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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分租房屋分租，，如何保護自己如何保護自己？？

（本報記者黃梅子）愛美的小姐
姐們一定聽說過水光針，也有很多人
都親身體驗過，效果是真的好！神奇
的水光針可以讓您的肌膚枯木逢春、
水潤滿滿，即使有針水光有創口而且
小疼痛，依然很受歡迎！現在好了，
更好的無針水光出來了，無創口不疼
痛！效果杠杠的！

都是水光針，那麼，無針水光可
否取代有針水光針呢？糖城的張玫醫
生診所就引入了無針水光治療，張醫
生不光是家庭醫生，而且從事醫美多
年，技術精湛，深受患者信賴。張玫
醫生說，兩者效果是大同小異，求美
者可以自己選擇哪種更適合您的需求
……

首 先 ， 我 們 來 看 一 下 作 用 原
理-----

有針水光：有針水光註射時要借
助專門的儀器“水光槍”或註射針，
將玻尿酸、肉毒毒素、維生素C等(通
常是玻尿酸加其他)高效美容成分直接
註射入皮膚的真皮層，由此達到皮膚
美容功效。有針水光有創口而且小疼
痛。因為利用註射針戳破皮膚表層，
將營養物質註射至真皮層，這類型的
治療是有一定疼痛感的。通常在有針
水光治療前需要在面部表面塗抹麻藥
，再進行操作，打完後會在臉上出現

一排排的小針眼，但在一周之內會全
部恢復。

無針水光：無針水光是通過儀器
，以高速震頻和噴射的方式，無創式
導入精華成分，可以直達真皮層，無
創無痛。營養液氣流會被加速到每秒
200米的速度，在高壓區的皮膚會形成
一個凹面，隨著皮膚的拉伸，在皮膚
外層的微管會擴張，在擴張之下營養
液成分就能夠被導入。無針水光無創
口無疼痛。無針水光只是通過高氣壓
將營養液成分壓入皮膚，整個過程儀
器不會接觸到皮膚，因此不會產生疼
痛的感覺，也沒有創口。

有針水光有創口而且小疼痛。因
為利用註射針戳破皮膚表層，將營養
物質註射至真皮層，這類型的治療是
有一定疼痛感的。通常在有針水光治
療前需要在面部表面塗抹麻藥，再進
行操作，打完後會在臉上出現一排排
的小針眼，但在一周之內會全部恢復
。

水光針註射可以根據求美者的皮
膚特性來選擇營養物質的成分：

1、玻尿酸+肉毒素註射：
在玻尿酸的成分裏添加肉毒素，

可以在玻尿酸的基礎功能上增加祛皺
、抗皺、提升和增加皮膚彈性的功效
。

2、玻尿酸+膠原蛋白註射：
在玻尿酸的成分裏添加膠原蛋白

一同進行註射，會使肌膚處於年輕彈
潤的狀態。改善肌膚出現松弛、萎縮
、皺紋等問題，可以恢復肌膚光滑水
嫩有彈性！

3、玻尿酸+VC+谷胱甘麼+氨甲環
酸

不僅有效解決各種斑點問題，同
時改善了治療肌膚表面的細小皺紋、
毛孔粗大等肌膚問題，還可以緊致和
提升膚色。

水光針的效果就像它的名字一樣
，讓你的皮膚既水汪汪又光溜溜，水
潤光滑！

第一次註射：肌膚如枯木逢春、
水潤滿滿。

第二次註射：基底層膚色全面變
好、提亮、毛孔縮小、更易上妝。

第三次註射：強化肌膚，效果疊
加，實現持續營養，深層嫩膚，完美
get少女膚質。

第四次註射：常年保養，肌膚如
出水芙蓉般水潤清透，良性循環，肌
膚無可畏懼。

張玫醫生強調說，無針水光和有
針水光都能夠起到給皮膚保濕補水的
作用，能夠改善松弛暗沈的皮膚狀況
。然而，兩者的治療層次、維持時間

、疼痛感存在較大不同。如果每天都
要上班或見客戶，那麼做無針水光更
適合一些，而且隨做隨走，皮膚馬上
就能像喝了水似的飽滿水潤起來，變
美於無形之中，價格也比有針水光便
宜，更實惠。啪啪啪敷100張面膜，還
不如做一次無針水光效果好！

如果您想咨詢或預約無針水光，
請聯系張玫醫生診所。
Family Medicine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77478
電話：281-242-6889

讓肌膚枯木逢春讓肌膚枯木逢春、、水潤滿滿的無針水光水潤滿滿的無針水光，，無創口不疼痛無創口不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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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如果您正在分租房屋以獲得額外收入，比
如說是Airbnb或與其他人共享您的多余的房間
。但是，您的房屋保險或租客保險單可能無法
保護您免受損害。

分租房屋有哪些風險？
當您共享房屋時，您的財產不像正規酒店

那樣獲得許可或監管。如果有人租用您的房屋
而導致您的房屋受損，這會使您面臨風險。作
為房東，您有責任支付維修費用，包括對公共
區域的任何維修費用，就好像是公寓樓中公共
區域的維修費用。如果房客在您家中受傷，您
可能需要支付他們的醫療費用。

作為房東應如何保護自己？
根據全國保險專員協會的數據，絕大多數

自住房主保單不包括短期租賃事故。而且，即
使您的房主或租客保險包括房屋共享或租賃的
承保範圍，但其覆蓋範圍往往很有限，不像房
東保險那樣廣泛。所以您的保險公司仍然可以

拒絕您的承保範圍。
那是因為，一旦房客是付了錢才住在你的

房子裏的，你的家就變成了生意，你就變成了
房東, 自住房主和租客保險單通常不涵蓋商業
用途。

瑞源保險建議您了解自己保險的條款和尋
找專業的保險顧問了解自己的保險風險和需求
。如果您的房屋是租給他人使用的，則最好的
選擇是購買一份房東保單而更妥善的保障您的
物業和責任索賠。如果您有購買房主或房東保
險的需求， 歡迎聯系我們免費咨詢。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屋主的個人條件的重點

都不盡相同，保費費率各異，尋找有經驗靠譜
的保險代理綜合報價尤為重要。瑞源保險事務
所代理眾多A級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合適
的保單和優質便宜的報價。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任何手續

