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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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饭
宵
夜

生
日
小
宴

欢
迎
预
订

港
式
点
心

正
宗
粤
菜

生
猛
海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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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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等地调低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  机票、酒店预订量暴涨

▲ 5 月 1 日，一位女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后留影。� 中新社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今

年清明小长假，中国国内旅游接待

总人数 4325.4 万人次，旅游收入

82.6 亿元。在一系列利好加持下，

携程预计，“五一”出游人次有望

创新高，总数达到清明两倍以上，

出现今年首个真正的旅游小高峰。

综合中新网客户端、新华社、

北京《科技日报》报道，4 月 30 日，

中国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预计“五一”

期间，中国营业性客运量将会环比

前期明显增长，预计共发送旅客超

过 1.17 亿人次，日均超过 2336 万

人次，这个规模约为去年同期日均

水平 34.8% 左右。

有分析认为，本地游、本省游

仍是“五一”出游的主要需求。“考

虑到疫情还没有结束，大部分地区

团组跨省游没有放开”，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

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五一’

假期旅游可能主要集中在省内”。

面对汹涌的出行需求和摩拳擦

掌的从业者，各地准备好了吗？

据悉，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好转，各地景区已陆续开门迎

客。多个旅游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景区开放数量超过 5000

家，主要为山岳型景区、开放性景

区和市民公园等室外旅游场所。

不少地方通过发放消费券或现

金红包、提供住宿优惠等吸引游客。

如浙江发放 10 亿元文旅消费券和 1

亿元文旅消费红包，号召“浙江人

游浙江”。湖南凤凰县在景区开放

3 个月内，当地 11 家酒店、113 家

宾馆客栈、55 家民宿实行“住一晚

送一晚”优惠。�

尽管希望尽快重振旅游业，但

防控优先、有序开放仍然是各地打

开“玩耍模式”的先决条件。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近日发布《关于做好旅游景

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

通知》，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不得

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旅游

景区要建立完善预约制度，推行分

时段游览预约，引导游客间隔入园、

错峰旅游。

如，今年“五一”假期，北京

市属 11 家公园中的 10 家售票公园

将首次全部实行“网络实名预约购

票、实名验票入园”。上海市各 A

级景区全部实施门票预约机制，如

无预约将谢绝入园。

如果有人担心“五一”出门人多，

还可试试宅家“云”游，看看故宫直播，

逛逛“云游敦煌”。

近日，在一场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与

传播的线上分享活动上，北京故宫博物

院院长王旭东介绍，4 月 5 日至 6 日两天，

故宫和多家媒体平台合作，推出了 3 场

故宫直播活动，关注量达到 2.4 亿。

吸睛的不只是故宫。疫情期间，敦

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推出的“云游敦煌”

小程序也引来了众多网民的围观。

“云游敦煌”不仅将敦煌石窟壁画

分类呈现，还实现了和用户互动与共创。

打开小程序，用户可以从艺术类型、朝代、

颜色等维度探索壁画，近距离领略敦煌

石窟艺术风采，还可以定制专属敦煌色

彩、敦煌石窟主题内容。

据统计，截至 4 月 21 日，上线两个

月的“云游敦煌”小程序在线接待游客

1200 万人次，相当于甘肃 2019 年“十一”

假期全省接待量的一半以上。

在专家看来，“云旅游”的发展，

将成为线下旅游的有益补充，在推动文

化和旅游资源的全社会共享的同时，也

有望衍生出新的业态，形成新的商业模

式。����      北京《科技日报》

【本报讯】中国“五一”假期来了，
你无法想象憋坏了的中国人有多想出去
玩。4 月 29 日，受到北京等地调低公共
卫生应急响应级别影响，人们出游热情
被点燃，机票、酒店、民宿等预订量短
时间内暴涨，机票等价格也出现快速上
涨。有预计称，今年中国“五一”出游
人次将超过 9000 万，成为今年首个真
正的旅游小高峰。

机票预订量暴增  价格快速上涨
综合中新网客户端、中新社旗下中

新经纬客户端报道，今年中国“五一”
假期放假 5 天，是中国自 2008 年调整
节假日放假方案后“五一”首次放假 5 天，
也是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首
个 5 天小长假。

北京时间 4 月 29 日下午，北京市
宣布 4 月 30 日起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
别由一级降至二级，中国国内低风险地
区进京出差、返京人员，不再要求居家
隔离观察 14 天。

消息刚出，北京“五一”出行的需

求应声上涨。去哪儿网旅游平台数据显
示，消息发布的半小时内，去哪儿网机
票搜索量迅速攀升，北京出发机票预订
量较上一时段暴涨 15 倍，度假、酒店等
其他旅游产品搜索量也上涨 3 倍。消息
发布后一小时内，飞猪北京进出港机票
成交量比前一天同时段增长超 500%，
飞猪进出北京火车票成交量增 400%。

伴随着需求的增长，机票价格也开
始上涨。携程数据显示，4 月 29 日 21
时左右，4 月 30 日北京飞上海的票价已
由 396 元（人民币，下同）至 720 元，
涨到了 900 元至 1360 元，涨价幅度在
25% 至 308%。此外，“五一”期间北
京飞广州、深圳、成都等地的机票价格
也迎来大幅上涨。

“我眼睁睁看着北京到南宁的机票
价格从 300 元涨到 1000 多元。”有网
民如是说。

酒店民宿预订量大增  高星级受热捧
综合中新网客户端、《北京商报》

报道，酒店和民宿也迎来预订小高峰。4

  疫情期间憋坏了？
中国掀“五一”出游热潮

出游人次或超 9000 万
如何打开“玩耍模式”考验各地

故宫直播、敦煌上线……
不出门还能“云旅游”

■聚焦

■链接

月 28 日，携程、飞猪、去哪儿网等多家
OTA（在线旅游社），以及途家等在线
民宿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住宿业需求
快速爆发，多地酒店预订价格迅速上涨，
部分门店甚至恢复到了旅游旺季的水平，
不少酒店甚至出现了亲子房、家庭房“一
房难求”的情况。

“整个酒店 5 月 1 日至 3 日只剩下
最低 1.9 万元 / 晚的套房了。”“五一”
前夕，上海养云安缦酒店工作人员这样
介绍。

其实，上海养云安缦酒店的情况只
是住宿业预订快速回温的一个缩影。

携程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前夕，
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高星酒店复苏
明显，比如：浙江湖州部分酒店出现个
别酒店满房状态。而去哪儿网方面也统
计发现，在 4 月 21 日至 28 日的一周内，
平台上“五一”小长假期间度假型酒店
产品的搜索量增长 3.7 倍，其中江浙沪
地区、川渝地区、珠三角地区成为出行
热度最高的 3 个地区，无锡太湖鼋头渚
景区、苏州阳澄湖度假区、杭州西溪湿
地等“五一”旅游热门景区周边酒店出
现订不到房的情况。而京津冀地区健康
状态互认后，相关酒店产品关注热度也
出现明显上涨。

携 程 数 据 还 显 示，4 月 29 日 下

午，北京用户抢购高星酒店券数大涨
650%。近半用户选择高星级酒店，拥有
海景、湖景、山景、超大面积的野奢、
避世型高星酒店成热选。

“今年以来，游客的出游热情一直
因疫情被压抑，加之境外游进入冰冻期，
不少高端游客转向中国国内。此外，出
于安全防疫考虑，游客也会提升对出行
品质的要求。多方作用下，高品质产品
自然备受欢迎。”携程旅游专家说。

“除度假型酒店外，适合全家做饭、
入住的农家院、民宿也成为游客‘五一’
出行的重要选择。”去哪儿网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期逐步放开的民宿产品出现
了一波预订热潮，川渝地区、华东地区、
云南等地“五一”民宿搜索热度较清明
节增长八成。

途家后台预订数据显示，北京调低
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消息发布两小时
后，民宿搜索预订量较前一天同一时间
段暴涨 4 倍。

途家相关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影响，
游客对有更大居住空间、更私密和兼顾
洗衣做饭功能的民宿需求骤增，因此，
不少游客出行都首选大户型、多居室房
源，这部分房源的均价虽然高，但居住
人数更多，也更适合家庭亲子、朋友结
伴出游，人均性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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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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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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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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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中國最北端的漠河市，
無霜期只有80多天。“菜

籃子”基地西林吉鎮黑山村的
村民們有些着急：若不能及時
採購到種子，錯過最佳的育苗
時間，會影響全年的蔬菜產
量。經過深思細研，黑山村村委會通過微信幫助村民統
一採購種子，送貨上門。“書記，幫我家買5袋黃瓜籽、2
袋青椒籽”“我家要3袋柿子籽”……村書記的手機成了種
子採購的中轉站。

商家送貨直達田間
五常市種植戶劉林海今年首次嘗試通過網絡預訂2萬多斤化

肥。 “每年這個時候都得挨家店裡去跑着買農資，今年雖然憋在家
裡，反而更方便了，線上比一比，還能知道誰家更優惠。過段時間用
化肥時，商家就直接送到地頭，不會影響春耕生產。”
當下，數字化手段成為疫情防控、企業復工、保供應、備春耕等

多項工作高效推進的“新武器”。由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組織開發的
“雲平台”上線運行，具有農資需求調查、滯銷農產品推廣、遠程視頻
會議等功能。各地農業部門積極推廣“雲備耕”，利用QQ、微信等互聯
網媒體工具搜集農民農資需求，發佈農資商家產品信息，開通購物通道。
北大荒農墾集團總公司（農墾總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大數據+網格
化”一體化平台不僅助力防疫，也為當前農業用工的選擇和排查提供了精
準依據。

農戶：直播講解易懂
農墾科學院還開通快手App“科技在線一幫一”賬號，農業專家在線

授課解惑，種植戶成了專家的“迷哥迷妹”。黑河市孫吳縣農業技術推廣
中心站長、高級農藝師李霞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成了“網紅”。為滿足疫情
下的農民科技培訓需求，她開通了快手直播間，每晚8時開播講授農業生
產技術，最多時吸引了1,400多位粉絲在線收看，已累計觀看人數萬餘
人，答疑解惑近5,000次。
家住富錦縣長安鎮的劉景和學會了在直播互動區向專家提問。“鄰

居教我看黑龍江省農科院專家的農技網絡直播培訓，還真是方便，專家
講的水稻種植技術非常接地氣，一下子就聽懂了，比以前開會培訓效果
好多了！”

平台可查看工作進度
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說，今年全省創新通過微信及

短信推送、專家視頻講解、釘釘直播、電視欄目講座等方式，開展
遠程農業技術培訓和網上指導服務，計劃到3月底完成農民培訓
150萬人次。此外，墾區七星農場大田物聯網平台設置了農情進
度板塊，可隨時查看各管理區土地發包、清雪扣棚、種子加工
包衣、肥料到貨等備耕生產工作完成進度，無需實地查看，有
效避免人員接觸、流動。
高效運轉的數字農服體系為家庭農場提供很多“無接

