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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 • 致敬广州”

China Tribune

《清明上河图 3.0》数字艺术展开幕式

2019 年 11 月 19 日上午，由故宫博物院
和凤凰卫视联合主办，故宫出版社和凤凰
数字科技共同承办的“文化中国• 致敬广
州”
《清明上河图 3.0》数字艺术展在广州国
际媒体港盛大开幕。
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刘长乐，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广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局长刘瑜梅，广州市海珠区委副
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党组书记李海洲，
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关琪，广
州市黄埔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牟治平，广
州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范海松等领导嘉宾
出席开幕式
《清明上河图 3.0》数字艺术展由主创
团队耗资 5,000 万研发，2018 年在北京故宫
博物院首次展出，吸引观众逾 141 万人次，
2019 年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19 年度内地
和港澳地区文化和旅游交流重点项目”在
香港举办，深层次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本次广州展在故宫展与香港展的基础
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在主展区增加如全息
影片《南音》、
《点茶》等全新数字内容体验
的同时，宋“潮”游乐园板块也以崭新的面
貌亮相，以宋代美学结合非遗艺术与广州
在地文化，为广州市民带来一场科技艺术
文化视听盛宴。
开幕式典礼环节结束后，到场领导嘉

宾在凤凰卫视主持人黄橙子的引导下参观 镜 到 底 的 技 术 手 法 ，
将散点透视的原作画
全馆。
《清明上河图 3.0》数字艺术展包含序 面还原成视觉上可移
厅、
“ 盛世长卷”巨幅动态高清投影、
《清明 动 的 立 体 空 间 ，从 黄
上 河 图》之 旅 文 化 主 展 区 、
“汴河码头” 昏 日 落 行 至 华 灯 初
270°球幕影院、宋“潮”游乐园、文创衍生 上，体会汴河“两岸风
烟 天 下 无 ”的 繁 华 盛
品商店与公共活动空间等板块。
长达 40 米的“盛世长卷”巨幅动态高 世。
宋“潮”游乐园是
清投影板块运用高新科技与新媒体艺术语
言对国宝级文物《清明上河图》进行了全新 专为广大亲子家庭打
演绎，引领观众观画、入画、游画，体验身临 造的沉浸式非遗体验
展。以北宋孟元老的
其境的沉浸式游览。
展览主展区“《清明上河图》之旅”从时 《东 京 梦 华 录》为 蓝
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原画叙事、历史文明、 本 ，深 入 挖 掘 和 提 炼
当代创想三个层次，按照原画从右到左的 宋 朝 美 学 基 因 ，提 炼
阅读顺序划分为都城贸易、文明生态、城市 在地化广府文化元素，创造性启动了花城
地图、水运工程、建筑空间、知识生产、物质 广州“游花街逛灯会”的热闹场景。以现代
文化等八大板块，每一场景按照主题配有 艺术融合岭南传统非遗，营造广州特色“一
原画作中截取的一段“画”，结合起来是一 夜鱼龙舞”的宋“潮”游乐园。通过闯关打
张完整的《清明上河图》。与此同时，中外 卡的游戏方式，猜灯谜、手绘团扇、临摹年
当代设计师的艺术装置穿插其中，创新形 画、作客宋“潮”直播间，聆听宋“潮”好声
式的交互让传统文化与古老工艺实现深层 音，问诊宋「潮」大药房，身临其境地感受宋
“潮”生活美学，与《清明上河图》进行跨时
次对话。
走过主展区，将进入 8 米直径的 4K 高 空的艺术对话。
在文创衍生品板块，展览带来了当代
清球幕影院。影片伊始，观众仿佛乘上汴
河码头停泊的客船，在乐声陪伴下游览北 艺术家、设计师与作家运用《清明上河图》
宋京城汴河两岸。270°全景影片采用一 美术元素与文化历史背景设计的文创产

品，分为清明上河图主视觉文创、宋“潮”游
乐园文创、故宫文创、故宫出版社图书四大
类别，紧贴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努
力做到既传承古老文化，
亦符合当代审美。
“文化中国，致敬广州”，以内地巡展
首站广州为开端，
《清明上河图 3.0》数字艺
术全国巡展正式启动。展览作为一项现象
级文化盛事，计划在未来亮相南京、杭州、
武汉、西安、成都、昆明等全国主要城市，用
先进的新媒体艺术手法，将不轻易示人的
艺术巨著带到民间，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近
距离接触这幅传世名作，致敬城市历史，共
建文化中国。
图片说明：
01《清明上河图 3.0》数字艺术
广州展主海报
02《清明上河图 3.0》数字艺术
广州展开幕式现场
03 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董
事局主席刘长乐，广州市副市长王
东等领导嘉宾参观《清明上河图》之
旅文化主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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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B03

《逝川》-《我的新“家庭”
》 - 北京歌舞团 8 旬艺人张 （写于明尼苏达州）

节目丰富多彩，演员们充满了激 “七彩云南”的魅力是无穷的。
情的表演受到战士们热烈欢迎。
年轻的北京歌舞团给军队各
《北京市慰问团》
（2）
级领导和战士们的印象：年轻，朝
气蓬勃，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艺
第二次的北京市慰问团是
术上新颖，风格多样且独特。战 去东北某地区。那一年，除了我
士们说：
“北京慰问团的演出有精 们团以外还有好几个慰问团去不
气神儿，带劲儿，我们愿意看”
！
同的地区。胡耀邦总书记英明的
慰问演出结束后，军队领导 指示传达到各级领导：
“慰问团的
说：
“北京慰问团到我们云南来慰 一正，两副三位团长，正团长和第
问，每天忙于演出太辛苦啦，不能 一副团长由党员干部担任。另一
就这么回去。一定要请你们全体 位 副 团 长 要 由 民 主 党 派 人 士 担
演员到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去看 任”。这可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上接 329 期
看”
。
难坏了北京市文化局及北京歌舞
那时到西双版纳的交通可不 团的领导，
他们无从选起。
我想起了几年前离开中央歌
像现在这么便利。军队领导调动
突然！他们想起来张鹰是
舞团时，乐队党支书赵**的离别
了直升飞机，把我们几十个团员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有一位副
嘱咐：
“张鹰！我们相处二十多年
分几次由开远市送到思茅市（今 局长当时还因为我加入“民盟”而
了，你干工作没说的，是一把好
普洱市），再转汽车到景洪市（西 批评了北京歌舞团的领导：
“据我
手。就是你的“眼神”？我从你的
双版纳的首府）。
了解张鹰是业务骨干，能力很强，
“眼神”里看到的是：你总是不服
大 家 都 是 第 一 次 坐 直 升 飞 又听党的招呼，让他干工作每一
气！这很影响你的‘进步’。到新
机，开始很紧张，飞机升空后就不 次都出色完成，为什么不吸收他
北京歌舞团工作，还是要听党的
害怕了，可以看到地面上美丽的 入党。什么原因”
？
招呼啊”
。
风景。很新奇也很过瘾，开远市
于 是 ，我 这 个“ 中 国 民 主 同
到思茅市那么远的路程很快就到 盟”的盟员担任了北京市慰问团
《北京市慰问团》( 1 )
了。太短了，真想多过过瘾。
的副团长。
在思茅市的军队驻地稍事休
北京市文化局的周局长是慰
北京市政府两次派出了以 息，全体演员换乘大轿车向目的
问团团长，赵副局长是副团长，我
北京歌舞团为主体的北京市慰问 地景洪市开去。越走越热，汗水
这个副团长很清闲自在。正是因
团去慰问军队。
越出越多，
不停地脱减衣服---。 为不管事反倒人缘好，演员们有
第一次是 1979 年对越自卫反
哇！经过澜沧江大桥了，看 什么事都愿意和我说，我成为局
击战结束后到云南开远市的西线 到傣族姑娘们挑着担子一扭一扭
座和演员们沟通的桥梁。
指挥部。当然是团长亲自带队， 地走路。哇！那不是走路，就是
在***市发生了一件事：到
领导干部搭配的也很整齐，我负 在表演舞蹈：那么优美，那么自
那个城市第二天，按照常规上午
责乐队兼演奏打击乐。参加演出 如，真好看，太美了！傣家的竹楼
舞台工作队装台，下午在舞台上
的演员们很兴奋：北京到昆明的 也非常漂亮，远远望去美极啦！
联排，晚上首场演出。可是舞台
长途卧铺车很舒服，昆明市翠湖 每座竹楼分两层：地面一层没有
工作队的那位临时负责人***拒
宾馆的房间很漂亮，很舒适，第一 围起来专养牲畜，二层住人，每座
绝装台，因为他发现那个市负责
次吃云南的“过桥米线”更美味。 竹楼周围是草地，整洁又漂亮。
接待我们的演出公司在暗地里卖
到了开远指挥部，军队还派了一 大家可开了眼界啦！
演出票。两位局座没有亲自带团
位老军医和一位女护士随团专门
当然，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 演出过，不知如何处理。急忙找
照顾我们。哇---，大家兴奋地 节目：丢香包，互相泼水祝福是必
到我：
“ 怎么办啊老张，今天是首
说：
“ 我们不是来慰问，是“被”慰 须的。虽然浑身上下被水泼的湿
场演出，军分区首长和市领导都
问来啦”
！
淋淋，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们可 来，
演出不能贻误啊”。
瞻仰了烈士墓地，聆听了军 高兴啦！那几天虽然不是“泼水
那位舞台工作队的临时负责
队领导的报告，更多的是为战士 节”假日，实际上就是在过“泼水
人***刚刚入党，原本局里是要任
们演出，有多次小型的演出分队 节”。我们虽然是慰问团，可真的
命他担任副团长的，因为执行胡
演出，也有全体慰问演出团的演 是“被”慰问的演出团。
耀邦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这个慰
出。北京歌舞团是年轻的艺术团
后来，我自己一个人又六次 问团副团长由我这个民主党派成
体，演员阵容年轻又整齐，演出的 到云南，五次到西双版纳采风。
员担任。其实我不是共产党员，

