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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最低价

活龙虾‘活大蟹、新鲜的蜗牛
马尼拉蛤蜊，zazor蛤蜊

各种新鲜蔬菜 豆腐、水饺
各种泡面、
老干妈调料

供应各种火锅用
牛羊肉、佐料

各种新鲜猪肉、牛
肉、鸡肉特价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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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里买地道的中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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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1546 Como Ave St. Paul，MN 55108
电 话：651-646-6181
营业时间：Mon~Sat 10:00-7:00pm Sun:10:00-6:00pm

地 址：8450 Excelsior Blvd Hopkins，MN 55343
电 话：952-988-6926
营业时间：Mon~Sat 10:00-7:00pm Sun:10: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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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上海店来

Welcome to Shanghai Market, Chinese Store

好消息：新年挂历到货！！
各种年货备齐，物美价廉，欢迎选购！！！
* 上海店备有各种火锅食品、用品、小吃及调料。物美价廉！欢

迎选购！

* 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上海超市增加了许多早 茶 食品：烧饼

油条、港式萝卜糕、芋艿糕、烧卖、虾仁饺子、蛋塔、排骨、花式多

样的葱油饼等等，欢迎选购。

* 手工做的饺子、锅贴、小笼包、糯米鸡和大馒头等已经到货！

* 新进的中国瓜子，日本、韩国各种糕点、零食小吃，各类优良五

香豆干、豆皮，敬请各位顾客前来购买。

* 由于疫情暂停代办回国签证，请顾客原谅。

* 是许氏人参特约经销点，保证优惠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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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952-820-5334

保险经纪人

刘婉莲
Jane′s

Cell：612-227-7935
janemahowald@gmail.com

Fax:612-206-9313

以诚待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蓝本，有问必答，
决无拖延！趁物价低顺，投资或置业之良机，

并有物业管理之服务！

艾蒂娜地产

二人合作 天衣无缝“事半功倍”

服务项目
●各人和家庭健康保险 Individual & Family Health Insurance
●联邦老人医疗保险 Medicare Advantage & Medigap
●生前福利万全人寿保险 Living Life By Design

刘婉仪在明州最大的地产公司
Edina Realty 得到多年领袖级奖，
居住明州40多年，环境熟识，精通
国 、粤 、台 山 话 ，流 利 英 语 ！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问价

汽车房屋及医疗保险
Authorized Health Insurance Broker on Exchange for MN房地产经纪人

刘婉仪
Winnie′s

Cell：612-741-9556
winniecrosbie@edinareal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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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走低，莫失Refi良机！欢迎来电咨询，总会有一份惊喜！！
Address：1864 Berkshire Ln N，Plymouth，MN 55441 Office：952-400-6888

● 屡获连年放款业绩和

质量嘉奖

● 高效、准时、诚信

● 零费用低费用贷款和

最有竞争力的利率方案使

我们成为华人首选的贷款

公司

柳福生／Fisher Liu NMLS#1468867
952-400-6886(O)
612-695-8909(C)

Fisher.Liu@uswestfinancial.com

刘芳／Flora Liu NMLS#1440542
952-400-6883(O)
612-361-9318(C)

fliu@uswestfinancial.com

颜林／Lin Yan NMLS#327834
952-400-6881(O)
651-428-0889(C)

lyan@uswestfinancial.com

● 最强专业团队

● 最大市场份额

● 最长可溯历史

● 最爱客户信赖

● 最佳贷款方案



新客户首次邮寄给予新客户首次邮寄给予2020%%折扣折扣

代收代代收代
发代买发代买

整柜散整柜散
货海运货海运

零售特零售特
色土产色土产

空运海运空运海运
专业物流专业物流
放心托付放心托付

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经销威经销威
州人参州人参

代运回代运回
国行李国行李

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星期日11：00AM—6：00PM（夏令时）

门店地址：2111 University Ave W,Saint Paul,MN55114
门店电话：612－442－2394
客服电话：917－330－9850
罗城代收点电话：6127075732
地址：498 Panorama Cir NW Rochester MN 55901
请直接扫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我们提供我们提供2424小时为您答疑解难小时为您答疑解难服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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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5日，凤凰中国舞蹈学校的舞蹈专场

公演《舞越时空》将隆重推出，这是建校不久就遭逢新
冠疫情的凤凰舞校历经考验和洗礼之后的首次公演，

从老师到舞者，都倾注了高度热情，演出令人期待。
一、演出将展示中国舞的源远流长、多彩多姿、和

欣欣向荣
中国舞的发展依托于悠久丰富醇厚的历史画卷，

根植于风情万种的多民族大家庭，兴盛于民族振兴文
艺繁荣的新时代。

从如此广博的艺术宝库中，校长兼艺术总监李滢
老师精选并创编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舞蹈，观众将不
仅收获美的享受，也将领略中国舞的神韵。

二、演出将展现凤凰舞校激昂奋进、投身艺术的
精神面貌

凤凰舞校建校后推出的第一张海报就打出了“教
舞育人，弘扬文化”的办学宗旨。虽说是生不逢时，建
校才几个月就遭遇新冠疫情，但凤凰人团结一心，砥
砺前行，不忘宗旨，在坎坷中走出了别样风采。

李滢老师20年夏季的舞蹈公开课广获赞誉，以凤
凰舞校为主力的21年明州云春晚令人耳目一新，初夏
的凤凰室外汇报演出亮丽醒目，秋季在明州博览会

（Minnesota State Fair）上自信展示中国舞的艺术魅力，
海外桃李杯等舞蹈大赛屡获佳绩。无论什么环境，凤
凰时时刻刻把育人放在核心，把握机会，创造机会，努
力传扬中国舞蹈艺术。

困难磨砺了凤凰人，友爱凝聚了凤凰人，对舞蹈
的热爱始终激发着凤凰人，凤凰舞校也在风雨中逆势
成长。这次公演，凤凰舞者将以雄厚的阵容、饱满的
热情呈现一台精彩的舞蹈盛会。

一面是这场公演大戏的最后排练，一面是
2022年春季学期即将来临。凤凰舞校正紧张有
序两面兼顾地开展工作。凤凰竭诚欢迎大家前
来观看演出，同时欢迎舞蹈爱好者加入这个教
学专精、和谐友爱、奋发有为的大家庭。

公演时间：

2022年2月5日星期六下午2:30 和
晚7:00
公演地址：
Minnesota Masonic Heritage Center
11411 Masonic Home Drive, Bloomington,

MN 55437

购票方式：请优先联系凤凰舞校成员
或在舞校网站上购票: www.PhoenixChinese-

Dance.org
票价：预售票$20/张，现场票价$25/张

入学咨询：李滢老师（612）321-6315，WeChat ID:
liyingmn20

入学注册：www.PhoenixChineseDance.org



双 城 装 修 公 司
商业住宅 内外装修 改建加建
土库间隔 厨浴翻新 土木水电
地板瓷砖 更换门窗 内外油漆
美化庭院 国语或者广东话
请电：612-644-5517

佳 美 装 修 公 司
木工泥工 地板地毯 地砖墙砖
旧房翻新 门窗阳台 餐馆装修
厨浴改造 内外油漆 庭院美化

投资房屋 经验装修 上市房屋 精美包装
本公司明州政府注册

价格公道 信誉第一 诚信可靠
技术精湛 欢迎来电 免费估价！
请电：651-208-9818 (刘先生）
▲ 诚请有装修经验和愿意做装修工作的师傅

伟记工程 专营中文电视
销售强力抽油烟机！
安装强力抽油烟机！
电话：612-991-0930

吉 利 装 修 公 司
家庭住宅，办公楼层；餐馆店铺，
旧房翻新；门窗阳台，厨浴地库；

吉利装修公司以亲切、信誉、诚信、经验，价优及精湛的技
术为本公司的服务宗旨。欢迎来电免费估价！

国语专线：952-457-1047 刘

精 通 空 调 维 修
专业维修住宅、空调、热水器；餐馆抽气机、回风

机；大小冰箱、冻箱、制冰机；
烤箱和各类厨房设备！
请电：612-308-1277

（郑先生）

精 诚 装 修 公 司
详见本报B10版

651-505-8888 (王先生）

专 业 装 修 公 司
家庭装修-内外装修-油漆

土库间隔-厨浴翻新-地板瓷砖
投资房屋-精美包装-更换门窗
价格公道-诚信可靠-免费估价

化庭院 国语或者广东话
请电：612-205-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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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坂 装 修
家庭裝修；室內所有裝修 油漆!
誠信 經驗豐富台灣師傅

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國語 廣東话
台山、闽南话专线：

952-463-0003

明州中文幼儿园招聘教师助教
招聘教师及助教。有意者请打电话或发短信联系:

Amelia Wang 612-707-9566 or
Larry Yan 651-983-9559.



明 州 新 闻 和 报 刊 摘 译
COVID檢測常見問題解答：
——《明星論壇報》

隨著COVID-19大流行繼續影響明尼蘇達的日常生
活，並且由於快速傳播的 omicron變體導致病例增加，因
此測試選擇已經擴大。以下是一些最常見問題的回答測
試問題。

PCR和抗原檢測有什麼區別？
根據明尼蘇達州衛生部（MDH）的說法，PCR檢測是

確定您是否患有COVID-19的最準確方法。這些測試通
過鼻拭子，口腔拭子或通過採集唾液樣本進行。無論您
是否有癥狀，您都可以進行PCR測試。

抗原檢測，也稱為快速檢測，可以更快地產生結果。
這些測試是用鼻拭子進行的，可能不那麼準確，特別是對
於沒有出現癥狀的人。但是，根據MDH的說法，陽性檢
測被認為是COVID的可能病例。

在明尼蘇達州的哪裡可以找到快速在家測試？
家庭快速抗原檢測可以在藥店，雜貨店，醫療保健提

供者和‘在線’找到。
如何獲得郵寄給我的免費測試？
明州通過Vault Medical Services提供免費的家庭PCR

測試。您可以請求測試您是否有癥狀。訂單通過Door⁃
Dash交付。測試將不會在周日或公休日發貨或交付。測
試在 Zoom 上通過監督進行自我管理。

國營測試網站呢？
明州的COVID-19社區測試網站是免費的，不需要保

險證明。歡迎步入式測試，但明州強烈建議您進行預
約。如果沒有預約，您將不得不排隊等候。PCR 可在
24-72 小時內獲得結果，抗原檢測可在15分鐘至3小時內
獲得結果。

地點和時間
明尼阿波利斯會議中心 週一至週五：9am-7pm。星

期六：10am-6pm。進入第二大道西北側的建築物，最靠
近西側的天橋。廣場停車坡道提供免費停車場。請務必
在測試室現場索取停車券。

MSP（国际机场）1 號航站樓，二層藍色坡道 每日：
7am-7pm。工作人員將為正在測試的人驗證停車情況。

聖保羅的羅伊·威爾金斯禮堂展覽館（Roy Wilkins
Auditorium）周日：11am-4pm。週一至週四：11am-6pm。
週六：關閉。

其它可以检测的地方: https://mn.gov/covid19/get-test⁃
ed/testing-locations/community-testing.jsp

如果我被告知要為免費測試付費，該怎麼辦？
MDH建議您不必為免費測試付費。如果您有保險，

您將被要求提供該資訊，以便您的保險可以支付測試費
用。如果您沒有保險，您仍然可以參加免費测試。如果
保險櫃網站要求您提供信用卡資訊，請不要提供這些資
訊。關閉瀏覽器。如果您已收到測試費用，請發送電子
郵件至 testathome.mdh@state.mn.us。

