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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15
本期《
《生活故事會
生活故事會》
》--警匪生死戀！
警匪生死戀
！56
56歲模範女獄警與
歲模範女獄警與38
38歲連環殺人囚犯私奔
歲連環殺人囚犯私奔！
！

（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歡
迎收看生活故事會，我是講故事的人
黃梅子。美國最近上演了一場 " 警匪生
死戀 "，一名 56 歲的模範女獄警與 38
歲的連環殺人犯男友越獄私奔，亡命
天涯 11 天後在警方的追捕下，女獄警
飲彈自盡，男囚犯再次被捕。情節堪
比好萊塢大片。
這場美國獄政體系的重大醜聞
2022 年 5 月發生在阿拉巴馬州勞德代
爾縣看守所。現年 38 歲的男囚犯凱西
• 懷特是該州一名殘暴無度的重犯，
曾持槍連環作案，2016 年因謀殺未遂
、搶劫等罪名被判入獄 75 年。 凱西懷
特是個白人，身高 6 英尺 9 英寸，高
大英俊，所以在女獄警眾多的監獄受
到諸多優待。
而維姬 懷特則是該監獄的女獄警
，她在縣監獄工作長達 25 年時間，曾
四次被評選為年度模範獄警，出事前
她是監獄的懲教助理主任，在監獄擔
任二把手，專門負責囚犯出庭等外出
活動的交通安排，在上級眼中她一直
恪盡職守，工作表現優異。維姬懷特
今年 56 歲，是一名沒有孩子的寡婦。
雖然維姬懷特和凱西懷特兩人有著同
樣的姓氏懷特，但兩人並沒有任何親
戚關系。
2022 年 4 月 29 日早上，獄警維姬
懷特一上班就向上級遞交了退休申請
，隨後，她於上午 9:30 鎮定地將囚犯
凱西懷特從監獄中帶出，聲稱要帶凱
西懷特去縣法院做 " 精神鑒定 "。三個

小時之後，兩人沒有按照登記的時間
回到監獄，引起了獄方的懷疑，隨後
獄警維姬懷特的空巡邏車在當地一個
購物中心的停車場被發現， 監獄的官
員開始擔心並試圖聯系她，但她的電
話一直沒人接。當時，獄方還沒有意
識到兩人有特殊關系，當時警方試圖
從三個角度處理此案：第一種，獄警
維姬懷特是否被壓製和綁架；第二種
，獄警維姬懷特是否主動協助犯人凱
西•懷特逃跑；第三種，如果獄警維
姬懷特幫助了囚犯凱西懷特，她是自
願這樣做還是被脅迫或威脅這樣做？
縣警長馬上簽發了追捕令，美國
法警局懸賞一萬美元尋找兩人的線索
。
事實上，獄警維姬懷特和囚犯凱
西應該認識至少 2 年了，在這期間發展
出了戀愛關系。維姬為了幫助凱西越
獄，已經策劃了好幾個月。4 月 29 日
之前，維姬向外宣稱自己即將退休，
想搬去海邊居住，將自己的房子賣了
9 萬美元，然後購置了一輛福特皮卡
汽車、男子服裝、假發以及沖鋒槍等
武器裝備，然後她將這輛福特皮卡停
在了購物中心的停車場，並且在車裏
藏匿了三萬美元現金。4 月 29 日早上
，維姬懷特開著巡邏車帶著囚犯凱西
懷特開到了購物中心停車場，然後兩
人換乘福特皮卡開始亡命天涯。
5 月 4 日，距阿拉巴馬州 430 公裏
的印第安納州埃文斯維爾市的一名洗
車工人報警，稱有一輛福特皮卡在他

們的停車場已經停了好幾天。警方對
此展開調查，通過監控他們看見凱西
懷特曾站在車邊。警方調查後判斷，
這對情侶將皮卡遺棄，已經在埃文斯
維爾市躲了將近一周，然後他們在埃
文斯維爾市又買了一輛凱迪拉克。5 月
9 日，這對情侶開著這輛凱迪拉克出現
在一家汽車旅館，有人看到戴假發的
維姬正在退房，然後上了凱西開的汽
車。警方隨後鎖定了兩人的行蹤，並
製定了逮捕計劃。
11 天後，警方對他們展開圍捕，一
名警察開車把凱西和維姬的車撞進溝
渠逼停他們，車子當場撞毀，然後 38
歲的逃犯凱西•懷特從車裏舉著手出
來投降，並且喊道：請幫幫我的妻子
。她剛剛自己一槍爆頭，不是我幹的
！
警察將凱西懷特逮捕，然後在他
們的車裏發現了一把步槍、一把手槍
、多頂假發和 2.9 萬美元現金。警方稱
：“經過後來對凱西的問詢，我們慶
幸當時很快將凱西製服了，不然很有
可能發生槍戰。” 維姬懷特的自殺可
能導致了凱西懷特心碎，所以決定不
再抵抗而投降。而再次被捕的凱西懷
特將於今年 6 月再次面臨自己在 2020
年 9 月犯下謀殺罪的審判，也許是死刑
。
雖然有少數網友表示，兩名嫌犯
的故事很 " 浪漫 "。但美國輿論普遍認
為，這場越獄事件從一定程度上暴露
出美國獄政體系存在的漏洞。
其實，美國監獄系統早在 2013 年
就曾經爆出驚天醜聞，美國黑幫老大

塔文懷特在馬裏蘭州巴爾的摩的監獄
稱王，通過賄賂等手段收買該監獄的
13 名女獄警為其向監獄中走私毒品、
手機等違禁物，更有女獄警多次在獄
中與其發生性關系，有 4 名女獄警為他
生下 5 個兒女，涉事的 13 名女獄警中
年齡最大的 31 歲，最小的只有 24 歲。
塔文•懷特是美國馬裏蘭州巴爾
的摩市一個黑社會幫派“黑色遊擊家
族”的黑幫老大，該幫派於上世紀 60
年代發源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在幾
十年時間中迅 速蔓延到全國各地的城
市和監獄中。2009 年，綽號“鬥牛犬
”的黑幫老大塔文懷特因被控謀殺未
遂罪被關入巴爾的摩市看守所，一邊
坐牢一邊等待法律的審判。
塔文懷特用金錢賄賂收買了看守
所的 13 名女獄警，這些女獄警成了懷
特在監獄中的“走私工具”，她們經
常將獄外的手機、毒品和處方藥藏在
自己的內衣、鞋子和 頭發中，偷偷夾
帶進監獄中交給懷特，而塔文懷特和
他的手下則將這些違禁走私物高價賣
給獄中的其他囚犯，大發橫財，在獄
中一個月 就能賺到 1.6 萬美元的非法利
潤，譬如在監獄外只賣 10 美元一粒的
止痛藥，在獄中能賣到 30 美元一粒；
塔文懷特還以 50 美元一克的價格向其
他囚犯出售大 麻，賺得盆滿缽滿。他
用這些錢買了好幾輛奔馳或寶馬豪車
，“獎賞”給那些投懷送抱 的女獄警
使用和駕駛。
黑幫老大塔文懷特不僅將監獄變
成實際由他控製的“王國”，而且還
把監獄變成了自己的“後宮”，許多