不可能做真正的北京歌
舞团副团长，回北京后
局里还是要提拔他担任
北京歌舞团副团长。他
还是太着急了，想以此
举来表达他的不满，给
局座出点儿难题。
我在演艺界“摸爬
滚打”三十年，经历的事
情多了。心里明镜似
的：
“二位局座不用着
急。请立即召开舞台工
作队全体会议并请局座
亲自宣布：
（1）关于这个
市的演出公司暗地里卖
票的事件，我们会立即
处理。你们反映的情况
很好，但是现在装台是首要的政
治任务。
（2）***你是舞台工作队
的负责人，立即组织全体队员装
台，如果你不愿意干，现在就回北
京！由舞台工作队原队长领导大
家装台。
（3）舞台工作队全体同志
历来表现的很好，要保持荣誉。
今晚首场演出的灯光，布景，装置
和服装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下
午的联排就是检验”
。
局长的亲自讲话，舞工队的
队员们反映都很好，先前只是不
敢出头反对那一位“未来的副团
长”。果然，上午的舞台装的很
好，下午彩排也顺利，当晚的首场
演出获得成功。
副局长和我找到**市演出公
司经理谈话：
“我们是慰问团怎么
能卖票呢？传出去就是政治事
件，立即停止卖票”。他痛哭流
涕：
“ 我们的收入指标很重，压得
透不过气来，就是想通过北京慰
问团演出赚些钱。我知道我错
了”。我们安慰他一番，也表示不
向市里领导反映，
此事圆满解决。
有个“小插曲”：在**市演出
后的晚宴上，军分区司令和市领
导们非常豪爽，酒量很大，我们慰
问团的团长（北京文化局局长）副
团长（副局长）的秘书找到我（因
为我知道我的身份坐在主桌不太
好，每一次的晚宴就主动到演员
们的饭桌喝酒，吃饭）。焦急地对

成 语 里 的 中 医（ 十 八 ）
流水不腐，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上一期我们通过“沁人心脾”知晓
了中医芳香疗法的奥妙，今天我们来看
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一成语和我
们健康的关系吧！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dù)" 出自战
国末年《吕氏春秋•尽数》篇："流水不
腐，户枢不蠹，动也。" 说的是一个自
然现象，流动的水不会发臭，经常转动
的门轴不会被虫蛀。比喻经常运动的
事物不易受到侵蚀，可以保持很久不变
坏。
不 腐 ，不 蠹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动 ”
也。自然界的水不流动就会垃圾堆积，
成为一潭死水，臭水。中医用“天人相
应”来解释生命现象，因此于人体而言，
也是同样的道理。人生病一是水“腐”，
二 是 各 种“ 门 轴 ”开 关 不 利 了 。 如 何
破？老祖宗告诉我们“动”。一是主动
的，一是被动的。
运动是一个主动的好方法！
“ 形不
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说的是如
果人身懒不运动，精气就不流动，造成
气滞血瘀，身体就会“不通则痛”。这样

的人常常越不运动越累，身体到处酸 们创造出了现有的抗生素都无法杀死
痛，关节僵硬，功能慢慢退化就衰老了， 的“超级细菌”。中医说“通则不痛”和
所以才有“生命在于运动”一说。这个 第二种策略“流水不腐”其实是一个意
动是
“外在形体”的动。
思。
“ 痛”的原因是有地方“不通”，
“ 腐”
我们再来看一看被动的“动”，
“ 内 的原因是水“不流”。既然防腐的最好
在”的动。先看一个自然现象：河道下 方法是使水流动起来，而不是杀菌，那
游或平缓转弯处水流速度减慢后上游 么治痛的最好方法也应是“疏通”而不
冲下来的垃圾就容易积聚在此处，时间 是麻醉，治病的最好方法就应是“致和”
久了就会滋生细菌发臭。如何破？两 的过程，创造条件让人体达到自然动态
种方法！第一种，既然是因为细菌太多 的平衡，
这个动就是
“功能”的动。
引起的腐臭，那就先检测一下水里有什
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也遵循自然
么细菌，然后针对这些细菌在这个区域 界水的“升、降、沉、浮”循环运动形式，
喷洒大量消毒剂抑制或杀死细菌，细菌 达到上下内外的动态平衡，这也是人体
杀死了就不会臭了。第二种，疏通河 健康的本质和中医治病的目的。生病，
道，加速水流速度，只要水流动起来不 就是五脏不能“升降浮沉”了，所以可以
断有新鲜的水来补充，垃圾就无法聚 通过食物和药物性味的升降浮沉来调
集，细菌也无法滋生。我想大家一定会 节，可以通过针灸的运动气血来调和身
说谁这么傻会选第一种方法呢？如果 心的过程。
这个河道就是我们人体呢？得了病发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了炎，实际上和发臭的水一样，表面上 来”。生命在于运动，人的生命力也是
看是由细菌病毒引起的，我们会去医院 五脏六腑运动的体现。中医就是生生
抽血，做各种检查，先查明是什么细菌， 不息的致和过程。
然后用抗生素去杀菌，这和在臭水中洒
消毒剂的道理是一样的，可能一时把臭
今天就说到这，下一期的成语是
味消除了，但很快细菌就有了抵抗力， “过犹不及”
。
我们就用更强的消毒剂，如此循环，我

我说：
“ 老张：咱们的局座都不能
喝酒，招架不住要出丑---”。
“好
办”！国内，外演出后的酒会参加
的次数多了，我心里有数。立马
找了三位酒量大，性格也大气的
女舞蹈演员：
“快去救咱们局
长”。
“ 没问题！交给我们您就放
心吧，
张老师”
！
她们三位到了主桌：
“ 司令！
市长！我们三个人代表全体演员
给各位领导敬酒来啦”！满满一
杯茅台酒眼都不眨一下就“干”
了。市里的领导们还挺矜持，那
位司令可太高兴了，真招呼！经
过数个回合，三位女演员兴致正
浓时，那位司令就被勤务兵搀扶
着回去休息去了。

《乔迁新居-祖孙乐》
“奶奶！奶奶！抽烟吧”？我
的四岁小儿子张岩热切地递给奶
奶一根香烟并划着了火柴。
“还是
我的小孙子心疼奶奶啊”！奶奶
笑眯眯地接过烟卷吸了起来。祖
孙俩亲昵的场面感染了全家人。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就
是好。这不是吗？已经搬了新的
家，再也不住那“筒子楼”，搬到位
于后海边的后门桥帽儿胡同的单
元楼来啦。
上图：作者在蒙古共和国

丁曙晴
出生于中国南京，
祖父丁泽民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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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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州行走

■責任編輯：凌晨曦

昔 日 土匪窩

瑤族
基本社會發展數據

合作版

“今天晚上長桌宴的位置還有嗎？”“沒有啦，桌

子凳子可以加，可是菜都是預定好的，沒有多的
了，實在不好意思了。”

起源：

暑期的一個下午，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長垌

鄉古占瑤寨，來自廣西平南縣的一對母子進來詢

●瑤族是古代東方“九黎”中的
一支

問時，61 歲的前村支書、瑤族（山子瑤支系）
盤邵榮剛剛整理好當晚長桌宴的餐具。他說，

●是中國華南地區分佈最廣的少數
民族

“今晚要接待近200名遊客。”

●是中國最長壽的民族之一

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是“世界瑤都”，是

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奠基人費孝通學術性田野
調查的起點，縣內的大瑤山是解放初期全國匪患

分佈：

最嚴重的地區。如今，隨着旅遊和瑤醫瑤藥資源

●瑤族廣泛分佈在亞、歐、美、澳
等各大洲

的開發，百里瑤寨成為旅遊勝地、風情畫廊、避

暑天堂，中國氣象服務協會授予“中國天然氧吧”

●主體在中國，分佈在廣西、湖
南、廣東、雲南、貴州和江西五
省區 130 多個縣裡，其中以廣西
為最多

稱號，昔日匪窩正變身為長壽養生之地、旅遊風情

小鎮。

人口：

● 根據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
查 統 計 ， 瑤 族 人 口 數 為
2,796,003 人

/5#)&#
/5#)&#




















瑤醫瑤藥守護
瑤族女最健康
“ 五六歲就跟着大人上山認藥採藥，17
歲開始，我就一個人跑到廣州擺地攤賣草
藥。”59 歲的陶冬蘭回憶起往事仍歷歷在
目，當年只會說瑤話、不會說普通話和粵語
的她，大着膽子坐了好幾天的船到廣州賣草
藥，居然也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如今，陶冬蘭在金秀經營着兩家瑤藥的
店面，每月銷售穩定在數萬元人民幣，“結
婚時住的是泥房，現在早就蓋上了三層小
樓。”陶冬蘭說，傳承千年的瑤醫瑤藥，在
新時代改變了瑤家人的生活。
瑤族生活在高山地區，多雨多霧，多
百蟲猛獸，易受疾病侵襲，但奇怪的是，
當城市婦女婦科病越來越普遍，居住在深
山老林裡的瑤族婦女，在惡劣的醫療環境
下 ， 婦 科 病 比 率 卻 不 到 10% 。 在 2006 年 3
月 9 日聯合國“國際婦女健康論壇”大會
上，瑤族婦女被評為“世界上身體最健康
的女性”，瑤族被認定為“世界唯一沒有
婦科病的民族”。
瑤醫瑤藥中最神奇的堪稱“產後三泡”
（分別在生孩子後三天內、第 15 天和第 30
天）。瑶族婦女生完孩子，第四天就可以下
地勞作，上山砍柴，不怕風吹日曬，形體保
持苗條，膚色紅潤。瑤族老人年過七十還皮
膚紅潤，頭髮烏黑，精神矍鑠，雙眼清澈，
90 歲老人家還能健步如飛。瑤浴在 2008 年被
列入國家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瑤浴養生是一個口口相傳但不輕易外傳的古
方，如今成為金秀瑤家人的“致富處方”。
遍佈縣城和各個景區的瑤家藥浴，正在成為
金秀打造康養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來到金
秀的遊客中有近三分之一來自廣東，由於廣
東人對中藥草的偏愛，他們大多會買一些瑤
藥帶回家。”陶冬蘭說。

