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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purchase $100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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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巴菲特股东大会三日游
亮点 1 奥马哈 2 天 2 晚全球投资人汇聚，6 小时巴菲特“指
点江山”现场提问获得投资秘钥 ；第一次与世界股神这么近 巴菲
特与比尔盖茨打乒乓打桥牌 与身价亿万资产企业家们 5 千米长
跑，参加者将获巴菲特 T 恤和纪念牌 目睹世界大佬的娱乐生活
亮点 2“投资你自己”人脉+资源 你将进入全球高端投资圈
积累跨国际高端人脉 置换全球相对价值的资源 i 机会/人脉/资
源…21 世纪财富的王道。
亮点 3 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探访巴菲特老房子，巴菲
特公司。深度体验巴菲特生活 70 年美国中西部小城的风情！

2020 年 5 月 1 日上午从美国商城北门出发，中午到
达巴菲特老家奥哈玛，午餐后，参加巴菲特公司及各
种商家巴菲特纪念品展卖。晚上巴菲特常去牛排店晚
餐
5 月 2 日一早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当面聆听巴菲
特对世界金融形势的分析，对股市的真知灼见。晚上
参加巴菲特公司野餐会。
5 月 3 日 参 加 “ 投 资 您 自 己 ” 巴 菲 特 5000 米 长 跑 ，
获得纪念奖牌和体恤衫。参观巴菲特老宅和巴菲特公
司 （外观）。中午品尝巴菲特最喜欢的牛排餐。
三 天 二 夜 四 星 级 酒 店 ，二 张 门 票 ，餐 饮 交 通 -- 单 人 间
$1688 美元，双人间 $1248 美元；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报名 11 月 31 日前付半数款，2020 年 1 月 15 日前付另
外半数款者 8%优惠。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报名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付半数款者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付另外半数款者 单人间 $1688 美元，双人
间 $1248
美国华兴报+美国华兴旅游：
地址：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Tel:651-387-0234-612-845-3677; 651-644-4294
Email: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微信：Ch77289

请拨651-735-1284询问
www.lta-insurance.com
1935 W County Rd B2,Suite 430,Roseville MN 55113

房屋和车辆——Travelers,Safeco,Encompass,American Strate Allied,Dairyland,Foremost
企业，
员工及餐馆——Travelers,CNA,The Hartford,Zurich,SFM,Main Street America,Liberty Mutual,ProHostUSA
投资房——Foremost,Safeco,Burns & Wilcox,American Strategic Insurance,American Modern
New Yirj Life 纽约，
Prudential,Medica,Preffered One,Lincoln Omaha,
健康和人寿——Metlife 大都会人寿，
Genworth,Banner Life,Blue Cross Blue Shield

百 姓故事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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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關風霜培驕梅
新編劇注軍墾魂

“90後”豫劇演員張培培獲“梅花獎”實現新疆“零突破”
4月26日晚8時，在新疆昌吉回

族自治州昌吉市的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豫劇團內，團員們看着微信視頻
通話傳輸而來的畫面，歡呼聲一浪
高過一浪。畫面上，是同劇團的豫

劇演員張培培在位於廣西南寧的領
獎台上接過第二十九屆中國戲劇梅
花獎的獎牌。梅花獎是中國戲劇表
演藝術的最高獎項，也是新疆的劇
團演員首次獲此殊榮。

1990 年的張培培外形纖弱柔美、
生於溫婉恬靜，很難將她與所扮演的那
個堅強的戈壁母親聯繫起來。

豫劇浸淫童年 一心投考戲校

張培培在河南商丘出生，從小就生
活在極為濃厚的豫劇氛圍裡——豫劇欄
目《梨園春》大受歡迎，連農村集市上
賣東西的商家都要在開工前先放幾段豫
劇，以此吸引顧客。張培培的父親也是
一名資深豫劇票友兼器樂愛好者。
受環境熏陶和家庭影響成長起來的
張培培，很早就表現出豫劇演唱的天
賦，其嗓音脆亮甜潤，人聽人愛。
張培培說，選擇從事豫劇事業的初
衷，是“想着唱了戲就能見到常香玉大
師”。然而，她的人生道路選擇同父母的
預期是有明顯差別的。父親更希望這個長
女能學習一門器樂以謀生，將唱戲只作為
興趣愛好和生活情趣。張培培也曾在父親
建議下學過一年多的嗩吶，但她最終還是
認定，自己更喜歡唱戲。因此，儘管父親
反對，她仍考入河南省商丘市文化藝術學
校，專業學習豫劇表演。

父母惜練功苦 女以勤闢藝路

在學校，唱唸做打手眼身法步，所
有的基本功都要從頭學起，必不可少的
肢體訓練讓張培培吃足了苦頭。心疼女
兒的父親勸張培培退學，但她卻利用一
切休息和休假時間自我“加壓”練功。
一次，張培培的母親因女兒長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
疆報道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豫劇團簡介

■ 《戈 壁 母 親》舞 台 場
景。
網上圖片

■ 張培培在其獲獎劇
目《戈 壁 母 親》
親》中 的 扮
相之一。
相之一
。
網上圖片

沒有回家，便去了張培培的學校探望。
到了學校，母親才見到了在空蕩蕩的排
練教室裡，獨自一人在練功的張培培。

全團演員上陣“紅花”甘當“綠葉”

中國戲劇梅花獎始創於1983年，是經
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設立的中國戲劇表演
藝術最高獎，旨在表彰在表演藝術上取得
突出成就的中青年戲劇演員。在張培培獲
獎之前，舉辦了28屆的戲劇梅花獎評出過
681名獲獎演員，但還未有新疆演員摘得該
獎。
2006 年從學校畢業後，張培培被招
錄到新疆建設兵團豫劇團。她說，自己
能夠摘取新疆歷史上首朵“梅花”要歸
功於她背後的強大團隊。
張培培此次參評的豫劇現代劇《戈
壁母親》是兵團豫劇團於 2017 年 11 月
開始籌備的新編劇目。該劇主要講述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位母親帶着一個兒子
和一個撿來的女兒到新疆尋找丈夫，從
此在新疆扎根並成為第一代軍墾人的故
事。
從編劇、作曲、配樂，到服裝、道
具、燈光等，劇團聘請了國內優秀的專
家，全團演員齊上陣，精心編排設計、
傾心投入創排和演出。
張志娟、任紅橋、汪俊麗等幾位國
家一級演員甘當綠葉襯紅花，在《戈壁
母親》中為張培培做配角。張培培說：
“她們比自己參評梅花獎還要用心，台
上一招一式都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兵團二軍和
六軍挺進新疆，隨部隊進疆的文工團將豫劇
廣泛地傳播開來，受到了各族群眾以及廣大
支邊青年的喜愛。
應群眾的要求，經河南省民政部門批
准，1959 年 10 月，河南童聲豫劇團兒童演
員 60 餘人集體支援邊疆，組建兵團政治部
童聲豫劇團，後更名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豫劇團。
近年來，劇團本着“出人、出戲、出
精品，弘揚民族文化”的藝術宗旨，在整
理和改編傳統戲、新編歷史劇、創作現代
戲等方面不遺餘力，先後創作現代豫劇
《天雪》《天山人家》《大漠胡楊》《戈
壁母親》，通過一個個生動感人的藝術形
象，展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以“熱愛
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
為主要內涵的兵團精神，為推動兵團文化
藝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像我們年輕一些的演員，排練時候
差不多就行了，老師們都是以身作則言傳
身教，告誡我們不要還沒學會‘講究’就
先學會了‘將就’……”
張培培說，與平時演出唱折子戲不
同，參評梅花獎的演出要唱兩個多小時
的全本大戲。每次排練的時候，團長徐
愛華都會花兩個多小時在本子上認真記
錄演員在表演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
並在排練結束後有針對性地調整完善。

首試陳派唱腔 表演求好心切

《戈壁母親》中，女主角柳月季帶
領孩子千里尋夫，卻遭到丈夫拋棄。面
對重大變故，柳月季用寬廣的胸懷、無
私的愛詮釋了一個母親在苦難面前的抗
爭。
根據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導演張
平把陳派、常派和崔派唱腔雜糅到一
起，將柳月季堅韌、善良、剛強、隱忍
的戈壁母親形象充分展現出來。
張培培師承豫劇常派表演藝術家常
小玉老師、豫劇閻派表演藝術家白文芝
老師，主攻閨門旦、青衣，常派唱腔自
然不在話下。然而，第一次運用陳派唱
腔讓張培培壓力倍增。
陳派唱腔迤邐跌宕，被票友稱為
“豫劇裡的昆曲”，這有別於以激昂聞
名的豫劇。張培培說，幸虧有台下的同
事們幫她拍攝排練視頻，而後一點點對
照視頻講解、糾正、修改，悟出要領，
才令她的表演取得了好成績。

■ 張培培（右二）在其“結對親戚”肉斯拉洪·艾
孜孜一家的家中。
受訪者供圖

■ 張培培與老軍墾交流。

受訪者供圖

昔懵“兵團”為何物 今唱出戌邊精神
對生長在中原大地的張培培而言，
2006 年進疆之初，儘管她身邊總能聽見
鄉音和老鄉們對豫劇藝術的熱愛，但兵
團卻令她感到陌生。
即便沒少聽劇團裡的老師講課，也
組團參觀過幾次軍墾博物館，但在排練
關於老軍墾開荒造田、堅守邊關的豫劇
新編劇目《天雪》時，已成為團裡重點
培訓對象、擔當該劇女主角的張培培還
是被老演員們一針見血地指出說——她
還沒明白什麼是兵團。

軍墾歲月崢嶸 歌聲喚醒鄉情

張培培說，她是在一次又一次奔赴
團場連隊演出中，在無數次慰問敬老院
裡休養的老軍墾們中，才慢慢走近兵
團、融入兵團的。

有一次，在位於西天山腳下伊犁哈薩
克自治州境內的兵團第四師某養老院慰問
演出後，老軍墾們拉着張培培的手，不住
地讓她再來一段、再唱一遍。她詫異——
“自己明明已經唱過幾遍了呀！”

舊時磚廠乏食 驢吃磚粉果腹

老軍墾們告訴張培培，自己從很小的時
候離開家鄉跟着部隊進新疆，屯墾戍邊一輩
子，再也沒有回過河南老家。
他們說，儘管自己的兒孫也會買豫
劇音像製品給他們，但是現場親身感受
豫 劇 藝 術 的 魅 力 ， 讓 他 們 在 這 個 “90
後”小老鄉的身上彷彿看到了孩童時代
的自己，彷彿又回到了闊別已久、魂牽
夢縈的故鄉——當年的他們，也是這樣
唱着豫劇的傳統經典劇目長大的。幾十