觸”智能化生產服務，截至目前，已服務農戶30餘萬
人，覆蓋耕地面積2,400多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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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蘭縣經營家庭農場的劉海濤，今年準
備種地2,200畝，經朋友介紹，在手機“地押
雲貸”App上簡單操作，就辦理了58萬元（人
民幣，下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
“我真沒想到，五十多萬元貸款網上操作這麼
方便就辦下來，到賬又快，解決了我的大難
題。”
往年農民要辦備耕資金貸款，需要到銀

行、信用社窗口排長隊，或者信貸人員走鄉進
村。今年，黑龍江省通過農業大數據與金融科
技相融合，與多家銀行共同推出了網絡辦理農
業貸款方式。螞蟻金服普惠金融項目是黑龍江
省人民政府與阿里巴巴集團的重要合作項目之
一，借助“大數據+互聯網”技術，與土地確
權、戶籍信息等資料相結合，對貸款農民進行
畫像，評定信用等級，提供免擔保、無抵押、
無人工干預的數據化純信用貸款，授信後，農
戶貸款隨借隨到。截至目前，項目在全省9個
市（地）36個縣（市、區）上線，為144萬人
授信164億元，累計為17.4萬人提供111.8億元
純信用貸款。

為了避免為了避免

聚集聚集、、減少出減少出

門門，，同時又能同時又能

積極準備春耕生產積極準備春耕生產，，作為中國產糧第一大省的黑龍江作為中國產糧第一大省的黑龍江

的各級農業部門可沒少動腦筋的各級農業部門可沒少動腦筋：：線上團購種子農資線上團購種子農資、、

網上簽訂貸款合同網上簽訂貸款合同、、直播觀看農業技術培訓直播觀看農業技術培訓。。目前目前，，

該省已籌措該省已籌措689689億元億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資金資金，，所需種所需種

子量子量8080%%已到位已到位，，而且積極開展互聯網而且積極開展互聯網++農技推廣農技推廣，，

培訓農民培訓農民6060萬人次萬人次，，利用省級農業金融服務平台發利用省級農業金融服務平台發

放支農貸款放支農貸款108108億元億元，，確保今年豐產豐收確保今年豐產豐收。。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王欣欣黑龍江報道黑龍江報道//

圖圖：：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

��(���

政企齊辦網貸
農民隨借隨到

■■農民在家用手機農民在家用手機
訂購種子和化肥訂購種子和化肥。。

面對目前種種備耕難題，省農業農村廳建
立備春耕生產聯繫制度，印發《2020年全省備
春耕生產聯繫市、集團方案》指導春耕工作。
綏化市開展鄉村兩級錯峰作業，以村為單位，
採取分散小規模作業、戶戶聯合等形式，加快
開展玉米脫粒、餘糧銷售、清雪扣棚、秸稈離
田、農資購置。七台河市農業農村局也設立24
小時備耕生產應急熱線電話，為農民提供全天
候服務。
“原來擔心賣糧的車出不去村，現在村裡

幫着聯繫辦通行證，我們直接把米賣到加工
廠。餘糧變了現，這心裡輕鬆不少。”樺川縣
腰林子村稻農趙路廣說。佳木斯市委市政府成
立專班，幫助農民解決賣難問題。截至3月10
日，佳木斯市農民累計銷售新糧約1,012.95萬

噸，佔總產量的89.6%。
由於黑龍江墾區二九農

場巴山湖管理區的部分種植戶
因疫情滯留外地無法
返程，農場義工擔負
起備耕生產的重任，
幫助管理區清雪扣
棚。黑龍江省勤得利
農場 262 名支援備春
耕的義工分流作業，
幫助未返程的種植戶
清雪、扣棚、拉運生
產生活物資，出門返
回都做好測溫、登
記、消毒工作。

義工幫忙備耕
錯峰分流作業

■■北大荒公司打開北大荒公司打開““天天
眼眼”，”，依靠依靠““雲端雲端””服服
務務，，查看春耕進度查看春耕進度。。

網購網購
農資農資

準時準時
送貨送貨

■義工們幫助農
戶清雪扣棚。

▶農業專家開通直播
授課，民眾可隨時提
問與專家互動。

開始開始
作業作業

專題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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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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又下雨，阴沉得厉害。而且，有点像
春节前后的寒冷。同事冒着雨，给我送来馒
头花卷等食物。我已在文联大院里居住了
三十年。多年来，经常得到邻居和同事的照
顾，这是让我觉得倍感幸运的事。今天晚
上，就是吃花卷和小米粥。一个人做菜，实
在没劲。

每天晚睡晚起，医生朋友的信息，我经
常到中午才能看见。与昨日的沮丧不同，今
天医生朋友似乎很兴奋。因他了解到，昨天
新增确诊病例造成反弹的原因，是来自监
狱新增加的 233人。事实上，我们也很快看
到湖北官方对监狱一众官员的免职处理。
快得令人惊愕。而今天的新增确诊首次降
到了两百以下，新增疑似也不足百人。医生
朋友认为：有望两三天内进入低位运行期
（即人数到 100以下）。武汉人曙光在望了。
这这这……是不是意味着，开城的时间可
能提前？900万武汉人，现在最盼望的是这
个。晚间，询问朋友，说有可能再等半个月
吧。这信息比预计得好，不至于熬到四月。

沉闷，依然是我这几天对武汉人的印
象。今天在网上看资料，好几个人，谈及武
汉，都用了“悲情城市”四个字。我不知道要
怎么说，如果以春节期间的场景，用“悲情”
二字，真的太轻，勉强可以配上的是“惨
烈”。只要再读一遍常凯的绝命书，即可知
何为惨烈。近日，一篇文章中谈到广东医护
人员初到汉口医院的情景。其中一段描述：

“我记得大年初二中午我们接手了危重症
病人的病房，还没有一两个小时，就有两三
个人不行了，晚上又有两个不行了。还有一
天，一个病人从急诊推上来，还没到病房人
就没了。最初几天病人实在太多了，最高峰
时期，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是 1500 人到
1600人。”这只是一家医院的情况。武汉有
多少医院，有多少这样的场面？我觉得，各
省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在有空的时候，不
妨记录一下他们刚来武汉所见的场景以及
当时武汉给他们带去了怎样的震惊。相信
那一定是他们终生难以忘怀的事。记录下
来，让后人们知道，武汉人经历过什么。

由此，也让我想到，那些全力进行疫情
复盘的记者，还在深度调查和追踪吗？对武
汉人来讲，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现在已是
局势向好之时，追查事因，可以提到议事日
程上了。不然，时间流逝，伤痛也在随着时
间而去。我担心，人们一旦轻松快乐起来，
就不会再愿意回想那些曾经的苦难，就会
努力让自己忘掉灾难中死掉的常凯们。想
起一件事，不是有人说，疫情后要建纪念碑
吗？请在纪念碑上留出一块地方，刻上常凯
的绝命书。后人们读到它，才能体会到2020
年的武汉，灾难是什么样子。所有的武汉
人，包括为抢救生命几乎拼了命的医护人
员，我们都应全力支持调查记者继续追踪
和查询：是谁们耽误了二十天时间。正是这
二十天，让两千多武汉人丧生，让几千武汉
人现在仍然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让 900
万人不能出门，也让 500万人不能回家。这
件事绝不能松懈。一个锅也不让他们甩出
去。在今天读到的《专家复盘不明原因肺炎
上报失灵的背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在
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那次经历时，曾
光拍着桌子问，‘那时我哪知道还有个李文
亮，还有张继先？’”亲爱的有力量有胆识
有良知的记者们，请继续！留守的 900万和
漂泊在外的 500万武汉人在倾听你们的声
音。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对我

们隐瞒！

四十天闭户，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会到
极限，这是我一直关注的。尽管网上有很多
心理专线，但不知道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幸
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
的不幸。那篇叫《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文
章，真是好题目。它讲述诸多武汉人通过网
络倾诉自己的痛苦的故事。倾诉和发泄是
心理疏导的很好方式，有如我天天写这样
的一份日记。但是，一根名为“正能量”大棒
却不时挂在发泄者的头上。这是非常名正
言顺的大棒，它被很多人手持并高举。如
果，你哭了你倾诉了，你就是在制造恐慌，
你就是在破坏抗疫，你就是负能量。消灭负
能量，是正能量义不容辞的事。唉，人世间
的事，如果这样简单地理解和判断，那才真
的是白白来到了人世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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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日，不少记者对我进行访谈。其中
有一个问题问得有意思，说在这次疫情中，
有哪些人和事被忽略了？回过头来，觉得被
忽略的人及事，委实太多了。早期的武汉，
仓促封城，就像一个百孔千缝而且连底都
没有的大水桶。政府全副精力忙着把底先
兜住。桶边的百孔和千缝，却无力顾及。得
感谢无数志愿者的出现，这些年轻人太了
不起了。是他们见孔便堵，见缝即填。比方，
帮助并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
班的汪勇；封城一个月中，为六百多居民买
药而遭举报的吴悠；还有专程从四川赶来
为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做盒饭的刘鲜。很
多很多的他们。其实并没有人派他们去做
什么，而是他们自己看到没有人管，主动接
盘。按说，政府各部门都有管理人员，他们
在封城同步，就该各负其责，相应地考虑到
诸如此类的问题。糟糕的是，他们不食人间
烟火（换一种说法，即管理水平低级），没有
看到文件，他们便寸步不行。政府真的应该
感谢那些及时为他们补漏填缝的志愿者。
没有他们，武汉不知还会有多少糟糕的事。

今天还学到另一个词，叫“次生灾害”。
封城固是迫不得已，但是长期封城，不作全
盘统筹，毕竟不是个事。此后的副作用将会
超出想象。如果官员们不正视民生问题，不
实事求是地看到其他健康人将面临的生存
窘境，并且不灵活地寻找和思考相对应对
策，恐怕后续问题也成“病毒”。这些天，很
多人在议论这样的事。

昨夜，同学转给我一份在诸多微信群
流传的呼吁书，里面便提到农民工的问题。
我原文照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政
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要以劳动而养家国。
应该在战瘟疫的同时，各级部门应该成立
《农民工返岗工作组》。现在只要是湖北人，
走不出去，外面单位不收，要么就是婉言谢
绝，过几天再说。其实应该分区域 30天后
（刚好两个十四天）解除部分无疫情地段限
制，并通过包车政府对接，或是志愿者服务
对接，免除到岗后又要隔离十四天的代价。
若政府不重视，湖北农民工会被其它地区
取代，甚至有可能大部分失业。这是多么大
一个后遗症，确实要引起重视。比如偏远山
区，山大人稀的地方，目前一例都没有的地
区应该政府牵头对接用工单位。今年只要
提起湖北人都害怕，真是一场务工和职业
危机。湖北政府不及时出台农民工返岗措
施，偏远山区，没有疫情发生的地段要面临
失业潮，过个年一分不剩，过完年一分未
挣，一家老小坐吃山空，怎么办？？？应该加
大没有疫情地区的宣传，鼓励接收地大胆
放心接受，政府对接，企业出力，包车点对
点接送隔离，筛查，再上岗。应该是没有大
问题的，再说也不是所有湖北人都病了。政
府应该重视疫情的同时注重民生。农民工
家里，多数是今天不工作，明天就饿肚
子！！！希望湖北省各级政府能重视并提上
日程，民生关系你我他，希望大家都转发一
下。