▲金秀長垌鄉平孟村青山屯黑老
虎中草藥種植基地，村民正在採
摘當地特產黑老虎果實。
受訪者供圖

廣西金秀瑤族村寨 變身旅遊養生之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征兵 廣西報道

今 日 風情廊廊

● 2017 年，金秀 GDP32.22 億元人
民幣，截止 2017 年金秀縣總人口
約 15.69 萬人，其中瑤族約佔三
分之一，共有盤瑤、茶山瑤、花
藍瑤、山子瑤、坳瑤五個支系，
瑤族佔總人口的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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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旅遊和瑤
醫瑤藥資源的開
發，百里瑤寨成為旅
遊勝地、風情畫廊、避
暑天堂。圖為遊客體驗
藥浴泡腳。
受訪者供圖

我們兄弟姐妹八人十分艱難，一天亮
一天黑（飽一頓飢一頓）熬過來的，
在 2016 年吃上‘旅遊飯’之前，整
個古占瑤寨是有名的貧困村，發展旅
遊後，全村最後 12 戶貧困戶已經在
去年脫貧了。”盤邵榮說，這幾年
生活變化真快啊，村民們做民宿，
做農家樂，加上種植甜茶和砂糖橘
等水果，一年至少能有五六萬元收
入，也不用出遠門去打工了。
他說，目前盤王生態園正在進行
二期建設，重點建設中草藥種植、瑤
浴培訓中心和會議中心，可容納 500 人
開會，滿足會議、商務需求。此外，村
裡的一條河也招商成功，準備引入投資
開發水上旅遊。

扶貧到戶 建設旅遊勝地

古占瑤
寨的

村民們近年來
“靠山吃山”，集體
吃上了“旅遊飯”。
“這兩天是周末，遊客比較多，昨
晚就接待了 200 多名遊客，今晚還有將近
200 人，吃瑤族長桌宴、體驗傳統藥浴泡
腳、欣賞瑤族歌舞。”盤邵榮說。

資源整合 開發旅遊景區

古占瑤寨把整村資源整合，利用荒
地，以 1,500 元/畝（人民幣，下同）的
價格租給旅遊公司開發成旅遊景區，並
約定每接待一位遊客，就返 1 元給村集
體。同時，景區聘用部分村民為工作人
員，能拿到 2,500 元至 3,000 元月薪，節
假日客流量大的時候，還會請村民來做
臨時工，每人每天 130 元。此外，村民還
參與每周六晚的民俗文化表演，每場次
有 1,200 元的收入，讓村民可以在家門口
務工。
正說着，盤邵榮的兒媳婦換上瑤族
盛裝準備出門，她要參加晚上的瑤族歌
舞表演，而實際上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
漢族女子。
盤邵榮 5 歲的小孫子從小在遊客的來
來往往中長大，似乎也深知遊客們的到來
對全家生活意味着什麼，一見到家門前站
着二位美女遊客，立馬熱情地將她們拉進
自家客廳來玩，並抱上一隻小鼓即興來了
一小段舞蹈。
“以前的生活不堪回首，父母養活

當日，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龐福銀
時，這個 42 歲的瑤族木匠正在山谷下的
塘中撈魚，晚上住在他家民宿的客人大
多少不了這道菜。
龐福銀和妻子馮趙英在長垌鄉道江
村開了一家民宿兼營農家樂，現在又新
增了山澗泳池、山谷卡拉 OK 和民俗歌舞
表演、瑤家燒烤，正在準備申報 3A 級景
區。兩年多來他們的民宿在金秀已是小
有名氣，即便是在寒冬也有遊客慕名而
來，他們有何吸引遊客的秘訣？
用楓葉做飯聽起來很新鮮吧？這可
是大瑤山裡傳承了幾百年的美食，生活
在深山裡的瑤族人認為楓葉有清熱涼血
的作用，適合當地潮濕的氣候，不論怎
樣的說法，楓葉飯都是獨特的，現在更
是成了瑤家人招待客人的一道特色美
味。
通過實施旅遊扶貧到村到戶工程，
推進“百里瑤寨風情畫廊”建設，今年 4
月，金秀徹底摘掉了國家級貧困縣的
“帽子”，貧困發生率降至 2.496%。群
眾不愁吃、不愁穿、有穩定收入，義務
教育鞏固率達 95.15%，建檔立卡貧困戶
醫療保險參保率 100%。