費。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險，包括車
險、房險、醫療保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
護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險咨詢的專業
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
領域享有盛譽。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
士擁有20年的保險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
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知識
，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保
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員，積極義務服
務社區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瑞女士直線電話：214-971-8026，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IN-
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
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註：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本報休斯頓報導) 華裔朋友來
美國之後，想必都有個體會，那就
是在美國社會，信用非常重要。信
用是定期的單方面轉讓有價值物，
到期再償還，允許一方（稱為貸方
）向另一方（稱為借款人）提供財
務或資源，期滿借款人必須償還。
為了使交易順利成功，借款人必須
具有良好的信用分數，好的信用分
數表示借款人可靠、值得信任，償
還貸款不會有問題。

然而，如果沒有好的信用分數
，貸款申請可能會被拒絕、或是承
受比一般市場利率高得多的利息。
更重要的是，當商業借貸投資時，

如果貸款不利，可能會削弱您的業
務，使您損失不貲。

清除不良紀錄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CK Portfolio Capital）是一家發展
快速的信用修復公司，在近年來的
運營中，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幫助數千人恢復了信用記錄，清
除不良紀錄。

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口碑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幫

助、並指導客戶解決其信用記錄可
能遇到的任何困難，其客戶廣泛眾
多，包括華裔、韓裔、菲律賓裔、
越南裔、墨西哥裔、甚至是美洲印
第安人等各種背景、各種族裔，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客戶來自口碑，他
的客戶在自己的信用困難被解決後
，也樂於推薦給朋友。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
團隊是經驗豐富、且訓練有素的專
業人員，能夠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
所引起的大多數問題。 「達成修復
信用專家公司」歡迎有機會與客戶
討論特定的信用報告問題，所有查
詢都是嚴格保密的，並最好地評估
應如何處理。同樣的，所有 「達成
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初始討論都
是免費的。

專業加效率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是

進行信用修復時，最專業和具有知
識的集合，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不斷研究、並了解與信用
報告有關的法規。 「達成修復信用
專家公司」也是此行業中最快、最
有效的機構，憑藉其獨特解決問題
的方法，已證明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能夠與三個徵信機構和政
府單位進行談判。

45天內修復大部分不良紀錄，
否則退款

因此，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
司」的信用修復計劃可確保大多數
人在頭45天內，都能得到令人滿意
的結果，並且不會產生負面信息，

在三到六個月內刪除不良紀錄。
客戶滿意度是重中之重，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將對客
戶的信用狀況進行切合實際的評估
，以便可以採取最佳和最完善的補
救措施。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的全面性和職業道德也是客戶信
用評分中的優先選項。

有關個人信用資料的更多信息
，或有困難貸款買房屋、汽車等，
歡迎立即聯繫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
公司」，免費討論您的權益，通過
安全措施評估您遇到的問題。 「達
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可以提供您
解決信用報告中所有問題的方法。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CK
Portfolio Capital）總裁黎懷南(Nam
Le)， 歡 迎 免 費 諮 詢 黃 小 姐 電 話:
713-582-9857(國語、廣東話、台山
話)、713-826-9971(英文、越南文)

。 地 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請事先預
約，位於恆豐銀行大樓9樓909室）
。 Email: sandyhuang1289@yahoo.
com。 網 站 www.kcportfoliocapital.
com。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
tal.com。

達成達成 「「修復信用專家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公司 幫您增加信用分數幫您增加信用分數
貸款被拒貸款被拒?? 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的各種問題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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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五月二十一日，現任澳大利亞總理
莫里森默然承認：他所領導的澳大利亞自由黨與
國家黨執政聯盟，在剛舉行的澳大利亞聯邦大選

活動中，失手於競選對手，從而結束了這一聯盟
對於澳大利亞長達九年的掌門地位。

澳洲媒體馬上列出了導致莫里森以及他的執
政聯盟敗選的諸多原因。其中，除了氣候變化問
題、經濟問題，以及他個人的形象問題等備受澳
大利亞廣大民眾關注的話題之外，澳洲媒體還提
到了近年澳中關係的不斷惡化，這對於生活在澳
大利亞的華人在投票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份由澳大利亞華文媒體《今日澳大利亞》
在大選前針對澳大利亞華人進行的民意調查就顯
示，在超過七千名網絡受訪的華民當中，決定在
此次大選中支持工黨的比例超過了七成，為何有
那麼大的懸殊？原來澳中關係的好壞，則是他們
最關心的議題之一，其次是澳洲的經濟、醫療、
福利等。不過，這些澳大利亞華人並不是希望澳
大利亞去“倒向”中國。民調顯示有超過六成的
人其實是希望兩國能“求同存異”。至於希望維
持現在這種糟糕澳中關係的人，則佔有一成多，
希望澳大利亞能與中國回到“蜜月期”的則為兩
成多一點。

《今日澳大利亞》所屬的澳大利亞“今日傳媒
”集團的總編Martin Ma表示，這一結果說明在對
華態度或政策上，澳大利亞華人更希望看到“非
黑即白”以外的選擇。

這一民調結果也與美國彭博社在大選前對於
澳大利亞華人情緒的報道相吻合。當時，有接受
這家美國媒體採訪的華人就表示，他曾在二○一
九年大選時支持過莫里森，但他如今越來越受不
了莫里森政府將與中國的分歧直接拿到檯面上去
炒作，絲毫不顧及那些兩國利益上的共同點。這
名受訪者還打比方說，一個人可以不喜歡給自己
發薪水的老闆，但沒必要去當面惹毛對方。

彭博社還在報道中提到了澳大利亞羅伊國際
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民調，該民調顯示自二○一九
年上一次澳大利亞聯邦大選以來，澳大利亞華人
對於莫里森政府的支持率是不斷下降的。

這種情況也與《今日澳大利亞》民調中有超
過五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此次大選中會作出與
上一次大選時不同的選擇的情況相吻合。
不過，不少西方媒體的分析指出，贏得大選的澳

大利亞工黨及其領袖阿爾巴內塞，並不一定會給
澳中關係帶來多大改變，肯定地説；澳中關係不
會大變一場，今次大選結果出爐後，也無法將過
去這些年嚴重惡化的澳中關係重置。而且，阿爾
巴內塞在大選時亦曾表示： 他肯定地說，他一定
不會向中國低頭，只不過他不會像莫里森來得那
麼硬來就是。

另一方面，有澳大利亞的華人擔心，華人希
望澳中關係改善的訴求，會遭到莫里森的支持者
，以及澳大利亞諸如梅鐸（又譯默多克）的新聞
集團以及“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等排華反
華媒體和智庫的歪曲解讀，給澳大利亞華人在輿
論上扣上“不忠誠”的大帽子，煽動針對華人的
種族主義情緒。