上面是呼吁的全文，我帮转了。

武汉日记3月3日
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

在哀伤和抑郁的前提下，对未来没有
确定感，容易导致人的内心极大地缺乏安
全感。依然天阴，有点冷嗖嗖的。我在郊区
的邻居一早发给我照片。留言说，你家的海
棠开花了，你的微信被封了。微信内容被
封，我已习惯。但海棠开花却实在让人高
兴。去年夏秋，一直大旱。树叶全枯并且掉
光，我很担心这棵树会死掉。但是它的生命
力竟是如此顽强，在早春时节，开出这样一
树灿烂花朵。隔着屏，都能感觉到它怒放的
兴奋。今天的信息仍然有好有坏。在疫情问
题上，医生朋友已经相当乐观了：武汉疫情
明朗起来。在前天向好突破的基础上，昨天
进一步好转。新增确诊和新增疑似加起来
不足两百人。疑似病例也减少很多。这两天
可能会进入到低位运行期即所有病例加起
来都在一百以下。如此这般的话，疫情蔓延
控制指日可待！现在，在巩固成绩的前提
下，竭尽全力提高治疗效果，降低死亡率，
尽可能缩短治愈住院时间。是的，降低死亡
率太重要了。可惜，死亡的信息，仍然传来。
今天让人们心头震动的是：中心医院梅仲
明医生今日去世，他是李文亮科室的副主
任。五十七岁，一位技术高超的眼科大夫。
他的专家门诊曾经相当火爆。消息传出，他
治疗过的病人们，纷纷在网上致以怀念。我
以前在电视台的同事说：他是我的邻居。他
们所居住的小区居民今天都在为梅医生祈
祷。愿他安息。在武汉，恐怕没有哪一家医
院像中心医院这样惨烈。以地理位置而言，
中心医院就在华南海鲜市场近旁，它应该
是最早接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第一拨
病毒最强的病人恐怕多是先来这里治疗。
在人们对此病一无所知时，中心医院的医
生，几乎就是第一道人体防毒墙。直到他们
感染并且成批倒下，人们（包括领导）才从
满不在乎中恍然：这全新的病毒原来如此
厉害。只是，迟了。我小哥是这家医院的老
病号，他说中心医院水平挺高，与以前的武
汉二医院是一家。我嫂子的手术也是在这
里动的。他这一说，我才知道，我年轻时经
常去看病的南京路市二医院，原来改名为
中心医院了。二医院的前身为汉口天主堂
医院，有着 140年历史。我的小说《水在时
间之下》曾经还写过这家医院在战争中被
日军轰炸的场景。老的市二医院仍在原处，
它是中心医院的另一个院区。听说中心医
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多达二百多人，其中
不少重症。全部是第一批被感染者。前些
时，曾有一篇报道说，在李文亮被训诫后，

“一月二日起，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
公开谈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
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
班必要时候口头提及。对于前来就诊的患
者，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另一家媒体

“楚天新传媒”亦有一篇关于中心医院的报
道，其中转引了一张文字图片，上写着：“武
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是被感染的职工最多的
医院之一。目前超过 200名职工感染，三个
副院长被感染，一个护理部主任感染，多个
科室主任正在用 ecmo维持；多个主任医师
上呼吸机，多个一线医护经历了生死一线
间。急诊科损失惨重，肿瘤科倒下近 20个
医护……不胜枚举。一次又一次惊恐，一次
又一次撕心裂肺，我们心里清楚他们每一
个中招的人可能就是下一个自己。”这个更
加具体。我没有能力去中心医院确认，无论
这一段是否确切，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伤亡
惨重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承受了疫情之初
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那么，我很自然会想
到：明知有感染，仍然被感染。是所有医生
都不具有防护设施，又或是迫不得已作“飞
蛾扑火”之举？一家医院，造成如此之大的
伤亡，会有人心怀内疚承担其责吗？比方，
轻的引咎辞职？重的上级惩处？该不会以

“这是新病毒，大家都缺乏认识”为理由而
推它个一干二净吧？中国人不屑于忏悔，但
在多条人命面前，有的人，需要我们站出来
喊他忏悔：你们，就是你们，站出来忏悔吧！
今天在网上还看到有人在呼吁，说应该让
这家医院歇业一阵子，那么多自己的同事

去世和病重，其他在岗医护人员所
受心理创伤，恐怕会太沉重。二十天
的延误，二十天的隐瞒，带来的灾难
当然不只是死亡一件事。封城已达
四十余天，最危险的日子已然过去，
但最困难的日子却不知在哪里候
着。今天的武汉人，依然显得很沉
闷。另一位医生朋友说，在哀伤和抑
郁的前提下，对未来没有确定感，容
易导致人的内心极大地缺乏安全

感。此外还有民生问题，普通百姓的经济来
源无着，也没有确定感，即哪天可以出门，
更没有方向感，即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在自
己抓摸不着，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会导致最
基本的安全感丧失。这时他要寻找点什么
让自己踏实，他要抓住一点东西，比方说，
想要有一个说法。在疫情紧急时，没有人顾
及追责，也没时间调查，人们都以体谅之
心，放下了所有纠结。而现在局势转缓，存
放在心的问题，便会露头，就会想要解答。
此外，看到有些事情，瞬间就有进展。比方
出狱女人奔到北京的事，比方李跃华无证
行医的事。同样在疫情之中，处理起来无比
快速。可他们想要的回答呢？比方，李文亮
的事，已经调查了这么久，说法呢？是呀，李
文亮的事，是一个结。其实，中心医院的伤
亡，何尝不也是一个结。这一个一个的结，
如不解开，武汉人的心结也是难以解开的。
时间越久，这个结会越系越紧，越变越复
杂，心头的创面和深度，也会越发扩大与加
深。心理咨询专家说，随着着危险的解除，
真正的创伤，会浮出水面。变成简单的话，
就是：你要给李文亮一个说法，给中心医院
一个说法，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写
到这里，医生朋友突然发来一条信息：全世
界第一支新冠状病毒疫苗，今天注射到发
明人、陈薇院士左臂。专家组 7名成员也一
同注射了新冠状病毒疫苗。了不起的科学
家，向他们致敬！

方方武汉日记3月4日：

无数个民族的表达汇集成一个时
代的表达.

一个人的记录，微不足道，更不足
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录，汇集一
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水面。

眼下就这样活着：团购，追剧，睡
觉

今天真是大好晴天。阳光明媚，春意盎
然。绿翠红粉，争相拼色，所有空间都满满
的正能量。院子里的几株月季抽出新枝，整
个去年，我都住在郊区写作，根本没有打理
过它们。没有修剪，没有捆绑，也没有施肥，
它们倒是百无顾忌地长得无拘无束。见它
们这样，我想把枝条扎到栅栏上，倒是有了
点于心不忍。

疫情控制住，已是板上钉钉的问题。我
长居武汉，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毕竟武汉
那么庞大，三镇格局那么混乱，老式的里巷
和旧街那么复杂，加上病毒无处不在的恐
怖，能在这样的时间内，控制到如此程度，
委实不易。尤其疫情前期，恰逢春节，加上
官方昏招迭出，致混乱更甚。换帅之后，政
府以铁腕抗疫，效果确实很明显。现在，大
头朝下，余下的只是扫尾，应该可以腾出手
来，解决后续事宜：比如，被困于武汉而不
得返家的外乡人，又比如，流落在他乡不得
而归的武汉人。按说，这都不是很难解决的
事。今天医生朋友说，局势继续向好，估计
明天即可进入低位运行状态。到现在，我
想，我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下午，朋友传给我一个录音，很长。是
前来武汉援助的一位医院负责人讲述他的
团队在武汉进驻和参与治疗的过程，这是
他对其朋友们的讲述。非常理性，非常克
制，也非常客观。只谈过程，不涉其他。但
是，只要他讲到武汉和武汉人时，便会失
控，声音哽咽。只有我们武汉人会明白，这
哽咽的背后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的
眼睛看到了当时的现状，却不方便说出来，
他的哽咽来自情不自禁。这是有慈悲心肠
的医生，是有大爱仁心的医生。再一次希望
那些前来武汉援助的医护人员，疫情结束
后，能把他们来汉后的整个过程，尤其早期
所见，记录下来。它将会成为 2020抗疫中
最重要的资料，极具史料意义。

下转 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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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人均220元（人民幣，下同）還多，
毛血旺半份從16元漲到23元；一片土豆
1.5元，半份就要13元；蘸料10元一位；
米飯7元一碗；小酥肉50元一盤。”這是4
月初去海底撈消費的一位顧客在網上晒出
的一份賬單，稱報復性消費還沒來到，報
復性漲價先行一步。很快，還有眼尖的網
友同樣吐槽西貝，表示漲價得更離譜，
“土豆燉牛肉80元，酸菜封缸肉80元還
多，一頓吃下來要人均200至300元。”

早在3月下旬餐飲行業堂食恢復後，就
有消費者發現海底撈、西貝等有着不同程

度的價格上漲，之後很多品牌相繼跟進，
喜茶產品漲2元，奈雪多款奶茶大膽跨進
30元時代，就連街邊並不太知名的、並非
連鎖的餐飲店也“抱團”，甚至一份簡單
的路邊攤蛋炒飯也要賣到25元。
面對餐飲行業的抱團式漲價，類似

“餐廳有漲價的自由，我們有不吃的自
由”，“太貴了，只能報復性不消費”的
呼聲在網上普遍出現。北京商報調研顯
示，6成受訪者稱不接受餐廳菜品漲價，
僅2成人認可；此外有將近3成受訪者稱
不了解餐企受疫情影響的情況，但自身的
消費能力卻受到了影響。

很快海底撈、西貝等迫於壓力公開道
歉，並撤回漲價。海底撈4月10日表示，管
理層的錯誤決策傷害了海底撈顧客的利益，
內地門店菜品價格即時恢復到今年1月26日
門店停業前的標準。次日西貝餐飲董事長賈
國龍在官微發文稱“這個時候漲價，不
對。”決定所有外賣、堂食菜品價格恢復到
停業前的標準。