▲盤邵榮正在準備當晚的瑤家長桌
宴。
受訪者供圖

B06 学术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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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马寿椿博士，成都中医学院硕
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成都中医药大学
客座教授。曾任重庆中医研究所主治医生，
病房副主任。1988 年应美国西北东方针灸
研究院之邀，赴美讲学带习。曾被聘为全美
首批东方针灸医药学博士班导师，任教于俄
勒冈中医学院。国内外发表论文十余篇。
长于经典与临床结合，
针灸药、
食疗並用。
经典针灸的核心要义
这个对话是马寿椿博士和巩昌镇博士
在美国中医论坛和国际中医论坛关于美国
针灸发展方向访谈后完成的。
巩昌镇：马博士是经典针灸的守卫者。在您
看来，哪些内容属于经典针灸理论的核心要
义呢？
马寿椿：我们看看经络是怎样运行气血的。
认识中医的独特发展规律
经脉伏行于分肉之间，是卫气运行的地方。
经脉不是血脉
（血管）。卫气行于脉外，不入
巩昌镇：中医针灸现代研究的规模是空前
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都 于血脉之中。经脉运行血液是通过络脉来实
借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中医针灸的研究。科 现的。络脉一端联系着血脉，一端联系着穴
学研究在交叉地带是最容易产生成果的。您 位，这就是内经所说的“孙络三百六十五穴，
提出学科发展应遵循自身的规律。如何解 会”。孙络汇合于每一个穴位，三百六十五只
是相对穴位的概数。孙络跟孔窍一样，覆盖
释？
无处不在。孙络是络脉的细微部分。
马寿椿：民国时期，消灭中医的呼声甚嚣尘 于体表，
络脉调控血液的运行，
络脉渗灌诸节，进入
上。在形式的压迫下，中医西化，凡著书立
说，言必称神经、细菌。能够承受压力的名家 穴位之中，因此说十二经脉是运行气血的通
中，我只看到了曹颖甫。民国时期，中医没有 道。内经说，病在血，调之络，叶天士说，久病
都是这个道理。
什么成就，向西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那 通络，
以应一岁
是因为形势造成的，违背了中医发展的规 气穴三百六十五，
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
律。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曾说过，近五百年来，
中国没有发明创造。我想他是有根据的。但 谿谷三百六十五穴会《素问•气穴论》
中医不在其中，中医例外，清代温病学派发 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灵枢•九针十二原》
展定型，是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后的里程 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络脉之渗灌诸节也
碑似的发展。因此，我认为学科发展应该遵 《灵枢•小针解》
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灵枢
循自身的规律。
•经脉》
调之络《素问•调经论》
巩昌镇：现在科学研究已经不是奢侈品，而 病在血，
是必需品了，每一门学科都是如此了。中医
针灸的特殊性决定了它自己的独特研究方 巩昌镇：最近腧穴的动态性引起了临床医生
和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动态腧穴观有没有人
法论。您对针灸的研究有什么建议呢？
马寿椿：我对针灸科研的一些想法包含下面 有不同的意见？有没有人认为腧穴是静态
两点：1.针灸的基础研究，不是临床医生要 的？如何准确地理解经典针灸学里的穴位？
做的事情，应有一只专业队伍。只有国内的 如何理解针灸穴位的动态性和静态性？
院校和科研机构有这个能力。2.基础研究， 马寿椿：我对《黄帝内经》经络穴位有个初步
要在透彻的了解中医的原点的基础上才能 提纲性的小结，与教科书不同，比较简洁。
立题，立题应请某方面的纯中医专家参与。 365 恒穴与无穷尽的穴点。人体 365 穴是我
以确保弄清楚了该题的中医含義。这一原则 们的祖先几千年反复实践总结出来的，与经
应该是谁都清楚的，但是在做起来的时候並 络学说一起，构成了针灸学的主体。这是闲
非如此。举个例，我们对经络穴位实质的研 云再读内经后的进一步感悟。
《黄帝内经》在论述穴位的同时还认为
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搞了几十年，
人体有无穷尽的穴点，
这些点都可以形成穴
还在继续。可是谁能告诉我经络穴位的中医
实质？有誰深入到《黄帝内经》挖掘出来？如 位，只要具备下述四个条件。1.孔窍。2.卫气
果科研的基础不是原著，而是现行教材，那 留止处。3.病邪停聚处。4.可针刺的地方。这
是很可笑的。难怪会做很多无用功，浪费大 为后世的新说、新法、新术预留了广阔的空
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365 穴，既可防病
量的人力和财力。
治病，又可强身健体。比如说针灸足三里、关
元、膏肓等等。
针灸研究存在的问题
而新确定的穴点则不具备这个功效。比
如说面部长个脓疮，这时脓疮和周边都形成
巩昌镇：在您看来，我们当前针灸的研究中
了穴位。可针刺，可出血，可排脓。脓疮好了
存在着哪些主要问题呢？
后，这个穴位已不存在，还有必要在这里扎
马寿椿：科研要立足长远。科研不能在解套
针保健吗？刺头痛点亦同此理。
中循环。举个例子来说，以伪针灸作针灸的
365 穴有定点，但实质上是一个区域，
对照组，多篇文章都显示阴性结果。为了推
是卫气停留的区域，是病邪客居之地。比如
翻这一结论，我们就证明伪针灸就是是针
三阴交穴，不一定在正点上，周边皮肤异常
灸，结果我们又陷入了另外的套。
处或压之疼痛处，才是邪聚针刺之点，它穴
1.如果说伪针灸就是针灸的话，那么干针就
亦然。因此在 365 穴周边再定新穴，实无必
是针灸。干针与针灸有同样的疗效。
要，
不仅无以尽其名，
且繁琐不得其要。
2.现在反对干针，因他们的学习的时数太
少，但是如果伪针灸和针灸一样有效的话，
巩昌镇：国医大师程莘农教授把针灸穴位定
那么干针没有必要去学习更多的课程。因为
义成天地人三个层次。现代针灸也开始融入
伪针灸根本就不用学习。
针灸穴位的皮脉筋肉骨五体层次。您是如何
3.如果伪针灸和针灸一样有效的话，那么所
理解经典穴位的层次的？
有的手法都没有意义。都是多余，手法反到
马寿椿：根据《黄帝内经》的描述，穴位是立
成了＂伪＂，
因为伪针灸根本就不用手法。
体的。里面停留着卫气，这是生理之穴，若病
4.如果伪针灸等同于针灸，那么针灸的穴位
邪客居，就形成为病理之穴。穴位通称气穴，
就失去了意义，那就只要针刺阿是穴和应激
有三百六十五穴，以应一岁。气穴是扎针的
点就行了。同样经络也失去了意义，于是针
地方，
＂气穴之处，
游针之居。＂
灸就可以废经络、废穴位、废医存针了。
我也认为穴位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
表浅的，叫孙络，＂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
巩昌镇：任何一个医学都会存在着这样那样
亦应一岁＂。其生理作用是通行营卫。这一
的问题，针灸医学也不列外。在您看来，针灸
句话看似平常，却隐藏着深刻的奥秘。需要
存在着那些主要问题呢？
解读。孙络是血脉的分枝，一端联着血管，一
马寿椿：针灸的问题是临床疗效跟不上疾病
端联系着穴位的表浅部份。只要调络就可以
的发展，这是根本问题。其它策略问题，方法
影响血液在血脉中的运行，所以内经有血病
问题、宣传问题，科普问题，立法问题等都很
治络，叶天士有久病通络的说法。再，此理论
重要 ，都会影响针灸的发展，但比起临床
可以使我们明确，经络是＂行血气的＂，其
来，那些都是标，不是本。如果忽弃了临床就
行血的功能是通过气穴表浅的孙络来实现
是本末倒置。针灸的发展在疗效，离开临床
的。而非血液在经络中流通。又，孙络数之可
疗效谈发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古今疾
三百六十五，推之可千，可万，复盖全身。故
病不同，有很多现在的疾病古人是没有见到
三百六十五孙络＂以通营卫＂。
的，没有经验可寻，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
第二层次，三百六十五气穴，穴位的主体部
高血糖等。这些常见的病古人没有经验，我
位是卫气留止的空间，是一个区域。而非一
们不能够在书上找到恰当的治疗方案，我们
个点，
且随邪气的客忤而移动。
需要进行临床探索，从小做起，从临床做起，
第三个层次，＂溪谷三百六十五穴，会＂此
从观察做起，有了确切的公认的可重复的疗
层较深，
不仅＂行营卫＂，
且＂会大气＂。
效再说，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不必追求高大上
此节结合我前述的＂365 恒穴与无穷尽的
的科研，不仅是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也不
穴点＂，是我读内经后，对穴位的理解。
（
《素
是临床医生要做的。
问．
气穴论篇第五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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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经典

与马寿椿博士关于经典在海外传承的对话（
与马寿椿博士关于经典在海外传承的对话
（I）
美国中医学院 巩昌镇博士

灸对很多疾
病特别是痛
把握中医的疗效
症有特色有
不 错 的 疗
巩昌镇：马博士，您对中医的疗效是很有
效 ，但 是 总
把握的。如何提高疗效是医生永远的探索
体来说还是
和追求。那么究竟如何提高中医的疗效
适应不了临
呢？
床 ，不 能 与
马寿椿：中医针灸能不能提高，在疗效上
西医相比。
与西医平起平坐，甚至超越？肯定是能夠
一个肾衰病
的。因为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很多精髓是
人 ，不 用 说
现代医学、现代科学所不及的，无处不到，
换 肾 ，只 是
但是它从多维空间看问题，错综复杂，多头
交识，非常难读，若无老师指导，难以融会贯 肾透析就能维持十数年，甚至更久。我们能
通。如果想用西医的理论替代它，用形式逻 做什么？能维持多久？常常几个月内三肿三
辑把它理顺，使复杂的内经简单化，条理化。 消就完了。
回归上述，提高中医针灸临床疗效的最
结果是失去了灵魂！失去灵魂的东西，就失
快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专病专方、专病专穴
去了生命力，还谈什么发展？办法之一是从
的收集和整理。
临床中来，突破病种，有了客观的临床效果，
理论就相应的出来了，而且是这个病的真实
经典著作是中医的捷径
理论，
不是假说。
巩昌镇：道与术的不同层面分析被广泛地应 巩昌镇：您提出读经典著作是捷径。针灸和
用到带有技术性的应用学科上。中医发展的 中药一源二流，针加中药是提高针灸临床疗
效的重要途径。请马博士谈一谈这一方面的
道与术是什么呢？
马寿椿：中医有道与术，随着疾病的变化，术 体会和经验。
相应需要发展，从临床上发展，取得客观疗 马寿椿：针灸医生除了读好《黄帝内经》外，
《金匮要略》
《温病条辨》
效后，又可充实理论。比如高血压，中医至今 还应读好《伤寒论》
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问题不在中医理论出了 等临床经典著作。能熟练地使用中药治病。
问题，而是没有从中医角度透彻的认识这个 唐代大医孙思邈认为要能针灸药食疗同用
病，是在理论的运用上出了问题。从临床上 的，才是良医。药与针灸可以相互补充，共同
看，把它当作肝阳上亢，当作肾（气、阴、阳） 提高疗效。不知国内中医、针灸分科是不是
的问题来处理，路子都不对。但是大家还是 很严格？80 年代我在针灸科病房，是可通用
在照着这个错误的路子走，这些路子实际上 的，此前不行，只有病房主任一人有处方权。
是把西医的东西搬过来，贴了中医的标签。 在美国得天独厚，我们可以同时使用针灸中
是很粗浅的吸收。没有变成自身的营养。到 药。中药针灸同一病机，方法不同而已。学习
中医征服了这个病的时候，真实的理论才会 临床经典，思路更为广阔，处理疾病更能得
《伤寒论》等
岀现，此前的治疗都是试探性的假说，在猜。 心应手。再，对于病毒性流行病，
所以有＂脏腑若能语，
医师色如土＂之说。 是权威，有人预估，人类将因病毒而灭亡，到
《伤寒论》
道是中医的灵魂，至今为止，是先进的，不容 那时拯救人类的就是中医针灸、
置疑。现代科学还远没有发展到改变中医道 《温病条辨》。
当然针灸与中药在诊断上各有侧重，但
的水平。不能象拼积木一样，变了一个形状
就说是创造发明填补空白，积木可有多种变 並不矛盾，中医不同病种的诊断也有不同，
伤寒重六经，
温病重卫气营血、三焦。
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
还是那几块木头。
针药结合有不可竞争的优势。假设那一
天，针灸淪陷了，中医针灸还是会高高在上。
专病专方专病专穴
比如，一位物理疗法医生曾对我说，我们担
巩昌镇：中医的治疗都是为证型设计的。您 心你退休了，找不到医生，针灸医生倒是很
强调专病专方、专病专穴是提高针灸临床疗 多，会用中药的很少。他们来看病，针灸后总
效的途径之一 。如何提高专病专方、专病专 希望带几付中药，而且是传统的草药。还有
些美国的针灸医生，把他们的病人转诊过
穴的诊治能力呢？
马寿椿：怎样提高临床疗效，我认为应该从 来，或只服中药或针灸中药一起用，他们自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就是专病专方，专 己也有时看我，一位资深针灸医生，也是自
病专穴。提高临床疗效最近最实在的方法， 然疗法医生，在谈起干针时说，如果不是看
就是重视专病专方，专病专穴，在此基础之 你，我会选择干针，问其故，说干针安全些，
上，加上辨证论治。我们很重视个体差异，但 疗效好些，因为他们的解剖学基础比针灸
忽略了疾病的共性－专病专方、专病专穴。 好。当然这话有片面性，不管是疗效还是安
这两专是辨证论治的升华，个性中的共性。 全度，针灸医生都会好些。但我们应该知道
人人都说《伤寒论》是辨证论治的专书，但忽 社会上有不同看法。而在经典上，在中药上，
这一点很清楚。
略了《伤寒论》的专病专治，专病专方。凡见 他们是无法比的，
如果针灸学院也学经典，
针灸医生加考
某某汤主之，一定是专病专方。对针灸也一
中药，
提高准入门坎，
那么干针之类的入侵
样，没有过多的理论，比如风池穴风府穴就
是头痛连项背强痛的专穴。胸胁满痛，上下 也会困难很多。
针灸会不会淪陷，前途未卜！如果去经
不能交通的专穴就是期门穴。在热入血室一
病中，两种治法，一是小柴胡汤，一是刺期门 络化，去穴位化，以解剖作基础，以激痛点为
穴，如何区别，辨证辨不出来，只有凭症状， 针刺点，再加上各类简化版针灸，速成针灸，
往来寒热用小柴胡汤，胸胁满痛和但头汗出 这样就迎合了各类西医的长处，针灸最终只
刺期门。古代不会针灸的医家，诊断出来不 能成为西医、护士、物理疗法医、脊柱神经医
等的附属。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专科，地位
能自己治疗，
也要请针灸家刺期门穴。
专病专方、专病专穴从哪里来？我相信 不升反降！这是非常危险的。西化会加速针
临床医生人人都有，可以互补长短。历代医 灸的淪陷。针灸应该走经典，中医传统之路。
家的经验值得收集，现代书刋杂志上有海 我们现在的抗争是必要的，但只是形式上
量，但要有人整理辨识，要有丰富临床经验 的。不重视实质很难守住！
这是有先例的，美国的西医 DO 有一种
的人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传统的诊断治疗手法，
叫 Cranial Osteopa当然要注重知识产权，不管是名誉还是
thy，
以解剖为基础，
以手法诊断治疗，
是在
经济。仅管是一个小方法，人家不说，也许我
们一辈子都悟不出来。至少应该注明这个 医学院学习的，是它们的专业。现在淪陷了。
方、这个穴、这个法、这个思路是谁的。不要 原因是一位教授将其简化而开班传授，医生
学、护士学、针灸医生学、脊柱神经医生、推
改头换面占为己有。这是学养是道德。
拿按摩也学，一发不可收拾。老师办班，学生
巩昌镇：以专病专方、专病专穴为基础，找到 办班，学生的学生也办班，现在已在国际传
病方对应、病穴对应的确切关系还是临床医 播，人人都可学。使用者早己超过专业者，甚
至对专业者不屑，还自认为水平在专业者之
生艰苦探索。
马寿椿：踏实地的发展，比如面疮、便秘，能 上。彻底的淪陷了，好在他们有退路，搞西
比他人都好，又能重复，就不错了。更不要说 医。其中也还有少数喜爱者坚守阵地，精益
高血压、高血糖等。如果突破一项，在西医之 求精，在小圏子里交流，病人也应接不暇。这
上，西医都会学习，你不想进入主流医学都 种情况会不会在针灸队伍发生？不学经典我
难。但实际上在很多领域中医针灸都在西医 们往哪里退？所以，为了提高针灸临床疗
之下，比起策略上的竞争，临床才是最根本 效，为了职业安全，针灸医生应该学经典，用
（未完待续）
的，最有实力的。都是内行，关起门来说，针 中药。

