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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b Your FREE 2020 Calendars Now!Grab Your FREE 2020 Calendars Now!

Hot Pot MeatsHot Pot MeatsDumplingsDumplings

DrinksDrinks

SeafoodsSeafoods ProduceProduce

  LobsterLobster

SnacksSnacks Ice CreamIce Cream

Always On SaleAlways On Sale

SAINT PAULSAINT PAUL
544 UNIVERSITY AVE 544 UNIVERSITY AVE 

SAINT PAUL, MN 55103SAINT PAUL, MN 55103
(P) 651 209 3710(P) 651 209 3710

BROOKLYN CENTERBROOKLYN CENTER
6350 BROOKLYN BLVD6350 BROOKLYN BLVD

BROOKLYN CENTER, MN 55429BROOKLYN CENTER, MN 55429
(P) 763 560 2450(P) 763 560 2450

ThinThin
sliceslice

SUN FOODSSUN FOODS
A bigger ST PAUL Experience A bigger ST PAUL Experience 

Coming January 2020Coming January 2020

Sun World Supermarket Sun World Supermarket 
892 Arcade St. Saint Paul, MN 55106892 Arcade St. Saint Paul, MN 55106

Blue CrabBlue Crab
LIVELIVE LIVELIVE

所 有 商 品 优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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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出口

电话：651-453-1268

港式点心
家常粤菜

5800 Cahill Ave
Inver Grove Heights,
MN 55076

正宗港式云吞面汤

精美港式点心--好吃又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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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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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L CHINES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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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营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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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020

每周周一到周五有特别午餐 Only $9.99

北海饭店
MANDARIN KITCHEN

CHINES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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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业 时 间
Mon - Thur: 11:00am - 1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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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茶点
Saturday and

Sunday only

9:30am - 2:00pm

8766 Lyndale Avenue S
( Lyndale Plaza)

Bloomington, MN 55420

Phone : (952) 884 - 5356

I-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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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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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堅說，此次中國抗疫期間，
魚躍醫療向湖北各大醫院發出了近
7,000台無創呼吸機，佔該省總量
的一半左右。醫護人員大量使用過
後發現，國產呼吸機完全能夠滿足
需要，也不比國外的差，而且應用
軟件特別是界面的設計更加方便，
比國外產品更符合中國醫護人員的
操作習慣。

中國醫院此前多用外國品牌
其實，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包

括魚躍醫療產品在內的國產呼吸機
在中國各大醫院的佔有率不高。而
此次疫情意外加快了醫療呼吸機的
國產替代進程。
“這倒不是因為他們（中國醫

院）對國產呼吸機有成見，而是因
為他們進入這個行當，接觸到的呼
吸機就是飛利浦等國際品牌。”
呼吸機大體分為兩類，一種是

家用呼吸機，一種是醫療呼吸機。
陳堅表示，魚躍醫療的無創呼

吸機雖然在中國的院外市場佔有率
第一，但是在醫院內的佔有率非常
小，跟國際品牌相比差得很遠。
據介紹，不管在國際上還是在

中國，無創呼吸機向來有所謂的三
巨頭之稱，即美國偉康（飛利浦旗
下品牌）、澳大利亞瑞思邁、新西
蘭費雪派克這三大品牌。中國大部
分的三級甲等醫院所使用的無創呼
吸機也是這三大品牌，且醫護人員
所受的教育培訓主要也由這些公司
來完成。
他坦言，像呼吸機這種較高端

的醫學產品，市場推廣的成本非常
高，推廣的時間也非常長。疫情期
間，全中國的呼吸科醫護人員都集
中到湖北，大量使用魚躍醫療的呼
吸機。並且實踐證明，魚躍醫療的
呼吸機具備很強的替代性，這自然
會為公司產品後續進入全國其他醫
院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魚躍醫療呼吸機與高流量產品

總監王詩誼也表示，此次抗疫戰
鬥，成為魚躍醫療呼吸機產品的一
個展示平台，有望使國產呼吸機在
中國醫院的替代進程提前5年。

■ 魚躍的貨車上的橫幅寫“全球
抗疫 中國力量”。 網上圖片

疫境突圍
加速國產替代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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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在獲得美國FDA簽發

的 緊 急 使 用 授 權（EUA）
前，魚躍醫療的產品早已
取得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
理局頒發的醫療器械註冊
證 並 完 成 了 歐 盟 CE 認
證。

除魚躍醫療外，目前中國已有多家醫療
企業生產的呼吸機等防疫產品通過歐美認
證，正在源源不斷地發往國際抗疫一
線。

在 3 月 30 日舉行的中國國新辦新
聞發佈會上，工信部產業政策與法規
司司長許科敏曾透露，中國有創呼吸機
生產企業共有21家，其中8家獲得了歐
盟強制性 CE 認證，約佔全球產能的五

分之一。目前已簽訂單量約 2 萬台，同
時，每天還有大量的國際意向訂單在洽
談。

許科敏還表示，3 月 19 日至 3 月 30
日，在保障國內需求的同時，中國已緊急
向國外提供有創呼吸機1,700多台，達到

了今年以來提供國內總量的一半。
目前，魚躍醫療已向意大利、法國、

西班牙、德國等25個國家發出呼吸機、
製氧機、血壓計等醫療物資，為全球疫情
防控作出了積極貢獻。

此外，另一家A股上市公司嘉麟傑近
日發佈公告稱，該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上海
嘉麟傑紡織科技有限公司已收到美國
FDA 註冊證書，產品名稱為非手術用連
帽隔離衣。公司表示，本次紡織科技生產
的隔離衣獲得美國FDA註冊證書。

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已達二百
萬例，死亡病例以十萬計。作為治

療新冠肺炎的重要醫療機械，呼吸機的
需求量也隨着疫情的發展而迅速增加。
“現在的情況是，你產能有多少，

你可接的訂單就有多少。”陳堅坦言，
由於中國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國內
呼吸機的需求量已經下降，但是國外的
需求量非常大。現在呼吸機廠商根本不
愁訂單，而是愁在產能不夠。他說，因
為歐美不少國家有使用呼吸機的習慣，
即便是沒有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其
呼吸機的滲透率和使用率也比中國要
高。所以疫情發生後，歐美國家的呼吸
機比中國更為緊缺。“面對這樣一種需
求，沒有任何一家製造商短期內能夠滿
足。”

獲美FDA緊急使用授權
魚躍醫療主要生產無創呼吸機，且

國際認證比較齊全，因而備受中國國內
和國際市場歡迎。本月1日，公司又收
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
郵件通知，其全資子公司蘇州魚躍醫療
科技有限公司的無創呼吸機產品已獲得
FDA簽發的緊急使用授權（EUA）。陳
堅表示，獲得EUA意味着魚躍醫療無
創呼吸機不僅能進入美國市場，而且美
洲的其他國家也能接受。
目前，魚躍醫療無創呼吸機的海外

出貨量已經超過1萬台，但訂單量遠遠
超過這一數字，已經確認生產的訂單排
到了6月以後。訂單需求也已遠遠超出
工廠所能承受的產能極限，很多國家都
在排隊等待發貨。
在此情況下，公司生產和發貨的順序

除了考慮訂單的先後外，還要考慮到疫情
發展的情況。此前，魚躍醫療無創呼吸機
主要是出口歐洲市場，其中又以西班牙和
意大利兩國為主，因為這兩國是疫情的重
災區。目前，魚躍醫療優先考慮急需呼吸
機救命的疫情嚴重國家，而中東、東南亞
等國家的訂單雖然也很多，但是考慮到這
些地區的疫情不及歐洲嚴重，因而延後發
貨。
和口罩、試劑盒等防疫物資產業鏈

較短不同，呼吸機產業鏈比較長。一台
總重量不超過1.5公斤的呼吸機，生產
配件超過100種，來自全球100多家供
應商。這意味着，產業鏈上各供應商需
要同步提升，才能帶動呼吸機的產量提

升。
陳堅指出，無創呼吸機的絕大部分

配件都可以在中國國內完成生產，有一
些核心配件雖然是外國企業供應，但是
這些企業在中國都設有工廠，只有少量
配件需要進口，因此在呼吸機配件供應
方面並沒有遇到困擾。“但畢竟是製造
業啊，製造業的產能提升是有一個過程
的。”

歐美車廠轉產 需數月才見效
在呼吸機極為緊缺的情況下，歐美多

國紛紛要求汽車廠商等企業轉產呼吸機，
以解燃眉之急。不過陳堅表示，其他企業
轉產呼吸機並非易事，至少需要數月以後
才能見到成效。他說，呼吸機是醫療器械
中被嚴格管制的一種產品，因為它明確涉
及到人身安全。一旦出現問題，就是大問
題，所以註冊審核的要求非常高。
正常情況下，一個呼吸機產品要通過美

國FDA的註冊，至少需要一年半時間，這還
不包括其研發、定型、終試、生產等過程所
需的時間。
不過面對當前的非常情況，美國總

統特朗普已經援引《國防生產法》授予
總統的權力，要求通用汽車公司生產治
療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所需的呼吸機。特
斯拉CEO馬斯克也承諾，如果呼吸機
短缺，特斯拉可以轉而生產呼吸機。
同時，英國政府也已向勞斯萊斯、

福特、本田和捷豹等車企發起呼籲，希
望能轉產呼吸機。德國大眾汽車也表
示，已組建專門工作組，研究如何利用
3D打印技術幫助生產呼吸機。
陳堅指出，如果讓汽車廠商憑一己

之力研發和生產呼吸機，短期之內是難
以做到的。目前比較現實的是，由汽車
廠商和呼吸機廠商合作，在呼吸機廠商
產能不夠的情況下，汽車廠商幫助其生
產配件。也就是說，讓汽車廠商成為呼
吸機廠商的代工廠，這樣到FDA報備
一下就可以。
但即便是這麼一個簡化的程序，也需

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完成。陳堅解釋說，一
方面，呼吸機的生產配件超過100種，一
家汽車廠商不一定能夠完成。另一方面，
新生產的呼吸機配件也要經過嚴格的檢
測，這個過程至少需要三個月左右的時
間。如果沒有經過嚴格測試的配件投入市
場，任何一家醫療器械工廠都不敢採用，
因為這需要承擔巨大的法律風險。

“現在的需求不是

100%、200%的增長，

是1000%的增長。”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各國呼吸機供不應

求。中國醫療器械生產龍頭

企業魚躍醫療董事、副總經

理兼董事會秘書陳堅表示，來

自國外的呼吸機訂單持續暴增，公

司四五月的無創呼吸機產量預計超過5

萬台，但仍然遠遠無法滿足需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
6�

多家中企防疫產品 獲歐美認證

■魚躍醫療生產的
一款呼吸機。

網上圖片

��(���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魚躍醫療的呼
吸機生產線。

受訪者供圖

■■國產呼吸機出口訂單近日暴增國產呼吸機出口訂單近日暴增。。
圖為上海醫護人員為一名重症病人圖為上海醫護人員為一名重症病人
更換牙墊更換牙墊，，重新固定呼吸機的氣管重新固定呼吸機的氣管
插管插管。。 新華社新華社

專題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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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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ne Construction LLC

MN Lic: BC 746948，7 million insurance

Tel：651-505-8888

Email：stone5058888@gmail.com

精精 诚诚 装装 修修 公公 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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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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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加我微信

广告联系：651-387-0234 投稿信箱：chinatribune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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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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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们正在经历着第三次世
界大战，同感。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
国家和国家的战争，是人类之间的大
战。而这次则是人类和病毒的大战。第
一次世界大战有39个国家参战，第二次
有61个国家；这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却
席卷了全球，无一净土。来势汹汹的敌
人肉眼看不见，却更加狡猾，更加难以防
御，将来不及准备的人类打了个措手不
及。中国的抗疫好不容易告一段落，世
界却陷入了苦战。而美国，正在激战。

非常时期，非常战争，谁敢横刀立
马，惟我白衣天使。

想知道疫情中我们的白衣天使们都
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什么？让我带你
走近他们，我们明州的华人医生、护士
们。

首先，明州华人医生协会（AMCP）成
立了“Covid 19 Relief Fund(新冠抗疫基
金)”。医生及家属们身先士卒，慷慨捐
款，并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募捐、
采购防护用品，送给明州的医院和诊
所。同时，医生们仍然在尽责做好本职
工作，在抗疫的前沿，治病救人。