美團佣金高逾12%
餐飲業撤回漲價後，依靠餐飲業送外

賣的美團卻依然沒有弱化矛盾。近期廣東
省餐飲協會發函，稱陸續收到幾百家餐飲

企業針對美團的投訴，問題集中在美團外
賣業務整體佣金率，在2015至 2019年間
從1.1%激增至12.6%，目前對新商家抽佣
更高達26%。廣東省餐飲協會甚至用了較
為嚴厲的措辭，稱“疫情以前，餐飲企業
對美團外賣是能忍則忍；疫情期間及以
後，眾多餐飲企業掙扎在存亡線上，美團
再‘殺雞取卵’，將逼迫廣大餐企進行反
擊。”
美團最近回應稱， 美團外賣誕生以來

持續虧損 5年，即便在剛剛盈虧平衡的
2019年，第四季度外賣平均每單利潤也不
到2毛錢。另外，美團還以公告形式表達了
願意幫幾百萬商戶開源節流，促進餐飲市
場回暖，線上訂單增效的決心，並稱今年
計劃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商家懇談會，與商
家更深入地交流、溝通。

近期麥當勞猛烈推廣一款新品5G炸
雞，所謂5G借用5技的諧音，意思

是包含有5種烹飪技法。最近剛嚐鮮過
5G套餐的孫女士稱，“麥當勞店內的點
餐機上最先跳出來的就是這個新品推
薦，隨便選了一個5G漢堡套餐，結賬時
竟然發現超過40元。”

麥當勞新套餐加價30%
她說此前麥當勞午市套餐多在30元

左右，這次5G套餐價格較之前的要貴出
30%多。上班族王小姐也稱，麥當勞5G
新品給她第一個感覺就是“貴”，兩塊
5G炸雞塊要25元，而且搭配麥當勞新
推出吃法的話，一包蘸料還需要加 1
元，此前配料從來不會另收錢。目前社
交媒體上，不少消費者都稱，麥當勞雖
然沒有明着漲價，但現在所售的小食、
套餐裡都會搭配新品，整體價格自然就
上去了。
通過推出新品完成價格上漲的並非

麥當勞一家。上海星巴克從4月22日起
開售一組主打植物肉做的膳食，價格絲
毫不比肉類便宜，如植物牛肉千層麵、
植物牛肉意麵等產品都要69元一份，植
物牛肉卷、植物牛肉沙拉都要59元。
“此前星巴克的非飲品類食物價格多在
40元內”，星巴克金星會員嚴先生認
為，植物肉新品價格較舊款食品高了
50%至75%。

實際上，近期餐飲行業的價格調整
僅僅出於求生的願望，此前疫情中很多
企業無法進行生產經營活動，餐飲業的
原材料供應受到波及，不僅價格上漲且
運輸成本亦大幅提高。據國家統計局的
最新數據，今年一季度全國餐飲收入
6,026億元，同比下降44.3%，相比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為 -19%，全國餐飲
市場增幅低於整個消費市場增幅25.3個
百分點，顯示餐飲業受到衝擊不小。

不過，疫情中消費者的日子同樣不
好過，很多人至今無法完全展開工作。
做演出經濟的趙小姐稱，之前月收入輕
鬆過數萬，現在只能拿最低工資2,480
元，“之前隔三岔五去星巴克、麥當
勞，現在去一次吃飽的話起碼要過百元
了，我一個月工資已經承受不起。”

山東出招禁協同漲價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注意到一些

企業“抱團取暖”、“報復性漲價”等
情況，特別餐飲價格的上漲導致民眾反
應強烈，有地方出台規定。山東省市場
監管局日前表示，針對一些餐飲企業報
復性漲價等情況，市場監管部門將依法
從快從嚴從重查處。
山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反壟斷局一

級調研員李軍表示，如果市場內的大部
分同業經營者共同達成了協同漲價，使
得相關市場的同業競爭被限制，消費者

無法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時，就要受到
《反壟斷法》的規制。經營者達成並實
施壟斷協議或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
將被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
得，並處上一年度銷售額1%以上10%以
下的罰款。

小肥羊套餐分量縮水
有一些餐廳沒有漲價，但菜品質量

卻出現了下降。火遍大江南北的小肥羊
火鍋，最受歡迎的39元單人套餐疫情後
悄悄縮了水，原本套餐內含有一盤羊
肉，但現在變成了一半羊肉一半午餐
肉，另外原本豐富的自助式蘸料，選擇
餘地同樣少了不少。不過消費者對這樣
的改動多數稱接受，認為套餐價格沒有
變化可以讓人吃飽，並理解餐廳這樣的
作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疫情過後，消費重
啟。不少細心的消費者發現，商
品漲價了，經營者亦如是。“就
最簡單的食物來說吧，我平時習
慣購買的一些食品就有一定程度
的漲價，這是我經營私房菜必不
可少的原材料之一。”上海流年
格民宿掌櫃胡漢年對記者表示，
作為商家，當成本上漲時，漲價
行為可以理解，但一定要在合理
區間，“疫情讓很多行業都受影
響，但商家不能一味把成本轉嫁
到消費者身上。”
胡漢年經營的民宿於近期恢復

了經營，“我能明顯感受到，疫情
之後，來訂餐的老客戶增多了，甚
至比去年同期還要多，包括住宿的
旅客中老客戶也有增長，所以人們
是有消費慾望的。”不過，相較於
不少商家的漲價行為，胡漢年反而
選擇給顧客打折，“不止我們餐飲
旅遊行業，很多領域其實都受到了
很大的衝擊，在我可以承受的情況
下，給大家一些優惠我覺得是應該
的。”

漲幅太大才引起非議
杭州蠔贊餐飲創始人張煒則

認為，漲價與降價都應遵循市場
需求。“作為商家來說，食材成
本和經營成本的上漲，使得菜品
價格上調，是符合市場規則的，
我相信大部分消費者也能接
受。”在他看來，消費者對海底
撈等品牌漲價反應較大，是因為
漲價幅度較大，“在疫情影響之
下，過高幅度的漲價並不合適，
大企業除了要對股東負責，確保
盈利，也應該承擔起相應的社會
擔當。”
應屆畢業生小余直言，作為消

費者而言，並非完全不能接受漲
價，但漲價需合理。“疫情期間，
不少產業停擺，很多人也都處於待
職的狀態，生活成本本來就增加
了，都說客戶是‘上帝’，如果漲
價幅度過高，客戶無法接受，就會
失去客戶資源。”

隨着疫情受控，中國內地餐飲業逐步恢復了全面正常運營，但消費者卻發現一些變化正在發生：類似剛

上架的麥當勞新品比以前貴了30%，星巴克新推的素膳食動輒要近70元（人民幣，下同）一份，還有沒漲

價的小肥羊火鍋套餐品質下降了。實際上，疫情期間，各類物料供應中斷致原材料漲價，疊加物流成本的上

升，傳遞到餐飲業使之壓力重重。此前曾有商家因“報復性漲價”飽受詬病，眼下多數餐飲品牌不敢明漲

價，但又通過一些產品的上新在不動聲色的進行價格調整。新品雖好，但消費者目前階段對價格敏感，紛紛

稱“貴”、“買不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星巴克

植物牛肉酸辣醬大卷

舊產品慢燉牛肉鮮蔬大卷 39元

59元
喜茶

莓莓芒芒甘露

舊產品多肉芒芒甘露 27元
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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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流年格民宿掌櫃胡漢年表示將在
可承受範圍內提供優惠。 倪夢璟 攝餐飲暗地加價餐飲暗地加價

消費者稱吃不起消費者稱吃不起 老闆有話說

迫於壓力 海底撈西貝撤回加價

麥當勞

5G炸雞腿1塊
舊產品麥辣雞翅2塊 11.5元

13元

原材料物流全線漲價 民生添壓力

■小肥羊套餐
由一盤羊肉變
成了一半羊肉
一半午餐肉。
記者孔雯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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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曾在中國留學

的一眾尼泊爾籍學生，用在中國所學，

堅守在本國各防疫工作崗位上，為世界

疫情防控積極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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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畢業於中國齊齊哈爾醫學院的尼泊爾籍學生哈里森(Harisharan Shrest-
ha)，目前任職於尼泊爾加德滿都政府醫院公務
員醫院急診科，近期主要負責新冠肺炎疑似或
確認患者的排查和醫治工作。

鎖城近一個月 發燒病人增加
尼泊爾的各大城市已封鎖近一個月，近幾

天疑似病例有所增加。哈里森所在的醫院位於
尼泊爾加德滿都中心地帶，居住人口較密集，
這幾天來發熱急診看病的患者較之前明顯增
多。哈里森說，“醫院增設了隔離病房和觀察
室，以供發熱病人暫時隔離觀察和治療。預計
未來一周，發熱門診的人數還會持續增加。”

連踩48小時 8日未回家
哈里森已經在醫院工作8天未曾回

家，與香港文匯報記者連線時他已連續
工作48小時，平均每天接診患者60
人，穿着防護服的他每天穿梭在急診
室和病房中，希望能幫助更多患者
緩解病情。
“工作中我時刻銘記中國老師

對我的教導，不僅重視醫學知識和
臨床技能，同樣注重對患者充滿耐
心和愛心。”哈里森說，“今天我
遇到一位發熱患者，他的一些不
適症狀與新冠肺炎症狀很相似，
問及他的旅居史時，他的回答
總是含糊不清，有些慌張和擔
憂，經過我和其他醫護人員的
勸導開解，他說明了自己的
旅行史情況，使得我們可以
更好地確認和排查。”

醫療物資緊張
目前尼泊爾國內醫院的

防護醫療物資十分緊缺，特別
是口罩和防護服，醫護人員每
天要持續工作10小時以上，而且
在急診室和病房要接觸很多有發
熱、咳嗽等症狀的患者，所以醫護人
員感染的風險逐漸加大，這給抗疫工
作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和困擾。
面對重重困難，哈里森沒有退縮，

他說“感謝齊醫的老師和前輩們傳授給我的醫
學知識和人生道理，讓我有能力去幫助他
人。”尼泊爾政府和衛生部正在全力尋求防疫
物資渠道，保障醫護人員的必要物資供應。

“疫情初期，尼泊爾沒有
相關防控指南，這給我們的工
作帶來很大困難，隨着不斷借
鑒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治療方案
和防控措施，醫院設立了多個
ICU病房，呼吸機數量也不斷
增多，情況有所緩解。”齊齊
哈爾醫學院尼泊爾校友會副會
長薩賓(Sabin Chaulagain)說。
薩賓在巴納帕舍爾紀念醫

院擔任傳染病防控委員會主
任，專門從事新冠肺炎患者的
排查和救治工作。他說，“在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敵
人’是看不見、摸不着的。”
薩賓和他的同事們每天的

工作日程都安排得非常緊張，
病例篩查、分診、研究治療方
案、隔離監測、全面治療等工
作要做到環環相扣，一絲不
苟。隨着確診病例增多和部分
患者病情惡化，壓力就像烏雲
一樣時刻籠罩着全體醫護人
員。
目前，薩賓所在地區還有