社区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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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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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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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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竟是睡眠“特困户”“00 后”紧随其后成助眠类产品消费主力

缺觉的背后 万亿元市场正在打开
近日，中国一则“‘90 后’成睡眠特困户”的
消息引发讨论。
某电商平台的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以来，
“90
后”购买进口助眠类商品的增幅为 118%，人数占
总消费人数的比例为 62%，超过了其他年龄群体的
总和。而天猫“双 11”预售期间，在天猫国际购买
进口助眠类商品的人数同比增长 174％，其中，“00
后”增长达 434％。
那么，这些年轻人都在买哪些助眠产品？他们
的睡眠现状究竟如何？

▲

2018 年
11 月 6 日， 睡
眠呼吸机亮相
第一届进博会
医疗器械及医
药保健展区飞
利 浦 展 台， 吸
引观众驻足。

中新社

褪黑素真能拯救睡眠吗？
“90 后”成助眠类产品消费主力
虽然嘴上说着“11 时后夜生活才刚
开始”的豪言壮语，但购物列表里面的
一系列助眠产品，褪黑素、眼罩、精油、
香熏机、睡眠灯、乳胶枕……它们深深
地出卖了“90 后”们想睡个好觉的愿望。
大陆央视财经报道，用上了新买的
睡眠耳塞；换了一个更贵的枕头；强迫
睡前只刷半小时手机；在枕头上喷朋友
推荐的“助眠喷雾”；还吃了 2 粒褪黑
素……褪黑素软糖、蒸汽眼罩、助眠乳
胶枕、睡觉专用耳塞、助眠喷雾等趋势
新品最受欢迎。
1997 年出生的易飞，今年上大四。
上大学以来，他基本保持着每天凌晨 2
时左右入睡的作息习惯，但从去年开始，
他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问题，他开始
习惯购买助眠类产品。易飞说：“买了
褪黑素、耳塞和眼罩，不到一年的时间，
总共大概花了 500 元（人民币，下同）
左右，相当于在学校一个月的饭费”。
1992 年出生的互联网从业者小羽也
十分舍得为自己的睡眠“投资”。她坦言，
这两年自己在床品上的花费总体在 4000
元上下，最近购置的是一款 800 元左右
的乳胶枕头。小羽表示：“有一点硌，
我都不行，就睡不踏实，必须要买一些
特别舒服的，哪怕价格高一点，我也能
接受”。
10 月 21 日 至 31 日 天 猫“ 双 11”
预售期间，天猫国际上的褪黑素软糖卖
出 超 7.5 万 瓶， 其 中 Vitafusion 褪 黑 素
软糖超 2.5 万瓶，花王蒸汽眼罩卖出超
7.5 万盒，助眠泰国乳胶枕 4.5 万个，德
国安尔悠睡觉专用耳塞卖出 2.5 万对。
助眠喷雾的购买增长达 603％。去年 5

月入驻天猫国际的英国品牌 REN，凭借
一款熏衣草枕头睡眠喷雾，成为进口助
眠产品的黑马。
天 猫 国 际 上， 大 约 每 两 个 购 买 助
眠喷雾的人中就有一人买 REN 喷雾，
REN 预售首日成交相当于其英国单个线
下门店 30 天的销量。
为备战此次“双 11”，REN 海外旗
舰店从 8 月初就启动盘货备货，80000
瓶睡眠喷雾早早从英国仓库直达送到了
菜鸟保税仓。
“90 后”“00 后”“睡眠困难户”
对“睡饱”的需求更精致，隔音耳塞、
蒸汽眼罩、助眠喷雾、香熏精油等助眠
小产品消费增速较快。相比之下，“70
后”“80 后”更偏好褪黑素软糖这类助
眠食品、保健品，同时，他们对睡眠舒
适性要求高，客单价较高的泰国乳胶枕、
乳胶床垫是寝具标配。
除了一些助眠类硬件产品，在手机
软件下载商店中，催眠音乐、冥想类课
程为主打的助眠类 App 也多达几十款。
据博思数据整理，2015 年中国改善
睡眠产业细分领域中的睡眠保健品规模
为 95 亿元，2016 年为 108 亿元，增速
为 13.68%，而 2017 年规模为 128 亿元，
较上年增速为 18.52%。
业内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的睡眠产
业正在兴起，预计到 2030 年，中国睡
眠产业的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
中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睡眠产
业分会会长汪光亮透露，睡眠产业这些
年的增长基本上每年都在 20% 左右，现
在很多人开始对睡前进行投资，这个市
场还是蛮有想象力的。

▲ 3 月 21 日是“世界睡眠日”，广州一家瑜伽馆开了一门“睡眠术”课。图为
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安然入睡。

中新社

广州某大学宿舍内，时针已经指向
凌晨两时，陈雯又失眠了。由于考研已
经入冲刺期，陈雯第二天还要早起复习，
按照往常对付失眠的办法，她起床吃了
一颗褪黑素。陈雯称，
“白天喝咖啡提神，
晚上吃褪黑素助眠，这句话就是对我的
真实写照。”
上海澎湃新闻报道，陈雯表示，她
从大二时开始服用褪黑素，之后还给身
边的同学推荐过。
不只是陈雯，越来越多面临失眠困
扰的人将褪黑素作为抵抗漫漫长夜的救
命稻草。近几年，褪黑素凭借“安全、
无副作用、不会产生依赖”的标签，成
为不少人的“失眠救星”。
CBNData 消 费 大 数 据 显 示，2017
年 7 月 至 2018 年 6 月 在 线 销 量 最 高
Top10 助眠商品，褪黑素位居第 10 位，
前三位分别是眼罩、隔音耳塞、浴足剂。
同时段在线消费人数同比增速 Top10 助
眠商品，褪黑素位居第 6 位。
一时间，褪黑素仿佛成为了健康睡
眠的象征，成为商家不容错过的宣传点。
淘宝直播上一位网红推荐的一款产自日
本的由熏衣草、洋甘菊、依兰、岩兰草
等 17 种植物配比制成的“睡眠喷雾”，
就声称其分子颗粒被人吸入体内后，能
帮助调节人体自发内生褪黑素。对于该