還有其他地方進行現場測試嗎？
社區診所也提供檢測。在此處使用您的郵遞區編碼

搜索診所清單。一些醫生辦公室還提供駕駛測試。
檢測呈陽性后多久，必須再次檢測？
根據MDH發言人的說法，沒有要求或廣泛的建議要

求每個人在停止隔離之前都要進行測試，但疾病控制和
預防中心（CDC）已經為那些可能想要的人制定了一些指
導。

我如何知道從商店或網上購買的測試是否合法？
以下是FDA授權緊急使用的COVID測試清單。品牌

包括Binax，Inteliswab和On/Go。一包兩種抗原測試的成

本可能從低端的 14美元到在線的 35美元不等。《華爾街
日報》本周報導稱，沃爾瑪和克羅格正在提高Binax測試
的價格。

我必須向MDH報告家庭測試的陽性結果嗎？
如果您正在進行自我測試，並且未連接到具有特定

測試指南的設置，則無需向地方或州公共衛生機構報告
自檢結果。

《美國女孩》推出華人玩偶
回應反亞裔情緒

上周《Star Tribune》刊登了一篇报道：
為了應對反亞裔情緒的增加，《美國女孩》（American

Girl）創造了一個華裔娃娃，作為其2022年的“年度女孩”，
試圖教育孩子們反對種族主義。

這個名叫Corinne Tan的娃娃身高 18英寸，有一個有
趣的真人背景故事：她是來自科羅拉多州阿斯彭的一名
著名的滑雪者，她正在建立勇氣，回應“仇亚裔言論”，該
公司上周在一份聲明中說。

許多亞裔美國人稱讚Corinne是《美國女孩》向孩子
們傳授反亞裔種族主義的重要一步。

公司的“年度女孩”娃娃自 2001年以來一直在推出，
旨在回應“時代的現實 - 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公司發
言人表示:“我們知道，對於Corinne娃娃來說，重要的是要
展示自新冠大流行以來美國各地反亞裔情緒的不幸上
升。”

American Girl自1986年公司成立以來,憑藉其娃娃建
立了一個“帝國”。Corinne 娃娃售價高達 100 美元。
Corinne 娃
娃上周開始
銷售，並將
「至少」出售
兩年。一些
Twitter 使用
者對這個娃
娃 表 示 興
奮，併為它
所代表的社
區鼓掌。

明大科学家成功用3D打印
造出首个柔性OLED显示屏

据媒体报道，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研究人员发
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他们制造出了首个
利用 3D打印技术的柔性OLED显示屏，这将有望大大降
低OLED显示屏的成本。

由于OLED显示屏不需背光源、对比度高、厚度薄、视
角广、反应速度快、使用温度范围广、构造及制程较简单
等特点，正广泛用于各类电子产品中。

不过，由于OLED显示屏往往需要在大型、昂贵并且
处于超清洁的设施中生产出来，导致其成本较高。为此，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研究人员计划发明一种成本更
低的制造OLED显示屏的方法。

为此，研究人员尝试了采用 3D打印生产OLED显示
屏，为此定制了一台3D打印
机，并尝试了两种不同的打
印模式，最终成功打印出了
一个边长 1.5英寸，像素为

64×64的OLED显示屏，并且每个像素都能够正常工作。
此外，研究人员还对该OLED显示屏进行了 2000次

弯曲试验，而显示屏依旧能够正常工作，这意味着它将有
望用于可穿戴设备中的柔性OLED显示屏。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将计划打印一个更大的
OLED显示器，并且该显示器的分辨率和亮度也将得到进
一步的提高。

据了解，OLED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有机发光半
导体，属于一种电流型的有机发光器件，是通过载流子的
注入和复合而致发光的现象，发光强度与注入的电流成
正比。

明尼苏达Vikings解雇了
主教练和總經理

明州橄榄球队Vikings做出了可能是威爾夫家族 16
年來擁有這支球隊的最徹底的領導層變動。週一早上，
球隊解僱了教練Mike Zimmer和總經理Rick Spielman，與
这兩名男子分道揚鑣。在球隊以 8胜 9负結束並連續第
二個賽季錯過季後賽的一天后，Vikings選擇了完全重新
建队。

球队共同所有者Zygi和Mark Wilf在一份聲明中說：
“今天早上，我們與Rick Spielman和Mike Zimmer會面，通
知他們，我們將在 2022年在總經理和主教練職位上朝著
不同的方向前進。”

“……我們祝願瑞克和邁克以及他們的家人一切順
利。我們將立即開始全面尋找新的總經理和主教練。我
們決心取得持續的成功，為Vikings球迷帶來他們期望和
應得的超級碗冠軍。”

Zimmer在前六年中有三年帶領球隊進入季後賽，在
2020賽季前獲得了第二份續約合同。 Zimmer在明尼蘇
達以 72-56-1的成績結束了他八年的教練生涯。他是
NFL任期第七長的主教練。所有六個比Zimmer工作時間
更長的教练都贏得了“超級碗”。

“Sandstone攀冰节”挑战冰上极限
说起冬季运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滑雪，其实还有一

种更酷、
更 独 特
的体验，
那 就 是
攀 冰 。
在 明 尼
苏达，攀
冰 是 非
常 流 行
的 一 种
冬 季 户
外 运

动。一月7号和8号，一年一度的Sandstone攀冰节如期举
行（双城以北Robinson Park）。那两天Sandstone的气温都
低至零下 17摄氏度。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勇敢者过来享
受攀登冰壁的乐趣。厚厚的冰层像极了凝固的水流，远
远望去，人们就像是在倾泻而下的瀑布中逆流而上。

雷思晋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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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生意出售
老板退休，出售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

利斯市大学区 Dinky Town

Minneapolis 中餐馆，位置优越，租金

低廉，家具齐全，堂食和外卖。是非常

有利可图的业务。如有兴趣，请来电

留言或发短信到：952-270-9443

州政府认证中英文翻译
为您翻译各类中译英、英译中文
件。准确、快速、具有法律效益、

收费合理。
电话：651-387-0234

612-845-3677
Email:

chinatribuneus@gmail.com

明州中文幼儿园招聘教师助教
招聘教师及助教。有意者请打电话或发短信联系:

Amelia Wang 612-707-9566 or
Larry Yan 651-983-9559.

北达科他州人气餐厅馆让：十二年老店，客源稳定。Local 评比
中连续八年获得亚洲餐馆类别第一名。环境优美，交通方便，九至
十万生意。因私人原因转让。意者请电701-388-0450 价格电议。



办理疫情特殊紧急回国签证
办理疫情回国签证、公证、认证业务

中国护照更新业务
联系电话：651-387-0234

时间保证 安全可靠 万无一失 成本收费

公告：明州《华兴书店&报社》全面办理各国公民去中国、香港、
台湾，日本、加拿大的签证、单身证明、离婚证明、健在证明、委
托书大使馆认证等业务，中国护照明州和芝加哥均有专人负
责，万无一失。普通办理时间约需15至30个工作日；加急
10-20个工作日，疫情期间时间有所延长。详情及所需表格
请到网上查询：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

请将要办理的护照及有关材料送往或寄往：《华兴书店&报社》
China Tribune

566 Snelling Ave N, St.Paul, MN 55104
咨询电话：651-387-0234

信箱：chinatribuneus@gmail.com

营业时间：疫情期间需电话预约

2021年新参，野山参（人工移植）
野山参（野生）参场直接进货！物美价廉！

新到2019年新参、长枝、短枝、珍珠参、泡参、野山参（人工移
植）野山参（野生10-30年以上）参须、参枝、参粉等。参场直
接进货。物美价廉！质量价格比纽约芝加哥任何人参经销商
物美价廉。新到四年参须 $75/Lb；大节$85/Lb；

本店花旗参季节性降价 . 买三磅以上 25%,买二磅以

上 20%，买一磅以上 15%。 截止日期 2022年 1月 31

日；四年一级参须$75 大节$85。

地址：华兴书店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咨询电话：651-387-0234

周一、周二、周三（休息）、周四（休息）周五周六

中午12:30 至晚5:00

周日休息 疫情期间需电话预约

另外还有16盎司和6盎司、2盎司精装盒销
售。5磅以上双城地区免费送货。

散参25% Off
此优惠价格到

2022年3月31日止

批 发 零 售

常青老人中心诚请送餐司机

明尼苏达州常青老人中心诚请

为老人送餐司机。待优！

有意者请电：952-465-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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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餐馆
出售

外卖堂吃餐馆出售！
位置好、富人区、收入
高、店主退休，适合家
庭经营。廉价出售！

有意者请电：
952-564-0923

请人：蛋糕店诚请喜欢做蛋糕的工作
人员，待优！有意者请电：（651) 208-5633

地址：3555 Plymouth Blvd #218

Plymouth, MN 55447

电子邮箱：Amber@liucpa.us

Nina@liucpa.us

Kelly@liucpa.us

联络电话：612-638-2676

612-432-1476

公司传真：612-465-6317

网址：http；//www.liucpa.us

陈 宽 车 行
Tel: 651-771-1590
地址：1383 Arcade St.

St. Paul,
MN 55106

Simplee Pho饭店请人

15265 Galaxie Ave
Apple Valley, MN 55124

请炒锅1 名
雜工1名

打包外賣1 名
电活651-246-4871

Hy-Vee公司诚请
厨师、经理寿司师傅
Hy-Vee公司在明尼苏达州
的Savage、Cottage Grove、
St.Peter、SPring Lake Park、
New Prague 已经威斯康星
州的Eau Claire正在招聘中
餐经理、厨师、寿司师傅！
工资高、待遇好！有意者请
电：402-216-9597.公司会提
供培训（如果没有经验）公
司福利包括：医疗保险、

401K、带薪假期、季度红利
和员工10%折扣食品杂货

等。

Phalen Park Auto

明州圣保罗东方超市

诚请厨师、商城经理：

意者请电：

651-592-0801 Lee



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国餐馆，
现欲出售生意。

意者电612-423-1078 李先生

诚请中国烤鸭厨师
圣保罗东方超市诚请

中国烤鸭厨师

意者请电：651-592-0801 Lee

1.明大校园附近公寓出售：333 8th Street
SE #112, Minneapolis MN 55414，1bed/
1bath/633 sqf, $109,900

2. Wayzata school district 学 区 房 ，
pond view, quiet cul de sac.
15102 64th Avenue N, Maple Grove MN
55311, 4beds/4bath/2garage/2877 sqf,
$429,900

3.农庄式独
立 房, 3.2
acre lot，距
downtown
Minneap ⁃
olis 30 分
钟车程，交
通/购 物 方
便。

7710 Corcoran Trail W, Corcoran
MN 55340
4beds/2baths/2garage/1919sqf/
3.2 acre lot，$329,000.

 



































商 铺 位 出 租
圣保罗东方超市内有三个600尺铺面

出租，价格便宜
可卖食品，杂货、工艺品等。

意者请电：651-592-0801 Lee

美籍华人博士征婚
男，34岁美籍华人，政府公务员，身高5
英尺8英寸，身体健康。现觅年龄相当，
身体健康，温柔善良，32岁以下在美女子

为婚友。意者请电邮：
yumeidu1961@gmail.com

机场接送，长途用车
全天包车

机场接送，大学
申请、长途用
车、外地公务
游览用车。备
有各种车辆！
联系电话：
6513870234
chinatribuneu
s@gmail.com

全新15座新型
福特车出租

Rong Kate Yang Rong Yang CPA PC
New Office Address:
Suite 129, 2233 North Hamline Ave, Roseville, MN 55113
Office: 651-784-7211 | Direct: 651-206-1799 | Fax: 651-925-0325
Email: email@rongyangcpa.com www.rongyangcpa.com

办公室出租
★ 会计办公室出租
月租 $500 含水电暖。

★ 保险办公室出租
月租 $500 含水电暖。

预约看房：
612-703-8706

全新15座新型
福特车出租，
$149/天
低于市场价
30%！

联系电话：
651-387-0234
612-845-3677

chinatribuneus@gmail.com

住宅/公寓出租

一间卧室和 2间卧室出租，

步行到轻轨站；

步行到双和超市，

以及许多不同的美食餐厅。

有意者请发短信或致电

612-703-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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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请会计师
美国大学会计学 AA 或 BA 学位；专
业和广泛的税务和会计知识；能说流
利的英语；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人
际交往能力；勤奋、诚实、忠诚、注重细
节和自我激励。 有公共会计经验者优
先；营销技巧是加分项。 优先排序、
解决问题和多任务能力；满足最后期
限和绩效目标。

请将简历电邮至：

info@dengcpa.com

ASIAN FOODS IS HIRING CLASS A CDL DRIVERS

明州亚洲食品诚请卡车司机
• $8,500 Sign On
• Earn up to $90,000/year, including
base, OT and incentives
•4 day work week
•Dedicated routes
•1-2 overnights/Week
• Excellent benefit package
•Employee discount program
•Located in St. Paul, MN

• 8,500 美元入职奖金；

• 每年赚取高达 90,000 美元，包括基

本、加班费和奖励金；

•每周工作4天；

•固定线路；

•员工折扣计划

•优厚的福利待遇；

•每周一至两天外地住宿；

•公司位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

联系电话：Collin Johnson 612.391.2944；申请请扫二维码

公 寓 出 租
宽大一室一厅出租：位于圣保罗Midway 备
有舒适双人床和桌椅，包水电暖、免费快速

网络。2月1日可以入住。

意者请电：651-387-0234

中餐馆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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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州长宣布加快提供资金，以解决遭受
重创的疗养院和残疾人服务的人员短缺问题

投稿信箱：chinatribuneus@gmail.com

于凌发廊 SalonLing
剪发，染发、盘发、烫发、锂子烫、锯油、修眉、美容.....

