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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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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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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各行業長遠發展
抗

疫
亦
獲
科
技
協
助

中國工信部部長苗圩在兩會的“部長通
道”介紹，現在中國每周增加1萬多

個5G基站，5G方面今年以來加快建設速
度。“政府工作報告今年首次寫入‘新基
建’，強調要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
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拓展5G應用。新基建
的推進，與當下和未來社會需求恰相契
合。”

新基建助多方抗疫
而在抗擊此次疫情中，從出行熱力圖

到疫情預測模型，從體溫監測到社區回
訪，從藥物研發到疫苗開發，從遠程辦公
到復工復產，從景區限流到旅遊恢復，大
數據和AI等新基建無處不在。
全國政協委員、佳都科技董事長兼

CEO劉偉指，對沖疫情影響的最好方式就
是投資新基建。疫情期間，不僅需要針對
被口罩遮擋三分之二的人臉進行精準化識
別，而且還要最大限度拉開接觸距離。

“算力”賦能醫療產業
目前，中國科研人員正利用超算（超

算是能夠執行一般個人電腦無法處理的高
速運算的計算機）進行靶點探尋、新藥篩
選、先導物及試驗優化等研究工作，中國
多個超算中心發力協助疾控中心研發新型
冠狀病毒疫苗，也已有多家AI和大數據相
關企業相繼免費開放算力（算力是衡量在
一定的網絡消耗下生成新塊的單位的總計
算能力），支持病毒基因測序、新藥研
發、蛋白篩選等工作，幫助科研機構縮短
研發周期。
全國人大代表、步長製藥總裁趙超表

示，當前生物醫學數據呈現指數級增長，

中國的生物醫學大數據技術處於全球“並
跑”地位，但數據技術與生物醫藥產業的實
踐尚處於落後狀態。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快
佈局“計算醫學”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此次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發展算力基礎設施，
將有助中國躋身全球算力產業高地。

智慧文旅靠5G建設
作為全國首批5G規模組網和應用示範

城市，重慶現已建成5G基站1.5萬個，今
年還將建設至少3萬個。重慶近年也是深受

青睞的“網紅城市”。全國政協委員、重
慶市文化旅遊委主任劉旗表示，恢復文旅
經濟提升文旅消費，重慶着重的一大亮點
是要打造大數據智慧文旅。
劉旗說，通過新技術在文化旅遊場景

的應用，可以打造更多文化旅遊一站式智
慧旅遊體驗中心。比如，重慶文旅部門選
取李子壩輕軌站空中列車“穿樓而過”的
網紅奇景，將4K超高清攝像頭採集到的監
控視頻信源通過5G網絡實時回傳，實現重
慶網紅景點5G+4K監控視頻實時播放。

四川外國語大學申義兵副教授仍記得2
月 17日首次網課時面對閃退、卡頓的場
面。不過，好在通信網絡隨後及時調整跟
進，首次的“翻車”現場沒有再次出現。
受疫情影響，全國有近3億師生今年改上

網課。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大學副校長汪小

帆指出，“停課不停教、停課不停學”成
為一次寶貴的線上教學實踐，其改變了很
多教師“只有教室裡面黑板面前的教學才

是課程教學”的觀念。建議以“新基建”
為抓手，做好面向教育應用的基礎設施條
件保障工作。
此外，全國眾多公司也開啟了遠程辦

公模式。經過演練和磨合，桌面終端、會
議系統軟件、網絡等問題都得到解決。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信息通信科技集

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余少華表示，一些通
訊硬件在疫情期間的應用側面反映，借助
遠程辦公和桌面視頻會議系統，可以節省

很多時間和成本支出。發展通訊硬件這樣
的數字基建，方能真正把線下活動遷移到
線上進行。
而職業技能培訓也成為提升勞動者就

業創業能力的重要舉措。全國人大代表、
58同城CEO姚勁波指出，受疫情影響，線
下職業技能培訓幾乎陷於停滯，線上職業
技能培訓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則日漸顯現。
長遠看，推動線上職業技能培訓更是持續
行動的方向。

在疫情的影響下，今年

5G、雲計算、AI等技術手段

在中國廣泛運用，直播帶

貨、雲旅遊、線上問診等新

業態初步形成。多名全國人

大代表、政協委員指出，今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強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新基

建發展按下“加速鍵”。與

傳統的“鐵公基”（即鐵

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

大基建）投資相比，新基建

將能夠發揮數字要素倍增效

應，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新動

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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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強調，保
障就業和民生，必須穩住上億市場主
體，盡力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
業、個體工商戶渡過難關。全國人大
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兼CEO孫丕恕
今年建議，在疫情背景下，可以推進
利用大數據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
進程，幫助金融機構向中小微企業提
供“不見面、純信用、快速到賬”的
貸款服務。
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董

事長張近東也建議，要積極探索運用
新技術，推進企業數字化和金融服務
與產業鏈、供應鏈的深度融合，打通
普惠金融“最後一公里”，助力紓解

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實現惠民利
企。
“站在金融機構的角度，小微企

業融資難，難在風控。而風控之難，
難在有價值信息的獲取。信息數據獲
取之難，難在數據入口分散，孤島效
應難以消除。”
圍繞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困局，全

國政協委員、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
長金李也表示，可以打造以大數據為
支撐的中小微企業信息共享平台，通
過系統的大數據分析對企業未來的經
營狀況形成較為精準的判斷，從而更
好支持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進行信用
放款。

上班上學轉線上 通訊硬件變剛需

中小微企融資難大數據簡化程序科技圈期盼
◆全國人大代表、騰訊董事會主席兼
CEO馬化騰：加快推進雲計算等新基
建，築牢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基石。以
“數據中台”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進
一步推動數據開放共享，創新推動智慧
城市、智慧鄉村建設

◆全國人大代表、聯想集團董事長兼
CEO楊元慶：疫情既給企業經營帶來
了挑戰，也催生了生產數字化、在線辦
公、無人物流等大量互聯互通需求，數
字基礎設施建設迫在眉睫

◆全國政協委員、百度董事長李彥宏：
隨着國家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以及多年
來人工智能與經濟發展的深度融合，智
能經濟已經成為大勢所趨

◆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董事長兼
CEO周鴻禕：要運用整體思維，規劃
新基建網絡安全防護體系頂層設計，同
步建設新基建的安全基礎設施，聚焦新
基建安全防範能力構建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採用網
絡視頻形式進行。圖為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設
置5G網絡，保障高清直播。 中新社

■5G是新基建重要
發展產業之一。圖為
中國電信施工人員在
上海進行5G基站的
安裝。 資料圖片

■疫境下，各行各業紛紛求助科技，新基建變得更為
關鍵。圖為上海家庭醫生王傑在直播中介紹夏季中藥
茶飲知識。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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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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Chans Kitchen LLC

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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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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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乱中的明尼苏达州
作者：张声 （美国华兴报）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近在全世界火爆
了。上一次明尼苏达州火爆是世界商业大
鳄刘强东2年前的性侵事件，此事件虽然
刑事诉讼已经结束，但是民事诉讼尚在继
续。真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这次明尼苏
达州火爆是因为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乔治
•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上週因警察的
不当行径而死亡，随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
波利斯和州府圣保罗市发生严重打砸抢暴
力抗议事件，以致延伸到美国几十个州，数
个国家。明尼苏达州无数商铺、银行，邮
局，公寓大楼被砸被抢被焚烧。在明尼阿
波利斯市南部一条5公里的繁华街道，不
分店铺性质，不分店铺人种，无一例外，统
统砸个粉碎，满目疮痍，触目惊心！现在，
世界最悲惨的城市不是在伊拉克，也不是
在叙利亚，而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
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一个强大的国家，
世界第一强国，一个在美国安全指数，生活
指数，环境指数，就业率高，犯罪率低，人人
向往，多次被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明尼
阿波利斯市，首府圣保罗市，在短短一个星
期内就从人间天堂，变为人间地狱。实在
可叹可气可悲！

明尼苏达州偏偶于美国西北部，冬季
寒冷，夏季炎热，春秋较短。面积21万平
方公里，是我们家乡山东省的1.5倍，而人
口只有534万，是山东省的二十分之一。
境内有15000多个湖泊，世界最大的淡水
湖就在这个州的北部，水域面积达9万多
平方公里，是世界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明尼苏达州是个农业州，生产大量大
豆，玉米，土豆，甜菜出口中国，是麦当劳的
土豆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一个高科技州，

世界500强中，有十三强总部在明尼苏达
州，是除了加州，世界500强总部最多的一
个州。

明尼苏达州人口主要由德国、挪威、芬
兰、瑞士、瑞典、英国等北欧移民组成，白人
占88.2%，黑人占3.5%、亚裔占3%、西班牙
裔占2.9%，是一个以白人移民为主体的一
个州，这些来自北欧的移民，比较注重教
育，加上淳朴勤劳善良，所以在英语中，有
Minnesota Nice 的成语，意思是说：“明
州是善良之州！”也是赞美一个人的溢美之
词。由于明尼苏达州就业率高，失业率低，
平均收入进入美国前13位。加上空气好，
水质好，福利医疗条件好，犯罪率低。所以
明尼苏达州几乎每年都被评为最适合人类
居住的地区的前三名。明尼苏达人深为明
尼苏达而自豪。然而由于恶警乔文（Der-
ek Chauvin）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短短一
个星期，美丽的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地区成
了人间地狱，打砸抢也成了明尼苏达人的
代名词。

其实在明尼苏达州，作为只占3.5%的
黑人，无论怎样闹，都是可以控制的，问题
是打砸抢者里面出现了许多白人，可以细
分为打砸者多为白人，而打砸抢中有很多
黑人，黑人除了打砸，更热衷于抢。这似乎
与他们自身的收入和需要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一个旁观者，以及30年在明尼苏
达州生活的经验看，感觉作为黑人，其实本
身社会地位并不低，首先美国多少年来制
定了许许多多的人权法，反歧视法，儿童自
小就被教育不能有种族歧视，就是现在，我
们提到黑人，都被女儿警告说有种族主义
嫌疑，种族主义者在美国是一个很臭的名

词。女儿告诉我们不能叫黑人，应该叫非
裔美国人，我说报纸电台都称呼：“Black
People”为什么就不能叫黑人？她才说不能
叫小黑子，大黑子的。因为我有二个房客，
为了方便，个子矮的我们叫他小黑子，个子
高的我们称他大黑子，对此女儿很反感说：

“你不能称呼他们名字吗？如果叫你小黄
子，大黄子你愿意吗？”她特别强调说：每个
民族，白人，黑人，黄种人都有好人也都有
坏人。她就是在美国教育下长大的孩子，
在美国，种族歧视是重罪，任何人处理涉及
有色人种纠纷时，都要小心谨慎。

正因为美国的几乎可以是比较公平的
种族政策，所以才出现了黑人总统奥巴马，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康多莉扎•赖斯二
届国务卿 以及杰奇•罗宾逊、科比•布
莱恩特、卡尔•刘易斯、迈克尔•乔丹、威
尔特•张伯伦、泰拉•班克斯、埃尔文•约
翰逊、泰格•伍兹等体育届，文娱届的明
星；有一任明尼苏达大学校长也是黑人。
黑人向上的路是畅通的，

问题是这个群体的传统和家庭教育及
社会影响和汉族、大和民族、高丽民族等东
方民族有不同，也和白人，犹太民族都有很
大的不同，他们其中的有些人比较不喜欢
安心苦读，不喜欢精密思考，不太会做生意
和安心工作。他们喜欢运动，喜欢活动，喜
欢聚会。工作常常不稳定，从而导致收入
不稳定，再导致生活上出现困难，再加上有
些人染上酗酒、吸毒等特殊嗜好，所以有些
人就沉沦了。例如被虐杀的乔治•佛洛伊
德（George Floyd）；乔治•佛洛伊德曾因
偷窃抢劫吸毒6次被捕，这次使用假钱，一
开始就心虚，不过如果他聪明一点，这个事
情就不会发生，首先，用假钱买烟被识破以
后，售货员要求他退回买的香烟（估计也就
是三盒香烟），如果是正常人，就应该及时
地说：对不起，拿错了，拿回假钱（不管真
假）退回香烟，就没有事了，他偏偏不退，所
以售货员只有报警。（一般讲售货员也不愿
意报警，因为报警以后要指认，说明，很麻
烦，还有以后嫌疑人有来店里报复的风
险。）这是乔治•佛洛伊德的第一个错误。
如果他再聪明一点，他可以马上跑掉，以后