食品和日用品供應短缺問題，
有時他一天只吃一頓飯就接着
輪班。除正常醫療工作外，他
還要與政府協調提供充足的檢
測試劑、防護服和其它防控物
資。薩賓說，“危機很考驗一
個人的心態，我相信我能經得
住考驗，克服萬難。希望危機
結束後，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內
心更強大、更加優秀的醫
生。”

中國方案助緩解疫情

2019年畢業的齊齊哈爾醫
學院尼泊爾籍畢業生張軍(Tha-
pa Indra Bahadur)，目前在尼
泊爾蘇爾凱德比倫德拉那加省
公立醫院急診外科工作。在3
月3日，他得知尼泊爾偏遠地
區多爾帕村發生了幾宗類似流
感症狀並伴有發熱的病例後，
立即與同事組成醫療隊前往當
地，為居民做健康檢查、排查
新冠肺炎疫情。

“為貢獻力量驕傲”
作為一名全科醫生，接到

此項任務時，張軍的內心有些
複雜，他說，“一方面我很高
興能為他們提供幫助，另一方
面又為當地民眾的發熱情況擔
憂，但無論如何我都會全力以
赴。”
3月4日早上，張軍一行5

人包括醫生、護士和社區工作
者乘直升機趕赴多爾帕，由於

地勢偏遠、不通車，又步行了
3個多小時，近中午才抵達村
莊。
一行人到達後迅速建立臨

時醫療營地，為當地民眾展開
問診。問診中發現，所有患者
均出現呼吸道感染，並伴有發
燒、頭痛、乾咳、關節痛等症
狀。醫療隊收集了患者的鼻咽
拭子、痰液等樣本，保存後迅
速送往加德滿都國家實驗室。
幸好兩天後， 患者核酸報告結
果均為陰性。結合病症，張軍
為患者分發藥物治療。同時還
向當地居民發放口罩、洗手
液、防護手套、肥皂和一些生
活必需品。
張軍說，“我為能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貢獻自己一分力而
驕傲，今後我將繼續利用自己
在中國學到的醫學知識和臨床
經驗，幫助身邊有需要的
人。”

畢業未幾受命偏遠村落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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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納生未滿師 眾籌募捐照幫人

■■哈里森平均每天接診患哈里森平均每天接診患
者者6060人人。。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張軍為當地居民做健康檢查張軍為當地居民做健康檢查。。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大山帶領志願者團隊分發物資大山帶領志願者團隊分發物資。。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尼泊爾的各大城市已封鎖尼泊爾的各大城市已封鎖
近一個月近一個月。。 路透社路透社

■■工作人員為工作人員為
民眾量體溫民眾量體溫。。

美聯社美聯社

加納生未滿師 眾籌募捐照幫人
齊齊哈爾醫學院2015級加納籍留學

生大山(Sewor Godwin Solomon)，正在加
納首都阿克拉的馬摩比綜合醫院進行畢
業前實習。
3月中旬，他和朋友們開始在網上開

展抗“疫”物資募捐活動，並與當地一
些基金會、商業協會組建一支志願者團
隊，為社區中的弱勢群體提供必要防護
用品，並讓他們了解新冠肺炎的相關防
護知識。
“作為一名醫科生，我也充分利用

自己在學校學到的醫學知識，幫助當地

民眾提高防控意識。”
儘管大多數人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等

獲取相關疫情訊息，但仍有不少貧困人
群對當下發生的疫情了解甚少。大山
說，加納部分地區一直面臨衛生安全問
題，如不迅速採取行動，基層民眾很可
能遭受疫情危害。

任務浪接浪“還不能回母校”
4月8日，大山用網上眾籌得來的資

金購買了防疫物資，並在市議會和社區
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向馬摩比社區的126

個家庭分發了共計120瓶洗手液、150塊
抗菌皂和250瓶維生素C等防護物資。
為減少聚集，當天大山與志願者們

分批次開展 6次小規模的防護知識講
座，分享中國抗“疫”成功經驗，講解
居家隔離、外出注意事項，以及正確佩
戴口罩和正確洗手的方法。
連線的最後，大山告訴記者，現在

非常想念我親愛的齊醫老師和同學們，
但現在還不能回去相聚，下一步計劃在
一個月，還要分5批次幫助5個社區的近
千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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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记录时，从未想过有
多少人看，只是自己记一下而
已。一些公众号用了很吓人的标
题来写我，让我相当难堪。因我
知道，在武汉，作这种记录的人
多的是，也不乏作家和诗人。只
是我们每一个人记录的方式不
同，以及记录的要点不同。而这
每一份记录，都很珍贵。以前谈小说时，我
说，文学虽然是一种个人表达，但无数的个
人表达汇集一起，便是一个民族的表达；而
无数个民族的表达汇集一起，那便是一整
个时代的表达。同理，一个人的记录，微不
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
录，汇集一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
水面。

惹出大祸的华南海鲜市场，从昨天下
午起，开始为期三天的清场和消杀工作。早
在元月初，这里就已被封场。每天有人前来
消毒。但是封场之初，行动匆忙，店内存放
的东西，却依然还在里面。估计所有人都没
有想到会封存这么长时间，更没有想到，这
里的病毒，会导致一场殃及全国甚至全球
的灾难。市场停电停水后，天气转暖，许多
海鲜，都已放臭。我小哥说，估计万科那边
都能闻到臭味。上千商户中，正当经营者必
是多数。他们和所有武汉人一样，同为受害
者，甚至受害程度更深更大。消杀中，店里
存放的所有食品，估计是要清理一净。未来
这里将会做什么呢？曾经有人建议说，以后
在这里建一座灾难纪念碑吧。

今天只说买菜吧。团购的方式，越来越
灵活。网络真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它的自我
调整能力，相当强大，可谓花招迭出。小哥
告诉我，我嫂子也在记录，包括每天怎么买
菜也都记下来了。小哥传给我几份，我挑了
她记下的买菜部分。因为我知道，买菜是不
会被删的。下面是我小哥家近几天的采买
情况，相当于武汉人生活的一个浓缩吧。

一、其实今天下午已经下楼一次，主要
是领取爱心菜。之前X姐打电话提醒过，我
们觉得那是照顾孤寡老人和低收入群体
的，我们虽然年龄超过了六十的标准，身边
无子女等也都符合条件，但总觉得自己的
情况还行，头几次都没去领，这次自然也不
打算领。不过后来楼栋长直接打电话过来
催，说菜已经放在一楼门口，让赶紧去领。
一看这种情况，我还是赶紧防护严实下楼
了。很大两包菜，在旁边取个塑料袋自己想
装多少就装多少。我取了四棵生菜，大概清
炒两顿的量吧。反复道谢后，不敢多停留，
转身小跑着上电梯回家。虽说几棵生菜并
不多，也不值多少钱，但那种被惦记被关爱
的温暖感还是很足的。

二、团购的事还是不能大意。毕竟还在
非正常时期，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接龙的
猪肉卖光了，赶紧另团，增加 30个鸡蛋，替
代肉吧，不能不多出去几次了。好在小区里
确诊疑似密接者都已收走，戴两层口罩，不
跟人交谈，回家换衣洗手。

三、群里上午通知加多团购的第一套
东西今天领，这一波我们只有两袋鸡胸脯
肉。挺恼火这种团购方式的，人太多排队时
间特别长，而且很难预计拿货时间。从下午
开始等叫号，晚饭后过一小时再看，停在60
号很久都不动了。但还不能不频繁地查看
手机，以免突然发得很快，把自己落下了。
再仔细翻翻信息，看到群里有人说老板去
吃饭了，不知啥时候回来。群里早有人预
言，搞到晚上十点也是正常的，我们家排
114号，我是10:56分拿回来的，后面大概还
有 60多号。唉，老板折腾一天免不了又累
又饿，不赶紧吃点饭喘口气任谁也撑不住，
造业。说起来，我们这些人不容易，其实老
板比我们更不容易，大疫时期没日没夜地
在外奔波，本来就是拿命挣钱，染不上病毒
也得累趴下。

四、这几天从家去小区南门取货，成了
眼下生活中活动量最大的事儿。更贴切的
说法是，去南门一趟，成了让神经进入高度
紧张状态的兴奋剂。这么说可是一点也没
夸张，昨晚等到近 11点把团购的两袋（共
两公斤）取回来后，跟平常一样的洗漱上床
煲剧睡觉，但到凌晨 1点多钟都没困意。今
早睡到七点半还是困，为了作息时间不进
一步乱套，硬是撑着爬起来。好在今天又出

现一家收费送上门的团，重要的是小宗可
选。正好安琪粉生粉老干妈之类的配料早
该添置了，当即就下了单。

可见，社区服务还很细心，超市老板相
当辛苦。只是更多的武汉人，眼下只能这样
活着：团购，追剧，睡觉。

今天是封城的第42天
方方武汉日记3月5日

社会的进步，至少从我们每个人
都不做假开始；把标准再放低点：至少
从我们每个人不配合做假开始。

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

天气十分晴朗。阳光明亮得晃眼。我们
把马路、大街、公园都让给了病毒，待在家
里，看着它们游魂一样，在空旷的城里，四
处寻人。正午太阳的力度给人感觉简直可
以直接把它们晒死。今天惊蛰。封城的第43
天。前几天跟朋友说，我倒是比平日好像更
忙了一点。一部剧都没有追成，准备了一堆
电影要看，结果一场也没看。邻居唐小禾老
师晒出他家孙女妹妹吃饭的视频。妹妹贪
吃的小样子特别可爱。朋友说，白天看妹妹
吃饭，晚上看方方日记，一天就过去了。妹
妹的视频和朋友的话，让人看一次，笑一
次。

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有三个人，在
这个日子里会唤起诸多回忆。一个是周恩
来总理，他是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领导人。
当年，看见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心里就很踏
实。三月五日是他的生日，而他去世时，却
引起一场巨大风波。年轻人恐怕多不知有
此一事。当时有一首诗，四处传抄，至今仍
记忆犹新：“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
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第二个人，相信更多的人都熟悉。他叫
雷锋。我从小学起，雷锋就在记忆之中，从
未被抹去。雷锋的善良，也一直是我这一代
人成长过程中的陪伴。今天是他的纪念日。
以前有个段子，说每到今天，小学生都去搀
扶老人家，弄得老人家都不够用。在中国，
该有多少人是在学雷锋中长大的？

但是，还有一个人，恐怕业已被人遗
忘，或者在有些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存在
过。他叫遇罗克，他只活到 27岁。像我这种
恢复高考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
的名字。我们曾经因为他的命运，而思考民
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未来。
有人认为，遇罗克的文章并不深刻，讲的只
是常识。是的，正是常识。可我经常会觉得
人们对“深刻”的追求，存在误区。常识就是
从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频繁的实践中拎出来
的。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比如，人生而平
等。北岛曾经为遇罗克写过一首纪念的诗，
诗中有一名句，多年来一直在各种文章中
流传：“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
个人。”有时候，想做一个正常的人，守着常
识生活，都不是易事。