地址：2095 Como Ave St.Paul, MN 55108
Tel:651-917-3033; 612-723-6868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上午 10点到晚上8点
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 周一休息

中餐馆诚请炒锅、油锅、
打杂、企台。
有意者请电：

952-200-7246

中餐馆请人

招 聘 企 台
Roseville 中餐馆诚请企
台，全职半职均可，待
优！要求:懂英文，工作
认真，负责任，具良好的
服务态度！

有意者请电：
651-636-8385

可加微信号详谈：
Fm2832689

州政府认证中英文翻译
为您翻译各类中译英、英译中文件。准确、快速、具有法律效益、

收费合理。电话：651-387-0234 612-845-3677
Email: chinatribuneus@gmail.com

1751 County Rd B, W., Suite 107 Roseville, MN 55113
Phone 651-917-0809 Fax 651-917-0851

Cell 612-7027374
Email: peter@dengcpa.com

[英石。明尼苏达州保罗] — 州长蒂姆·
沃尔兹 (Tim Walz) 今天宣布了新措施，以解决
随着 COVID-19 Omicron 变体在全州蔓延而影
响明尼苏达州老年人和残疾人健康和安全的
严重人员短缺问题。今天的行动为疗养院和
团体之家的人员配备以及为残疾人提供的家
庭服务提供资金。在 COVID-19 病例迅速增
加的情况下，这些提供商正在努力应对严重的
劳动力紧急情况。

明尼苏达州公共服务部将根据州法律行
使紧急权力，加快向疗养院提供医疗补助资
金，并为在大流行中面临重大人员配备危机的
残疾人提供直接支持服务。这一步骤需要联
邦批准，将提供高达 8300 万美元的州和联邦
资金，用于支付紧急费用，帮助供应商维持其
劳动力。

疗养院的州支付率也将暂时增加 5%。这
一增长使护理机构能够立即获得约 5200 万美
元的资金，而国土安全部则致力于为 2022 年
设定永久的医疗补助费率，以反映大流行的成
本。

如果明尼苏达州的行动获得联邦批准，针
对残疾人的受影响直接支持服务将在 3 月至
5 月期间获得 5% 的费率增长，并旨在用于员
工招聘和留用激励措施。

“我们的长期护理提供者和残疾服务提
供者继续在大流行的前线战斗，并照顾有需要
的明尼苏达州人，”沃尔兹州长说。“我们今
天的行动将为全州残疾人严重人手不足的护
理设施和服务提供紧急资源。”

“ 我 们
正在努力确
保护理提供
者 得 到 支
持，并且每
个明尼苏达
人都能获得
他们需要的
服 务 和 护
理，”副州长
佩吉弗拉纳
根说。“将这些资源交到供应商手中将有助于
他们的员工和他们照顾的人度过最新一波的
大流行。”

明尼苏达州人类服务部专员乔迪·哈普斯
特德说：“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尽快向供应商
提供这些额外资源。”“我们还在寻找其他方
法，以通过大流行及其他方式加强对其他部门
的支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投资不会确保这些
关爱专业部门的长期健康。这两个部门将通
过 Omicron 激增在医院减压中发挥最直接的
作用。”

Walz-Flanagan 政府的长期护理多方面行
动计划包括培训和部署 1,000 名新的认证护理
助理到长期护理机构；将 5000 万美元的联邦
美国救援计划资金分配给长期护理机构，以雇
用和留住员工；部署 350 多名国民警卫队成
员，为长期护理机构提供人员配备支持。为因
COVID-19 而出现人员短缺的住宅服务提供者
设立的州紧急人员储备库于 12 月底结束。

•

寻短期护理协助
帮助主要护理人员照顾卧床病

人。工作包括清洗衣物，整理病床，协

助主要护理人员帮病人入浴等。日工

作时间 4 - 6小时左右，需会简单英

文，可驻家为佳, 地点在明州 Andover
市，月酬$2000。联系人Mr. Chen,

电话: 763-757-4215

敬愛的善心大德:
慈濟明尼蘇達聯絡點感恩善心大德、

志工及會員長期以來的護持與付出，讓我
們共同在疫情中為苦難眾生盡棉薄之力。
在新春伊始之際，特舉辦新春祈福會，共同
感恩過去一年來的平安吉祥；竭誠邀請諸
位賢達不分國度、跨越宗教，來參加線上新
春祈福感恩會。在點燃心燈的同時，虔誠
為家人、親友祈福，並共同祈願世界平安，

疫情早日消弭!
敬邀闔家參加線上 (雲端) 新春祝福會:
日期: 二月六日 (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00 到 4:00
參與方式: 雲端，請點以下連結:
https://zoom.us/j/94788221673
ID：947 8822 1673

--慈濟明尼蘇達聯絡點敬邀

明尼苏达州美国
500强请人

明尼苏达州美国 500强公司现在招

两名客服 ，要求会英文。$1000入
职奖金，每小时$20，另请卡车司

机，入职费10K，年薪超过10万。有

意者请电：651-558-2519；微信：

angela7510 联系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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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向世界奉献浪漫、唯美、温暖的盛会

▲随着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场地的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改造

工程2021年10月28日完工，由北京市负责的冬奥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收官。

图为当日拍摄的中国国家体育场夜景。� 新华社

张艺谋执导冬奥开闭幕式
成全球首位“双奥”总导演

【本报讯】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
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 6 日
在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得
益于中方采取的严格有力防控措施，
世卫组织评估认为，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举办期间，不会增加疫情传播
的风险。

北京《人民日报》报道，瑞安介
绍，世卫组织与北京冬奥组委及国际
奥委会密切合作，就赛事安全举办
提供技术建议。中国采取了严格的
防控措施，面向运动员等发布了《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
册》，世卫组织将对此继续进行评估。
瑞安说：“我们非常有信心，根据当
前世卫组织获取的信息，北京冬奥
组委制定的防控措施非常严格有力，
基于此，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
期间，不会增加疫情进一步传播的风
险。”

瑞安表示，注意到中国近期出现
了新冠肺炎疫情，但是中国政府采取

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世卫组织将进
一步关注。就目前情况来看，由于
北京冬奥组委采取了严格防控措施，
世卫组织评估，北京冬奥会举办过程
中的特定风险不会增加。世卫组织会
继续密切跟踪、评估北京冬奥会期间
的最新防控措施。

据悉，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计划
于 2 月 4 日开幕，2 月 20 日闭幕；
冬残奥会计划于 3 月 4 日开幕，3 月
13 日闭幕。中方把疫情防控放在首
要位置，与国际奥委会、世界卫生组
织等各利益相关方成立了疫情防控
专项工作组。2021 年 12 月 13 日，
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
奥组委发布了第二版《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严格落实“双
闭环”管理，实施“一场一策”“一
馆一策”防疫措施，确保疫情防控安
全，为冬奥赛事提供优质、贴心的服
务保障。

【本报讯】针对当前在全球范围
内广泛传播的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毒
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前接受德
媒专访时表示，北京冬奥会将如期举
办。巴赫表示，中国实施十分严格的
清零政策，能够尽可能快地遏制住局
部疫情。

中新社报道，巴赫在德国《星期
日世界报》于当地时间 8 日发表的
专访中作出上述表示。

针对记者关于“考虑到奥密克戎
毒株当前传播迅猛，冬奥会还会否举
办”的提问，巴赫回应称，“是的，
绝对会举办”。他表示，中国实施
的防疫政策是一种非常严格的清零
政策，即使只有很少的确诊病例，也
会立即对较大范围的人群实施隔离，

“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快地
遏制住每一次局部疫情”。巴赫表示，
人们已经一再地见证了中国防疫政
策的效果。

巴赫表示，运动员们正在全神贯
注地准备比赛。他表示，国际奥委会
并未听说有现役运动员呼吁“抵制冬
奥会”。“如果有一名运动员不打算
参加冬奥会，我们将尊重其个人的决
定。但我们并不担心‘运动员抵制’。”

巴赫还表示，从许多参与了冬奥
资格赛以及世锦赛的运动员的反馈
来看，他们已经适应了中国的防疫
措施和防疫“闭环”内的生活。“这
并不总是令人感到舒适的，但运动员
们也坦言，在疫情下必须采取这些措
施。”

【本报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下称“北京冬奥会”）赛时
将应用 70 多项技术成果，在赛事报道、
赛事转播、现场导览等场景中，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高清显示等新技术助力观赛
体验提升。届时，无论置身冬奥场馆与否，
观众都能获得优质的观赛体验。

场馆内：赛事服务更智能
北京冬奥会赛事服务将通过先进技

术覆盖更多群体。即将投用的手语播报
数字人专门为听障人群设计，可提供全
流程智能化的数字人手语生成服务，方
便听障人士收看赛事专题报道。

为提高冬奥播报准确性，数字人还
“掌握”了冬奥手语语料库，语料库包
括多模态肢体动作、表情、手指等语料，
方便听障人士实时了解赛事进程。

在 场 馆 内， 虚 拟 现 实（VR， 即

Virtual�Reality）技术将为运动员、观众
和赛事工作人员等带来创新导览体验，
更安全、更贴心。据了解，北京冬奥会
将应用基于三维空间重建技术的冬奥虚
拟导览系统，包括冬奥场馆 VR 云上体
验平台和抵离 VR 导览服务平台，实现
场景展示、设施说明、活动推广、线上
VR 自助导览服务等功能。

荧幕前：感官体验更充实
北京冬奥会的“云上”观赛有何特

别之处？新技术如何使荧幕前的观众有
“身临其境”之感？

7 日，记者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
纪实 8K 超高清试验频道电视节目制作
中心看到，电视上播放的 8K 纪录片中，
飘落在鸟儿身上的雪花清晰可辨，水面
泛着道道鲜亮的光。

北京广播电视台电视节目制作中心
贺文林介绍，8K 超高清技术是广播电视
技术阶段升级的最新成果。正在播放的
节目画面分辨率为 7680×4320，是 4K

的 4 倍、高清的 16 倍，可使电视画面
色彩更绚丽宽广，明暗效果更清晰丰富，
细节呈现更唯美细腻。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中 国 内 地 首
个面向广大观众提供 8K 服务的电视频
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 8K 超
高清试验频道开播。视觉效果提升的同
时，8K 频道播出的节目音频也进行了“升
级”。8K 画面结合 5.1 的多声道环绕立
体声呈现后，赛事实况将更加真实震撼，
也更具现场沉浸感。

5.1 声道让赛事转播“声入人心”。
据了解，8K 频道应用的 5.1 多声道环绕
立体声比传统立体声增加了环境信息和
低频信息，这使制作后的音频成品趋近
完美，也使听众对各个音源的感知更加
明朗生动。

移动端：视频交互更多元
北京冬奥会赛况将不止通过电视传

递到千家万户，移动设备同样能享受到
8K 超高清下冬奥比赛的精彩瞬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信息网络管理中心
欧晓霄介绍，全新研发的 5G 高新视频
移动应用“8K APP”有望本月上线。上
线后与 8K 频道同步，可观看冬奥赛事
直播。她表示，APP 的最大亮点是视频
在播放过程中可以放大，使观众不错过
每一个细节。