年彈指過去，但家鄉的老戲、傳統的劇
目卻是一遍一遍永遠也聽不夠聽不厭
煩……
還有一次，在位於東疆哈密的兵團
第十三師紅星二場演出結束後，老軍墾
們在座談會上講了一個吃“紅磚粉毛
驢”的故事，讓張培培永生難忘。
成立初期的紅星二場因為修建大渠需
要生產大量紅磚，磚廠有一頭毛驢勞累而
死，人們把那頭驢殺掉準備打牙祭時，發
現驢肚子裡全是紅磚粉。張培培說：“可
厚的紅磚粉了！我就在想，驢肚子裡都是
紅磚粉，人和驢都在同樣的環境下生活
着，人的體內肯定也是這樣吧……”
一個又一個近在咫尺的“獻了青春獻
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老軍墾，一段
又一段可歌可泣的屯墾戍邊、開發邊疆、

建設邊疆的故事，讓張培培明白了什麼是
兵團，什麼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
苦奮鬥、開拓進取”的兵團精神。
她說，每次演出反映老一代軍墾戰
士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豫劇新編劇目，
都會得到現場觀眾極大的共鳴。曾經，
在某個偏遠的連隊，一位坐着輪椅的老
軍墾被推到現場觀看演出之後，拉着演
員的手表示“看過她們演的戲，死了都
值了……”
除了能通過表演給這些老軍墾帶去精
神上的慰藉和滿足，張培培也日益成長為
一個真正的“兵團人”。某次在北京演出
後，評審專家公開表示，同樣的劇目同樣
的服裝，若是非新疆的劇團來演出，會令
人感到缺少了“兵團人”的精氣神，缺少
“軍墾人”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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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明州餐饮

港式点心
正宗粤菜
生猛海鲜

晚 饭 宵 夜
生 日 小 宴
欢 迎 预 订
营业时间

周末茶点

Mon - Thur: 11:00am - 11:00pm
Fri: 11:00am - Midnight
Sat: 9:30am - Midnight
Sun: 9:30am - 11:00pm

Saturday and
Sunday only
9:30am - 2:00pm

8766 Lyndale Avenue S
( Lyndale Plaza)
Bloomington, MN 55420

Phone : (952) 884 - 5356


东江酒家

A & L CHINESE RESTAURANT





港式点心
家常粤菜
精美港式点心--好吃又实惠
正宗港式云吞面汤

点心大中小一律$3.25

--即叫即蒸

特别介绍：新增游水龙虾
多款海鲜菜式（酥炸生蚝，
豉椒炒青口等）
自制新鲜沙河粉

营业时间：

星期二-星期四 11am-9:30am
星期五 11:00am-10:00pm
星期六、日 11:00am-10:00pm
星期一 Close

65 出口

周末及节日茶市
Sat Sun and Holiday
10:00am to 3:00pm

地址：
5800 Cahill Ave
Inver Grove Heights,
MN 55076

电话：651-453-1268

不出国也能享受到东南亚美食 尽在芭蕉屋
印度面包、马来拉茶、香酥蟹球、姜蒸鱼、椰香奶油大虾、
泰式巴提亚软壳蟹、芒果鸡、海鲜波箩炒饭、咖哩牛腩煲

诚请半职企台，会英文，有工作经验，找许先生

星期天全天凭优惠卷 15% off
Coupon Good till 12/31/19

每周周一到周五 有特别午餐 Only $9.99

2608 NIcollet Ave South. Minneapolis

612-871-8282

https://peninsulamalaysiancuisine.com

星期天-星期四 11am to 10pm 星期五和星期六 11am to 11pm 星期二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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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漫谈
——“许倩声乐坊”第九届学生演唱会
（上接 A01）立平曲，鑫言制谱）。著名女 于她的名字和前些年总政歌剧团著名女高
高音歌唱家许倩领唱，“许倩声乐坊”学 音歌唱家张越男只差一个字，我很快就记
员演唱，“李家骧筝乐团”伴奏。
住了这位在明州实属上乘的女高音张越美
学员们那纯正，丰满的“音墙”耸立 这个名字。
在我面前：时而似海浪飘洒而来，继而如
由于张越美女士傲人的成绩，使得声
微风飘逸而去。时而似洪钟丰满洪亮，继 乐初学者们纷纷来找到许倩老师学习声
而如细雨绵绵无声。他 （她） 们那极富情 乐。许老师开始正式教学生并且学生越来
感的歌声仿佛沾黏在我的手上，我的身躯 越多，于是亮出了名称：
“许倩声乐坊”
。
仿佛被这丰满的“音墙”环绕了起来。我
因才施教，不拘一格
对歌曲的快慢，强弱的处理，感情的表达
毫无顾忌，指挥的手势来去自如，随心所
学员们来自四面八方，每位学员的程
欲。皆因为全体学员们很强的声音控制能 度又参差不齐。许老师不挑不捡，一视同
力，音乐的高素养和全身心的投入给予我 仁。根据每个学员的程度制定不同的教学
全 力 的 支 撑 。 真 个 是 ：“ 万 山 丛 中 一 点 计划，一对一的授课。
红，师徒同唱一首歌”。许老师和她的学 “因才施教，不拘一格”是许老师教学的
员们高水平的演唱和“李家骧筝乐团”精 特点。这位学员“气息不通”，那位学员
彩的演奏感染了观众，我发自内心地赞扬 “ 卡 嗓 子 ”， 另 一 位 学 员 “ 位 置 ” 不
他 （她） 们。
对----。众多学员的毛病堆积在一起。
怎么办？许老师细心地找出每一位学员的
无心插柳柳成荫
毛病，再根据每一位学员的毛病提出解决
九年前的某一天，张越美女士找到 的办法。许多时候上节课刚刚有些起色，
诱 导 并 纠 正。“ 回 旋 ” 了 纠 正 一 次 ， 又
乡音筝苑
女高音歌唱家许倩老师，真心诚意地要求 这堂课又“回旋”了。许老师就不厌其烦
“回旋”了再纠正一次。一天天，一月
学习声乐并开始正式上课。许老师是一位 的每一堂课都一次次地引导再引导，纠正
古筝演奏家李家骧老师和他创办的
月，一年年的“回旋”再“回旋”，“纠
《乡音筝苑》
是近年来另一朵璀璨，美丽
正”再“纠正”，学员们的声音稳定了，
的鲜花。去年许倩声乐坊“踏雪迎春音乐
音色一个比一个的漂亮，淸纯。
九十年代留学加拿大的花腔女高音许 会”上，他 （她） 们演奏的“渔舟唱晚”
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倩老师创办的“许倩声乐坊”立起来了。
今次，李老师亲率三位学员登台为
“葬花吟”伴奏，使得演唱会增色许多。
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无论是李老师独自为许倩老师独唱乐段伴
许倩，尹象胜夫妇和我是多年的朋 奏，还是四位齐上阵为合唱乐段伴奏。恰
友。当许倩老师提及要我指挥“乐坊”的 似演艺界的俗语：“不抢戏，不夺戏，为
。
合唱“葬花吟”时，本人毫不犹豫，当即 此戏增色不少”
他 （她） 们表演的古筝弹唱“春江花
答应下来。接到歌谱后认真准备：分析曹
雪芹原诗，聆听北京某合唱团的录相 （离 月夜”更是一绝。吴延花，茉莉花，冯
别北京二十六年，演唱者又都是年轻演 岚，张恂绚，张阳阳，柴李萍，黄彦方七
员，看不出是哪一个合唱团了）。诗作的 位学员边弹边唱。陈安心，张腾丹，梁文
时代背景，诗词寓意，旋律起伏，高潮乐 竹和李家骧老师专攻弹奏。值得提出的
段---。做足了功课，等候排练那一天到 是：弹唱的学员们既是“许倩声乐坊”也
是“乡音筝苑”的学员。上面提到的七位
来。
第一次排练，简单介绍诗词后，合唱 “许倩声乐坊”的学员去年就开始学习古
队静悄悄，我举起了双手---。在我挥舞 筝，今年的表演获得了丰盛的回报。
爽快之人，当即答应下来。学者诚心，教
者有意。气息的运用，发声的位置，高，
中，低音区的变换，音色，音量，节奏的
控制---。每一节课都有所收获，稳步自
如地前行。
一段时间以后，张越美女士的声音有
了明显的提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某一次
演唱会上听了她的演唱后很惊讶！对许老
师说：“你何时收了这么一位好学生”？由

再纠正。
声音是看不见，摸不着，更不能用尺
子衡量的。声乐艺术只能意会，依靠听
觉，视觉和感觉来传递信息并判断优，
劣。这一位学员上一堂课的发音位置有些
对了，这一堂课怎么又“回旋”了？那一
位学员上一堂课气息控制的很好，这一堂
课怎么又“回旋”了？
一对一的上课，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启发，

一年一度的 Minnesota 中美
联 谊 会（CAAM）Stanley Chong
奖助学金申请开始啦！明州在
读的十二年级华裔学生都可以
申 请 。 申 请 截 至 日 期 是 11/17/
2019。
详细信息可以参考明州中
美 联 谊 会 网 站 (https//www.
caam.org/scholarships/)。

第一节拍时，合唱很齐整，几个乐句下来
后，六十多年专业的音乐生涯告诉我：
“很和谐，很成熟，训练有素，功底厚
实”。我的心里踏实了：“这是一支训练有
素的合唱队，不愧是许倩老师的好学生。
每一位学员的声音优美，音区统一，合唱
队演唱的和声丰满，表情丰富”
。
他 （她） 们的声音仿佛黏贴在我的手
上，我的手臂仿佛被歌声托扶起来。哇！
我遇到了专业的合唱队啦！二十四位学员
演唱，不用麦克风，发出的竟是四十二位
演员震撼的声音。许老师训练过的学员们
的声音就是不同凡响。
九年来，许老师教授和指导的 《许倩
声乐坊》 在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稳
步向前，提高和升华。她和历届学员们付
出的心血结出了一朵朵美丽，璀璨的鲜
花。

