這畢竟是一場UFC比賽。”

反擊泰臣：
學會MMA再說

國際劍聯喀山重劍世界盃、也
即東京奧運會重劍項目最後一站積
分賽於日前結束，中國國家男子重
劍隊連克強敵拚得團體奧運資格，
中國隊重劍隊就此拿到個人和團體
的滿額奧運參賽席位。

本站賽前中國國家女重隊排名
奧運積分團體世界第一，已提前獲
得奧運資格。而排名世界第9、亞
大區第3名的男隊則面臨着和日本
及韓國爭奪席位的惡戰。

首輪輕取巴拿馬隊後，中國男
重隊在16強對陣奧運積分世界第6
位的匈牙利隊，老將董超關鍵時刻
力挽狂瀾，在加時“決一劍”且未
獲主動權的情況下，最後3秒打出
致勝一劍，將隊伍送入8強。

中國國家男
重隊晉級之後再
獲利好消息。由
於非洲第一埃及
隊 本 站 排 名 第
16，在奧運積分
榜上跌出前 16
名，因此非洲區
奧運名額按規定
被留給歐洲區和
亞大區最終排名
第二的兩個隊中
積 分 靠 前 的 一

隊。
雖然出線希望大增，但命運還

得掌握在自己手上。喜歡國家男重
8強戰以45：26力克世界第一的法
國隊晉級準決賽，確保奧運積分升
至亞大區第二、超出未進4強的日
本隊和歐洲區第二的隊伍，進軍東
京奧運。拿到滿額奧運席位的同
時，中國男女重隊最終在本站比賽
均收穫團體銅牌。

在收到喜訊後，中國擊劍協會
官博轉發了簡介為“中國男女重劍
隊”的微博賬號發布的微博，微博
中稱：“五年前的今天，沒有人看
好世界排名23的中國男重，誰也不
敢想像我們最終能晉級奧運會，但
我們相信自己。”●新華社中新網

國
家
重
劍
隊
獲
滿
額
奧
運
席
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杭州亞運會第一
階段（按項目）報名工作日前已順利結束，亞洲東
亞、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五個區域45個國
家（地區）奧委會（National Olympic Commit-
tee，以下簡稱NOC）全部提交了報名表，項目涵
蓋杭州亞運會所有61個分項比賽。其中，泰國和
印度尼西亞為本次報名工作範圍內報項最多的
NOC，均報項61個。東道主中國、印度、哈薩克
斯坦、沙特的報項數量分別居各區域範圍之首。

從目前報名參賽項目來看，傳統體育大項田
徑、游泳仍是最受歡迎的比賽項目，45個NOC全
員報名。足球、五人制籃球、三人制籃球、沙灘排
球、乒乓球等項目的報名NOC數量不斷攀升，均
已超過上屆亞運會參賽數量。

電子競技、霹靂舞作為本屆亞運會新增設的比
賽項目，在本次報名階段也受到重點關注，共有
27個NOC報名參加電子競技，17個NOC對霹靂
舞提出參賽意願。武術、柔術、克柔術等非奧項
目，作為由亞洲發展起源的特有項目，其報名數量
已超過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半數，呈現出全亞洲共同
發展的趨勢。

杭州亞組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全球疫情及外
部環境的影響下，杭州亞組委堅持疫情防控和籌辦
工作兩手抓，目前各辦賽領域的籌辦工作都取得扎
實成效。本次報名工作中，亞洲各參賽國家和地區
聚力同心、團結一致，攜手助力亞運，對杭州亞運
會的籌辦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對比賽報名工作表現
出極高的積極性，體現出亞運大家庭的共融共進、
同心同行。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馬術總會於24日宣布，場
地障礙騎手鄭文傑與“Tyson AZ”3月於葡萄牙維
拉摩拉的CSI4*大獎賽事中僅以1個時間罰分的佳
績，確認獲得奧運場地障礙個人參賽資格。