在 5G 高新视频台旁，欧晓霄向记
者演示了 8K APP 的全新玩法：通过拖
拽将视频画面由 20% 放大至 200%，画
面中古典园林内的一草一木被尽收眼底。

针对设备要求的问题，她表示，市
面上中低端以上的 5G 手机都可以进行
APP 的访问浏览，并可基本实现视频播
放流畅不卡顿。

“我们希望用户能更多参与，上线
后还会陆续引入 VR 视频、全景视频、
H5 互动小游戏等优质资源，满足人们使
用时的好奇心”，欧晓霄说。

【本报讯】据媒体 7 日消息，曾执
导过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张
艺谋再挑重担，成为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他也成
为世界第一位执导夏奥和冬奥开闭幕式
的“双奥”总导演。

中新社报道，本届冬奥会开闭幕式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表达，
以“简约、安全、精彩”为创作原则，
立足于从全世界的角度展望美好未来。
不再使用“人海战术”，而是将文艺表
演与仪式环节融为一体，通过融入科技
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理念，努力
向世界奉献浪漫、唯美、温暖的盛会。

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
代表人物，除担任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和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外，还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和 2018 年平昌冬

奥会闭幕式接旗仪式上执导了北京 8 分
钟文艺演出。

他坦言，感到身上担子沉甸甸。“因
为 2008 年夏奥会开闭幕式都有目共睹，
这次在‘简约、安全、精彩’的情况下
还要成功，而且在疫情背景下，难度很大，
但是也要完成好任务，不辜负全国人民
的期望。”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于 2 月 4 日在
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北京冬奥组
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中国国家体育
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开闭幕式工作部 2019 年成立到 2021
年 3 月，本次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
式的四场演出创意方案已经基本确定。
2021 年 3 月至今，进入演出制作阶段，
其中，去年 3 到 10 月主要进行灯光、
音乐、舞美、服装等各方面的设计工作，

世卫组织：
北京冬奥不会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奥密克戎不会影响北京冬奥如期举办

新技术完善观赛体验
 “科技冬奥”让赛场内外同样精彩

进一步对创意方案进行细化落实，而从
去年 10 月起则在鸟巢开始了紧张排练阶
段。

据悉，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
幕式主创团队中有多位成员参与过 2008

年奥运会开闭幕式创作。开闭幕式演员
将由学生群体、文化社团人员、残疾人
艺术团演员等构成。在重要的仪式环节
中，还将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参与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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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华人科学技术协会在 2021年 12
月 12日举办第五届年会。因为冠状病毒
疫情严重，年会用网上 Zoom meeting 的方
式进行。在過去一年多來，由于冠状病毒
的流行，在美国各地對亞裔仇視及暴力行
為大幅增加。美国政府也以国家安全及保
护知识产权为理由，针对华裔及中国移民
的学者，科学家及研究人员进行调查起
诉。这是与广大华人社区切身利益有关的
问题。今年年会的议题就是在这個背景下
产生的。

年会准时于下午一点开始。由科协会
长王鸿経女士主持。王会长首先强调科协
的宗旨是促进明州职业华人的相互合作与
交流，提升明州华人的职场竞争力，促进明
州科技发展，并为明州经济发展创造更多
的机会。王会长同时也公布了今年科协会
员调查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会员觉
得加入科协最重要的目的是会员之间的交
流。

接下来第一位演讲的嘉宾是王建平博
士，明尼苏达大学麦克奈特杰出校级教授，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罗伯特F.哈特曼讲席
教授，明尼苏达大学先进信息技术自旋电
子材料中心主任，美国发明家科学院(NAI)
院士，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会(IEEE)会员，
美国物理学会(APS)会员。2006年获得美
国信息存储产业联盟（INSIC）技术成就
奖。2010年因对本科教学的贡献获得明
尼苏达大学优秀教授奖。2019年获美国
半导体研究联盟（SRC)技术卓越奖。已发
表研究论文 300多篇，拥有 65项专利。许
多发明已在生产上应用。王教授是三个初
创公司的技术发明人。他应用电磁，自旋
电子学的原理来研发测试仪器并用在医学
及生物的领域。他报告中举的例子是目前
他实验室的三個方案。其中有一个是利用
电磁学来检测人脑神经讯号的传递，另一
个是开发测试冠狀病毒的仪器。

第二位演讲者是 Gisela Kusakawa，現
任職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
AAJC 的律师。她讲到美国司法部2018年
开始的“China Initiative”, 目的是对抗中国
政府窃取美国机密和技术的行为。但是过

去几年FBI对华裔美国人的科学家，學者，
及研究员的调查往往无法起诉，或者起诉
后被判无罪。虽然如此，美国政府針对华
裔学者的调查类似 racial profiling，使华人
及新的移民在考虑留居美国时觉得不寒而
栗(chilling effect)。Gisela也解说了身为美
国公民有什么权利。比方说没有律师出席
时，不需要提供任何消息。如果 FBI来敲
门，最好站到门外，把门关起来。除非他有
search warrant，否则是不能进屋子里来的。

第三位演讲者是Maya Sheikh-Salah。
她现任明城一个中型公司的律师。Maya
曾任职联邦政府Equal Employment Oppor⁃
tunity Commission，Hennepin County Prose⁃
cutor,及美国最大的100个律师事务所之一
專門处理与就業及移民法律相关的案子。
Maya 的讲题是隐藏偏见 (implicit bias) -
The Implicit Bias Facing Chinese Americans
in the Workplace。她列出了一些华人在职
场內面对的隐藏偏见，比如说努力工作，不
抱怨，服从，温顺，缺乏领导能力。亞裔美
国人只有6%是在领导的位置上，虽然占美

国人口的 13%。她也提到，如果在职场上
碰到有不公平的事，应该勇于提出来寻求
解决方案，这也许对你不会有什么改变，但
是受益的是下一个经历同样事情的人。

第四位演讲者是 Dr. Huaiyu Yang，一
位精神科医师,现任职加州San Mateo Medi⁃
cal Center。她的讲题是“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Now
and Post COVID-19”。Dr. Yang说，这两年
因为冠狀病毒的流行，憂虑症及焦虑证明
显增加。她详细讲解了这些病症的症状及
治疗的方法，并且鼓励大家去读几本书，比
如说“Feeling Good”by David Burns,“Mind
Over Body”by Dennis Greenberger,学习如
何调整自己的心境。她同时提到有些手机
上的Apps也不妨试试。

年会在下午 4:30圆满结束。在此，科
协衷心感谢本届年会的演讲嘉宾和所有参
加会议的听众朋友们！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家庭旅馆出租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家庭旅馆出租，位于圣保罗华

兴书店楼上，独立宽敞三卧室，及独立一室一厅。

备用床，桌椅家具厨具，被褥齐全。包水电暖，高

速网络。可短租，可长租。

意者请电：612-845-3677 651-387-0234

 










公 寓 出 租
宽大一室一厅出租：位于圣保罗
Midway 备有舒适双人床和桌椅，

包水电暖、免费快速网络。
2月1日可以入住。

意者请电：651-387-0234

Announcement of CAAM- Stanley Chong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Merit and need-based scholarships for indi-
viduals of Chinese descent for undergradu-
ate college tuition.
Application Deadline for school year 2021-
2022：January 31st, 2022
Eligibility
An applicant must be:
1.Of Chinese descent,
2.A resident of Minnesota and American cit-
izen/permanent resident,
3.A senior in high school for the 2021-2022
year, with unweighted accumulated GPA 3.5
or above.
4.Applicant must agree and promote CAAM’
s mission.
5.Applicant and/or parents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AAM-organized, co-orga-
nized or sponsored events in the past six
years.
6.For Need- based applicants, with un-
weighted accumulated GPA 3.5 or above,
must provide FAFSA or the latest 3- year
Federal Tax Return Forms.

Please read the above Eligibility info
carefully before you submit the application.
Evaluation Criteria

1.Applicants must meet all the eligibility re-
quirements listed above.
2.Applicants will be evaluated on their aca-
demic records, including extracurriculums,
leadership qualities, and community servic-
es, including both CAAM and other commu-
nity service experiences.
3.Failure to maintain acceptabl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exemplary behavior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may result in the
revocation of the scholarship.
4.For this year, an individual’s special con-
tribution in fighting the COVID-19 pandem-
ic will be considered.
Application Checklist
1.Application Form must be typed (hand-
writing is not acceptable).
2.Applicant needs to provide:

1) A Cover Letter,
2) Application Form with the signature and
date,
3) The latest official transcript from the
most recent school attended (should be sub-
mitted by the school).
4)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t
least two from a teacher of recent academic
years and a mentor or advisor (Note: All the
letters must be written specifically to CAAM

for this scholarship, otherwise they will not
be accepted and consequently the applica-
tion will NOT be considered.)
3.Any proofs showing your participation of
CAAM events or other community services
are welcomed.
4.All the individual files submitted for this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must be named by
following the format below; otherwise, it will
not be accepted.
Last name First name_document name (such
as Cover Letter, Application Form or Rec-
ommendation Letter, etc), for example: Ai-
hua Liu_Cover Letter or Aihua Liu_Applica-
tion Form
Note: Incomplete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considered. Some applicants lost their
chance last year due to this reason.
Please make sure if your emails were really
sent out by checking your Sent folder. You
also should be able to receive a short notice
sent back to you from Scholarship@caam.org
right after your application materials are
submitted.

Application Form and Submission
The application form can be downloaded on
the website of CAAM (https://www.caam.org/
scholarships/) and all the application materi-

als must be submitted by email to:
Scholarship@caam.org
Application Deadline: January 31st, 2022
The status of the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will
be notified to each applicant shortly after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and again after ap-
plication material has been reviewed, re-
spectively.
Recipi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attend the
scholarship award ceremony sometime in
April or May,022.
Recipi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provide
CAAM with a recent color portrait photo for
news report and one- page biography about
what goal or aspiration you hope to achieve
with the help of the CAAM-Stanley Chong
Scholarship.
Recipients will automatically become mem-
bers of CAAM with good standing after turn-
ing 18 years old.

好消息：一年一度的Minnesota中美联谊
会（CAAM）Stanley Chong 奖助学金申请
开始啦！明州在读的十二年级华裔学生
（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请。申
请截止日期是 1/31/2022。 详细信息可
以参考明州中美联谊会网站 (https://
www.caam.org/scholarships/)。

Announcement of CAAM-Stanley Chong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寻短期护理协助
帮助主要护理人员照顾卧床病人。工

作包括清洗衣物，整理病床，协助主要
护理人员帮病人入浴等。日工作时间
4 - 6小时左右，需会简单英文，可住
家为佳, 地点在明州 Andover市，月
酬$2000。联系人Mr. Chen,

电话: 763-757-4215

美国税局宣布，全国报税季将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开始，届时国税局将开

始接受和处理 2021 年纳税年度的税表。

个人报税的开始日期定为 1 月 24

日，该日期给了国税局时间来进行编程

和测试，这对确保国税局系统顺利运行

至关重要。更新的程序有助于确保符合

条件的纳税人在提交2021年税表时，可

以通过核对其2021子女税预付款来申领

正确的子女税优惠款额，并且以纾困金

退税额的方式来申请剩余的刺激计划补

助金。

“为全国报税季做规划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过去几个月来，国税局团队一直在不
懈的努力以便作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国
税局局长Chuck Rettig 表示。“新冠疫情
继续带来挑战，但国税局提醒大家，可以
采取一些重要步骤来确保自己的税表和
退税不会被延迟处理。今年特别重要的
一点是，鼓励大家以电子方式报税并使
用经转帐直接存款、而不是使用纸质申
报表。我们特别敦促那些去年收到经济
影响补助金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民
众。大家应该确保在其税表上报告正确
的金额，以避免延误。 "

国税局鼓励每个人都准备好所有信
息，以便提交完整准确的税表，从而避免
出现处理、退税延误以及之后的国税局
通知。这对于在 2021 年收到子女税优
惠预付款或经济影响补助金的民众尤其
重要；他们在准备税表时需要知道这些
款项的金额。国税局正在向这些人寄送
特殊信件，纳税人也可以在国税局官网
IRS.gov 上查看相关金额。