美國《時代》周刊的一篇報道就顯示，近些
年澳大利亞政壇和輿論場持續不斷的反華論調，
確實令澳大利亞的華人遭遇了更多種族主義的針
對。因此澳洲華人對新政黨的態度，也是見步行
步的！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澳洲自由黨遭華人唾棄下台澳洲自由黨遭華人唾棄下台 楊楚楓楊楚楓

最新消息，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
Mattioli Vision Professionals (MVP) 宣布
加入 IQ Laser Vision，聯合為在德克薩斯
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
服務。 鑒於華人和華裔青少年和成年人的
近視比例很高，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把
使命定為是“通過提供清晰的視力改變中
國人的生活”。

邁特澳利醫生負責領導的 IQ Laser
Vision的休斯頓中心為德克薩斯州有視力
矯正需求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服務。 這
個 IQ Laser Vision的 13個行醫地點之一
，邁特澳利醫生是美國眼科專科醫師委員
會認證的手術醫生。 他在眼科領域擁有
20 多年的經驗，是屢獲殊榮的“美國頂
級醫生”。 他進行過成百上千臺白內障/
植入手術、以及超過 6萬5千次激光屈光
治療。

邁特澳利博士的女兒幾年前在 MVP
做了手術。 許多工作人員和家庭成員在
MVP 做了手術或者保健。 MVP 的大多數
患者都是口耳相傳。 MVP是一個真正值
得患者信賴的地方。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華人和華裔患者，
MVP配備了中文翻譯、中國醫師和技術人
員。 他們希望滿足德州華人和華裔患者對

矯正視力的需求。
MVP 通過 PRK、LASIK、SMILE、

ICL 等手術幫助近視、遠視、散光、老花
眼、白內障和翼狀胬肉患者矯正視力。

林殿凱醫生(Dr. Robert Lin) 是IQ La-
ser Vision 的創始人。他在休斯頓長大，
從小就開始戴眼鏡。 林醫生在醫學院期間
做了LASIK近視眼矯正手術，10幾分鐘時
間以後就不需要戴了10幾年的眼鏡也可
以看見了。這對林醫生來說是一次奇妙的
經歷。 他決定成為一名眼科醫生，幫助其
他人經歷這種改變生命的變化。

林醫生帶領了一個由六名獲得美國眼

科專科醫師委員會認證的傑出外科醫生組
成的團隊，在德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
的 13 個診所為眼科患者服務。 這個“明
星”團隊擁有超過 60 年的綜合經驗，總
共執行了超過 15萬次手術，他們在完成
SMILE激光矯正視力手術量方面全美排名
第一。 他們的服務被患者評為五星級服務

。
LASIK 是美國目前最常用進行的屈光

治療方法。 這是一項始於 20 多年前的技

術。 除了 LASIK，MVP 還投資了最新、
最先進的技術 SMILE。 SMILE 是英文
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的字
母縮寫，直譯是小切口透鏡提取。 是由
Carl Zeiss Meditec 發明創造的一臺激光
機器，目標替代 LASIK。 SMILE 激光眼
科手術已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十多年，
2016 年獲得 FDA 批準在美國使用。

MVP 是休斯頓做SMILE手術量排名第一
的診所。

為了惠顧廣大中國患者，MVP 提供
免費眼部評估和$1100的折扣，(優惠券代
碼 clearvision111）。此外，MVP診所還

提供18-24個月的無息貸款。
邁特澳利眼科中心 (MVP) 的地址

2200 Southwest Fwy, Suite 500, Hous-
ton, TX 77098 。位於 59 號高速公路和
Greenbriar 大街的交匯處，交通便利,。
診所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開
放,每個月有一個星期六開放，請打電話咨
詢。 聯系方式： 電話：713-776-3937
（英語），電子郵件：jenny@mvpeyes.
com

邁特澳利醫生和他的工作人員歡迎華
人、華裔患者隨時訪問，時刻準備為您服
務。

邁特澳利醫生邁特澳利醫生

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現進入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現進入
休士頓休士頓，，為德州病患服務為德州病患服務

林殿凱醫生林殿凱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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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題目題目:: 如何提高慢性病患者的藥物依從性如何提高慢性病患者的藥物依從性 講員講員:: 王紅梅教授王紅梅教授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經營國慶活動為管委會的年度代表活動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經營國慶活動為管委會的年度代表活動，，今年將今年將
更盛大熱烈舉行更盛大熱烈舉行。。圖為慶祝活動場地圖為慶祝活動場地 PlazAmericasPlazAmericas （（網路資料照片網路資料照片））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於23日舉
行五月董事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備受
關注的重點，包括將在美國國慶日期間
舉行的園遊會籌辦，以及委員會增加董
事席位的決議。

西南區管委會之前已數年舉行七月
四日國慶園遊會，這次是在疫情結束後
擴大舉行；不論是軟硬體設備及規模規
劃，都超越前幾年。今年的活動，更是
西南區管委會期待能再次凝聚社區力量
，及疫情後回振社區經濟的主要活動。
管委會主席李雄不只一次表示，將把此
園遊會經營成年度代表活動，讓社區民
眾同樂中，也更瞭解管委會的各種服務
及發展計劃。

這次園遊會仍然在 PlazAmericas
Mall 舉行，除了有盛大的施放國慶煙火
外，今年有更大更完善的舞台及聲光設
施；整個園區也有兼顧安全及便利的圍
欄，與繼續確認中的各個演出團體。西
南區管委會也特別強調，希望慶祝活動
的主調是家庭及社區同樂，整個具體內
容都將朝這個大方向設計進行。更值得
一提的是，就在管委會範圍內的電視台
KPRC 將製作專輯宣傳西南區管委會的
國慶系列活動；除了訪問管委會，電視
台的當家主播也計劃擔任特別來賓與參
與活動的民眾互動。

董事會另一重要議題就是關於增設
董事席位事宜。23日會議中，先行繼續

討論並表決此階段增加席位數目。表決
結果為增加兩席席位後，再就兩位候選
人進行表決。候選人已於之前與董事會
成員見面並面試，在23日董事會上順利
表決通過後，將送交市府通過再被任命
進入董事會，正式擔任起管委會董事職
務。如一切程序完成，管委會董事人數
將由目前九人增加至十一位。