观察

产品的效果，就有购买者称，“用了买
个心安。”其实，褪黑素并不是什么“新
发明”。在 1997 年获得批准销售的“脑
白金”，就已经通过电视广告“今年过
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而家喻户晓。
在销售过程中，史玉柱把医学上通用的
“松果体”包装成“脑白金体”来宣传，
至于“脑白金”的主要成分实为褪黑素，
却是略过不提。
刊载于《中国食品》论文《解读褪
黑素》表明，褪黑素是一种人体内可以
自身合成的含吲哚环的化合物。内源性
褪黑素是由靠近上中脑的神经内分泌器
官松果腺分泌的一种激素，褪黑素合成
后，储存在松果体内，交感神经兴奋支
配松果体细胞释放褪黑素。褪黑素的分
泌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白天分泌受抑
制，晚上分泌活跃。专家提醒，想要健
康睡眠，仅仅靠各种概念的智能睡床及
智能穿戴产品是不够的，再加上目前此
类产品都缺乏相关行业的标准规范，乱
用滥用褪黑素，只会加剧身体负担。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医师詹淑琴表示，褪黑素分泌不足了
补充一点，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它不做
一个长期治疗失眠的药物，改变生活方
式，树立一个良好的作息时间，这是第
一要纠正的。

“睡眠经济”大有可为

中国的睡眠市场，目前还处于百家
争鸣的阶段，尚未有巨头出现。
36 氪报道，在 2019 年中国睡眠展
上，睡眠产品有了进一步的细分脉络：
传统的睡眠产品包括床垫、家纺、枕头
枕套等寝具；而很多高科技互联网公司
也开发出了音乐枕、唤醒灯、氛围灯、
止鼾枕、安眠手环、手机端 App 睡眠
管理系统等多种多样的智能睡眠单品和
系统；睡眠医疗领域则主要指褪黑素、
香熏、促眠精油、睡眠喷雾等助眠产品。
如果说前几年资本疯狂进入社交、
游戏、网购等严重剥夺睡眠的领域，近
几年，医治睡眠的技术开始备受风投资
本青睐。
数据显示，仅在 2016 年，改善睡
眠相关的应用、监控设备和服务开发商
就吸引了总计 3 亿美元左右的投资。
2018 年年初，中国某健康睡眠方
案提供商就宣布完成超 2 亿元战略融
资，其生产的智能床垫除了能对睡着时
的心率、呼吸频率等基本睡眠质量数据
进行监测，还能对异常的睡眠状况进行
干预，比如打鼾时，智能床垫能自动调
节背部床垫高度，对打鼾进行干预；当
用户的睡眠参数出现严重异常时，会进
行自动提醒。

而非穿戴睡眠监测领域的品牌
Sleepace 也已完成 5000 万元 B+ 轮融资，
其推出的产品包括针对婴儿睡眠的安全
监测器、针对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睡眠健
康监测器。几年前成立的 Headspace 致
力于打造正念冥想应用，目前也已融资
近 4000 万美元。
但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助眠产品
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市场上有各种各
样的睡眠报告，但并不能提出什么系统
的解决方案；助眠类产质量量参差不齐，
且价格高昂，一个普通的助眠床垫售价
上万，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在助眠药品方面，市场也缺乏有效
的监管。例如，颇受“90 后”追捧的
用来助眠的褪黑素类产品，目前市面上
有些褪黑素产品剂量太高，长期服用会
影响体内激素分泌，导致不孕不育。
睡不着、睡不醒、舍不得睡 ...... 那
些要依靠药物辅助睡眠的中国人，承受
的是国家发展太快带来的代价。只要这
种焦虑感一天不消失，就会将睡眠产业
喂养的更加壮大。
而那些时刻站在风口，正在睡眠经
济蓝海里游泳的创业者、资本家们，医
者难自医。在沉浮的产业里，恐怕会更
加彻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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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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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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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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Ch77289
网站编辑微信：
jssnjszxl