女獄警爭相向他投懷送抱，紛紛在監
獄中和他發生性關系。讓人目瞪口呆
的是，其中 4 人竟然懷孕了，先後為他
生下了 5 個兒女。
據美國聯邦調查局透露，塔文懷
特不僅控製著監獄中的毒品走私販賣
活動，甚至還遙控指揮自己監獄外的
黑幫團夥，用手機遙控命令他們敲詐
勒索，或謀殺與他們產生利益沖突的
黑幫對頭。
2013 年 1 月，塔文懷特在電話裏跟
另一名黑幫成員炫耀說：“這是我的
監獄，你理解我的意思嗎?我是說真的
，在這座監獄中，我掌管著獄中的最
高權力，所以不要管任何人說什麼，
只有我說的才是法律。” 因為這段對
話被 FBI 監聽到，所以對巴爾的摩看守
所展開調查，最後才被爆出這個驚天
大案。
根據馬裏蘭州司法系統的統計數
據，該州監獄 60%都是女獄警，女獄
警容易對英俊的男囚犯神魂顛倒，墜
入男囚犯的情感圈套。
美國曾經有參議員在國會警告說
， 美國監獄裏的女獄警人數太多，容
易受到男囚犯的誘惑和利用。因此強
烈建議政府應該安排大量性格堅韌、
長相醜陋的鋼鐵直男來充當獄警。
本期《生活故事會》於 2022 年 5
月 16 日晚 7 點首播，明天 5 月 21 日周六
晚 7:30 重播，5 月 22 日星期天早上 9:
30 再次重播。歡迎大家收看美南國際
電視 15.3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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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樂活動中心 5/27
長樂活動中心5
27隆重慶祝三週年慶
隆重慶祝三週年慶
食物豐盛加抽獎與節目表演 歡迎舊雨新知

(本報休斯頓報導) 位於密蘇里
市 （Missouri City ） 的 長 樂 活 動 中
心(Wellcare Senior Center) 是一個多
元性的年長者健康活動中心，環境
清雅舒適，吸引眾多長者參加會員
，在這裡活動身心、結交朋友、並
發展不同的興趣。隨著過去疫情的
起伏，有些長者待在家中防疫，最
近天氣熱，疫情狀況好轉，許多長
者們再度回到長樂。挺過疫情的兩
年，長樂活動中心將於 5/27(週五)
上午九點半至十一點半，隆重舉辦
三週年慶典活動，將準備豐盛的食
物，還有抽獎活動，歡迎會員或是
新朋友參加。
精心安排表演節目
除了備有豐盛的美食之外，5/
27 當天還有非常多的表演節目，包
括唱歌、跳舞、時裝秀、舞劍，節
目都是會員精心安排出來的，為了
三週年慶而多次練習，現場還有
Band 音樂，精彩可期。
長樂活動中心的負責人潘小姐
表示，三週年慶籌備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滿心歡喜的期待，歡迎老會
員參加，也歡迎新朋友來參觀。
在五月初時，長樂舉辦慶祝母
親節的聚會，就在長樂的庭園中戶
外 BBQ，現場飄滿香味，擺設亮眼

，吸引 50 多位長者一同參與，充滿
開心與溫馨的氣氛。
鼓勵長者們多出來活動
據悉，在過去兩年多裡，疫情
下，不少長者們因此很少出門活動
，整天窩在家中，感覺孤單或者是
沮喪，心情甚為低落 。潘小姐呼籲
長者們多出來活動，在安全的社交
距離下與同輩互動，不要孤獨的待
在家裡。有些長輩們因為疫情不敢
外出，待在家裡時間久了，身心都
退化得很嚴重，動作變慢很多，希
望長者們能夠多走出門來活動，與
人交流，對自己的身心都會有益處
。
防疫措施仔細
潘小姐說明，如果長輩們有打

過疫苗，歡迎原來的會員回來參加
活動，也歡迎新的會員參加。長樂
活動中心對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徹底
，工作人員都打了疫苗，所有來參
加活動的長輩們每天戴口罩，也幫
他們量體溫，進來時都用乾洗手液
清洗手部，清潔做得非常好。有些
會員是由長樂活動中心的專車接送
，在上車前，每位長者都要測體溫
，確定沒有症狀，體溫正常才可以
上車。
同時，在中心互動時，會員彼
此之間也保留一個安全的距離。此
外，中心每天有固定時間清潔環境
，做好消毒殺菌的工作，一定讓老
人家們放心、開心的聚在長樂。
環境好，活動豐富

一位長者表示，疫情好轉，不
想再像之前一樣悶在家裡了，一個
人在家實在太無聊，還是應該出來
活動活動，與其他人一起說說話，
做做運動。長樂活動中心的環境非
常的乾淨，清潔做得很仔細，光線
明亮，也有很多空間可以走路、做
體操，又有同輩可以聊天談心，讓
他們在這裡過得很愉快。
潘小姐說明，長樂中心一方面
維持一個清潔乾淨的空間，同時也
設計許多活動，讓老人家參加，舒
展身心，例如像每天的體操、椅子
瑜珈、還有聖經讀經會、書法、小
組活動，讓老人家們在這裡可以很
開心。
此外，長樂也會安排長者們出
去購物、看醫生、郊遊，甚至去逛
Mall、去美術館賞畫、採草莓、公
園踏青等。

據悉，長樂活動中心的餐點也
很讓長者們滿意，色香味俱全之外
，還常常有變化，有驚喜，甚至吃
的到許多人懷念的台灣鐵路便當，
讓長輩們吃的津津有味。
長樂活動中心
長樂活動中心就像一個大家庭
似的，工作人員都極為友善，在這
裡，讓退休的銀髮族們彼此交流互
動，認識新朋友，也組織各種活動
與課程，讓長者們鍛鍊身體、娛樂
心境，還有接送服務，參加的長者
們均給予極高評價。
長 樂 活 動 中 心 地 址 是: 3250
Williamsburg Lane, Missouri City,
TX 77459，歡迎長者加入會員。連
絡電話：281-208-7709。Email: info@wellcareseniorcenter.com
www.wellcaresenior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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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災難救助中心講座 “ 清潔空氣和供水
清潔空氣和供水”
”

光鹽社災難救助中心將在
2022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的下
午 2 點到 3 點進行“清潔空氣
和供水”講座。
講員：孫冬敏博士，現任
休士頓大學明湖校區, 科學與工
程學院, 環境科學與地質學教授
。 她在過去的 20 年中致力於
環境地質和石油地質的科研和
教學。 主要研究課題包括：地

下水和地表水的交互作用； 汙
染物在水和空氣中的運移和模
擬；水資源開發； 城市發展，
氣候改變和水質的關系；石油
和天然氣藏的綜合分析。
網上會議室鏈接：(flyer)
Topic: 清 潔 空 氣 和 供 水,
"Clean Air and Water Supply
”.

Time: May 21, 2022 02:00
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
82134990837?pwd=ZwJjpxdUR6syUpipvdWCqfKUarwiRW.1

5/22
22//2022 會員聯誼及講座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本會會員免費，非會員收費$10
，我們有精美的下午茶還有禮
物抽獎 報 名 請 洽 會 長 何 真:
832.866.3333 (Text) 或 秘 書 長
裴 俊 莉:713.517.1566 (Text) 或
利用以下連結報名，謝謝!

https://forms.gle/sRNciLYQR9PXKe3b8
本會訂於 5 月 22 日(星期日)
下午一時至三時假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舉辦會員聯誼及
講座，我們將邀請 101 Dantist
的蘇燕萍醫師為大家演講"如何

幫助您的牙齒做出明智的決定"
。
會中我們還有會員的自我
介紹，讓姊妹們互相認識，在
生活和事業上互相扶持，互相

幫助!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何真
Christi Yao
832.866.3333
世華美南分會第 37 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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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又見臺灣夜市 寶島美食文化再現
因疫情睽違兩年的臺灣夜市
（Taiwan Yes Festival） ， 5 月
14 日在休士頓臺灣活動人中心
盛大展開，吸引當地及鄰近城市
各族裔超過 5,000 人參加，場面
熱鬧非凡。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
羅復文夫婦、副處長王韋龍夫婦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
陳奕芳、副主任黃依莉，以及聯
邦眾議員 Al Green、德州眾議員
吳元之及 Hubert Vo、斯坦福市
市議員譚秋晴等政界人士皆到場
共襄盛舉。
當天活動分戶外及室內兩個
區域進行，戶外舞台上，東風樂
團及臺大校友會年輕朋友獻唱輕
快的臺灣歌曲讓人勾起思鄉情懷
；隨後 FASCA (Formosa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ulture Am-

bassadors) 學員的勁歌熱舞也吸
引不少目光。文教中心兩尊電音
三太子也到現場演出，羅復文夫
婦一時興起，偕同陳奕芳下場伴
舞；他表示，雖然不是專業演出
，但能一起展現活潑多元的臺灣
文化，非常高興。美食攤位則有
各式道地臺灣傳統小吃，像是爆
漿炸蛋蔥油餅、 蚵仔煎、關東
煮、鹹酥雞、米糕、刈包、車輪
餅、大腸麵線、肉羹、客家麻糬
及檸檬愛玉等。現場也有臺灣夜
市中常見的撈金魚、打水球、射
飛鏢、套圈圈、九宮格、彈珠臺
等遊戲，並擺設「十八仔
Sip-pa-á」 讓 路 過 民 眾 試 試 手
氣。
活動中心室內則設置臺灣藝
文展演，提供剪紙、書法練習、