除了國慶活動及表決新任董事外，
董事會上並就治安、經濟、環境三個委
員會的各類事項進行討論及表決。管委
會主席李雄強調，管委會一切都透明化
，希望服務範圍內民眾，在生活及商業
經濟層面補充政府的功能，提供大家更
安全繁榮便利豐富的社區機能。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將在美國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將在美國
國慶日期間舉行的園遊會國慶日期間舉行的園遊會

{本报讯}5月24日上午，在休斯敦
永福殡仪馆举行了葬礼，为休斯敦警察
局（HPD）警长龚伟朋先生（Sergrant
Phillip Kung)送上最后一程。龚伟朋警
长因癌症救治无效，享年53岁。

龚伟朋先生于1994年6月20日加入
休斯敦警察局。首先进入警官培训学校
成为第159期学员。之后，曾经被分派
到休斯敦东北区、城中区、涉车辆犯罪
科、交通执法部等部门工作。直到
2021年2月20日退休。按照警察相关
部门的规定，从警20年即可退休并领
到全额退休金。他将近26年的警龄，

可谓超期服役。
疫情之前，美南国际电视台有一档

关于本地警察与治安的访谈栏目。龚伟
朋警长是该栏目长期的访谈嘉宾之一。
不仅仅是上电视，社区里举办治安讲座
，龚警长也会是讲员，为社区的治安提
建议，想办法。通过这样的活动，很多
人都认识他。找他解决问题的人自然也
很多。有人找到他，他会根据自身的法
律素养和实际操作经验，帮助解决。正
是这样一位热心公益的警员，不仅在警
局获得无数荣誉，所获得的奖状、奖牌
可以办个展览会；同时也获得朋友无数

。
有200多座位的永福殡仪馆西大厅

，来了近300人参加葬礼。许多没有座
位的来宾只能站在大厅两侧。来宾中有
半数是制服警员。葬礼在的警队仪仗兵
的进场中开始。在警号吹奏的乐曲中，
仪仗兵用美军特有的折叠方式，将一面
得州孤星旗交到遗孀龚雁婕的手中。用
警队传统的方式，向龚伟朋警长表示崇
高的敬意与怀念。

葬礼主持人邓润京在开场时说，龚
伟朋的英文名Phillip与恰巧另一位大主
教同名。后者名叫 Archbishop Philip

Hannan （菲利普.汉南大主教）。他
1963年12月25日在肯尼迪总统的葬礼
祷告。受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遇害了。
全国人民都问着同样的一个问题：Why
？菲利普.汉南大主教的答案是：Why
not. 圣 经 《 传 道 书 》 第 三 章 说 ：
“There is an appointed time for ev-
erything, and a time for every affair
under the heavens.”（天下万事都有
定期。）生有时，死有时。 杀戮有时，
治愈有时。哭有时，笑有时。 拥抱有时
，别离有时。沉默有时，喧嚣有时。爱
有时，恨有时。 有战争，有和平。

上苍给了这个家庭一个好丈夫，好
父亲。给了我们一位好兄弟。到时候收
回去了。

龚伟朋先生的大儿子龚引哲，好友
Curtis Yu 和上司 Charlie，分别在葬礼
上回顾了龚伟朋警长在生活工作上的点
点滴滴。

细雨蒙蒙，在永福殡仪馆的场地上
，在众多制服警官的护送下，灵车缓缓
驶出。驶向Forest Park 安葬。

而龚伟朋警长在电视上的音容笑貌
，在工作中的动作举止，将永远定格在
喜欢他的人们心中。

活動日期: 2022年6月4日, 星期六
活動時間: 下午2-4點 (美國中部時間 CT)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6158955319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61 5895 5319
主辦單位: 光鹽社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開
放現場問答) 。

遵守（依從）藥物治療方案是重要的。然而，
僅約半數帶著處方離開醫生診療室的患者會按要
求服藥。在患者不依從藥物治療的眾多原因當中
，最常見的是忘記用藥。那麼關鍵的問題就是：

為何患者會忘記？有時，可能藥物治療的副作用
，可大大加重患者的顧慮，導致其不願意遵守治
療計劃。不遵醫囑不僅增加醫療成本，它還可能
使生活質量惡化。

王紅梅教授2005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並獲
得細胞生物學博士。2016年畢業於德州南方大學
並獲得臨床博士學位，之後在赫爾曼醫院系統完

成完成住院藥劑師培訓，曾任德州兒童醫院臨床
藥劑師。 王教授現任德州南方大學臨床臨床系助
理教授，並獲得藥物治療專家的認證資格，也就
任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臨床藥劑師，從事教學與
科研工作。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艾滋病人藥物
治療依從性，治療藥物監測，藥物相互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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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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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年55月月1515日日，，德州潮州會第德州潮州會第2020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在珍寶海鮮樓盛大舉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在珍寶海鮮樓盛大舉行，，來自全美各地的潮州相親和休斯來自全美各地的潮州相親和休斯
敦政商各界近敦政商各界近600600人出席盛會人出席盛會，，圖為會長圖為會長Andy LuAndy Lu、、秘書長林國雄攜新會長秘書長林國雄攜新會長、、僑領劉秀梅僑領劉秀梅、、越華董事長孫偉根越華董事長孫偉根、、
LeeSanwichLeeSanwich董事長張鎮炎董事長張鎮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副會長楊贊榮等與張文華法官合影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副會長楊贊榮等與張文華法官合影。。

20222022年年55月月1414日日，，美國亞太裔傳統協會美國亞太裔傳統協會(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Association,(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Association,
APAHA)APAHA)在在 Sonesta Houston GalleriaSonesta Houston Galleria 大酒店隆重舉辦大酒店隆重舉辦““與與 APAHAAPAHA 全名星共舞全名星共舞””
(Dance With The APAHA All Stars)(Dance With The APAHA All Stars)暨成立暨成立3030週年頒獎盛典週年頒獎盛典，，休斯敦市長西爾維斯休斯敦市長西爾維斯
特特··特納特納(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出席並致辭出席並致辭，，來自大休斯敦地區亞太政商學界暨社區領袖來自大休斯敦地區亞太政商學界暨社區領袖
約約600600位嘉賓出席了這一盛會位嘉賓出席了這一盛會。。亞美舞蹈團亞美舞蹈團(Dance of Asian America, DAA)(Dance of Asian America, DAA)聯合創始聯合創始
人人、、團長團長，，亞美舞蹈學校校長葉繼瑩亞美舞蹈學校校長葉繼瑩(Janie Yao)(Janie Yao)女士代表女士代表DAADAA上台領取上台領取““文體領域文體領域
特別成就獎特別成就獎””(Special Achievement Award for Entertainment Sports)(Special Achievement Award for Entertainment Sports)，，並接受休斯敦並接受休斯敦
市長特納先生的特別祝賀市長特納先生的特別祝賀。。