4月6日，医生协会现任会长神经专
科李英杰医生、上一任会长心脏专科李
大元医生，亲力亲为，将1万只医用口罩
送到了告急的M Health Fairview诊所。

随着疫情日趋严重，各大医疗系统
纷纷成立了新冠诊所，专门诊治新冠病
人。扈卫宁，MD-PhD (医学博士)，一个
内心和外表一样美丽的儿科大夫，即志
愿报名了她所在系统CentraCare的新冠
诊所。因为报名医生太多，她没有被批
准。然后因为同科室医生抽调去新冠诊
所，造成原来诊所医生紧缺，她又报名了
加班。我上礼拜六找她聊天，那个上午
她就在加班，看了10个小小朋友。扈大
夫的诊所还没有护目镜，有一次她被一
个小病人迎面连着喷了2个喷嚏，幸好最
后没事。

分享一件扈大夫的先生在微信朋友
圈里贴的好人好事。这是当年“学雷锋”
活动中的常用词，我觉得用在这里很合
适。为了鼓舞特殊时期中同事们的士
气，扈大夫特意自掏腰包为整个诊所二、
三十位医务人员订了午餐；并在上班前
一早跑去 Sam's Club ，为爱吃零食的护士
小姐们加买零食。去收银台排队时，队
伍前面的一位美国白人妇女看见穿着医
生工作服的扈大夫，马上就说：“谢谢你
们正在做的，你到我前面吧！”大家随之
纷纷让道。扈大夫因为时间确实紧，故
不好意思地一边结账，一边解释：“这段
时间大家压力都很大，我给护士们买
的。”那位妇女一听，马上掏出现金，硬塞
给收银员：“我坚持要付这笔费用，我们
非常感谢医生护士们……”突如其来的
疫情唤起了无数凡人的善举。

(扈卫宁医生)

王培薏是Allina的内科医生。学生
时代一路学霸的她，平日里非常低调。
我因为时不时和她会有小聚，才了解一
点。疫情中，却常常看见她在群里出现，
百忙之中和大家分享一线疫情，传授防
护知识。Allina一直到三月中旬才成立
新冠诊所。这以前，疑似病人都是找王
医生这样的内科医生或家庭医生看病
的。王医生的病人里就有新冠阳性者，
她的压力可想而知。那些日子里，她每
天半夜都要上网查看预约第二天来看病
的病人情况；发现可疑的，马上要通知有
关医务人员，让大家可以提早作好防护
准备。新冠诊所成立后，王医生涉及疫
情的工作变成了筛查疑似病例。但病人
对新冠的恐慌，让她仍然压力不小。有
病症较轻不符检测条件却非要检测的，
有骂美国CDC（疾病防控中心）不得力的
……王医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当心理医
生。

王医生除了本职工作，晚上回家还
要解答朋友们的有关问题，休息日都要
打电话查询病人状况。有一位患有白血
病、哮喘病的老人，咳嗽、发烧、气喘，却
死活不听王医生的建议，不肯去新冠医
院；王医生只好每天2个电话查询情况。
王医生还长年坚持主持医生协会诊所的
义诊。这些都是无偿付出。她用人心换
得人心。疫情中，有怕她太忙没空买菜，
送菜上门的；有怕她缺口罩，至今不知是
谁将一包口罩挂在她家门上的；有约了
网诊不为看病却是来问需不需要口罩
的；有直接将一整盒口罩送到诊所的
……当她把华人送给她的口罩分给医护
同事们时，那些美国人都感动得大赞：

“你们中国人真好！”我们华人正用实际
行动在树立我们群体的正面形象。

(王培薏医生)

冯晓是我新结识的，一接触就感觉

如沐春风，非常舒服可亲。她是Health-
Partners的家庭医生。HealthPartners的抗
疫工作相对算是井然有序的，比较早地
成立了新冠诊所。冯医生所在的诊所不
是新冠诊所，加上疫情期间其他病人少
了，故诊所容许部分医生在家上班，用电
话或视频看病人。冯医生选择了继续去
诊所上班，把在家上班的机会留给了那
些长者或孕妇医生。她还志愿报名了
HealthPartners 周末的新冠电话门诊，已
经连续加班三个周末了，每个周六周日
上午都在电话上。周末新冠电话门诊特
别忙，比如上个周六4月4号那天，他们
电话门诊量有350多个。

冯医生想让我转达给读者，不要恐
慌，我们明州的医生已经准备好了迎战
更大规模的新冠病毒。她和其他志愿医
生已经接受过训练，随时准备增援Ur-
gent Care（急诊诊所）和医院住院病房。
但愿疫战早日结束，不需要冯医生和更
多的医生为我们冲锋陷阵。

(冯晓医生)

医生们在疫情中坚守着各自的岗
位，尽心帮助各种病患者。癌症放疗专
科王鑫大夫，他的病人必须每天来医院
接受治疗。癌症病人免疫力低，让他们
面临新冠病毒时比常人更加脆弱。有一
位病人因为买不到口罩，病人和家属都
急得在王大夫面前哭了。病人没有口罩
当然不是王大夫的责任，他却感到惭愧，
最后把自己的口罩转给了那位病人。而
他自己口罩也不够。他们那儿几十个医
务人员，每天每人只给发一个。不得已，
王大夫在向医生协会求助。恻隐之心，
仁也。医者仁心，说的就是王大夫这样
的医者。

还有一位医院住院部主治医生，在
过去几周，一直参与新冠病人的诊治工
作。令人高兴的是，病人们都康复出院
了。她也想让我转告大家，明州的医院
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足够的能
力来应对未来几周可能来临的疫情高峰
期。这位医生不愿透露姓名，再三说这
是她的工作，是应该做的份内事。低调
做人，高调做事，几乎是所有医生们的共
性。

我还想写一下护士。护士是疫情中
的高危群体，是最先、最多接触患者的。
刘雨花是North Memorial Health的医院手
术室护士。他们医院有不少新冠病人，
而医务人员的防护用品却一直奇缺。到
现在手术室还只是麻醉医生、护士才备
有N95口罩。手术护士和手术器械师都
没有，只有一般手术口罩，而且每人每天
只有一个。气管插管时是最危险的时
候，雨花和其他医护人员得暂离手术室，
等插管完了再进去，很不安全的措施。
可怜楼上新冠病房的护士，连帽子都没
有！雨花和其他手术室护士们就把自己
收藏的各色帽子找出来，送给新冠病房
护士。

因为疫情，很多不是太急迫的手术
都被临时取消了，手术总数减少了，手术
室护士人员过剩。医院让手术室护士选
择，可以继续上班；也可以在家休息，工
资一律照旧。雨花选择了继续上班。当
我问为什么这样选择时，她说孩子大了，
家里没什么负担，又有经验；还说医院里
她这样情况的，都是和她一样的选择。
漂亮可爱的雨花，好有担当！

(刘雨花护士)

我很想写医生协会的主席，美丽、能
干、善良的李英杰医生，她为这次疫情的
付出大家有目共睹。可她坚决不让我
写，恭敬不如从命。太多有关医生、护士
们的感人故事了，篇幅有限，就写到此
吧。管中窥豹，疫情中白衣天使的所作
所为可见一斑吧？

谁是这场疫战中最美丽的人？就是
他们—— 那些在前沿工作的医生、护士、
医务人员们，那些仍然在为我们提供服
务的营业员、邮递员、送货员们；那些在
为抗疫研发试剂、药品的科技工作者们；
那些在加班加点生产抗疫物资的工人们
……

最后引用白衣天使王培薏医生常告
诉病人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吧，“也许你
的感觉就像在隧道里，见不到光亮；但别
怕，我会握着你的手，领着你走出黑暗！”

2020.04.08

谁敢横刀谁敢横刀立马立马 惟我白衣天使惟我白衣天使
————蓓蓓美国蓓蓓美国疫情杂记疫情杂记（（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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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华人蓓蓓明州华人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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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第三、一周以来，新增确诊
病例及疑似病例数仍然窄幅震
荡。我查了一下，昨天武汉的新
增确诊是 401人。而武汉之外湖
北各地全部新增人数连 40个都
不到。湖北以外的全国各地新增
病人只有 10 人。也就是说，现
在，疫情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控制住了，只剩
下武汉。这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事。封城以
来，大多市民已经一个月足不出户，这么多
病人来自哪里？我去找另外一位医生朋友
讨论此事。她认为死角地方应该还很多。比
方，你没想到监狱一下子会感染这么多人
吧，也没想到福利院老人那么多被感染。这
是先前大家都没顾及到的。而这些地方也
都有工作人员，他们平时也都回家，这又多
出多少密接者？这恐怕都是感染源。此外，
还有一些流浪人群，他们有多少是感染者，
也无人知道。这一排列，处于边缘的人们，
还真不少。另外，有些老人，已经感染，因不
是重症，方舱医院进不去（有年龄规定），医
院一直也入不了。都是问题。唯有一点点可
以庆幸的是，新增病人，多是轻症，治愈率
很高。

第四、医院床位压力进一步缓解。对我
询问的老年人无法入院一事，医生朋友说，
现在老年人轻症已经可以入院。其实，从另
外的渠道，我也知道有些病人及家属，对医
院颇为挑剔，一定要住进自己指定的医院
里。如果住不进去，就不肯去。我想，新冠肺
炎，哪家医院的治疗方法都差不多吧？先住
进医院，治疗了再说才是最可选的。拖成重
症，再等到自己心仪的医院有了床位，那时
候的命是否能保住呢？所以我想对那些挑
剔医院的人说，不管哪家医院，先住进去，
保命为主。

第五、武汉的疫情仍然没有控制（但也
有人不同意医生观点，认为已经控制住了。
而医生反驳道，那每天几百个新增的病人
哪来的？）。及至现在，落实都难以到位。医
生朋友说，黄冈在撤掉几个官员后，防控措
施明显加强并且落实到位。黄冈人口多又
穷，与武汉距离近，人员来往密切，能够迅
速控制疫情，确实做得很好。来黄冈驰援的
国家队已经撤离去罗田泡温泉了，实际上
就是宣布抗击疫情胜利。我想起早上也有
朋友发来短信，说刘雪荣有“五最”：最早免
市卫健委主任的职；最早封社区、封村、封
路；最早全市普查发热病人；最早警车开
道、沿途警察敬礼迎接医疗队和防控物质；
最早把援助医疗队送到罗田三里畈温泉酒
店休整半个月！刘雪荣的名字很熟悉，但我
忘记了他是谁。百度了一下，方知他是现任
的黄冈市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电力工程
系的毕业生。

第六、武汉封城禁足这么长时间，给人
民群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忍受快达到极
限。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应该立即反
思：找出每天新增确诊的三百多人和疑似
的两三百人到底是怎么传染来的。一个多
月了，他们肯定不是早期潜伏期感染的病
人，而是新感染的。每天大几百人不是小事
情，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长期全城隔离肯定
不行，会带来其他严重问题。现在要找出新
增感染病因，精准隔离！把四种人隔离起
来，外面就是安全的，可以逐步恢复正常社
会秩序。这一段内容，基本是医生朋友的原
话。

第七、第一批驰援的国家队已经苦战
了一个月，身心都达到了极限，急需休整。
而国家不可能再派三万人来换岗！再不尽
快控制会很危险。这也是医生朋友的原话。

今天，看到了一个很好的访谈。是《财
经》记者与浙江大学王立铭教授的对话。王
教授很多观点清晰理性而能解惑。我摘几
段放在这里：

1、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阴谋论的
流行，可能会成为人类世界的一个常态。现
代世界越来越复杂，科学技术也变得越来
越高门槛和反常识，已经不足以为普通人
在复杂的现代世界里生活提供一个确定性
的支点了。

2、启蒙时代以来，人类总觉得所有事
物都能在人类已知的框架里得到解释。这
当然是人类智慧的胜利，但是其实从某种
程度上说，也是人类的一种傲慢。

3、管控公共卫生危机，首先要尊重科
学，尊重专家，不能以政治任务来取代专家
的专业指导。

4、我再强调一次，抗疫过程中集中国
家资源和力量攻坚克难当然是大好事。但

是在最初明确问题时，在战疫过程中、在调
整和明确最终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尊
重科学规律。“不惜一切代价”本质上不是
科学决策。