与去年一样，有人即使不需要报税，
也应该提交 2021年税表，从而申请2021
年刺激经济补助金的纾困金退税额或核
对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通常不需要报税
的人也可能获得其它抵免。

大多数人的报税截止日期为 4 月
18 日对于大多数纳税人，提交 2021 年纳
税申报表、或申请延期提交和缴纳所欠
税款的截止日为 2022 年 4 月 18 日，星
期一。根据法律，华盛顿特区的假期和
联邦假期一样，会影响每个人的纳税截
止日期，因此华盛顿特区的解放日假期
将所有人的报税截止日从4 月 15 日移
至 4 月 18 日，但居住在缅因州或马萨诸
塞州的纳税人除外。这两个州的 4 月
18 日为爱国者节，因此他们的报税截止
日为2022 年 4 月 19 日。纳税人如果申
请延期，则必须在 2022 年 10 月 17 日星
期一之前提交税表。

2022 年报税季从1月24日开始；美国国税局概述了退税时间及4月18日报税截止日之前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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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吴博士发现吴博士———我的祖母—我的祖母吴健雄吴健雄（（一一））

译者前言：吴健雄的孙女 JADA YUAN（音译：袁
婕达）2021年 12月 1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新发表了一
篇纪念伟人吴健雄的长文，将她的祖母的故事原汁原味
地、栩栩如生地娓娓道来，题目是Discovering Dr.Wu。
我将英文原文翻译成中文。标题取为“发现吴博士——
我的祖母吴健雄”。

吴健雄的孙女袁婕达
教育背景：

耶鲁大学，历史
学学士

袁 婕 达 是
《华盛顿邮报》风
格 版 块 的 撰 稿
人，主要关注各
国的政治。2018
年，她作为《纽约
时 报》首 届《52
个地方旅行者》
环游地球，在一
年内报道了该报

年度“52个必去的地方”名单中的每个目的地。这意味
着每周写专栏，同时自己拍摄照片和视频，并沉浸在这
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中，结识六大洲的人物。在此之
前，她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担任《纽约杂志》及其网站的特
约编辑和文化专题作家。在那里，她报道了世界各地的
电影节，总统大会和密苏里州弗格森的抗议活动，并撰
写了有关女权主义和亚裔美国人在电影和电视中的代
表性的文章，发表过很多封面故事和专题简介。

作为核物理学家吴健雄的孙女，袁婕塔写道：“想象
一下核物理学的光辉岁月吧，当时的重大发现一个接着
一个，大量科学家将演讲厅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只能
站着，或爬上柱子，才能看清楚黑板上写的方程式，而我
的祖母正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吴健雄被诺贝尔奖忽略
一事曾引发争议，她证明了宇称是不守恒的，意味着自
然法则并非完全对称。袁婕塔回忆了自己与祖母吴健
雄的关系，以及吴健雄的成就，包括美国通过发行邮票
来纪念她。

吴 健 雄 （Chien- Shiung Wu- 1912.5.31 －
1997.2.16），出生于江苏太仓浏河镇，美籍华人。她是20
世纪全球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1958，1959，1960，1964，
1965年多次获得诺贝尔奖题名，拿遍了全球最高奖项，
横扫物理领域，被誉为“世界原子弹之母”、“核物理女
皇”、“东方居里夫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物理女
王”。她首次验证了李政道、杨振宁提出的“弱相互作用
下宇称不守恒”的理论。

按照时间顺序，请看她获得的奖项：
1. 1958 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2. 1959 美国研究法人奖
3. 1959 获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年度成就奖
4. 1974 获美国工业研究杂志年度科学奖
5. 1974 获美国科学院普杰奖
6. 1975 当选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物理学会女性

会长
7. 1975 获美国总统福特授予最高科学荣誉的

的国家科学勋章
8. 1978 获以色列的沃尔夫奖
第9至14的顺序保留：
1986 获美国自由女神像建立100周年艾丽斯岛

奖；1990 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小行星2752 命
名为“吴健雄”星；1991 获理工界最高荣誉的普平奖；
1994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 被授予苏州
市荣誉市民称号；2021 美国发行吴健雄永久纪念邮票。

1998年 5月 31日在太仓市浏河镇明德初级中学校
园内落成吴健雄墓园。

全世界都尊崇吴健雄，认为她是一位开创性的核物
理学家，在65年前做出了惊人的发现。但对我来说，她

是奶奶—我渴望更多地了解她的私人世界。

黎婧为《华盛顿邮报》插画
2012年5月我们到上海以北的一个城市，观看雕塑

家演绎的国际知名核物理学家吴健雄（Chien-Shiung
Wu）的巨型雕像，有人拉了一根绳子，掩盖着它的黄色的
布幔滚滚而下，露出了我祖母的三层楼高的雕像。在那
里，赫然耸立的她向远方眺望。她于1936年离开中国，
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在很多方面，她拒绝回头看。她反
驳了被认为是基本自然法则的东西，在曼哈顿养育了我
的父亲，并在小时候教我如何使用筷子。

她的身高5英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矮。现
在，她被保存为一个年轻版本的自己，坐在一个真正的
基座上，披着学术长袍，就像我在她获得16个荣誉科学
博士学位的照片中看到的那样，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
第一个女性。我花了一会儿才明白，那座雕像应该是她
的。如此之大，如此的绿色——与自由女神像一样的薄
荷色调。

袁婕达提供吴叔拍摄的吴健雄巨型雕像的照片。
我和父母飞到上海，那是我的祖母在100年前的

1912年出生的地方，然后驱车一小时向北，来到她长大
的浏河镇，那里是长江流向黄海的出海口。

当地政府组织了百禧年庆典，我们在时差的雾霾中
经历了庆祝她的百年诞辰。我没想到有警察护送的车
队，也没有想到那些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横幅会挂在大道
上。或者每天晚上与共产党官员的宴会，那种流水席般
的茅台酒宴会——一种清澈的发酵高粱酒，味道像甜松
节油。在这样的活动中，最善于交际的男人，比如我的
叔叔吴叔，会走到每张桌子旁，举杯祝酒。然后我们也
必须走到每张桌子旁，一个接一个地敬酒，我们会偷偷
地把水倒进玻璃杯里，这样就可以完成敬酒的程序，而
不会喝醉。

去中国访问一直是要会见很多我不认识的亲戚，我
和在美国出生的父亲会听到很多既熟悉又喧闹的声音，
但很少能理解。我们只是去了我们被告知的地方。

雕像揭晓的那天早上，我们的亲戚引导我的父亲袁
纬承（吴健雄唯一的孩子）、我的母亲露西•里昂和我
（唯一的孙女）来到一片覆盖着红色和黄色布料的折叠
椅的前面。在许多没有翻译的中文演讲中，我听到了父
亲的名字，然后是我的。我的叔叔示意我们站起来挥手，
表示我们沉浸在掌声中。当我的金发碧眼的犹太人母
亲，被介绍并站起来时，我听到成千观众惊讶的喘息声。

黎婧为《华盛顿邮报》插画

我们以前也曾去过中国纪念我的祖母，在她读大学
本科的南京，有一个纪念馆。她的另一尊青铜雕像矗立
在上海。在百年纪念之旅中，我们参加了一个博物馆的
开幕式，展示了她的学术论文以及她在白色实验室外套
下穿的分衩腿旗袍连衣裙。在她的家乡，我们参观了她
父亲创办的学校的教室——主要是为了让他的女儿能
够接受教育。那里的孩子们唱着关于她的歌。

当你的祖母是被尊敬的那个人，中国英雄崇拜是一
种令人印象深刻，见证和超现实的体验。在纽约，她走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和附近租金稳定的教职员工
公寓之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她与我的祖父（一位粒
子物理学家）和我的父亲（后来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合
住。在如此多的崇拜中，很容易失去自我。我是祖母记
忆的守护者，但却是不完美的。使她成名的工作改变了
科学家对宇宙的理解。它激励了无数的女孩和妇女，她
们至今仍与我保持联系。然而，我闪回的画面来自我的
童年：穿着她送给我的波点派对礼服在她周围跳舞，或
者和她一起冲下楼去看克莱蒙特大道上的圣诞颂歌活
动。我几乎和她做出伟大发现时的年龄差不多。我活
的日子是我认识她日子的两倍。

核物理学家吴健雄
像许多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一样—有的来自科学

家的家庭，有些经历过战争和破坏的家庭—我没有意识
到我对祖母的生活知之甚少，直到为时已晚，记忆都融
合在一起了。我们家庭的故事在官方记录和传记中被
重述了很多次，以至于不清楚哪些版本是真实的。过去
的是一个封闭的篇章。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努力与旧
的生活方式、语言、食物保持距离。回过头来，像我一样
的第二代孙子孙女，却渴望更多地了解这一切的起
源。

在中国，我的祖母是一位摇滚明星。然后，在2021
年初，当美国邮政局为纪念她发行了一枚永久性纪念邮
票时，她也成为了这里的摇滚明星。（你也可以买一件印
有她和其他"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女性"的T恤。
最近，她和她的邮票成为“危险边缘益智问答游戏（Jeop-
ardy） 游戏”的一道问题——“是著名的亚裔美国人”价
值800美元。）我祖母的邮票使邮票上的亚裔美国女性总
数达到两个，另一位是厨师乔伊斯•陈（Joyce Chen），
她推广了木须肉食谱。

我祖母邮票上的肖像看起来就像我记忆中的那个
女人：睿智，有眼光，头发精心设计，和她自己在物理学
上的巨大成就。她有那种调皮的半笑容，总是让我想知
道她在想什么。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核物理学家吴健雄。（大学档
案馆，稀有书籍和手稿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下期待续） --转自《今日头条》

李宗琦（Charles Lee）翻译吴健雄孙女袁婕达（音译）2021年 12月 13日发表在
美國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文章：Discovering Dr. Wu ，2021年 12月30日于美国明尼苏达州。































 

明 州 杰 出 资 深 房 地 产 经 纪 人
最好口碑、最值信赖、最会变通、最多门路！
任何环境、任何利率、任何季节、照样买卖！

专营：新建、现成房、土地、餐馆、商业楼、商业中心、多单位公

寓等、买卖及出租空铺

最大的公司，最好的保障，优质的服务，额外的优惠！

外语学士、教育硕士
拥有估价师执照
拥有房地产专家证

Certified Residential Specialist

Certified Relocation Realtor
20多年成功经验为顾客竭诚

服务、精于议价、善于贷款、

免费咨询、免费估价。

Vngtravel555@gmail.com

Tel: 763-595-9975
Cell: 612-414-6177
Fax: 763-593-5190

Virginia Ng
伍谭淑华

精通粤语、国语、英语等常备专才律
师、建筑师及助理为顾客多方面服务。
拥有纽约房地产执照，可为明州客户
在纽约买卖房地产服务。

Ham Lake $429,000 1.2亩地 房
产及酒铺多用途，面对大道。

Virginia Ng
763-595-9975 (24-hour)

Email:
Vngtravel555@gmail.com
衷心感谢客户和朋友们的信任
及推荐、将更尽力为各位服务！

Maple Wood $2700,000 4 亩，
商业房地产连生意出售！请电：
Virginia612-414-6177

South St.Paul $689000 独立餐馆，
连房地产，生意稳定，设备齐全，可做
酒席用；家庭堂食，生意稳定！

$63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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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na $13万 中日餐馆出售

工商管理硕士(MBA)、英美文学学士. 精湛的议价技巧,热情的交易服务

Real Estate Agent
丰富的工商管理知识，灵活的英语议价能力，二十

年明州生活及市场经验。特别具有男性对房地产,房屋
结构,建筑材料特殊的敏锐和独到的经验知识。为您买
卖房产、地产争取最大利益，助您早圆美国梦。

最低的佣金、最佳的服务！
张鹏是您可长期信赖的朋友！

张 鹏
Paul Zhang
最可信赖的

房地产经纪人
(651)707-3470 (C)

pz55441@yahoo.com
“Bridge Realty”

最优质的服务
为您争取最大的利益 竭诚为您找到最佳地点,最好学区，最具投资潜力的理想家园！

明城大都市西南角 (Eden Prairie &
Chanhassen en Area)生意火旺，售价合理！

餐 馆 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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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桂
芳  