20222022年年55月月1515日日，，恆豐銀行恆豐銀行2424週年年慶晚宴選在著名的牛扒館週年年慶晚宴選在著名的牛扒館PAPPS BRO.STEAKHOUSPAPPS BRO.STEAKHOUS盛盛
大舉行大舉行。。經厲了兩年半封閉後經厲了兩年半封閉後，，恆豐銀行董事及休斯敦本地的員工恆豐銀行董事及休斯敦本地的員工，，及達拉斯及達拉斯，，內華達州內華達州，，
加州的分行經理及貸款專員共計加州的分行經理及貸款專員共計258258人及特邀嘉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及副處長王人及特邀嘉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及副處長王
韋龍副處長等出席了銀行的慶典晚宴韋龍副處長等出席了銀行的慶典晚宴。。圖為吳文龍董事長率領董事與處長合影圖為吳文龍董事長率領董事與處長合影。。

20222022年年55月月1313--1414日日，，休斯敦芭蕾在米勒露天劇場為休斯敦市民義演兩場精彩絕倫的高水準休斯敦芭蕾在米勒露天劇場為休斯敦市民義演兩場精彩絕倫的高水準
芭蕾舞劇芭蕾舞劇。。圖為時尚達人圖為時尚達人Nancy XieNancy Xie在謝幕後與心儀的芭蕾舞明星在後台合影在謝幕後與心儀的芭蕾舞明星在後台合影。。

20222022年年55月月99--1313日日，，休斯敦沿著萊斯大學到市中心休斯敦沿著萊斯大學到市中心POSTHTXPOSTHTX新建的創新走廊首個孵化器新建的創新走廊首個孵化器IONION舉行為期一周的激活節舉行為期一周的激活節(Activa(Activa--
tion Festival)tion Festival)在裝修一新的在裝修一新的IONION總部舉行總部舉行。。引領世界創新潮的大企業引領世界創新潮的大企業ChevronChevron、、MicrosoftMicrosoft、、NASANASA、、ExxonMobileExxonMobile等均鼎立參加等均鼎立參加。。
圖為世界名人網特邀記者圖為世界名人網特邀記者He BingHe Bing來到來到EXXONEXXON展台採訪靈活無比的展台採訪靈活無比的360360度無死角仿真機器狗度無死角仿真機器狗。。

20222022年年55月月1111日日，，奢活藝術館迎來了於工國際導師組織講解的奢活藝術館迎來了於工國際導師組織講解的““心靈成長研討會心靈成長研討會””
，，專門介紹專門介紹““你被念頭控制了嗎你被念頭控制了嗎”。”。著名魯菜大師韓偉忠及多位企業家前來學習吸著名魯菜大師韓偉忠及多位企業家前來學習吸
收養分收養分，，收獲匪淺收獲匪淺。。

20222022 年年 55 月月 1414 日日，，美國亞太裔傳統協會美國亞太裔傳統協會(Asian PacificAmerican Heritage Association, APAHA)(Asian PacificAmerican Heritage Association, APAHA)在在
Sonesta Houston GalleriaSonesta Houston Galleria大酒店隆重舉辦大酒店隆重舉辦““與與APAHAAPAHA 全名星共舞全名星共舞””(Dance With The APAHA All(Dance With The APAHA All
Stars)Stars)暨成立暨成立3030週年頒獎盛典週年頒獎盛典，，休斯敦市長西爾維斯特休斯敦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特納(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出席並致辭出席並致辭，，來自大來自大
休斯敦地區亞太政商學界暨社區領袖約休斯敦地區亞太政商學界暨社區領袖約600600位嘉賓出席了這一盛會位嘉賓出席了這一盛會。。當晚的慶典活動由當晚的慶典活動由CandenceCandence
BankBank全程贊助全程贊助，，圖為圖為CEOCEO李敏通與銀行高管一起上台接受表彰李敏通與銀行高管一起上台接受表彰，，致謝致謝。。

20222022年年55月月1111日日，，AAREAAAREA在在KimSonKimSon酒樓酒樓((糖城糖城))舉行午餐月會舉行午餐月會，，邀請邀請Vilt LawVilt Law律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Clay ViltClay Vilt主講主講Got ForeclosureGot Foreclosure？？ Save That Deal!!!Save That Deal!!!。。圖為圖為
AREAAAREAA休斯敦創始人林富桂休斯敦創始人林富桂、、AREAAAREAA大使大使、、地產經紀人何冰及首次參加地產經紀人何冰及首次參加AREAAAREAA的邁威地板董事長胡丹與的邁威地板董事長胡丹與ViltVilt律師合影律師合影。。

【美南新聞泉深】2022年春夏之交的5月22日中午，經過一
場久旱之後的暴雨洗刷過後，休斯敦的天空露出白雲，空氣變得
格外清新，景色更加美麗，氣溫也更加宜人。中山大學美南校友
會在景色優美、綠樹成蔭的糖城（Sugar Land ）紀念公園舉行了
自新冠疫情兩年多以來的第一次校友燒烤聯誼活動。理事會成員
和活動籌備組人員帶著豐盛的食材、飲料和水果早早地來到預訂
好的燒烤現場大亭做布置和准備工作。

大亭緊靠湖邊，景色優美。義工們安裝好卡拉OK和播音設
備，豎起了校旗，等待著校友們和各界朋友們的到來。

在下午3:00過後，校友們帶著家人和朋友陸陸續續地到來了
。共有七十位左右的中大校友及親友來到現場，還有幾位媒體朋
友也聞訊前來祝賀。到來的校友既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畢業于
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的老前輩，也有2000年後才入校的八零
後。既有早已相識了幾十年的老校友，也有剛剛才認識的新校友