民眾於艷陽天下排隊購買臺灣小吃。
民眾於艷陽天下排隊購買臺灣小吃
。

原住民服裝、紙傘彩繪等 DIY 手
工藝，讓對臺灣有興趣的在地人
士及年輕一代親身體驗臺灣文化
。其中以英語演出的[日月潭傳
奇]布袋戲寓教於樂，讓親子共
度充滿古早臺灣味的廟會午後。

主辦單位休士頓臺灣同鄉會
會長陳逸玲表示，臺灣夜市享譽
全球，為外國旅客到臺灣必訪景
點第一名，因此同鄉會於 2014
年起在地複製故鄉的歡樂經驗，
很高興年年獲得鄉親及外國朋友

英語版布袋戲表演吸引大小朋友專注聆聽。
英語版布袋戲表演吸引大小朋友專注聆聽
。

的支持。與會的民眾都表示，兩
年多來的疫情讓大家都悶壞了，
感謝同鄉會將臺灣夜市的風貌與
精神原汁原味重現在休士頓，除
可重溫往日情懷，同時也趁此機
會向其他族裔朋友介紹臺灣。

在夜市打彈珠是老中青三代共同的回憶。
在夜市打彈珠是老中青三代共同的回憶
。

羅復文夫婦 （ 太子兩側
羅復文夫婦（
太子兩側）、
）、陳奕芳
陳奕芳（
（ 右一
右一）
） 與電子三太子共舞
與電子三太子共舞，
， 之後與
僑務諮詢委員楊明耕（
僑務諮詢委員楊明耕
（左一
左一）
）及僑務委員陳建賓
及僑務委員陳建賓（
（右二
右二）
）開心合照
開心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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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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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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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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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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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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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彥邦
杏林夜談 23
談天說地之六： 莊敬自強 (下)
（ 綜 合 報 導 ） (7)
從三師到三火
有一次我和他分析
了美國就業狀況，
除了談到上述的
“三師＂之外，因
這位青年是要學理
工的，所以我也提
出了“三火”的創
業計劃。哪“三火
”呢？第一把火：
煉製鋼鐵之火，需
要大量資金和成本
包括了重機械工業
、汽車工業、輕工
具工業等下游工業
。第二把火：生產
能源的石化之火，
石油勘探業、石化
工業、化學工業等
和下游塑膠工業，經營之神王永慶雖非科班出身，走的就是這一
行。第三把火：電氣之火，電子工業，名人富豪由此發跡的不知
凡幾，諸如蓋茲、賈布斯等人；小到金屬焊接、拆解、製造工業
，廢鐵、廢金屬回收的小本營業。
美國修理業為減少人工，浪費了許多可進行修復的零件，一
切啓用新零件的結果，大量生產，大量耗費，造成臭氧層破洞，
全球氣候大變遷，南北極暖化，火燒森林、水土流失等天然的災
難，這些災難看似自然發生，追根究底還是 「人為」。要避免災
難的繼續擴大和繼續毀滅，我們知識份子就該提倡節約、環保，
從自己開始，我曾寫過一篇具有環保意識的文章〈垂頭的知更鳥
〉，鼓吹重視環保， 否則連報春曉的知更鳥都活不下去了啦！
如果尋求創業也該多在這方面下功夫。台灣幾個新增的富豪，就
是以拆解報廢船艦，回收鋼鐵起家的。
(8) 實現鐵工廠夢
當我發現有一家小型鐵工廠出售，專以安裝、焊製圍牆、大
型門窗，其廠房規模頗適合這位青年的創業計劃，而且工廠員工
僅約五、六人，容易管理。我一下子被 「倒帶」至小時候站在街
邊，興致勃勃的看焊接的場景，仿如翻版。因為售價公道，便沒
有與方姓青年詳細商討，即刻自行出資買下，本以為帶領方先生
經營一段時間，等一切上路後，準備給他一個驚喜，完全放手送

給他去經營，在我看來反正是小本生意，能賺回本錢則善，賺不
回也沒關係 ，至少解決了失業問題，而且學到了經營小商業
（small business)的一些知識與技巧。
沒想到完全不如我所料，在我幾次接送他上下班經營鐵工廠
時，在車行來回的途中，他怨聲載道，怒氣衝天，不屑於這類不
坐辦公桌的事兒，自認有點大材小用，怨工人偷懶難管理，並且
與他的就業理想背道而馳。我一看苗頭不對，更不敢把原意和想
法傾心相告，盼等工作熟練，上軌道後，再作說明。更沒有想到
，不到一個月，方先生便打退堂鼓不幹了，我只好發給他一個月
的薪資任由他去。方先生總以為我在佔他便宜，找他當廉價勞工
，把我原想磨練他學習經營技術， 「不贈魚，教他捕魚」的好心
完全給抹殺了。幸好他早早辭職不幹，因為再好的解釋都會被他
誤會為藉口、遁詞和馬後砲。就在我不上不下卡在鐵工廠和診所
兩頭跑的時候，楊秀鶴女醫生適時協助診所的業務，她成了我的
良師益友，使我可以兩頭兼顧。搞鐵工廠經一番自我訓練，由外
行變成內行，糊口顧家毫無問題。
經營鐵工廠的原意既然完全失去了，所以一年後我將鐵工廠
售出，不但收回了成本，而且還學到了經營管理之術，可謂既無
失之東隅，卻又豐收桑榆。在我人生的旅途中，經營鐵工廠，更
給我堅定創業和發明自立更生的基調。
（9）懶是發明的原動力
發明對我來說是最對我胃口的資質，因為發明的原動力是
懶惰，這個資本我生來就有。記得在讀究院時，六十年代電腦才
問世，一部電腦供全校使用，如果一個程式中的一張卡片出錯，
那麼全程式的卡片等於廢卡，有時要改正過來只要改其中的一張
錯卡便可，雖然學校的打卡機有許多部，可惜仍然要排長龍，就
在我排隊等改卡的時光，我就有所謂懶人有懶想法，何不乾脆製
造一部手中可操作的簡便打卡機，正在付諸畫圖製作設計的當兒
，瞬眼之間，啊唷！電腦已不使用卡片式輸入的方式了，簡便打
卡機的創意，無聲無息付諸東流了。
到底要怎麼學才會學好、學通呢？我在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微積分是必修的課，遇到難解的題目，總是焦頭爛額苦思解題
之法，不久，發現我的好友吳同學可以輕輕鬆鬆便解了出來，原
來吳同學有一本日文的微積分簡易速成的寶書，書中有各式各樣
解題的技巧，吳同學日文一流讀來方便。於是他和我決定由他口
述或手寫為中文，我改寫為通暢的中文，跟隨上課的進度自然逐
步進行，兩學期之後微積分課上完了，我們都有滿意的成績，簡
易微積分學也編譯完畢。這本書雖然編譯完了，由於忙於二年級
的課業和其他種種原因，從未付印出版。不過這種讀書和學習方
式啓發我凡事另有解決之道，要自己設法找出來而已。讀究院的

