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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租房者都會覺得房東的保險會涵蓋他們的
個人財物，但事實是您房東的保險只會涵蓋房東自
己的物業即建築物本身，但不包括您的個人物品，
這就是為什麽租房者需要購買租客保險。

房客保險可保護您在您租用的住宅內的個人財
產免受盜竊、火災或其他意外情況的影響，並為您
的財產丟失或損壞支付費用。 租客險還會提供責任
險賠付。

租客保險在範圍上與房主保險相似，但它不為
住宅本身或其他結構提供保險。

租客保險如何運作？
如果您在租用的空間中遇到承保損失，租客者

保險可以幫助支付相關費用。 承保金額取決於發生
的損失類型和您擁有的承保金額。

典型的租客者保險有兩種類型的承保範圍：實
際現金價值承保範圍和重置成本承保範圍。 這是兩
者之間的區別：

● 實際現金價值保險 - 將補償您在損壞或丟
失時的物品折舊後的現金價值。

● 更換成本保險 – 將涵蓋更換丟失或損壞的
物品所需的成本賠付。

租客保險涵蓋哪些內容？
租客者保險為您提供在保險計劃所涵蓋的災害

或事故發生時個人財物丟失或毀壞的保障。或在以
下情況下，租客保險也可能為您提供保障：

您被迫暫時搬出您的房屋：如果您的房屋因火
災或故意破壞等承保情況造成的損壞而無法居住，
租客者保險可以幫助您在房屋維修或重建期間支付
替代生活安排的費用。

有人在您的房屋內受傷並需要就醫：責任保險
旨在保護您以及在事故發生時訪問您家的第三方。
這種類型的保險將有助於支付您可能產生的醫療費
用和法律費用。

租房保險不包括哪些內容？
既然您對租客者保險涵蓋的內容有了基本的了

解，那麽了解基本租客者保險不涵蓋的內容非常重
要，以便您做好準備：

● 貴重物品
貴重的收藏品和貴重物品（如珠寶）可能不在

基本承租人保單的承保範圍內，可能需要額外承保
。

● 家庭業務
在您家外經營一家小型企業並不意味著您的租

客保險將涵蓋它。例如，如果您的商務筆記本電腦
從您的公寓被盜，它有可能被視為商業財產，因此
不會完全由您的租客保險承保。請咨詢您的保險公

司，看看您的保單是否需要額外的保險。
● 機動車輛
● 即使汽車停在您的家裏，您的租客保險也

不涵蓋機動車輛的受損索賠。然而，存放在車內的
個人物品通常會被涵蓋。

此外，一定要通讀您的保單，以便您了解您的
保單涵蓋的內容和不涵蓋的內容。

由此可見租房保險是保護租客的個人財產和責
任的保險，當有災害或事故發生時它可以幫助房主
和租客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除了房東需
要購買房東險之外或租客也應購買租客險。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投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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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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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個人轉發。

什麽是租客保險什麽是租客保險？？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樹木清除房主保險是否涵蓋樹木清除？？
沒有什麽比前院裏一棵美麗的老樹

更能給人一種家的感覺了。樹木可以邀
請鳴禽，可在夏季可為您家遮蔭，也可
在秋季為您展示五顏六色的秋葉，所以
樹木可謂家庭景觀的長期伴侶。樹木的
確很棒，直到有一天您需要鏟除某一棵
樹， 問題就來了。

也許最近的一場風暴把它推到了一
個不穩定的位置，或者樹根已經開始影
響您的地基。您的房主保險會幫助您支
付賬單嗎？下面讓我們來看一些具體的

情況。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預防性樹木清除

？
無論這棵樹有多不穩定，你的房主

保險單可能不包括它的預防性移除。也
就是說與移除傾斜，腐爛或其他危險樹
木相關的成本將由您自己承擔。

由於房主疏忽而未被移除的樹木造
成的損壞可能不在您的保單範圍內，您
可能會承擔任何損害，傷害和法律費用
。如果您認為您房產上的某棵樹看起來

很危險，盡早采取預防措施可以為您節
省大量金錢和麻煩。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暴風雨後的樹木
清除？

暴風雨可以迅速地將一顆本來是健
康、安全的樹木摧毀， 使其倒落並損害
您的房子和您的其他財產。但是，如果
發生這種情況，您是否在承保範圍內？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颶風或其他自然災害
後的樹木清除？

答案取決於這棵樹落在哪裏，或者
它是否被連根拔起。由於房主保險不承
保預防性樹木清除，因此僅被暴風雨損
壞但未完全倒下的樹木將不被承保. 如果
暴風雨確實完全將樹木連根拔起，並且
沒有落在您的任何財產上或損壞您的任
何財產，那麽它的移除也可能不包括在
內。

然而，人們為風暴造成的損害提出
索賠並不罕見，那麽樹木清除如何被納
入其中呢？若要屋主保險涵蓋在暴風雨
過後的樹木清除，樹木必須對您保險範
圍內的結構造成損壞。例如，倒下的樹
木對您的房屋屋頂的損壞可能會被涵蓋
。如果樹木的倒落影響了車道運行， 您
的保險公司也可能會支付倒落的樹木清

除的費用。否則的話，您可能需自費將
其移除。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受損樹木的清除
？

如果一棵樹的倒落並沒有損壞您的
保險涵蓋的財產，則保險公可能不承保
其移除。而且，如前所述，如果您的保
險公司確定該樹應該已經被移走，但尚
未被移走（由於房主的疏忽），在這種
情況下，您可能也無法獲得保險的賠償
。所以一旦您發現受損的樹木，需要及
時采取預防措施，並在損壞的樹木發展
成更嚴重的危險之前將其移走或修剪。

如果您對自己的保單有疑問，您可
以咨詢專業的保險顧問，以了解您的保
單究竟涵蓋哪些內容。
清除受損、患病或其他危險的樹木是保
護您的房產的一項重要的預防措施。但
更重要的是，每個房主都應該購買房主
保險，以保護不可預見的災害而對您的
房屋的損壞。歡迎瑞源保險公司獲取免
費報價，並了解房主保險如何更好地保
護您和您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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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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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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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
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本報記者秦鴻鈞）剛來到美國的華人,最早
能融入此地生活的莫過於每天還能吃到國內每天
必喝的豆漿，吃到三餐不忘的豆腐、春捲、餃子
、雲吞，成立已40 年的 「邦元食品公司」 撫平了
遊子思鄉的愁緒，他所生產的豆腐、豆漿，使所
有的華人在 「食」 的滿足與慰藉中，能在異鄉再
重拾信心與精力，在海外打拼，創造人生中另一
個高峰。而四十年來， 「邦元食品公司」 不僅只
照顧離鄉背井的華人，它不斷的改良、創新，來
美後新創的 「豆腐麵筋腸」 ，更以東方的食材為
元素，開啓了本地美國人 「瘋靡」 的口味，連帶
著也帶動 「豆腐」 這食材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
的潮流，改寫本地健康美味的食物新趨勢和繁榮
的市場。