“房屋是可用價值衡量 
        經驗及口碑是無價＂ 

        不論你認識那時候的陳桂芳，
認識她的朋友及顧客都會認同，陳
桂芳由始至終堅持同一宗旨，“以
誠懇的溝通，實際的行動，豐富的
經驗及優秀的議價技巧，為顧客爭
取最大權益”。  

Aileen Chan  
粵語、普通話、英文 
Tell:  612-812-6375 

Aileenchan@edinarealty.com 

 
 
 

        房地產的交易不單是買與賣，
其中牽連不少其他的細節，比如房
地產相關法律，稅務及買賣的權利
與責任等等。因此，一個好的經紀
人不儘是您最重要的資訊與顧問中
心，更能幫助您作出最明確的決定。 

        Edina Reality是明州最大的房
地產公司，擁有最健全完整的體制
及市場最新的訊息。 

Aileenchan.edinarealty.com 

衷心感謝客戶及朋友們的信任與推
薦，讓我的事業不斷成長並榮獲

Edina Realty的總統獎 

豐富的經驗 
客觀的分析 
忠誠的建議 
滿意的服務 

無  

價 

明州專業房地產經紀人 郑伟民郑伟民二胡乐坊二胡乐坊

Wei Ming Chiang hasWei Ming Chiang has 1818 years of orchestral experience and has been teachingyears of orchestral experience and has been teaching
erhu forerhu for 1616 years. Sinceyears. Since 20152015, Wei Ming has been advancing his studies with, Wei Ming has been advancing his studies with
Master Zhang YuMing, an erhu master and educator and designated nationalMaster Zhang YuMing, an erhu master and educator and designated national
treasure in China. Many of Master Zhangtreasure in China. Many of Master Zhang’’s students, like virtuoso Yu HongMei,s students, like virtuoso Yu HongMei,
have w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ome students head music departments athave w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ome students head music departments at
prestigious music conservatories, while others hold positions in professionalprestigious music conservatories, while others hold positions in professional
orchestras as conductor, concertmaster, or erhu principal.orchestras as conductor, concertmaster, or erhu principal.

Wei Ming was the interim concertmaster and erhu instructor with the SingaporeWei Ming was the interim concertmaster and erhu instructor with the Singapore
Keat Hong Chinese Orchestra (KHCO). TheKeat Hong Chinese Orchestra (KHCO). The 8080+ member+ member
orchestra is well-known in Singapore and is the recipient oforchestra is well-known in Singapore and is the recipient of
various honors: First prize winner and Best Performance Awardvarious honors: First prize winner and Best Performance Award
forfor 77 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awarded the National Youth Letter of Commendation; etc.awarded the National Youth Letter of Commendation; etc.
KHCO is frequently invited to perform overseas.KHCO is frequently invited to perform overseas. ErhuErhu
(Chinese Violin) Lesson Offerings at following locations:-(Chinese Violin) Lesson Offerings at following locations:-

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Age requirement: Children ageAge requirement: Children age 44 11//22 and up, adultand up, adult

no age limitatino age limitati

郑伟民老师拥有十六年的教学经验和十八郑伟民老师拥有十六年的教学经验和十八
年的丰富乐队及舞台经验年的丰富乐队及舞台经验，，曾担任新加坡吉丰曾担任新加坡吉丰
华乐团的代首席和二胡指导华乐团的代首席和二胡指导。。近年蒙幸得到张近年蒙幸得到张
玉明二胡大师为师玉明二胡大师为师。。

张玉明是中国国宝级的二胡大师及教育张玉明是中国国宝级的二胡大师及教育
家家。。他的学生都在国际二胡大赛里脱颖而出他的学生都在国际二胡大赛里脱颖而出，，
比如著名二胡演凑家于红梅比如著名二胡演凑家于红梅。。好些出名音乐学好些出名音乐学
院的系主任院的系主任，，专业乐团的指挥专业乐团的指挥，，首席首席，，和声部长和声部长
都是他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

吉丰华乐团拥有八十多位团员吉丰华乐团拥有八十多位团员，，在新加坡在新加坡
久享盛名久享盛名。。她曾经连续七届荣获全国音乐比赛她曾经连续七届荣获全国音乐比赛
冠军冠军，，荣获国家颁发优秀奖状荣获国家颁发优秀奖状。。乐团经常被邀乐团经常被邀
请到海外演出请到海外演出。。
授课地点授课地点: 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招生年令招生年令：：儿童四岁半以上儿童四岁半以上，，成年年令不成年年令不限限

612-479-3700
chia0042@gmail.

com

郑伟民

Wei Ming Chiang Erhu Studio

舞舞 跃跃 华华 章章
CAAMCAAM中国舞蹈学校推出盛大公演中国舞蹈学校推出盛大公演

或许你感知过唐诗

宋词的艺术魅力，聆
听过来自历史深处
的乐音，但你可曾看
过诗、乐、舞相遇相
融的熠熠光华？

正如你将看到
的，原创剧目《舞跃
华章》从一开始构思
就锁定了挖掘传统
民族音乐精髓，在中
国舞的表达体系中，
甄选那些耳熟能详
并不断被人们吟唱
和演奏的经典乐曲
以及与当代流行乐
相融合的创新曲目，
将其转化为舞蹈的
肢体语言，以独特的
样貌跃然舞台。还
基于乐曲和诗歌意
境，进行了合理的艺
术创作，使诗情、音
律、舞韵深度结合，
相互映衬，扩充原作
的意蕴并注入鲜活
的能量。这是《舞跃
华章》彰显的专业艺
术精神，更是那份文
化自信在当代的延
续与传承。这也是
创作者最想和你分
享的。

值得一提的是，串联起这些华美乐章的方式就像织毛线，每个叙述、细节、插曲、戏
剧表演都交织在一起，勾连多个舞码，唤醒古典情怀。它是自然流畅的，有文学含量的，
也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这部作品集，追寻那些陌生而熟悉的感觉，或许你会有同样
华丽的收获。1月29日和1月30日，明尼苏达中美联谊会中国舞蹈学校的公演《舞跃华
章》期待您的到来！

“放飞激情 走向明天”演出成功 好评如潮
本报讯：12月18日明州华人社区举办疫情
后第一次大型公演“放飞激情、走向明天以
后”之后，好评如潮，观众有明州 Min-
netonka, Fridley, Minneapolis, White Bear
Lake, Lakeview, Mounts View 等学区的老
师，学生和家长。还有Fridley 的市长。甚
至加州也来了 7 位观众。还有 Ano-
kaRamsey Community College 的师生。还
有银行职员等等。

Fridley 市长 Scott Lund 给组织者侯
有梅女士写来贺信说：
Our Dream for the Future
Greetings Youmei,
Thank you for the tickets to the perfor-
mance last Saturday afternoonIfound the
dancing and singing very good and enter-
taining even though I did not understand
the words of course.Your generosity and
consideration to invite me prompted my
attendance.The performance was well at-
tended andwell received. Iappreciate your
thoughtfulness
Happy holidays to you and your family!
Scott Lund Fridley Mayor

众多观众来信说：
Dear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and
Friendship
My family andIVERY much enjoyed the Chi-
nese performance that was held at Frid-
leyHigh School a few weeks agolt was so
professional and entertaining!We liked the
variety of dancing singing,and instrumen-
tal performances thatshowcased the tal-
ents of the many performers that partici-
pated in the showMy sister's family,whoat-
tended the performance with me,had nev-
er beer to a Chinese cultural presentation
such as this before.Theycommentedon-
how gracefulandartistic the performances
were.l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event!
Patty Pieper See More

-窦女士说：演出很不错，节目很精彩 尤
其在疫情之间还能看到这么好的演出[强]
感谢组织者和所有演员的共同努力！

To:Chinese AmericanCulture and Friend-
ship

The varied and impressive perfor-
mances by all ages inspir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lespecially-
appreciated everyone's attention to
health,allowingme and my son to safely
attend this amazing show during the
pandemic
Deborah Manning

Comments for the show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ul-

tural performance,the dances were so
beautiful,it was a wonderful show!
Priyanka

-郑女士说，节目精彩，接地气，她和女儿
都很喜欢！

-张先生说：疫情以来，明州华人社区活
动销声匿迹，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华人
社区组织了这么一场大型精彩演出，向
美国社会展示了华人的力量，提高了华
人的士气，了不起！100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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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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纤维肌纤维
疼痛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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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周围
神经病患神经病患、、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癫痫等癫痫等。。
3.心理疾病
焦虑、抑郁、失眠、饮食失调、疲劳等。

4.妇科疾病
月经不调、痛经、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
位症、乳腺疾病、子宫脱垂、产后诸病
等。
5.不孕不育症
妇女不育：黄体功能缺陷、FSH高、卵
子品质差、子宫内膜异位、多囊卵巢综
合症、闭经、月经不调、免疫性不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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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HealthPartners, Blue Cross Blue Shield, Medica 车祸及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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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Partners, Blue Cross Blue Shield, Medica 健康保险
欢迎来电垂询：电话（651）631-0204 传真（651）631-0361

曲珍玲中医师
妇科、内科

田丽莉中医师
妇科，神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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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蓉中医师
妇科，内科

古励中医师
各种疑难杂症

杨思明中医师
内科，儿科

郑瑾安中医师
点穴、气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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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伟中医师
内科，疼痛症

郭天蔚中医师
内科，肿瘤科

古励中医师
各种疑难杂症

万方中医师
内科，妇科

刘伟中医师
妇科，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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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Louis Park Clinic
3710 Grand Way

St.Louis Park
MN 55416

952-746-7992

AAAOM Faculty Clinic
1925 W County Rd B2
Roseville,MN 55113
（651）631-0216

TCM Health Center
Uptown-Kenwood

2743 Lyndale Ave S. Ste 2
MPLS, MN 55408
612-823-6650

欢迎咨询
各类保险！

TCM Health Center
Southdale-Edina

6550 York Ave.S.Ste: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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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926-4011

TCM Health Center
Grand Ave-St.Paul
613 Grand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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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726-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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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州交响乐大厅将举行在明州交响乐大厅将举行
中国新年庆典暨新春音乐会中国新年庆典暨新春音乐会

从明尼苏达交响乐团传来好消息，2月 5
日晚上 6:30-10:00pm和 2月 6日下午 2:00将
在明尼苏达最高艺术殿堂-明尼苏达交响乐大
厅举行《明尼苏达中国新年庆典暨新春音乐
会》，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指挥 Junping Qian将
指挥整场音乐会，明尼苏达交响乐团小提琴手
Rui DU、明尼苏达交响乐团巴松首席谢非、著
名琵琶演奏家高虹、著名京胡演奏家谢振刚、
著名月琴演奏家胡梅将登台献艺，展示华星风
彩，老牌主持蔡本红将主持这场音乐会。

明尼苏达交响乐厅将装扮一新，喜迎各路
宾客。在音乐会之前，傍晚 6:30-7:45将在音
乐大厅的Mezzanine area 举行中国新年庆典，
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许倩、著名古筝演奏家
李家镶、著名洋琴演奏家于野、CAAM中国舞
蹈学校、星星中文学校、英华中文学校等将参
加表演，拉开明尼苏达交响乐团庆中国新年的
序幕。

这次是明尼苏达交响乐团首次和社区团
体合作庆祝中国新年。据悉Arts Midwest、美
国华艺（Alli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
USA)、亚洲传媒（Asian Media)、明州华联会(Al⁃
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 、CAAM 中国舞蹈学校(CAAM Chinese

Dance Theater) 、明州社区活动中心(Center for
Community Service) 、明尼苏达华星艺术团
(Hua Xing Arts Group of Minnesota) 、明华中文
学校 (Minnesota Minghua Chinese School)、新
星小学(Xin Xing Academy)、英华中文学校(Yin⁃
ghua Academy ) 将通力合作，共同打造这次
庆典活动。

欢迎大家踊跃购票，同庆中国新年，共度
美好时光。

购票链接：
www.minnesotaorchestra.org
Promotion Code: TIGER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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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商 品 优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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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FoodsSun Foods
St. Paul Store is now BIGGER!St. Paul Store is now B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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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MarketInternational Market

NOW OPEN!NOW OPEN!