時候有一門課“高級有機合成”，為了考試方便我自創了一個數
學公式，可以很快很方便算合成有機高分子量的產量。有一位研
究生請教我的公式，我公開我的這個公式，只要將合適的數據套
入，有機合成的產量便算出來了，這位研究生苦苦思量了三晝夜
，除了謝謝之外，回了我一句話： 「你怎麼搞（figure out) 出來
的？」
（10） 無師自通
丁大夫啊了一聲說： 「原來如此，對一個有學習障礙的人來
說， 「無師自通」恐怕是一件人生最幸福的事，這些人沒浪費時
間在人際關係上，沒有耗時間在與教師的溝通上，沒花時間在死
背硬記上，他們看事物是從四面八方來觀察的，走旁人不同的路
子，有旁人不同的想法，也做旁人不想做的事，似乎是逼上梁山
的好漢，最後也走到了。那條路對你們來說有可能反而是捷徑呢
。也怪不得，你會走上運用手腦開創出具新意的事業來。最近我
知道一個有名的女導演胡安，因全職培養有學習障礙的女兒，15
年磨一劍，拍製了一部名叫五彩繽紛（Confetti)的影片，這部影
片以患有閱讀學習障礙症的女兒為經，她拍攝親身經歷的故事，
以設法幫助更多移民家庭面臨的困境為緯，建立或提升閱讀障礙
症孩子們的認知，進一步如何了解和應對，幫助孩子們發掘其他
領域的天賦。光從娛樂價值看劇，沒什麼精彩，如果細加推敲，
那可是滿幕真情畫面，卻又是母親們的一腔辛酸淚啊。聽了你許
多的故事，依我個人的看法，你絕對不是一個小時了了的人，反
而大了“佳”得不得了，後一句的兩個“了”與前句的兩個“了
”都在同一個調上。我幸好認識你都在我們中老年以後，要是在
你青少年期間，我也會誤會你是個不甚了了的青年人，可見閱讀
障礙症會蒙蔽了多少人的眼睛。那些得了白內障的人，如今肯刮
了目再細看，當看出另番風景啊！」
我頻頻點頭，笑著說： 「丁大夫，你真是幽默得可以，前一
次的“文學萎縮退化症”與這次看不楚真相的“白內障症”何其
異曲同工呀。你雖是我的半個知音，但你辨音的能力足可當高山
流水的伯牙呀！就因為你是“半個知音”我不會為你摔琴斷弦的
，為知音斷弦是埋沒人才，我採積極手段，反而會撫琴更勤更熱
切。要知一句鼓勵的話，會令人奮起，反之一句奚落的話，會令
人喪志啊！我盼出現更多的知音，更多的丁大夫，你殷殷悃款之
情把個無師自通的我，看得比科班出身還真切還重要。因此不得
不再把我無師自通的經歷說明白些，人生的機遇正如失馬的塞翁
，就在我徘徊在起跑線上的 20 年中的前 10 年，我打下了“通”
的本領，正合了古人之十載寒窗，也印證了老子所云：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我再花了一個十年 ，融各家醫學於一爐，有
幸能自成一家之言矣！」(全文完)

休城社區

韓偉忠：以孔府菜的東方智慧
向世界傳播中華文明

【美南新聞泉深】利頓伯爵 1860 年說：
“我們的生活也許沒有詩歌、音樂和藝術，我
們可以沒有良心生活，生活沒有心，我們可以
生活沒有朋友，我們可能生活沒有書籍，但 文
明人不能生活沒有廚師。”
“他可以沒有書而活——除了悲傷，知識
又是什麽?他可能沒有希望地活著— —希望除了
欺騙還有什麽?沒有愛的生活，除了思念，還有
什麽激情?但不吃飯也能生活的人在哪裏?”
不久前，為在全球推廣中華美食文化，由
中國食文化研究會、美國中餐聯盟、 美國中餐
為業聯盟聯合發起的“中國廚房”項目，與西
班牙中西美食交流協會等各各國美食機構合作
，完成對西班牙中餐從業者的系列采訪，在媒
體和中餐界引起廣泛關注。
縱觀世界，中餐在不同國家有著同樣的感
人故事。為此，我們聯合美國中餐為業聯盟進
行“中國廚房”美國中餐傳播家系列專訪，為
大家打開美食的另一片新天地。
“食不厭精，為不厭細”是孔子對美食的
態廟。他認為，米要放在石臼裏搗， 去掉所有
殼，保證米粒都是飽滿完整；做菜也要努力把
肉切得薄而均勻；只有這樣的美食，才能表達
對祖先或神仙的虔誠。
2000 多年來，孔子的思想深深影響到弟子
和後人。而對美食的精益求精也成為“孔府菜
”的傳世宗旨。菜品的傳承離不開廚師，這次
采訪的機會，我有幸接觸到了一位把“孔府菜
”帶到美國的魯菜大師，他的名字叨作韓偉忠
。
2014 年，好客山東旅遊宣傳短片震撼登陸
紐約時代廣場，時任紐約市長的邁克爾.布隆伯
格也特別發來賀信。如果說好客山東在美國的
高光時刻，為中國品牌打開了一扇門，多年後
中餐人通過這扇門把美食推向了美國，韓偉忠
先生正是這群人中的前行者。
用廚藝理解孔府菜裏的東方智慧
在采訪他之前，看著韓偉忠先生的簡介，
中國烹為魯菜大師、孔府菜第一女傳人王興蘭
的磕頭弟子、山東省魯菜研究開發推廣中心主
任、中國酒店用品協會副會長、山東省酒店用
品協會創會會長等一連串如雷貫耳的頭銜，我
還曾擔心不能理解他對美食理解的高深。但是
聽過他短短的幾句話後，這位和藹的前輩瞬間
打消了我的顧慮。
聽韓偉忠先生講美食，就像是看一場關乎
美食的電影。食材、調料、烹制、上桌，各個
環節都講得調理清晰。雖然隔著電話，但是好
像眼前瞬間出現了一個色彩斑為的廚房。我猜

想，如果是有些廚藝功底的人，可能聽他講就
能跟著做出來了。
在中國美食曆史上，“孔府菜”加入世界
非物質文化遺為名錄絕對是載入史 冊的高光時
刻。美食對于中國人而言，是味道也是禮儀，
這一點在孔府菜中更突出。孔府在曆代封建王
朝中所處的特殊地位而保全下來，菜品廣泛被
用于接待貴賓、上任、生辰家日、婚喪喜壽等
重要場合。乾隆年間把孔府菜上升為官府菜，
讓把孔府菜提升到了國家高度，成為東方文化
的代表符號之一。
正所謂，台上一分鍾，台下十年功。韓偉
忠先生在案板與竈台之間，理解這孔子灌輸于
美食中的思想，他用精湛的廚藝講述著孔府菜
美食裏的中國文化。
蘇丹新娘要求合影堅定中餐信念
“有朋自進方來，不亦樂乎。”孔子的名
言，對中國人的處世哲學有著深遠的影響。自
上世紀 80 年代初學藝入行，韓偉忠先生是中國
美食行業幾十年發展的見證者。一次次特別的
經曆，也讓他慢慢有了將美食傳播到海外的念
頭。
1991 年，對于餐飲行業是具有紀念意義的
一年，世界中國烹為聯合會、首 屆中國飲食文
化國際研討會兩大盛會在北京舉行。這一年，
對于韓偉忠先生而言，也是意義非凡的一年。
因為工作原因，韓偉忠先生有幸作為代表
，在蘇丹中國餐廳擔任行政總廚。 說起這段難
忘的經曆，他的話語間流露著激動。第一次感
受到外國人對中餐的喜愛，是在蘇丹的一次婚
禮上。婚宴期間新娘特意提出要求，要求與負
責婚宴的中國廚師合影留念。這一次親身經曆
，在極大鼓舞了韓偉忠先生的信心之余，也更
加堅定了他把中餐烹制給更多外國人的決心。
據韓偉忠先生回憶，回國後的那段日子裏
，從蘇丹回來的時間越長，把中餐推向世界的
想法就越深。而幸運的是，這樣的機會真的實
現了。
正所謂，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在用精湛
廚藝促成濟南與休斯敦友好城市的過程中，與
休斯敦市長和招商代表團的交流，也讓韓偉忠
先生對遠在地球另一面的休斯敦有了更多了解
。于是，在他心裏又有了一個新的目標，要把
中餐和中國文化推向美國。
以孔子之道在美國傳授中國美食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數千年前孔
子的名言，暗示了機會是留給有准備的人。後
來，韓偉忠先生真的來到了休斯敦，實現了這
個目標後，如何在這座城市為中餐找到更多機