怎样很难说，但是暂时是安全的。有些警
察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案子又多，常常
就点到为止了，这是他的第二个错误。第
三个错误是，他当时吸了毒，喝的酩酊大醉
还想开车走，哪一条都站不住脚。他还坐
在车里等警察来。警察来后不配合调查，
让他上警车，他说他有：“恐惧幽闭症”，不
上警车，导致恶警发怒跪颈致死。这事不
太可能发生在白人（除非白人中的垃圾恶
棍）、华人、日本人、韩国人、犹太人身上，因
为他们一般每一步都考虑到是否触犯法
律。绝对不会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
步。如果乔治•佛洛伊德当时没有吸毒和
酗酒，估计也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
步。所以有前科，现行，不服从警察，导致
了乔治•佛洛伊德的严重后果，乃至成为
美国社会的严重后果。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社会动
乱呢？第一是因为现代媒体的作用，现场
录音录像马上传到社交媒体，瞬间几百万
人观看，网上首先炸锅。第二是恶警所作
所为实在太恶劣。大家都是义愤满胸，仇
恨满腔，恨不能生吃活剥了这个恶警，所以
游行抗议就出现了，而且在游行抗议中，众
人簇拥，热血沸腾，群情激昂，不法行为就
出现了，坏人趁机打砸抢。参加游行的人
说：今天别人出事我不站出来伸张，以后我
出了事别人也不会出来为我伸张，我可能
就是下一个的乔治•佛洛伊德。

今天已经是暴乱发生的第7天，宵禁
的第五天。明尼苏达州大规模的暴乱已经
结束，但小规模的骚乱继续存在，不管被砸
的还是没有被砸的商店，饭店大部分都封
上了木板，善良的明尼苏达人被臭狗屎玷
污了，满怀悲伤痛苦悲愤。但是暴乱刚刚
过后，就有很多白人，黑人，华人，亚裔，拉
丁裔的人自发地前往暴乱现场，打扫街道，
清理玻璃废渣，给缺少食品的人们送水，送
食品。人性依在，善良依在！明尼苏达人
的美好的人性依然熠熠发光。

狂风暴雨之后，一定是风和日丽的艳
阳天！明尼苏达人一定会挺住！明尼苏达
一定会更好！

下图：被砸的中餐馆

《华兴旅游公司》
销售飞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

马拉西亚个人和团体的廉价机票

快速办理去中国
及世界各国签证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电话：上午651-415-0130 下午651-644-4294

美东 美西 黄石 买二送二
l美东4夜/5天游：纽约、费城、华盛顿、朱古力城，大瀑布，特价$289起
l美东5夜/6天游：纽约、费城、华盛顿、大瀑布、波士顿。特价$408起
美东费用含酒店、机场接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不含机票、门票、船票、膳食和
小费。美东费用含酒店、机场接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不含机票、门票、船票、
膳食和小费。
l美西三大主题公园3夜/4天 洛杉矶、迪斯尼、海洋世界、环球影城。成人 $448起

l洛杉矶、大峡谷4夜/5天：洛杉矶-迪斯尼（或环球影城，或海洋世界）巴斯多-拉
斯维加斯-大峡谷-拉芙琳-伦敦桥-洛杉矶。成人 $289美西费用含酒店、机场接
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所列景点门票。不含机票,膳食和小费。
l黄石公园4日游、5日游6日游7日游9日游10日游 (请来电咨询)

另有12天10夜等多种组合
夏威夷三天二夜，成人$134, 12岁以下儿童免费（含机场接送，3天旅馆，檀香山、

[华兴书店]有详细目录查询。全美最低价！
《华兴旅游公司》承接全美国、加拿大、明州各考察团、公务

团、旅游团的安排接待。订机票，包酒店，大小车接送，价格低
廉，服务周到。《华兴旅游公司》承接接送学生业务，接送学生去
德鲁斯（Duluth); 圣克罗德(St.Cloud); 温诺娜（Winona)等各地
学校，安排住宿。收费合理，安全可靠。

。 电话：651-644-4294，651-387-0234
地址：566 Snelling Ave N ，St.Paul, MN 55104

网址：www.Majestic-Vacations.com

(本公司比网上价格再便宜5%，夏威夷，奥兰多游不在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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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末爆发的新冠病毒已经成
为百年来全球遇到的最大的公共卫生危
机。这场疫情影响之宽广，堪比二次世界大
战；规模之巨大，堪比百年前西班牙大流
感。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疫情中心从东
亚转移到西欧、北欧、北美、南美、南亚、东
欧，横扫全球。中国最早爆发疫情并且得到
了控制，美国迎来了最多的感染病例和死
亡人数。寻求特效药物、竞赛有效疫苗、期
待神药出现成了全球瘟疫面前脆弱的人类
寄予的最大希望。中国和美国各自推出了
自己的抗疫防疫系列药物。氯喹、羟氯喹、
阿奇霉素、硫酸锌、瑞德西韦、巴瑞克替尼，
不断出现在美国的医学和公众视野。金花
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
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古
方新方争先亮相中国。还有中国和美国的
众多公司、研究机构正在以战时速度研发
着的抗新冠病毒疫苗。在这些众多药物中，
美国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和中国的清
肺排毒汤成了两国各自抗疫防疫战场上最
为响亮的品牌，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

两种“神药”
冠状病毒有一个带有尖刺蛋白的外

壳。这些刺状蛋白帮助病毒吸附到健康细
胞上。当这些病毒融合进细胞里后，便会让
细胞释放毒性RNA。这些寄宿病毒的细胞
的核糖体识别毒性RNA并产生病毒蛋白
质。这些病毒蛋白质用来复制更多的病毒
RNA及其他病毒成分。包括复制的RNA和
刺状蛋白质的所有的病毒成分积聚成新的
病毒，然后从细胞里游移出来，泛滥人体，
出现轻、重、危不同级别的症状。瑞德西韦
就是用来停止RNA的复制过程，从而中止
RNA再产生关键的病毒成分。瑞德西韦是
由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开发的一种广谱抗
病毒药物，是一种核苷类似物，是RNA依
赖的RNA聚合酶抑制剂，可以通过抑制病
毒核酸合成抗病毒。瑞德西伟可以从核糖
衍生物经由多步合成而得。吉利德科学公
司的科学家所发明的瑞德西伟合成方法需
要创造多种中间体，这些中间体再经过复
杂的化学物理过程产生瑞德西伟。瑞德西
伟的合成制造过程需要70多种原料，试剂
和催化剂，25个化学步骤。制造过程中的
有些成分对人类极为危险。从购置药物需
要的原材料到瑞德西伟最终产品的出现完
成所有工序需要 9到 12个月的时间。今年
冠状病毒的迫切性让吉利德科学公司找到
了一种将生产时间减少到 6个月的方法。
瑞德西伟是典型的现代化和药物，清肺排
毒汤却是纯粹的天然草药组合。

清肺排毒汤是一中药处方，其药物组
成与剂量分别是麻黄 9g、炙甘草 6g、杏仁
9g、生石膏15-30g、桂枝9g 、泽泻9g 、猪苓
9g、白术 9g、茯苓 15g、柴胡 16g、黄芩 6g 、
姜半夏9g、生姜9g、紫菀9g 、冬花9g、射干
9g、细辛 6g、山药 12g、枳实 6g 、陈皮 6g、藿
香 9g。清肺排毒汤来源于中医经典方剂麻
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橘枳姜
汤、五苓散的组合。这五个方子均出自医圣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麻杏石甘汤（麻
黄、炙甘草、杏仁、生石膏）疏表宣肺,清热
平喘；射干麻黄汤(射干、麻黄、生姜、细辛、
紫菀、款冬花、半夏、去大枣、五味子)宣肺
祛痰,降气止咳；小柴胡汤(柴胡、半夏、甘
草、黄芩、生姜、去人参、大枣)和解半表半
里之邪；橘枳姜汤（橘皮、枳实、生姜）行气
化痰；五苓散（猪苓、茯苓、白术、泽泻、桂
枝）利水渗湿；另外藿香散邪化湿，山药健
脾补肺。二十一味药合用协同清肺排毒之
功,适用于新冠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重
型患者。网络药理分析表明,清肺排毒汤通
过多成分、多靶标对机体起到整体调控作
用。清肺排毒汤的基础研究完成了 300多
种化学成分、200多种入血成分的鉴定，并
且初步证明，清肺排毒汤能够有效抑制内
毒素的产生，延缓炎症风暴的发生。清肺排
毒汤在改善患者发热、肺部病灶吸收、核酸
转阴方面有明显的效果。

最美国的药物
2020年 5月 1日，仅仅在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发表了瑞德西韦可以缩短重症新
冠患者的康复时间的研究报告两天后，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授权批准使用
吉利德科学公司的瑞德西韦来治疗重症新
冠患者。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

瑞德西韦走过了一条艰苦的路程，是
吉利德科学公司执行副总裁杨台莹博士所
领导开发的药物。吉利德的科学家们十多
年前就发现瑞德西韦是一种有效的抗病毒

药，并实验控制多种病毒的疗效和作用。开
始于2010年的研发，瑞德西韦是作为治疗
儿童呼吸道疾病的药物。瑞德西韦没有达
到期望的目标，但是吉利德在继续研究瑞
德西韦的潜力。2013年，埃博拉病毒在非
洲西部爆发，吉利德发现瑞德西韦可能对
埃博拉病毒有效。瑞德西韦确实成功地应
用到几个病例上，虽然瑞德西韦还是没有
实现期望的目标，但是吉利德仍然没有放
弃。

两挫其锐并没有中断吉利德科学家对
瑞德西韦的研究。其后吉利德科学家找到
证据，瑞德西韦可以抵抗SARS和MERS背
后的那些冠状病毒。MERS的大规模爆发
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需要足够患者的人体
试验成了问题。瑞德西韦再次失望，但是没
有抛却。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病毒为瑞
德西韦提供了机会。2020年1月20日晚西
雅图Providence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的
George Diaz医生接到CDC的一个电话，请
他接受可能是美国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病
人。正是George Diaz第一医生把瑞德西韦
应用到美国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病人身上并
获得了成功。2020年 1月 31日《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发表了George Diaz团队对美国
这一首例新冠病人接受瑞德西韦的静脉输
注后，次日便出现了症状改善的病例报道。
病人除了干咳和流鼻涕外，其他症状均已
消失，病人不再需要吸氧，氧饱和度也恢复
到了94%-96%。吉利德立即与FDA和世界
各地的卫生机构合作，落实瑞德西韦的人
体试验。FDA同时批准了 2,000多例重症
患者的实验使用瑞德西韦。

虽然瑞德西韦从一个理念到新冠病毒
药物并不是完全按照新药上市的标准程
序，但是艰辛的科学探索，美国的市场体
系，法律的专利保护把瑞德西韦推到了今
天的地步。一个新药的开发是一个艰苦的
科学发现过程和技术发明过程。这一过程
如同一个天梯，一阶一阶地从基础科学研
究到药物发现，再到进入人体前的动物实
验研究，然后开始进入人体的一期、二期、
三期临床试验，闯过三期获得FDA批准后
还有继续追踪的四期临床试验研究。我们
可以从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
tion，BioMedTracker, Amplion 三家组织对
2006年-2015年十年间美国 1103家医药
公司，7455个临床研究项目，9985项晋期
申 请 的 总 结 报 告《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2006-2015》中可见一斑。从
一期临床试验到二期临床试验的成功率是
63.2%，从二期临床试验到三期临床试验
的成功率是 30.7%，从三期临床试验进入
到新药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或生物
执照申请（Biologic License Application),的
成功率是 58.1%，从NDA/BLA到FDA批准
的成功率是85.3%。这样一路走来，从一期
临床试验到FDA批准的成功率是9.6%。这
些成功概率的计算还没有把零期的动物实
验和之前的基础研究算进来，这一概率只
有 12%（A Tough Road: Cost To Develop
One New Drug Is $2.6 Billion; Approval
Rate for Drugs Entering Clinical Develop⁃
ment is Less Than 12%）。根据最近的 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 发
表在《健康经济学杂志》上的数据显示，开
发一个新药的成本已经由2003年的8亿美
元上升到 2013年的 26亿美元。Pharma的
一项研究“Biopharmaceutical Research &
Development：The Process Behind New Med⁃
icines”显示开发一个新药的平均时间已经
变成了十年。瑞德西韦从 2010年的开始，
到今天应用到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正好十
年。如同其他药物，瑞德西韦由风险投资人
和医药公司持续投资，专利为医药公司提
供法律保障得以产生。一旦市场和公共卫
生危机出现应用的机会，一个新药便应运
而生了。瑞德西韦就是这样一个探索、发
现、冒险、失败、重生、机会的美国药物。人
们对任何新的疾病突如其来感到迷惘、无
望的时候，对于有一线希望的药物都是给
予很大的期望，以至于早期的成功病例报
告使得瑞德西韦被人们称之为“人民的希
望。”《纽约时报》2020年5月1日发表Gina