豆腐帶來了來自亞洲的大豆食品的風味，並
創新地將其用於德克薩斯州的傳統食品中。一個
休斯頓家族製造商店的業務是生產家庭系列玉米

麵筋腸而賺錢獲利。Chiu 家的成員，邦元食品公
司的所有者，不要因為有些關於豆腐的笑話而變
的太認真。邦元食品公司的紅辣椒和綠辣椒豆腐
麵筋腸宣稱：現在墨西哥，中國和德州對特殊麵
筋腸食品有不同的看法。

三十年前，他們就開始了生產系列玉米麵筋
腸的計劃和工作。Carol Chiu和她的前夫以及兩個
兒子從台灣台北搬到休斯頓，希望從事進出口業
務。但抵達休斯頓後不久，她在當地的一家雜貨
店買了一些豆腐，她發現豆腐已變壞了。公司總
裁Carol Chiu 說: 我們可以自己製作好的和新鮮的
豆腐。因為Carol 全家人都喜歡豆腐，因此，全家
人決定在一個3000 平方英尺的租房中開始他們的
豆腐工作製作。他們向當地銀行家查爾斯內夫
（Charles Neff）借錢，從日本購買機器，查爾斯
內夫現任華盛頓大道誠信銀行（Integrity Bank）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查爾斯從路易斯安那州來到德
克薩斯，他在那里長大。當他到達德州時，一些
人向他詢問豆腐和豆漿。他說我聽說過，但我不
知道，豆腐和豆漿對我來說是新的東西。

公司副總裁Gary Chiu 說: 2001 年，這個家庭
開始出售春捲。這是一種以可識別的形式將豆腐
放在顧客手中的方法。他們添加了各種其他大豆
食品和主菜，包括玉米粉蒸肉。2005 年，他們開
始製作豆腐麵筋腸而不是傳統的餡料，如雞肉，

豬肉和牛肉。人們不知道豆腐麵筋腸的市場結果
表現，因為它是一種新產品。自從幾年前第一次
嘗試品嚐玉米麵筋腸以來，Gary Chiu 想要製作一
種更健康，但仍然美味的玉米麵筋腸。我認為很
多人會做出更健康的選擇。他每週幾天在當地的
Whole Food 食品市場商店裡發放玉米麵筋腸的樣
品。我希望人們喜歡它和祖母來自墨西哥邊境城
鎮的玉米麵筋腸一樣好。最近到整個食品市場的
一些顧客表示，他們發現玉米麵筋腸非常好吃，
並將9.99 美元的麵筋腸食品包放到他們的購物籃
中。

客人非常喜歡玉米麵筋腸，因為它是一種味
道好且更健康的產品，不使用豬油和肉製成。這
是一種獨特而省時的食物。我們很喜歡它，因為
它是一種在休斯頓製作的產品，它是天然食品，
Whole Food 食品公司Kirby Drive 的品嘗專家Sarah
Drews 說: 我最喜歡的是春捲和豆腐麵筋腸。客人
們一直都在享受和搜索玉米麵筋腸。許多最好奇
的顧客都是西班牙裔，Gary Chiu 說。我們已經找
到了我們特殊的市場趨勢，並且沒有當地的玉米
麵筋腸公司可以製作豆腐麵筋腸。今天，家人和
十幾名工人在休斯頓西南部32,000 平方英尺的豆
腐麵筋腸製造廠裡製作出各種形式的豆腐，豆漿
，春捲，豆腐麵筋腸，五香豆腐乾，豆腐炒飯以
及其他產品。Gary Chiu 說，我們以高效率的方式
做了很多豆腐系列產品。我的銷售不僅是原始形
式的豆腐，還包括大豆產品，邦元食品公司正在
迎合其亞洲市場以及不斷增長的健康食品市場。
這些市場幫助邦元食品公司去年產生了超過300
萬美元的銷售額，公司今年將有更多的銷售豆腐
系列產品， 包括豆腐麵筋腸。根據北美大豆食品
協會的數據，全國大豆食品去年銷售額接近40 億
美元，高於1992 年的3 億美元。豆腐現在正朝著
主流素食市場邁進。

「邦元食品公司」 所有豆腐產品（包括老豆
腐、嫩豆腐、中豆腐、五香豆干、油豆腐、豆漿
）都是採用高蛋白質不改基因的美國黃豆製成。
是唯一在德州有殺菌、消毒處理過。所有產品絕
無防腐劑，可安心使用。

「邦元食品公司」 的產品，在美國中、美各
大超市都可買到。 「邦元食品公司」 的地址：
10940 S. Wilcrest Dr.,# B, Houston, TX 77099 , 電話
： （281 ）575- 8801

邦元食品公司邦元食品公司 「「豆漿豆漿」」 上市上市
非改基因非改基因，，蛋白質含量蛋白質含量4242%% 以上以上

尤其 「邦元豆漿」 近期應HEB 要
求，目前新推出的 「邦元豆漿」 再度

上市。有甜的、不含糖兩種口味，半
加崙及一加崙兩種包裝，使用與豆腐

一樣的黃豆，非改基因、蛋白質含量
在42% 以上。

圖為圖為20032003年年11月月1414日日，，HEBHEB 在在 「「越華超市越華超市」」
對面開設休市第一家對面開設休市第一家，， 「「邦元豆腐邦元豆腐」」 的廣告就的廣告就
在上面在上面（（圖左上圖左上），），現現HEBHEB 在休市已有在休市已有400400多多

家家。。

科學家同時發現長期食用野生綠蜂膠的科學家同時發現長期食用野生綠蜂膠的
人群人群，，其健康出現問題的概率顯著低於普通其健康出現問題的概率顯著低於普通
人群人群。。而正是綠蜂膠的神奇生物學作用造就而正是綠蜂膠的神奇生物學作用造就
了這一世界性長壽奇跡了這一世界性長壽奇跡。。

11．．綠蜂膠是至今人類發現的最好的天綠蜂膠是至今人類發現的最好的天
然延壽物質然延壽物質：：蜜蜂從長壽膠源植物新生幼芽蜜蜂從長壽膠源植物新生幼芽
或樹皮等部位采集來精華液或樹皮等部位采集來精華液，，再混入其進化再混入其進化
而獨有的上顎腺分泌物加工而成綠蜂膠而獨有的上顎腺分泌物加工而成綠蜂膠。。

22．．綠蜂膠含有極豐富的延年益壽活性綠蜂膠含有極豐富的延年益壽活性
物質物質：：這種天然活性精華含有這種天然活性精華含有400400多種生物多種生物
成分成分，，其中一部分是人體自身無法合成其中一部分是人體自身無法合成，，複複
雜而奇特的成分決定了綠蜂膠神奇的保健效雜而奇特的成分決定了綠蜂膠神奇的保健效
果果。。