會就成為他新的思考。
在韓偉忠先生的理解中，中餐的
魅力就在于美食所帶來的家庭氣氛。
這一點是西餐的快餐文化下所丌具備
的。而在親朋好友的來往中，他的家
也逐漸成為了在美華人和中餐愛好者
溫暖的家。
山東人特有的豪爽，韓偉忠先生
每次宴請賓朋都會按孔府菜的標准准
備數十道的美食。群賢畢至，觥籌交
錯，言談甚歡之間，他總會不自覺地
給大家講起每一道菜的做法和典故。
四喜丸子、糖醋鯉魚、鮑魚等這些充
滿美好寓意的菜品， 在他的津津樂道中，都像
是山東快書，讓人久久難忘。
如果說家宴只是讓這位魯菜大師小試牛刀
，那節慶活動才是讓韓偉忠先生大顯伸手的舞
台。休斯敦及美國的衆多美食展覽和節慶活動
期間，都會出現這位中國名廚的身影。
中餐美食的傳播，一方面要為中餐創造優
質的現場，另一方面要有結合中國文化的重大
節日。2022 年 1 月，在韓偉忠先生的倡導主辦
之下，由德克薩斯州地為商唐心琴女士的參與
，美南國際精品美食文化節暨春節園遊會在休
斯敦成功舉行。不僅美國德克薩斯州福遍郡郡
長 KP George、國會議員候選人 Laique Rehman
等出席現場，還得到了恒豐銀行、芝加哥為權
公司等美國企業的支持。 活動期間，韓偉忠先
生為獲獎選手頒獎，讓他更加意識到傳播中餐
美食是一位華 人使命。
聽了韓偉忠先生的傳奇經曆，我急切地問
道，您認為中餐在美國應該怎樣做好傳承？聽
了我的疑問之後，他迅速給出了他的答案。在
美國的快節奏生活下， 中餐雖然味道和品種都
占有優勢，但是中餐制作過程中繁瑣的流程，
也造成了中餐經營者成本的上升。因此，讓中
餐走進美國家庭，是真正讓美國人從會吃中餐
到會做中餐的關鍵步驟。
既然孔子能夠杏壇教學，廣納弟子。那孔
府菜為何不能效仿聖人呢？在受 邀為星級酒店
進行行中餐培訓的過程後，韓偉忠先生得到了
啓示。于是，他與美國社區合作，免費為美國
的家庭主婦提供中餐培訓。在教學過程中，圍
繞中餐和中國文化，有著說不完的話，在學會
做菜手藝的同時，也把中國文化帶回來了家。
讓美國人從體驗中餐變成消費中餐
孔子有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在深入了解了美國中餐業的狀 況後，韓偉
忠先生有了更加深入的想法。中餐走進美國家

庭是好的開始，但是要想發揚光大，還是要中
餐業全面發力。
韓偉忠先生若有所思地講到，早些年中餐
在美國的餐飲市場，大多是華人謀生的手段，
因為規模因菜品較少，同時為了迎合美國人的
口味，大多是主打美國人喜愛的幾道菜品。在
他看來，中餐與美國消費市場的融合，並不局
限于適合美國人的口味。
多年來，經曆了前一輩中餐人的努力，中
餐創出了一片天地。但是，對于博大精深的中
餐，還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如果說此前美國人
是在體驗中餐，那下一個時代應該是美國人主
動消費中餐。
聽了這些話，我被這個獨到的觀點所吸引
，于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更多。我問韓偉忠先
生：“您覺得怎樣做能夠讓美國人更主動地消
費中餐美食呢?”在短暫的思考之後，他給出了
他的答案。
中國美食在美國有更好的發展，第一是離
不開更多展示的機會。美國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節慶活動，也有很多美食行業的展覓活動，這
些都和中餐有著緊密關系。中餐能夠在這些場
合得到更好、更多的機會，對中餐而言都是推
動。
第二，中餐也不能忽規人的重要性。不論
是在美國的華人，還是美國當地本土人士，其
實有很多中餐的愛好者，其中也包含一些在政
治、商業等領域有影響力的人。衆人拾柴才能
火焰高，才能讓中餐業做得更大。
第叁，通過中餐為業升級，推出更多適應
美國市場的為品也很重要。以休斯敦為例，很
多中餐廳在最初的創始人年齡大了之後，把餐
廳交給子女來經營，這些年輕的華人更懂得美
國人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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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彥凱旋 指奪銀證明仍有能力挑戰世界

◆ 蔡俊彥在韓國大獎賽奪得銀牌
蔡俊彥在韓國大獎賽奪得銀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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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花劍代表隊部分成員
18 日返港，剛於韓國大獎賽勇奪銀牌的蔡俊彥亦在其中，24
歲的他表示早前經歷低潮時一度自我懷疑，這面銀牌是自己
一直堅持的證明，希望記住今次未能衝金的遺憾，成為下月
亞錦賽爭取佳績的動力。
香港花劍隊自去年 12 月開始進行海外集訓，相隔足足半
年才有部分成員在 18 日返港，其間走遍世界各地參與多個大
賽，而整個團隊的努力亦得到應有回報，東京奧運金牌得主
張家朗成功登上世界第一寶座，而蔡俊彥更是生涯首度殺入
國際賽決賽勇奪銀牌，前者今次未有跟隨大隊，只有蔡俊
彥、楊子加、張小倫以及女子隊的鄭曉為及符妤名回港，不

中國女排備戰世界聯賽

過張小倫因傷未有跟隨隊友到酒店隔離，而是直接到醫院接
受治理。
生涯首度晉身國際賽決賽並奪銀而歸的蔡俊彥表示，自
己早前經歷低潮，曾一度懷疑自己能否再次站上頒獎台，覺
得今次這面銀牌是上天的啟示，證明自己仍有能力挑戰世
界：“今次海外集訓頭幾站表現都是頭兩圈出局，每次輸都
會好失落，自己一直在學習在低潮中如何繼續進步，終於在
最後一項賽事有回報，經過今次之後感到自己的心理質素有
進步。”銀牌的成績並沒讓蔡俊彥就此滿足，他表示當時未
能把握機會奪冠留有遺憾，希望以此成為動力在下月的亞錦
賽爭取佳績，以衝入前四甚至獎牌為目標。

◆ 蔡俊彥正接受隔離
蔡俊彥正接受隔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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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斌指袁
心玥（左）是理
想隊長人選。
新華社