連同林立信於去年確認資格後，香港現時共有
兩名場地障礙騎手獲得奧運場地障礙個人參賽資
格。其餘香港場地障礙騎手，包括賴楨敏、梁巧羚
及黎嘉怡亦積極爭取奧運場地障礙個人參賽資格。
香港馬術總會將於6月21日取得資格的限期後選出
最終代表香港出戰東京奧運場地障礙個人賽的代表
騎手。

何誕華與“Tayberry”於去年9月確認獲得奧運
三項賽個人參賽資格，曾靝賜、謝佩婷和鍾美娟亦
獲得殘奧會參賽資格，將代表香港出戰。

鄭文傑鄭文傑獲奧運個人參賽資格獲奧運個人參賽資格

杭州亞運會第一階段報名結束

●中國國家女重隊同樣奪得團體銅牌。 FIE圖片

●●張偉麗已就大戰張偉麗已就大戰
作好準備作好準備。。 中新社中新社

●杭州亞運會吉祥物宸宸、琮琮、蓮蓮已靜待各國
參賽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攝

●●張偉麗向泰臣張偉麗向泰臣
作反擊作反擊。。 美聯社美聯社

●鄭文傑獲奧運參賽資格。 香港馬術總會圖片

●●中國國家男重隊取得團中國國家男重隊取得團
體銅牌體銅牌。。 FIEFIE圖片圖片

●●張偉麗將與娜瑪尤納斯張偉麗將與娜瑪尤納斯
作對決作對決。。 張偉麗微博截圖張偉麗微博截圖

●●張偉麗期待比張偉麗期待比
賽賽。。 法新社法新社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3月25日（星期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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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故事天地