33．．綠蜂膠是天然超強抗氧化劑綠蜂膠是天然超強抗氧化劑，，能有能有
效清除自由基效清除自由基、、抗氧化衰老抗氧化衰老：：人的衰老過程人的衰老過程

是一個是一個““氧化氧化””過程過程，，如血液循環不暢如血液循環不暢、、代代
謝失衡謝失衡、、基因突變等都與氧化應激造成的損基因突變等都與氧化應激造成的損
傷有關傷有關。。綠蜂膠中的黃酮類物質綠蜂膠中的黃酮類物質、、萜烯類物萜烯類物
質質、、以及多種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等都具有很以及多種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等都具有很
強的抗氧化作用強的抗氧化作用。。這些物質被蜜蜂巧妙地結這些物質被蜜蜂巧妙地結
合在一起做成蜂膠合在一起做成蜂膠，，在活化細胞在活化細胞、、延緩老化延緩老化
、、抑製色素形成抑製色素形成、、排除體內毒素排除體內毒素、、遏製基因遏製基因
突變等方面有良好的作用突變等方面有良好的作用。。

44．．增強免疫活力增強免疫活力，，改善亞健康狀態改善亞健康狀態：：
若綠蜂膠能夠激活免疫系統若綠蜂膠能夠激活免疫系統，，增加抗體生成增加抗體生成
量量，，增強吞噬細胞活力增強吞噬細胞活力，，從而及時清除衰老從而及時清除衰老
病變的細胞和病原微生物病變的細胞和病原微生物，，有效改善血液循有效改善血液循
環問題環問題，，預防亞健康狀態的出現預防亞健康狀態的出現，，保持人體保持人體
的健康而起到保健延年的作用的健康而起到保健延年的作用。。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綠蜂膠，，蜂膠中的王者蜂膠中的王者，，巴西第巴西第

一名牌一名牌，，世界公認最佳品質世界公認最佳品質：：自自19821982年以年以
來最悠久的生產歷史來最悠久的生產歷史，，有效成分含量業內最有效成分含量業內最
高高，，淨濃度淨濃度8585%%，，類黃酮類黃酮77%%、、酚多體酚多體33..55%%
，，且絕無蜂蠟無酒精且絕無蜂蠟無酒精，，不含任何重金屬有害不含任何重金屬有害
元素元素。。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1--866866--690690--4888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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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區總代理太區總代理

北 美 免 費 長 途北 美 免 費 長 途 ：： 11--866866--690690--48884888
Email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service@royalnatura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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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健康長壽健康長壽，，奧秘何在奧秘何在

高血脂癥可引起胸悶高血脂癥可引起胸悶、、心悸心悸、、暈旋暈旋、、手手
腳麻痹腳麻痹、、冰冷冰冷、、腹脹和昏睡等癥狀腹脹和昏睡等癥狀，，它常合它常合
併見於血壓升高併見於血壓升高，，血糖升高血糖升高，，脂肪肝等脂肪肝等。。降降
低血脂水平是預防和治療其他常見病癥的重低血脂水平是預防和治療其他常見病癥的重
要而有效的手段要而有效的手段。。

如何有效降低血脂如何有效降低血脂？？如何平衡各種降血如何平衡各種降血
脂方法的利弊脂方法的利弊？？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降低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降低
血脂的方法血脂的方法？？這些無疑是人們最關心的這些無疑是人們最關心的。。高高
血脂癥的治療原則是飲食療法血脂癥的治療原則是飲食療法++運動療法運動療法++藥藥
物療法物療法。。目前還沒有很合乎生理要求的降脂目前還沒有很合乎生理要求的降脂

藥物藥物。。多數降脂僅有短時療效多數降脂僅有短時療效，，停用藥物後停用藥物後
血脂往往又反跳升高血脂往往又反跳升高，，而長期用則出現明顯而長期用則出現明顯
副作用副作用。。因此因此，，自然療法成為醫學家探尋的自然療法成為醫學家探尋的
目標目標。。當科學家們發現巴西綠蜂膠降血脂療當科學家們發現巴西綠蜂膠降血脂療
效顯著而穩定效顯著而穩定，，且無不良反應且無不良反應，，立即受到關立即受到關
註註。。

臨床研究顯示綠蜂膠使血脂下降臨床研究顯示綠蜂膠使血脂下降3535%%，，
總有效率達總有效率達8080%%以上以上：：中國九家權威醫學院中國九家權威醫學院
及附屬醫院聯合進行了蜂膠治療高血脂的臨及附屬醫院聯合進行了蜂膠治療高血脂的臨
床研究床研究，，在停止其他降低血脂藥的情況下在停止其他降低血脂藥的情況下，，

給高血脂病人每天服用給高血脂病人每天服用33次蜂膠次蜂膠，，療程療程22～～33
個月個月，，結果患者的血清甘油三脂結果患者的血清甘油三脂、、膽固醇均膽固醇均
顯著下降顯著下降，，平均下降平均下降3535%%左右左右，，總有效率在總有效率在
8080%%以上以上，，且出現持續且出現持續、、累進的作用累進的作用，，更可更可
喜的是對頑固性高血脂患者也有效喜的是對頑固性高血脂患者也有效。。

顯著改善血液循環顯著改善血液循環，，預防心率不齊預防心率不齊、、腦腦
部血液循環障礙的發生部血液循環障礙的發生：：過多的血脂成為血過多的血脂成為血
管內的垃圾管內的垃圾，，造成血液粘稠度增高造成血液粘稠度增高，，血管阻血管阻
塞塞，，引發心率不齊或卒死引發心率不齊或卒死。。中國中國““九五九五””研研
究和日本究和日本、、巴西和歐美等國的研究均發現巴西和歐美等國的研究均發現，，

蜂膠在降低血脂的同時蜂膠在降低血脂的同時，，使血液粘滯度使血液粘滯度、、血血
小板黏附聚集小板黏附聚集、、紅細胞壓積紅細胞壓積、、纖維蛋白元等纖維蛋白元等
血液流變學指標顯著改善血液流變學指標顯著改善，，淨化血液淨化血液。。從而從而
，，起到預防心率不齊和腦部血液循環障礙的起到預防心率不齊和腦部血液循環障礙的
發生發生。。

綠蜂膠使心腦微循環發生障礙率顯著減綠蜂膠使心腦微循環發生障礙率顯著減
少少。。高血脂可使心腦微循環意外增多高血脂可使心腦微循環意外增多，，血脂血脂
水準下降水準下降11%%，，因心腦微循環障礙的死亡率可因心腦微循環障礙的死亡率可
下降下降22%%，，因此因此，，降低血脂水準是預防和治療降低血脂水準是預防和治療
心腦微循環障礙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心腦微循環障礙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醫學醫學
家證實高血脂癥患者在使用綠蜂膠後家證實高血脂癥患者在使用綠蜂膠後，，使心使心
腦微循環障礙的發生率可下降腦微循環障礙的發生率可下降1010～～2323%%，，起起
到血管清道夫的作用到血管清道夫的作用。。實踐表明實踐表明，，蜂膠有效蜂膠有效
防治或延緩血管狹窄和阻塞防治或延緩血管狹窄和阻塞，，從而對心腦微從而對心腦微
循環障礙的改善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循環障礙的改善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這也這也
正是綠蜂膠得天獨厚的魅力所在正是綠蜂膠得天獨厚的魅力所在。。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1--866866--690690--4888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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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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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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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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德州本地新聞