誓打出精氣神

進總決賽
2022 年世界女排聯賽將於 5 月 31 日開戰，這將是新一屆中國女排
在國際賽場上的首次亮相。中國女排主教練蔡斌日前接受專訪時表示，
中國隊的目標是打出精氣神，爭取進入總決賽。
月中旬，新一屆中國女排在福建漳州集結，至
在4今已進行了為期1個月的訓練。蔡斌表示，在前
一段時間的訓練中，大家都很努力，自我要求很高，
希望展現自己的風采。目前，隊員們各方面的狀態良
好。
在去年的東京奧運會上，中國隊戰績欠佳。蔡斌
認為，重要的是向前看。他說，競技體育的規律就是
這樣，一個比賽接着一個比賽。打過的比賽是一種經
驗，值得總結，最主要的是向前看。據蔡斌介紹，在
教練組的幾位成員中，袁志基本上是第一助理教練的
角色。另外，幾位教練員負責不同位置小組的訓練，
袁志負責接應組，張晨負責主攻組，蔡斌本人負責二
傳組，于飛和袁靈犀負責自由人組，李岩龍負責副攻
組，而整體的組合由蔡斌來完成。
此前，國際排聯公布了中國女排參加世界女排聯
賽的 24 人大名單。根據規則，每站比賽可以報名 14
人，中間可以換人。蔡斌透露，這次出國參賽 1 個多
月，時間比較長。因為疫情防控等原因，分站賽之間
回國不太方便。因此，出征的人員會比14人多，每個
位置的隊員會帶足替換的人選，但也不可能帶太多。
由於巴黎奧運會參賽席位分配方式的改變，今年的世
界女排聯賽的分量比以往更重，戰績及相應積分與巴
黎奧運會資格掛鉤。因此，世界女排聯賽在適當鍛煉
隊伍的同時還得考慮成績。與此同時，新一屆的中國
女排是新的人員組合，也需要時間來磨合相對穩定的
陣容。中國女排將參加在土耳其、菲律賓和保加利亞
舉行的 3 站分站賽。蔡斌透露，隊伍計劃於 5 月 26 日

▶中國女
排將出戰世界
女排聯賽。
新華社

從漳州出征。

袁心玥是合適的隊長人選
在此前國際排聯公布中國隊大名單的時候，袁心
玥作為中國隊隊長的新身份也隨之曝光。蔡斌說：
“從年齡、球場的經驗、在隊裏的資歷以及訓練的拚
勁來看，她當（隊長）比較合適。她自己覺得有點壓
力，我也跟她說，不要把隊長當成包袱，敢打敢拚和
精氣神是最主要的，當了隊長並不意味着在球場上不
能犯錯，還是要大膽、放開。”
在目前這支中國女排中，袁心玥、丁霞和龔翔宇
是為數不多的經驗比較豐富的老隊員，蔡斌很看重她
們“傳、幫、帶”的作用。“她們相對國際比賽經驗
多一些，技術的把控能力相對強一些。我們會按照備
戰巴黎周期的需要和不同場次的需要讓她們出場。”
此前，網上曾經出現球迷根據中國女排的訓練照
片猜測的主力陣容。蔡斌表示，網上的猜測不一定準
確。中國隊的總體思路還是會兼顧鍛煉隊伍和取得較
好的名次，不同分站賽可能會換一些人來打，但很難
做到讓每個人全方位的鍛煉。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次
比賽也是對這批隊員在國際賽場上的一次考驗。
總共有 16 支隊伍參加今年的世界女排聯賽，分
站賽總成績排在前八名的隊伍將入圍總決賽。蔡斌
說，中國女排首先要爭取打進總決賽。“爭取打進總
決賽，一步一步來。除了袁心玥、丁霞、龔翔宇之
外，很多隊員以前在國際大賽中首發的機會不多，我
也希望她們先打出女排的精氣神。要打好每一個球，

黃德森加盟

任港乒總新任行政總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兩屆亞運會獎牌
得主黃德森（Sam），將新任為香港乒乓總會行政總
監。
滑浪風帆名將黃德森在1994及1998年亞運贏得
兩面銀牌，退役後先是擔任滑浪風帆教練，曾奪全年
最佳教練獎。其後幫助香港運動員退役後轉型，2008
年香港奧委會新成立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他
獲聘任為計劃主管，成為“開荒牛”，協助更多現役
及退役香港運動員的生涯規劃及轉型。至計劃上軌道
後，2017年轉到“冰面上”工作，擔任香港業餘冰球
會執行總監。到今年，Sam成為新任香港乒乓總會的
行政總監。
在加入乒總大家庭後，Sam形容有任重道遠的感
覺：“自己在運動界經歷過不同階段，領會到從運動
員的角度看事物，到教練的思維培育潛質運動員，以

至整個體育總會的發展。從體育發展金字塔的底部以
至精英運動員層面都體會過，希望自己在各範疇都能
在乒總貢獻經驗，成為一個較全面的管理人員。”
Sam口中的金字塔底部，指的正是參與運動的公
眾。他表示香港乒乓球運動從以往最初引入具經驗、
有技術水平的運動員、吸收其他隊伍經驗，到現在由
本土球員登上奧運頒獎台，這些進步都是乒總上下多
年來付出的成果。因此，Sam希望將金字塔的底部進
一步擴大，將有助乒乓球未來長遠發展。初來乍到，
Sam坦言現階段會先熟習新環境，與同事建立良好的
關係，以便日後工作起來可以事半功倍。展望未來，
Sam期望能夠助香港乒乓球走得更遠：“前任行政總
監及整個團隊下了很多苦功，香港乒乓球才有這樣的
成績，希望我可以在她多年建立的成就上更進一步，
將香港乒乓球推得更高，走得更遠。”

然後去取得勝利，不要有太多包袱。”
蔡斌告訴記者，在前一段時間的訓練中，中國隊
戰術體系的框架已經基本成型，下一步要通過比賽去
進一步豐富。“我們今年會這樣安排：以賽代練，以
練促賽。這次出去，不光是打比賽，在幾個分站賽之
間的間隔還要抓緊時間訓練。我們會在全面上下功
夫，包括攻防的全面、技術的全面等。”
蔡斌此次出任中國女排主教練之後曾表示，他的
執教思路是在全面的基礎上體現快速。而要實現快速
多變的打法，一傳是基礎。蔡斌認為，一傳不僅要靠
訓練，還有賴於隊員心理素質的提升。“一傳我們在
練，一傳環節還有膽量的問題，跟心理素質有密切關
係。技術到了之後，希望她們能把訓練的東西發揮出
來，她們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一傳的提升也不是一
天兩天，需要積累。”

對可能出現困局做好預案
在世界女排聯賽分站賽中，中國隊要打 12 場比
賽，對手包括美國、巴西、土耳其、意大利等實力不
俗的隊伍。蔡斌坦言，球隊對於可能出現的困難局面
做好了準備和預案。在採訪的最後，他再次強調最重
要的是要打出精氣神。“無論對強隊還是弱隊，都要
打出精氣神，要展現拚勁和不服輸的精神，把士氣打
出來。面對強隊要有勇氣去挑戰，遇到困難的時候要
能不氣餒、頂住壓力往前走，遇到水平差不多的隊伍
◆中國女排主帥蔡斌望球員打出精氣神。
要敢於亮劍。我們會在拚搏中磨合好隊伍。”
資料圖片
◆新華社

香港車隊奪澳洲耐力賽總亞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2022 年度洲際
GT 挑 戰 賽 （Intercontinental GT Challenge，
IGTC）首回合賽事，澳洲巴瑟斯特 12 小時耐力賽
（Bathurst 12 Hour）早前在澳洲帕諾拉馬山賽道
（Mount Panorama Circuit） 順 利 完 成 。 香 港
Craft-Bamboo Racing 賽車隊憑星級車手晏高及真卡
迪拿，以及澳門車手謝榮鍵的完美表現，在經歷 12
小時的耐力賽後，只以 8.707 秒之差屆居亞軍，但已
成功創下香港車隊參加該著名澳洲賽事以來的最佳
成績。
據報，車隊於賽前一天遇上真正考驗，車隊工
程師於晚上翻查引擎數據時發現當中有不尋常情
況，雖然理論上該引擎仍可作賽，但可靠性及安全
性均存有隱憂。經審慎考慮後，車隊決定在賽前更
換引擎。技師於翌日早上進行該臨時工程，儘管已
全力火速更換，車隊還是趕不及同日進行的練習及
排位賽，以致他們在正賽上將從最後的位置起步。
幸而，車隊開賽後把握安全車多次帶領比賽機會，
盡早完成賽例所列明需多次進入維修站的比賽要