“春江花月夜”本是唐代诗人张若虚
的诗句。后人于 1926 年首次谱曲为琵琶
曲。（也有人编为古筝曲）。后经琵琶名
家，作曲家，中央歌舞团首任指挥秦鹏章
先 生 首 次 编 曲 为 民 乐 合 奏 ：“ 春 江 花 月
夜”
。
歌曲“春江花月夜”为十段。今次他
们仅献演了部分段落，这已经是明尼苏达
州首次成功的古筝表演，无论筝的弹奏还
是边弹边唱的水平均属上乘。这也是“许
倩声乐坊”和“乡音筝苑”绝好的艺术合
作。许，李两位艺术家各率“许倩声乐
坊”和“乡音筝苑”的合作演出，可称为
尽善尽美。
台上舞翩翩，台下汗如河。
筝苑声乐坊，同唱一首歌。
八旬艺人张 （乙亥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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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作者几年前在贝勒医学
院跨学科文化多元化会议上以《从传统医
药中发现攻克癌症的曙光》为题发表的主
旨演讲。中医的很多思想是从自然规律借
用智慧的。肿瘤可以被看作是一棵种子，
而身体被看作是土壤。现代西医对准“种
美国中医学院 巩昌镇博士
子”，传统中医管理“土壤”。临床试验和科
并且永不放弃。
化，中国的科学家们开始了系统地研究中 治疗结果显示，60 ％的病人的睡眠质量获
学研究的迹象表明，一个综合性的结合东 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在我继续演讲之前，
我想提出两点：
一
医治病的机理。现在中国医药已经传播到 得显著改善，在癌症患者中，79 ％的病人
西医学理念和技术的整合肿瘤学正在酝酿
中。这种整合正为研究人员开辟一个新的 是，虽然在我的演讲中“针灸”和“中医”两 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加入到针 有显著改善。这项研究证实了穴位指压可
研究领域。这种整合为癌症患者带来了新 个名词互换，我要清楚地说明，针灸只是中 灸治病机理、中药生化特性的研究队伍里 以治疗睡眠障碍，对于癌症病人的失眠疗
的选择。这种整合将为现在癌症病人和未 医的一种治疗方式，这是在美国人们最熟 来了。现在在中医临床应用的领域内，数以 效更加显著。
悉的一种治疗方式。中医还包括中药、食 万计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各种医学杂志上。
更为严肃的中药药物的临床试验研究
来癌症病人提供巨大益处。
我很荣幸地被邀请在这个机会为大家 疗、推拿、拔罐、艾灸等很多种不同的治疗 在中医中药对癌症治疗的临床应用上，数 目前正在美国大学医学院里风生水起。下
发表一个演讲。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癌 方式。另一点是，经典中医不是以疾病为目 以千计的论文发表在各种医学刊物上。如 面的例子来自耶鲁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
症专家。我不是一个医生。我甚至不是一个 标的，不是以治愈疾病或不能治愈来划分。 果你熟悉医学文献搜索，请进入美国国家 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
黄芩汤是 1850 年前由中国医圣张仲
医学博士。但多年来在美国我深深致力于 中医是从各种体征、症状、舌象、脉象的整 医学图书馆的在线服务，你立刻就会看到，
仅仅在使用针灸治疗癌症症状这一专门的
景记录和创制的药方。
这个药方只由四味
体信息中总结出一个证型。
中医的各种治
扩大人们对中国传统医药作为一个医学体
领域就有
962
篇英文文献发表在美国国家
药组成，
黄芩、
白芍、
大枣、
甘草。在中医临
疗手段正是把目标放在这些证型的。
如果
系的有效性的了解。中医药是一个完整的
医学图书馆公认的杂志上了
（2014
年的数
床的历史上，
这个药方被用来治疗胃肠道
患者的症状得到缓解，
病人的证型的程度
医学系统，经典中医完全独立存在于现代
据）。
不适、发烧、头痛、极度口渴、恶心、呕吐、腹
那治疗就是成功的。
医学之外。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医伴随着我 得到改善，
下面我将给大家列举几项研究来说明 泻、腹部痉挛、腹胀。十二年前，耶鲁大学医
中国医药已经在世界上存在和使用
一生。我来到明尼苏达完成学业后，通过开
设中医诊所，建立中医学院进入中医针灸 3000 多年了。中医大夫们是如何理解癌症 对中国医学在癌症治疗方面的进展。我引 学院药学系在郑永奇博士的带领下，开始
行业后，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中医要 的发病和发展的呢？中国古代的医生不能 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癌 对这个方子在癌症病人身上使用严格的临
想在美国取得成功，她必须与现代医学相 在显微镜下分析癌细胞，但他们已经能够 症症状的治疗，另一个是由化疗和放射治 床试验。到目前为止，黄芩汤已通过了前期
互交融，并且被现代医学所接受。在中国， 触诊肿瘤，了解哪些器官受到了疾病的影 疗的常规癌症疗法引发的毒副作用的治 临床试验 ，I 期临床实验，Ⅱ期临床实验，
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随便 并且正在进行着 III 期临床试验。他们的研
具有现代科学训练的研究者们已经对针灸 响。他们可以仔细观察到疾病过程的各
举出几个例子给大家一个 究适用到了肝癌，胰腺癌和结肠癌等癌症
个阶段，
癌症症状的进展，
以及在
和中医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进行了五十
概念，而不是详细的解 病种上。这项研究是经典中医原则与现代
其疾病的各个阶段癌症患者
年。在美国，如果要想获得大众的广泛认
释。如果你们对这些 医学实践结合的一个著名例子。
表现出来的症状和体征。
根
可，针灸和中医的其他治疗手段也需要经
问题感兴趣，你们
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正在做一项中药
据他们的直接观察，
结合
过现代科学的审查和临床试验的验证。美
可 以 到 美 国 国 家 治疗胰腺癌的开创性研究。这项研究是由
国的研究者们正在做这样一项前不见古人 他们对自然和宇宙的认
医学图书馆的数 阿肖克·萨鲁佳博士和他的团队进行的。一
的伟大事业。中医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在人 识，中国古代的医生们
据 库 里 搜 寻 ，那 年前，萨鲁佳博士来到我们美国中医学院，
类对疾病和健康的探索中，她需要享有自 形 成 了 他 们 的 癌 症 概
里储存着大量的 为我们学生们做了一场从中药雷公藤中开
念。我希望这里大部分
己的独特的地位。
来自各国科学家 发治疗胰腺癌药物 Minnelide 的演讲。癌细
我可以花很多时间为你们解释中医的 学生听说过中国文化以
和 临 床 家 们 的 研 胞用一种叫做 HSP70 的蛋白为了保护自
基本理论和诊疗原则，你们可以从中看到 及 中 医 里 的“ 气 ”的 概
究报告。
己。目前，常规的化疗药物对 HSP70 无效。
中医是一个完整而恢宏的医学体系以及中 念，或身体的元气，阴阳平
传统癌症化疗和放疗
2007
年，萨鲁佳博士和他的合作者发现，胰
衡的概念，
这都是中国哲学
医如何来理解和治疗癌症，但会议只给我
带来的比较常见的副作
腺癌细胞产生过量的
HSP70，使得胰腺癌
和中国医学的基本概念。
三 十 分 钟 的 时 间 。在 这 宝 贵 的 三 十 分 钟
用包括疲劳、
口干、
失眠、
抑
特别凶猛，
并且难以治疗。
萨鲁佳博士发
中医的很多思想是从自然过程
里，我这样来安排我的时间。首先，我向你
郁、
焦虑、
疼痛。
针灸可以用来减轻和消除
现，
从雷公藤提取的一种化合物,Triptolide,
借用智慧的。
癌细胞和肿瘤可以被看作是
们讲述我身边的十分熟悉的两个病人的故
可以用来制止 HSP70 在肿瘤细胞的发展。
事。然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中国传统医学 一棵种子，而身体被看作是土壤。阴阳失衡 这些症状。
2012 年 12 月美国《临床肿瘤学杂志》 然而，Triptolide 是一种难以使用的药物，因
治疗癌症的思路，以及治疗一般疾病的方 的身体便成了癌症种子生长的良好土壤。
法。再者，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针 阴阳平衡的身体反而成了不适宜于癌症生 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用来评估针 为它不溶于水。在他的实验室里，萨鲁佳博
刺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的有效性。这是一个 士和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方法，使用这种
灸在治疗癌症的症状和放疗、化疗以及手 长的土壤。
什么样的土壤才会为癌症种子创造生 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比较化疗患者的针 方法，他们可以把可 Triptolide 改造成可以
术治疗带来的毒副作用方面的效果，最后
我向你们介绍一下美国大学的医学中心里 长的条件呢？阴阳失衡的内因是气虚，血 灸和常规护理，治疗组 227 例病人收到针 注射的化疗药物。胰腺癌的动物模型实验
几个从中药中寻求攻克癌症药物的探索。 虚，阴虚，或阳虚。阴阳失衡的外因则是风、 灸和常规治疗，对照组 75 例病人收到常规 已经证明是有效的。他们把新的药物命名
寒、暑、湿、燥，痰湿、血瘀。我在这里做了大 治疗（这里的“常规治疗”包括给予患者关 成 Minnelide，以纪念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这
这是一些令人振奋的最新发展。
我见过很多的癌症患者来到我们中医 量的简化。一个虚型身体在经过很长一段 于如何管理疲劳的小册子）。研究结果显 项发明。现在 Minnelide 正在进行一期临床
学院的针灸诊所，他们从中医治疗中获益。 时间后，正常循环也会受到影响，身体由虚 示，针灸组的疲劳程度获得显著改善。其他 试验。
在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库马
其中一个病人是二战后来自欧洲的难民。 证变成实证，身体出现了疼痛和热象。与肿 改善的指标还包括身体和心理疲劳，焦虑，
博士领导的团队正在研究从一种树皮中找
瘤和癌症相关的实证主要是气血郁滞，
痰
抑郁，
和生活质量。
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这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毕生致力于帮助
来到美国的国际学生和新移民。在她每年 浊血淤、湿热集聚。除了内虚产生实证外， 针灸是一种有效的管理癌症病人疲劳症 到的可用于治疗胰腺癌的药物。这种树皮
就是中国传统的中药，黄柏。黄柏已经被使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干预手段。
的生日聚会上，她的家人和几十个朋友总 身体也可以受到外邪的攻击而成为病原。 状，
头部和颈部患有恶性肿瘤的病人在接 用了三千多年。在中医中，这种药物被用来
是欢聚在一起。在她八十岁时，她被诊断出 外部病原可以来自环境条件，如热毒，或寒
患有肺癌。但是她的生日聚会每年照样举 湿。它们也可以是有毒的化学物质。当外部 受放射疗法后，口干症是病人常见的问题。 清热，燥湿，泻火，缓解毒性。它也被用于治
行。去年，她的第八十五岁生日之前，她告 病原侵入人体后，它们会寄居在身体的组 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而现代医学也 疗痢疾，黄疸，尿路感染，湿疹，痈。对于痰
成为发病的根源。
没有很好的处理方法。2012 年 7 月出版的 浊淤血，热毒滞留的癌症病理类型，黄柏也
诉她的朋友和亲戚今年没有聚会了。所有 织和器官里，
在中医看来，
某些体质类型的人可以
《欧洲癌症杂志》
发表了一个来自上海癌症 是中医处方的选择药物。库马博士和他的
人都惊呆了。他们以为她传递这样一条信
从简单的气虚，
经过几年的时间，
进入到气
中心小型临床试验研究，
这项研究用来比 团队研究出了黄伯在肝纤维化过程中的缓
息：她将不久离开人世。但她说：
“ 不，我不
滞血瘀的状态，
如果再接触到有毒物质，
我
较化疗期间针灸和假针灸的治疗效果。
患 解作用。纤维化是癌肿瘤周围控制不住的
会死的 - 我要去印度孟买两周。我要去那
瘢痕形成的过程。一旦纤维组织形成，化疗
们的身体会逐渐失去平衡的状态，
为癌症
者被随机分配到真针灸治疗或假针灸治疗
里为慈善机构工作两个星期。现在，我打算
药物不能进入肿瘤。胰腺肿瘤周围容易纤
的种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组。
放射治疗过程中每周治疗
3
次。
这项研
活到 100 岁，我会邀请你们都来参加我 100
维化，同样肝，肾和前列腺肿瘤的周围也容
至于治疗，
现代西医学专长就是针对
究的结论是，
与假针灸对照组相比，
真针灸
岁的生日聚会。”这个病人已经跟随我们
很多年。每一周她来做一次针灸治疗，并且 “癌症种子”，化疗和靶向放射疗法都是对 组的口干症状显著减少，明显提高了患者 易纤维化。库马博士的研究表明，黄柏提取
物可以抑制瘢痕形成，祛除抗癌药物进入
每天打太极拳。请注意：我不是说，针灸和 准目标种子。相比之下，传统的中医专门治 的生活质量。
精神健康和生活质量困扰着癌症患 肿瘤的障碍。作为额外收获，黄柏提取物也
太极拳完全治好了她的癌症，我是说，针灸 疗“土壤”。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人的身体
和太极拳帮助她克服癌症为她带来的痛 经常会产生癌细胞，但大多数人不会发展 者。2010 年 6 月发表在《整合癌症疗法》杂 可以抑制与纤维化相关的炎症。
我今天演讲的目的是要表明中国传统
苦，针灸和太极拳让她顽强积极乐观地生 成为癌症。西方现代医学的解释是，我们身 志上的一个前瞻性临床试验研究了针灸作
体的免疫系统能够杀死突变的癌细胞。
而
为一种姑息性疗法治疗晚期卵巢癌和乳腺
医学——一个有着
3000 年历史的医学体
活着。
中医则认为我们的身体的
“土壤”
环境不适
癌的效果。
研究者对于针灸治疗为患者带
系–是正在开发着的治疗癌症的症状和毒
我非常熟悉的另一个癌症病人是一个
从我们美国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她原来 合癌症种子的生长。在临床实践中，中医着 来的主观症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进行了评 副作用的有效，可行的方法。因为这次大会
是一名护士，她来学习中医针灸，她的儿子 重于治疗疾病导致的证型。如果这个治疗 估。这项研究显示病人的焦虑，疲劳，疼痛 的重点是健康差距，我也想提出一点，与传
学西医。十年前，她还在学习中医期间，她 是成功的，中医说，土壤环境已经发生了改 和抑郁等症状在针灸后立刻改善，并且患 统的癌症治疗方法相比，针灸和中医是非
被确诊为四期乳腺癌。她去了梅奥医院。梅 变。这可能意味着癌症的种子仍然存在，但 者的焦虑和抑郁等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 常符合成本效益的一种治疗方法，并切毒
奥医院的医生们告诉她，这是最后阶段了， 不会进展或转移，患者能够活到他的自然 加显著地改善。这项试验研究不仅证明了 副作用很小。我不是主张用中医来取代现
他们已经不能为她做什么了。于是她完全 生命终点。加拿大癌症专家 Eva Vertes 在她 针灸可以为晚期卵巢癌和乳腺癌带来实质 代癌症的各种治疗方法，但是我坚信，中国
转向了中医的治疗。她一边学习，一边通过 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提出了癌症本身 性的好处，研究人员还得出结论针灸是一 的医学作为辅助的癌症方法是非常有用
中医改善她的身体状况。她使用针灸和中 是身体的自我修复机制发生了故障。她因 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癌症辅助治疗方 的，在为病人的生活质量的生活质量提高
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今天演讲中
药，她练气功和冥想。她根据中医的原则调 此也成为了美国医学界的闪亮新星，出现 法。
来自意大利米兰的一项研究对应用穴 所提到的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表明，一个
整她的饮食，调整她的生活方式。如今，被 在诸多美国新闻媒体上。她的这一理论和
位指压治疗癌症与非癌症病人失眠的疗效 综合性的结合东西医学理念和技术的整合
诊断为四期癌症的她已经过去十年，她也 中医的“土壤”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
随着中医对癌症认识的加深，
中医中
进行了评估。穴位指压是使用相同的诊断 肿瘤学正在形成。这种整合正为研究人员
变成了一个繁忙的有执照的针灸医生。她
药对癌症确定了一些主要证型，
其中包括
模式和穴位选择模式，但穴位刺激是通过 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种整合为癌症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对生活热情积极。
气滞血瘀、
痰浊瘀阻、
热毒内聚。
中医大夫
手指的压力，而不是通过针灸针的插入。25 患者带来了新的选择。这种整合将为现在
她继续使用中医各种疗法，保持自己的健
采用针灸、
中药、
食疗等各种治疗方法以减
名患者有睡眠障碍的病人参加了这项研 癌症病人和未来癌症病人提供巨大益处。
康。几个星期前我见到她，她告诉我说，如
轻癌症的症状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从
究，其中 14 人是癌症病人。医生们用穴位 （本文是根据当时的英文演讲整理而成。
）
果她的经验可以传递给别人的活，那就是
让恐惧与你无缘，西医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五十年前开始，当中国开始推广中医现代 按压给他们治疗，治疗至少持续两个星期。