2019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四

美琪专栏 B13

上帝的安排 - 19）
（情殇…）、上帝的安排 -20）（附体…）
原创：张美琪



美 琪
专 栏



两个月后当我的婆婆发现自己怀孕 飞机得时候临近高潮时画面总是很不堪， 个人……我抱着孩子赶紧跑到楼下去找杰
了并告知对方的时候，引来的却是对方的 这让他十分痛苦。我曾试图问他画面是什 森战友 S 求救，一边敲门一边大喊，喊了半
嘲 笑 ，显 然 他 不 想 对 这 个 孩 子 负 任 何 责 么？他没有说，但我看得出他的痛苦和自 天才意识到今天是周三，S 在上班。没办
任。婆婆硬着头皮自己生下了小杰森，但 卑。我当时还以为那是正常的，还安慰他 法，我只能硬着头皮给婆婆打电话，虽然我
三年后，当我的婆婆与公公莫林相爱并准 不要多想。我说开启性欲和高潮时，我们 知道我的婆婆那时候正在华盛顿开会，计
备结婚的时候，那个男人却凭空出现地来 的大脑应该得到比我们的行为更多的幻 划周五才回来。电话接通后被她挂掉了，
找她了。当然婆婆只是让他抱了抱小杰 想，这很正常，在一个超级安全的空间里探 我想她在忙。于是就给她发短信让她速回
森，然后就离开了，那个男人从此渺无音 索我们的性欲和想象力，这很棒！这不代 电话。几分钟后她打回来了，我用磕磕绊
信。又过了两年，婆婆公公有了自己的孩 表你是一个不堪的恶棍。他没有再说什 绊的英语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完全不信，
子，而且一个接着一个的出世，公公又因工 么，我也不愿意再揭他的伤疤，我知道那种 在电话里责怪我大惊小怪，告诉我周五回
作繁忙对小杰森疏于关爱。小杰森这时候 滋味。因此你知道，在我的伤疤没有再次 来再说，这之前最好自己处理这些事不要
就很不友好地挂了电话……
已经长的人见人爱，而且比一般小孩子个 流血的时候我其实是体贴和具有同理心 打扰她，
的。
我对生活越来越失望，我发现自己毫
子高出很多。
但问题是，明明是你尿的床你为什么 无能力去改变杰森。那种感觉就像电流在
有一天，他和几个小男孩被引诱到一
个邻居家玩，哪里知道那个坏邻居是一个 就是不承认呢？我大喊大叫、几乎疯狂的 电路中流动一样，只要电路连接，动力就会
“ 是的，是我干的， 在我的脑海中流动，但当电线被撕裂时，电
变态狂和恋童癖，他被那个恋童癖捉到卧 质问他，只想听到一句：
室里并对他实行了猥亵，其中的几个长的 我睡迷糊了。”我想我立刻就会理解并原谅 流就会停止，我就失去了动力。我感到无
漂亮的小男孩也都曾遭到了这种摧残，除 他。但是他没有，打死都不承认，这是让我 助、沮丧、痛苦又绝望，我后悔来美国了，而
了一个长的丑的很邋遢的男孩。杰森甚至 越来越疯狂的根本——我甚至可以原谅一 且是完全没有了后路，如果我回国，什么都 国如烹小鲜，则阅美篇似啖盛宴。昔著书
苦笑着说，那个男孩并不知道自己因为相 个敢作敢当的杀人犯，但我不能原谅这个 没有了，我进退两难。这种两难在于我的 付梓时，皆言以飨读者；笔者分与合，自当
貌丑陋躲过了一劫，当他们被那个人捉进 说谎者，哪怕是一件小事，我恨死他的嘴硬 付出和结果的完全不对等，如果我没有对 依例效仿；幸得蒹葭浓情秘方，窖藏东西文
去并让那个长的丑的男孩在外边等的时 和坚持，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奈何他铁嘴 他全身心投入的感性和爱，哪怕我为自己 化佳酿；今精烹细作，盛情奉上。饕餮大
候，那个长的丑的男孩还倍感受到了歧视， 钢牙就是不承认。我跟他打了起来，与其 留了一丁点儿的后路或想法，杰森出现这 餐，主厨名扬：May 者，英音读（美），英意
很失落的哭着回家了。小杰森很害怕但是 说是跟他打了起来，不如说是我自己打了 种状况我就不会感到无助。因为我可以将 （可以）；Chi 者，拼音读（吃）；Alvord 者，英
又不敢反抗，此后他被威胁不准告诉父母 起来，他只招架不还手，我又踢又咬又抓又 我的失败归咎于我没有完全地爱他给予 音读（爱了我的）。统而观之，英文名释：爱
否则他们全家谁也活不了。
挠，弄的他满脸满身都是血痕，咬的他青一 他，但我这次豪赌，是把我和孩子的未来、 了 吾 之 美 食 ，呈 君 品 尝 ！ 呜 呼 ，英 文 名
“我不知道每个孩子都不告诉父母这 块紫一块，那个时候我似乎面对的不是我 财产和身家性命全都押在了他的身上，这 Maychi.Alvord，与以飨读者，竟得异曲同工
之妙！
个痛苦的经历，但是我猜......对于那些...... 的爱人，而是那个嫁祸于人的我的哥哥，我 是我感到无助的主要原因。
嗟夫！人、名诠释已毕，且做末句感
虽然，我可以给我的好朋友兰英或者
我的那几个同伴虽然与我同龄，但他们看 要报仇血恨，撬开他的铁嘴钢牙让他向我
言：
拙作问世斗胆，
偶于某处可圈可点，强
起来比我小的多，他们的胆子更小。”杰森 认错并道歉！可是没有，我们的隔阂自此 三哥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现在遇到的
烈呼吁，
劳您猛烈点赞！习文出版现眼，
尽
曾经回忆说。“我认为我们在直觉中知道 越来越大。他很害怕回家，但他一口咬定 一切困难，但这一定是无济于事的，只会徒
处亟待直指点典，
稽首恳请，
拜您赐教满
增他们对我的牵挂和烦恼，根本就不可能
我们的情况不对，我们只是没有完全理解 就不是他尿的，
一定是另有其人。
它，但是......我们很担心一旦说出去家人会
他经常在 S 家彻夜不归，而我对他也 起到任何作用。再说，在我决定切断后路 满！
但闻：
发生意外。”
失去了眷恋，我甚至很久都不想与他有肌 之前他们都是不赞同的，他们似乎早就预
一指心脉梵天乐，
两厢情愿海潮音！
！
小杰森非常痛苦，但为了保护家人，他 肤之亲了，一天到晚只想让他给我认错。 感到了这一切并再三提醒和警告过我，我
不敢声张而且陷入了抑郁，母亲发现了他 我们同时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却浑然不知。 牛 X 不听啊，现在给他们打电话不正好说
20) 上帝的安排（附体…）
的异常，并最终从小杰森口中知道了一切， 加上我来美国后环境的巨大变化，这种歇 明我错了？我死也不会那样做的，可是，这
叫地地不灵了。
但她那时候太年轻也太懦弱了，没有勇气 斯底里症就越来越严重。杰森经常戴着伤 真是叫天天不应，
我从小对母亲的家庭暴力深恶痛绝，
杰森到底怎么了？我和我的孩子该怎
把那个变态狂告上法庭并找到所有的受害 去上班，别人问起来他就笑着说家里养了
以至于在她临死之前眼睁睁地等着我回
么办呢？
孩子父母告诉他们真相，她害怕真如小杰 一只恶猫，
他正在试图驯服它。
去 ，而 我 在 那 个 紧 急 关 头 那 么 冷 静 地 等
森说的，他可能对她们一家实行灭门，而
杰森与 S 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待。我哥说她临死前脑子是清醒的，她惦
假如你想认识我
且，她觉得这事很丢人。不知道她后来有 有一天我猛然发现我们的车子右边的一个
一个厌弃繁文缛节、少而离经叛道、恰 记着我，更惦记着我的大女儿钰轩，怕我把
没有告诉他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公公莫林， 后视镜掉下来了，而且后边车门有损害的
但她只是明确告诉小杰森不要再去那个变 痕迹，就问杰森怎么回事。他装作惊讶地 巧天资聪颖、遭逢后天锻造、练就铁骨铮 钰轩给弄丢了。
她艰难地挺了三天三夜睁着眼睛就是
态狂的家里，也永远不要从那里经过就是 说他刚刚发现。我围着车子转了一圈，忽 铮、
兼容缱绻旖旎的醇爷们儿女丈夫。
不闭，窝着一口气就是要最后见我一面，直
了。后来，他们一家就搬到了别的城市，离 然上前就是一个嘴巴，我指着他的鼻子让
开了那里。但这个阴影却永远地印在了他 他跟我说实话，他依然嘴硬说不知道。我
生于 1976 年 4 月 22 日中国河北省景 到最后实在挺不住了撒手人寰，我哥说我
的心上，成了他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告诉他右边是通道，除了你在外面撞了车 县，卒于 ……（据详实可靠文献研究表明： 妈是睁着眼睛死的，他用手抚下她的眼帘，
小杰森长到 12 岁的时候，已经是班上 不敢让我知道这一种情况不可能有第二 迄今往后 876 千小时之内不得而知）现居 她又睁开，反复几次才闭上。我跟我哥说
的小男子汉了，他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高 种，因为没有车会停到右边撞完我们的车 美国明尼苏达。盖因 76 文革、震旦燕赵， 等妈咽了气我再回，他却也没有责怪我，尤
出一头还多，他五官长的无可挑剔，高大帅 而自行离开，还有就是车右边的划痕是你 故曰降于东土乱世；又因忒 2 作对、好 4 成 其是我在新疆的小姨专程从新疆赶回去在
气，金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他几乎吸引 冲上去的而不是人家撞过来的。说到他无 双，乃名红红。一红，意寓旭日东方；一红， 最后几天照顾我妈，在她什么都吃不了喝
了所有高年级女孩的眼神，但同时，还有一 语，我又打了他一顿，最后他终于抱歉地承 江山遍地武装；双红，丝工闺阁担当。承袭 不了的时候给她买这买那，好讽刺，我不想
个年近半百的他的女老师。女老师很关心 认了，那么大的个子，跪在地下给我承认错 祖上，免贵姓张，由是而知，初名：张红红， 见 到 这 些 虚 伪 的 人，更 不 怕 这 些 人 的 诅
咒。说不清我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
他，杰森回忆说，她甚至比妈妈更加关心他 误。我抱住了他哭了起来，我使劲地摇着 是也！
的一切，他们成了好朋友，有一次，他的女 他的脑袋，也跪在他的面前，我拥抱着他泪
豆蔻弱冠，芳龄渐长；始觉人名关天， 不想见她清醒的样子，我觉得只有那样，我
老师假借补习功课对他实行了诱奸，从此 流满面，请求他不要再对我撒谎，无论发生 极欲改弦亘张；辗转反策：美其名曰·名曰 们母女之间的恩怨才能扯平。
可惜、可恼、可恨的是：栽什么种子开
小杰森彻底告别了处子之身，此后他经常 什么我都可以面对，除了不能面对一个撒 美其；幡然醒悟：王到乐土，其美更涨；张美
什么花，
蛋离屁股永远不会太远，我如今正
被女老师诱奸长达一年之久。后来，那个 谎者，他这样做会毁了我，也会毁了他，毁 琪，
横空出世！
在变成我的母亲，
我无法相信我怎么会变
女老师结婚了，毫不顾忌他的感受。他非 了这个家……我们抱在一起抱头痛哭了一
美琪人好，虑及年少家贫，不宜持续高
成像我疯妈一样的怪物，
而我的丈夫杰森
常难过，很想了解一下飞的感觉，就从一个 阵子，我把他搀扶起来，让他周末带着我把 等学府深造。遂投身改革洪流，致力于家
会变成了那个弱小无助和可怜的孩子。每
很高的大石头上跳了下来，他摔断了腿，并 车开到车行，我们直接卖掉它再换一辆，从 国经济建设。然浊浪排空、江湖险恶，弱小
查出了心肌炎，持续发高烧……大概一年 新开始、我不想再看到这辆车了。
的美琪为生活所迫，竟落了个一身才华的 次施虐，我都能看到他眼里的恐惧。那年
多的时间他不能再去上学，直到又一次搬
我们的第一辆车是一个二手的 SUV， 下场：小可生旦净末，大则妙笔生花；雅致 我 29 岁，他 35 岁，我们紧紧抓住我们的爱
情但情况却越来越糟，这让我感到既痛苦
家。
大概九成新，第二辆换了个红色的卡迪拉 古玩书画，
俗到品茗禅茶。
没有人知道那个女老师对他所做的一 克，也是二手的，但是还没过了新鲜劲儿，
怎奈红尘嚣嚣，蹉跎岁月竞折腰；庆幸 又绝望。
如果不是经历那么惨痛的教训，我永
切，这是一个连他父母都不知道的秘密，除 有一天警察押着他到了我家，说他开车吸 世事难料，坎坷霜风亦妖娆；大美琪频涉爱
了我这个做妻子的，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知 大麻，四个气囊全爆了，车撞报废了……我 河，小妇人屡披婚纱；血色浪漫初发芽，跨 远不会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这件事，我现
道了这一切。他说他对他的女老师倒是没 大惊失色，先看他只是头上有个包，好像还 国婚姻又当妈；倾情回首说风月，欣然命笔 在很确定地告诉你，灵魂是一种像电波一
样的东西，由于某种原因这种电波不能随
有 什 么 有点恍惚，警察给他要这个要那个叽里呱 写奇葩。
恨 ，当 啦说的一通我听不懂也不想听懂的话，说
欲著书立传，自当师出有名。立早章 着肉体消失而留在了人间。它们可能附着
时 还 以 完就带着他出去了。
句美名扬，弓长张姓巧中藏。文士运筹成 在一件物体上或者房子里，它们会观察并
为那是
很快，杰森因为过量吸食大麻被禁止 败无悔，武将张弓开合有度。人间情事分 等待一个人的弱点，然后将自身的电流附
爱 情 ， 十年不许再开车，同时他被单位开除并失 与合，无为笔名费琢磨。分与合，闪靓登 着在这个人的身上，在一段时间内吸取此
人的能量直到他/她变得越来越虚弱并为
直 到 去 去了工作，我也与他分居了，事情似乎越来 场！
了 陆 战 越糟糕。
笔名分与合，书名怎着落？！虽然说， 己所用，当然，有时候对于过于敏感的人，
队 ，才
大概是周三的上午，我早上醒来，看到 亲身经历赛传奇；尚可谈，大起大落生死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看到它生
发 现 自 杰森在客厅的椅子上坐着，头向下耷拉着， 许；有道是：中中婚史悲苦煎；毋庸言，美中 前的样子，有时候模糊不清，有时候像一团
己 有 些 眼神迷离，口水流了老长，他与我之前认识 姻缘爱恨缠；不必论，人性善恶有探索；姑 雾，也有时候你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你脑子
不 为 人 的那个杰森完全判若两人了。我惊讶地抱 且问，谁人命运不由天？？惊觉：满腹辛酸 里可以清晰地看见他/她长得的样子。
没有灵魂会直接走向一个人，问你是
知 的 着孩子看着他，这时阿妮雅也发现不对了， 事，一纸荒唐言；顿悟：人间有真爱，上帝巧
“
特 “哇～”的一声回过头去
安 排 。 处 女 作 书 否想要被附身。但它们非常“聪明”，它们
 名 ：《 上 帝 的 安 一般会通过传统的家庭行为或者个人的鲁
别 ”，例 把脸放到我的肩膀上大
莽行为找到你的弱点或者“死门”来做出违
如 ，不 哭了起来，好像受到了惊
排》。
知 道 为 吓 似 的 ，我 自 己 也 吓 坏
人 名 绍 介 至 反你主动意志的事，有可能通过既简单又
什 么 ， 了，杰森像是被什么东西
此 ，徒 留 英 文 未 无辜的东西来诱惑一个人犯错误.
待续
他 在 打 附体了似的，完全变了一
释，何意？若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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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復生鼓勵子女跨界多嘗試
陳復生
鼓勵子女跨界多嘗試