。校友相見分外親切，憶舊情談過去的校園生活，聊現狀結識新
朋友，暢談甚歡。

卡拉OK唱台也分外熱鬧，中大美南好聲音的歌手們紛紛上
台獻唱。粵語，國語和英文歌曲一直沒有間斷。優美的歌聲，專
業的唱功迎來了熱烈的掌聲。

在校友會楊旭東會長致歡迎辭後，大家來到湖邊拍全家福集
體照。接著就開始了燒烤聚餐。理事會活動准備了牛仔骨、豬排
、雞翅、各式烤腸、各式蔬菜、玉米、土豆等豐富的BBQ食材
，以及小朋友們喜歡的各式薯片、冰淇淋、蛋糕、甜點。理事會
秘書長 Michelle 還專門校友們做了好幾盒涼拌菜；陳相如校友帶
來了自家烤的烤鴨；蔡玲帶來了自己做蛋撻。謝學範、蔣重明等
校友主動擔負起大廚二廚的重任，有的在烤爐邊忙上忙下，有的
忙著大家分切西瓜等各式水果。

新老校友們互相認識、交流，邊吃邊聊，互敘校友情誼，分

享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經驗，不亦樂乎。
聚餐其間，楊旭東會長代表本屆理事會再次感謝大家的積極

參與和支持；陳予、楊寶華、李瀚、陳相如、旭菁和吳偉濤等理
事也紛紛上台作了自我介紹；朱全勝副會長因去墨西哥度假在校
友聯誼活動期間也發來了賀辭。

最後，楊會長做了總結，計劃秋季舉辦一次秋季室內聚餐聯
誼活動並舉行理事會換屆選舉，屆時希望更多的年輕校友們能夠
加入到理事會中來，共同把校友會辦得更加紅紅火火。

卡拉OK和聚餐聯誼活動持續到晚上七點圓結束。
歲月如逝，生活如歌，時光荏苒，依稀如夢！最後校友依依

不舍，期待著下一次再相聚。
中大美南校友會祝校友們及家人身體健康、生活愉快、馬到

成功、事業輝煌！

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
糖城公園舉辦春夏之交燒烤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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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16名隊員出征世聯賽由新任主教練蔡斌帶領的中國女排，於26日由

廣州出發飛赴安卡拉，準備出戰2022年世界女排

聯賽；據報道指，中國女排是次共有16名球

員隨隊出征，主力李盈瑩和袁心玥，將肩

負領軍重責。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浩然 李盈瑩李盈瑩李盈瑩
袁心玥領軍袁心玥領軍袁心玥領軍

港隊杜拜殘羽賽首日取好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據傳媒報道，在重
慶兩江競技日前宣布退出中超聯賽並停止運營球隊
後，中國足協與中足聯籌備組希望補上一支球隊出戰
今季中超，其中原於今季降班的大連人，將有望留在
中超角逐。

在重慶兩江競技退賽後，中超只餘下17支球隊；
在這情況下，中國足協和中足聯籌備組，將要考慮是
否採用維持17隊參賽、兩江競技全部以0：3比分判

負，該隊自動佔去1個降班名額的做法，還是選擇遞
補一支球隊參賽。

只是由於少了一支球隊可能為中超形象帶來負面
影響，損害球迷感情和賽事商業合作夥伴的利益，據
報在有關方面積極討論後，“遞補一支球隊參加中超
聯賽”方案獲得了重視，但由於遞補的做法將在多方
面產生影響，包括中甲、中乙的升降，故賽會仍要積
極想法子解決問題。

據25日消息顯示，在2021年賽季排第15名，最終
在附加賽落敗降班的大連人，成為了遞補方案的第一
候補，該會近日亦已遞交了相關資料，申請遞補重慶
隊的空缺；然而，大連人內部目前其實亦有頗多問題
要解決，因國際足協早前致函中國足協，要求禁止大
連人引援，原因是該會涉及人員合約糾紛，故大連人
能否解決薪資和引入外援問題，將是能否遞補留在中
超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Fazza杜拜殘疾
人羽毛球國際賽2022，於日前展開小組賽和循環
賽競逐，多名港將於首日賽事皆取得好成績。

在男子SL4級單打小組賽，港隊代表李仁平
面對科威特選手Abdullah Alhaddad，李仁平在未
受到太大考驗下以21：8、21：2輕鬆獲勝。

男子SH6級單打小組賽，港隊共有兩名球手
出戰，其中在上周巴林站比賽取得佳績的朱文

佳，小組賽首戰以直落兩局21：8，擊敗印度代表
Dhinagaran Pandurangan；至於王鎮炎面對另一
名印度代表Saravana Kumar Muthusamy，則以兩
局21：3勝出。

女子SH6級單打小組賽，港隊亦有蔡詠琪和
林貞榕出戰，其中林貞榕以21：5、21：6擊敗馬
爾代夫的Hawwa Eshal Riyaz；蔡詠琪則以 6：
21、9：21不敵中國台北選手。

RNG晉英雄聯盟
季中冠軍賽4強
2022年英雄聯盟季中冠軍賽日前結束了對

抗賽階段的爭奪，代表中國LPL賽區出戰的
RNG戰隊以8勝2負的戰績排名第1位，晉級4
強。

另外三支晉級準決賽的隊伍是韓國LCK賽
區的T1、歐洲LEC賽區的G2以及北美LCS賽
區的EG。根據賽制，RNG可以挑選4強的對
手和時間。RNG在小組賽階段以B組第1名的
身份晉級對抗賽。對抗賽由六支戰隊進行雙循
環賽，RNG首場不敵G2，隨後豪取8連勝，雖
然收官之戰不敵T1，但依然名列榜首。

T1以7勝3負
的戰績排名第 2
位，隨後的G2和
EG均是5勝5負。
準決賽將於5月27
日和28日進行，採
用5局3勝制。決
賽將於29日進行。

◆新華社
◆◆ RNGRNG晉級晉級44強強。。

RNGRNG官方微博圖片官方微博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除了中國女排，日本和韓國女排亦公
布了出戰今屆世界女排聯賽陣容。
日本排協25日公布了出戰前兩周賽事的17人名單，隊長古賀紗理

那將負責領軍，但主攻宮部藍梨和金田修佳、副攻濱松明日香和麻野
七奈未、二傳柴田真果以及自由人福留慧美，則不在名單之內。
另一方面，韓國女排亦公布了16人名單。在上年東京奧運

後，韓國隊出現了很大變化，西班牙外教干沙利斯接替了意
大利名帥拉瓦里尼的工作，主力金軟景亦退出國家隊，從
目前名單所見，出戰過東奧的朴貞雅、金熙珍、鄭智
允和廉惠善，將成為韓國隊主力。