地处天府之国川西坝子的王家和肖

家最近又热闹起来，起因是王家公子喜

欢上了肖家千金，而世人都知道两家素

不往来，虽不至有大仇，但怨气至少结

了两代。

本来以为，地处乡旮旯的两家人今

生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怎料儿女情缘

偏偏又把两家扯到一堆。

说到王、肖两家的矛盾，还要从一

个很古老的职业说起——行户，用现在

的话说就是经纪人。

过去贸易不像今天这么方便，粮食

、布匹、茶叶、丝绸、牲畜、油料、烟

酒等大都通过行户进行交易。但在时代

的变迁中，很多行业已经看不见行户的

踪迹，唯有牛市还保留着这一古老的交

易方式。

牛市做买卖都通过行户，是因为这

行户都掌握着一种特殊的技能，那就是

估牛。

所謂估牛，就是一头牛除去皮毛

和下水的重量，不是用秤，而是凭

目测，根据经验测算出牛的毛重和

出肉率。

估牛是行户的基本功，误差在百分

之五已经不易，小于百分之一，则是绝

大多数行户一辈子难以企及的高度。

且说王家和肖家两家附近有个很有

名的牛市叫兴隆场，大大小小的贸易和

充斥其间的行户促成了附近生意的繁荣

，而王家和肖家从上辈开始，就是兴隆

场最受敬重的行户。

卖石灰看不得卖灰面的，做的是同

一门营生，难免会有一点龃龉。

王家掌舵人王世渊的父亲王老爷子

，比肖家掌舵人肖有贵的父亲肖老爷子

大两岁，出道也要早两年。当肖老爷子

在行户中还说不起话的时候，整个兴隆

场就是王老爷子一言九鼎。

那一日，王老爷子又去给一档生意

当中间人。一农户牵来一头体格健壮的

黄牛，一边抹泪一边说，若不是家里人

生病急需换钱，断不肯把这头牛拉来卖

了。

旁边的牛贩子兴奋得两眼发绿，还

不时把一双三角眼瞟向王老爷子。

王老爷子心中有数，他目测了一下

牛的体格，又用手摸了摸牛的肚腹和脊

梁上的燕子骨，心里已有了数。

他把手伸到养殖户的袖笼子里，

五根指头在对方手腕上聚拢一捏，这

叫挠，意思是这头牛六百元成交。如

果养殖户点头，他会再把手伸进牛贩

子的袖笼子里，同样先挠一下，再用

五根指头一捏同时划三下，这叫丂，

喻示这头牛那边买成六百这边八百元

可卖出，牛贩子就会明白，这头牛牵

到别的市场至少可赚二百元差价。这

桩生意如果促成，王老爷子可在养殖

户那儿抽成十五元，而牛贩子会给出

差价的百分之三十，这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拐、挠、条、丂、搔，对应的数分

别是五、六、七、八、九，这是黑话。

行户在买卖双方采用“黑话”促成交易

，本来是不想给旁人饶舌的机会，但这

一天，偏偏有个年轻人在旁边看不过去

，他就是肖老爷子。

肖老爷子说，这头牛依目测至少一

千九百五十斤，杀了少说可卖七百元。

养殖户一听，当然不肯成交，牛贩子也

一脸懊恼。

当然，最起火的是王老爷子，活生

生被戳脱这桩生意，心头当然不甘，更

何况当着这么多人，扫了他的面子。

王老爷子就发难，振振有词地质问

：“我在兴隆场摸爬滚打了多年，做行

户促成的交易少说也有成百上千头牛，

即使大伙儿信任我，我也不敢把事情说

死，敢情你就拿捏得那么准，这头牛可

卖七百元，而不是六百元或六百五十元

，奇了怪了。”

旁边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都奇怪

谁敢挑战王老爷子的权威。

肖老爷子却不怯，胸有成竹地指

着那头牛说：“牛的出肉率不出其体

重的二至四成，这头牛毛色、体格非

同一般，肚腹紧实说明经常下地耕种

，加之主人家实诚待人，买卖之前没

随意灌水和喂食，所以出肉率不会少

于三成。如果王老爷子今天不是看走

了眼，我愿意斗胆一赌，杀牛过秤，

如果净肉在七百元之下，我甘愿认输

受罚，差多少添多少。”

看热闹的人阵阵起哄，希望王老爷

子赌一把，但王老爷子心下却着实紧了

起来。

曾经，王老爷子也算秉持公正，不

贪浮财，却终究抵挡不住利诱，慢慢依

着威望，在交易时耍起了手腕，通过故

意拉开差价，来寻求私利的最大化。现

在突然被人点破，虽表情佯作镇定，但

内心已料定此局必输。

王老爷子的迟疑当然被肖老爷子看

透，考虑到和气生财，肖老爷子主动拱

了拱手说：“当然，我也只是嘴上说说

，真要赌起来未必能赢，只要添两个买

牛钱，这桩生意也是不冤。”

肖老爷子以为王老爷子会就坡下驴

化解尴尬，不料却在王老爷子心中从此

埋下隔阂，此后二人赌牛又有过几次，

不分伯仲，但两个资深行户之间的心结

却从此悄然结下，最后成了老死不相往

来的对手。

到了九十年代，已经长大成人的

王世渊和肖有贵又各自继承了父亲

的衣钵，干起了行户的老本行。本

来井水不犯河水，两人也没必要再

分高低，却不料又一件事把两人扯

到了一起。

赌牛

“去啊，为什么不去”疤三儿回答

。是公认适合做老公的人选。

“你没听说呀，最近村里闹鬼，特

别是井边，听说是李寡妇回来报复啦！

”铁匠一本正经的说。

“你竟他妈瞎扯，那天我亲眼看

见李寡妇被打回了原形，淹死在井里

，她怎么回来复仇！”疤三儿不屑一

顾的说。

“猫有九条命！你不信算了，等

到你被李寡妇害了，别怪我没提醒过

你！”

“吓唬我！我疤三儿也是个见过世

面的人，我会害怕一个小妖？”

“你不信就算了，老李头的哥哥已

经被李寡妇害死了，下一个肯定是你了

，你还是小心为妙！”