传统智慧
传统智
慧

医学曙光

在贝勒医学院跨学科文化多元化会议上的主旨演讲
在贝勒医学院跨学科文化多
元化会议上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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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经验的牙医在三个诊所为您服务. 服务项目包括：洗牙, 美白，补牙，根管治
疗，
新科技烤瓷牙，全囗整形，拔牙, 植牙，和全口假牙. 接受多种保险. 没保险没
关系，
我们会帮助您！参加了我们独有的诊所会员保险后（in-house plan)，
您即
可享受多种优惠. 詹医生中文热线：612-308-9416.

如需中文服务请告知，我们会为您安排！

聚焦明州

广告联系：651-387-0234 欢迎来稿：chinatribune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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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cy Financial Services LLC

全 统 理 财 事 务 所
电话：
651-494-2074 Le Ann
电话：
952-200-9881 Sally Phu
Office:651-447-0196
7760 France Ave S
Minneapolis, MN 55435

- 医疗保险
- 退休保险
- 大学规划
- 大学储蓄
- 退休规划
如需中文服务请告知，我们会为您安排！
- IRAs, Roth IRA
Sally Phu
- 年金
电话：952-200-9881
- 孕妇保险
planing
英文
- 员工福利规划
国语 越南语
- 人寿保险
English
- 长期护理

Mandarin,
Vietnamese.
Legacyfinancial

- Health insurance
- Medicare
- College Coaching Program
- College Saving Program
- Retiremnt Saving Program
- IRAs, Roth IRA（减税）计划
- Annuity
- Pregnancy / Maternity
- Group insurance benefit
- Life Insurance
- Long Term Care

★ 寻找合作伙伴 提供理财课程
Inquiring for potential business partners“
& ”provide Financial workshop”

唐玉恩
Le Ann Thong

电话：651-494-2074
英文 广东话
国语 越南语
English, Cantonese,
Mandarin,
Vietnamese.
Legacyfinancial

协 成 烧 腊 海 鲜 酒 家
Hip Sing BBQ & Restaurant

6201 Brooklyn Blvd Brooklyn Center< MN 55429
Tel:763-537-4430 Fax: 763-537-9808

特聘双城名厨洪哥先生主理厨政
生猛龙虾 大蟹 海鲜 正宗粤菜 越南粉面 有啤酒供应

烤全鸭 烤全猪
烤猪排 烤叉烧
卤猪肚 卤猪耳 卤猪舌

各种炒菜..

好消息！
本店特请上海菜名
厨来本店献艺！烹
调上海菜美味佳肴！
VIP 包间可容纳 30 余人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每周七天上午 9 点至晚上 10 点；有 VIP 包间可容纳 30 余人
· ··· ····· ·· ··

华人社区

广告联系：651-387-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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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海英！
要买车，
(952
952))594
594--4054
帕克--克莱斯勒
帕克
克莱斯勒--吉普公司是全美五大州最大的吉普经销车行
吉普公司是全美五大州最大的吉普经销车行，
，提供最多的不同款式的全新
吉普越野车以及克莱斯勒商务车和轿车。
吉普越野车以及克莱斯勒商务车和轿车
。二手车更是有各种不同品牌供您选择
二手车更是有各种不同品牌供您选择,,无论是品牌车
特斯拉，
特斯拉
，保时捷
保时捷，
，奔驰
奔驰，
，宝马
宝马，
，还是丰田
还是丰田，
，本田和尼桑
本田和尼桑，
，我都能帮您找到适合您的一款车
我都能帮您找到适合您的一款车。
。我们的

中文销售员

贷款购车上牌维修保障一条龙服务，
贷款购车上牌维修保障一条龙服务
，
更让整个购车流程变得简单易行。
更让整个购车流程变得简单易行
。在我这您会以最低的价

海英

格和最优的服务购买到你梦寐以求的车！
格和最优的服务购买到你梦寐以求的车
！还不快拨打电话 952
952--594
594--4054

更多车辆信息，
更多车辆信息
，
请致电 952
952-594
594-4054 或者登陆我们网站

www.parkjeepchrysler.com

：
最新优惠

新车免息贷款

邮箱: hyu@parkchryslerjeep.com
邮箱:
地址::1408 Hwy 13 W. Burnsville MN 55337
地址

高速 35
35W
W 和高速 13
13W
W 交叉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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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系：
651-387-0234 投稿信箱：
chinatribune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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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诚装修公司
MN 建筑装修执照 ：B C 746948
可提供 设计图纸→申请 Permit→专业施工→市府检查通过等一条龙服务。我们
拥有 20 年从业经验，700 万劳工&财产保险免除您后顾之忧

内外油漆 地板瓷砖 橱柜台面 浴室翻新
更换门窗 围墙露台 水电安装 精细木工
 商店（指甲店/按摩店/饮品店.........）
 office/仓库 隔房间/吊顶/油漆
 新建/加建 独立屋/公寓/阳光屋/浴室
 地下室 隔房间/浴室/酒吧台/练歌房
 危房 市府要求整改不允许入住通知

 投资屋升值装修改造 出售房屋上市
包装
 Deck 露台/凉亭/BBQ 台/Siding
 Stone 壁炉/影视墙/吧台/烧烤台/内
外墙文化石装饰

精工细作 诚信为本

请电

651-505-8888

(王先生）

我们会提供专业的设计方案以及精细的施工 ，免费到府估价

扫描二维码加我微信

Stone Construction LLC
MN Lic: BC 746948，7 million insurance
Tel：651-505-8888
Email：stone5058888@gmail.com