Live CrabsLive CrabsLive LobsterLive Lobster

LiveLive
FishFish

LargestLargest
SeafoodSeafood

STORE!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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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室一厅公寓出租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Midway宽敞独立一室一厅出租。备有床，

桌椅等简单家具 包水电暖，高速网络。可短租，可长租。

意者请电：612-845-3677 651-387-0234

 


















 全球国际特价折扣机票！

查询航班预订机票

机票改期.退票.升舱

官网验真

提供全球226个国家1318个城市的机票预

定和咨询服务！

24小时全程一对一服务！24小时售后

请添加微信咨询: S91012L
承接国内旅行团队机票，出票快 查询~预定~改期

~退票 一手操作 ，方便快捷，价格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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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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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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贴心的听力咨询
●最细心的听力测试
●最耐心的听力治疗
●最走心的听力服务
●最先进的助听技术
●最方便的无线技术
●最可靠的充电技术
●最清晰的语音质量
●最自然的噪音消除
●最合适的私人定制
●最隐形的尺寸颜色

●个性化助听器专家
●廿五年助听器经验
●耳聋助听耳鸣疗理
●测试诊断治疗服务
●助听技术演示讲解
●选择验配服务新品
●维修调试清理旧品
●灵活机动服务时间
●亲自上门验配服务
●助听器最佳性价比
●支持多种医疗保险

1075 Hadley Ave N，Suite 107，Oakdale，MN 55128
www.HearingOfAmericamca.com

（（651651））528528－－78687868（（英文英文））

Jerry Zhou，Ph.D.
周志益博士

知名资深听力专家

改善听力和生活质量改善听力和生活质量，，美国之听是最佳选择美国之听是最佳选择！！
Hearing of America is your best choice for your hearing care!Hearing of America is your best choice for your hearing care!

●感谢众多病 人，家属，和朋友的喜欢，关爱，和投票！我们在明州最大
报纸《星论坛报》首届“明 州最佳”的评选活动中，荣幸地被选为明州
唯一的最 佳听力中心2021年度金奖获得者。您的喜爱就是我们的动
力！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明州人民提供最高质量的听力服务！！

（（651651））324324－－45894589（（中文中文））

明尼苏达州

最佳听力中心
2021年度金奖获得者 UNITED REAL ESTATE

■本人于2015年开始接触金融房地产，获得了地产投资 4年的大学
专业文凭，为职业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人在房地产行业具有丰
富的从业经验，熟悉明州各种户型，了解周围配套及未来发展规划，
为您合理的设计购房规划。
■为投资人士制定长期地产投资计划，为置业人士购入梦想之家。
专做买卖及出售居家住宅，商业租售（零售店铺，办公楼，工厂和大型
公寓），各种自住投资房产且熟悉交易流程，并协助与翻译贷款事宜。
■作为您的地产经纪，置业顾问，我很高兴为您提供房屋买卖及相关
的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包括地产评估，协助按揭贷款，房屋买卖，过
户登记，安家服务。
■精通国语，粤语，英语
■本人服务热情周到，专业真诚，以诚待人。

Darwin Yeung
Tel:（952） 449-1535
微信：Darwin402

扫描上面的QR Code,加我WeChatDarwin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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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份，張鵬程學校的一個8歲女孩在學校吃午
餐時，唯獨留下了盤子裏的蝦，一
句“留給俺媽”戳中無數人的心。
在張鵬程的學校，“留蝦女孩”不
是個例。2021年4月，還有另一位姑
娘留雞腿給媽媽，也同樣令無數人
動容。

自掏腰包為孩子補充營養
二郎廟小學中大多是留守兒

童，平時在學校吃午餐。為了讓孩
子們吃得更好些，校長張鵬程每天
清晨去集市採購食材，在國家餐補
的基礎上，時常自掏腰包，蝦、牛
肉等每周都能出現在孩子們的餐盤
中。在學校的這頓午餐，成為不少
孩子一天中吃得最好的一頓。“這
些飯菜都是給孩子們增加營養的，
我們會盡量讓孩子們在學校吃完，
不會鼓勵孩子們帶回去。”張鵬程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但孩子們
的心都是好的，心裏想着自己的爸
爸媽媽爺爺奶奶。”
愛如漣漪，層層擴散。孩子們

的心裏不止有自己的家人。張鵬程
和老師們如陽光照亮了這個有180多
學生的鄉村學校，照亮了每一個孩
子的心，孩子又以更炙熱的光照亮
別人。
二郎廟小學的孩子們見到張鵬

程，會大聲喊“校長爺爺”；小一
點的孩子還會求“抱抱”。孩子們
看到香港文匯報記者也不會扭捏害
羞，會大大方方地打招呼，吃飯時
間也會問一下“阿姨們要不要一起
吃”。當然，看到張鵬程，孩子們

更是興奮，把自己手裏的橙子或者
牛奶給他。
“一個孩子如果沒有得到過陽

光，怎麼照亮別人；沒有得到過
愛，沒有體會到更多的溫柔，拿什
麼愛社會、愛他人。”張鵬程的內
心是柔軟的。剛畢業的時候，張鵬
程在二郎廟小學呆了沒多久就走
了，“也想出去闖一闖，賺點
錢”。
他在公司當過中層領導，後來

還自己幹餐飲當老闆，只是當他發
現被留在老家的大兒子成為別人常
常說的“留守兒童”時，張鵬程決
定再次回到二郎廟小學。“其實現
在農村的孩子基本生活都能夠得到
保障，尤其是在物質方面。父母在
外面打工，都能讓生活變得更好，
但是這個好可能只是房子更好一
點，穿得更好一點，用得更好一
點。可是孩子的心呢，如何更好一
點？”

“我們怎麼做孩子都看在眼裏”
張鵬程找到的答案就是“多帶

帶”，也就是“多陪伴”的意
思。原本就有些許少白頭的張鵬
程實際上是一位“八十後”，有
媒體善意寫道他是為孩子操心白
了頭。他說，操心是真的，但自
己願意這樣全身心投入。“陪就
是育的一種。教育不是說做個課
件就能達到目標的，很多時候是
通過跟孩子的互動交流來的，這
才是育。我們在陪伴孩子的過程
中怎麼做，孩子都是看在眼裏
的，這樣才能傳遞下去。”

張鵬程給香港文匯報記者講了
一個男孩的故事，他的父母離異，
跟着爺爺奶奶生活。男孩內心特別
敏感，在學校動不動就會發脾氣。
張鵬程一方面跟孩子的爺爺奶奶囑
咐不要把家裏的官司講給孩子聽，
“大人都還捋不清，又如何能讓一
個孩子去理解”。另一方面，張鵬
程把他帶在身邊，也不跟他提這些
事情，“就是帶着他一塊做飯，一
塊玩。帶得多了，他有什麼話就跟
我說，有了交流，內心就打開
了。”
採訪時，小女生們正在玩一種

新的遊戲。張鵬程看到了，就過去
問她們遊戲怎麼玩，然後跟着她們
一起玩。“小孩子的遊戲都是不停
更新。也不知道他們從哪兒更新
的。兩天不見，他們玩的遊戲是啥
我都不知道了。”

“只有孩子信任你才會跟你分享”
“其實上課的時候孩子們根本

不可能跟你交流什麼，只有在課間
或者放學之後，才會有機會跟你
聊。”每當下課鈴響後，張鵬程都
會走到孩子們中間，問問這個家裏
情況，抱抱那個。一個男孩在地上
撿到一顆螺絲釘，也會趕快交給
“校長爺爺”。
“孩子如果不信任你，不喜歡

你，你就算是大學教授來了也沒
用。”張鵬程知道每一個孩子的家
庭情況，他看一眼就知道這個孩子
有沒有情緒。“只有這樣才能做好
教育。孩子們才能喜歡你，願意跟
你分享，願意跟你交流。”

掃碼看片掃碼看片

8歲女孩張笑笑（圓圖）在學
校吃午餐時，唯獨留下了盤子裏
的蝦，一句“留給俺媽”戳中無
數人的心。這個瞬間，讓網友記
住了“留蝦女孩”清澈的笑容和
她眼裏的光，她所在的二郎廟小
學也因此受到更多關注。

學校發的水果、牛奶，笑笑也經常留着帶回家
給媽媽。張鵬程了解她家中的困難：父親常年在外
打工貼補家用，家裏只有生病的母親，幹不了重
活。
笑笑的願望是長大當醫生，“因為媽媽身體不

好”。她常與在外務工的爸爸視頻，讓他
放心，她會照顧好媽媽。女兒的懂事，
讓母親胡明君欣慰又心疼。“她總說
自己吃不了，其實是擔心我的身體，
她帶回的東西最後我都讓她吃掉
了。”
很多網友都關心笑笑的情況，給

她寄來了兩大盒蝦、新衣服和學習用
品。笑笑說，自己要努力變得更好。

●人民網

為孩子改造校園：普通人亦能有“光”
女童捨不得吃蝦

“留給俺媽”觸人心
從2018年9月，36歲的張鵬程

來到二郎廟小學當校長，已經過去
3年，從學校老師到學生再到校園
建設都發生了徹底的改變，而這些
都是張鵬程一點一點想辦法改造
的。
2020年疫情期間，張鵬程感覺

暑假可能放不成了。“七八月份是
最熱的時候，孩子們在教室上課肯
定熱。”張鵬程就決定裝空調。
“得改造線路，光改線路都花了
9,000多元（人民幣）。”
張鵬程希望孩子們在學校的每

一天都是舒適的。“沒錢的時候想
辦法湊一湊。”現在關注多了，有
了一定的捐助，他希望能把學校打
造成自己的理想校園。“硬化的地
面，孩子們玩起來不會塵土飛揚；
有一定的實驗場地；還要有一塊試
驗田。”
張鵬程已經把自己的農田先空

置了起來。“到時候讓孩子們種點
果樹啦、水果啦。”他說，雖然孩
子們都在農村，但都很少參與勞動
了。“不是為了讓孩子勞動而勞
動，而是希望孩子們能夠多了解下
農作物，同時勞動的過程也是分工
合作、交流的過程。”

張鵬程坦言，如果比條件，農村
孩子的條件永遠比不上城市孩子，但
是農村孩子將來也要有自己合適的生
活。“大家都是普通人，能夠走到塔
尖的人很少。”
張鵬程說，但是普通人也有普

通人的“光”，“你看7．20鄭州
暴雨的時候，不都是普通人在行動
嗎？”張鵬程的教育目標是，孩子
們能夠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不會因
為一點小事就崩潰。“溝通沒問
題，然後有良好的品德。具備這幾
方面，走入社會，自己做點事情，
成個家沒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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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孩子玩鬧沒架子“交流無障礙助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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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鵬程為孩張鵬程為孩
子們盛飯子們盛飯。。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蕊記者劉蕊 攝攝

●●張鵬程被孩子們包圍
張鵬程被孩子們包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誰知道頭髮啥時候開始變白的，誰在意

這啊！”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清集鎮二郎廟小

學校長張鵬程是火爆全網的“白髮校長”。他

穿的運動鞋破了，他也不在意，小兒子的衣服

有點髒了，他也不在意。但是孩子們的米飯有一點點硬，他會立刻

跑到廚房去詢問原因，一個小女孩的臉有點皴，他就立刻囑咐老師

給孩子多擦點潤膚霜。這個最不在意自己的校長用最大的愛意讓在

鄉村的留守兒童獲得了他們最為渴求的安全感與陪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劉蕊河南報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鵬程溫柔地撫摸孩子的頭張鵬程溫柔地撫摸孩子的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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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纽约中医论坛邀请，陈德
成博士为论坛听众就针感、得气、
疗效等一系列针刺技术问题作报
告。这篇对话就是根据陈德成博
士在纽约中医论坛上的报告整理
而成的。报告后的整理由陈德成
博士、巩昌镇博士和王润生医生
联合完成。