“别忘了，你可是给他们做过见证

人，她不找你找谁！”铁匠威胁的说。

疤三儿脸上的疤微微一抖，然后挺起脖

子。故意高声的说道：“我疤三儿是什

么人物，我会怕那样不干不净的杂碎！

”说完，便挺着腰杆，叼着烟袋，提着

鸟笼子，去井边晒太阳了……

我和又灵在家洗豆子，两个人围

着一个大木盆，慢慢将豆子浸在水里

。女人和我用手插进水里轻轻的搅动

着豆子。

女人今天很高兴，自从她来到家以后

，我从没见她如此高兴。特别是逃跑失败

以后，女人的心情直接落到了井底。

而今天她却嘴角上扬，嘴里哼着好

听的小调。阳光照在女人乌黑的长发上

，发出丝丝彩虹一样的颜色。

“那啥，你今天心情不错呀！”我

说。

“以后就咱俩的时候就叫我又灵。

”女人努着嘴，显得很是俏皮可爱。

“你那天往井里扔了一只死猫还真

管用，征得全村人心慌慌的。”我笑着

说。

“不过那白胡子老头看到野猫，直

接被吓死了，这事是不是有点过了，咱

就是为了救李寡妇，这下倒好，平添了

一条人命。”我叹着气说。

“她活该！”女人说。

“这些人做了这么多坏事，竟然没

人出来管管，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还

有没有天理！一个个就知道在旁边看，

就像那次我被人绑走一样，就知道在旁

边看着，笑着，这群冷漠无知的人！”