專欄 杏林夜談24
談天說地之七：自強莊敬 (下)

(5) 深入探討《青
囊書》
依 我 個 人 之 見 ：

《青囊書》如果不
是華佗家中留存的
那一冊外，便是樊
阿（華佗弟子之一
）受業時的抄本和
他自己的筆記。經
我審閱再三，我認
係樊阿之抄本和受
業時所作的筆記最
為可靠，我的這個
推論前不見古人，
盼後有來者贊同我
的看法。試擇要點
論述如下：
（ 一 ） 此 書 名 為

《華佗神醫秘傳》
係樊阿尊師為“神

醫”之稱謂，又書中之每個方劑都以“神”方名之 ，如果此係
華佗原青囊書，華氏絕不會用“神”這個字眼的，而且每付方劑
又命名為神方，豈不太矯情，也絕不符合華佗之人品；弟子樊阿
感師恩而尊“神”則不為過。又孫思邈在序中提及任何華佗的方
劑都評之為 「要訣」不用 「神方」這個字眼。孫是唐朝名醫，華
活在後漢，兩人既非師承，又有數朝約五百年之隔，沒有必要尊
華佗為神了，只有弟子見到神效，故稱老師的處方為 「神方」
。

（二）孫思邈在序中稱華佗的刳腸湔胃 ，用法奇而奏效尤
速也，治病之法，舍方劑外，兼重針灸與洗伐（外科手術）。唯
原書編制散亂，門類錯雜，蓋係隨時手錄之本。且文字有難解之
處，字跡多漶漫之憂，非盡人所能索解。這可以解釋為樊阿抄錄
和作筆記時的筆誤。所以孫思邈做了 「散者集之 ，蝕者補之」
的工作。此序作於永淳元年仲春。彭靜山認為永淳元年（唐高宗
李治最後的年號，干支為癸未，公元683年）仲春，年代相符，
可信度甚高。至於孫思邈為另冊《華仙佗醫經錄》的序文中的重
點文句乃 「宗醫於未疾」，對華佗的外科手術毫無涉及， 而

“未疾”對任何醫者都可稱之，非能者若孫氏之言也。我也認為
此序之真偽頗有疑問，絕非孫氏之筆，華氏醫學以刳腸湔胃外科
手術為主，此序文未論及，以孫氏之才未將重點凸顯，已屬不該
，何況僅以平常之言論述之。

(6) 探討華佗大弟子—樊阿
（三）華佗的弟子有多人，其中以廣陵（揚州）吳普，江蘇

彭城樊阿和長安李當之最為優秀。吳普著《吳普本草》，李時珍
云： 「書分記神農、岐伯、桐君、雷公、扁鵲、華佗、李氏
（李當之？待考）所說性味甚詳。」李當之著《李當之藥錄》。
獨樊阿沒有著述，但樊阿是華佗弟子們中，醫術最高明的，惜文
字並不高明，所以孫思邈云： 「字跡多漶漫之憂，非盡人所能索
解。」他尤善針灸，擅長深針，又勇於探索新知，是把華佗外科
手術學得最精良的人。華佗為病人動手術時，第一助手非樊阿莫
屬 。關雲長的刮骨療傷，那年華佗已逝，當為樊阿的傑作。他
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很真實地記錄和抄錄下華佗授業教課所作
的筆記，可惜樊阿文字修養功夫略遜，致筆記誤漏難免；後經孫
思邈斧正校對，致能索解暢通。我云樊阿文字功力不及吳普和李
當之，蓋吳普和李當之都有著述傳世，樊阿文字功力雖不及同儕
，但他外科手術技術一流，成為華佗開刀的第一助手。樊阿抄錄
了華佗青囊書的前二卷；卷一，華佗論病理祕傳：論人法於天地
、論陰陽大要、論生成...等共48論，之中並沒有使用 「華仙神論
」之言。又卷二，華佗臨症說傳：華佗治頭痛身熱要訣、華佗治
肢煩口乾要訣為等共28要訣，樊阿沒有使用 「神訣」的字眼。
從卷三到卷廿一是樊阿記錄華佗授業解惑時的筆記，共計1103
方，這些方劑被樊阿所記錄下來，尊之為 「神」方，譬如卷三之
首方即為震撼醫壇的華佗麻沸散神方，第6方即有名的華佗神膏
方。如果略加留心細察，第19卷的華佗獸醫科秘傳的“華佗治
閹豕為方”，樊阿沒有用 「神方 」改僅用秘方， 因為是教授閹
豬的手術操作，結紥和線縫創囗等的方法。等到下一課，華佗傳
授閹馬牛羊等的手法，樊阿就知道該用 「法」不該用方了，於是
他改正過來了。

至於卷二十， 華佗製煉諸藥祕傳共十法，樊阿便知道錄
〈華佗煉元明粉說法〉，沒有尊之為神法了（此卷或係採用未焚
毀的青囊書原卷）。可見《華佗神醫祕傳》非華佗的原《青囊書
》，而係樊阿的手抄和記錄的筆記本。

(7) 評論倉公醫學
（四）到了卷二十二，卷名〈華佗注倉公傳〉， 這一卷是

樊阿附加上去的，非青囊書原物。也就是說附在樊阿筆錄的最後
，是樊阿的個人作品。如果華佗的《青囊書被燒毀》，這一卷永
遠不會被燒掉的。這一卷是樊阿記錄華師上課評論淳于意（倉公
）的醫學，華師也僅評了四案，其一為疽疾，華佗認係外科手術
之疾，倉公不為手術竟致齊侍御史病亡。其二為氣膈，華佗對倉
公的治療有不同看法，其三為涌疝，華佗對倉公治齊為中令涌疝
不與苟同，幸齊中令得溲而愈之。其四為熱病氣，華佗認為倉公
該用針灸取天柱穴可愈，而倉公不用針而用湯劑，甚為不妥（可
能倉公不識針灸術）。再下來樊阿錄了學友吳普的評倉公醫案，
僅此一案，即案五為風癉客脬，乃大小便不暢，小便紅赤，倉公
使用火劑湯，吳普大加撻伐倉公不該用熱劑，火劑湯含附子、肉
桂、大㦸、大黃、漢防己、車前子，內行人一看便知，吳普認為
可用白蝴蝶花根煎湯飲即可見效。由此可見吳普的評注非華佗
《青囊書》原文。

就評論倉公的26個醫案中 ，華佗評了4案，吳普評了1案
，剩下的21案全由樊阿包辦評注。 也就是從案6到案26都是樊
阿的醫學心得，他評與倉公相異的有3案，1案異同各半，17案
與倉公醫案相同，其中一案樊阿云：脾可割可補為唯大忌嘔血，
大忌流汗 ， 醫遇此症，貿然進藥者多矣，吾願舉是（指此案；
筆者加注）以曉之。“脾可割”，由此可知樊阿擅外科手術。又
評倉公治“傷肺溲血”案，樊阿云： 「吾師雖能割腹，不能剪肺
。」由此可見那時華佗手術可開臚，還不能開胸腔，他對倉公治
腰脊痛一案云： 「吾師有膽，倉公有識」。他稱贊華師和倉公，
樊阿頗有科學態度，既不損倉公，也不卑華佗，有膽有識，正是
樊阿的醫德。卷二十二既是樊阿個人學習華佗醫學的心得，華佗
豈會將弟子之作品，納入青囊書之理，但青囊書已遭焚毀了，後
人將樊阿的筆記本和他撰寫的卷二十二當作青囊書一併流傳於世
，《青囊書》何幸之有？！樊阿居功之偉，大矣哉。」