继续谈疫情吧。疫情尽管好转，但速度
很缓慢。新增确诊人数依然在百位数以上，
尚未进入低位运行阶段。如果这两天数字
能下拉，或许，就能打破这几天的僵局。以
前医生朋友说过，这病毒是“流氓病毒”。现
在看来，越发像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
窜到哪里，又感染上几个人，让你前功尽
弃。

前两天，我的朋友江导告诉我，她的一
位叫李亮的朋友本已出院，却在隔离期间，
突然去世。江导是武汉市文化局的导演。她
常去李亮那里做理疗。江导说，李亮是康复
医生。春节前，他还为中心医院李文亮做过
颈椎治疗。李亮初十开始发烧，进入汉阳的
方舱医院。核酸检测两次都是阴性，他由方
舱出院转至酒店隔离。但是他自己的感觉
很不好，在与他的老师通电话时，曾放声大
哭。最终，他没能逃出死亡的追逐。36岁，丢
下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撒手而去。

江导跟我在电话里聊到这个核酸检测
是否准确的话题。我也不懂，想起前一阵看

过的一些资料，都谈
及不少人出院后，尚
在隔离期间，再测又
发现转阳。我们俩都
觉得，出院的标准会
不会有什么问题？果
然很快看到有专家
认为：出院标准放得
太宽。而今天，又看
到通知，说是从明日
开始，将对所有尚在
方舱医院的患者和
即将出院的人，重新
进行抽血加做病毒抗体的检查。

今天，武汉有一个视频十分火爆。领导
去一个小区视察。结果，高楼上有人在高声
叫喊：假的！假的！传说领导视察到一半，就
走了。看视频时，大家纷纷议论，说武汉还
是有钢人呀。我不知道这个小区是否真有
做假，但多年来，凡上级视察之处，各种形
式主义横行，却是众人皆知的。其实，不能
单怪基层，因为层层做假，基层不做，一天
都混不下去。

武汉有今天的封城，何尝不是做假的
结果？以前，在各种场合，我都会说，你们要
实事求是点好不好？！就算执行文件，也要
实事求是。文件经常一刀切，会忽略很多非
常实际的问题。但如能实事求是，就可以向
上面反映文件中的缺失，或是自行弥补那
些漏洞。但是，哪里会有人听呢？做假，甚至
明目张胆做假，形式主义，挥金如土地搞形
式主义，早已是这个社会的“新冠肺炎”。不
知这次疫情之后，是否能找到治疗的药方。

这一次的武汉人很幸运。有可靠朋友
告知，说这个视频是真实的。领导下午当即
开会，要求马上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看
看，这样不就挺好吗？如果没有那一声声的
喊叫，他又怎么知道你的苦处？你沉默不
语，你配合做假，吃亏的还不是你自己？所
以，该喊的时候，还是要喊出来。话说回来，
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与他人不一样的声音，
也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得让它一直都在是
不是？所以我很佩服那些高声呼喊的武汉
市民。这一声声喊叫，或许意义非凡。至少
可以让那些习惯做假的人，再做假时，心有
所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是不是
也会有高声呼喊的老百姓。社会的进步，至
少从我们每个人都不做假开始；把标准再
放低点：至少从我们每个人不配合做假开
始。

今天还有一条信息，很有意思。政府表
扬了一批在新冠肺炎预防中表现好的集体
和个人。其中有两个受到表扬的人，我觉得
颇有深意。一个是北京的王广发医生。王医
生是前来武汉的第二批专家。我曾经在微
博中把他写成了第一批，这里要道歉一下。
王医生走后给武汉留下了“可防可控”四个
字。这四字和“人不传人”搭配起来，让武汉
人遭受灭顶之灾。

我相信王医生有很多骄人的成就，个
人能力也非常突出，可防可控四个字，也非
他个人决定。但是，无论如何，这四字是王
医生当众说出的，在受尽苦难的武汉人面
前，他多少要有点愧疚之心吧，多少应该对
武汉人表达一份歉意吧。我原本对王医生
没什么成见，只是看到他在出院时，面对记
者采访，没有不安，只有得意，这让我很是
反感。

我觉得一个医生这样子，不可以。所谓
医者仁心，没有仁慈之心的医生，不会是一
个好医生。王医生这次先进了，但是他欠下
了武汉人一笔债。包括两批专家组的成员，
他们都有欠债。这笔债，是要还的。否则，近
三千枉死者的灵魂，不会安息。

另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李文亮。
李文亮也进入了先行人物行列。不知道这
件事是不是就算过去了。李文亮泉下有知，
是哭呢，还是笑？

武汉日记3月6日：
这种僵持还有多久，

下周能结束吗

清点了一下封城前的记录。现
在，我将这些集中一起，与自己的日
记，连接起来。

今天阴天。阴沉沉的，心情随之
而阴。空气中充斥着沉闷，无处不伤

感。疫情与昨天比，没有明显变化，新增确
诊人数依然上百，呈僵持局面。这种僵持还
有多久，下周能结束吗？

这几天，我也像很多武汉人一样，压
抑，郁闷，加上头疼。而且特别讨厌接电话，
完全没有跟人讲话的欲望。以一种最简单
的方式活着。什么都不想说。清点了一下封
城前的记录。当时是在转他人微信时，顺手
写了一些感想，权当作记录。现在，我将这
些集中一起，与自己的日记，连接起来。

1月 19日：转《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请
务必佩戴口罩》上个月去成都，学弟徐旻给
我一个N95口罩，说空气不好。但我大武汉
的空气比成都好不到哪里，我也习惯了糟
糕的空气。所以口罩放在口袋里一直沒用。
这两天关于武汉的疫情越来越多流言，家
里从未备口罩。昨天去医院看望朋友，心想
那地方得小心点。这才想起徐旻学弟送的
口罩，忙找了出来。先还不知道怎么戴，琢
磨了一下。现在对照文章，觉得自己戴对
了，只是细节注意不够。我大概已经有五十
多年沒戴过口罩了。现在一戴，仿佛回到少
年时代。1月20日：转《蒋彦永：我说的全是
2003年真实情况》蒋彦永说；“你们看了张
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张立平
和王部长等人，他们已退休了，他们就能说
真话。我们国家过去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
多了，希望你们今后也尽量能说真话。”现
在讲假话的人比 03年多太多了。而敢讲真
话的媒体却没有了。只希望我们这次看到
的关于“武汉肺炎”的官方信息都是真的。1
月 20日：转《百步亭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
饭》感觉“武汉肺炎”尚在传播期里，社区举
办这样的大型聚会，基本算犯罪行为。无论
怎样热爱形式主义，热爱展示盛世太平，近
期市府都应下令禁止如此这般的聚会聚餐
活动，哪怕聚餐者自愿也不能允许。1月 21
日：转《致敬！432个小时的贴身守护，他们
说这是“责任”》最辛苦的是武汉医生们。今
年过年医生们怕是无法休息了。向他们致
敬！不聚会，不出门，不耍酷，做到出门即戴
口罩，随时洗手，随时用盐水清洗咽喉，注
意保护自己，就是帮忙。1月23日：转《面对
疫情，行动力超强的武大海外校友真是一
剂强心针！》转发一下武大校友的信息。平
时冬天我都去海南避寒。今年天暖，过年较
早，所以计划年后再走。于是被封在了城
内，与武汉人民共渡难关。相信封城是政府
迫不得已的事，尽管前期耽误了太多时间
（元月中上旬省市开两会。为保证两会，谁
都知道，那时候是沒人管事的，也不准报负
面消息。记者们了解情况，几头为难，有什
么办法呢？尽管人命关天，但官员们还是认
为开会更重要。政治第一害死人。疫情之
后，那些不作为的主要官员们自己想好怎
么向人民谢罪吧！）。但是现在，作为市民，
我们还是要服从政府所有指令，听从安排。
保持理性，绝对不要恐慌，不要自乱。尽量
不出门好了。出门定戴口罩（尽管难买到
N95 口罩。即使有，商家也依然黑心涨
价！）。勤洗手，吃好饭。小病静养。建议也不
要随意转发易引起恐慌的信息。自己关自
己的禁闭，让自己在家里像日常一样生活
吧。不添乱子，就算是帮忙了。感谢诸多朋
友的关心和问候。有能力支持武汉的就请
援手以助吧！1月23日：转《刚刚通报！武汉
主要生活必需品储备情况！》这个时候，全
世界都在关注武汉，全国人民也在支援武
汉。现今运输也发达。绝不可能像当年战时
武昌围城一样没有吃的。所以，大可不必抢
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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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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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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陰霾下，科技抗疫

冒起，負責香港特區政府所有機

電設施包括空調、電器、電梯等

的機電工程署，自2月起積極促進

有關工作。四月初，時任香港機電工程署署長薛永恒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表示，機電署的特設平台已徵集217個企業及大學創科抗疫方案，當中

八成具應用潛力，有體溫探測機器人項目更已率先於康文署及懲教署“落

地”試用，期望能於支援社會抗疫及推動創科發展方面達至雙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機器人測體溫 創科抗疫雙贏
香港機電署蒐217方案 康文署懲教署先試用

政府工作壓力大 仍騰資源顯承擔

疫情肆虐令全港市民生活遭逢巨變，進
食肆量體溫成指定動作，上課學習通

通上網“一click搞掂”，不少以往乏人問
津的科技應用，於需要保持人際距離加強
衛生的今天，成了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
為進一步善用科技抗疫，香港機電署自2
月起於旗下“機電創科網上平台”增設抗
疫主題專頁，發佈一系列清單，希望廣納
創科企業及大學的科技方案，經篩選後安
排合適項目於不同政府場地試用。
“大家都知道疫情下醫護人員是在最

前線，但我們亦有很多同事一直在做不同
的後勤支援工作。”薛永恒介紹，機電署
在為不同公共設施提供機電服務、維修與
保養過程中，不斷累積經驗，了解到不少
前線抗疫需要，“例如是改進醫院負壓病
房過濾系統的重要性，又例如我們知道冷
氣風喉經常積聚塵埃，容易滋生細菌，於
是希望有針對性的抗菌塗層產品面世，這
些都成了我們的抗疫願望。”

近半申請來自香港本地機構
抗疫主題專頁在推出3星期已接獲217

個方案申請，薛永恒形容反應非常熱烈，
當中93個來自本地，其餘主要來自內地科
研機構，“新科技面世必先經過孵化、確
認、商業化等環節，我們希望協助合適項
目連繫政府場地試驗，得出真實環境下的
效能與可靠性”，換言之合格產品將可獲
得署方官方認證，“政府部門背後沒有利
益或商業考慮，測試報告或認證會更具有
公信力，有助初創公司推廣產品至私人市
場。”