5、我想，在疫情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
特别需要的就是流行病学的专家们来帮助
分析新冠肺炎的特性、和其它一些流行病
之间的异同，然后科学判断它的未来走向，
进而调整未来的防控措施。我们不应该也
不能仅靠拍脑袋设定一个疫情管控的目
标。

6、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数万人得病，
数千人死亡，可能还伴随着数万亿人民币
的经济损失。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相
关责任方出来说是我的责任，或者至少我
有责任，并且向老百姓道歉。好像似乎默认
谁都没有责任。战疫期间，我们需要提振士
气，需要“正能量”，不能只看到负面，这都
是对的。但是也不可以忘记责任归属，和制
度改进。

今天一个同学给我留言，希望我能呼
应一下网上的一个帖子，即不要让殉职医
生夏思思的丈夫再上前线。同学说：“这是
一个非常人道的‘拯救大兵瑞恩’式的呼
吁，回贴有人提议我们也应该设立类似的

‘苏利文法案’。如日记中能写一下，可能避
免许多同时牺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家
庭。”

人们的善心，大可理解。但我并不赞同
这个呼吁。一、要不要去第一线，应尊重夏
思思丈夫的本人意愿；二、夏思思被感染是
在早期阶段，那时医护人员对新冠肺炎“人
传人”的事实并不了解，而且防护设备也很
差，或是没有任何设防。现在则不同，医护
人员的防护设备齐全，被感染的可能性已
经很小很小了；三，医院就是一线。但那里
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直接与病人接触。
所以，让我觉得夏思思的丈夫像他日常一
样去上班或是去休息，或许对他是最好的。

武汉日记
二月初五（2月27日）

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500万难
以回家的流浪者，都会要一个说法。

是的，活下来就好

天气又阴了。有一点凉气，但也不算太
冷。走出去望望天，觉得没有阳光的天空，
多少有些阴郁和沉闷。

昨天微信号所发文章，又被删除。微博
再次被屏蔽。我以为微博不能发了，试了一
下，发现还可以再发其他，只是屏蔽了昨天
的那一条，立即很开心。唉，我简直如惊弓
之鸟，已然不知什么话可说，什么话不可
说。抗疫头等大事，全力配合政府，听从所
有安排，我都快捏拳头宣誓了，还不行吗？

我们都还被关在家里，足不能出户。而
另有一些人却已在大唱颂歌，连胜利的书
都看到了封面（如果不是恶搞的话）。武汉
人有什么话可说？焦躁也好，烦乱也好，我
们都得忍下来，是不是？胜利也是你们的胜
利。今天看到一个段子：在听到有人说“我
们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时，不要以为你是
那个“我们”，你只是那个“代价”。

不说了，继续等待。保持平和之心，保
持安稳之情，等待。用我大哥最朴素的话
说：很无聊，在家追剧打发时间。

今天，医生朋友告诉我说，出院的人已
经很多了。治愈者已达两千多人，轻症治愈
不是难事。床位亦大大缓解。死亡人数也降
低很多。我查了一下，前一阵几乎每天近百
人死亡，及至昨天，已降到 29人。唉，希望
能尽快看到零死亡。这样，所有焦急不安的
家属才能安心。只要人能活下来，其他都好
说。慢慢治疗，时间长点也能接受。刚刚看
了《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视频，拍的是医生
抢救病人的过程和他的想法，此外还有病
人自己的感慨。很感动。一个被抢救过来的
病人说，我靠我的毅力，也靠医生给我的信
念。另一个病人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活着，会珍惜每一天的生活。是的，活下来
就好。

让人无法理解
的仍然是：新增确
诊和新增感染人数
还是很多，这使得
武汉的疫情呈胶着
状态。以昨天的情
况看，确诊和疑似
达九百多人。这真
不是我们想要的结
果。那些人，应是封
城之后感染的。所
以，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处于什么位置、
以及在什么样情况下被感染，疫情通报，或
许可以说得再细一点。将新增患者的病因
公开，一则可以让其他人有所设防，二则可
根据患者的位置开始陆续释放远距离的市
民出屋。我的另一位医生朋友则认为，疫情
已经控制住了，新增病人主要是监狱和养
老院的。既然如此，那还需要闭户和禁足这
么多人吗？或许，这几天会有好的消息？自
己瞎猜呀！

从感染角度看，这九百多人是很大的
数字。但放到全省几千万人中，他们只是一
丁点。就是这一丁点人，将全省几千万健康
人都死死地捆绑了起来，谁都不能动弹。而
这些健康的人们，又将面临什么呢？会不会
牺牲的代价更大？我说不上来。

还有，被迫滞留在外的五百万武汉人，
不能回家，不知他们这些天怎么过的日子。
前阵的歧视，到现在是不是好了一些。而被
堵在武汉的外地人，亦不可出城。昨天看到
一则消息说，他们中，有人没钱住店，或是
没店可住，成日住在火车站。还有人没有饭
吃，只能捡垃圾，吃别人扔掉的东西。抓大
事的人，经常忽略小事；顾多数的人，也常
会忘记少数。好在，我后来看到另一则消
息，那里提供了一份“疫情防控期滞留在汉
人员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咨询电话”。每个区
都有这样的电话。只是我不知道这些电话
是不是真的管事。因我知道很多官方的咨
询电话，只是做给人看的，比方上级。实际
上你打一个试试？几乎无用。你遇到的只是
踢球运动员，最终你非但得不到任何帮助，
还浪费了电话费。官场很多人，一辈子没学
会什么，但做假动作从来是高手，他们会用
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来对付你。而且
他们推诿的水平也非常高端。没有这些东
西的铺垫，这场疫情，何至会变成今天这样
的灾难。

武汉疫情，从最初发现到封城，中间延
误二十多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延误的症
结在哪里，究竟是何人因何事，给病毒蔓延
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而导致武汉史上未有
的封城。将九百万人禁足在家，是个奇观，
绝不可以自豪。这件事的根底是必须追查
的。中国谄媚的记者很多，但勇敢的记者也
从来不缺。这几天，我们看到一批记者在刨
根问底，在穷追猛打。这个网络发达的时
代，靠记者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调查，靠网民
共同发力一层层扒出关键的时间节点和事
件原形，终归是能将那些密封和掩盖至深
的秘事，逐渐大白天下。

无论如何，有些过程是必须深究的。比
如，武汉来过三批专家，每一批来的是什么
人，领导者是谁，来汉后什么人接待，领去
了哪家医院，走访几个科室，开了几次会，
什么人发言，询问了哪些医生，得到了什么
回答，看到过什么材料，了解到什么情况，
最终得出什么结论，谁拍板的这个结论。诸
如此类。毕竟“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八个
字，将武汉人害得惨不忍睹。细查到这一
步，不信拎不出说谎人。而说谎者为何说
谎，受何方指令说谎，知不知道这是谎言，
还是明知对方欺瞒，自己则愿意相信欺瞒，
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瞒。无论官方，还是专
家，逐条逐条地梳理，应该都能查明。这样
的灾难，绝不可能免职或撤职就可以了结。
对于武汉人民来说，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
一个也不会饶恕！两千多（甚至更多不在名
册上的死者们）“他杀”的亡灵和他们的家
人，日日夜夜拼命救人的所有医护人员，
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500万难以回
家的流浪者，都会要一个说法，要一个结
果。

而现在，我们只是等待。先等城
开，再等交待。

武汉日记
二月初六（2月28日）

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
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容不

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上有一个

声音，一种腔调。”

依然阴天。有雨。天又冷了起来。连夜
晚都来得早些，四点多钟，如果不开灯，屋
里光线就显暗。所谓早春，总会有几天这样
的日子。

今天看到微博上有人转发当年朱镕基
总理在上海作自我介绍的视频。其中有一
句话：“我的信条是独立思考。”这句话，我
很喜欢。这也是我所想的。大学刚毕业时，
我参加一次文学会议，老作家姜弘先生在
会上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这
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的，我们的脑袋不
是长在老师的教导中，也不是长在报纸上，
更不是长在会议文件里，它是长在自己的
肩上。我们的脑袋要用来独立思考才更有
价值。所以，无论极左骂或极右批，都不会
改变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会动
摇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昨天跟易中天
学长闲聊，我说极左和极右在本质上是一
样的。他深表同意。之所以说这两个极派一
样，乃是因为他们都容不下别人与他们想
得不同。用易学长的话说：“一枚硬币的正
反两面，都是容不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
上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

我每天记录一点事情，并在同时加入
一点想法和情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
份纯粹的个人记录，以日记体的方式。它本
来就不可能宏大叙事，也不可能记下抗疫
中所有的人事，更不可能用文青们热衷的
语言。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
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
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
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一个人
的记录，哪能成为标准化的产品？这不是常
识吗？有些人，为了这本日记，花掉那么多
的精力来恨我，来骂我，把自己的快乐时间
都浪费掉了。可惜。当然，恨我和骂我如果
就是他们的快乐，那我就成全他们好了。

今天有文章说，方方不应躲在家里道
听途说写作，而应该去到现场。这叫人怎么
说？我不是要不要去现场的问题，而是：我
就活在现场之中！整个武汉，就是现场。我
是 900万受害人之一。我的邻居、同学、同
事们，所有被封在武汉的人们，他们都是。
当他们通过网络跟我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
他们的见闻时，我怎么就不能记下？难道一
定要到医生工作的医院，一定要到警察执
勤之地，一定要去社区干活，才叫现场？我
自己身在现场中的所知所闻，如果硬要被
说成是道听途说，那也只能随你便。

算了，不扯这些。
昨晚的日记发出后，我在询问，新增的

病人到底是哪里来的。很快，我的朋友给我
发来一份新增病人在武汉市的分布表。这
让我看到，其实他们的分布状况，不是集
中，而是散点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武
汉哪个区都不能先行放人出门。今天医生
朋友也发信息告诉我，“病毒呈点簇状扩
散”，新增病人散布于武汉的十三个行政区
内。目前，全国各地都基本控制住了，剩下
的只是治疗问题。唯独武汉，疫情仍然没有
完全控制，还是要保持警惕。

好消息是，出院人数越来越多。我查了
一下官方说法：经监测发现，出院后的新冠
肺炎患者，并没有再发现传染给别人的现
象。而新增的确诊病人，实际大部分来自疑
似患者，这个比例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官方
的信息，比医生朋友所说要乐观。床位等人
的目标已经达到。以前因床位紧张，方舱医
院也收入了不少略重的病人。现在方舱医
院重症病人清零，全部转至定点医院。医生
朋友说，实际上，现在的重症，跟以前相比，
也不那么重了。 下转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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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010年在米兰大教堂顶上

世界大疫，纷争再起。疫情引起的各
种张力，无论你在哪个角落，相信或多或
少都感受到了。我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
绕进政治里面去。我的第一篇杂记就有
人定义是最文艺、最消遣的疫情文章，我
觉得是很好的评价。俗人如我，有心思文
艺着，消遣着，就说明我和家人及好朋友
们都平安无事。我愿意一直文艺下去，如
果还能供你消遣，正是我写这些疫情文
章的初衷。

“New York, New York”，当年儿子哥
伦比亚大学毕业，庆典上放这支歌时，人
群沸腾了，连我都莫名其妙地被感动得
流下了热泪；“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New
York, New York（我想成为它的一部分，纽
约，纽约）”，唱出了多少追梦年轻人的心
声，不负少年心气。儿子自上大学去了纽
约，就再也不愿离开了。但对我来说，纽
约，纽约，除了纽约城中的儿子，那个不
夜城大都市和我没什么关系。如今它却
成了我最关注的焦点。我也许不知道我
们明州今天有多少新增病例，但我一定
知道纽约州有多少，纽约市有多少，曼哈
顿有多少。事实上，我每天不知要查询多
少遍。可怜天下母亲心！至今纽约市已经
有12万多的感染病例。也就是说这个8
百多万人口的城市，每不到70人中就有
一位染病。如此触目惊心的感染率，换谁
家当娘的不感担惊受怕?