女人咬牙切齿的说着，眼睛瞪的又大又

圆。

“好了好了，咱不提那些不高兴的

了”我用手穿过水里的豆子，试探性的

轻轻抚了抚女人的右手，那是双纤细，

嫩滑，白皙的手，在阳光的照射下，白

的晶莹剔透。女人并没有反抗，而是用

左手将我的手拉过去，双手温柔的将我

的手抱住。

凉丝丝的清水，一粒粒饱满圆润的

黄豆，再加上女人软绵的手掌，我感觉

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她要是我媳妇，该有多好！”我

在心里默默想着。

“听说最近李寡妇家闹鬼，你听说

了吗？”我问

“知道，他们还说等到晚上，李寡

妇的家里有很奇怪的声音。

女人淡淡的说。

“对啊，这可真瘆人，李寡妇明明

远走高飞了，怎么还会有声音？”我满

脸狐疑。

“我也很奇怪，你晚上敢不敢去看

看？”女人将脸凑得很近，一脸诡魅。

寡妇的叫声

对于现代人来说，虽然外界环境可能

不那么潮湿了，很多人还是需要花椒来调

理一下，因为我们体内的湿气重了。

炒菜的时候，先不要放油，在锅里

放几粒花椒，开小火，把花椒干焙一下

。等花椒的香味出来了，再放油，依然

是小火，把花椒稍微炸一下。然后，用

漏勺把花椒捞出来。留下油，再开大火

炒菜。这样炒出来的菜，吃不出麻味，

又比平常的做法增添了香味。

要想用花椒去湿气，还有一个好方

法，就是用花椒水来泡脚。方法也很简

单：

你就拿一块棉布或者纱布包上一包

花椒，大约是跟自己脚掌差不多大的一

包，用棉绳系好口，放在锅里煮开30分

钟就可以用来泡脚了。这个花椒包可以

反复煮好几遍，因为花椒那个味儿煮好

多次还会有，所以这是挺经济的一个方

法。

用花椒水泡脚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通经络。这是源自花椒的第二大作用

——通气。花椒通气的作用很强。

你要是觉得一口气憋住了，胸闷或

者是气不顺，可以嚼几粒花椒顺顺气。

不少人有这样的经验：肚子受凉以

后，会感觉肚子里边有气在涌动，有的

人随后还会腹泻，或者是感觉腹痛。受

凉感到肚子里有胀气的时候，就可以吃

点儿花椒。如果还觉得肚子痛或是腹泻

了，可以取7粒花椒，加一碗水煮几分

钟，放点儿红糖，喝下去。

适量吃花椒可以通气，但是吃多了

却会闭气。因为花椒有麻味，会麻痹咽

喉部位的神经，所以，我们用花椒时要

有一个限度，吃的时候就以7粒为限，

不要超过7粒。

源自宫廷的妇科圣方：花椒茶

宋人有诗自怜：椒酒难医百病身。

那时候的人喜欢用花椒酒来避邪祛病，

如果是病到了连花椒酒都不能医的地步

，就只能叹息自己无药可救了。

花椒酒是把花椒泡在白酒里制成的

，可以散风寒、祛风湿、化淤通络，它

还有一个好处：含在嘴里能缓解牙痛。

如果在姜枣茶里加上几粒花椒一起

煮，那就是花椒姜枣茶，它祛寒湿的效

果更强，还能止腹痛。

花椒姜枣茶适合下焦寒湿重的人来

喝，比如女性宫寒（白带多而清稀、长

期痛经）、男性肾寒，还有肠胃虚寒、

慢性腹泻的人，可以常喝。当你受凉腹

痛的时候，特别是女性经期沾凉水以后

腹痛的，也可以喝花椒姜枣茶来缓解。

花椒是调理妇科问题的常用食材，

不仅可以内用，也可以外用。用花椒煮

水熏洗，不仅能祛寒湿，还有杀菌止痒

的作用，可调理妇科部位的炎症。你可

以把煮好的花椒水放在一个盆里，先利

用水的蒸汽熏蒸一下，然后再泡洗。

虽然花椒可以帮助女性祛寒湿，但

是要注意：如果产妇是用母乳喂养宝宝

，不能吃花椒，花椒有回奶的作用。孕

妇也最好少吃花椒。

花椒籽可引药入脑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平时吃的花

椒其实是花椒果实的外皮，花椒果实里

边还有花椒籽。

花椒外皮是红色的，也就是我们平

常所说的作为调料的花椒。花椒籽是黑

色的，小小的，圆圆的。

花椒的味道是麻中带香，花椒籽的

味道也有点儿麻，但它是苦的。

花椒籽放到菜里会影响菜的味道，

所以好的花椒应该是裂口的，方便去除

花椒籽。闭口的花椒粒里面有花椒籽，

做调料味道就差一些。

花椒的等级，其中一个标准就是看

含花椒籽的比例。里面花椒籽比较多的

，就被定为等级差的。

但花椒籽是药引子，它是引药入脑

的。比如说有一道著名的调理头晕的药

膳——天麻炖鱼头。加上花椒籽一起炖

，效果更加好。

花椒是祛湿气的，而花椒籽祛湿的

作用更强。

花椒籽可以利水。经常水肿的人可

以吃花椒籽来帮助消肿。有的人哮喘或

是慢性咳嗽，晚上睡觉都不敢躺平，一

躺就难受，而且咳出来的痰很清稀，这

种情况可以吃些花椒籽来调理。

吃花椒籽也能祛下焦的湿气。女性

如果白带很多，是清稀、白色的那种，

就可以吃花椒籽来调理。

花椒籽也有杀虫的作用，能帮助抵