他續說，試用的政府部門可率先成為
前沿科技項目的“首名用家”，本身亦可
更有效抗疫，達至雙贏。
他分享指，署方會在上述方案中，辨

別哪些技術適合及足夠成熟，“經初步檢
視大約八成都是‘靠譜’的，再逐步邀請
他們帶產品過來給我們仔細審查”，其後
才會配對至不同政府部門和場景。其中有
本地科技公司研發紅外線熱成像體溫探測
機器人，已先後在機電署總部大樓、懲教
署、運輸署及康文署等試用，“一般政府
大樓只要管好出入口測溫，但懲教署除了
出入位外，裡面的囚犯每日都會在不同地
方流動；而運輸署的牌照辦公室亦經常有
很多人流聚集，不同場景的特點，對移動
測溫機器人都是必須克服的挑戰。”
另一方面，薛永恒表示機電署約一個

多月前與醫管局合作，製造了內設高效能
過濾網的抽氣移動裝置，供改裝式負壓病
房使用，“我們用的是相對傳統的高效能
過濾網，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則向我們
提出了納米塗層的高效能過濾網，於是我
們未來會有一部分裝置加入這項產品，試
驗其壽命、過濾效能等方面是否更佳。”
薛永恒坦言，疫情下大眾生活艱難，

但對創科公司而言也許是前所未有的機
遇，“疫情前人們購物時，甚少會把‘抗
菌’視為選購考量，亦不會想到需要更有
效安全的探熱或消毒方法；一次疫情卻將
這些想法全盤改變，可預見這些新科技會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假如獲得政府確認功
能，甚至用作協助抗疫，絕對會是佔先機
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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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機器智能機器
人可於頂部人可於頂部
噴出消毒噴噴出消毒噴
霧霧，，於不同於不同
場景消毒場景消毒。。

■■薛永恒坦言薛永恒坦言，，疫疫
情 下 大 眾 生 活 艱情 下 大 眾 生 活 艱
難難，，但對創科公司但對創科公司
而言也許是前所未而言也許是前所未
有的機遇有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機電署特設的抗疫
創科平台，短短3個星期已
接獲217個申請方案，薛永
恒認為，數字充分反映連繫
創科業界抗疫的成效，又透

露連行政長官聽取匯報時亦感驚喜。有研發移動測溫機器
人的香港本地科研團隊指，自2月底聯絡機電署後，至3月
10日已先後獲安排到懲教署、運輸署及康文署場地試用，
過程中並獲各單位積極回饋有助持續改良。有內地團隊專
研移動室內消毒機器人，認為此平台為創科抗疫項目提供
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檢驗，對品牌及推廣大有幫助。

香港康文署“實戰” 不斷作改善
“體溫探測移動機器人”是機電署透過網上平台聯繫

數碼港後，由一家本地科技公司研發出來的項目。項目負
責人潘嘉陽表示，他與同事農曆年初一開始，以15天時間
趕製了一座結合人工智能、能提供自動檢測體溫功能的移
動機器人，以代替人手操作。
另一負責人麥騫譽指，該機器人使用紅外線熱成像及

自行研發的人工智能，可有效追蹤額頭位置，避免因長期
戴口罩太焗，或是喝過熱水而令身體發熱等情況而引起的
誤鳴。
潘嘉陽指，機電署平台有助他們了解不同客戶需要，

從而可對症下藥，完善機器人設計，“例如我們去到康文
署，見到當中有老人家、小朋友和輪椅人士，啟發我們為
機器人鏡頭加入伸高縮低功能，又例如面對大班人群容易
發生頭疊頭情況，於是鏡頭還要識左右轉角度就位”，這
些都是透過實戰而取得的改善心得。
麥騫譽續說，團隊自2月底聯繫機電署，3月2日往機

電署大樓作“初審”，5日已獲安排到懲教署試驗，9日及
10日分別到運輸署及康文署，認為效率之快令人驚喜。
另有來自上海的科技公司研發智能消毒機器人，早前

率先獲機場採用作洗手間消毒，最近亦將會透過機電署平
台推廣到更多政府部門或檢疫中心作試用。負責人楊思敏
表示，產品最初專門為醫院隔離病房或手術室而造，經與
署方溝通後發現有更多應用的可能性，其中針對應用於更
大型場景，團隊亦有進一步加強產品的噴灑高度，增加消
毒範圍和效能。他又認為署方認證對產品會有很大幫助，
“就好似Q嘜一樣，對品牌肯定大有好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團隊點睇

機電署透過網上平
台聯繫數碼港的公司
後，由一家香港本地科
技公司研發出來的項
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移動測溫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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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台由上海的科技公司研
發的智能消毒機器人，早前率
先獲機場採用作洗手間消毒，
最近亦將會透過機電署平台推
廣到更多政府部門或檢疫中心
作試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移動室內消毒機器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各行各業在疫情下受到不同
程度影響，薛永恒坦言，香港機
電署此期間推動於政府場地試驗
科技抗疫方案，亦難免遇到包括
物流服務受阻等挑戰，而各政府
部門於疫情下也積累不少工作和
壓力，要額外騰出資源、人力和
空間試驗新的科技產品，也顯示
對支持創科的承擔，希望能匯聚
創科業界同心抗疫。

過去做媒人 今配對成品
薛永恒表示，機電署的創科

網上平台過去主要扮演“媒人”
角色，因應政府部門、公營機構
的服務需求，與本地初創企業的
成品作配對，並提供場地進行測
試以驗證成效。而今次的抗疫專
題，因各政府部門忙於應對疫情
已無暇“許願”，署方除歸納項
目類別清單及審視各科技方案
外，亦要說服相關部門負責人新
科技可如何在不同環節中幫助他
們。
他特別分享早前跟香港懲教

署署長洽談試驗測溫機器人細
節，特別感激對方願意採納新科
技及承擔的勇氣，“對方本已好
忙，突然再搬樣新東西過去，而
且只是測試，不能保證幫得上
忙；還要額外騰出資源、人力、
空間作試驗，可想而知這句‘答
應’背後其實很不容易。”
另一方面，是次217項申請

中，一定數量屬於內地科技機械

及公司，薛永恒指疫情下物流服
務受阻，要將產品運到機電署檢
驗亦有不少困難，但署方一直積
極處理，“始終我們定位是政府
的創新科技促成者，行動必須要
快，否則同樣訴求，其他地方已
在做，反應稍慢就可能失諸交
臂。”

相信積極改變陸續有來
事實上，過往香港特區政府

“抗拒創新應用”的態度被不少
創科業界批評，薛永恒坦言，官

員為確保公帑得以善用，往往養
成“審慎”習慣，選用服務或產
品時都會希望已獲確認證明可
用，與鼓勵創新有所矛盾。不過
近年政府已採用全新的採購政策
提供誘因，支持創新的服務提供
者可有優勢，整體氛圍已有很大
轉變，“即使不計疫情影響，香
港人力資源緊絀，部分設施亦有
老化，如何用科技去協助更新，
減少人力需求，是我們現實需要
處理的問題。”他相信這種積極
改變於不同部門會陸續有來。

■■機器人使用紅外線熱成像及自行研發的機器人使用紅外線熱成像及自行研發的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可有效追蹤額頭位置可有效追蹤額頭位置，，避免因避免因
長期戴口罩太焗長期戴口罩太焗，，或是喝過熱水而令身體或是喝過熱水而令身體
發熱等情況而引起的誤鳴發熱等情況而引起的誤鳴。。



一指心脉梵天乐，两厢情愿海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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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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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难过吗？以后你就没有爸爸了。”

我问。
“不难过，我甚至有些庆幸。”她回答

说。
“庆幸？胡说八道，为什么庆幸？”我问

她。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天天与你在一起

了。”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唉！这真是一句孩子话。我心想，忽

然也响起有一个老先生曾经告诉我在他小
的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父亲去世在办葬
礼，大锅饭粉条白菜炖肉，他经过的时候馋
的不行，心里想如果自己的父亲也去世该
多好，这样他也可以吃顿饱饭了。这个想
法令这位老人长大以后非常羞愧。但一个
孩子，那时就是这么想的，毕竟，孩子的世
界没有我们这么复杂。

我那时已经搬到了一个离单位只有一
千米的一座公寓里，这座公寓里还有一些
与阿妮雅大小差不多的小朋友，同在一所
学校，放学后也可以一起玩。但暂时没有
一个 daycare可以在我工作的时候为我带
孩子，我的朋友迈瑞又承担起了这个重任，
她也有一个和阿妮雅同岁的女孩，名叫安
娜，我们住的彼此不远，因为我只上三天
班，校车直接接送。有时候没有人看孩子，
我也可以抽空把孩子接到单位，单位有一
个儿童活动区域，里面有各种玩具，美国为
单身母亲们想的非常周到，很多地方都有
这种设施，因此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阿
妮雅的适应能力很强，她很快就走出了丧
父的阴影，认识了很多小伙伴，我也跟着她
认识了很多孩子的妈妈。

其实，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偶尔
也会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如母亲说的我在出
生时就遭到了天谴，生活才这么不顺。但
在绝大数的时间里，我都把自己与生俱来
的不幸归咎于遇到过的那些坏人，他们毫
无同情怜悯之心，而且都具备发现别人薄
弱环节的敏锐性。直到我深爱的杰森也变
成了一个魔鬼，我才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
我的孩子，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令我留恋的
了。我虽然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大家各
自都有各自的生活，我甚至想过也许有一
天我死了，我在中国的朋友连一个可以知
道此事的人都没有，这是多么悲哀啊！但
我不能回国，至少现在还不行，我得在这个
国家站起来！虽然这并不容易。我虽然从
来没有堕入怨恨上帝的陷阱，但也从来没
有走上敬爱上帝的道路。虽然在我的诅咒
下杰森遭到了天谴，而且后来在一个基督
徒和佛教徒的帮助下，我要回来女儿的抚
养权。

我之前遇到过一些给我送福音的人，
他们来自各个教派的各种人，其中当然也
有华人，对于这种人，我常常视劝说者而
定。我在明州的一个喜欢古董的朋友“大
鲨鱼”就是其中一位。如果劝说者只是普
普通通的人，我只觉得对方很讨厌；但如果
这种话是从喋喋不休的“大鲨鱼”嘴里说出
来，我就必须得费很大力气克制住自己想
要上前掐死他的冲动。但最让我受不了的

是我的好朋
友麦瑞居然
也这么劝我
（那个帮我
找到律师，
并给予我很
多帮助的迈
瑞），她总是
要求我和她
一 起 去 教
堂，并让我
读《圣经》，
迈瑞的一举
一动都散发
出她对上帝
的 无 限 虔