我在疫情杂记（二）里有写到父子每
天晚上开电话长会，讨论股票。先生读到
后表示抗议，说我不懂他父亲心。他说疫
情中儿子一个人关在公寓里，最怕的不
是病毒而是抑郁。父子每晚长聊，小子目
的简单，老子却动机不纯。我赞他爹假股
票之题，实慈父之心的同时，也得狠批一
下他爹放的谬论：什么要出门还是应该
出，年轻人染上也没关系等。为娘发愁儿
子出门会染病，他爹却发愁儿子不出门
会憋坏，只有儿子一副不知愁滋味的样
子。他公寓单元里没有洗衣机和烘干机，
我担心他干净衣服不够。他却油腔滑调
地说：“妈妈你能不能不操心了啊？我现
在在家上班，不用穿衣服的。视频会议
时，也就上身穿好衣服就行了嘛！”有儿
如此阳光，乃爹娘之大幸。

这些天我常常被一些人一些事感动
着。宅家的日子里，我很乖，除了出门走
路哪儿都不去。那天先生收到一条同事
的短信，要帮我们买菜，“Don’t tell me
no! Let me help!!( 不要说不要！让我帮助
你们！！)”这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妈妈，孩
子不到2岁，够忙的。我和先生婉言谢绝
了。可她坚持：“I am going to deliver some
groceries to your front porch anyway.（不管
怎样我都会把菜送到你家门前的。）”我
们拗不过她，只好开给她一个所需食品
的单子。她看到后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菜
送到家门口来了。想想比我小2岁的女友
还在帮助邻居老人买菜，我俩却在年轻
人眼里成了需要帮助的长者了。这角色
转换得突然又匆忙，没准备好老的我还
来不及接受，却已是满满的感动。老，原
来也有好处。

义务为我们买菜送菜的Nicole

我家右边那家美国邻居太太，就是
我疫情杂记（一）里写到的先生、女儿都
是医生的那位，给我短信说，她在为身为
医生的家人做口罩，我如果需要可以送
给我几个。美女好友知道我们家没有一
次性手套，也说要送给我们几副。想着我
俩也不出去，医生要看病人更需要口罩，
好友家要出门也更需要手套，故我都没
好意思要来。但这些行为传递过来的友
好却很是温暖人心。

明州华人医生协会发起的“新冠抗
疫基金”迄今已经募捐到10万美元，正陆
续不断地在赠送防护用品给当地的医院
和诊所。那张过目难忘的照片中用鞋套
充当口罩的女护士，终于有医用口罩了。

上善若水。水是世间万物之本源，善

良就像水一般，无形却有力地滋润着人
间。

还有一件事容我花点笔墨，不，现在
写文章不用笔墨，那就容我多打几下键
盘，解释一下关于川普和3M的口罩之
争。川普指责3M在美国自身紧缺的情况
下将口罩出售给加拿大和南美，并威胁
3M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川普政府动
用了国防生产法，强制3M优先接受联邦
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订单，甚至要求3M停
止向加拿大和南美出口口罩。但3M总裁
表态：3M作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口罩供应
商，疫情期间停止出口是违背人道主义
精神的；如果因此引起别国的不满和报
复，那么全球化的产业链将会导致3M的
产能减少。

3M的据理力争，迫使川普政府妥协：
3M将仍然继续出口口罩给加拿大和南
美，但会从国外3M的生产基地进口口罩
填补美国国内需求，同时会竭尽全力扩
展生产。公道在人间，所有不明真相的偏
见及指责随之灰飞烟灭。这就是美国，一
个公司总裁可以和地位悬殊的总统对
峙，以理服人，以制度制约人，结果3M还
能取胜。

朋友圈里看见，很多朋友看了An-
drea Bocelli（安德列·波切利）在米兰大教
堂的复活节演唱。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
演唱会，现场没有观众，全球却有几百万
观众在线。当Bocelli缓缓步出教堂面向
空旷的广场，深情唱出“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时，多少人听得热泪盈眶。都
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只要心怀仁慈，
即使是一个盲人也照样可以传递出心中
的博爱。

先生一遍又一遍地回放Bocelli在米
兰大教堂前的演唱，让我怀念起米兰，怀
念起关于米兰的旧事。如果不是因为天
灾，也许我至今还没有到过米兰。2010年
冰岛火山爆发时，我们正在佛罗伦萨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忙着玩。要不是好朋
友因此Email来问候，我们都无暇顾及外
面的世界。直到我们到达威尼斯，才发现
我们原定飞伦敦的航班被取消了。那时
儿子在牛津大学留学一年，时值春假即
将结束他急着要赶回伦敦去牛津上学。
先生也急着要赶去伦敦再飞回明州上
班。每一次天灾面前人类都是脆弱的，欧
洲航线全面瘫痪，火车爆满车票买不到。

焦头烂额中我们只得打乱计划，乘火车
北上米兰。当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
你打开另一扇门。原来，这个计划外的米
兰游竟是个意外惊喜！我很喜欢米兰，喜
欢Via Montenapoleone（蒙塔拿破仑时尚
街），喜欢米兰大教堂……却如今，曾经
熙熙攘攘的米兰大广场在电视上是如此
冷清，凄凉。落差之大，让人感慨万千，心
酸泪下。

我文章开篇就号称自己的文风文
艺，消遣，却越写越发沉重了。赶紧住手，
放上朋友群里的一段聊天记录，以扭转
文风博人一笑。我的上一篇文章是明州
华人医生协会约稿，写几位白衣天使，全
是女性，只有一位男医生。这是那位男医
生美丽、精灵的太太的读后感。

医生太太：“比较难想象有男壮壮的
白衣天使，飞行好像有点吃力，除非会轻
功。我现在又命苦了，每天晚上要给老爷
子洗脚。都怪你把他捧高了！”

我：“那我下次把他往下摔，你可别
不舍得！”

医生太太：“哈哈哈，小心摔下来时
别砸了你自己哦！”

巾帼不让须眉。女医生抗疫不让须
眉，医生太太幽默起来也不让须眉。

美国的疫情曲线已经开始出现平缓
迹象。地上还有积雪，但白雪下露出来开
始泛绿的草地似乎在倔强地宣告，春天
近了，疫情的拐点近了。

2020.04.16

短评一 武汉疫情发生后，万马齐
喑！多亏有方方日记，能了解武汉的现状
和武汉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思想。方方
日记写的通俗易懂，朴实无华，像邻家小妹
娓娓道来身边的琐事，让人愿读！方方日
记共60篇，只有12-13万字。应该说是中
国抗疫的一部分，没有什么高大上，也没有
什么太惊奇！就是一本 60 天的普通日
记。然而，最近内地掀起一波批判“方方日
记”的热潮，其理由是：“方方日记”同西方
反华势力勾结，给向中国政府索赔的国家
提供炮弹，另外“方方日记”调子灰色，没有
正能量，全是负能量！给中国抗疫抹黑！
方方辩解说：这样温和的记录，都不能包
容，都要引发这么多人的仇恨，这会让无数
人感到害怕。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
人支持我？因为我的言论尺度，是一般人
们都会有的言论尺度，如果连我都不能容，
人人都会害怕。她又说：那些攻击我的人，
暴露我家住址，对我造谣诬陷，扒了我家几
代人，这些为什么没有人管？我们的技术
发达到可以精准屏蔽的地步，但对这样大
规模长时间的网络暴力，几乎长达两个月
的辱骂造谣，为什么无人管？仅仅说不作
为恐怕太轻了吧？今天还看到有人要组队

来武汉杀我的信息。我是没有办法应对
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
什么人，是什么人支持他们如此目无网纪
国法，并且为什么全中国只有他们可以这
样在网上嚣张跋扈。

事情有点不太清楚了，为什么仅仅因
为60篇的日记，10几万字的文章就这样兴
师动众，大动干戈！而且老套路，查经济，
查出身，查祖宗八代！方方不是恐怖分子，
也不是洪秀全，李自成，方方日记也不是金
田起义书，何必如此惊慌？三万多平方公
里的台湾，容得下李敖，白先勇，琼瑶、琦
君、黄春明.......965万平方公里的大陆难道
容不下一个方方？有点太那个了吧。相信
今天跳出来围剿方方的，将来也会被围
剿。整人者最后也被整，前车之鉴，后世之
师！所以还是话到嘴边留半句，积点口德
给后人吧！

疫情严重！请各位朋友保护好自己和
家人！

短评二 我相信最近方方有点
烦，为什么烦？批判升级了呀！先从追查
方方的消息来源，再到她的写作手法；再从
经济问题，资产问题，再到立场问题，思想
问题。几个回合下来，刁难者感觉还没有

扳倒她就黔驴技穷了。于是乎，他们突然
脑洞大开，罪名内外勾结！对内外勾结！
知道明朝戍边大将袁崇焕吗？威风凛凛，
御敌于国门之外！敌人望而生畏，一个通
敌资敌就把他扳倒了，还凌迟于市！子民
们那个欢呼呀，以生吃他一块肉为荣！以
后怎样？大明灭亡了！再是戊戌6君子，
罪名很多，但挾洋图变，是个很重的罪名！
结果五道口斩首，百姓那个欢呼呀！再看
看中国革命近代史，高岗反党集团的其中
一个罪名就是向斯大林告状；倒彭德怀时
也追查他给苏联那个元帅说过什么话，刘
少奇也扣了一个内奸的帽子，林彪更不用
说，叛徒内奸卖国贼！所以一旦和里通外
国挂上钩，你肯定死定了，这不，网上疯传
的大批判文稿来了：“这本日记如此迅速的
在西方世界出版，非常诡异。这个时间点
的巧合在于，西方国家紧锣密鼓地向中国
提出索赔，方方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
出版。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本日记契合
了他们的需求，他们需要这样一本书。

一位新加坡华人（把海外华人也拉进
了了，这叫以夷制夷。哈哈）担心地说：西
方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个题材来煽风点火
的，尤其是以知名作家的身份。可以想象，
方方日记欧美出版将至少给中国带来十亿

的仇恨者，给上千海外华人带来影响。
一些观察家所言，这本书会作为一个

素材被输入到国际反中舆论里，成为“反中
产业”的一部分。它将为国际反中力量添
砖加瓦，提供弹药，给在艰难获得国际尊
重，寻求友好国际环境的中国落井下石！”
瞧，每句话都是千钧之力！句句置你于死
地！其实，倒不如说：没有你方方，本来我
们过的好好地；没有你“方方日记”我们幸
福的很！就是因为有你方方和“方方日记”
所以我们现在很不舒坦，说白了吧，没有你
方方和“方方日记”本来武汉疫情就不会发
生 ！我们在世界上是可以横着走的！

小丑们正在唱着围剿方方的欢乐舞，
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欢乐一时，但不会欢
乐一世！

本来“方方日记”作为中国抗疫的一部
分是一件好事！你可以有“大国战疫”
1234567；也可以有战疫中的大国7654321，
但应该也可以有“方方日记”“圆圆日记”

“短短日记”“长长日记”！主要你说的是事
实，出处有根据，“不造谣，不传谣”就行！
作为历史的一种记录，世界大事件中的一
种反思感想，没有什么不好！何必如此气
急败坏？！地球上有杨树，有槐树，枣树，也
有松树，橡树，柳树等等，也有各种各色的
花草，各种陆地动物，海洋动物。如果只有
一种树，一种花，一种动物，一种声音是不
是太单调了！英雄李文亮说过：一个健康
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用血换来
的经验教训，让我们记取吧！21世纪的今
天，文字狱可以休也！

疫情严重！请朋友们保护好自己和家
人。

短评短评 方方日记观后感方方日记观后感

明州华人蓓蓓明州华人蓓蓓

方方日记观后感作者程汝钊方方日记观后感作者程汝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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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禁足苦中作樂 粉絲5小時打賞200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新冠疫情影響下，幾乎所有文娛活動停

擺，但有了在線直播，即使蹦迪（“蹦迪”

意指開派對、跳的士高）亦可以“雲”上

行。近日，有多家知名夜店或秀場通過線上

模式開啟了“雲蹦迪”，有品牌直播僅僅5

小時，在線人數便已超過121.3萬人，粉絲

打賞數額近200萬元（人民幣，下同），同

時，亦有多家品牌將多場“雲蹦迪”相關收

入捐贈湖北抗擊疫情。

雖然最初有百萬粉絲上線共同
蹦迪，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有相關
工作人士直言，“現在熱度其實已
經都過去了。”不論各大平台是否
力捧，還是有明星效應加持，這種
新鮮的模式未來是否能夠長久，需
要不斷創新來尋求突破。

每天直播變周播
記者目前登陸一些直播或者短

視頻平台，發現如果僅僅以雲蹦迪
為標籤或者標題，也很難再現最初
的粉絲高度集中狀態，不少知名雲
蹦迪平台的直播也從最初的每天直
播減少至周播或者周末播出，同
時，亦有一些雲蹦迪直播動力不足
僅僅吸引了數十人觀看。
當最初的熱度冷卻，原本的雲