Kolata的评论“作为新冠病毒病人的新希
望，瑞德西韦如何死而复生。”《时代》杂志
2020 年 6 月 1 日-8 日合刊号刊登 Alice
Park 的长篇报道“瑞德西韦如何变成了治
疗 Covid-19的第一个和最大的希望。”果
真如此吗？我们还要仔细看一看临床实验
的结果。

最中国的药方
2020年 2月 6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出《关于推荐
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中使用“清肺排毒汤”的通知》，推荐和部
署“清肺排毒汤”在各地临床使用，之后清
肺排毒汤被纳入第六版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再次把清肺
排毒汤列入临床治疗期首选，作为治疗轻
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通用方剂推荐使
用。自此，一张“国方”诞生了。据中央电视
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华医药节目 2020年 03
月 12日报道，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清肺排
毒汤”使用率 100%。清肺排毒汤成为一张
新冠肺炎防控方案推荐的、唯一一个通用
方剂。

中国治疗瘟疫等传染病的完整体系
至少可以追踪到 1850年前的《伤寒在并
论》，诞生于400年前的温病体系使其更加
丰富。从古典体系中寻求灵感与智慧既是
一种定势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上世纪五十
年代的乙型脑炎是如此。十七年前的SARS
是如此。今天的新冠病毒也是如此。在经典
著作中，麻杏石甘汤的对应症状为“汗出而
喘，无大热者。”五苓散主治“中风发热，六
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人
则吐者。”小柴胡汤主治“往来寒热，胸胁苦
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胁下硬满，
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射干麻黄汤主治

“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橘枳姜汤主治
“胸痹，胸中气塞，短气”。五方合用成为更
加针对偏向寒湿的一张方剂。这正是中国
科学院院士仝小林对新冠病毒肺炎做出的
基本判断。截止 3月 13日，中国 10个省份
1261例新冠肺炎患者服用“清肺排毒汤”
后，1102例得以治愈、29例症状消失、71例
症状改善。其中，在40例重症患者服用后，
已有 28例出院；12例在院治疗，10例症状
好转，“由重转轻”。清肺排毒方总有效率
97%，无一例患者由轻转重，仝小林院士宣
布。

中国庞大的中医建制包括国医大师、
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中医研究院、中
医研究所、中医院校、中医医院，但是清肺
排毒方不是来自现有建制，而是来自葛又
文，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研究员。葛又
文根据武汉地区气候突来寒潮、阴雨连绵，
湿气偏盛，湖河众多，结合中医五运六气理
论，判定新冠肺炎是由因寒湿引起的寒湿
疫。

在清肺排毒汤中，单味药或多味药按
君臣佐使构方的原则改为以方剂为单位的
构方原则。神农尝百草的传统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的中医。葛又文把清肺排毒汤应用
到自己和家人身上，然后朋友圈里，尝试处
方对控制发烧、咳嗽、乏力的有效性。从 1
月27日开始，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有效方
剂临床筛选研究启动，山西、河北、黑龙江、
陕西进入首批实验。两天后，清肺排毒汤在
重症患者身上显示明显的效果。随着初步
结果的出现，王永炎院士，路志正、薛伯寿、
金世元、孙光荣、张大宁等国医大师为清肺
排毒汤提供新冠肺炎的理论依据。在 4月
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王伟公布了在全国28
个省市的定点医院收治的使用清肺排毒汤
的 1262例患者中，1253例治愈出院，占比
99.28%，其中包括 57例重症患者。在所有
患者中，没有一例由轻症转为重症、普通型
转为危重型的病例。清肺排毒汤是新冠肺
炎的特效药。

数据说话
2020年 4月 29日，关于瑞德西韦的三

项临床试验结果向全球同一天公布。这三
项临床试验研究分别是有美国过敏和传染

病研究所、吉利德科学公司和中国做的一
项武汉多中心试验研究。

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主持的关
于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是一项随机、对照、
双盲临床试验，从2020年2月21日开始招
募病人，4月19日截止，4月27日一个独立
的数据和安全监控委员会监督该试验。这
项研究在 58天内招募了十个国家的 1063
例患者，随机分为瑞德西韦治疗组和安慰
剂组，分别有 541例和 522例患者进入。4
月 29日，NIH公布临床试验结果，5月 22
日，临床试验结果在线发表在《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上。临床实验结果显示接受瑞德西
韦治疗的患者组死亡率为7.1%，而接受安
慰剂治疗的患者组死亡率为 11.9%。使用
瑞德西韦的患者恢复的中位时间是11天，
而安慰剂组的患者恢复的中位时间为 15
天。试验数据显示瑞德西韦组患者恢复情
况更好、病死率更低，但死亡率的差异在统
计学上并不显著。

在中国武汉进行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
是全球首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
心临床试验。这项研究是由国家呼吸疾病
临床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所、中日友好
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
25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实施。这项研究的病
人是来自武汉市十家医院的 237名成年
人。患者都是在 2020年 2月 6日至 3月 12
日期间住院，通过实验室检查确认为新冠
病毒严重感染的病人。病人被随机分组，治
疗组158名患者接受每天一次瑞德西韦注
射治疗（第1天为200 mg，第2-10天为100
mg），对照组79名患者接受安慰剂注射，为
期10天。同时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干扰素和激素治疗。试验结果
显示，对于重症患者，接受瑞德西韦的治疗
组的病死率为 13.9%，而对照组的病死率
为12.8%，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瑞德西
韦和安慰剂相比，没有显著加快新冠重症
患者的恢复速度，也没有降低新冠致死率。
这项临床试验结果发表在 5月 16日的《柳
叶刀》杂志上。

瑞德西韦的临床研究还有点扑朔迷
离，但是清肺排毒汤的研究似乎给出了更
加确切的结论。王饶琼等对清肺排毒汤治
疗新冠病毒肺炎的临床疗效进行了研究和
分析。他们对四川省98例新冠病毒肺炎确
诊患者用清肺排毒汤进行三个三天为一疗
程的治疗,然后比较服药前和服药后患者
实验室检测指标和中医证候的变化, 根据
实验室指标及症状的无、轻、中、重程度,做
出相应的评价,以此评估清肺排毒汤对治
疗新冠病毒肺炎的临床疗效。他们获得的
结果是：服用清肺排毒汤三天后, 患者淋巴
细胞百分率、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以及D-二聚体恢复正常
(P<0.01), 所有患者实验室检查指标正常例
数均在70%以上; 服用清肺排毒汤六天后,
C反应蛋白和血沉恢复正常(P<0.01),所有
患者实验室检查指标正常例数均在80%以
上;服用清肺排毒汤九天后,所有患者实验
室检查指标正常例数均在 90%以上。并且
CT影像在治疗六天后好转好转率为80%。
从治疗中医证候积分看,治疗三天后痊愈
率为 21.14%, 显效率为 29.09%, 有效率为
33.99%，总有效率达 84.22%; 治疗六天后
痊愈率 31.34%, 显效率为 30.15%, 有效率
为 28.66%，总有效率达 90.15%;治疗九天
后痊愈率 41.13%, 显效率为 26.92%, 有效
率为 24.04%，总有效率达 92.09%。这项研
究报告显示清肺排毒汤显著改善患者的实
验室检测异常指标和临床症状,有效提高
了临床治疗效果。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中
药药理与临床》2020年01期 上。虽然清肺
排毒汤的临床实验研究有待更加严格，但
是个案分析，病例系列，队列研究和开放标
签随机对照组试验，中医药治疗新冠疾病
的证据链已经形成（古旭明）。

本文作者搁笔为止，无论是瑞德西韦
还是清肺排毒的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还正
在路上。

一种病毒一种病毒 两种两种““神药神药””
美国中医学院美国中医学院 巩昌镇巩昌镇 博士博士

China Tribune



2020年 06月04日 星期四 B07社 区 与 生 活
China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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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联系：651-387-0234



China Tribune

投稿：chinatribuneus@gmail.com
广告：651-387-0234
微信：Ch77289

网站：chinatribune.us
chinatribune.com.cn

网站编辑微信：jssnjszxl
B08 战“疫”2020年06月04日 星期四

5月10日上午，明州华联会和United
Family 举行捐赠仪式。首先，明州华联
会主席颜炳文致词，介绍了来参加活动
的组织代表：明州华联会、United Family
Medicine、明尼苏达华助中心、明华中文
学校、育才中文学校、华兴报、明州时报、
明尼苏达华星艺术团、美中华艺联合会、
WCCO电视台、Abbott Northwestern Hos-
pital、Open Cities Clinics和个人捐赠者。

然后介绍了捐赠UFM的经过，UFM
正是圣保罗一家非赢利医疗机构，是专
门为低收入群体服务的大型诊所，随着
新冠疫情的严重蔓延和扩散，来这里接
受免费治疗的人数大量增加，而诊所的
医疗设备和防护用品却明显不足。在这
样情况下，在UFM工作的华裔医生-华二
代张雯佳，在其父母的帮助下积极联络
华人社团。正是他们两位把这个UFM捐
赠项目带到华人社区，得到华人社区的
积极响应，华人华侨通过明州华联会和
直接向UFM捐款$110,355 和捐口罩8400
个。

我们对我们的捐赠行动感到自豪。
对支持UFM这样面向低收入病人的诊所
捐赠非常高兴。他在致辞中提到：今天
是母亲节，我们移民到美国的华人都有
两个母亲，这两个母亲对我们华裔同样
重要！祝愿我们的母亲节日快乐，祝愿
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

接 着 ，United Family Medicine 的
CEO，Ann Nyakundi代表UFM致谢。Ann
在讲话中提到：UFM这个为低收入人群
服务的诊所，在这场新冠疫情中面临着
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如果没有资金来更
新设备以应付新冠带来的特殊挑战、没
有足够的PPE，UFM诊所就不得不停止
运行。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明州华人挺
身而出，积极捐款并捐献大批口罩和
PPE，为诊所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及时的帮
助，UFM感谢明州华人社区的支持。

随后，UFM新冠诊所的Mike Murcer
医生发表感言。他说：作为新冠诊所的
医生，他为能够参与这个诊所感到骄
傲。诊所里的每个工作人员，不论是医

生、护士、还是前台工作人员，都把自己
的健康与安全置之度外，每天都在面对
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因此，保证口
罩、防护服和防护面具等PPE的充足供
应，对于保护诊所工作人员、让他们有效
工作有着特殊意义。他代表新冠诊所的
诊所全体工作人员向明州华人表示真诚
感谢！

接着，在UFM新冠诊所的华二代张
雯佳医生在致辞中说：“谢谢大家今天来
到这里。新冠疫情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
是一段孤独和压抑的时光，但今天我感
到了华人社区的力量。在Sibley诊所，我
们经常与感到恐惧迷失并且渴望答案的
患者交谈。几周前，我看到一名患者出
现COVID症状。在与她交谈过程中，她
告诉我她感到非常焦虑、孤独、不知所
措，以至于影响了她的工作能力。由于
有了捐款，我们能够安全地进行测试，进
行心电图检查和超声检查，能够让我们
的行为健康团队帮助解决她的压力。我
很高兴告诉大家，她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想讲这个故事来强调团结的力量。我
们每个人或许会是脆弱的个体，但是当
我们团结在一起时，我们就会变得强
大。因此，我要衷心感谢大家对我们的
诊所和患者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慷慨和
同情心，团结在一起，我们一定能够战胜
疫情！ ”