陈氏装修厨具批发
Chans Kitchen LLC

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
7901 12th Ave S, Bloomington, MN 55425
Tel:952-854-9515 Fax：
952-854-9298
经销各种餐厅用品，各种厨房用品，各式炒锅，汤锅，饭锅；各式刀具，搅拌
工具，刀具叉具，厨具、
、
、
、等等。各式餐厅座椅；
物美价廉，全部批发价，只供应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上午 10 点至下午 5 点
周日：上午 9 点至中午 12 点
Tel:952-992-0887

专精商业装修
专精商业装修：
餐馆、
按摩店、
指
甲店等，
质量一流，
工期保证，
用户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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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咖啡界都会迎来一项盛事，
那就是由世界咖啡协会举办的世界咖
啡师大赛，这个比赛也被誉为咖啡界
的“奥林匹克”，冠军头衔对于全世
界的咖啡师来说都是最高荣誉了。你
也许不知道，就在 2019 年的比赛中，
这个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符号的行
业冠军，被一位来自中国的“90 后”
姑娘夺得，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位夺
得此奖项的世界咖啡冠军。她的名字
叫杜嘉宁。

■责任编辑：
胡雨桐

咖啡界“奥林匹克”居然让“90 后”姑娘杜嘉宁夺冠了

磨掉文化鸿沟的中国姑娘
中新社记者 赵亮/文
记者首次接触这个世界
冠军，有些许惊讶，她与赛场
上那个“假小子”似的形象相
去甚远。作为一个北京女孩
儿，杜嘉宁爽朗中又透露着些
许羞涩，就像我们认识的所有
北京姑娘那般亲切可人，没有
一丝冠军的锋芒。
这也越发让人好奇，是怎
样的驱动力，让这个年轻的女
生能有如此能量夺得世界冠
军。

当问及缘何选择咖啡师
这个职业时，本以为答案会是
“喜欢、新鲜”等诸如此类的
原因，但实际并非如此。
2009 年的夏天，高中毕
业的杜嘉宁还差半个月满 18
周岁。同很多 18 岁的孩子一
样，她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
茫。
好在，那是一个可以做选
择的年纪，也是一个可以做选
择的时代。经过 30 年改革开

放的中国，除了经济的腾飞，
社会也越来越多元与包容。年
轻人不必像父辈那样为生计
所奔波，也不必非要选择继续
读书或是找份稳定工作，而是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自己
想要的生活。
杜嘉宁放弃了家人为她
安排的“铁饭碗”工作——会
计。问及原因，她只说，自己
当时对咖啡这个行业并没有
什么概念，只是因为觉得咖啡

馆的工作氛围看起来轻松好
玩。随后，她便决定去面试，
甚至在面试当天她才喝到人
生中第一杯精品手冲咖啡。说
到第一次喝到这杯手冲咖啡
的感受时，杜嘉宁给出的答案
竟是，“苦，只是觉得苦，甚
至还不如廉价的速溶好喝”。
也正是这人生第一杯
“苦”味的手冲精品咖啡，彻
底改变了杜嘉宁的命运，以及
职业规划。

三年瓶颈期，遇上了新贵人
回看自己的冠军之路，杜嘉宁
说，简直就像闯关升级一样，通
关“打怪”，才让一个咖啡界
的“小白”成为今天的冠
军杜嘉宁。
进入咖啡行业的
她也曾迷茫过，在
工作的后的第一
年， 杜 嘉 宁 又
选择了离职，
尝试了甜品
师，但这次
短暂的离开
也让她看
清自己
对

咖啡的爱是多么难以割舍。
随即，她便果断辞去甜品师的工
作回到咖啡世界中，咖啡豆子那种焦
糊的烘焙香味成为她工作的主旋律。
但就在工作的第三年，她也发现这种
香味让她变得安逸 ，同时也变得麻
木。
那段时间，她俨然已是一个制作
咖啡的“老手”，冲制咖啡对她来说
已经是驾轻就熟，这种舒适安逸也让
她变得不再追求更高的技术。她说，
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自己变得不会
思考，也不再精进自己的技艺，整个
人也变得疲乏了。
就在这时，杜嘉宁遇上了她事业
上的新贵人，也就是她现在的老板，
UNIUNI 咖啡的创始人张寅喆。那时，

张寅喆刚从澳洲墨尔本回到中国，在
北京驻足几日，便在北京街头寻访各
家咖啡馆，这个契机让他们相遇了。
随即，因为张寅喆对中国咖啡行
业的畅想，重新激发了杜嘉宁对这个
事业的热情，决定跟张寅喆南下——
到南京继续追寻自己关于咖啡的梦。
在中国，年轻人都是扎堆儿往“北
上广深”超一线大城市追梦发展，而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还是家里
宠到大的“独苗”，杜嘉宁选择南下
无疑遭到全家人的反对。但杜嘉宁也
暗下定决心，要做出一些成绩，让父
母知道咖啡这个行业也跟其他行业一
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铁
饭碗”。更让父母知道，他们女儿的
选择没有错。

转身变选手，小试牛刀略受挫
2013 年，张寅喆决定准备参加中国
的咖啡大师赛，杜嘉宁作为张寅喆比赛时
的助理，第一次接触了咖啡师比赛，在这
一过程中，她认识到，原来咖啡师这个职
业还能这么“玩”。这为她又打开一道新
的大门。
随 后， 在 2014 年 10 月， 杜 嘉 宁 开
始准备自己第一场比赛，并让她感受到不
一样的激情。到 2016 年，杜嘉宁小试牛刀，
第一次成为世界咖啡师大赛的选手，但也
就是那次比赛，让杜嘉宁深深感受到中国
咖啡行业跟世界咖啡行业的差距。
杜嘉宁回忆说，在那次比赛中，她带
过去的咖啡豆，对于中国国内来说，都已
经算顶级的了，因为单价贵，中国咖啡馆
几乎都不会作为日常出售的咖啡豆。她以

▲获得世界赛冠军的
杜嘉宁。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人提供

▲

生活中
的杜嘉宁也有
着浓浓的少女
心。    

为，这款团队倾尽所有拿到的咖啡豆会成
为她出奇制胜的法宝，然而真正到了赛场，
她才知道，自己觉得格外宝贵的咖啡豆，
竟然只是对手使用的日常咖啡豆。除此之
外，在咖啡师的比赛中，每位咖啡师都要
准备自己的台词，每个步骤都要配以说明，
还要用语言文字描绘出咖啡的颜色、味道，
语句还需要优美。因为世界赛的话语权一
直在西方，所以对于东方人尤其中国人来
说，语言也成为一个大问题。
杜嘉宁说：“这次比赛，我就像在写
一篇命题作文，然而，出题人和判卷人都
是外国人，我却用的是中文作答”。比赛
结果也没悬念，杜嘉宁感受到中国咖啡行
业与世界的差距。面对如此鸿沟也让不言
败的她生出些许无力感。

水涨船高，中国咖啡行业给力
1767 杯咖啡，“冲”上冠军路
在“冲”上世界冠军前，杜嘉宁曾
经分别获得了 2015 年世界咖啡师大赛
中国赛区第三名、2016 年和 2018 年世
界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区冠军。与此同时，
中国咖啡行业也逐渐融入世界咖啡行业
的大家庭中，中国咖啡行业大环境的提
升给了她走出中国的信心。
凭着这份信心，杜嘉宁也苦练“内
功”，每次比赛，可以说都是用汗水“冲”
出来的，这一点不亚于奥运比赛中的运
动员们。
在备赛的这个一月，杜嘉宁每天无
休，基础的 12 遍练习一遍都不能少，一
遍流程要做 4 杯咖啡。除此之外，每天
还要额外练习八分钟的咖啡萃取，一次
练习需要制作 3 杯咖啡，这个咖啡萃取
也需要练习两遍，光萃取咖啡也需要制

作 9 杯咖啡出来。
这一天下来，就需要制作 57 杯咖啡，
一个月下来光冲制就要有 1767 杯之多！
中国咖啡行业大环境，和杜嘉宁的
苦练“内功”，内外因融合，让她顺理
成章地在 2019 年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
中，一举击败对手，成为第一位来自中
国的世界咖啡冲煮冠军。
杜嘉宁说，原来不支持她的父亲、
母亲、奶奶都成为了她的“铁粉”，不
善言辞的父亲在观看比赛视频时，甚至
还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在新中国 70 年的历程里，每一代年
轻人都有属于他们的梦想与时代特质，
曾一度让人忧心会“垮掉”的“90 后”
“00
后”一代，也在用他们的奋斗与努力书
写着属于他们的青春。

这种境况，在 2018 年杜嘉宁第二
次准备参赛时发生了改变。因为之前的
打击，杜嘉宁选择沉淀自己，一整年没
有再参加比赛。期间，她专心在中国国
内与业内同行积极切磋、探讨。
杜嘉宁说，也在这一年中，中国越
来越多的选手开始走出去，进入世界级
比赛的竞争中。
因此，杜嘉宁不是在闭门造车，她
依然通过日常的切磋，感受着世界咖啡
行业跟中国咖啡行业的变化。
杜嘉宁通过不断观看比赛、探访中
外咖啡馆，惊喜地发现，中国咖啡行业
的许多咖啡师认知层面都在提升。对于
咖啡的认知已超过 2016 年的时候。
并且，随着瑞幸等一批咖啡的爆红，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们开始重视咖啡
这个行业，资本的注入给咖啡行业带来
了新的生命力。

数 据 统 计， 截 至 2018 年， 中 国 已
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新兴消费国之一，
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增高，
生活品位不断提升，同时也具备了咖啡
消费的经济能力，中国市场对于咖啡的
需求，从近 5 年咖啡消耗量变化也可以
得到正面印证。
与美国、韩国、日本这样的咖啡消
耗大国相比，中国咖啡消耗量年平均增
长率达到 27.01%，中国市场对咖啡的需
求远没到饱和的阶段。
杜嘉宁表示，越来越多的咖啡团队，
为留住客人也开始在咖啡豆上下功夫，
好豆子不再是中国市场的稀有物，当然
这也同时让中国国内的消费者口味变得
越来越“刁钻”。
如此良性循环，中国咖啡行业与世
界咖啡行业中间的那道“鸿沟”逐渐被
“磨”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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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关注您现在的健康 让我们开辟您未来的事业

美国中医学院 / 中医健康中心
American Academy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TCM Health Center

您想成为大夫吗？国医与国运齐飞，针灸与机会并起！
*美国中医学院授予硕士博士学位
*美国教育部认证学院
*师资力量全美最强
*最佳教学大纲获奖者
*正宗的中医理论及临床训练

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在美国正进入主流。美国中医学院为美国教育部所属认
证机构认证的研究生院，可以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学生发放 F-1 签证。美
国中医学院是仅有的和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三所美国学院之一。
复兴的中医针灸为中国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愿景。
欢迎中国学生加入到中华医学全球复兴的行列。
美国中医学院 651-631-0204 网址 www.aaaom.edu