蹦迪領頭者也開始不斷創新製造話
題，例如OT此前發起了“口罩表
白”，“蹦出精氣神”等新活動，
其中“蹦出精氣神”話題開啟後，3
天有得到了1,351萬的播放量，並得
到了電音大V的轉發，通過活力話
題，開啟了新一輪線上流行的探
索。
目前受疫情影響，不少室內場

所依然處於“封禁”狀態，記者亦
諮詢多家開啟了雲蹦迪的夜店或俱
樂部，不少城市的店舖線下開業時
間仍不能確定，但線上直播活動依
然會繼續。“這次疫情帶來了眾多
影響，未免不是一次行業大洗牌的
契機，類似雲蹦迪這樣的新事物總
在誕生，但如何保持熱度，佔領高
地，需要依靠行業創新者們的創造
力。”業內人士這樣表示。

“我們在線下做派對的時候除了DJ
的陣容之外最重要的其實無非就是現場
的音響設備，能夠把表演者的情緒完整
的傳達給觀眾，但是雲蹦迪無法解決的
短板就是這個。” 電子音樂製作人武謬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新
事物的誕生或許會產生一定的流量和話
題，但一定不會取代原本的線下互動。
在今年的疫情期間，武謬作為主DJ

引領了C秀場連續5天的雲蹦迪，“這
是我第一次嘗試雲蹦迪這種形式，感覺
還是挺有趣的。”由於疫情原因，大部
分音樂人和平台都考慮並已經嘗試這種
“雲”形式，也有一些平台在陸續做線
上音樂節和線上演唱會等等。不過，首
次參與雲平台，曾經場下熱情的觀眾換
成了“冰冷的機器”，對業界人士來說
確實需要一定的轉變。
“其實DJ的一個很重要的技能就是

學會讀懂舞池，這是一個表演者與觀眾
鬥智鬥勇的過程，會根據人群的情緒來
安排音樂的能量。”然而，當觀眾都只
能在雲端，在武謬看來就好似“把長劍

拔出來對着空氣揮舞，有力使不上。”
而且一場派對包含了音樂、光線、人群
互動等等元素，這些對整個演出的體驗
都是缺一不可的，這也是線上蹦迪無法
達到的。
對此，武謬也想出了好幾套方案，

“保守一點的做法是在前期排歌的時候

排進去一些耳熟能詳的‘熱門單曲’，
知道聽眾肯定會有反應，也有一部分DJ
會接受直播間用戶的點歌，這個往往互
動性是最強的。”但當直播間裡需要大
量互動時，“我們這些嚴肅的表演者可
能會顯得水土不服，因為在音樂播放時
要停下來互動和口播，這其實對表演靈
感和派對的流暢性來說是災難性的影
響。”武謬直言，雲蹦迪的熱度本身就是
特殊時期的娛樂文化的其中一種解決方
案。

譁眾取寵吸睛 卻驅逐良幣
不過，當“雲蹦迪”的熱度被打

響，有一些主播附庸着流量也參與進
來，“但是這些主播的賣點並不是音樂
而是譁眾取寵的裝備或者肢體語言，這
些主播的觀看流量都會比好的音樂人來
的更大，還有一些人張口就來錯誤的普
及了很多關於電子音樂的知識，這其實
是現在短視頻平台去中心化算法前提下
不可避免的劣幣驅除良幣的趨勢，這其
實是挺可悲的。”

隨着雲蹦迪取得成功，同樣屬於線
下參與感較強的音樂會等方式亦走上雲
端。近日，各類雲音樂節、雲音樂會、
雲戲曲節等活動不斷推出。如短視頻平
台抖音，在清明假期期間，平台就將非
遺音樂跟流行音樂元素結合，三場線上
非遺音樂會傳遞“國韻”，不少網絡紅

人亦唱出了新曲得到了數萬點讚。
在擁有幾億用戶的B站（bilibili），直

播華服歌舞達到了“四海同袍雲過節”氣
氛，連續3日的“國風十二時辰”吸引了
百萬用戶前來觀看。網易雲音樂則在發出
“臥室春遊”通知後，又集結了85組音樂
人，準備了17場線上演出。根據網易公佈

的數據顯示，“雲村臥室音樂節”首月成
績有逾1,600萬人數觀看，累計彈幕互動有
超過685萬。另外，不止是音樂會、蹦
迪，雲戲曲等文化活動也吸引了不少粉
絲，包括上海市民文化節開幕演出開啟
了線上模式，瀏覽量超過千萬，同時亦
開啟了線上廣播音樂會等活動。

熱潮難持久
需不斷創新“沒有熱情觀眾 我有力使不上”

電子音樂人剖白

疫後新世紀 萬物皆雲遊

“雲蹦迪是在特定時期較好的一
種線上品牌曝光方式，也能

解決年輕人娛樂的需要，相信在未
來也不會停止。”此次靠雲蹦迪吸
引了1,500萬瀏覽量的亞特蘭蒂斯C
秀場市場部副總監劉丹這樣說道。
DJ 在網絡端打碟、粉絲在家中同
“嗨”，再搭配上手機APP可以增
加的各種特效，線上雲蹦迪看起來
是“一個人的狂歡”，但卻讓不得
不宅在家中的人們有了“發洩”渠
道。

90後佔四成 吸引新手
“雲蹦迪看起來確實蠻洋氣

的，其實我平時是不蹦迪的，但是
在家中確實比較無聊，在刷直播的
時候看到了，也被這種熱鬧的氣氛
帶動了，覺得挺不錯的。”80後楊
小姐表示，在她的朋友圈中，亦有
不少朋友在今年第一次加入了雲蹦
迪之中，同時，有關雲蹦迪的微博
討論度也不斷高升，雲蹦迪儼然成

為宅家期間一種新的流行解壓方
式。
根據阿里文娛此前發佈的報

告，在今年春節假期期間，來瘋直
播引入頭部主播和DJ，邀請網友線
上蹦迪，累計超10萬用戶參與，其
中90後最嗨，佔比近40%；而B站
還專門邀請了數百位音樂人一起線
上“雲蹦迪”；抖音APP有關雲蹦
迪的合集截至記者發稿則已有接近
4,800萬播放，“雲蹦迪”話題超過
9千個視頻，達1.1億次播放。

人氣爆燈 明星踴躍參與
知名俱樂部OT官方微信近日則

公佈了雲蹦迪的成績，在雲蹦迪開
啟第三場後，累計在線人數已經突
破了200萬，DJ們戴着口罩並沒有減
低粉絲的熱情，還有粉絲直言雲蹦
迪帶來了直播間的“地震”，OT官
方亦表示多場雲蹦迪的收入已捐出
助力抗擊疫情。不僅如此，在高熱
度話題的帶動下，不少明星亦在家

開啟雲蹦迪直播，一些明星演繹活
動例如歌唱比賽也被粉絲做成了
“雲蹦迪”模式。
“在這個特定的時期，雲蹦迪

其實已經成為比較有效的品牌曝光
方式，你會發現不僅俱樂部、秀場
都加入了雲蹦迪，一些線上平台、
明星也通過‘雲蹦迪’帶出了很多
話題。”亞特蘭蒂斯C秀場市場部副
總監劉丹直言，受疫情影響，由於
所有集聚場所都無法營業，人們也
只能宅在家裡，線上娛樂成為最受
歡迎的娛樂方式，幾乎所有活動都
登上了雲。
“所以我們也展開了雲蹦迪秀

場，因為考慮到原本的表演場地就
可以做到比較好的燈光音響配合，
所以我們將雲蹦迪模式引入，效果
也非常不錯，總共獲得了超過1,500
萬的瀏覽。”劉丹表示，鑒於雲蹦
迪的效果較好，未來也會策劃更多
的線上線下活動，來吸引更多粉
絲。

■■電子音樂製作人武謬電子音樂製作人武謬

◀知名俱
樂部雲蹦
迪直播吸
引大量粉
絲。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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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明显下跌。网上有很

多人传，说因为解剖，发现是痰
的问题，针对此况作治疗，所以
死亡率下跌一半。医生朋友说：

“死亡率下降应该是综合因素。
各种医疗资源充沛，医护责任感
加强，有能力和精力财力进行更
精细化管理等等因素，绝不仅仅
是尸体解剖后的发现所起的作用。本来重
症感染后ARDS（百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就是大量渗出物进入肺泡，广泛的黏液
性痰栓也司空见惯。所以很多情况下一旦
气管插管后第一件事就是护士普通吸痰管
吸痰或医生气管镜下吸痰，但是这种淤积
在细支气管和肺泡内的黏液性分泌物根本
吸不出来，这本来就是ARDS的病理表现。
也正因为如此，肺的换气功能障碍，即使给
予纯氧也不能纠正低氧血症。”这是原话，
我只能作囫囵式理解，自然也不知对否。征
得医生朋友同意，我原样搬上，也算记录在
案。同样要记录的是刘良教授团队在相当
困难的条件下对新冠肺炎死者尸体进行病
理解剖和研究。看到一个对刘良教授的采
访视频，知道其中之艰辛，真是相当钦佩。
研究的结果，想必能对现在的治疗和未来
的防控提供有力支持。尤其感动于那些同
意将亲人遗体提供解剖的遗属们，没有他
们的无私贡献，也就不会有刘良团队对新
冠肺炎认知的突破。无知的边界远远大于
有知，而我们的认知每扩大一厘米，都需要
人们百般的努力。如我这样的一介文人，所
能做的，也就只是尽可能记录了。目前武汉
疑似感染人数还是不少。他们到底是些什
么人呢？在哪感染的呢？有人私信我，说有
些是志愿者，还有一些社区工作人员。我
想，这个大有可能。志愿者长期在武汉各处
奔波服务，社区工作人员在这个非常时期，
真的忙坏了。上面什么事都压下来，而下面
的一众百姓，什么事又都找他们。其中相当
难缠的也大有人在。同各种人等打交道，哪
些人会是感染者，并不清楚。他们的防护设
备也远不及医护人员那么齐全，有的甚至
只戴着口罩。不过，我的一个朋友说，志愿
者和社区人员也是早期有感染，现在几乎
没有。她还说：“养老院，看守所，精神病院，
前期还蛮平稳。因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全
部检测，就有新增。”武汉人现在似乎很平
静，当然，更可能是郁闷。为防交叉感染，团
购买菜也不再挤到小区门口。只是人都在
家里，总归要吃。好了，他们又发明了另一
种方式：每家用一个塑料桶，用绳子将桶从
阳台上吊下。再由社区工作人员把菜放进
桶里，自己用力将桶拉上去。有的一直拉到
六楼。这是个技术活，但大家适应得还不
错。我今天看到这样一个两分钟的视频，莫
名地有一种心酸感。武汉人的艰难和社区
工作者的辛苦，真不是一般的。

武汉日记
二月初七（2月29日）：

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

这集体沉默的鞭子，也打在了自己人
身上！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

天又晴了。阴阴晴晴，有点像我的封城
日记，开开封封。待在家里时间长了，不知
以后出去还习惯否。甚至，还愿意出去否。
今天邻居唐小禾老师发了一组东湖的照
片，像是无人机所拍，说是近日的。空旷而
寂静的东湖，梅花盛开，红白相间，真是美
得不得了。转给同事，同事说，看着看着好
想哭。唉，一年春事几何空。杏花红。海棠
红。看取枝头，无语怨天公。这几句词，倒是
与我们现在挺搭。武汉人有点沉闷，这是我
很强烈的感受。连一向活跃的同事们，也都
不想讲话。我家里的小群，亦很少有人做
声。都在追剧吗？还真愿如此。关门禁足如
此之久，是需要很强意志力来承受的。在武
汉，人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外地人恐怕
很难体会。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夸赞武汉
人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献都不为过。我
们还在继续坚持，依然听从和配合政府的
所有指令。这已是封城的第 38天。疫情蔓
延已经控制，全国各地只有零星的新增病
例，只有武汉例外。但武汉的局面似乎看上
去也不错。医生朋友告诉我，武汉现在有近
四万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是不是都来自
这里呢？如果是，那么，已经确诊的病例，又
几乎多来自疑似人群。设若如此，疫情就比
较明朗了。只需从这近四万人中筛查即可。
从这个角度说，武汉的疫情，也算控制住
了。不过医生朋友依然觉得不太乐观，他认