(8) 名副其實
丁大夫搶著說： 「哇！成醫師你真了不起呀！我從來還沒有

看到過一個中醫師有你這樣讀古籍的，既精專又深入，既辨解又
創新，簡直是一篇中醫博士論文，可稱之為〈華佗青囊書考証〉
。我真沒有想到一個病人送的 「華佗再世」最普通不過的匾，為
了名實更相符一點，會造就出一個與華佗毫無淵源而精通華佗醫
學的人才，華佗是個無師承的古人，千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你
居然把他的醫術搞通了，豈是科班出身的醫家可比擬？你不是華
佗再世是什麼？掛匾當之無愧啊。」(全文完)

成彥邦成彥邦

第二十屆海創會開幕第二十屆海創會開幕 匯聚創新要素促國際科技合作匯聚創新要素促國際科技合作

第二十屆第二十屆““中國中國··海峽創新項目成果交易會海峽創新項目成果交易會”（”（間稱間稱““海創會海創會”）”）
在福建福州開幕在福建福州開幕，，本屆本屆““海創會海創會””為期三天為期三天，，圍繞圍繞““項目項目、、技術技術、、資本資本
、、人才人才””要素要素，，設置數字經濟館設置數字經濟館、、海洋經濟館海洋經濟館、、綠色經濟館綠色經濟館、、文旅經濟文旅經濟
館和綜合創新館館和綜合創新館，，以及創新成果展以及創新成果展、、國企創新展國企創新展、、金融服務展金融服務展、、六海協六海協
作展等展區作展等展區。。圖為裸眼圖為裸眼33DD大屏吸引慘觀者大屏吸引慘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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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美國紐約康尼島慘加人們在美國紐約康尼島慘加““美人魚遊行美人魚遊行”。”。作為紐約夏季最精彩作為紐約夏季最精彩
的活動之壹的活動之壹，，康尼島康尼島““美人魚遊行美人魚遊行””受新冠疫情影響連續兩年被取消受新冠疫情影響連續兩年被取消，，
今夏正式回歸今夏正式回歸。。

比臉還要大比臉還要大！！土耳其男子采摘巨型蘑菇土耳其男子采摘巨型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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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6月23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中國花樣游泳隊在本屆世錦賽表現出色，接連創造歷
史。王柳懿/王芊懿在雙人技術自選決賽中奪冠，這

是中國隊首次在世錦賽花樣游泳奧運項目中奪冠；石浩
璵/張依瑤獲得混雙技術自選項目季軍，這是中國隊首次
在世錦賽混雙項目中登上領獎台。

在當地時間21日進行的集體技術自選決賽上，中國
隊再創歷史。預賽中姑娘們就以94.0039分位居第1。決賽
中，中國隊派出的陣容包括常昊、馮雨、王賜月、王柳
懿、王芊懿、向玢璇、蕭雁寧、張雅怡8名選手，在12支
隊伍中第7位出場。

中國隊節目的表現主題為《追夢》，背景音樂是《我
愛你中國》，整套節目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完美詮釋中
國文化。中國隊在決賽中的表現更為出色，以94.7202分
奪得冠軍。日本隊和意大利隊分別以92.2261分和91.0191
分獲得銀牌和銅牌。

楊浚瑄 湯慕涵分獲冠季
這是中國花樣游泳隊首次在世錦賽奧運集體項目中奪

冠，實現了自1983年建隊以來的歷史性突破。
在當天進行的女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上，中國游泳隊

迎來了本屆世錦賽的首枚金牌。決賽中，20歲的楊浚瑄在
第2泳道，19歲的湯慕涵位於第8泳道。出發後兩位中國
選手並不處於領先位置，50米後楊浚瑄位居第5，而湯慕
涵在100米後仍居末位，但在後半程，兩名中國小將強勢
逆轉，楊浚瑄迅速搶到首位並保持到比賽結束，湯慕涵最
終追到第3名。

楊浚瑄和湯慕涵是中國隊在去年東京奧運會女子4×
200米自由泳接力奪冠時的成員。對於楊浚瑄來說，這是
她職業生涯首次獲得長池世錦賽冠軍。她賽後坦言有些意
外，賽前身體狀況不太好，一直在不斷調整、調動自己，
並沒有準備好迎接這枚金牌，但能有這樣的結果很不容
易，是非常寶貴的一次經驗。

這是本屆世錦賽開賽以來，中國游泳隊獲得的首枚
金牌。在此前進行的女子100米蝶泳決賽上，中國選手
張雨霏還曾獲得了一枚銅牌。

當日還進行了其他項目比拚。在男女4×100米
混合泳接力決賽中，徐嘉余、閆子貝、張雨霏、程
玉潔組成的中國隊以3分43秒55獲得第6，美國隊
以3分38秒79的成績獲得冠軍，澳洲隊和荷蘭隊
分獲2、3名。男子50米蛙泳決賽中，中國選手閆
子貝以27秒18獲得第7，美國選手尼克．芬克以
26秒45的成績奪冠。

張雨霏以第5名晉200蝶決賽
此外，在女子200米蝶泳準決賽中，東京奧

運會該項目冠軍張雨霏以第5名晉級決賽，朱嘉
銘位居第14無緣晉級。男子100米自由泳準決賽
中，潘展樂以第5名晉級決賽。男子200米混合泳
準決賽中，東京奧運會該項目冠軍、中國名將汪
順狀態不佳，排名墊底遭淘汰。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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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202
分，世錦
賽金牌！
21日，中國
姑娘首次站
上游泳世錦賽
集體技術自選的
最高領獎台，這
是中國花游隊自
1983年建隊以來在奧
運集體項目上取得的
歷史性突破。
張曉歡曾經是中國

頂尖花游運動員，退役後
擔任教練，共經歷過五屆奧
運會和九屆世錦賽。作為現
國家隊教練組組長，她在賽後
激動地說：“中國花游從來沒
有在世錦賽奧運集體項目中獲得
過金牌，這是幾代花游人共同努
力的結果。我們在東京奧運會銀
牌這麼高的起點上，肩負着前輩們
的責任和希望、光榮和力量，繼續
往前衝。”
這是一支去年12月才集結的隊

伍。上屆世錦賽收穫5枚銀牌、東
京奧運會取得雙人和集體兩項亞軍
的大部分主力功臣悄然隱退，只有
三位奧運選手留了下來。

這是一個年輕的教練團隊。東
京奧運教練組中只有張曉歡一人
留任，其餘教練大多是第一次執
教世錦賽。“和以往相比，這一
次備戰工作困難重重、挑戰多
多。因為疫情我們沒有比賽，
也無法進行戶外適應訓練。”