中国的中医在这里
1.疼痛
腰痛、
腰痛
、颈痛
颈痛、
、肩痛
肩痛、
、网球肘
网球肘、
、关节炎
关节炎、
、腕关节疼痛
腕关节疼痛、
、肌纤维疼痛
肌纤维疼痛、
、
运动创伤等。
运动创伤等
。
2.神经疾病
偏头痛、
偏头痛
、头疼
头疼、
、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
、神经麻痹
神经麻痹、
、瘫痪
瘫痪、
、中风
中风、
、周围神经病
患、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痛、
、癫痫等
癫痫等。
。
3.心理疾病
焦虑、
焦虑
、抑郁
抑郁、
、失眠
失眠、
、饮食失调
饮食失调、
、疲劳等
疲劳等。
。
4.妇科疾病
月经不调、
月经不调
、痛经
痛经、
、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
、子宫肌
瘤、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
、乳腺疾病
乳腺疾病、
、子宫脱垂
子宫脱垂、
、产后诸病等
产后诸病等。
。
5.不孕不育症
妇女不育：
妇女不育
：黄体功能缺陷
黄体功能缺陷、
、FSH 高 、卵子品质差
卵子品质差、
、子宫内膜异
位、多囊卵巢综合症
多囊卵巢综合症、
、闭经
闭经、
、月经不调
月经不调、
、免疫性不孕等
免疫性不孕等。
。
男性不育：
男性不育
：精子计数低
精子计数低、
、精子活力低
精子活力低、
、阳痿
阳痿、
、免疫性不育等
免疫性不育等。
。

6.呼吸系统疾病
感冒、
感冒
、流感症状
流感症状、
、咳嗽
咳嗽、
、哮喘
哮喘、
、肺炎
肺炎、
、肺气肿
肺气肿、
、鼻窦炎
鼻窦炎、
、过敏等
过敏等。
。
7.皮肤疾病
粉刺、
粉刺
、湿疹
湿疹、
、牛皮癣
牛皮癣、
、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
、皮肤瘙痒等
皮肤瘙痒等。
。
8.胃肠疾病
恶心、
恶心
、腹泻
腹泻、
、便秘
便秘、
、肠道易激综合症
肠道易激综合症、
、克隆氏病
克隆氏病、
、结肠炎
结肠炎、
、消化不
良、肝炎等
肝炎等。
。
9.泌尿系统疾病
膀胱炎、
膀胱炎
、尿道感染
尿道感染、
、性功能紊乱
性功能紊乱、
、前列腺疾病
前列腺疾病、
、肾炎等
肾炎等。
。
10..成瘾与戒毒
10
烟草、
烟草
、咖啡因
咖啡因、
、糖、兴奋剂
兴奋剂、
、酒等
酒等。
。
11..支持性治疗
11
癌症诸症状、
癌症诸症状
、手术后恢复治疗等
手术后恢复治疗等。
。

古励中医师

何新蓉中医师

刘伟中医师

杨思明中医师

田丽莉中医师

郑瑾安中医师

曲珍玲中医师

各种疑难杂症

妇科，内科

妇科，不孕症

内科，儿科

妇科，神经科

点穴、气功

妇科、内科

李乾中医师

边月娟中医师

刘灵光中医师

程伟中医师

郭天蔚中医师

何笑甜中医师

万方中医师

内科，疼痛症

妇科，皮肤科

妇科，神经科

内科，疼痛症

内科，肿瘤科

妇科，疼痛科

内科，妇科

TCM Health Center
Uptown-Kenwood
2743 Lyndale Ave S
Suite 2
MPLS, MN 55408

TCM Health Center
Woodbury Clinic
6043 Hudson Road, Suite 150
Woodbury, MN 55125
(763) 398-9582

TCM Health Center
Maple Grove Clinic
11670 Fountains Drive, Suite 200
Maple Grove, MN 55369
(612) 323-1530

美国中医学院院址：
美国中医学院院址
：1925 West County Rd B2
B2 Roseville
Roseville，
，MN 55113 651
651-631
631-0204
接受 HealthPartner，车祸及工伤保险 学校 website：www.aaaom.edu
诊所 website:www.acupuncturemn.com Email address:tcmhealth@aol.com
美国中医学院所属中医专家诊所接受：HealthPartner 健康保险；各种车祸保险、工伤保险等
欢迎来电垂询：电话（651）631-0204 传真（651）631-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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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琪专栏 B13

上帝的安排 -17（相爱容易相处难）、18（新的尝试…）
原创：张美琪
“我不饿”，然后人家都
这顿接风洗尘饭，把我所有对美国的 吗？想吃点什么？”
憧憬一扫而光了。我不动声色的地依然假 点餐，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好尴尬。我想说
“妈妈上班开的是公车，平时开自己的 装很高兴地与家人一一道别，回来的路上， 的是中国人的谦虚到了美国完全不灵光，
私车；我开的这辆是爸爸的车，偶尔用，他 我开始抱怨起来。我甚至想骂街了。心里 人家夸赞你的时候，你要是表现出谦虚，就
的那个卧车是比较常用的。”杰森解释道。 堵着一口闷气，心想你爹妈在中国除了他 是为自己砸场子，他们会真的以为你只是
们出去几次我没有管，其他任何情况下我 一个傻逼，美国就是这样的，他们不会推
“还有一辆呢？”我问。
“还有一辆房车，度假的时候用，是爸 也没让他们花钱，包括去广州住的都是白 让、客气和勉强别人，永远都不会。但那瓶
天鹅，五星级酒店伺候。而且，我给每个人 买水的小事却让我回来后给杰森告了一
爸妈妈的。”他回答说。
“我靠你家原来很有钱啊？”我惊讶地 物都带了贵重的礼物，你麻痹到了美国没 状，还大哭了一场。现在回想起来，倒是有
想到给我第一顿来这么一出。郁闷！！早 点儿不理解自己当初的行为了，这不是他
说。
错在我自己。
“爸爸妈妈算是个中产阶级吧！”杰森 知道的话当初在北京我也做个铁公鸡就好 们的错，
当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除了家庭
了。
回答。
谁知道，这才是刚刚开始。接下来的 成员之外我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我得
“你两个妹妹呢？”我问。
“桑妮雅和麦根在拉斯维加斯。桑妮 日子里，我经常疲惫不堪，无缘无故地感 找到一个华人圈子，这样才能玩的开，也能
雅是画家，麦根是一名兽医。”她们有自己 到难过，这种无精打采和不快乐使我对杰 多了解一些不知道的资讯以便在这里更好
的生活。
“ 她们是回来度假的，过几天就回 森既失望又内疚，我离开了在北京十年打 地扎根。我在网上查了一个华人教会，周
拼辛苦建立起来的圈子，没有了事业，失去 末就带着孩子去了，那是一个台湾人举办
去。”
“噢…那我们还需要买车吗？这不是 了语言，就像一个哑巴……我的这些情绪 的，教会里大概也有一百来人。我那时候
在美好婚姻生活的表面之下，给了敏感而 倾向于中国的佛教，但自己也不是佛教徒，
闲着一辆吗？”我问。
“哈哈哈～这是爸爸妈妈的车。”他笑 细腻的杰森巨大的心理压力，可惜当时我 对于基督教我其实是内心比较排斥的，源
太年轻了，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摧毁我 于我对中国的两个基督徒朋友的不认可，
了起来。
好了我不问了，估计是文化不同吧。 生命中这个来之不易的丈夫，我的美好家 我去教会存粹是为了认识几个中国人。但
去了两次我就决定再也不去了，原因是我
庭也正在摇摇欲坠……
买就买，又不是买不起……
看到一些台独分子，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
我们到达餐厅的时候，杰森的家人都
徒，他们对中国大陆充满了不友好。但是
来了，除了 91 岁的老奶奶，爸爸、妈妈、姑
17）上帝的安排
我因此认识了几个中国来的人，由于她们
姑、兄弟姐妹，还有几个没见过的表兄妹和
（相爱容易相处难）
都去教会，我的内心其实对她们是有戒心
两个可爱的洋娃娃，当然，我首先看到的是
的。其中有一个大姐其实很实在，知道我
一个蓝头发戴眼镜的姑娘，长得不错，蛮漂
刚从中国来没有朋友，她三天两头往我家
亮的，卷发披肩。果然是艾瑞克的女朋友，
送东西。我和杰森是一个动物爱好者，可
小叔子上前就吻了她。但令我惊讶的是，
蓝头发女孩竟然对我的公公直呼其名。我
他的先生喜欢打猎，每次她都往我家送鹿
的公公叫“莫林“，她就是这样叫的：
“Hey
肉和其他小动物的肉，我开始客气留下但
莫 林 ，下 午 好 ！”，当 时 的 我 还 以 为 听 错
内心很不愿意，还有就是美国的西瓜特别
了。但后来我发现她也是对奶奶直呼其
大，她买西瓜会留半个给我送半个，但这一
名。我忽然想起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你可
切我都毫不领情，内心建立起来的那堵墙
以这么叫，不过，管长辈叫名字，我再没有
越来越厚，直到有一天她又来了，她使劲砸
教养也不可能叫的出口。哈哈哈～，不过，
门：美琪，美琪我知道你在家，快开门，我先
这也挺有意思的，91 岁的奶奶，被一个小丫
生刚打的野鹿，肉特别新鲜，给你拿来一条
头直呼其名而且乐在其中，这是一个多么
大腿，
赶紧开门……
奇葩的家庭，而且我靠，我竟然是其中的一
杰森想去开，
我说你敢出去我弄死你，
我知道有一些完全相爱的夫妻可能会
位。不过，我也够奇葩的，不是吗？！呵呵 一直闹分手，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幸福地生 别搭理她。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开门拒绝，
～，想到这里，我竟然笑出了声。
活在一起；可也有些夫妻根本没有恋爱的 就这样僵持了有半小时，她还是放下鹿肉，
接下来，公公给我一一介绍没有见过 激情，但他们却能相安无事地一辈子都在 悻悻地回去了。她走后，我冲出去把她送
面的家人。拥抱，问好，落座。这个名叫 一起。不知道您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觉 来的肉扔进了垃圾桶，感觉心里好几天都
“红龙虾”的餐厅，我后来在很多地方都有 得这与夫妻双方的人格类型和匹配价值甚 堵着一个疙瘩似的。多年后我看心理医生
看 到 ，尤 其 是 明 尼 苏 达 。 北 达 科 达 州 的 至是否相爱根本没有关系，但这与他们能 的时候才解开了这个疙瘩：我为什么那么
Fargo，这可能算是比较不错的餐厅了。
让彼此快乐的能力和“兼容性”有关，因为 不友好和介意别人对我的好，但又不敢站
服务人员递上菜单，很热情地问每一 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人渣，
我真的不相信。 出 来 拒 绝 她 ，是 因 为 儿 时 的 一 段 痛 苦 记
个人都喝什么冷饮，除了我自己喝热水加
拿我和杰森打一个比方，假如我们是 忆。有一次我小舅来我家串亲，下午放学
柠檬和蜂蜜，没有任何一个人喝热的。大 电 压 不 同 长 短 不 一 的 两 条 电 线 ，一 个 他骑着自行车去接我回家，在村委会的大
家开始唔哩哇啦地互相聊起天来，我呢？ 220V，一条 110V，我们就不能随时根据情 街上正好赶上杀牛的，七八个男人把那匹
英语不太好，说快了就更听不懂了。但我 况决定用长的一根还是短的一根或者是两 辛苦了一辈子的老牛（也许它病了）捆住卧
挨着杰森，怀里还有小布布逗着玩儿，因此 根接上一起用，因为电压不同，我们接在一 倒，它也许知道自己的死期来临了，就“牟
互不影响。他们说着说着就笑一阵子，我 起不但能量发挥不出来而且很可能把灯泡 牟～”地惨叫。这还不是最惨的，它的旁边
也不知道笑什么，有时偶尔问一下杰森，他 烧了发生火灾。可惜的是，当我们意识到 有一头焦虑的小牛，我才知道那头将被杀
就给我解释，越解释越乱，干脆打断他：
“好 这一点的时候，从来没有遵循自己内心的 害的老牛是小牛的母亲。我和小舅停下来
了好了别说了，我已经不想知道了…”杰 直觉，而是让爱情占了上风。我们总是试 看，我发现那只小牛它也发现了我，我们对
森总会哈哈大笑，学着我说蹩脚的中文： 图抓住它，
视了一会儿，它突然向我走近了几步“噗通
拯救它，
挽回它。
“好了好了哈哈哈～”他觉得我有一种幽默
“牟～”的一声，眼泪“扑
当然我到美国第一个发现的就是完全 ～”一下跪了下来，
感。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这么认为。
簌扑簌～”
地掉下泪来…
指望不上对方的父母。有了这个比较，一
我那时候喜欢用“friend”这个词代替 下子就削弱了我对前婆婆的怨恨。因为你
我忘记了众人当时都说了什么，但是
我不知道的一切英语单词。例如我可能知 即使关系再不好中国婆婆也会把你生的孩
道“一双鞋”怎么说，但不知道“袜子”怎么 子视为己有，她们是付出型的，美国婆婆给
讲；或者我知道“电视机”怎么说，但不知道 你看孩子的几率几乎为零. 更别说从金钱
“遥控器”怎么讲，那我就用“Friend ”这个 和物质上对儿女伸出援手了，我说这话当
词来代替，在这里我真是要感谢英文中的 然不绝对，但目前我没遇到过。我倒是遇
“朋友”这个词。我发现很管用，那几年真 到过散尽家财每年做慈善事业但儿子流落
是为我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他们一家人 街头成了 Homeless 的，进了监狱都不管的，
后来被我训练的一点就通，我只要一说 XX 呵呵～，你说咱们中国人能做的出来吗？
的“Friend”，他们就知道我又遇到难题了， 不过，美国婆婆也有好的一方面，就是他们
很快会联想起与之有关的任何事物。全家 不会对你和丈夫的私生活说三道四指手画
人在那里猜，跟猜谜语似的，谁要猜对了就 脚，这一点他们又是可爱的。
跟中了大奖似的。
刚来的时候，我还因为一件非常小的
但我得说我来美国的第一顿饭真是惊 事大哭了一场，有一次杰森要到外州做培
讶到我了，聊的这么热闹，买单的时候竟然 训，我的公公婆婆邀请我带着小阿妮雅一
分了八张单子，91 岁的奶奶和姑姑住在一 起开着他们的房车去加拿大度假，快到家
起，因此她俩一张；爸爸妈妈一张和艾瑞克 的时候大家口渴的不行，但冰箱里的矿泉 我想都被惊到了。尤其是我，我那一刻感
还有艾瑞克的女朋友一张；两个妹妹和表 水都没有了，我们就把车停到一个加油站 觉天旋地转似的，跟着小牛“哇～”的一声
兄弟自己付自己的，我完全没有准备因此 买水。公公下车的时候问：
“ 美琪口渴不 就哭了起来，我小舅也吓坏了，一下子把我
一分钱没带，杰森没有信用卡，因此现金还 渴，想喝点什么？”我本能地回答说不渴。 抱上了自行车，蹬上车子就离开了人群。
不够，他妈给他垫付了十块钱（不过第二天 结果他就去买水了，买了两瓶，婆婆一瓶他 可是我在后面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一
杰森就还回去了）更让我感到无语的是，他 一瓶。我的心一下子就
边哭一边让我小
 舅 返 回 人 群 求 求
们竟然还在桌子上用笔来计算并平摊小 受不了了，感觉他们歧视
费，是餐费的百分之二十。搞了半天。这 我，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
那帮人不要杀老
个结尾真是惊讶到我了，心想：
“ 他妈的！ 流。这种事在后来的餐
牛了，我小舅哪会
老子怎么出门就忘了带钱了呢，还不如我 厅还发生过一次：
听一个孩子的话，
“ 你饿
自己一下子都付了爽！”
。
他一边安慰我一