为政府发布消息时数据可更详细点。但我
已经乐观起来。尽管还有漏网的四类人尚
且混迹在九百万人群里，但以现在的筛查
力度和筛查方式，相信很快可以找出来。今
天同事转给我一个视频，是山东淄博人民
迎接蓝天救援队从武汉返回的场景。队员
们平安回到家乡，个个热泪盈眶。我看后同
样如此。武汉如果没有大量的外援来此帮
忙，其实很难想象，现在的武汉会是什么样
子。他们流泪，是因为他们深知在这里工作
有多么危险，能全身而退，便是幸运。听人
说，在武汉，除了医护人员感染者多，紧跟
着的是警察。我有点惊讶，便上网搜索了一
下。果然！湖北有近四百民警及辅警确诊感
染新冠肺炎。居然有这么多！于是给一个警
察朋友发了信息，询问他们情况。朋友说他
们一直都在第一线。而他本人一天都没有
休息过。既要保障基本生活运输，又不能让
人流车流泛滥，还得认真甄别。好多民警开
车帮忙运送病人，仅靠医护人员是忙不过
来的。还有，进出城的通道 24小时都得要
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车辆通行，又要
外防输出。此外在医院、隔离点、社区这些
地方，要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医患纠
纷之类等等。因为接触多了，风险相对大一
些！所以，这么多人感染，是不奇怪的。朋友
说，你要好好写写警察呀，我们真的没有时
间休息。武汉人喜欢说一句话：忙的忙死，
闲的闲死。现在对比，似乎更加鲜明。闲人
心理压力大，忙人身体压力大。大家都在咬
紧牙关，共同扛着武汉。这几日，记者们追
踪武汉的疫情为何会延误近二十天，越追
越猛，线条也越来越清晰。不能不让人佩
服。尽管很多优秀记者离开了媒体，但要
说，仍然有更优秀的记者尚在努力。有人拉
出了时间表，对照着看，便可以清楚知晓，
武汉市卫健委因何原因数日无通报。有记
者采访专家，专家说，他们不知情，甚至怀
疑有医护人员感染，打电话问之，却被否
定。我问医生朋友，听说过有专家给医生打
电话吗？医生朋友告诉说，不可能打到医生
这里。我说有没有可能给医院领导打过电
话呢？医生朋友说不知道。同样问题问另一
个医生朋友，回答得很干脆：他们都到医院
来过，怎么会不知道？但专家说，医院这么
大，我们怎么可能查得到？官员则说，我们
是听取专家的意见。我把专家和官员的观
点再甩给医生朋友。一位医生朋友说：其实
医生们都早知道人传人的事实，也上报了，
但仍然没人通知到老百姓，直到钟南山来
才说出来。另一位医生朋友说：集体的沉
默，这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个集体，包括哪
些人？我没有问，实在不方便给人增加麻
烦。毕竟我不是记者。还是网友概括得准：
甩锅比赛正式开始。摘录几段中南医院彭
志勇医生对记者访谈时说的话：“这个病确
实传播得很迅速，1月 10日，我们 ICU准备
的 16张床位就住满了。我看到形势这么严
峻，就跟医院领导讲，一定要上报。医院领
导也觉得事态严重，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
了此事。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
专家组 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
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
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
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
会被确诊。在这个期间，我们医院领导跟卫
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
反映。” “此前，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
已经到金银潭医院做了调查，做了一套诊
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
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三条标准都
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
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

“根据我做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我
判断这个病会是个烈性的传染病，一定要
做最高级别的防护。病毒不会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我认为要尊重科学精神，按科学规
律办事。在我的要求下，中南医院 ICU采取
严格的隔离措施，我们科室只有两个人感
染新冠病毒。截止到1月28日，整个医院医
护人员只有 40个人感染，和其他医院相
比，感染比例是很小的。”上面三段，可以看
出，元月 10日，情况就很严峻了。最终，医
生自己提高了警惕。即令如此，中南医院仍
有 40人感染。这还是感染比例很小的。其

他医院，人数更多。细想
想，这集体沉默的鞭子，
也打在了自己人身上。这
大概是疫后所有医院必
须反思的。下午跟朋友很
长时间聊到孩子问题。一
场疫情，让数个家庭支离
破碎，比老年人更惨的，
就是孩子。这场瘟疫中的
遗孤有多少？不知有没有
人算过。仅我们所知的几
位殉职的医生，就有四
个：两个小小孩和两个遗腹子。朋友告诉我
说，还有一群小孩子，大概二十多人，有的
父母双亡，有的父母被隔离或在住院，还有
父母中一人死亡的。现在政府已将他们集
中在一起照顾。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小的只
有四五岁。朋友说，他们害怕穿防护服的
人，也害怕戴口罩的人。我想，他们小小年
龄，怕是没有办法向人倾诉的。尽管他们现
在吃喝不成问题，但是，他们内心一定有伤
口。尤其孤儿，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倒
了，他们背后的靠山没了，那种无微不至的
爱，不会再有。也不知有没有人去为他们化
解这种悲痛。用朋友的观点，越早进行心理
干预越好。偶尔听到一个音频，不知道是哪
里的孩子在声嘶厉竭的哭喊：妈妈，你不要
抛下我，我很喜欢你……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人总会浑身发冷。

武汉日记
二月初八（3月 1日）

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江学庆主
任去世,李跃华无执业医师资格被禁止救
人。

一定要让流着这样眼泪的人去高歌猛
进，去意气风发，去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
最大赢家，这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眼泪
还没有流完。

离春节越来越远，从今天起，将日记的
农历时间，改为公历时间。

天气阴晴不定。它增加人们心情的压
抑。突然发现，今天是星期日。不出门，最大
的问题，就根本不记得日期，更不记得周
几。什么时候可以出门？什么时候可以开
城？现在是大家最关心的。疫情趋势向好，
不言自明。全国人民都在帮助武汉渡过难
关，这道关，怎么可能过不去？这份自信，武
汉人当然有。只是，出门和开城，会是在何
时呢？大家私下都在打探。

我小哥说，他已经有 42天没出门了。
我比他强，我想要出去，还可以在院子里走
一走。至少院内是安全的。女儿今天在家庭
的小群里，秀出了她自己做的菜。虽然唠叨
着做菜太烦人了，但她还是努力让自己的
生活保持质量。红烧肉也做得很像那么回
事。前一阵说自己瘦了，但这一顿肉吃下，
估计又会胖回去。她的父亲，对她一阵猛
夸。年轻人的能干，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女
儿说，已经从网上搜索了好几种菜的做法。
看看，这样的事，根本不需要父母去教，他
们的办法多得很，他们的高级老师也多得
是。

伤心的事，依然会随着时间走来。灾难
已让我们伤心得太多。而今人们的泪点也
很低。同事给我看一个视频，是她所在小区
的。一个老百姓在向社区干部表达谢意，男
性的社区干部泪水涟涟。有人在下面议论
说：武汉人这一个月流了几十年的泪。这是
一句大实话。那些眼泪，不仅仅是悲伤，它
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的眼泪。一定要让流
着这样眼泪的人去高歌猛进，去意气风发，
去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最大赢家，这也不
太可能。因为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

清晨五点，李文亮所在的市中心医院
的江学庆主任去世。55岁，正是年富力强之
时。早说过，在武汉，很多人拐个弯就认识。
我不认识江主任，但我大学同学的太太跟
他很熟。她一早给我留言，说江学庆医生

“不是吹哨人，但他却一向温暖，义气。病人
相信他，朋友愿意跟他交往。帮我治了无数
病人，却总是说，‘小妹交办的事，必须尽心

尽力。’那么多病人慕名找他看病、
手术，他都是温暖以待……而我宣
传他却很少。因为他总说，医生就是
看病的，病人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肯
定！”因为熟悉，同学的太太很难过，
她后悔自己以前为江医生做得太
少。

医生朋友亦给我留言，说江主

任是甲乳领域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国医师
奖”获得者。这一次疫情，医护人员的牺牲
太惨烈。而江医生之死，我听说背后有着无
法言说的故事，这是悲哀的故事。不只是生
命逝去的悲哀，更有不准说出来的悲哀。我
也不说。

目前武汉的疫情，艰难而缓慢地好转。
新增确认和新增疑似患者，仍然高达几百
人。医生朋友有点沮丧，由此又作了一个预
测：估计质变还要十来天，控制还有一个
月，彻底消灭还有两个月。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月，或两个月，这个时间，都太太太长
了。我希望医生朋友的这个预测是错误的。
春光无限，真不舍得将今年的美好春光完
全让病毒享用，我们渴望着早日出门。

好多人给我留言，说有一位李跃华医
生，非常神，他的中医穴位注射法，可以医
治新冠肺炎，并且他在没有任何防护下进
行治疗，也不会感染。希望我能写一下他。
其实我的记录，只是自己随手而记，并不特
别觉得自己要写什么。只是，向我介绍李跃
华的人实在太多了，并且转来他治疗病人
的视频。看上去真的很神奇。据说，他非常
想参与治疗新冠肺炎病人，却不被允许。网
上也争得一塌糊涂。我就此向我在中医学
院执教的同学请教，他说了三条：

一，李跃华目前是否具有执业医师资
格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治疗方法是否有
效？有效就要让他出来救人：这应该也是实
事求是的做法吧？

二，很多民间医生都是被那个医师资
格证卡住了：合法行医还是非法行医就看
是否有这个证书。据我所知，目前对没有医
师资格但确有本事的民间中医师，有“师
承”和“确有专长”两个途径可以使这些人
获得合法身份去行医。

三，有关部门这样做实际上是罔顾事
实进行打压：名义上很是正义，但明眼人都
知道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退一步说，李跃
华确是非法行医，但如果他的疗法确实对
新冠肺炎有效，有关部门就应该特事特办：
让他出来救人，其他的证书证件等问题事
后再说。现在行政部门紧紧揪住李跃华的
行医身份是否合法的问题不放，且要置对
方于死地（看那文件似乎要动用行政手段
甚至是司法手段了）：表面上程序正义，实
际上寒了人心呢。只要李跃华的治疗方法
确实有效，目前就不应该纠缠他是否具有
行医资格：是否有效他的患者最有发言权，
去患者那里调查不难得出结论。

以上是同学原话，看上去也颇有道理。
我外行，不加评述。我平时也不信各类游
医。有一次找私人中医看脚，花了很多钱，
结果，用药后更严重，最后还是西医治好。
所以，我看病多以西医为主。只是平时调理
身体时，会用中草药。但我也会跟很多人想
法一样：既然他声称能治，有什么可争论
的？不妨让他试试？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
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套用之，
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好病人就是好医。看病
需要实事求是，尤其紧急关头，人命大于
天，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机会？哪怕当场戳
穿他的牛皮，让真相大白天下，不也挺好？

武汉日记
二月初九（3月2日）

正能量如果以这样无知无畏的面目出
现，它的“正”又在哪里？谁说哭过了和发泄
过了，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待续

China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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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瑾安中医师
点穴、气功

曲珍玲中医师
妇科、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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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关注您现在的健康让我们关注您现在的健康让我们关注您现在的健康让我们关注您现在的健康 让我们开辟您未来的事业让我们开辟您未来的事业让我们开辟您未来的事业让我们开辟您未来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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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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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成为大夫吗？国医与国运齐飞，针灸与机会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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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疼痛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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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神经疾病神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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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神经病周围神经病

患患、、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癫痫等癫痫等。。

33..心理疾病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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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妇科疾病妇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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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子宫肌

瘤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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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不孕不育症不孕不育症
妇女不育妇女不育：：黄体功能缺陷黄体功能缺陷、、FSHFSH高高、、卵子品质差卵子品质差、、子宫内膜异子宫内膜异

位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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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呼吸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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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皮肤疾病皮肤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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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胃肠疾病胃肠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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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不消化不

良良、、肝炎等肝炎等。。

99..泌尿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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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成瘾与戒毒成瘾与戒毒
烟草烟草、、咖啡因咖啡因、、糖糖、、兴奋剂兴奋剂、、酒等酒等。。

1111..支持性治疗支持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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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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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医学院院址美国中医学院院址：：19251925 West County Rd BWest County Rd B22 RosevilleRoseville，，MNMN 5511355113 651651--631631--02040204