在当天的仪式上，明州华联会将收
集到的9100只捐赠口罩(明尼苏达华助
中心3000只口罩、育才中文学校和明州
时报3000只、美中华艺联合会2000只、

刘爱民/童玲500只、Amy Liu 600只)转赠
给了UFM、Abbott Northwestern Hospital和
Open Cities Clinics。些口罩来自太平洋
彼岸的重庆、湖南和上海，它们飞越太平
洋，把带着祖籍国的亲情送到明尼苏达
华人华侨，华人华侨把爱送到我们的抗
疫一线的诊所，令人感动。

WCCO 电视台进行了采访报道. 明
州华联会有关成员参观了UFM 的另个诊
所并认真聆听了CEO Ann Nyakundi和诊
所主任Rick Karbon对UFM发展远景的
详细介绍。

捐赠仪式前，明州华联会收到联邦
参议员Amy Klobucher 给这次捐赠活动
的来信。

2020年5月10日对在美华人来说，
是一个特别有纪念的日子。因为美国华
人联合会连同全美伙伴组织、华人社团
以及参与此次行动的中餐馆一起在50个
州的百余个城市同时推出“全美华人爱
心 食 物 日 ”(Chinese American Food of
Love Day)，为有需求的民众和机构提供
免费餐饭并捐赠食品。

这一日的明州，春光明媚，乍暖还
寒。这丝丝寒意却阻挡不住明州的热心
华人侨胞向当地社区和民众送去爱心食
物。在美中餐饮业职合会会长胡晓军，
明州华联会主席颜炳文先生和副主席程
汝钊先生以及明州华人商业联合总会会
长陈家喜先生的安排下，明州华人代表
在下午四点钟为坐落于首府圣保罗市区
、隶属M Health Fairview的圣约瑟夫医院
医护人员送去了爱心晚餐。

圣约瑟夫医院历史悠久，成立于
1853年，是明州当时最早成立的首家医
院。此次送爱心餐活动由曾任职于圣约
瑟夫医院的护士陈莺莺协调，以及华人
组织志愿者陈家喜、高赞、程汝钊、颜炳
文等人共同合作完成。位于明尼阿波利
斯市的老四川(Lao Sze Chuan)餐馆 和布
卢明顿市的Golden Wok餐馆为本次爱心
活动捐赠了100 份精致美味的盒饭。

在陈莺莺的细心安排下，食品捐赠
箱贴上了暖心标语，比如“Our way of Say-
ing Thank-You to Our Front-line Heroes”
和“In the name of LOVE, we donate the
food to our front- line heroes, and we hope
you enjoy the food”。简简单单的文字背
后代表的是在美华人对这些工作在抗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关切与支持，也从侧
面体现了在美华侨华人的社会责任感及
华人正面形象。所有这一切很快被圣约
瑟夫医院医护人员的及时感恩所证实，
他们通过照片分享了自己享受爱心餐时
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神情，医院营养部主
任也发信代表员工们表达了感激之情。

此前，明州华联会颜炳文、程汝钊等
人曾发起支援全球抗疫募捐活动，他们
募集资金和医疗物资，成功地向湖北省
和明州受捐助医院和机构捐出口罩、护
目镜和呼吸机。打完上半场之后，接着
打下半场，筹集资金帮助明大药物试验
和捐赠United Family Medidince 的捐赠活
动。他们希望在疫情时刻，照顾好医护
人员和民众的健康饮食需求，让更多医

护人员吃上热乎精美的饭菜或小点心。

“爱心口罩”风景线

Amy Liu 的“爱心口罩”项目进展迅
速，目前捐赠已达950美元，已成为此项
目的闪光点，更为美妙的是，Amy Liu”爱
心口罩”将在明州形成一条美丽的口罩
风景线，她做的口罩时尚，设计精巧，制
作精美，使用寿命长，多年以后，说不定
要搞一场“Amy口罩”展览。

据悉，爱心中餐组委会在未来两周
还敲定了下列计划：1) 5/11, Lao Sze Ch-
uan 捐赠30份盒饭中餐到United Family
Medicine (胡晓军、陈莺莺、颜炳文负责实
施)2) 5/12, 西区爱心人士捐赠50份盒饭
中餐到University Hospital (王颖智、周辰

等负责实施)3) 5/14, 西区爱心人士捐赠
40份盒饭中餐到Hennepin Health Inpa-
tient Psychiatry(王颖智、周辰等负责实施)
4)5/21, 由 明 州 华 联 会 和 Rose Garden
Asian Bistro 捐赠 300 份盒饭给 Catholic
Charities Opportunity Center Homeless
Food Service (王平、Amy Liu、Donglin Li-
ang、颜炳文负责实施)

“爱心中餐”捐赠名单

1)老四川80份盒饭
2)Golden Wok 50份盒饭
3) Rose Garden Asian Bistro 100 份盒饭
4)Amy Liu“Mask of Love”Drive ($950):
Donglin Liang, Helen, Lihua He, Cindy Li,
Jixiong Han, Wei, Jian-Ping Wang, Sophie
Liu, Huihua Yan (WI), Xi Chen, Chen
Zhou, Grace, Jenny, Wei Liu, Bin Xu,
Yisong, Yiming, Yan, Xuebing, Colin, Ji-
aoming, Jin, Huaqing, Shu, Pan, Hua Zhou,
Nan Zhou, Tao Yang
5)西西(里)村爱心人士：$900

明州华人为医护人员送明州华人为医护人员送
““爱爱♥晚餐晚餐””和和““爱爱♥口罩口罩””风景线风景线

母亲节的爱心奉献母亲节的爱心奉献
———记—记AMCOAMCO和和UFMUFM捐赠活动捐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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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捐建水立方 千萬賑款助汶川

何鴻燊逝 世逝 世
19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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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賭王”何鴻燊上月底病逝，走完他98年的傳奇

人生。作為一位愛國的港澳同胞，何鴻燊始終對祖國懷有拳拳赤子之心，並把深厚的家國情

懷付諸一生踐行，全力支持國家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項事業建設。他多次慷慨解囊，不惜

代價搶救流落海外數百年的珍貴文物，並把價值連城的圓明園獸首等國寶無償捐獻給國家。2007年何

鴻燊慨然出資6,910萬港元購得馬首銅像，創下了當時中國清代雕像的世界最高拍賣價格，他欣然表

示，“貴是貴了一些，但為了讓國寶回歸祖國，貴點也值得”。

去年11月13日，中國國家文物局在國家
博物館隆重舉行圓明園馬首銅像捐贈儀

式，自1860年起流失海外百餘年的國寶終
於回歸故土，這是何鴻燊先生向新中國成立
70周年和澳門回歸20周年的厚重獻禮，也
是他一生不惜代價搶救海外遺珍的剪影。

先在港澳巡展 弘揚愛國意識
2007年8月，圓明園馬首銅像即將在香

港蘇富比拍賣有限公司拍賣的消息引發熱
議，馬首銅像是中國近代被劫掠的文物，如
果拍賣再次流出將造成巨大損失。當年9
月，何鴻燊得知相關情況後，以高度的家國
情懷與責任擔當，慨然出資6,910萬港元搶
救流失文物，結束了馬首銅像百餘年的離散
漂泊。面對不菲耗資，何鴻燊說：“貴是貴
了一些，但為了讓國寶回歸祖國，貴點也值
得。”
得拍成功後，為更好發揮這件文物的價

值，他決定讓馬首銅像先在澳門、香港展出
幾年，充分喚起港澳同胞對於流失文物的關
注，共同宣揚愛國愛民族意識。
此次已經不是何鴻燊第一次捐贈圓明園

獸首。早在2003年，公益組織在美國尋訪
到豬首銅像的下落。經過努力爭取，美國收
藏家同意將豬首銅像轉讓，何鴻燊向中華搶
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捐款六百餘萬元人
民幣，從海外購回豬首銅像捐給了保利博物
館。

熱愛中華文化 保護民族遺產
出於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和愛國之心，在

眾多捐資項目中，何鴻燊對文化、藝術類格
外鍾情，並在搶救海外流失文物方面也作出
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義舉。早在 1987
年，他已將147件中國古代文物捐獻國家，
其熱心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獲得國家文化部嘉
許；2007年9月，時值香港回歸祖國10周
年之際，他斥巨資購得油畫《南京條約》、
《世紀大典》、《毛澤東會見希思》和青銅
雕塑《毛澤東》、《鄧小平》五件以回歸為
主題的珍貴藝術作品，捐贈國家博物館。
何鴻燊身上有好幾種血統，但他以中國

人為榮：“我在中國長大、在中國讀書。我
的祖籍是廣東，我覺得自己是典型的廣東
人。” 他說：“我對中華文化發自內心地
熱愛，希望通過贊助和舉辦不同的文化、藝
術活動，搶救那些流失在海外的國寶，宣揚
愛國、愛民族的意識，為增強中華民族的凝
聚力，盡一己之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何鴻燊生前曾不遺餘力地支持家鄉
廣東的教育事業發展。
1978年，素有華僑最高學府之稱的

暨南大學在廣州復辦。當時，暨大百廢
待興，資源缺乏，何鴻燊和霍英東雪中
送炭，合捐400萬港元，給學校購置急
需的儀器設備，幫助暨大度過困難的復
辦年代。
在擁有近百年歷史的仲愷農業工程

學院廣州校區內，如今仍矗立着一座
“何鴻燊樓”。該學院是為紀念近代民

主革命家廖仲愷先生愛護農工的意願而
創辦。2008年時，80歲的何鴻燊作為該
校港澳董事代表，捐資 800 萬元人民
幣，助學校建設體育館。
在捐贈現場，何鴻燊表示，捐建教

育設施，是為了改善該校辦學條件，提
高人才培養質量。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
弘揚廖仲愷的愛國精神，貫徹何香凝
“扶助農工”的辦學思想。他還語重心
長地與在場數百名大學生說：“財富不
是你的終生伴侶，只有才智才會伴你終
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何鴻燊不僅是叱咤商界的成功企業
家，同時也是一位受人尊敬、樂善好施
的社會慈善家。多年來，他一直密切關
注祖國發展，滿懷熱誠地為內地建設和
扶貧濟困傾囊捐獻。
1993年，何鴻燊率先出資300萬美

元，支持北京興建中華世紀壇，表達對
新世紀來臨的祝願。2001年1月1日，北
京市政府授予何鴻燊博士北京市“榮譽
市民”稱號。這是第一位澳門人士獲授
此項榮譽。
澳門回歸前，何鴻燊曾為籌建北京

人民大會堂“澳門廳”數度捐資。作為
2008年北京奧運會申辦委員會顧問，他

捐資一億（港元，下同）支持建設國家
游泳中心水立方，獲得北京奧組委授予
“捐資共建功勳榮譽章”以表彰其貢
獻。京奧開幕前夕，奧運聖火在澳門傳
遞，86 歲的何鴻燊負責傳遞“第二
棒”。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期間，何鴻

燊率先捐款1,000萬元賑災，協助受災同
胞重建家園，傳達“血濃於水”之情。
何鴻燊曾表示，“愛國資本家”是

他一生中最中意的榮譽。2008年，何鴻
燊女兒何超瓊分享了父親的教誨，表示
“人生把自己努力得來的財富回饋社
會，與沒那麼幸運的人一起分享”是其
父的座右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何鴻燊旗下的澳娛是第
一家在內地投資的澳門企業，早於
1979年已在中山縣投資興建中山溫
泉賓館。中山溫泉賓館是內地第一
家中外合作旅遊企業。何鴻燊當時
接受內地媒體專訪時，乾脆利落地
說：“我很支持國家改革開放的政
策！”
中山溫泉賓館原副總經理吳勵

民回憶稱，當時愛國港商霍英東希
望通過建設一家賓館，來改變中山
的投資環境，吸引投資商。
“那時中山沒有什麼資金和物

資，只有石頭、沙和人力。”吳勵
民說，多得了有霍英東和何鴻燊的
中澳投資建設公司支持，在外面進
口鋼筋水泥和一切的裝修材料。
“由於趕時間，我們只能邊建

設邊設計、邊設計邊修改。工人都
是夜以繼日地去工作，最高峰時有
2,000人左右開工。”1980年12月
28日，中山溫泉賓館正式開張，還
得到了鄧小平同志親筆題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
“賭王”何鴻燊曾就讀於香港皇仁書
院，其後考進香港大學，但因二次大
戰爆發，侵華日軍迫近香港，1941年
於港大理科學院肄業。這名港大校友
沒有忘記母校，於2005年分期捐贈5
億元（港元，下同）在港大設立“何
鴻燊校友挑戰計劃”，掀起了一股
“捐贈風氣”；除了香港外，他亦積
極投放資源於澳門、內地及海外的教
育發展。
何鴻燊於2005年起，分5年捐贈