求，令戰車成功克服劣勢躋身前列。及至比賽最後 3
小時，車隊落後領先對手約 13 秒。晏高被委以重
任，負責 12 小時比賽的最後一棒，可惜車隊最終仍
未能逆轉形勢，以 8.707 秒之差緊接對手獲得賽事全
場總亞軍。
總監歐陽若曦賽後表示：“在如此接近勝利的
情況下失落冠軍當然會感到失望，但我對車隊成功
克服困難完成賽事並取得佳績感到非常感激。”

◆ Craft-Bamboo Racing車隊創出佳績
Racing 車隊創出佳績。
。
車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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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韭菜容易“烧心”？其实烧的不是心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饱餐一顿之后，
正准备美美地消化一番，突然觉得烧心，“心口
窝”里像点燃了一把火，非常难受。
其实烧心和心脏没有关系，它只是一种常见
的消化道疾病的症状。
胃灼热就是人们常说的烧心， 它是指由于胃酸
分泌过多或胃黏膜对酸的敏感性增加所致。在人体内
有个叫“括约肌”的部位，相当于一个开关，在正常
情况下是关着的，需要的时候，它就会打开。而连接
食管下端和胃的就是这个括约肌，当食物吃到胃里时
，为了不让食物返回去，括约肌就会收缩。
然而，当它出现了问题，胃部的胃酸就很容
易倒流回食管，因为胃部有呈碱性的黏膜用于保
护胃部不受胃酸的伤害，但是到了食管，没有这
种黏膜加以保护，就会刺激到食管，反酸水最后
引起烧心。
胃灼热是非常常见的症状，许多人都会出现
胃灼热。除了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之外，饮食不

当也会引发或加重烧心的症状。
以下几种容易引起烧心的食物需要注意:
红薯 寒冷的天气里，没有什么比捧在手里
热乎乎的烤红薯更让人感到开心的事情了，但美
味的红薯中富含淀粉、糖分和膳食纤维，会刺激
胃酸大量分泌，空腹吃或吃得太多的话，胃酸就
可能反流到食管，产生烧心的症状。
柑橘类水果 柠檬和橘子等水果中含有大量
柠檬酸， 而酸性过高的食物会刺激胃产生更多
胃酸，进而增加食物反流和烧心症状。
牛油果 牛油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
，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十分有益健康。
但是牛油果中的脂肪同样会减慢胃排空，进
而增加胃灼热发病率。
番茄 番茄是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酸酸甜甜
，口感很好，不管是直接洗了吃，还是用来炒菜
煲汤，都很美味，可以提升人的食欲。然而，番
茄属于酸性食物，在已经出现胃食管反流的情况

下，经常吃番茄会进一步诱发反酸。
大蒜 蒜含有大蒜素，空腹食蒜或摄入过多
大蒜，会对胃黏膜、肠壁造成强烈的刺激，引起
胃酸反流。
油炸食物 油炸食品所含脂肪量过高，不容
易消化，因此在胃里停留时间长。这时，胃会自
动分泌出更多的胃酸来帮助消化，于是增加了胃
酸反流的几率。
辛辣食物 如辣椒，辣椒中的辣椒素会引起
胃酸分泌增加，容易引起烧心反酸。
和辣椒一样，黑胡椒对胃肠同样有较强的刺
激作用，还有咖喱粉、辣酱等辛辣调味品，过量
食用也会引发或者加重烧心。临睡前如果吃辛辣
食物，烧心更明显。
咖啡和茶 茶和咖啡这类饮料含有较多咖啡
因，而咖啡因会导致食道下端括约肌松弛，进而
更容易发生食物反流，加重烧心症状。
巧克力 巧克力中也含有咖啡因，除了咖啡

因的作用之外，巧克力会导致肠道内细胞释放大
量的 5-羟色胺，使食道下端括约肌变得更松弛，
胃酸更易反流。
全脂牛奶 低脂牛奶具有缓解胃部不适的作
用，但是全脂牛奶却会引发或加重烧心症状。
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是一种刺激性比较大的
饮料，喝下去之后会刺激肠胃，导致肠胃不适。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预防烧心呢？
避免食用会刺激胃酸分泌或反流的食物，减
少脂肪的摄入，尽量少吃油炸食物，吃肉时可以
去掉肉和家禽的脂肪和皮，帮助抑制胃灼热。
不要吃太饱、吃太快。每餐食量适度，忌暴
饮暴食。要做到定时、定量，最好少食多餐。
吃饭时不要狼吞虎咽，尽量做到细嚼慢咽，
以减轻肠胃的负担。
饭后避免运动。特别是使腹部压力增加的运
动会加重返流。如果胃内有很多食物的话，建议
等胃内食物排空再运动锻炼。

轻食代餐，理性看待理性吃
从 2020 年数家新锐轻食企业融资，到年底元
气森林投资轻食品牌，再到 2021 年 2 月麦当劳推
出夏巴特轻食餐，在全民健身浪潮兴起以及健康
营养诉求下，轻食代餐在年轻消费者中流行了起
来，悄然成为一种“新食尚”。然而，在这一火
热赛道的背后，暗藏的隐忧也逐渐显现，比如同
质化现象严重、用户难以留存等。另外，很多消
费者对轻食代餐的理解仅停留在“能减肥”层面
，并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科学地食用。
更新迭代，年轻人热衷轻食代餐
轻食起源于 17 世纪欧洲的下午茶，在全球化
传播过程中，与各地文化饮食结合，呈现出不同
的风采，三明治、沙拉、寿司等都是轻食的代表
。
21 世纪初，欧美沙拉开始在中国流行。在进
入中国的十几年里，轻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熟知并选择。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2020 年
中国人群轻食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调查人群
中 94.9%的人每周至少消费 1 次轻食，55.7%的人
每周消费 2—4 次；健身爱好者、减肥人员等在轻
食消费人群中占比最多。
美团外卖发布的《轻食消费大数据报告》显
示，年轻人对身材的重视，无疑是选择主打健康
卖点的轻食的重要原因。其中，注重健康饮食的
90 后引领轻食“新食尚”，占到轻食消费人群的
62%以上；其次是 80 后，占到 26%。另外，女性
也是轻食的主要人群，占到轻食爱好者的 70%以

上。从在线轻食餐订单类型看，低卡是最吸引人
的标签；接近六成的消费者吃轻食就是为了减肥
、控制体重。
欧睿国际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轻食代餐市
场 规 模 达 到 661.6 亿 美 元 ， 其 中 ， 中 国 市 场 达
571.7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22 年，中国轻食代餐
市场规模会达到 1200 亿元人民币。另据《天猫食
品行业趋势分析报告》预测，轻食代餐食品整体
销售稳步增长，年增长率大于 50%。
科学食用，轻食代餐不能乱吃
一般来说，轻食会用高纤维全谷物搭配优质
生鲜蔬菜、时令水果及高品质水产海鲜，在保持
均衡营养的同时兼顾食物多样性，这让很多人认
为轻食可以随便吃。然而，轻食真的可以想吃多
少就吃多少吗？上海疾控危害监控所营养科医师
汪正园表示，这是一种误解，轻食也会导致营养
过剩。“不少轻食都是含糖的根茎类食物，其热
量也不少。摄入热量过剩，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
，引起消化不良，导致肥胖，会为心血管疾病埋
下隐患。”
汪正园提醒消费者，在吃轻食的时候，要注
意以下几个问题：
摄入量不足。轻食中的蔬菜看似量很大，但
只是叶片体积大，靠它们很难达到每天 300—500
克蔬菜的推荐量。轻食中主食的量也很少，常吃
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还有一些轻食缺肉类，蛋
白质摄入不足易导致身体肌肉流失。建议每天吃