田丽莉中医师
妇科，神经科

杨思明中医师
内科，儿科

古励中医师
各种疑难杂症

何新蓉中医师
妇科，内科

刘伟中医师
妇科，不孕症

李乾中医师
内科，疼痛症

边月娟中医师
妇科，皮肤科

刘灵光中医师
妇科，神经科

郭天蔚中医师
内科，肿瘤科

程伟中医师
内科，疼痛症

何笑甜中医师
妇科，疼痛科

万方中医师
内科，妇科

TCM Health Center
Uptown-Kenwood
2743 Lyndale Ave S

Suite 2
MPLS, MN 5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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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硝烟的“前线“，漫天“炮火”的战场

妻子当护士二十多年了，几年前到
新泽西北部的Holy Name Hospital 担任护
士，主要在SENIOR CENTER部门上班。
3月9日，妻子下班回家后认真的告诉我，
她要上“前线”了，我没反应过来问“什么
前线？”，她神秘的讲“是抗疫前线”“我要
去我们医院的急诊科负责排查Coronavi-
rus 的病人”。“你在老人康复中心挺好
的，怎么突然要去急诊科？”我问。“我是
护士，现在是特殊时期，我应该去，你觉
得呢？”她从容的反问。此时我还能说什
么呢？之前只是从报纸和新闻视频上看
到中国武汉医护人员为抗击病毒所做的
牺牲和努力，没想到这么快就临到了美
国、临到了我的家。我的脑海一篇空白
……

我最关心的就是她们的防护装备如
何？每天是否需要回家？是否需要隔
离？两天后她下班回家告诉我，防护装
备不足，每天要回家，需要在家自我隔
离！我的天，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彻
底不知所措了。接下来我们就召开了家
庭会议，我家老大Jonah刚刚被NYU的电
影学院录取，老二Joshua上十年级今年十
五岁。我们都否定了让妈妈单独出去
住，如果那样如此工作压力妈妈如何照
顾好自己的生活。下一个方案就是爸爸
留下照顾妈妈。但是接下来为难的问题
出现了，两个孩子是否需要出去寄居？
立石教会的姊妹们得知详情以后都纷纷
发来邀请，愿意为孩子们提供住所临时
领养他们。经过讨论Jonah决定留下来
陪爸爸，Joshua高兴的接受了最好的小伙
伴的邀请搬出去住。将家里的主卧房腾
出来为妈妈单独居住，单独的卫生间方
便隔离。万事具备了，太太在3月15日
花了半天时间采购了所有的食物以备未
来“隔离的日子”。3月16日周一她第一
天奔赴“前线”。那天，也是我正式开始
在家上班的日子，是Joshua第一次以这种
方式离开家的日子。

太太那天离开家门时，我偷偷的目
送她，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不知
道如果发生了什么如何面对。CoronaVi-
rus,！“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

“Tom Hanks and his wife have CoronaVi-
rus”“Dow Jones DOWNSIDE”…...。自那
日起，我意识到这个病毒已经悄悄的溜
进了我们的生活，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无
论我们是否准备好，无论我们是软弱或
者刚强！那一日我无眠。

天使迎“战”新冠，为夫“天生我才必有用”

梦夜深无眠，颚眉深锁，汉水瘴气雾
连天，孤影伴炬月光寒，仰头欲语！

唤钟馗显世，怒目提剑，除疫魔换我
河山，天生我才必有用，再换青天！（友军
《浪淘沙》无眠）

从那时起，我开始结束了“倒了油瓶

都不扶”的生活状态，开始了“又当爸、又
当妈”的生活。太太每天下班到家的一
切动作都要规范和程式化：停车，车内消
毒，进车库，自己消毒，换衣服，零接触直
线回主卧房洗澡，再换衣服，与我视频，
我准备午餐。每天到家下午三点首先要
吃午餐，因为在医院不方便吃东西，不仅
为了避免交叉传染，也为了节约医院的
口罩、隔离衣等防护装备。她们医院是
新泽西第一个开放检测C19病患的医院，
口罩供应到了第四天就告急了，隔离衣
也是简单半敞开式的。医院的CEO在第
一周就被发现阳性，部门主任第三周也
被查出是病毒感染者…… 这是什么节
奏？我的心每天都是紧绷着，亲爱的你
可要坚持住！上帝的看顾与你同在！

“老公你辛苦了”
“亲爱的，只要你能平安，我的辛苦

不算什么”。
从此，太太每天上下班开车的时间

成了我们的“情感交流专线时间”，她都
会向我“汇报今天的心情和所见所闻”。
只有这段时间是她愿意和我交流的时
间，下班后除了吃饭，她需要更多安静的
时间，自我医治，向上帝祷告。有一天她
们的急诊科因为这个病毒那一天走掉了
七个人，最年轻的一个才三十多岁……

死神从来没有这么近过，每人终有
一死。最终我们都会面对，有人从容、有
人恐惧、有人遗憾、有人无奈 …..。C19
给大家带来的恐慌应该就是对死亡的不
可知的恐惧吧？就好像蒙着眼睛玩云霄
飞车，你不知道下一个断崖在何时出现，
等待你的永远是黑暗的深渊。人啊，如
果都知道明天死亡会来临，那么今日的
所有纷争、分歧、别人有没有为自己点赞
等等都显得没有任何意义了。C19除了
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同时也让人们开始
反思，让我们不得不回到人生最重要的
人面前，重新回家，重新回到孩子们面
前，重新欣赏那张因熟悉早已陌生的枕
边人。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也许你是
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也许你是一个麻木
的人…….你我属于哪种呢？

刘友军从油瓶倒了都不用去扶，到
拿起油瓶去下厨，为妻子准备早餐和晚
餐。老大不仅要在家里帮助父亲消毒打

扫，好承担起为妈妈端茶送饭的任务。
有一天她们的急诊科因为这个病毒

那一天走掉了七个人，最年轻的一个才
三十多岁 ……。死神从来没有这么近
过，人终有一死，最终我们都会面对，有
人从容、有人恐惧、有人遗憾、有人无奈
…..。C19给大家带来的恐慌应该就是对
死亡的不可知的恐惧吧？就好像蒙着眼
睛玩云霄飞车，你不知道下一个断崖在
何时出现，等待你的永远是黑暗的深渊。

人啊，如果都知道明天死亡会来临，
那么今日的所有纷争、分歧、别人有没有
为自己点赞等等都显得没有任何意义
了。C19除了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同时也
让人们开始反思，让我们不得不回到人
生最重要的人面前，重新回家，重新回到
孩子们面前，重新欣赏那张因熟悉早已
陌生的枕边人。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
也许你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也许你是
一个麻木的人……. 你我属于哪种呢？

6英尺距离，三层隔膜，见字如面

太太每天一下班，从进车库到上楼
进入卧室，我们最多也就是几句话的交
流，而所有的对太太工作的了解和担忧，
都是从她的霓虹日记里读到的。

因为隔离在自己的卧室，太太开始
写《急诊科疫情日记》，自“被隔离”以来
我每日最期盼等待的文章。一
字一句都记载了在疫情面
前人性的光辉。他们/
她们都是很普通的
人，在面对被感染
的现实时，无论白
人、黑人、中国人、
印度人，所不忘记
的都是“感谢、感
恩”。

太太在日记中写
道，“感动一位有接触史
有症状的女士一直站在寒风
中不肯进来，害怕把别人传染上看
到他弱小的身影紧锁的双眉，被她的善
良深深感动”。

“今天有一家三口孩子也叫Joshua只
是比我的小儿子有小三岁。12 岁的
Josh 。看上去很严肃稚嫩的脸上，无法
掩饰心中的担忧和害怕，坐在爸爸的身
边默默的流眼泪……

“今天有一家四口，兩個孩子已經出
現症狀，媽媽肚子裡還有一個待產的小
寶寶。求神幫助這一家能夠度過難關，
症狀盡快消退。他們都是能夠帶菌。聽
說是被親戚傳染。”……

“今天碰到一家印度人，丈夫已經出
現呼吸困難，妻子還是很注意防護。妻
子非常恐慌紧张担心。给她一些疾病的
教导，和在家安全隔离等常识。但知道
她没有平安，我不忍让她就这样带着一
颗不安的心离开。……

每天为了给太太准备早餐，我不得
不养成了比她早起的习惯。早餐对她来
说太重要了，因为她在医院不能吃午餐
为避免交叉感染和节约口罩和隔离衣。
每次看着她喜乐的微笑和矫健的背影，
我都会被感动，盼望她所信的上帝看顾
她，成为她的力量。愿你每日都平安的
去，平安的回！

我曾为了纪念李文亮医生写过一首
诗《哨声嘹亮》，妻子写了一首回应诗：

我愿成为一只哨子，求祢将我吹响。
若一生只有一次，愿使沉睡的良知

苏醒。
我愿成为空心的哨子，祢的气息将

我充盈
良知的震动，发出勇敢的波长。
呐喊吧哨子，你的存在是为警醒。
若一生只有一次，我愿为真理发声。
我原是一只空心的哨子，因为祢吹

气，我才有了生命。
亲爱的，愿你每日都平安的去，平安

的回！
还有一件事让我不得不感到骄傲，

就是在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美国华人
社区做了巨大贡献。他们/她们在第一时
间将美国的口罩运到了中国，又在第一
时间将中国的口罩买回了美国。“美国的
在那边，中国的在这边”。太太日记中写
道“连续两天花得最多的时间，忙碌的就

是口罩，因为医院缺口罩、口
罩！。当我把这个信息发

到 Livingston 华人社区
和教会，大家踊跃
地，尽最大努力的
去寻找口罩，把自
己购买的 N95 全
都捐了出来。我
也同时有机会进
入到一些群里面去

了解一些口罩的情
况，所以这两天脑子里

有的就是口罩口罩口罩，因
为我们需要，因为我们不能让病

房的医护人员，不能让ICU和ER的医护
人员没有口罩戴。防护的短缺曾经是在
中国发生的不幸，然而在美国也同样发
生了。

大家都知道那样是多么的危险。让
我真的看到华人社区的力量，也看到海
外华人的那一份的爱心和热情。这让我
心里大大地被感动，也大大地被激励。
自那日开始每天早上，我家的门前就堆
满了各种各样的盒子，大的小的。教会
的弟兄姐妹以及社区的朋友纷纷地把口
罩送到我家。于是我就成为一个送口罩
的义工，上班就把口罩带到医院，拿到我
们的华人医疗部。”

在捐口罩的过程中，有好心人担心
因口罩质量将来引发责任问题。我将这
个顾虑告诉了太太。她说，没时间检查
口罩是否合格了，我先用。 待续

《《华兴报华兴报》》与您风雨同行与您风雨同行

致敬逆行者

家有家有“天使”太太上一线上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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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低头算了一下时间，果然正是美国
的早上7点左右，我愣在那里好半天，直到
兰英问我。

“杰森妈妈打来的，昨天晚上，也就是
美国的早上，杰森去世了。”我怅然若失地
告诉兰英，整个人一下子感到毫无力气。
我得立即赶回美国，我很快在网上改签了
第二天下午的机票，准备要提前回国了。

晚上兰英约楚云一起去泡木桶浴并按
摩，兰英总是这样，每次我回国都去投奔
她，她这些年一直都单身，因此她在哪里，
哪是就是我在中国的家。兰英是这个世界
上最理解和爱护我的人之一了，这些年，她
对我的恩典真是数也数不清了。兰英是特
别虔诚的佛教徒，家里有一个很清静的拜
佛的地方，还挂着几幅唐卡，其中的一副是
一个菩萨驾着一条龙。我一直觉得那个菩
萨就是兰英的化身，她身下的那条恶龙就
是我。我觉得自己其实有一点佛性，但更
多的是难以驯服的野性。

很奇怪，第二天的飞机竟然给耽误了，
我怎么可能把上午八点看成了下午三点？
至今也想不明白。那天我1点钟才往机场
赶，到了那里人家说我的飞机早在上午就
已经飞走了。我急的哭了起来，这时我们
几个朋友也都知道了，一个朋友是给海航
集团配餐的，他让我不要着急并立即赞助
了一张第二天同一时间的机票，并叮咛我
不要再误了机。晚上兰英依然安排节目给
我送行，大家在一起唱卡拉OK，并点了很
多菜边吃边喝。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结
束后兰英把车开出车库时，我看到一尊木
佛被放在垃圾桶的上方，出于对古玩的敏
感，我叫兰英立即停车。我跑下车来仔细
观察，这是一尊站着的地藏王菩萨像，年代
可以追逐到清，大概有 90公分高，但一只
胳膊没有了。这尊佛像无论是雕工，神态、
着色和年代都很到位，就一把把它抱了回
来。兰英也很开心，这是人家扔出来的。
大概觉得不完整的了就扔了出来，我才不
在乎这些讲究，这么好的佛像被扔进垃圾
桶的话，那才叫亵渎神灵。