抗肠道寄生虫。

注意：多吃花椒籽容易便秘，阴虚

火旺的人不能吃。如果不小心吃多了花

椒籽导致便秘，有一样中成药可以调治

，叫做麻仁润肠丸，在药房可以买到。

花椒叶赛香椿

花椒芽，也就是花椒树春天发的嫩

芽和嫩叶，它比其他的树芽都好吃，有

一种特殊的辛香味，并且不像花椒那样

麻口。特别嫩的花椒芽

叶，直接焯一下，凉拌

吃就很好。

嫩花椒叶还可以当

调料和配菜，配上肉丝

炒着吃。花椒叶配鸡肉

丝尤其有味道。

花椒叶炸着吃很香

，比香椿还好吃。一般

人的做法是软炸，就是

挂上鸡蛋面粉糊来炸。

我更喜欢清炸，就是在

油锅里放一点儿盐，把

花椒叶直接放入油锅，

用小火炸一下，花椒叶

很快就变成透明的，马

上起锅，放在大漏勺里

把油控干净，再盛到盘

子里上桌。这样炸出来

的花椒叶脆脆的，不油

腻，特别好吃。

花椒叶是温胃散寒的

，它能顺胃气。有的人受寒以后会胃痛，

或胃里有胀气的感觉，有的人还会嗳气、

打嗝，就可以吃些花椒叶来缓解。

古人还用花椒叶来做调料，炖鸡味

道很好。老的花椒叶不能做菜吃了，还

可以用来煮水泡脚，能去湿气，对脚气

病的人有好处。

花椒叶与花椒的功效是相似的，

都能去湿、顺气。只不过花椒叶偏于

走心肺，化痰湿的作用比较强；花椒

偏于走肾，去下焦寒湿和通肠气的作

用比较强。

神奇的花椒，专治富贵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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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位於中国城王朝商場側面的
康 明 藥 房 (Brightmed Pharmacy)
已經收到由美國疾病控制中心
(CDC)直接派送的強生(J & J)新
冠病毒疫苗。 藥房將會在近期
收到大量輝瑞(Pfizer)新冠病毒疫
苗。 藥房現全面開放疫苗接種
，完全免費， 請在預約當日帶
您的保險卡(如有醫療保險) 和身

份證明 (駕照，護照或州ID)來接
種 疫 苗 。 歡 迎 致 電
713-772-7700查詢。

成立於 2004 年的康明藥房
至今服務社區已超過 17 個年頭
。 藥房除提供各種處方用葯及
非處方用葯外，還經營各式醫療
用品及器材。 藥房提供送葯到
府服務多年， 廣受社區民眾的

喜愛。 康明藥房作為美國最大
的獨立零售藥房(GNP)網絡中的
一員， 已連續多年被評為5星級
藥房。 藥房接受各類醫療保險
。 取藥到康明， 健康伴您行。
康明藥房的地址：9630 Clare-
wood Dr. Suite A3, Houston, TX
77036. 藥 房 電 話 ：
713-772-7700

中國城康明藥房中國城康明藥房
可接種不同疫苗可接種不同疫苗

圖為投資顧問蕭雲祥在投資座談會上演講的情景圖為投資顧問蕭雲祥在投資座談會上演講的情景。。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蕭雲祥網上投資座談會蕭雲祥網上投資座談會
44月月1010日舉行日舉行，，

三位投資專家主講三位投資專家主講
（本報記者秦鴻鈞）因為疫情，

休士頓最受歡迎的蕭雲祥投資顧問的
「投資座談會」 也中斷久矣。應各界

要 來 ， 蕭 雲 祥 投 資 顧 問 近 期 將 以
Zoom Meeting 的形式再次推出，以
滿足休市各界對投資資訊及知識的需
求。

這項 「蕭雲祥網上投資座談會」
將於4月10日（週六）上午十時半至
中午十二時舉行。主題有三大類：
1.2021 年市場的展望及投資策略 ，2.
高枕無憂的退休計劃及資產配置，3.
如何儲備教育基金及兼顧獎學金。主
講人為： 蕭雲祥、馬俊、顏琦。

一直深信 「財富是累積出來的」
的投資顧問蕭雲祥擅長：退休計劃
（包括：IRAs、401K 、退休年金、
人壽保險），資產配置（包括：基金
、債券、ETF、股票、REIT ),財富管
理 （包括：投資組合、定期定量儲蓄
投資）。

如何在一個動盪的市場中建立一
個穩定的投資計劃？蕭雲祥先生表示
：您需要一個投資教練，幫您建立完
整、長遠的計劃、要採取行動完成，
並定期作檢查及調整。

4月10日的網上投資座談會，請
打 電 話 預 約 ： 713-988-3888，

713-261-8794， Zoom Meeting ID
: 841 9813 3840, 亦 可 電 話 加 入
Zoom Meeting: Zoom Dial In : +
1346248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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