轻食最好不要超过 1 顿。
微生物污染风险较高。沙拉是轻食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冷食的沙拉存在致病菌增殖的隐患，
因为吃沙拉而导致食物中毒的事屡见不鲜。此外
，蔬菜原料可能被寄生虫卵和其他污染物污染，
直接生吃，容易造成感染。所以，果蔬生吃一定
要清洗干净。
轻食大多是凉的，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特别
是患有胃炎、慢性腹泻、结肠炎等疾病的人群不
宜过多食用。孕妇和未成年人由于营养需求量较
大，不太适合轻食这种饮食方式，老年人由于对
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也不太适合。
除轻食之外，代餐同样不能当饭吃。中国农

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代餐减肥的原
理就是减少能量的摄入，同时大部分代餐产品富
含的膳食纤维被食用后在胃中吸水膨胀，使人产
生饱腹感。长期代替正餐食用，很容易因为营养
单一导致营养不良。
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张能维指出，代餐不
可能包含所有的营养物质。第一是蛋白质不足，
第二是钙磷铁等微量元素不足，特别是维生素不
足，会使皮肤变粗糙、掉头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营养科主
治医师赵敏提醒，部分人群还需要特别注意减少使
用代餐。比如，肾病患者一定要慎重选择高蛋白类
的代餐，胃肠疾病人群要控制膳食纤维的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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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慧(Alita)
陳慧慧
(Alita)散文欣賞
散文欣賞
我是你留在世上的眼睛
替你看盡日出和日落
還有世間的繁華哀傷
這世界
原本是你的遺囑
而我們
是你留下的遺物
……
第 六 篇 ： 杯 茶 人 生 ——
一朵花的前世今生

它曾在山間的寒冬沈睡
路過的春風喚醒了它
晨間的雨露滋潤了它
它用蟄伏了一個冬天的力量
小心地探出生命的觸角
【作者簡介】：陳慧慧（
Alita)， 湖南人, 來美 12 年
，先後居住於德州的奧斯汀
和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現居休斯頓，是兩個孩子的
媽媽，目前在銀行任職。
第五篇： 至因新冠隔離政
策無法得到及時治療而逝去
的家人
當生命之燈即將熄滅
當來自天堂的聖光召喚
你是否會帶著無限眷戀和不
舍
回望這平凡而跌宕的一生
未完成的篇章
你已無力再書寫
蒼白的扉頁裏
藏著你濃墨重彩的一生
你在歲月之河裏泅渡
卻再也無法抵達彼岸
……
那沒來得及走完的路
那未能說出口的話
那稀疏平常的告別和擁抱
那載不動的世間恩怨愁苦
都在這一刻
在這生命的斷崖裏
直直墜落——
卷入了冰冷的海底

說好的再見
卻是轉身後的永生不見
說好春暖花開的相逢
你卻留下漫天飛雪
你缺席了這個春天
也錯過了無數的花開花落
青春的火焰
已是枯竭殆盡
生命的風帆
已無力再升起
……
你留下一間空蕩蕩的屋子
留下失魂落魄
留下倉惶無措
我想
你只是累了
乏了，倦了
你揮一揮衣袖
手持蓮花
踏過奈何橋
卻再也不曾回頭

月華瞥見過它的嬌羞
朝露觸碰過它的芬芳
蜜蜂在它耳邊私語
閑雲為它駐足流連
它只是一朵不起眼的花
卻也曾擁有過綠葉的托扶
擁有過深藏大地的盤根交錯
的悸動
擁有過整片山野的熏風
擁有過滿山氤氳的霧氣
擁有過
這整個春天
它迎著太陽升起的方向
天空是它廣袤的牧場
雲朵是它放牧的羊群
星星是它亮起的眼睛
蟲鳴蛙語是它的淺吟低唱
它的每一片花瓣都寫滿春天
的詩行
每一絲花蕊都藏著明媚的遠
方
它置身百花叢中
是熱鬧的簇擁
又是孤獨的狂歡
它守著這星移鬥轉
還有這滄海桑田
這世事無常
……

也許
你的魂魄
早已化成了一股風
去往了更自由的遠方
也許
你已隱藏在漫天星際
默默為我日夜守望
也許

它有紮根的土地

它有仰望的星空
任山間風起雲湧
它巋然不動
它
是它世界
唯一的王
而一朵花的無常
從來都是悄無聲息
哪怕它卑微渺小
哪怕它屏息凝神
也躲不過獵人的覬覦
逃不過盜賊鋒利的匕首
它來不及熱烈綻放
來不及鋪開生命的畫卷
生命的疾風
就把一切生生折斷
它晶瑩的淚珠
轟然墜下
那是它眼角的熱淚
對腳下的大地
最後的祭奠
從此
它失去了腳
從此
它流幹了淚
從此
它容顏枯槁
流落他鄉
……
它
再也等不到月上柳梢頭
再也等不到那個約定的黃昏
再也等不到那個
據說會豐收的秋天
它被帶到了不知名的地方
這裏
再也沒有一顆星星準時為它
亮起
再也沒有一聲鳥鳴喚起黎明
它在熱浪裏翻滾
它在高溫裏炙烤
它掙紮著卷曲著成小小一團
它終於褪下了殘存的那最後
一抹華麗
它終於風幹了所有關於春天
的記憶
它裹緊了單薄的衣裳
緘默不語
昏沈睡去
……

這次
喚醒它的不再是霞光
不再是雨露
不再是飛鳥
而是洶湧的、沸騰的、撲面
而來的熱流
這是巨浪
也是海嘯
它一個踉蹌
瞬間被卷入漩渦
壓在了水底
它艱於呼吸
它就快要窒息
突然
它看到了一抹光亮
從窄窄的透明杯底亮起
那是陽光的明媚
還是黎明的溫熱
它突然渾沌地想起
那關於春天的回憶
那夏天的火熱
秋天的酣暢
冬天的隱忍
那未來得及走完的就被收割
的四季
它胸口蓄積已久的疼痛
終於在那一刻釋然
它和過去言和
也和明天擁抱
它一頭紮進沸騰的水裏
帶著受洗的決然
它
一寸一寸
舒展蜷曲的筋骨
它
一寸一寸
裸露它所有的傷
它用盡所有力量
帶著驕傲和倔強
迎著那抹光亮
再一次
疼痛而又美麗的綻放

開在永不雕零的的涅槃重生
裏
它開在春風經過的每一個路
口
開在每一個等待它歸來的
心田
……
第七篇： 從今天起
從今天起
我要對路過的每一個人
打招呼，用力微笑
因為明天
或者很久以後
都很難再遇見
我還要試著摸摸他們的狗
用指尖感受它們柔軟的大尾
巴
窺探它們永遠純真坦蕩的眼
神
還有唾手可及的快樂
我要問候每天從樹下經過的
那位老人
那一日日的
愈來愈沈重的步履
那被秋霜漸染的
鬢角斑白
是怎樣泄露了
歲月褶皺裏的秘密
……

我要細細觀摩路邊的小草
看那積攢了一夜的露珠
在晨曦裏熠熠發光
看青苔覆蓋的石頭
在時光裏沈睡
看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
濃縮著怎樣的微觀世界
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裏
藏著怎樣的夢幻天堂
從今天起
我要看一只蝴蝶翩躚的姿態
看一朵雲徜徉在心田
看雨後湖水微漲，花自飄零
也看夕陽斜渡鳥，秋水遠連
天
從今天起
我要看一顆草結它的種子
一棵樹搖它的葉子
看一顆蒲公英攥緊自己的孩
子
又在一陣風裏垂頭嘆息
我要看這天
看這地
看這眾生
看朝生暮死的蚍蜉
也看生生不息的草木
看須臾
還有永恒
看擁抱
還有別離

從今天起

那曾經風中的嬌柔
已經在踏過的火裏
溺過的水裏
化身為無堅不摧的盔甲
這一次
它不再害怕狂風
不再懼怕暴雨
它開在永不衰敗的春天裏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