美 琪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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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狠命地蹬车子，可我想让他停车，就试图
阻挡车轮转动，终于“咔嚓～”一下子，车子
停了下来，我的右脚伸进了车轱辘里，凉鞋
掉了，瞬间血流如注……我当时没有感觉
到疼直到我看到血涌出来的那一刻才感到
一股钻心的疼，
接下来我就晕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我的脚已经包上了很多纱
布了，我躺在家里的土炕上依然泪流满面，
我小舅和我妈妈围着我，看见我醒来小舅
一直自责。我跟我小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
吃牛肉了.记得我妈当时警告我：
“ 小孩子
不要随便发誓”
。
第二天晚上，有人给我家端了一碗牛
肉来，我看到牛肉大概早就把昨天发生的
事给忘了，就跟我哥分着吃了。但我第三
天就开始发烧了，一共病了九天才好起来，
我的脚也是大概一个月以后才好了的。我
妈说是我发誓发的，从那以后大概十年的
时间我都没有碰过牛肉。后来是从兰州拉
面里的几小块牛肉开始逐渐尝试着重新吃
的，虽然如此，野生动物的肉如果不是做好
了给我端上来，我是从来不敢去碰的。那
双泪汪汪的眼睛这辈子已经深刻在我的心
里了，现在我已经 43 岁了，每年都会有一
两百只野雁在我和 Jeff 的看护下从小布点
儿长成大雁，他们冬季来临之前飞走，春天
有一部分会再回来，它们认识我和 Jeff，回
来的第一天会伸长了脖子到我家门口往里
看，我就知道是我喂大的大雁回来了，他们
很快会带来配偶，然后下蛋，再生一大群小
家伙，周而复始，繁衍生息。当然，火鸡家
庭和野鹿家庭、兔子、乌龟还有各种各样的
鸟，他们都是我们家的朋友，在这一英亩的
土地上没有任何人打他们的主意.
话题扯远了，刚才说到哪里了？哦，就
是我在 Fargo 其实是孤独的，没有朋友。但
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去上政府举办的
免费英文补习班，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当
然还有电脑网络，我可以在电脑上与我中
国的老朋友们保持亲密联系，因此虽然独
处的时间长，但我也乐在其中。杰森工作
早出晚归，非常勤劳。我基本就是在家带
孩子，他下班回来后做饭洗衣服刷碗打扫
卫生，他是一个美国陆战队的退伍军人，家
里不能有灰尘，我呢，正好相反，玩儿嘴行，
干活儿差点儿。但懒人有懒福，我父亲以
前总说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呸！我的
命有多厚，
他连想都想不到.
一悲一喜，一哭一笑，虽然失去了很
多，但也得到不少，日子这样下去倒也值得
了，本来，这不就是我当初来美国前所希望
的吗？但这一切都被杰森的一个战友的到
来破坏掉了.
杰森在美国陆战队服役的时候有一个
很好的朋友叫 S, 他们退伍后又一起去学了
厨师，然后在一起工作了几年。杰森和 S
那时候都想一辈子不结婚过单身生活，但
是 后 来 杰 森 遇 到 我 了 ，并 且 结 婚 有 了 孩
子。杰森回到美国的时候就跟 S 第一时间
联系上了，等我到了美国不久，在杰森的邀
请下，S 也从外州搬到了 Fargo，住在了我们
的楼下，开始我很高兴杰森在人生中有这
么一个好朋友，于是我们相处的像一家人
似的，他俩都是五星级大厨，以前一起在谢
尔 顿 工 作 多 年 ，因 此 家 中 根 本 不 用 我 做
饭。他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喝酒一
起玩儿，我也觉得 S 像我的另一个小叔子
似的，直到我发现了他俩的秘密并染上了
毒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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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张胜利已执教鞭 22 年

“希望工程”是中国为资助
贫困儿童接受教育、改善贫困地
区办学条件而广为知之的公益项
目，而“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
张胜利的故事，却少为人知。
多年前，张胜利还是山村里
一个渴望念书的孩子时，是公益
教育改变了他的命运。如今，他
已从事教育工作 22 载，他正通过
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更多贫困孩子
的命运。

公益教育这样改变命运
中新社记者 吕子豪/文

桃木疙瘩村的少年读书梦
桃木疙瘩村，位于中国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河北省深
度贫困县涞源县 70 多公里外
太行山、燕山交界处的韭菜山
上。如今寻访，仍需从县城开
车约 60 多公里，再“爬行”13
公里曲折颠簸的环山石子路，
翻越山梁，才能看到韭菜山主
峰上的桃木疙瘩村。
据中共涞源县东团堡乡
箭杆河村党支部书记张秀江介
绍，桃木疙瘩村是箭杆河村的
一 个 辅 村， 原 来 住 有 10 户、
30 多人，常年缺水、少电，一
到春冬干旱的时候，村民要到

五里地外的河沟去背水。2017
年全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前，
该村仅剩 7 户人家。
1987 年，时任涞源县政协
副主席的车志忠到桃木疙瘩村
考察旅游资源。车子刚停在村
里，一群孩子便围过来看“稀
罕”。
车志忠问孩子们：“见过
汽车吗？”“知道火车怎么跑
吗？”……有的孩子回答：“用
马拉着跑。”有的说：“靠烧
柴火跑。”孩子们“天真”的
回答，令车志忠倍感心酸。
当时，11 岁的张胜利正在

村里的桃木疙瘩村小学读书。
据张胜利回忆，其实也称不上
是“学校”，
“房子白天当教室，
晚上做羊圈”，只是 3 间用石头、
桦树皮、白胶泥土垒的四面漏
风的石头房子，三根立柱支撑
着屋顶，屋顶没有瓦。
“ 学 校 一 共 13 个 学 生，
一名代课老师。”提起当年求
学的艰苦，张胜利感慨道，黑
板是墨汁刷的，粉笔是白胶泥
土搓成的，“一下雨，雨水顺
着墙流下来，一下子就能把黑
板上写的字冲没了”。
“当时虽小，但我却记住