中國女排官方微博公布，中國女排是
次共派出16名球員出征，其中主攻

為李盈瑩、金燁、王雲蕗、王藝竹；副攻
為袁心玥、王媛媛、楊涵玉、高意、鄭益
昕；接應為龔翔宇、繆伊雯；二傳為丁
霞、刁琳宇、蔡雅倩；倪非凡、王唯漪則
為自由人。至於參與了集訓的陳佩

妍、吳夢潔、許嘉楠和王逸凡，
這次則不會隨隊。

據新華社報道，正在
福建漳州集訓的中國女
排，25日下午先到達廣
州，再於26日從廣州
飛往土耳其，目的地
是世界女排聯賽首站
比賽地之一的安卡
拉。
在首周比賽，國

家隊將迎戰荷蘭、土
耳其、意大利和泰國，
其中首場比賽是在當地
時間6月1日對戰荷蘭；
在比賽展開前，國家隊將先
於安卡拉進行適應性訓練。
資料顯示，今屆世界女排聯

賽共有16支球隊參加，在3個分站賽中

總成績排名前8位的隊伍將進入總決賽，
國家隊的首要目標自然是進入總決賽賽
事。

規則方面，據報世界女排聯賽每站只
可以報名14人，但中間可以更換球員，
因今次出國時間較長，加上疫情等考慮因
素下，站與站之間球員難以回國，故國家
隊選出了16人以供調動。

在出發前，主教練蔡斌和隊長袁心玥
均接受了訪問，蔡斌表示：“因疫情關係
球隊處於全封閉狀態，生活和訓練相對枯
燥。但大家往上去拚搏的這股勁一直都
在。隊員吃了不少苦，配合上也碰到一些
困難，但我們會通過集體的力量把它克
服。

以我所知，國際上其他隊伍相信也有
一些變化，故今場比賽是一個相互摸底的
良機。此外，我們亦要取得一個相對好一
點的成績，因為現在世界聯賽和奧運會的
排名是掛鉤的。”

袁心玥則表示，希望在比賽中展示苦
練的成果：“我希望在比賽當中能夠找到
我們的問題以及和對手的差距。

我們再怎樣去補齊短板，或者是我們
怎樣去進步。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挺好的事情。”

◆中國女
排隊員早前在
漳州集訓。

中新社

◆主教練蔡
斌希望球隊能
打出好表現。

中新社

◆隊長袁心
玥接受媒體採
訪。

中新社

中超考慮遞補方案傳大連人有望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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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休城畫頁

“如果茶凉了，我会用微波炉热一下再喝。”