5億元予母校港大，設立“何鴻燊校
友挑戰計劃”，只要港大校友捐出1
元，計劃即配對1元，每年上限為1
億元，這種“拋磚引玉”方式吹起了
一股捐贈風氣。計劃於2010年完成之
時，累計逾13,000名校友參與，捐贈
金額達5億元，加上挑戰計劃的配對
金，港大共獲得10億元捐款。港大於
2014年於百周年校園設立名為“外圓
內方”雕塑，以鳴謝何鴻燊對母校的
支持。

5億捐港大
校友紛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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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12日，何鴻燊向
國家博物館捐贈《毛澤東主席

會見希斯》（見圖）等五件紀念香港回歸藝
術品。 資料圖片

■2008年5月3日，奧運
聖火在澳門傳遞，86歲的

何鴻燊負責傳遞“第二棒”。 資料圖片

挺京奧 ■1997年6月，何鴻燊
在廣州暨南大學向畢業

生頒授畢業證書。 資料圖片

助教育

■2007 年，何鴻燊以
“天價”購回馬首銅

像，在港澳地區公開展示多年後，於
2019年正式捐贈國家文物局。 資料圖片

“才智非財富 才伴你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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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篇兩會

劉永富指出，掛牌督戰將重點解決“三保障”
（即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

和飲水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做好易地扶貧搬
遷後續扶持等工作，組織民營企業和社會組織結對
幫扶貧困村，確保如期完成剩餘脫貧攻堅任務。

強化就業和消費扶貧
同時，還要強化就業扶貧。今年全國外出務工

貧困勞動力要超過2,800萬人，東部地區今年吸納中
西部地區貧困勞動力務工的總數不少於去年，中西
部地區今年外出務工的貧困勞動力總數不少於去
年。
劉永富還提出要強化消費扶貧。與東部地區和

城市“菜籃子”“米袋子”工程結合，強化產銷對
接和電商扶貧，中西部地區要做好扶貧產品的生產
和認定，東部地區要加大扶貧產品銷售力度，通過
預算單位採購、建立消費扶貧交易市場、各類企業
和社會參與銷售等多種方式，解決扶貧產品銷售問
題。

加強監測邊緣易致貧戶
此外，扶貧辦還會對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

貧戶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驟減或支出驟增戶
加強監測，提前採取針對性的幫扶措施。
中國社科院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國寶對香

港文匯報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很重要的一項內
容就是所有“貧困人口”清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
發展中國家，曾經是貧困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中
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在反貧困方面已取得了巨大
成就。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貧困人口從2012年
底的9,899萬人減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
率由10.2%降至0.6%，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
以上，相當於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口。

全部脫貧必須如期實現
但入之愈深，其進愈難。習近平總書記在3月6

日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強調，到2020年現行
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中央向全國人
民作出的鄭重承諾，必須如期實現。同時近兩月
來，他四次出京考察，都深入基層了解鞏固脫貧攻
堅成果工作情況，傳遞出在疫情衝擊下中國迎難而
上的堅定決心，也為攻克最後的貧困堡壘吹響了衝
鋒號。
吳國寶表示，去年各地組織力量對包括深度貧

困地區在內的扶貧對象脫貧情況進行了摸底調查和
排查，並且大都針對排查出來的問題制定了具體的
解決方案。現在需要做的，一是克服疫情的影響，
抓緊落實確定的計劃，確保如期完成剩餘貧困人口
脫貧的任務；二是要根據各地疫情及其所產生的新
的影響，針對影響比較明顯的人群和家庭重新摸排
情況，及時掌握最新的貧困狀況，有效幫助扶貧對
象有針對性地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和困難。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表示，脫貧
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
鬥的起點。此間多位北京專家表
示，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後，須
建立健全穩定脫貧長效機制，幫助
已經摘帽的貧困縣、貧困村、貧困
戶激發內生動力，不斷增強“造
血”功能。
“我去河南調研時，一位果農

告訴我，前幾年他家種蘋果，但要
用70%的時間來賣蘋果，掙不到幾
個錢。現在，當地農民普遍種植蘋
果，形成規模以後，收購商就主動
上門了，他不用花時間銷售，就有
能力提升技術和產量，生產規模擴
大了，日子就富裕了。”中國社科
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對
香港文匯報指出，農民持續增收，
核心因素在於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市場關係對農村社會的滲透，以及
農業技術的巨大進步。

他說，中國減貧成就巨大，以
往很大程度是政府在主導、輸血，
全面小康社會建立之後，由政府強
力動員的運動型脫貧工作應轉化為
由法治保障、市場主導、政府調節
的常態運行體制。今後要鞏固脫貧
成果達到小康、農民實現持續增
收，除繼續做好如就業支持、基礎
設施改善、教育扶持等工作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進一步讓農村的土
地、勞動力等要素充分參與市場經
濟活動和社會分工。

大數據管理 利掌握市場供需
他特別提到，近年來大數據新技

術與電商平台興起，地方可以建立合
作社，把農民組織起來，通過電商平
台資源和大數據信息分析，及時掌握
需求端動態，這能提高農民的生產要
素效率，也能很大程度避免由市場信
息匱乏導致的滯銷困境。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

院長張琦則指出，2020年後中國農
村扶貧開發將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大
框架和平台上展開。2020年後雖然
絕對貧困將被消滅，但是相對的貧
困將依然存在，鄉村振興戰略將在
實現脫貧摘帽基礎上，按照鄉村全
面振興、城鄉實現融合發展的要
求，繼續提升農村教育、醫療、住
房和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的可
獲得性與質量水平，促進農村地區
和農戶自我發展能力建設，緩解相
對貧困問題，不斷鞏固已有脫貧成
果，推動農村地區政治、經濟、文
化和生態全方位發展，最終實現共
同富裕。

“2003年非典疫情及隨後發生
的自然災害，曾經導致當年出現了
新世紀以來中國貧困人口第一次也
是唯一的一次增加，其教訓值得重
視。”中國社科院貧困問題研究中
心主任吳國寶提醒，全球性的新冠
肺炎疫情，不僅會對計劃的脫貧攻
堅進程產生不利影響，還可能增大
返貧風險和邊緣人群陷入貧困的風
險。
吳國寶說，雖然相比於非典時

期，當前中國扶貧制度、政策和保
障措施已全面提升，但依然不可輕
視疫情可能產生的返貧和致貧風
險。他分析，首先是來自疫情防控
對扶貧對象外出就業的影響，2019
年全國有2,729萬建檔立卡貧困勞動
力在外務工，家庭三分之二左右的

收入來自外出務工，貧困勞動力外
出務工受到疫情影響，收入就會減
少；其次，來自疫情防控對部分產
業扶貧項目的影響，如與貧困戶增
收直接相關的產業扶貧、就業扶
貧、扶貧車間等計劃項目被迫暫停
或延期，扶貧產品銷售受阻，影響
增收；第三是來自將可用的醫療力
量主要用於防治新冠肺炎導致健康
扶貧的工作滑坡。另外還有因採取
防控措施產生的次生影響，比如中
國擬實行最嚴格的野生動物交易和
消費禁令，這對防止公共衛生風險
具有重要意義，但也對依賴野生動
物飼養和銷售脫貧的扶貧對象產生
了較大衝擊，若沒有相應補救措施
或補貼，部分脫貧對象可能有返貧
之虞。

須防範停工致貧因疫返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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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涼山被稱為“懸崖村”的昭覺

縣支爾莫鄉阿土列爾村，在五月迎來了

歷史時刻：全村84戶建檔立卡貧困戶，

陸續搬遷至縣城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

點。作為中國深度貧困地區的典型代

表，“懸崖村”的搬遷是中國決戰脫貧

的真實縮影。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

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在早前舉行的國

新辦發佈會上表示，扶貧辦已對未摘帽

的52個貧困縣和貧困人口多、脫貧難度

大的1,113個貧困村“掛牌督戰”，督

促7個省（區）落實好實施方案，確保

如期完成剩餘脫貧攻堅任務。“現行扶

貧標準不變，既不降低也不拔高；打贏

脫貧攻堅戰的時間節點不變，既不推遲

也不提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江鑫嫻 北京報道

產業“造血”激發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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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
國家，一直是世界減貧事業的積極
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
十八大以來，中國執政黨把貧

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的底線任務和標誌性指標，作出一
系列重大部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
成就。從減貧速度上看，中國明顯
快於全球。世界銀行發佈的數據顯
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
困標準，從1981年末到2015年末，
中國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了87.6個
百分點，年均下降2.6個百分點，同
期全球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32.2個
百分點，年均下降0.9個百分點。
從減貧數量上看，中國是世界

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新中國成
立70年來，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
億，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70%。特
別是2013年實施精準扶貧以來，每
年減少貧困人口1,300多萬，七年減
少9,300多萬，創造了世界減貧史上
的“中國奇跡”，為其他發展中國
家樹立了標杆，堅定了全世界消除
貧困的信心。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賀信

稱讚中國的減貧方略，指出“精準
減貧方略是幫助最貧困人口、實現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宏偉目標的
唯一途徑。中國已實現數億人脫
貧，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
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中國減貧方略為世界提供借鑒”

■陝西銅川的社區服裝加工扶貧
工廠內，工人在製作服裝。

資料圖片

■■““懸崖村懸崖村””的村民搬進縣城的村民搬進縣城
集中安置點的新家集中安置點的新家。。 新華社新華社

■40多年來，我先後在中國

縣、市、省、中央工作，扶

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

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農村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

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

體貧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的底線任務。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

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

能掉隊。

■貧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

之功，非一春之暖。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盡

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使命。

■打贏脫貧攻堅戰不是搞運動、

一陣風，要真扶貧、扶真

貧、真脫貧。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致

富不致富，關鍵看幹部。

■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中華民

族千百年來存在的絕對貧困

問題，將在我們這一代人的

手裡歷史性地得到解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今 今

昔 昔

■■村民昔日在村民昔日在““懸崖村懸崖村””的家中生活和如今搬進鎮上新家的生活對的家中生活和如今搬進鎮上新家的生活對
比比。。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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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可以绝对相信政府。倒
是政府应要求药店不可在此时
对 市 民 必 须 用 品 乱 涨 价 。

昨天下午我去东亭路某药
店（不点名了）买N95口罩。一袋
25个口罩需要近九百元人民币。
这是一次性的用物，一天如果用
三个（据说用四个小时后即无
效），也得过一百元。我准备少买几个，却没
有独立包装。售货员直接手抓，吓得我也不
敢买了。我说：这种时候，为什么卖这样的
黑心价。售货员说，供应商涨价，我们就得
涨。在口罩这种一次性的耗材上，家家户户
用量都很大。不能太贵。管理部门应该强力
打击乘机涨价的黑心商家。1月 23日：转
《致敬！上海第一批重症和呼吸科医生已经
出征武汉》看到一些武汉病人求诊的视频，
听到病人们的哭喊及密集长队，真是让人
眼泪往外喷。那些病人太可怜了。而医生人
手不够，医院床位不足。官方这么长时间没
有得力措施（听说今天才决定建类似小汤
山的隔离医院）。我们除了待在家里不添
乱，完全无力助人。我很少有这样的无力
感。这里，要深深地感谢上海医生！1月 24
日：转《武汉全员排查发热病人，各区统一
安排车辆送诊》帮转。尽管滞后，但到底有
行动。整个湖北及武汉官员能力之低，魄力
之弱，一遇大事，立即现形。光会讲套话、光
会学习、光会压制讲真话的人有什么用？现
在不多说，事后看他们自己怎样出来向人
民谢罪！下午出门买口罩。总算在一家小超
市买到几个N95。街上所有的店铺全部关
了门，包括药店。只有那种夫妻店的小超市
开着。货源充足，菜也算很多。微涨一点价，
这个可以有！问了两个店，店主均表示过年
也开着，一天都不休息。听了他们的话，感
觉好踏实。更让人感动的是：环卫工人仍在
一丝不苟地扫街。像往常一样，每条街都有
环卫工人。而此时的武汉，正在冷风冷雨
中。感谢这些劳动人民！他们的从容以及辛
苦，让我安心了许多。1月25日：转《武汉封
城前夜，29.9W人离开武汉》对那些逃出武
汉的人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吧。都是百姓，都
有恐惧，都想好好活着。我倒是庆幸自己今
年没有年前去海南。不然丢下我女儿一个
人在武汉我还真不知道会急成什么样子。
恐怕走也要走回来！现在还好，母女各自隔
离在自己住所过年。心里也踏实许多。倒是
看到一些先前就在外旅行的武汉人突然间
到处被歧视，甚至找不到住所。唉，这世道！
世态一向都炎凉，有暖心人亦有寒凉者。从
未有过改变。大家认了吧。彼此好自为之。1
月 25日：转：《求扩散！武汉市出租车进社
区分配清单》帮转。证实一下有用：同事几
天前动过手术，明天要去医院换药。已向社
区提出申请，听说多半能要到车。大家过得
很无奈，但至少有秩序起来。知道囯家出
手，诸事有人管了，不再那样惶惶然。经过
谎言和谣言轮番轰炸后，似乎自今日起，人
心安定了许多。大年初一转瞬即过。在这
里，仍然要祝大家春节愉快。希望所有的恶
与魔，随旧年而去，希望我们所有人一天天
好起来。26日：转：《紧急求助！征集全国酒
店/旅馆——收留将困在外的湖北/武汉人》
帮转。请全国人民包容湖北人，包容武汉
人。无论以什么方式离开湖北，都得让他们
有饭吃有地方住。你们的敌人是瘟疫，而不
是湖北人和受害更重的武汉人。