子女乖巧

靠中國傳統文化薰陶

■陳復生教子
女注重中國傳
統文化。
統文化
。

香港的“修例風波”暴露出年輕一代中不少人國家觀念
薄弱，道德觀念崩潰，“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勇”的價值觀
統統沒有，不少大學生參與暴力示威違法被拘捕。暴力歪風日
益在學界蔓延，青少年盲目“反中”，仇視異己“圍”校長、
老師。社會上有人說這兩代青年“被毀了”，大家都說香港教育
出了問題。香港學生改變成這樣是誰的責任？是教育局、學校、
家長，還是傳媒？理性地看，教育不只依靠學校，家長也有責任教
導子女為人處世，媒體亦應傳遞正確價值觀給社會大眾，包括青少年
學生。三方面結合才能培養出三觀正確的下一代。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一
些教子有方的媽媽，分享心得，給家長們一些啟發。
首個身兼主持及製作人的藝人陳復生，她養育出一對子女皆能考入香
港大學，且乖巧孝順。她謂家庭很重視傳承中國傳統“忠孝仁義禮智信”
的思想，家長從小言傳身教，子女就乖些。她會同子女講道理，替他們分
析每件事情的好與壞後果，尊重他們按自己興趣抉擇。

■陳復生一家三代獲邀
前往北京天安門廣場觀
賞閱兵典禮。

採訪： 張岳悅、焯羚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月香港的“修例風波”使大學校園也
近不再平靜，八大學陸續失守淪為“政

治戰場”，暴力入侵校園，問陳復生是否
擔心兒子受到同學的影響？她表示當然會
關心，曾聽兒子提起，學校內的確有一個
熱衷於社會運動的學生群組，學生們也會
經常收到相關活動訊息，但他們是不會主
動招募專心學習的一班人，不參加活動也
不會被逼迫。所以她還是較放心。
提起教育子女的事，陳復生首先感謝
自己的媽咪，在自己忙於工作時分擔了照
顧及教育她的子女工作，陳媽媽一直花很
多時間陪伴小孩，指導他們中國傳統禮
儀，教育他們尊師重道，使其從小養成守
規矩的習慣。將她的子女教得很精乖聽話

和孝順，功勞比她大。然而令她更深信家
庭教育的重要。

要從小養成守規矩習慣

她生於中國傳統家庭，關於中國傳統
文化的觀念早已印在每位家庭成員的腦海
中，食飯時間大家會遵循長幼次序“叫人
食飯”，食完想要提前離席也要徵詢長輩
的意見，“早晨”、“唔該”這些更是基
本禮貌。
“基本的禮貌要從很小的時候開始
教，而且每一個身邊的人也都要這樣做，
他便習慣成自然，即使與同學不是這樣也
不會覺得自己是另類，重要的是令他認同
自己做得正確。而如果等他長大才突然教
這些，他會覺得你強加
於他，好無道理。”她
說。
香港多怪獸家長，
很緊張自己的子女選
校升學等問題，
陳復生的子女
都考入港大
很好的學
系 經 濟
和 法
報》寫作專欄一事，她的父
律 ，
母收到“自由總會”的電話質
詢，她感謝父母當時的堅持，稱
“稿件只是關於文學方面，並不涉
及政治色彩，若台灣報章邀請她寫，
她也會接受”。“大家都是中國人，
文化理應無界限。”結果對方也接受，
她也可以去台灣拍戲。
陳復生也是香港首位經常被內地和
台灣邀請演出的藝人，1984 年首赴深
圳表演，幾年後更受江蘇省電視台邀請
演出，“那時剛開始彩色播映，可能
因為經常在台灣工作的關係，我是以
台灣藝人的身份去到南京
市，參觀中山陵和美齡宮
等，看到這些建築被保
存得很好。我將這件
事轉述給台灣媒體
聽，是一次很好
的 文 化 交
流。”

▲麥景榕在南開大學校園留
影。
◀今年天津南開大學舉行五
四運動百周年紀念晚會，麥
景榕代表香港擔任晚會司
儀，會後聆聽周恩來姪女周
秉德大姐（左二）及外祖母
黎鎔菁（右二）娓娓道出周
總理在南開求學這段歷史。

寫專欄接觸中國文化

養成愛國心
原來陳復生早在1979年，率先以首
位香港藝人身份在《大公報》及《文匯
報》執筆兩個專欄，憶當年，正在香港
浸會大學修讀傳理系的她也是熱愛寫作
的文藝青年，投稿屢見報章，後來獲推
薦，《大公報》編輯邀請每日撰寫專欄
文章，抒發日常所見所感，既有與尊敬
的文壇前輩同版執筆的雀躍，亦有被質
疑能否堅持。結果她堅持了很長時間，
後更也在《文匯報》副刊執筆專欄。她
猶記得兩報報慶時自己也有出席，對報
人留下了友善而樸實的印象，與年長的
專欄作家同台而坐，她拘謹之餘難掩興
奮，亦從文人前輩的文
章中獲益良多。
陳復生學生時代已
經加入電視台當演員，
香港藝人因為台灣市場
都紛紛加入“港九電影
戲劇事業自由總會”，
她也不例外。但因
在《大公報》
及《文匯

■ 陳復生熱愛中國
文化。
文化

她有什麼妙法？又為何不送他們出國留
學？
陳復生說，小學時曾緊張女兒麥景榕
選校，不過也很民主，她尊重女兒的決
定，女兒麥景榕由幼稚園開始讀耀中國際
學 校 ， 一 直 讀 至 中 學 ， 預 科 IB 考 獲 42
分，在香港大學修畢法律系及取得法學專
業證書，後於港大修讀一年比較文學碩
士，她流利的國語和英語在北京、新加
坡、澳門、香港、波蘭和澳洲等地拍攝節
目時大派用場。而兒子同樣跟家姐腳步入
讀耀中，讀至中學畢業，考入港大經濟
系。

言傳身教培養子女修養

她自己是讀傳統學校出身，坦言起初
是想要幫子女選擇傳統升學路線，因為聽
說國際學校對學生很放鬆，當聽朋友讚賞
耀中的教育理念，學校也並不是單純運用
西方的教學方法，而是匯聚了多元文化，
並注重兩文三語教學，即將其納入報考範
圍，“當時有幾間幼稚園都有收女兒，我
和她說暫時辛苦一點，上午返傳統幼稚
園，下午返耀中，最緊要是自己嘗試下，
看看鍾意哪一間。女兒試完之後表示返學
開心，甚至洗手間也專為小朋友的高度而
設計，於是自己選擇了耀中繼續讀。”她
尊重女兒的決定，發現女兒開心之餘又學
到很多常識和知識，因為學校的教學方法
是匯聚了多元文化，並注重兩文三語教
學。
陳媽媽陳爸爸在電視台工作，都是
嚴謹的人，陳復生父親是電視台藝員訓
練班的老師，回憶起少時自己也喜歡去
電視台看父親工作，工作時嚴謹、工餘
又輕鬆與下屬打成一片的父親受到學生

們的尊敬，這種工作態度對她影響頗
深，她也由此明白為人父母言傳身教的
重要性。
到自己為人母，她因工作忙，沒時間
陪子女玩，於是她從小就帶子女去內地各
城市遊覽，她自己常到北京工作，過往每
年暑假都會帶他們去北京，在北京了解很
多國家事，看到了內地人的讀書、生活方
式，了解多些增加親切感。上個月更三代
同堂獲邀前往北京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的 70 周年國宴及於天安門廣場觀看閱兵典
禮，她留意到子女觀禮時專注認真，特別
是兒子對軍事頗有興趣，全情投入。她透
露，明年與子女計劃組織學生交流團，既
領略富庶之地的繁華，也會去到相對貧窮
的地區，以全面而真實地了解祖國的情
況。
以他們的家庭環境，許多人都會選擇
放洋留學，她一對子女卻沒有去外國升
學，陳復生暗自歡喜，首先是子女讀書叻
真才實料考入港大，同時，子女懷有—顆
感恩的心。
兩人中學畢業後同樣選擇港大而非海外
名校繼續深造，理由很簡單，是為了照顧婆
婆。陳復生轉述女兒的話：“在香港讀到的
法律系統同英國一樣，想去外國我幾時都可
以去，但在大學階段留在香港可以照顧到年
紀漸大的婆婆，媽咪也可以照顧到婆婆，但
媽咪工作忙，我覺得我留在這裡會覺得安
心。”她講到這裡不由眼濕濕，隨即大笑
道：“阿仔更簡單，跟隨家姐留在香港，可
以接近婆婆，他又貪香港好食好住返學近，
講得好幽默。”所以子女從小與長輩親密關
係，使得他們懂得尊敬長輩，不會似時下那
些青年“圍”校長、罵老師和長者那麼沒教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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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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巴菲特股东大会三日游
亮点 1 奥马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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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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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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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