直至21日，中國花樣游
泳已在本屆世錦賽實現了三
次歷史性突破：從王柳懿/
王芊懿姐妹倆的雙人、石
浩璵/張依瑤的混雙再到
集體技術自選。接下
來，他們還將向三個
自由自選項目的最
高峰發起衝擊。

◆新華社

第19屆世界游泳錦標賽當地時間21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繼續進行。在花樣游泳集體技術自選決賽

上，中國隊以94.7202分奪冠，首次摘得世錦賽該項目金牌。在女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中，中國選手楊

浚瑄、湯慕涵分別獲得冠軍和季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第56屆世界乒乓
球團體錦標賽將於今年9月30日至10月9日在成都舉

行，國際乒聯（ITTF）22日公布男女各40支
參賽隊伍名單，其中港乒男女隊齊齊入圍。

由於2020年釜山世乒賽團體賽因為疫情
被迫取消，距離上次舉辦團體世乒賽已經過去
了4年。2018年，中國隊在瑞典哈爾姆斯塔德
舉行的比賽中奪得男子和女子團體冠軍，今年
主場作戰，將再次成為最大的奪冠熱門。

根據世乒團體賽比賽規則，40支參賽隊
將分為8組，每組5支隊伍。各小組將進行單
循環賽，小組前兩名晉級淘汰賽。

國際乒聯、中國乒協、成都市政府有關

部門正共同努力，確保球員們在最好、最安全的條件
下比賽。2022年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籌備委員會
已制定了廣泛的疫情防控對策，在賽事期間進行嚴格
的閉環管理，以確保所有參賽者的順利抵達、安全參
賽和安全返回。
國際乒聯執行副主席、WTT世界乒聯理事會主

席、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表示：“成都是一座美麗、
時尚、充滿活力的城市，這裡曾經成功舉辦了國際乒
聯男子世界盃、女子世界盃以及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
等高級別的賽事，這次世乒賽又將為成都創造新的歷
史。作為東道主，我們期待球員們能在成都展現乒乓
球的風采，同時也希望球迷們能在金秋10月享受一
場乒乓球的盛宴。”

世乒賽參賽隊伍出爐世乒賽參賽隊伍出爐 港男女隊入圍港男女隊入圍

◆楊浚瑄在
女子200米自由
泳決賽奪冠。

法新社

◆ 頒 獎 台
上，手持金牌的
中國姑娘人比花
嬌。 新華社

◆◆ 成都世乒賽成都世乒賽2222日迎來日迎來
倒數倒數100100天天。。 ITTFITTF圖片圖片

▼▼ 在東奧奪女團銅牌的港乒在東奧奪女團銅牌的港乒，，99
月將戰世乒賽月將戰世乒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隊奪花游集體技術自選冠軍中國隊奪花游集體技術自選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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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发现自己天天晨起没精神，头晕脑胀、四肢

酸胀，活动一下才缓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多

数人都认为这是没有休息好，其实很可能是“痰

湿体质”导致的。

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脾把吃进的饮食转

变成可吸收营养物质并输部到全身，暴饮暴食、

过吃寒凉都会使脾功能受损，清浊不分造成痰湿

不能及时排出体外，长此以往身体变成痰湿体质

。痰湿造成体内气血运行不畅、脏腑功能失调，

也是体内发生肿瘤的重要因素。

怎么才能改变痰湿体质对身体的影响？首先

注意不要伤脾，并通过健脾理气化湿的方法来解

决“脾主运化”的问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中华

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委、北京中医药学会肿瘤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李泉旺教授教您改变“痰湿体

质”的日常方法！

痰湿体质有什么表现

常表现为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满面油光，

头晕脑胀、四肢酸懒、腹胀便溏，舌体胖大、齿

痕明显。

管住嘴是关键

当今社会，脾胃功能功能受损主要跟“吃”

相关，饮食不节、暴饮暴食、辛辣刺激、过食生

冷寒凉食物常常损伤脾胃运化功能，过量的营养

物质蓄积体内形成痰湿体质。因此管住嘴就成了

预防痰湿体质的关键，因此要做到：

1、饮食节制：不要暴饮暴食 ，特别对肥甘

厚腻不要过量。长期饮食不节，超过脾运化饮食

的能力，损伤脾胃造成痰湿内生。

2、切忌贪凉：过食生冷水果、冰凉的啤酒

、冷藏在冰箱中的冷饮等，都容易损伤脾的阳气

，进而损伤脾的运化功能。

3、少吃辛辣：在享用烧烤、火锅之类刺激食

物时，在损伤脾胃功能同时往往还有湿热产生。

迈开腿才能去痰湿

中医学认为“气行则湿化”：痰湿体质常常

变现为身体疲乏、四肢酸软不想活动，这是气血

运行不畅造成的，通过适量的运动，可以促进气

血的运行将痰湿排出体外，有助于脾功能的恢复,

起到理气健脾的作用。

1、体育活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运

动，比如羽毛球、乒乓球、慢跑散步等。

2、健身运动：太极拳、五禽戏、保健操等

都可以有助于气血运行。

不要小瞧调情志

中医学认为“忧思伤脾”：郁郁寡欢、情绪

低落、思虑过度等情绪因素，都会导致肝郁气滞

，影响脾的运化功能。调畅情志心情愉悦有助于

脾的正常的运化功能。

要做到少熬夜，睡眠不足特别容易造成情绪

低落，保持充足的睡眠能避免损伤脾的功能。多

运动，适当的体育运动能够缓解压力、愉悦身心

，有助于脾功能的恢复。

日常保健 常食药膳

日常药膳是中医特色，选择药食同源的食物

能够有助于理气健脾，帮助恢复脾的运化功能，

避免形成痰湿体质。

1、陈皮 薏苡仁 山药 大枣（理气健脾化湿）

陈皮功能理气健脾，配合薏米、山药、大枣

的健脾化湿功能是很好的药膳，特别适合痰湿体

质伴有腹胀、腹泻的症状的人群。

2、陈皮 白扁豆 茯苓 莲子（去芯）（理气健脾

助眠）

陈皮功能理气健脾，配合白扁豆 茯苓 莲子

（去芯）的健脾化湿安神功能是很好的药膳，特

别适合痰湿体质伴有腹胀、失眠多梦的症状的人

群。

日常保健常按穴位

足三里：在小腿前外侧，当犊鼻下3寸，距

胫骨前缘一横指。功能：调理脾胃、补中益气；

可使胃肠蠕动有力而规律，并能提高多种消化酶

的活力，增进食欲，帮助消化。可以采用穴位按

摩和艾灸两种方法：

方法：每天用大拇指或中指按压双侧足三里

穴一次，每次每穴按压5-10分钟，每分钟按压

15-20次，注意每次按压要使足三里穴有针刺一样

的酸胀、发热的感觉。

方法：有条件可用艾条做艾灸，每周艾灸足

三里穴1-2次，每次灸15-20分钟，艾灸时应让艾

条的温度稍高一点，使局部皮肤发红，艾条缓慢

沿足三里穴上下移动，以不烧伤局部皮肤为度。

以上两法只要使用其一，坚持2-3个月，就会使

胃肠功能得到改善。

日常保健调体质防肿瘤

痰湿体质是当今最常见的体质，它是由于脾的

运化功能受损形成的，痰湿作为病理产物留存于体

内能够产生多种疾病，肿瘤也是由于痰湿长期留存

体内造成气血运行不畅、脏腑功能失调形成的，在

体检是常常发现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

、胆囊息肉、胃肠息肉、脂肪瘤、肌瘤等都跟痰湿

体质的代谢异常相关，也是肺癌、胃肠癌、胰腺癌

、乳腺癌等常见肿瘤的重要病因之一，因此日常体

质调理对预防肿瘤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今年肿瘤防治宣传周的主题是“肿瘤防治早

早行动”，让我们一起关注体质，预防肿瘤。

天天晨起没精神，头晕脑胀……你可能是“痰湿体质”