上述记录，一并留存。

方方武汉日记3月7日
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

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
恩。

谁能想到次生灾害会落到汉语上？

天又晴了，而且有点热。大自然有点洋
洋自得，太阳一出，就忘记了昨天的阴冷，
一派完全与早春无关的样子。昨天头疼，吃
了安眠药，比往日提前一小时睡觉，依然睡
到中午，起来时，已经好了很多。收到快递
通知，不知道哪位朋友给寄了一个测试健
康的手表。寄件地址看不出好心人为谁，想
了半天没想出。朋友，请给我留个言好不？
不公开表扬，但私底下也好表达谢意呀。折
腾了一下，已经用上，感觉不错。

早上，医生朋友发给我信息，他的留言
充满惊喜。说武汉3月6日新增确诊已经跌
至百人以下。“新增确诊病例在一百以上亚
低位运行四天后，进入低位运行期。武汉疫
情已发生质的向好突破。医疗资源充足，疑

似病例都可以随时住院诊治了。部分医院
平诊已经恢复，月底基本清零胜算极大，已
经看见曙光，坚持！”这是原话。昨天大家还
在为新增确诊人数迟迟不下降的僵持局面
而担忧，今天立即就跌了下来。正像昨天的
天气阴沉，而今天却蓦然给了一个大好晴
天一样。

如此明朗的日子。疫情向好，所有人都
功不可没。网上呼吁逐步解封的人也多了
起来。武汉已有多家医院开始恢复正常门
诊。是的，因其他病而得不到治疗去世的
人，也不少了。这是疫情带来的附属灾难。
仅我们院内，便有两位老人病故。如果有正
常的医疗呢？或许他们不至于现在就死。此
外，还有更多经济压顶的人，没有了生活来
源，无法养家糊口，这也是天大的问题。今
天还听说一个消息，家居南京的诗人韩东，
被困在湖北某地，住在酒店里，已经度过了
四十多天。很难想象，这些日子，他是怎么
过来的，倒是希望以后读到韩东的被困记
录。

昨晚跟几个中学同学聊天。他们再次
跟我谈到武汉宁波商会秘书长沈华强先生
的事。我有两个同学与他往来密切，H同学
曾经是沈华强的领导，而X同学曾与他大
学同学。说是中学同学，其实我与H和X两
人都是从小学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因我
曾经写过宁波商人沈祝三在武汉的事迹，
去年宁波政府秘书长来武汉，沈华强说他
是我的粉丝，找到H同学搭桥，与我见了一
面。沈华强自己是《宁波人在武汉》一书的
副主编，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都是由他在做。
万没料到，今年沈华强也被感染上新冠肺
炎，而且他一家五口均被感染。发病那天是
初二，及至到 2月 7日，他与他的母亲同日
去世。家中其他三人，分别隔离住院。真是
人间惨剧。沈华强和他的母亲都没有确诊
新冠肺炎，在官方统计的死者数字上，他们
恐怕还算不进。一直说要为沈祝三的事见
一见的，却再也没有了机会。这位与我联系
数次但从未谋面的朋友，我要记录一下。

跟同学谈到死者的骨灰事宜，丧事如
何操办一事。之后，我即与专业心理医生沟
通。我说，武汉人恐怕还要过一道坎。那就
是疫情过后，将有几千人家同时办丧事，那
些日子，该怎么过？那将又是一次巨大的集
体性的创痛。医生说，因为是传染病，殡仪
馆直接拖走火化，骨灰要保存到疫情结束。
那时电话通知家属，才可以领回骨灰安葬，
并举办相关仪式。但是，怎么将几千人的骨
灰发放，估计到时政府会有安排。因为这次
涉及人祸，哀伤要能过去，首先要有个说
法，没说法，这个坎难过。丧亲家庭这么多，
每个家庭要看自己家庭的支持系统、自己
的家庭功能怎样。弱势家庭是需要政府和
社会实质性的帮助，心理医生不可能超越
现实去做什么。

另一位对心理创伤有所了解的朋友
说，目前社会公众仍处于应激状态中，真正
严重的心理问题，会在应激状态之后出现。
疫情结束之后，很多人会产生一段时间的
创伤后应激障碍，即PTSD。但是，这些丧亲
家庭是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亲人
的，又没有在亲人生病时床前尽孝，更没有
跟遗体告别，这种创伤怎么修复都有疤痕，
估计这个群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
会有些高。一类人有创伤性再体验症状，即
重演事发时的负面感受，如做噩梦。另一类
人会麻木回避，还有一类人会过度敏感！

我很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却害怕武汉
几千人家同时办丧事这一天的来到。不知
有没有更多的心理专家，可以提出有价值
亦可实施的方式，帮助所有亡者家属和所
有武汉人，略微轻松一点跨过这一道坎。

今天频繁地出现在人们聊天中的一个
词，叫“感恩”。武汉的领导要求人民向党和
国家感恩。真是奇怪的思路。政府是人民的
政府，它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公务
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相反。不明白领导
们天天学习，怎么学反了向？武大教授冯天
瑜先生说：“在谢恩问题上，切勿颠倒人民
与当权者的关系。把当权者视作恩主，要求
人民跪伏谢恩的论者，请听听马克思 1875
年的言说：马克思痛恶拉萨尔的国家至上
论，指出‘需要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

育’（《哥达纲领批判》）。”
武汉乃至湖北，哪一届领
导人都会尊重冯先生，他
所讲的这番话，新来的领
导，如有文化，应该会听
进去吧？

是的，疫情到今天，
基本得到控制，这真的是
需要感恩的。但是，站出
来的感恩者应该是政府。
政府首先要向武汉几千
个死者家属感恩，他们在
亲人枉遭横祸，连送终和
办丧事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强忍悲痛，克
制自己，几乎无人吵闹；政府要向躺在医院
里苦苦与死神抗争的五千多重症病人感
恩，是他们的顽强坚持，让死亡名单数字增
长很慢；政府要向本地所有的医护人员和
外援的四万多白衣天使感恩，是他们冒着
危险，从死神手上夺回一个个生命；政府要
向在封城期间，奔波在各条路上的建设者、
劳动者和志愿者们感恩，因为有了他们，这
座城市才能正常运转；政府最要感恩的是
九百万困守在家、足不出户的武汉人民，没
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配合，疫情控制
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事至如今，对于
上述的奉献者，对于武汉人民，用怎么样美
好的词汇去形容都不过分。政府，请你们收
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
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

接下来，政府还要尽快向人民谢罪。现
在，是最应该反思和追责的时候。一个理智
的有良知的并能顺应民意安抚民心的政
府，在疫情向好的此时，急需做的一件事，
即迅速成立追责小组，立即详细复盘疫情
始末，查明是谁误了时间，是谁决定不将疫
情真相告知民众，是谁为了面子上的光鲜，
欺上瞒下，是谁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
确之后，是多少个人，多少双手，导致了这
场灾难。谁的责任由谁来担，尽快给人民一
个交代。同时，政府还应敦促相关部门的官
员，比方，主政的官员，宣传部门的主要官
员，媒体的一把手，卫生部门的主要官员，
医护人员死亡巨多的医院官员等，立即进
行自查自究，误导民众的，导致伤亡的，先
自行引咎辞职吧。是否有刑责，由法律过
问。不过，以我的印象，中国大多官员少有
反思自己的事，更不谈引咎辞职。如此这
般，民众至少是可以写一份敦促书，敦促那
些视政治如命根，视民生若草芥的官员引
咎辞职吧？这些手上带着血的人，怎么还可
以在湖北或武汉人民面前指手画脚呢？做
个假设：如果真有十到二十个官员自行引
咎辞职，说明这一代官员们，多少还有点良
心。

今天的傍晚，一个著名作家给我发了
一个短信，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
能想到次生灾害会落到汉语上？”感恩这个
美好的词语，它的未来会满身污秽吗？而今
天，它会成为敏感词吗？

方方武汉日记3月8日:
武汉当局的隐瞒、钟南山的强烈质问、
袁国勇院士对财新记者的爆料，线索
来了, 该查的就顺着查吧！

我和我们，都想知道，这么大的事，为
什么要隐瞒。线索来了，该查的，就顺着查
吧？

又下起了雨，雨还不小。冷飕飕的，白
天也如黄昏。远在成都的刘先生请他在武
汉的朋友给我送来了几条鱼，推辞半天，没
推掉。他们还杀好了，甚至连葱姜萝卜也都
备好，说是让我煮鱼汤喝，这样做起来很容
易。通过我日记看到我有糖尿病，他们又买
了点干果，留下一封信，放在我们大院门
口。实在是让我惭愧，又很感动。谢谢朋友
们的关心。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大家都在网
上向女人献花。小时候，每逢这天我们一群
女孩肯定会高唱：“三八妇女节，男伢好造
业，女伢玩游戏，男伢在屋里做作业。”这段
歌谣，得用武汉话唱，那种腔调和韵律，才
会有千回百转的味道。想起来，是多么遥远
的事。在武汉。人们管小孩，叫“伢”。男孩子

为“男伢”，女孩子为“女伢”。成人
后，“伢”变成了“将”。男人为“男
将”，女人为“女将”。不管身份贵贱、
职位高低，都是“男将”和“女将”。却
没有兵。这种称谓很有意思，不知道
其他地方有没有。武汉的女将貌似
厉害，其实家里大事，还是多由男将
作主。有趣的是，家里但有麻烦，一
般会是女将出头。并非男将不行，而