了车老师离开桃木疙瘩村时说
的一句话：将来帮你们上小学、
初中、高中，考大学。”张胜
利感慨道。因此，尽管家里穷
到除了睡觉的床，只有一个板
柜和两个水缸，就连日常
充饥的红薯、土豆也经
常面临短缺，但“就
是 想 上 学， 特 别
想上”的念头
在张胜利心
里生了
根。

少年辍学乞讨 为读书写信求助
1988 年，张胜利父亲病重，
要求张胜利辍学回家，可倔强的
张胜利仍坚持去学校。一气之下，
父亲把他的书包扔进灶膛，幸被
他从火中抢出。此后，每到放学，
张胜利都把书包藏在别人家。即
使这样，仍没逃脱辍学命运。
为养活一家人，1988 年冬，
失学的张胜利无奈到临近的涞水
县等地乞讨要饭。“走街串巷，
半个多月时间为家里要回来 250
多公斤玉米。”张胜利回忆道。

1989 年 4 月， 张 胜 利 父 亲
去世，母亲远嫁他乡，年幼的弟
弟妹妹由奶奶抚养。自此，张胜
利独自一人生活。一心想着读书
的张胜利为重返校园，和同学吕
成山一起商量办法。这时，他们
想起了来过村里的车志忠伯伯。
忐忑中，他们写了“人生的
第一封信”：“车伯伯您好！您
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我们很想
上学，可是家里穷，我爹不让我
们上学，我们想念出书来，像您

一样做个为国争光的人。”
第二天，张胜利怀揣着这封
只有一页纸的信，背上 25 公斤
的木柴，步行 20 多里山路赶到
东团堡乡。
卖了柴，张胜利买了
一张 0.08 元（人民币，
下 同） 的 邮 票 ，
把信给寄了出
去。

第一把“希望之火”在这个小山村点燃
1989 年 10 月 17 日， 桃 木 疙 瘩 村
小学包括张胜利在内的 13 名失学少年，
拿到中国青基会颁发的《资助就读证》，
成为被中国“希望工程”首批救助的贫
困生。
据中国青基会大事记记载：首批资
助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小学张胜利
等 13 名失学少年，为他们支付小学期间
的全部书本及杂费，帮助他们重返校园，
并为学校修建了新教室。
中国“希望工程”的第一把“希望
之火”，在这个贫瘠偏僻的小山村点燃。
桃木疙瘩村，也因此成为“希望工程”
发源地。
那年，张胜利 13 岁。从当年一张老
照片上看到，第一批被救助的少年统一
穿上了蓝色运动服，背上了新书包。

▲张胜利等 3 人成为
1996 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
火炬手。

现年 43 岁
的张胜利介绍受
助情况。
本版图片均
由徐巧明提供
▲

接到求助信的车志忠再次前往桃木
疙瘩村，并给孩子们带去了学习资料、
教具和小人书。此时，13 个孩子中，已
有 11 人失学。
为此，车志忠四处奔走，向人们诉
说山里孩子们“要上学而不能”的困境，
以期唤起更多爱心人士对这些山里孩子
求学的关注。同时，车志忠给共青团中
央和河北省政协等单位写信，反映孩子
们的情况。
恰此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
称“中国青基会”）提出开展对贫困地
区失学少年的救助活动，并命名为“希
望工程”，孩子们重返校园的曙光出现。
1989 年 4 月，中国青基会一行来到
河北涞源县调研，张胜利的信经车志忠
帮助被转交。

从年轻代课教师到奥运火炬手
1990 年 4 月 18 日，中国青基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救助贫因地区失
学少年，实施希望工程”座谈会，张胜
利作为首批受助生代表赴会。
谈起当年座谈会的场景，张胜利依
旧略显激动：“当时，我就知道一件事，
以后读书不用掏钱了。”
此后，张胜利和小伙伴们顺利在桃
木疙瘩村念完小学。
1991 年，15 岁的张胜利到涞源县
上庄乡读初中，此时，他已经在享受希
望工程助学金。为了养活自己，张胜利
一边读书一边利用周六日时间上山砍树
挣钱。初三那年，因想买学习资料，张
胜利把家里屋顶的瓦片卖了，“卖房瓦
在农村是很忌讳的一件事，但就想上学，
只有上学才能改变命运。”
然而，因为功课底子薄，张胜利最
终未能如愿考上高中，无奈之下选择了
暂时到北京打工。一次偶然回村，张胜
利发现村里学校的老师走了，立即萌发

了去代课的念头。
“我代课不是为了挣钱。”时隔多年，
提起当初的决定，张胜利依然执着地强
调这一点。
当时，亲戚不同意，觉得年轻小伙
子外出打工一个月最少挣 300 元，代课
一个月才挣 90 元。但性格有些“犟”的
张胜利，想让更多跟他一样的孩子都能
有书读。
1995 年，在“希望工程教师培训”
项目帮助下，19 岁的张胜利被上海市第
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据张胜利
回忆，那两年对他影响非常大，“学费、
吃住都由学校资助，能够安心学习，毕
业后就能顺利当老师”。
1996 年，20 岁的张胜利和另外两
名孩子，代表中国 125 万受“希望工程”
救助的贫困学子，远赴美国亚特兰大成
为奥运会火炬手。这件事，让张胜利倍
感骄傲，并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世界的广
阔。

希望更多孩子因教育改变命运
1997 年，从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毕
业的张胜利谢绝多方邀请，直接回到太
行山深处的家乡——桃木疙瘩村小学当
了一名普通代课老师。
为让更多贫困孩子上得起学，经奔
走以及多方申请，1998 年，中国青基会
出资在桃木疙瘩村小学成立寄宿制 4 年
级班。张胜利说，当年共招了 13 名学生，
还配了一名老师，学生不用掏钱，每顿
饭都有肉吃。1998 年 13 个学生，1999
年 18 个学生……为让更多孩子拥有好一
点的教学条件，张胜利带上干粮，一村
村一户户地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
家长，想方设法把其他村的贫困孩子接
到桃木疙瘩村小学读书。
2001 年，在北京京铁北方铁路运输
服务有限公司帮助下，“北京升旗希望
小学”在涞源县东团堡乡建成，桃木疙
瘩村小学也迁到此处，张胜利任校长。

据统计，2001 年至 2005 年，北京
升旗希望小学学生增至 80 多人，生源辐
射周边 7 个村庄。2005 年，北京升旗希
望小学被合并，张胜利随之调任东团堡
乡中心小学任副校长。现在，东团堡乡
中心小学有 400 多名学生、36 名教师，
有标准化的教学楼、办公楼，每间面积
60 平方米的教室、音体美教室、少科室、
实验室、图书室、微机室一应俱全，还
有捐建的足球场和“桃木疙瘩小学希望
工程展览馆”。
如今，桃木疙瘩村的村民已住进了
县城的集中安置楼房。其他受“希望工程”
救助的孩子们，也在努力以自己微薄之
力帮助他人，继续传递“希望之火”。
既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更是
践行者的张胜利，在教书育人岗位上勤
恳耕耘的 20 余年间，累计为中国超 500
名受助学生和爱心人士牵线搭桥。

广而告知
全美最大的厨具批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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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鑫 橱 柜 有 限 公 司 明 州 分 公 司
GEC Kitchen Cabinet Depot
1500 Washington Ave N Minneapolish MN 55411
Tel: 612-877-6999 Fax:612-588-3993

Http://www.geccabinetdepot.com; Email:jasonzheng442@hotmail.com
本公司经销欧美
式精致橱柜

比市场价便宜
70%以上
橱质量保证，所有
面板采用高级木
材，
百种以上各式橱
柜产品任君选择
kitchen cabinet,
bathroomVanity,
show room,
20% off

@每月推出特价再特价优惠产品

@欢迎建材商人批发、
零售（价格优惠）

自设工厂一条龙生产，
自产自销（原材料完全国外进口）

长 江 饭 店
Yangtze Restaurant

19 8 2 年 开

www.yangtze.us

周末点心 誉满明州
品质卓越 美味无穷
营 业 时 间
SUN - THURS 11:00 A.M. to 10:00 P.M.
FRI and SAT 11:00 A.M. to 11:00 P.M.

周末及节假日点心时间
SAT and SUN 10:00 A.M. to 2:00 P.M.
节假日：
元旦、
国殇日，
国庆节、
劳动节、
感恩节、
圣诞节

5625 Wayzata Boulevard St.Louis Park, MN 55416

Tel: 952 - 541 - 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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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纪

Licensed Since 2001

免費估價，經驗豐富，耐心體貼，真誠為您服務
Chuen "Paul" Wu

Realtor

胡世傳
Mobile/Text 612.730.8432
paulnicy@hotmail.com
微信 id：paulwuwu
自 2001 年累積豐富專業房地產買賣經驗,真誠細心耐心
照顧華語英語客戶需要，令到每次買賣過程盡可能無壓
力和精簡。深通熟練議價技巧,為客人爭取到底。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altor since year 2001. I believe in
honesty, transparency and communicating these values with the ut⁃
most professionalism to my clients. I enjoy meeting and working
with people, utilizing my extensive skill set to help make each tran⁃
sition as stress-free and streamlined as possible. I consider effec⁃
tive listening as the key to a successful property search, taking the
time to understand my client's needs so that I can deliver exception⁃
al client satisfaction.

TheBridgeRealty.com

扫一扫或加微信
If your property is now listed with a REALTOR® or Broker, please disregard this offer,
as it is not our intention to solicit the offerings of other REALTORS® or Brokers.

康乐老年中心
Kang Le Adult Day Care Center

交友聊天，
交友聊天
，郊游垂钓
郊游垂钓，
，游戏麻将
游戏麻将，
，古稀重新
琴棋书画，
琴棋书画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春秋不老
春秋不老，
，康乐永长

康乐老年中心用真诚博
爱之心为您服务，陪您度过

康快乐每一天！

健

提供接送服务：东西两区可就近选择，让您免受路途劳顿
提供早餐午餐：专业厨师配置，营养美味又健康
多种娱乐活动：象棋，上网，麻将，BINGO，卡拉 OK ，乒乓球，台球，
篮球，健身房，种菜，跳舞课，唱歌课，绘画课，英语课
安全户外活动：每天超市购物，农贸市场，CASINO，野餐烧烤，博物馆，动
物园，逛街，公园散步，乘船钓鱼，游湖，摘苹果等
个性化专业服务：专业理发，文件翻译，就医预约，交通预约，经验丰富的
中医师姜永平、秦丽新医生提供针灸治疗

欢迎实地参观，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欢迎实地参观，
秦丽新女士：
秦丽新女士
：612
612-208
208-3848
西区地址：
西区地址
：
5593 W 78
78th
th street，
street，Edina MN 55439
东区地址：
东区地址
：
1399 N Eustis street，
street，St Paul MN 55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