在机体抵抗力薄弱，不正确生活习惯养成时

某些病菌会趁虚而入，而受到感染的疾病会来袭

，其中幽门螺旋杆菌很危险。作为一种可以在人

体胃部寄生，不断生存且影响消化系统健康的病

菌，可谓是无处不在，它是如何入侵的应该了解

清楚。有的人说幽门螺旋杆菌是吃出来的，具体

情况如何？

哪些食物需要远离

隔夜食物 为了防止幽门螺旋杆菌入侵威胁健

康，有部分食物要少摄入，例如剩饭剩菜。有的

人提倡节俭，觉得吃剩下的东西放到冰箱保鲜，

隔天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但是，想要不浪费应该

注意食材量的把控，不要过度浪费食物，而这些

吃剩下的东西也不要保留到隔天。如果保存条件

不佳，容易变质，另外，放到冰箱保鲜容易细菌

滋生，有的人在外面饭店吃饭，吃剩下的东西打

包隔天吃，这样给幽门螺旋杆菌传播提供机会。

生冷食物 饮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很多人

在没有选对食物的情况下会引发疾病，而部分食

物容易成为疾病的传染源。那些喜欢摄入生冷食

物的人，除了拉肚子，还有一定风险被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

生冷食物和熟食不一样，没有完全煮熟，或

者直接吃生的，可能还存在寄生虫。另外，这些

生冷食物要经过多道工序制作，切片，腌制，也

有细菌滋生的可能。如果长时间摄入这种食物，

有可能会感染幽门螺旋杆菌。

流动摊位的食物 路边流动的小摊很吸引学

生群体，特别是在校门口售卖，往往排起了长队

，恰好是这些美味的食物暗藏凶险。流动的小摊

卫生条件堪忧，加上在室外这些食物没有做好保

护措施，容易受到污染。附着在上面的是看不见

的细菌、微生物、灰尘，加上人口流动大，不注

意卫生问题，食材的保存环境不佳，有传播幽门

螺旋杆菌的情况。为了健康着想，这些流动的小

摊食物不要吃太多。

幽门螺旋杆菌很狡猾，传播途径也多，不注

意饮食卫生安全，确实会让该病菌趁虚而入，而

受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胃部功能降低，很多人

炎症，溃疡出现，和这种病菌不断发展有关。数

量越来越多，逐渐损伤胃黏膜，没有及时发现并

合理应对，会增加胃癌的患病率。有的食物能不

吃就不吃，才能防止病从口入。

如何预防幽门螺杆菌 理论上，疫苗的预防

效果最好，如乙

肝疫苗，能有效

预防乙肝。但是

，目前幽门螺杆

菌疫苗还在实验

阶段，没有在临

床上使用。可通

过以下措施降低

幽门螺杆菌感染

率。

1.少去不卫

生的地方用餐，

特别是路边摊，

那里的餐具可能

消毒不合格。

2.进餐时使

用公筷，不将食

物嚼碎了喂小孩

，餐具要定时消

毒，高温可以杀灭幽门螺杆菌，用沸水煮沸10到

15分钟即可。

3.个人的生活用品一定要分开使用，不要共

用牙刷，碗筷等等。

4.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少吃盐，饮食清淡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5.多锻炼身体，提高自身免疫力。

幽门螺杆菌多半是“吃”出来的 一定少碰这几种食物

中国人对带馅的食物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热爱。

无论包子、饺子，还是馅饼、锅贴，它们都

是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相比之下，烧麦的存在感似乎没那么强。

它不像饺子，既是家常又是很多节庆的必备。

也不像包子，千变万化，甚至可以美得像一

个艺术品。

烧麦虽然低调，但从北到南，无数个清晨，

把我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正是一只油重味厚

的烧麦。

01烧麦、烧卖、烧梅还是捎卖？

烧麦，绝对是马甲最多的美食了。

烧卖、捎卖、稍麦、烧梅、开口笑、鬼蓬头

……这些都是它的小号。

同一种美食，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字，这

很正常。

羊肉、糯米、鲜笋、青菜，一笼开花的烧麦

，你最pick哪种馅？

不过，烧麦这一种食物为啥会有这么多名字

呢？

烧麦、烧卖，这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两个词，

也是出现最早的。

烧卖一词，最早出现应该还是在中国人厨艺

大爆发的宋代。

明代嘉靖时洪楩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一

书，收录宋话本《快嘴媳妇李翠莲记》，其中就

提到：“烧卖匾食有何难，三汤两割我也会。”

元朝时，高丽国（今朝鲜半岛）出版的汉语

教科书《朴世通》上，就有元大都（北京）售卖

“素酸馅稍麦”的记载。

该书对“稍麦”一词加注，说是以麦面做成

薄片包肉蒸熟，并且还提到“当顶做花蕊，方言

谓之烧卖”。

这种烧麦与当今做法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烧

卖、烧（稍）麦这两个词也都存在。

明清时期，很多文献记载中，也都有烧麦的

踪影，至于到底是哪个词，两者也都存在。

除了烧麦和烧卖之外，还有捎卖、烧梅、纱

帽、开口笑、鬼蓬头等等很多名字，而这与烧麦

的传播历程有关。

这些名字大多出现在明清，尤其是清代之后

，出现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方言、口音以及读音讹

误。

比如西北一些地区称之为“捎美”，而在湖

北又叫“烧梅”，上海嘉定的“纱帽”，闽粤一

些地区的“晓卖”，这些花名大多是因为方言读

音造成的。

也有一些俗名，比如鬼蓬头就是清代扬州对

烧麦的俗称，《扬州画舫录》就有记载：“文杏

园以稍麦得名，谓之鬼蓬头。”