是女将天生有保护家里男将的气概。说起
来，恐怕是家里的男将在社会上有工作，或
许有体面的职业，不方便抛头露面，但女将
就无所谓了。大多妇女在社会上地位低于
男将，所以遇到事情，由女将出来抵挡，要
管用得多。武汉女将说话节奏快，音频高，
在言语的冲突中，基本不会吃亏。如果对方
也是女将，两个人对起阵来，那才是真有看
头。记得“文革”中，我女儿的爷爷是华中师
大的教授，红卫兵冲到家里要揪斗他。这时
奶奶要爷爷在家待着，自己挺身而出，跟红
卫兵对着争吵。红卫兵拿奶奶这个女将一
点办法都没有，只好退去。这段故事，我以
前还写到文章里过。所以，在疫情期间，为
了生活，像团购呀各种扯皮的事呀与社区
交涉呀之类，都会被女将认为是自己的份
内事。既如此，出头多的便自然而然是女
将。武汉女将中气足，声音大，这次甩了几
个视频出去，真是震住好多人。这里，祝武
汉所有的女将，三八节愉快！今天是封城第
46天。疫情走到今天，让人高兴的信息越来
越多。有些区域将尝试陆续解封，开工的信
息，似乎也隐约有传。一位朋友甚至说，机
场已经在作恢复通航的准备。这信息，简直
是惊喜加上惊吓。果有此事，说明开城在
望。武汉人，这是要熬出头了吗？从医生朋
友处传来的信息，也是好的。新增确诊病例
进入低位运行期两天，而且下降明显；新增
疑似病例早已处于低位运行状态。方舱医
院依次休舱，最大的方舱医院武汉客厅今
天也宣布休舱。新增疑似病例已可直接住
院诊治。部分医院日常门诊也已经恢复。控
制病毒蔓延，目前正在清扫战场，清零的时
间指日可待。现在，重症病人尚有近五千，
住院病人还有一万七千多。在全国顶级医
疗团队的协同合作中，医生们也在不断总
结经验，优化规范救治方案，让所有病人都
能得到最好的救治。医生朋友的乐观，令我
觉得这两万多病人出院，也是很快的事情。
其实，抗疫收尾以及市民生活越来越有序，
我们是能明显感觉到的。大多社区服务都
很细致，而且态度也都挺好。我同事总在秀
他们小区的工作人员帮助居民做事的图
片，说他们真的很好，经常帮居民去超市买
东西。能被居民盛赞，应该是做得相当不错
了。要知道，武汉女将挑剔起来，也是相当
生猛的。凭心而论，下沉到小社区的工作人
员相当辛苦，几乎就是个勤杂工，什么活都
得干。尤其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要帮老人
购物搬东西，教他们用手机，没有手机的，
还得用自己的手机帮忙。百姓混杂，什么样
的人都有。扯皮拉筋的人有的是，横着脖子
跟你犟起来，也是要人命。所以其实要做好
服务，实在是很难的事。这么大量的武汉人
能撑到今天，而且仍然能继续撑下去，相当
程度上，也是靠了无数下沉干部和社区人
员的辛劳。作协的同事们也开始零星上班。
长江文艺杂志还要按期出刊，这也是不可
能宅在家里就能完成的工作。本来，我在春
节之后，要给他们一部中篇小说，结果最终
还是食言。记者采访我时，经常会提一个大
致相同的问题，即开城后，你最想做的事是
什么。我说，我要好好休息，然后把这部小
说完成。欠的债不还，以后吃饭都找不到人
了。这边是业已缓解的疫情。但不幸却并没
有完。在泉州欣佳酒店隔离的人们，遭遇到
坍塌事件。同学刚刚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说是今晚六点多消息，在坍塌事故被困的
71人中，截至4点，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已
救出48人，其中10人死亡，38人送医治疗。
应该还有 23人被困，揪心！这些隔离人员
中，不少是湖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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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M Health Center
Uptown-Kenwood
2743 Lyndale Ave S

Suite 2
MPLS, MN 5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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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余留芬已
經 有 了 多 得 數 不 清 的 榮
譽，但是，做好人、釀好
酒和辦好企業，則是她始
終如一的追求和努力。

踏 訪 岩 博 ， “ 做 好
人、釀好酒和辦好企業”字樣，已被製作
成紅底巨幅噴繪，佈置在酒廠一側顯著位
置，一眼可見。或許，余留芬正是要用這
樣的方式，時刻提醒自己及與大家共勉。

香港文匯報記者與余留芬有過數次面
對面交流，感覺不論場景如何變換，余留
芬做人、做事、做產品的“底色”沒變。
她借拆字明志，說“食品”的“食”，上
面是“人”，下面是“良”，表示的是要

做好人、做好酒的意思。她說，“人民小
酒”永遠要做好酒、做良心酒。

余留芬借拆字表情達意，事出有因。
這還得追溯到中共十九大期間，“人民小
酒”經余留芬向習近平總書記當面推介而
迅速走紅，很快就有人給余留芬“支
招”，說可以用一種什麼技術，讓剛剛出
鍋的酒變得像十年陳釀的味道。但余留芬
表示：“我才不信這些騙人的鬼話。”

不過，這件事倒是提醒了余留芬，盛
名之下，其實更應該杜絕投機取巧，杜絕
內心閃過的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僥倖心理。
她說：“不管外部如何熱，我們的內心是
淡定的。那就是踏踏實實做好酒、做良心
酒。”

“人民小酒”是岩博酒業最為人熟知的
產品。談及村民做電商微商致富，

同時還擔任岩博酒業董事長的余留芬提起
在“人民小酒”廠裡有一位名叫王優的小
姑娘，她每月除了在廠裡上班，業餘時間
還做起了微商，在網上售賣家鄉的土特
產，額外收入幾千元。

電信公司積極增基站拉光纖
王優兼職做微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在她的印象中，村裡網絡一直不好，根本
的轉變是從去年六、七月份開始。彼時，
余留芬在兩會“委員通道”上反映的問
題，得到電信公司的積極回應，增設基站
和光纖入戶之後，村民期盼已久的4G網
絡全覆蓋終於實現了。
對此，王優直觀的感受是網絡不卡

了。擁有了流暢的網絡，她第一時間便想
到在業餘時間做微商直播賣當地農產。她
的微信暱稱是“王花花”，兼職做微商時
便去掉了姓，直接叫“花花”。她直播售
賣的商品，主要是當地綠殼雞蛋、烏洋芋
和她供職公司所產的“人民小酒”。也是
從去年六、七月份起，王優直播帶貨獲取
的收入從每月兩三千元，一路飆升至五六
千元。4G網絡的全覆蓋給村民們帶來致
富的希望，有不少村民像王優一樣做起微
商電商，據余留芬觀察，截至目前已有將
近20家。

網售將成企業經濟新增長點
新冠疫情來勢洶洶，給岩博酒業帶來

不小的衝擊。去年全年，“人民小酒”銷
售收入3.9億元，創下歷史新高。今年卻
急轉直下，1月至5月僅有2,000餘萬元，
與去年同期相比，至少減收1個億，形勢
不容樂觀。不過，余留芬敏銳地注意到，
在這看起來不多的2,000餘萬元當中，有
相當部分來自傳統渠道之外的線上收入。
在她看來，這是一個拉動銷售飆升的有效

嘗試，是當前和未來值得深耕的一個新的
經濟增長點。
應對疫情，余留芬的着眼點始終是

人。在按規範做足防控“功課”的同時，
她也十分關心員工身體健康。她安排每天
員工的早餐裡不能少於兩個雞蛋，每頓必
須有肉。同時，余留芬也借這一段難得的
“閒暇”時光，把過去一直沒有時間想的
問題系統地梳理了一遍。

擬聯袂市長直播促銷農產品
借助日益完善的網絡發力，是余留芬

全力衝刺下半年公司業績的重要舉措之
一。她說，原來只是在辦公室簡陋地搞一
些所謂的“直播”，現在她已在廠裡闢出
專門的場地，且配置了專業的設備，只等
把全國兩會開完，回來就啟動“人民小
酒”的直播。她並透露，想請岩博村所屬
六盤水市市長李剛一起擔綱直播主持。
“想在兩會上和他商量此事，希望能一起
在網上賣‘人民小酒’，還有獼猴桃等
等。”

■香港文匯報去年對
余留芬在“委員通
道”上答問的報道。

2019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六盤水市盤縣淤泥鄉岩博

村黨支部書記余留芬在“委員通道”上反映，大城市都是5G時代了，但

是農村還有很多邊遠山區連2G都不能覆蓋，岩博村年輕人不得不在有4G

網絡的廠區蹭網，成為當年兩會的熱議話題。一年過去了，即將赴北京的

余留芬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岩博村現在已是4G網絡全覆蓋，而且受此

影響，村民陸續做起電商微商，截至目前已有近20家，其中有人月收入

飆升了三千元（人民幣，下同）。她還表示，岩博村集體企業岩博酒業旗

下產品“人民小酒”的專業直播最遲將在今年6月初開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貴州六盤水報道

追求“三好”做良心酒
�/(
�/

■岩博酒業工人在生產車間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

■■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余留芬余留芬（（右右））尤其關心尤其關心
公司員工身心健康公司員工身心健康。。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王優（右）售賣的綠殼雞蛋已經打
包好準備運送。 受訪者供圖

要在財政救助上，對
邊遠山區繼續給予資
金傾斜支持

背景分析：由於邊遠山區遠離
大城市，一直是脫貧的重點和
難點攻堅地區，無論是農民個
人還是農村脫貧產業在脫貧後
的發展成長上，抵禦風險能力
仍然極其有限，存在逆行可
能，這是很不利於銜接實施鄉
村振興戰略的。

建 議：中央財政加大建檔
立卡貧困人口數、低保等社會
救助對象人數在中央困難群眾
救助資金測算分配因素中的權
重，同時兼顧邊遠山區後脫貧
時期發展的多向可能性，對脫
貧攻堅任務重的邊遠山區給予
資金傾斜支持。

金融部門應進一步研
究和放寬支農信貸政
策

背景分析：農民在創業發展上
精氣神十足，但是由於缺乏投
入資金來源、持續資金投入能
力不足等情況，常常使得廣大
農民在創業經商過程中束手束
腳。

建 議：國家金融部門進一
步研究支農信貸政策，探索綜
合農民“創業點子+特有資產+
出行消費記錄+社會綜合發展
運行指數”的融資授信體系，
配套支農惠農補貼政策，適當
提高信貸額度，放寬貸款期
限。

優先支持一部分農村
尤其是邊遠山區，開
展防貧體系和鄉村振
興融合建設試點。

背景分析：相比其他地區，邊
遠山區這種經濟欠發達地區問
題更突出、返貧工作更嚴峻，
鄉村振興更具有樣板建設代表
性。

建 議：一方面財政設立專
項資金支持試點示範，圍繞防
貧對象界定、防貧監測、防貧
對象幫扶、貧困線邊緣人口扶
持等方面開展先行先試，制定
具體措施辦法，從監測、管
理、服務、發展等方面進行探
索，為建立健全防貧體系探索
路徑積累經驗。另一方面，進
一步加大和完善邊遠山區基礎
設施建設。來源：《貴州日報》

余留芬今年提案摘要
今年全國兩會，余留芬

帶到北京的提案，聚焦在
“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銜接
鄉村振興戰略”上面。她認
為，2020 年消除絕對貧困
後，邊遠山區由於受眾多先
天條件局限，其廣大農民群
眾脫貧鞏固將成為銜接實施
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大新課
題，預防返貧和新的貧困群
體產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
果，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的根本保障。



一指心脉梵天乐，两厢情愿海潮音
原创：张美琪












美 琪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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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岁时，一次宴会邂逅了美国陆
战队退伍大兵，中美不同肤色的两个人碰
撞出了爱情的火花，一年后两人在北京结
婚。二十八岁混血儿“阿妮娅”在北京出
生，小名布布。

二十九岁，她孤注一掷放弃了北京拥
有的一切，变卖了房产和初具规模的办公
家具公司，为了爱情远渡重洋。她说，她要
做田园村妇，与世隔绝，相夫教子。去了一
个美国人称之为一个鸟都不愿拉屎的地方
—"FARGO"，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可惜天不随人愿，相爱容易相处难。
与爱同行的婚姻没能为她的生活遮风挡
雨。撕掉爱情的一层薄纱，她的婚姻生活
的小舟开始经历波涛汹涌，暗流涌动，老公
染上大麻，这还算轻的，剧透太多，自己看
吧。

她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辗转打工，赚
钱养家糊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遭遇，
让她明白，这世上唯一能够依赖的那个人，
依然是镜子里的那个自己，那个历经挫折
却依旧坚强的自己。她倔强地擦干眼泪将
伤口隐藏，置之死地而后生。

仁慈的上帝让她再次与爱情相逢，这
是一位知识渊博，幽默风趣的儒雅好男人，
自此她走进了分与合的生活，用爱与包容
融化了分与合的内心世界，他们开启两情
相悦的美好时光。更令人欣慰的是，她的
大女儿“四月”这时候也已经长大了，她从
大洋彼岸飞来找妈妈了。

可是好景不常，世事难料，温馨平静的
生活，又被命运这个大手给掀起了滔天巨
浪向她砸来。五年前，她的混血小女儿布
布不幸患上癌症，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布布
一直与死神抗争，有时病魔占上风，造成了
布布脑死亡进入临终期，有时他们占上风
创造一次又一次奇迹。

她写在四十年的人生岁月中，经历过
各种形式的悲伤，也知道被突如其来的震
惊后的悲伤是什么感觉，但直到去年才知
道有个医学名词叫做“潜在的悲伤”。她说
她接女儿回家时坐在救护车里看着窗外的
雪，甚至有一种欣慰，因为每次当她独自从
医院赶回家的时候都以为女儿永远不会回
来了，虽然这意味着她和她的家人将亲眼
看着心爱的小女儿死去。但至少，现在她
可以回家了。