弗兰茨尔是美国布林莫尔学院的化学家，她在一篇

题为《化学家的一杯茶》的文章中写道，凉茶表面

会漂浮一层膜，这让她难以下口——只好把茶重新

加热，或者在泡茶时事先挤一点柠檬汁。

这层膜最初并没有引起卡罗琳· 贾科明的特

别注意。直到有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同学对贾科

明抱怨道，茶上面那层膜实在令他无法忍受，所

以他不打算再喝茶了。

贾科明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卫生科学

与技术系的博士生，她加入的课题组主要研究有

关界面（interface）的科学问题。在她和导师商量

博士研究课题时，导师为她提供了一些值得研究

的课题。令贾科明意外的是，“茶的界面”就列

在其中，再加上之前和同学的谈话，她决定亲自

研究研究这层膜。最终，她的研究结果发表在

《流体物理学》杂志上。

在贾科明的茶杯里，她有时能看到泛着光泽

的茶膜，有时则看不到。而且，如果等一段时间

再去喝泡好的茶，会发现茶膜像冰层一样裂开。

但如果用肉眼看不到，这层膜就真的不存在吗？

膜的碎裂又与什么因素有关？是否可以让膜不发

生破裂？

化学家“铺”好的路

在20世纪90年代，有2位对茶情有独钟的化

学家：迈克尔· 斯皮罗和德格拉提乌斯· 贾甘伊。

他们一共写了14篇有关茶的论文，其中有7篇在

解释关于茶膜的化学现象，包括化学组成和影响

茶膜形成的多种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为

“茶杯里有时能看到茶膜，有时则看不到”提供

了化学动力学解释。 对科学家来说，实验室是

泡茶的绝佳场所——几百毫升的玻璃烧杯是极好

的茶杯，而恒温的水浴锅能让他们相对精准地控

制“茶”温。斯皮罗和贾甘伊把红茶茶包放进烧

杯里，用80℃的水冲泡5分钟，随后将茶包取出

，让茶水静置一段时间。

此前，有科学家认为茶膜是在用沸水冲泡茶叶

时，茶叶上的蜡质层“浮”到了水的表面。但当斯

皮罗和贾甘伊用实验室里的蒸馏水（无机物、有机

物等杂质极少）泡茶时，并没有出现茶膜。这说明

，只依靠茶叶和较高的水温并不能产生茶膜，水中

的某些成分必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通过进一

步实验证实，钙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是诱发茶膜形

成的关键，但单单只靠钙离子或碳酸氢根离子都不

能让茶膜“现身”，必须是二者的结合。

此外，酸碱性和氧气浓度也会影响茶膜的形

成。例如，碱性越大，即水的硬度越高，越容易

形成茶膜。而且，如果把空气换成氮气，则很难

看到茶膜，因此茶膜的形成必然涉及氧气及氧化

反应，这也是茶垢和水垢的区别之一。

与此同时，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质谱分析

、微量分析等多种测试手段，斯皮罗和贾甘伊进

一步分析了茶膜的成分：茶膜其实是由有机物

（主要含碳、氢、氧）和无机物（包括碳酸盐和

氢氧化物）组成的。其中，几乎所有的钙离子和

钠离子都来自水，钾离子、锰离子和铝离子则几

乎全部来自茶叶。他们还特别说明，这层膜中的

碳酸盐和氢氧化物是以难溶化合物的形式独立存

在的，而有机物则为这些难溶的无机物提供了物

理支撑——从扫描电子显微镜（SEM）上看，碳

酸钙颗粒就“待”在有机物的表面上。 斯皮罗

和贾甘伊还试图写出茶膜的分子式。他们推测在

静置1小时后，一个“茶膜分子”会由约45个碳

原子、50个氢原子、40个氧原子和2.7个二价金

属离子构成，摩尔质量甚至能达到1400克左右

。 要实现一个化学过程需要跨过多大的能垒，

即需要多少能量才能让反应过程顺利地进行下去

，是化学家极为关心的问题。通过精确调控静置

时的茶温，并根据阿伦尼乌斯方程，斯皮罗和贾

甘伊计算出了形成茶膜的活化能：34 kJ/mol。这

是一个相对较高的能垒，大于扩散所需的活化能

（15.8 kJ/mol，根据斯托克斯-爱因斯坦关系计算

得到）。扩散包括离子在溶液中的扩散，和气体

从空气扩散到溶液中。只有在反应物经扩散后

“碰面”并发生碰撞，即发生化学反应，才有可

能形成茶膜。

但在用茶杯泡茶时，有时水温很快就降了下

来，因此茶膜还没来得及形成，大量热量就散失

了。相反，如果用保温较好的陶瓷茶壶泡茶，茶

水散热较慢，因此通常能看到茶膜，并会在茶壶

内留下更多的茶垢，而这些富含矿物质（如钙离

子、镁离子）的茶垢也能诱发下一次茶膜的形成

。这一点与贾科明不谋而合。贾科明打趣道，要

想在茶杯里能一直看到茶膜，就最好别洗杯子。

通过流变学“看”茶膜

基于上面2位化学家的研究，贾科明想从流

变学的角度观察这层膜，并分析这层膜的力学性

质，而非化学性质。

早在1678年，罗伯特· 胡克就提出了胡克定

律——对于固体而言，在一定的压力下，材料中

的应力与应变（变形的程度）呈线性关系，这类

材料被称为胡克弹性固体。在胡克发表论文9年

后，艾萨克· 牛顿解决了剪切流体的流动问题，

并提出了牛顿黏性定律（也叫做牛顿内摩擦定律

）。流体指的是液体或气体，当流体在外力的作

用下流动时，内部会产生抵抗外力的应力。牛顿

指出流体的剪切应力与其流动速率之间呈线性关

系，而符合这种规律的流体就被称作牛顿流体，

例如水和酒精。 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材料的

运动都能用胡克定律或牛顿黏性定律来解释。有

一类材料，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胡克固体的特征

，如弹性形变（短暂的、能恢复原状的形变），

而在其他条件下，则表现得像流体一样，即发生

黏性流动（持续的、不能恢复原状的流动）。流

变学研究的就是这类怪异的材料。按照美国化学

家尤金· 宾厄姆的说法，流变学是一个研究材料

变形和流动的新的学科分支。 对于贾科明而言

，她既想知道这层膜的弹性，也想知道它的黏性

。再加上，这层膜位于水和空气之间，因此她选

用的是一种双锥界面流变仪。 值得一提的是，

要描述茶膜的力学性质，贾科明得用到“模量”

指标。与胡克和牛顿得出的定律类似，模量也是

在衡量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关系。此外，对于茶膜

这类复杂材料，对应的模量分别是弹性模量

（G′）和黏性模量（G″），也可以叫做储能

模量和损耗模量。 为了确定钙离子的作用，贾

科明准备了6种不同浓度的碳酸钙溶液（0、10、

25、50、100和200 mg/L），里面几乎不含其他

金属离子，并用这些溶液代替水来泡茶。令贾科

明意外的是，她并没有看到茶膜，但肉眼不可见

的膜却被流变仪“看”到了。

贾科明发现，当固定剪切应力振幅（0.3%）

，做动态时间扫描时，对于碳酸钙浓度为50、

100和200 mg/L的溶液来说，茶膜的弹性模量大

于黏性模量（G′ > G″），即呈固体状；而当

碳酸钙浓度低于50 mg/L时，茶膜则呈流体状

（G″ > G′）。也就是说，碳酸钙的浓度越低

，越能让茶膜流动起来。另外，与斯皮罗和贾甘

伊得到的结果相似的是，当用超纯水（几乎不存

在金属离子）泡茶时，不仅看不到茶膜，流变仪

也检测不到。

前文中提到，我们往往会看到碎裂的茶膜，

因此贾科明就想看看究竟在多大的应力振幅下能

让这层膜裂开。如果用“模量”指示膜何时会碎

裂（膜的强度），那就是当损耗模量大于储能模

量时。在这里，相比于弹性和黏性，用储能和损

耗这组词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为什么膜

会破裂”。 当碳酸钙浓度较高（100和200 mg/L

）时，较低的剪切应力振幅（0.5%）就能让茶膜

碎裂，即G″ > G′。然而，当碳酸钙浓度降低

到50 mg/L时，则需要更高的应力振幅（0.8%）

才能让茶膜裂开，因此以储能为主（G′ > G″

）的茶膜更有韧性而不易碎。但对于10和25 mg/

L而言，无论应力怎么变化，损耗模量一直大于弹

性模量，此时的茶膜就像流体一样，难以成型。

在贾科明眼里，茶膜是一种有光泽且美丽的

事物。因此，为了能看到这层茶膜，她在论文最

后建议道：“不要洗茶杯”。

柠檬茶怎么样？

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茶当属柠檬茶。这不仅

是因为柠檬的风味，其背后还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斯皮罗和贾甘伊当时就已经发现柠檬酸能抑制

茶膜的形成和生长。这是因为柠檬酸能与钙离子

等金属离子发生络合反应，从而降低游离的金属

离子的浓度，而钙离子等是形成茶膜的关键。贾

科明则发现，额外加入柠檬酸后，尽管看不到茶

膜，但流变仪却“表示”茶膜依然存在，不过此

时茶膜的模量被降低，即柠檬酸能软化茶膜，让

膜更易拉伸，同时还能增加其机械强度。

事实上，我们在瓶装的茶类饮品中，不太可

能用肉眼看到上面漂浮的一层膜，这大多是因为

里面含有柠檬酸或其他络合物，这能起到抑制茶

膜形成的作用。而且，当茶膜不可避免会出现时

，例如在奶茶类饮品中，少许柠檬酸也能通过增

加茶膜的机械强度来稳定茶膜。 弗兰茨尔写道

，每当她把柠檬汁挤到红茶里，都会让她再次回

到大学基础化学的课堂上，并想起令她心头一颤

的期中考试题。当时，她的化学教授雪莉· 罗兰

问他们：“柠檬为什么会让茶的颜色变浅？请写

出相应的化学方程式。”

茶水表面有层膜，是茶脏了还是茶杯脏了？

20222022美國德州潮州會館第廿屆美國德州潮州會館第廿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晚宴理監事就職典禮晚宴((一一))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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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典禮晚宴在珍寶海鮮酒樓舉行就職典禮晚宴在珍寶海鮮酒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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