就这样，我第二天飞走了，上飞机前兰
英问我那尊佛像该怎么办，我说拿到佛学
院送给师傅去吧。（因为兰英的原因，我也
认识一些佛学院的教授，还皈依了，当然也
跟上帝一样，我并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佛教
书中很多理论我是不认可的。这时候一直
到了第二年我与兰英再见面，才知道那尊
佛被送到佛学院后，先是被师傅想埋在地
下，但是换了三处地都挖不动，后来用火
烧，一边念经一边烧，烧完后第二天师傅的
眼睛就睁不开了，闹眼病闹了两三个月才
好，师傅把他的眼病归咎与那尊不完整的
佛像，这一点我觉得相当地吓人，但另一方
面又相当吸引人，这就是“请神容易送神
难”吗？兰英还有一个嫁入豪门的女友，最
后不知道为什么舍弃一切皈依佛门剃度出
家了，苦度残生与世隔绝，同时把一切心思
都放在念佛修身上，这种想法令我感到既
心生羡慕又难以忍受。羡慕的是也许我明
天就会一命呜呼，再也没有机会信仰上帝
或者佛祖了，从这一点来说或许我真的应
该有点信仰，趁着自己还有机会，赶紧皈
依。令我感到痛苦的是，佛教将就因果轮
回，所有的故事都在讲述好人好报，恶人恶

报。如果我
的这些遭遇
确实是因为
在我出生以
前就遭到了
天谴，什么
火灵被贬下
世，如果是
那样论人人
本来就是一
件很苦恼的
事了，所以
不可能老天
爷还会逮住
蛤 蟆 攥 住
尿，继续不
断 地 惩 罚

我。会不会是我父母或者祖父做的过的某
件坏事？听说我的外祖父之前是国民党军
官，是因为他们的罪？上天怪罪了我！有
人是这么想的，比如我的一个表妹，她在花
季年龄就得了癌症，她就会把这个结果归
咎于我的外祖父，但我完全不相信这种理
论，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人生的一种考
验。如果因为因果轮回指望我从此信佛，
对我来说就好比碰上了一个绑票的劫匪，
要我付出自己对劫匪的爱，作为交换幸福
的赎金。也许我会被迫屈从，但发自内心、
真正的虔诚？这是我不可能做到的。当
然，对上帝也是一样。我觉得人应该按自
己的理智和本能行事，不该落入任何一种
金元加大棒的诱骗圈套，这样想的人死后
可能会下地狱，但却是带着高傲自豪的态
度下去的。

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一
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看到杰森的尸
体。大家四处站着，喝咖啡，闲聊，谁也不
知道为什么。这时杰森的奶奶也到了，这
个我刚来美国时就被医生诊断只有6个月
生命的老太太，整天抽烟喝酒打桥牌，杰森
竟然没有活过她。见到杰森父母和兄弟姐
妹的时候，大家都还算正常打招呼，只是没
有人以前一家人的感觉。

“妈咪～”小阿妮雅穿着黑色扎蝴蝶结
的连衣裙，张开双臂兴奋向我跑来，她的眼
睛有些红肿，看的出刚刚哭过。

我抱起小阿妮雅，开心地转了两个圈。
“你这样做会把她弄晕的.”婆婆笑到。
“别以保护人自居.”我也笑着调侃她。
她吃了一惊：“我没有。”
我转过身挑战地瞧着她：“我知道如何

对待我的孩子。”
“那么，我就不打扰你了，阿妮雅，到奶

奶这里来！”婆婆厉声喝道。
阿妮雅很害怕，立刻退回到了胖婆婆

的跟前。
“谢谢！”说完，她拉着我的女儿离开

了。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对待我的妈妈？”

艾瑞克走过来非常气愤地质问我。
“这里没有你的事，这是我与妈妈之间

的事，你不用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的
好兄弟。”我说着，抱了抱他。

“你这样对待妈妈，太不公平了，她为
你们付出太多了。”艾瑞克站在那里，像木
头似的，一动不动地继续说。

“兄弟，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公平的
事。”我说。

艾瑞克不再理我了，他皱着眉头也走
开了。

和我打招呼聊天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我和杰森之间发生的故事，他们上前拥抱
我，对我失去杰森表示悲伤，我不得不一一
解释我只是他的朋友，虽然在他去世之前
的前几个月我们刚办完了离婚手续，但实
际上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听完我解释的
人对我的态度会有一个 180度大转变，他
们惊讶，然后走开。但我对此并没有恼火，
我依然会对前来问候我的人不断的解释，
直到自己几乎完全被孤立。那有怎么样
呢？我本来与这群人就没有任何关系。

追悼会开始的时候，艾瑞克的女朋友
（当然是新换的那个）做主持，她向大家大
概叙述了杰森43年的大概人生，就开始宣
读杰森的遗言，内容非常简短，他为自己一
生中曾经制造过的麻烦向每一位亲人道
歉，说了他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
他感谢了我把阿妮雅带到人间……最后，
当主持人读到依照杰森的遗言，杰森的遗
体已经捐助给了明尼苏达医学院做病理研
究，人们才恍然大悟。

期间杰森的父亲，母亲以及一些被邀
请到的亲戚一起分享杰森一生的点点滴
滴，大家被煽动的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笑。
临了，我也被邀请了上讲
台，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
说的，站在话筒前，想了
想，最后决定用一首只有
我自己能听懂的歌，来结
束这纠结的内心感受，没

有伴奏，我轻声吟唱了起来：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唱着唱着我就哽咽了，最后几乎发不
出声来，我走下台去，看到杰森的姑姑，奶
奶，还有现场的很多人，都抽搐这才眼泪。

接下来，走进来四名海军陆战队的军
官，他们扛着美国的国旗，步伐整齐地做了
军人告别礼仪式，然后，他们向杰森的父母
颁发了总统证明，并赠送美国国旗。因为
杰森的尸体已经捐出，因此并没有棺椁。
主持人说，这个病理研究要大概两年半才
能做完，那时候粉碎了的尸体将被火化，然
后家人才能领到他的骨灰。我还是有些震
惊，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杰森真的舍得把自
己碎尸万段。虽然我在他生前这样诅咒了
他无数次，可是现在发生的时候，我依然惊
讶地张了半天嘴。那一刻，我甚至有点儿
后悔自己此前对杰森的种种折磨，对他来
说，这一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他决定
把尸体捐了做病理研究，是想把自己的肉
体千刀万剐赎罪，一切痛苦也许只有这样
才会迎刃而解。他一定懂得了，生命的一
切都是关于爱，哪怕是痛苦，尤其是痛苦。
我想，他的灵魂已经完全得到拯救了。可
是为什么？上帝照样把他打下了地狱呢？

追悼会结束后，大伙一起去另一个餐
厅吃饭，当然没有人来请我与他们一同去，
在这之前，我几乎让所有与我闲聊过的杰
森的亲戚朋友和家人都知道了我们已经离
婚的事实了，并且我让他们知道了我与杰
森家人的关系很紧张，跟他们一起去餐厅
吃饭，只能是自讨无趣。可我这次不能空
着回去了，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接上我的
女儿一起回明州了，当然，我事先没有通知
任何人，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我找了一家餐厅坐下来，点了一点吃
的，看着表，一点一点地耗到七点多。我拨
通了杰森的妈妈的手机电话，问她是否已
经回到家了？她回答说已经回来了，问我
有什么事。我让她把阿妮雅换洗的衣服准
备好，我在半小时之内到她家去接孩子。
婆婆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急，先是说阿
妮雅已经睡觉了，后来又说不在家。我笑
了起来，让她不要再演戏了。于是她开始
在电话里冲我大喊大叫，骂我是一个没有
人性的狠毒的女人，我跟她在电话里吵了
起来互不相让，公公接过了婆婆的电话，大
声警告我说，我若肝胆接近他们的房子100
米，他就一枪崩了我。

“呵呵～，好啊，那你要多准备一些子
弹噢，因为你一枪是打不死我的！呵呵呵
～”我在电话里疯狂地笑了起来，挂了电
话，像一头发疯的母狮，一脚油门开车冲了
出去。

我把车开到杰森父母家的时候，两辆
警车同时也到了。我们下了车，同时逼近
那座房子，我站在中间往前走。突然，杰森
的父亲把门打开了，像一头发了狂的老虎，
他冲着警察大声喊：“不要让那个可恶的女
人进入我的房子，不然我会开枪的！”

两名警察互
相对视了一下，其
中 一 个 对 我 说 ：

“你先上车等着，
我 们 先 进 去 看

看。”
“好的！多谢你们。”我说着一转身，回

到了车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座房子的
动静。

过了大概四十多分钟，一名警察先走
了出来，我看到他出来，马上下车，他告诉
我说开始他们不承认孩子在家里，现在孩
子找到了，他们正在与他们交涉，让他们交
出孩子，让我再等等。然后就又回去了。

又过了一阵子，我的女儿阿妮雅被警
察抱了出来，我已经在车的后座上绑好了
一个儿童车，警察说，他们没有给孩子准备
任何玩具和衣服，因为他们依然沉浸在失
去儿子的痛苦之中。

“没关系，我家里还有一些，一切都可
以重新开始的。"我笑着说，表示完全不在
乎。

“妈咪～”阿妮雅很兴奋，涨红着小脸
伸出双手让我抱：“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吗？”她问。

“当然！永远也不再分开了。”我说着，
让她坐好，并为她系好了安全带。

“路上小心点儿！”警察笑着说，一一
跟我握手。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要不是你们，
我今天不可能接女儿回家。”我开心地说。

“不客气，我吃过你包的中国饺子，那
是吃过的最好的美味，祝你好运！”一名警
察插着腰，笑呵呵地看着另一名警察对我
说出这样的话。

我惊讶了一下，我想他肯定是认错人
了：“你说什么？我想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美琪，你的原名叫张红红，你的家住
在Mroohead ,门牌号是237＃，对吗？”他问。

“是的，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又怎么
会吃过我做的饺子呢？”我越发糊涂了。

"我知道的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他笑着说：“有一年你家邻居天然气爆炸，
把你家的玻璃炸碎了......"，他还想再接着
提醒我。我这时候恍然大悟，那天晚上我
是包了饺子，那天有一名警察为我们家守
夜一晚上，我还给他送了一碗。

“原来是你！这世界太小了！”我说着
又从车上下来，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哈哈哈哈～，他一直都记着呢！”另一
名警官站在警车旁边笑了起来。

“好了，路上多加小心，照顾好你的孩
子！”警察说。

“对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忽然想
起来这件重要的事。

“这并不重要，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姑
娘。路上注意安全，祝你好运！”他笑着一
转身进了警车。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拉着警笛远去
了。

我转过头又看了看忽明忽暗的杰森父
母的家，心想，我们的关系现在终于可以画
上一个句号了。然后钻进了轿车，徐徐离
开了Fargo.

"阿妮雅，以后你就只有妈妈了，妈妈
也只有你了，知道吗？”我问。

“嗯，我知道，因为我的爸爸死了。”阿
妮雅回答说。

“你知道什么是死吗？就是永远也回
不来了。”我说。

“嗯，我知道。”她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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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 江江 饭饭 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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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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鑫 橱 柜 有 限 公 司 明 州 分 公 司华 鑫 橱 柜 有 限 公 司 明 州 分 公 司
全 美 最 大 的 厨 具 批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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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设工厂一条龙生产，自产自销（原材料完全国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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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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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康乐老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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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永长康乐永长

康乐老年中心用真诚博
爱之心为您服务，陪您度过

健康快乐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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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实地参观欢迎实地参观，，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秦丽新女士秦丽新女士：：612612--208208--38483848
西区地址西区地址：：
55935593 WW 7878th streetth street，，Edina MNEdina MN 5543955439
东区地址东区地址：：
13991399 N Eustis streetN Eustis street，，St Paul MNSt Paul MN 5510855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