她和老公策划好了女儿的葬礼如何举
行，都请谁来参加，包括骨灰的如何处理和
安置，都已经准备好了，其中包括她定了一
套红色晚礼服，她将盛装出席女儿葬礼的
一件特别的衣服。她说，她要穿红色，红色
在她的记忆里代表着巨大的悲伤。

准备好了一切，全家就开始把每一天
当作最后一天过了，尽可能地把全部的爱
与关怀全部用在同一天，女儿那时候失去
了大部分知觉，医生说，她的大脑已经大面
积死亡，而且只能越来越坏，直到全部死
亡。医生拿女儿也没办法了，她和老公开
始用所有自己能想到的和曾经不敢尝试的
方法，从来感觉不到疲倦，女儿逐渐有了转
机，终于逐渐好起来了，输入了新型抗癌
药，抑制住了癌细胞，苏醒了过来，创造了
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现在康复中……

她的大女儿“四月”十一岁完成第一部
儿童小说，阅读量超过百万，到十五岁完成

了三部，现
在她十六岁
了，高中课
程多了，现
在她没时间
写作了。但
她喜欢自我
挑战，不仅
成绩显著，
而且是学校
马拉松长跑
队的队长。
优 秀 的 孩
子，这两年
来到美国和
她生活在一

起，她说她是女儿们最坚强的后盾，最忠实
的妈妈。

分与合这个剽悍强大的女人，并没有
被苦逼的生活打倒。时间只是陪衬，支撑
她越来越好的是内心的强大，任何时候她
都满怀希望，眼里有光，坚强的面对每一
天，时间被她填充的满满当当，多重角色轮
流上演，马不停蹄：母亲，说书人，记者，作
家，古董收藏家……

在医院她是爱女儿的好母亲，只要有
女儿的日子，分与合总是心痛又充满希望
的，女儿第一次落发她陪着一起落，全家三
个光头，尽管如此，他们每一天，还是在一
起大笑了许多。

在电台录制节目时她是弘扬中华古典
文化的说书人，她侠骨柔肠，妙趣横生，娓
娓讲述一个又一个中国古老的故事。如果
您上Youtube，可以找到她最近创办的“海
外书场”，她说，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和
命运是怎样形成的，就要了解她的过去，而
评书和戏曲是最好的方式，通过了解，你会
发现我们文化中的病灶。传统的说书人都
是一代一代变换风格，讲述一样的故事，但
用国际和今天的眼光来评论过去，这是她
最大的心愿。她说评书的冬天已经来临
了，因此她要肩负起这个责任，用三年的时
间鹦鹉学舌，假以时日，时机成熟，她会成
为评书届的接力棒。

她在文章里写，这些故事就像三山五
岳一样古老、像黄河、长江流经我们出生的
土地一样绵长。我可以在衣衫褴褛的农民
当中，和衣着华丽的国王的家里讲述，我不
需要金银财宝，只要每个听众有一双好耳
朵，你们住在哪里都无关紧要。它能燃烧
你破灭的希望、帮助你忘掉所有的悲伤。

“海外书场”是她心目中的殿堂，不断
进阶的才华，修养，品行以及不断的反思和
修正，她变的磁场异常强大，周身散发出爱
的光芒。

做为记者她简洁言辞，目光犀利，穿透
假、恶、丑的皮囊，织就真、善、美的华裳社
会大舞台上，她旌歌铁马如常胜将军，驰骋
沙场……

上至美国政届高官，总统，下至流氓地
痞杀人犯，她都采访过。

她与布什总统弟弟一起共进午餐，劝
他不要再乱花钱竞选总统，美国人不需要
三个总统出自一家。在任何人面前，她都
不卑不亢，表达着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这就
是她的性格。

她对川普说，我代表所有的中国人问
你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谁是你的发
型师？你为什么要用他？”（当时川普的发
型被大众媒体称之为金毛狮王）。

她以为川普会生气，没想到川普被她
逗的哈哈大笑，夸赞她是全世界最勇敢的
记者，还跟她竖起大拇指，在她本子上签了
字（她和她的先生是民主党，他们不认为川
普会是一个好总统）。后来川普集团的总
经理请她到华盛顿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
邀请她参加，她的老公说什么都不让她去，
老公半玩笑地笑着对她说：“ 除非你能接
近他并带上一把枪。”就这样，她没去……

尽管如此，她还是获得美国三个州长
和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先生同时给她
颁奖。

从中国北方某小山村移民到美国明
州，英语不通的这样一个奇葩女人，一路跌
跌撞撞，遍体鳞伤。她坚持着，努力着，不
向命运屈服，有一天，她终于站在了她想站
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

分与合手握正义之笔，浓缩人间万象，
她的经历让我明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面对生活中的困
难，人生路上的挫折，我们只有足够坚强，
足够勇敢，足够强大，才能战胜这一切。

有的负面情绪，都源于弱小，唯有强大
自己，方能百毒不侵，当你强大，用爱面对
生活，用感激与世界和解，全世界都会对你
和颜悦色！

后记：这篇文章只写
出这个传奇女子前半生
经历的冰山一小角，她的
故事一直在上演，她的新
书纪实回忆录即将出版

《上帝另有安排》
剥开一只洋葱

作者：挹江斟斗

前些天，我沉浸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中，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Maggie，她一瓣一
瓣地剥开自己，像一颗洋葱，放在读者的面
前，味道有些冲，但是很独特，品读她的故
事是我每天必须要抽出时间必须做的事
情，甚至迫不及待地等待她更文，追踪着她
回忆的步点，品读或多或少带有玄幻色彩
的传奇经历。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女子有
过如此的坦白和大胆，将自己的故事细节
进行毫无遮拦的披露，也没有过任何一个
女子将自己剥得体无完肤血淋林地站在读
者面前，等待他们挑剔审慎的目光，而毫不
在乎。是的，她毫不在乎你要说什么，她只
想告诉你她的经历，或者对你有用，或者对
你无用，或者你会点赞，或者你会蔑视，又
或者你会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上，对她指
指戳戳，她并不在乎，但是她很在意和她用
心交流的读者，和她产生共鸣的读者，在解
读自己故事的同时，剖析自己，获得更多的
前行的力量和勇气。我想先赞一句：Mag⁃
gie，好样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深深地保留自己的
隐私，讳莫如深，因为我们有着这样那样的
顾忌，有着肮脏的私心，或者想在自己的社
交网络中保持着假惺惺的彬彬有礼，在西
装革履的伪装下保持一个绅士或者淑女的
形象，隐藏人性最柔软的部分、最隐秘的思
想，通过一副所谓理性的端庄的嘴脸获得
社会的尊敬，俗话说的好，要端着点。所以
才显得这部故事细致的剖析和披露难能可
贵。

而故事的前半部分的高潮在Maggie和
汉斯与保罗的故事中戛然而止。我本文的
理解探讨也主要基于这一个段故事。Mag⁃
gie把这段故事定义为自虐，我完全同意这
个定性，同时我给它起个名字叫“逃离死
神”。

任何一个人的性格习性的形成都可以
追溯到童年时期，一个人的个性是和风细
雨还是狂风暴雨完全取决于童年和少年时
期的养成，原生家庭至少贡献了百分之九
十的成分。自虐的来源更多的是由于儿童
时期获得关注和爱的过程多混杂着家庭成
员（主要指父母亲）的打骂等虐待行为。多
种因素的混杂，成年后自然而然会将爱的
获得与施虐和受虐联系起来，有的人会成
为施虐者，有的人则成为受虐者。施虐和
受虐行为可能在一帆风顺时并不会暴发，
但是一旦进入险境或者遭受心理危机，成
年后的患者会通过施虐或受虐进行逃避和
寻求被爱的感觉。声明一点，我并非心理
分析师，只是依照常识和所了解到的部分
人的习性而进行推论，未必严谨，仅仅是一
家之言。

我举一个自己的童年经历。应该讲，
我一帆风顺，成长的过程里基本上没有遇
到什么问题，父母宠爱。记得小时候父母
领着我去看电影，他们俩一边一个牵着我
的小手，走在大街上，我当时特别的得意，
看见别的小朋友就想炫耀，其实大部分孩
子都得到了同样的父母的爱，但当时我就
觉得我是世界的中心是最快乐的人。但是
有一次，父母吵架超级凶，我当时五、六岁，
不记得什么原因了，现在问起他们，他们早
就不记得了，我当时看见他们吵架的场景，
忽然间特别伤心，我无所适从，就去砸了我
最心爱的一个玩具。小的时候不会去思考
为什么，长大之后，有一天想起来这件事，
我自己都觉得很有趣，一个孩子去砸掉自
己最最喜爱的玩具，是出于什么动机？现
在想来是和自虐相关的。小孩子面对这样
束手无策的场面，开始责怪自己，为什么我

无能为力？是否
是我引起的这些
问题，父母是否不
再爱我了？毁灭
一件有价值的东
西，会让他找到自

责的发泄口。而这种发泄，如果扩大化，严
重化，就会真的形成自虐行为。还好，父母
亲之后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冲突，再大一点
懂得了拌嘴吵架绝对是所有家庭的家常便
饭，我也就处之泰然了。

而被毁灭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自
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和父母拌嘴之
后自杀而亡的青少年，甚至有一个八岁的
女孩，因为和母亲争执不想剪去自己心爱
的头发而跳楼身亡。这就是，以毁灭最有
价值的东西，摧毁想掌控他的父母和命
运。自虐自杀，可能是一种抗争，一种放弃
生命以退为进的抗争，命都给你了，去你
的，看你还能对我如何？！！！

Maggie的抗争是从生而开始的，因为
她有一个疯狂的母亲，而我也看到在这个
抗争的过程中成长的她如何地神经强大，
茁壮出一棵大树，她也绝不会轻易地交出
自己。所以我命名这段故事为“逃离死
神”。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随着自己深
爱（虽然夹杂着仇视蔑视误解）的杰森被死
神拴在了刑柱上，随时取走他的生命，Mag⁃
gie是恐惧的，随着未来前程的渺茫，毫无
生机的周边网络，她陷入深深的恐惧，对死
亡的恐惧，对失控的恐惧。而“性”，天然地
从本质上而言，它就是逃离死神的方式。
毋庸多言，性本身是繁衍的手段，是生命延
续的方式，就是人类对抗死神和对抗死亡
恐惧的主要方式，看到一茬一茬的人死去，
如果没有新生代，想象一下你的周边，该是
多么恐惧的一件事，也会是世界上最可怕
的恐怖片。正是新生命的诞生冲淡了所有
死亡的悲伤，而中国人还发明了“喜丧”的
说法来安慰自己，一旦老人家达到了 80
岁，乡村的人们就热闹地庆贺老人的离世，
甚至以取得花圈上的一朵花作为对小辈人
们的祝福。这些都是自我麻痹的方式。所
以读着Maggie的故事，我感觉这既是她所
定义的自虐，也是一种对死亡的逃离厌弃
和遗忘，对于周边恶劣环境和前程未卜的
遗忘，放纵在性里，是她的疗愈方式，性在
潜意识里是和生命相关联的，是和希望相
关联的，是暂时的慰籍，因为她实际上已经
病了。

国人对于心理疾病的逐渐认识最近几
年的事，甚至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死于抑郁
症而并未经过治疗。而Maggie得益于她自
幼建立的强大的系统，开始了自我疗愈的
过程，当然是饮鸩止渴，她自己很清楚，经
过短暂的这个过程后，她果断地结束了这
个“疗程“。我很想说，我理解她，并非给她
找出什么合理性的借口，而是设身处地想
想她的处境，四面楚歌，立于垓下，就差刎
颈自裁了，虽然并非什么上策，但是她当时
并未意识到自己罹患心理疾患（实际她和
可怜的杰森都早就需要心理治疗了，不过
Maggie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强大神经，从而
得以爬出病态反应）。

最后结尾，我还想说一点，当我们不了
解别人经历了什么时，千万别从道德层面
轻易评判一个人，你自以为的高尚清高，不
过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火山爆发岩浆奔
流、台风肆虐山洪裹挟，当你面临同样的问
题时，未必见得会有什么选择，又或者情况
会更糟糕。这部传奇经历的前半部，我们
已经领略了，我希望它的后半部也很快面
世，这样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品读一个女

子的抗争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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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