诚。
我坚持了一段时间与迈瑞一起去教堂

做礼拜，我觉得为了迈瑞我必须这么做，这
是我欠她的。但同时我也秘密参加另一个
团体聚会。那个团体跟我的真实感受更一
致，她们是由一群和我有过同样经历的人
组成的，她们对上帝的感情与第一个团体
截然不同：她们将这种痛苦的经历归咎于
上帝，并互相倾诉自己的痛苦和对上帝的
仇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她们的共同经历
对彼此的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但彼此又
十分友善。在这些人中，有的人还在竭力
维持着对上帝的虔诚，有些人已经丧失了
这种虔诚，而我是那种庆幸不用去想这个
问题的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什么东
西能让我先和上帝做祷告，以便获得某种
力量或者安慰。成长过程中的种种考验，
或来自偶然、或出自人手，我也完全用人类
的力量来迎接这些考验。就连那年邻居家
那座空房的天然气爆炸，我一一直面对的
窗户包饺子，只是在看到小阿妮雅淘气的
那一瞬间躲开了一两秒，伴随着巨大的爆
炸声把我面对的那扇窗户的玻璃炸了粉
碎 ，如果我晚一秒躲开那里，相信玻璃碎
片一定把我击中，几分钟之内就有可能流
血过多而死。即使那次，我依然觉得这是
一种侥幸或者偶然。比起抱怨谁和发牢
骚，我更喜欢在互助会里与大家一起研究
怎么顺藤摸瓜地找到并报复隐藏在社会上
的那些恋童癖人渣，有时候警察也会参与
进来，与我们分享他们在互助会谁谁谁的
帮助下又抓获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渣和如何
开展下一步工作等。

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过
去，我靠着在Aveda工作，古董买卖和写作
生活，声望日隆，并有了一批追随者。在公
开场合下，我能完全掩饰住自己的痛苦，一
旦独自一人在家时或者深夜，感情的闸门
就会不自觉的洞开。所有的记忆都在这一
时刻复活并向我袭来、把我淹没、让我不能
自己倒在地板上蜷缩成一团，哽咽着、抽搐
着、涕泪横流，内心的绞痛一阵强似一阵，
以至于达到我从来不敢相信的程度。几分
钟，或者几个小时，痛苦稍轻一些，直到这
时，我才又爬起来，或者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醒来，面对的又是新的一天。
不过，至少，我其中的一个女儿在我的身
边。五年前，我怀里抱着这个满月的婴儿
走进这个陌生又熟悉、而且没有春天的小
镇。卸下行李，就视这里为家。这些年，离
开，出发，每一个曾经住过的地方都成了地
图上的一个标记，家的概念也逐渐模糊起
来。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从此我就是
女儿的家了，我将看着她一步步的成长、快
乐！我不在乎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将要去哪
里，但我知道，肯定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生
命本身就是一份慷慨的赐予，再接下来的
日子里，我发誓，一定要幸福地活着。

一个厌弃繁文缛节、少而离经叛道、恰
巧天资聪颖、遭逢后天锻造、练就铁骨铮
铮、兼容缱绻旖旎的一代才女！

生于 1976年 4月 22日中国河北省景
县，现居美国明尼苏达。盖因 76文革、震
旦燕赵，故曰降于东土乱世；又因忒 2作
对、好 4成双，乃名红红。一红，意寓旭日
东方；一红，江山遍地武装；双红，丝工闺阁
担当。承袭祖上，免贵姓张，由是而知，父
赐初名：张红红，是也！

豆蔻弱冠，芳龄渐长；始觉人名关天，
极欲改弦亘张；辗转反策：美其名曰·名曰
美其；幡然醒悟：王到乐土，其美更涨；张美
琪，横空出世！

美琪人好，虑及年少家贫，不宜持续高
等学府深造。遂投身改革洪流，致力于家
国经济建设。然浊浪排空、江湖险恶，弱小
的美琪为生活所迫，竟落了个一身才华的
下场：小可生旦净末，大则妙笔生花；雅致
古玩书画，俗到品茗禅茶。

怎奈红尘嚣嚣，蹉跎
岁月竞折腰；庆幸世事难
料，坎坷霜风亦妖娆；大
美琪频涉爱河，小妇人屡
披婚纱；血色浪漫初发

芽，跨国婚姻又当妈；倾情回首说风月，欣
然命笔写奇葩。

欲著书立传，自当师出有名。立早章
句美名扬，弓长张姓巧中藏。文士运筹成
败无悔，武将张弓开合有度。人间情事分
与合，无为笔名费琢磨。分与合，闪靓登
场！

笔名分与合，书名怎着落？！虽然说，
亲身经历赛传奇；尚可谈，大起大落生死
许；有道是：中中婚史悲苦煎；毋庸言，美中
姻缘爱恨缠；不必论，人性善恶有探索；姑
且问，谁人命运不由天？？惊觉：满腹辛酸
事，一纸荒唐言；顿悟：人间有真爱，上帝巧
安排。处女作书名上下两部，上部：《迷途
的羔羊》，下部《上帝另有安排》。

人名绍介至此，徒留英文未释，何意？
若治大国如烹小鲜，则阅美篇似啖盛宴。
昔著书付梓时，皆言以飨读者；笔者分与
合，自当依例效仿；幸得蒹葭浓情秘方，窖
藏东西文化佳酿；今精烹细作，盛情奉上。
饕餮大餐，主厨名扬：May者，英音读（美），
英意（可以）；Chi者，拼音读（吃）；Alvord
者，英音读（爱了我的）。统而观之，英文名
释：爱了吾之美食，呈君品尝！呜呼，英文
名Maychi.Alvord，与以飨读者，竟得异曲同
工之妙！

嗟夫！人、名诠释已毕，且做末句感
言：拙作问世斗胆，偶于某处可圈可点，强
烈呼吁，劳您猛烈指正批判！习文出版现
眼，尽处亟待直指点典，稽首恳请，拜您赐
教满满！

作为一个能气死专业评书演员的非专
业评书演员，我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
在这本半自传体小说 中，活灵活现地创造
出三个让人一看就难忘的角色，一是代表
作者本人，外强中干同时又渴望真诚爱情，
内心充满迷惘的一个反叛女人，渴望了解
存在的终极意义；二是作者一半的灵魂伴
侣杰森，一个内心善良，勇敢乐观的美国大
兵，如何一步步堕入死亡的悲惨故事。阅
读《迷途的羔羊》，会产生人生酸甜苦辣多
重体验，但冥冥之中，也会感受到有人正在
为你加持气场的感受，内在的能量会变得
很高昂，脑子会变得很清醒。 尤其当作者
放弃爱情后的一系列荒诞的行为之后，读
者会跟随着叙述走，一起思考，也一起展
开心智与心灵的神秘探索。

此书是作者在医院陪护女儿期间历经
28天完成，绝大部分章节是夜间完成，并无
润色和进行专业人士二次修改，因此各位
阅读的是原汁原味的草稿，难免有很多不
尽人意的地方，但若能让我的读者，特别是
那些与我有类似经历的“迷途羔羊”早日迷
途知返，笑对人生，则我的初衷已经达到。

本书的完成，曾获美国华兴报社社长
程汝钊先生、美国马拉松參场姜明涛博士、
中国哈尔滨将军牛排餐饮有限公司的杨学
东先生、美国明尼苏达北美曲苑的耿庆璜
团长及太太尹丽芳、贺继军先生及太太李
滢女士，郑伟民先生和陈桂芳女士，吴玮女
士，顾青女士，艾米李女士，张紫君小朋友
和乔治曹先生的支持，杰森.周先生对大量
错别字的改正和校对，未曾谋面的两位笔
友“ 叶西卡”女士 、“挹江斟斗”先生替本
书写序，还有我的敬爱的丈夫 Jeff. Alvord
先生精心排版和封面设计，在此一并感
谢！！

但闻：
一指心脉梵天乐，两厢情愿海潮音！！

11月19日／
2019年于美国明尼苏达儿童医院

一指心脉梵天乐，
两厢情愿海潮音

代 序
传奇女子分与合

作者：叶西卡

偶然的机会
在简书里认识了
分与合，最初在文

章评论区有过些许互动，并没有太多了
解。直到有一天被她真诚的留言打动，去
关注她看了她写的所有文章，对她有了一
些大概的了解。

和她在评论区里交流，她看到我最近
一直没有更文，催促我赶快写文章，她的支
持和鼓励让我倍受感动，刚好我就说写你
吧，分与合。

没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了，待她发来照
片时，简直惊掉我的下巴，我使劲瞪大了眼
睛，仔细看着这个与美国总统合影的女人，
一再确认，确实是分与合，再看她的人生经
历，简直是一本人生励志的教科书，牛逼式
的人物！

我说你这人生经历真是精彩，她笑了
起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她
说：“咱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进城打工，一
路走来都经历过什么？其实天下人都一
样，见过谁咱也得做咱自己，都是一个脑袋
俩眼睛。”她说这是她生活中学到的宝贵
经验。

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的修为，低调
内敛，从不在文章里显摆自己什么。

她的故事吸引着我，打动了我，我是生
活在传统家庭里的普通女人，思想和行为
被世俗束缚。读她的文章像被电击了一
样，触动心弦，不断有疼痛和感动袭来，情
感情不自禁融入她的文章里，与她同悲同
喜。

她笔名分与合，原名张美琪。出生于
河北景县小村一户特殊家庭，父亲是一名
铁路职工，母亲是精神病患者，父母经常刀
戎相见，大打出手。

少年的经历锻练了她两个本事：第一
见了打架的不但不会躲，反而条件反射似
的去保护弱者，第二个功劳归她妈，就是后
来见了精神病人一点都不怕，尤其是对方
如果是个女的，她会不顾一切出手相救，因
此没少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她在年少时，
母亲经常歇斯底里的发疯，有时候会离家
出走，好几次都被好心人送了回来。但她
也有心理障碍，就是亲戚观念比一般人淡
薄，这与童年的经历有关，因为母亲的原
因，她和哥哥一度成为村里人孩子们嘲笑
的笑柄。

初中住校她一个月回家一次，不回家
还想家，她说也不知道想谁，骑着自行车猛
蹬两个小时进家门了，遭遇的是母亲不问
青红皂白胖揍一顿，打得她晕头转向，曾咬
牙切齿的对母亲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撒丫子蹬上车子再逃回学校。

她曾天真地想要逃离原生家庭，15岁
一个人，三天三夜到了新疆，寄人篱下了一
些日子，她忽然明白一个道理 ：在这个世
界上，她再也靠不住任何人了，回来后，她
也开始成了独行侠。迫切的想要争一口
气，要向这一个操蛋的世界证明：她不比任
何人差。

十九岁独自闯荡北京，咳血半年无钱
医治，以为自己会咳血而死，然阎王爷看她
年轻，不肯收留她，致命的病不治而愈。在
北京六年她赤手空拳打下了一片天下，事
业上有所成就，结婚生女安家，其中艰辛可
想而知，此不做详细表述。

二十四岁结婚，二十五岁因受不了委
屈和前夫离婚，留下刚满一岁的女儿“四
月”，一别两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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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