而“开口笑”则是清代福建地区对烧麦的俗

称。

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很多卖烧麦的不是饭馆

，而是茶馆，所以当时也有写成“捎卖”，取

“捎带着卖”的意思（相声里并没有胡说八道）

。

一种食物，有这么多名字，可见烧麦传播范

围之广。

比烧麦名字更丰富的，大概就是它的馅料，

你在南北方吃到的烧麦，可能完全是两种食物。

02北方烧麦，有肉才是正统

无论在内蒙、东北、北京还是山东，肉，才

是北方烧麦的灵魂。

在一众北方烧麦里，最硬核的当属内蒙的羊

肉烧麦。

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里，黑道大哥的女

人想吃烧麦，都要从山西大同往呼和浩特赶。

毕竟，一屉晶莹透明、皮薄如翼、汁水充足

、柔韧不破的羊肉烧麦，不仅给塞北的内蒙人带

来了充足的热量，也带来了无穷的滋味。

滋味来自内蒙的草原羊肉，不仅没有膻味，

肉质还十分鲜嫩。

羊肉不能用绞肉机绞碎，而是要手切成小丁

，拌上葱姜，浇上胡麻油，一股专属于内蒙羊肉

烧麦的香气就出来了。

优秀的羊肉烧麦，皮薄是必须的。晶莹剔透

的外皮需要烫面，再用走棰擀出荷叶型的花边。

左手拿皮，右手挑出馅料，放到烧麦皮中间

，顺势收拢，这样蒸出来的烧麦才会开花。

烧麦上桌后，要趁热食用，倒上一碟醋，喜

欢吃辣的再拌点辣椒，将烧麦在醋中翻滚一下。

轻轻咬上一小口，慢慢吸出烧麦里的汤汁，

羊肉的香气混合着葱香，包裹住口腔，只是小心

不要烫到嘴。

随后再大口咬下去，肥瘦相间的羊肉馅还保

持着Q弹的口感。

砖茶，是蒙古羊肉烧麦的最佳CP。吃一个烧

麦，抿一口砖茶，茶香带走羊肉留在口中的油腻

。

需要注意的是，烧麦在内蒙古不按个卖，不

按屉卖，而是按“两”卖，一两烧麦在包头是六

个，在呼和浩特是八个。

这个“两”不是指烧麦的重量，而是烧麦皮

的重量。所以，在呼和浩特也有“二两烧麦憋死

汉”的说法。要是能吃下半斤的，绝对是神人了

。

其实在大同，当地也十分讲究做烧麦，毕竟

内蒙也有很多当年“走西口”过去的山西人，两

地文化习惯有很多相通之处。

大同当地的百花烧麦，在造型上更为精美，

一屉烧麦中有不同的花型，馅料也

不拘泥于羊肉，鸡、猪、牛、羊都

可以包含其中。

如今，百花烧麦已经成了大同

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京卖烧麦最有名的馆子是

“都一处”，现在做得怎么样不评

价，但清朝时，是乾隆皇帝给题的

名。

有很多的小吃都会拿乾隆皇帝也做文章，不

过在烧麦这里，乾隆爷可能是真爱。

不仅给都一处赐过名，下江南时的菜单里有

烧麦，甚至还给烧麦写过诗。

03包邮区烧麦，锁住每一刻的鲜美

到了包邮区，肉就不再是烧麦馅的唯一选择

了，烧麦的百变也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

喜欢碳水包碳水的包邮区人民，自然也没放

过烧麦，酱油糯米烧麦在包邮区广泛存在。

外皮韧劲十足，内馅浓香鲜糯，再加上充足

的优质，让糯米烧卖格外的瓷实。

一个烧麦，一杯豆浆，就可以给很多人提供

一上午的充足能量。

在糯米烧麦的基础上，笋丁、肉丁、咸蛋黄

、玉米……都可以成为馅料的搭配，朴实的烧麦

也可以百变千面。

除了最常见的糯米烧麦，包邮区也将很多时令

美食包进烧麦里，造就了不少江南特色的烧麦。

上海的下沙烧麦，诞生在明代，它的名字源

于上海南汇的下沙镇，当然现在是浦东新区了。

与普通烧麦的扁扁圆圆不同，下沙烧麦体型

修长，分甜咸两馅。

甜的是用猪油炒制的豆沙馅，而咸的则是用

笋、猪肉和猪皮冻。

笋肉烧麦是最受欢迎的，猪皮冻的存在要蒸

好的烧麦有了汤包的感觉，春笋的季节又短，让

它成为真正的时令美食。

扬州翡翠烧麦，是扬州早茶的代表美食之一。

虽然它看起来是素馅，但又不完全素，其中

加了猪肉。

杭州人爱吃笋，自然也要把笋包进烧麦里。

与下沙烧麦类似，都是猪肉和笋做馅，不同

季节用不同的笋，春笋、鞭笋、冬笋，甚至还会

把笋晒成笋干，做成笋干肉烧麦，又是一种独特

的味道与口感。

04不同的烧麦带来不同的惊喜

武汉的重油烧梅，与包邮区的糯米烧麦类似

，不过油更重、肉块更大，闪耀的黑胡椒也带来

了更重的口味。

蒸好的糯米饭加香菇、肉搅拌在一起，加胡

椒拌成馅，包好后上笼屉猛火蒸熟，香气扑鼻，

口感嫩滑。

烧梅的最大特点就是油大味重，而武汉很多

早点摊子也有一个特别标识，白纸糊一块牌子，

上书四个大字：“重油烧梅”。

武汉人甚至还将油饼和烧梅两种重油食物组

合在一起，成为极其耐饿的一种搭配。

与湘菜的火爆不同，长沙的菊花烧麦要小清

新许多。

菊花烧麦的馅料是南方常见的糯米，而且烧

麦里并没有菊花，只不过是在烧麦皮上点缀菊花

状的蛋黄，显得雅致与高贵许多。

到了广州，烧麦也是早茶里“四大天王”之

一。

广州的烧麦叫干蒸烧麦，意思是把食物放在

竹笼，通过蒸汽炊熟的一种烹调方法。

广州的烧麦是“蛋皮裹肉馅”，与南京的蛋

烧麦不同，干蒸烧麦里的猪肉马蹄虾肉馅与蛋皮

紧紧贴合，上面还会顶着一些蟹籽。

虽然叫干蒸烧麦，但一口咬下去，还是能感

受到丰盈的肉汁、紧实的肉馅和鲜弹的虾仁。

纵有千万新品，也难以撼动烧麦在早茶界的

地位。

05每一颗烧麦背后，都是食材和想象力的碰撞

和很多有南北差异的美食一样，争论哪里的

烧麦更好吃，也是社交网络上乐此不疲的话题。

其实大可不必。

在很多人心里，自己熟悉、习惯的味道才是

最好吃的。

在这里，除了口味的原因，更有情感因素的

加成。

而烧麦在传播的过程中，名字、馅料、口味

都大大的因地制宜。

这样，才出现了如此众多不同的烧麦。

可以说，烧麦不仅仅是一种美食，也是当地

物产、口味、文化的凝结。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地方美食文化发达，

也总有一些地方看起来没那么多好吃的。

而这背后，不是简简单单的好吃与难吃、行

与不行、兴盛与荒漠。

探寻美食的路上，接受地域的不同，理解文

化的差异，除了好吃与不好吃，一种美食的背后

，往往都装着很多这个地方的历史与人文。

羊肉、糯米、鲜笋、青菜
一笼开花的烧麦，你最pick哪种馅？



BB88
星期五       2022年6月24日       Friday, June 24, 2022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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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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