巩昌镇：古典针灸学讲究正
气和邪气，后来针灸教育又加进
了酸麻肿胀为得气。那么这些气
都是正气吗？正邪不仅仅是描述，
而且带有价值判断了。

陈德成：我们看得气分为：邪
气和谷气，邪气者病气也，邪气就
是让人导致疾病的这么一种力
量，或者使得病情加重了，这些我
认为都应该叫邪气，是不是可以
这样认为，大家再把这个概念定
义，再完善一下。张介宾《景岳全
书》里面说：病气者邪气也。能导
致人疾病的气都是邪气，一语中
的！谷气是啥呢？谷气者正气也，
是治愈疾病的或使得病情向愈
的，这是正气，《黄帝内经》一句
话：＂谷气者，正气也。＂ 正气是
什么？免疫力呀！用今天的话说那
不就是机体的免疫力吗？

就是说扎针得的不都是好的
气，要有这个意识。，那怎么鉴别
谷气和邪气呢？《灵枢•始终》告
诉咱们：＂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
来也徐而和。＂ 扎针年头多了，你
就能有这种体会。当然了扎针如
果是不到一定时候，真的是没有
体验，我是八六年毕业呢，毕业我
就在针灸科，所以跟着这些老师
学，自己也体验了这么多年下来
了，还真的有一些手感，有一些心
灵的感悟，正如东汉医家郭玉所
说：“医之为言意也。凑理至微，随
气用巧，针石之闲，毫芒即乖。神
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
言也。”神要用心来做，你就会感
悟的非常深，气的本质，我的感
觉，得气了就是发生作用了，发生
作用未必都是好的，还有负作用，
还有正向作用。得气，就是两个方
面都可能有作用。一根针刺进去
了，还真保证不了，得的是正气还
是邪气，你给的是正作用还是负
作用，给的是有效还是无效的作
用，都很难说的。所以为什么说得
气只是一个效果的体现，并不一
定代表就是有效。

现在通常认为的得气就是显
性的针感，机体获得针刺感应后
发生的一些变化，或者说呢，这个
作用是可测的，或者说医者病者
他们都能感觉到，这些都是显性
的，那么隐性的变化就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认为这是不得气，这样
的不得气是不是隐性得气呢？我
们先不做结论，但是我们先看患
者和医者都没有明显的针刺感
应，比如酸麻胀痛沉紧涩滞，是感
觉不到的，感觉不到发生了变化，
但是这个患者和医者有一个莫名
其妙的感觉，莫名的感觉，刚才咱
们说了，那这个作用肯定也是有
的。

巩昌镇：现代针灸学的发展
进入了还原论的思维。但是古典
针灸学却更大程度上是在形而上
的层次上发展的。古典针灸学和
现代针灸学有共同点吗？

陈德成：我们的中医就是从

天文学来的，西方科学其实也在
与中医学趋同。我们看看西方著
名的科学家，他们是怎样说的，看
看他们的这些描述，我们有什么
想法呢？一个是爱因斯坦，他说，
宇宙分为可知的形而下层面和不
可知的形而上层面，前者是宇宙
外在的表现，是物质世界，是知识
的领域，后者是宇宙内在的精神，
超乎人的理解，是艺术和宗教的
领域。他认为这个宇宙都是两个
层面的，一部分是可知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不可知的，一部分是
可见的，另一部分是不可见的，但
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说天人相
应，天上都不可知的，我们人身上
就都可知了嘛，也是不可知的。我
们再看看这位科学家咋说的，他
叫弗雷德霍伊尔。他说：我们的日
常生活经验，甚至在微小的细节
上，都是与宇宙大尺度性质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根本不可
能设想到两者是可分的。你听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儿很耳熟啊？这
不就是天人相应吗？我们说天上
有啥，人身就有啥，大宇宙小宇
宙，人身也是个宇宙，所以天上的
宇宙是大的，我们人不也是宇宙
吗？那总体来说，在从 18、19世纪
科学发展到今天 21世纪，西方从
过去的经典物理学发展出现代物
理学，宣布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
我们的物质世界不是牛顿所描述
的时间空间分隔不变的三维时
空。而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
用，不可分割的一个时空一体的
整体，可以用广义相对论来描述
宇宙的大尺度的性质，用量子理
论来描述微观世界的状态，那么
这些理论都超越了包括牛顿的时
空维度，而我们中医早就指出宇
宙时空是：时空一体，天人合一。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们的中医
并不是在三维时空，我的感觉中
医已经在更高层次的，应该用广
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去研究中
医，这些现代科学理论应该跟中
医是在一个维度上。甚至我觉得
还够不上中医，这个维度太高了，
科学家认为呢，这个宇宙中 95%
的物质都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构
成，宇宙这么大啊，我们只知道到
百分之五，就是这百分之五还搞
不清楚，而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
我们连看都看不着、摸也摸不到。
看，看不见的，摸，摸不着，但它还
是最主要的，这啥意思？那根据天
人相应的理论，我们人体内是不
是也有95%的未知？

巩昌镇：这是使用取类比象
的思维方式，取类比象是典型的
古典中医学和古典针灸学的思维
方式。很多针灸医生还很强烈地
被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着，并且非
常有信心地使用着。这种思维方
式还可以推动针灸学的发展吗？

陈德成：95%的暗能量和暗物
质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现代科学
也是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我的
感觉是能研究中医的现代科学还
没诞生呢。必须得在更高层次维
度上去研究中医，那时候就能产
生科研成果了。我们现在用三维
空间的认识和技术去研究四维五
维空间的事物。那几乎就是徒劳
的，其实也研究不出来结果。而研
究不出来结果，不能说中医科学
性就不存在的，就错了，它是高维
度的，现在科学当然还无法认知。
比如说去年诺贝尔奖非常火的生
理学医学奖，他们获奖原因是：发

现了温度刺激和机械刺激的感受
器即温度感受器和触觉感受器。
他们发现当冷热或机械刺激皮肤
以后，机体通过这些感受器发出
神经信号传入神经中枢，以此即
可能治疗疾病，减轻病情，也可能
导致疾病加重。这个成果不禁使
我们马上想到：咱们中医的针和
灸不正是如此吗！艾灸的温热作
用和针刺的机械作用实施于穴
位，得气后，经由经络传导，气至
病所，分谷气与邪气之不同，分别
产生不同效果。可以讲诺贝尔奖
的成果无意中印证了针灸治病的
原理，而聪明的古人千年以前就
为我们发明了针灸，使后人能够
在科学发现证明之前就享受福
祉，这似乎是一种真实版的穿越
吧。我们应感恩前人，完成自己的
使命。

中医的维度，可以这样说，当
生命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
却发现中医的老祖宗已经在山顶
等候多时了，你看我们黄帝内经
是怎么说的："上穷天际，下极地
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我
199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古
代天文学对经络学说的影响》。我
认为应该把中医放到整个宇宙天
体里面去考虑，那就不一样了。我
觉得古代的中医学家都是天文学
家，为什么他们能认识到现在科
学发达时都搞不懂的事情，那是
不是二者的维度不一样，而咱们
现在的中医很多科研，大家都是
降维去研究中医，本来中医在高
维度上，四维或更高的维度里面
的事物，但现在人研究只能用三
维的技术去研究四维的事物，所
以得出来的结论蛮拧的，也不太
容易获得成果。我们现在的科学
技术是不是具有能够证明中医的
水平，我们需要打个问号。

巩昌镇：回到我们对话的主
题，关于针感和得气。我们不能追
求一切为了得气。得气还可能产
生副作用？

陈德成：针感不等于得气，得
气不仅仅是过去认为的患者感觉
和医生的手感，而是针刺入机体
后，所产生的（物质和）能量改变，
而无论医患是否能感受到得气。
得气的目的就是激发人体的（物
质和）能量的正向作用，以达到治
疗疾病的效果。我们不能说扎一
个针的病人就都会治好了，有没
有扎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扎完
了针以后没效果，肯定有，所以得
气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得气后可
能有疗效，也可能没疗效，甚至可
能加重病情。正向作用都是激发
出有效结果，是有疗效的，负作用
激发后是无效的甚至加重病情
了。

巩昌镇：我们的第三个主题
是疗效：疗效是病人对针刺治疗
后的表现和反应。疗效是治疗疾
病后的结果，与针感与得气究竟
与疗效有什么样的关系？

陈德成：疗效分为有效、无效
（无变化或加重）。我再強调一下：
疗效与针感和得气没有必然关
系，他们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关
系，不是必然关系，疗效是有效、
无效，或者是加重就这么三种情
况。

我们再进一步谈谈得气与疗
效的关系。《灵枢•九针十二原》
说，＂刺之要，气至而有效。＂ 这

就是告诉我们，有气至就有得气，
就有效，但内经没说不得气就没
效。可是后人有这么说的，比如
《标幽赋》说：＂气速至而速效，气
迟至而不治。＂ 这告诉我们得气
快，见效快，得气慢就见效慢，不
得气，那就没治了。这个说法对后
世医家的误导是非常大的，导致
医者都去追求得气而不追求或忽
视了疗效，不追求有效，只去追求
得气，只要得气，认为就是好的，
这就如同以手指月，而忘了月亮
却专注于手指。因此认为得气等
于疗效，今天咱们说了，未必啊，
所以古人的认识，我们不否定。但
应把古人的认识更全面地深入研
究。比如无针感不得气也有效，这
方面论述早在邱老与我和吴中朝
师兄的那篇文章中就谈到过，其
实很多人都谈到过类似的问题，
比如腕踝针和皮内针，还有头针，
也包括糖针，王少白老师的糖针，
舒适化治疗，这是美国的一个趋
势，在美国扎针，有舒适的要求，
还得管用，这是最高境界，这不是
谁都能达到的。像有些人扎针都
很痛，没有效果，把病人扎跑了，
但王老师的糖针，扎针不痛，还有
效，那你说哪个人层次更高呢，我
在前面一直讲层次和维度的问
题，就是解释这样的现象，为什么
几千年前的医学依然在科学发达
的今天占有一席之地，能够解决
现代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层次
和维度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再次反复地强调：针刺
和得气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现
在的人太喜欢追求针感了，太追
求要得气了。却忽视了追求好的
疗效，你追求得气，追求针感，玩
儿命的提插捻转，最后把病人扎
的死去活来的，你说是加重了还
是有效了，这很难说，所以我认为
好的疗效才是最主要的目的，那
才是硬道理，给病人扎的没任何
感觉就有效了，那是最高境界，不
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啊，咱们糖
针就是这种类型的一种治疗。

巩昌镇：现在普遍认为针刺
发生作用，针灸产生效果，是基于
人体固有的自我修复机制，针灸
作用是启动了这个自我修复的机
制。那么按照针灸作用机理的这
一理解，如何解释针灸会带来副
效应？

陈德成：我一再强调，如果扎
针的强度、力度、角度以及针具的
粗细都合适，扎出来的针感是有
效激发，那么就启动了自我修复
机制。如果你激发的不对，路子做
错了，做大了，超出范围，超出这
个度了，那有可能激发出负效应，
这是完全可能的。针灸可不都是
产生好的效果，把人扎坏的例子
也是有很多的。所以不要认为针
灸都是正效应，都是有效的，肯定
也有扎不好的，这是大家都应该
承认的。这也就是我们要不断学
习研究交流的原因。您是学数学
出身，经济学的博士，他提出针
感、得气定量化、最优化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情量化终究有一天
会的。那么如何避免不利的负效
应的一面，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
们一方面要尽量取得正效应，另
一方面也要防止把人扎坏了，就
要选好穴、掌握正确的手法，尽量
做到精准化的操作。比如在讲动
筋针法时候会强调扎针时要知道
针尖儿的位置，通过针感我们能
知道针尖儿的位置，通过手感也

能知道针尖儿的位置，就是说我
们对不同层次软组织的刺激和松
解，是不一样的，在临床上让病人
产生针感，不是为了只是得到针
感，是想知道针尖儿在哪个层次
上，这样才能获得临床上的好的
效果。所以如果学习动筋针疗法，
一定先学好针感和层次这堂课。
其实不仅学这个针法，学任何针
法都要知道针尖儿在哪个层次
上，不是说毫芒即乖嘛，差一点儿
也不行，你得要神存心手之际，这
个神一定是跟着针尖儿走的。邱
老就说，在哪儿进针不重要，你要
知道针尖儿在什么位置，这个最
重要。这是邱老原话，振聋发聩！

巩昌镇：针灸医生的意念在
现代还原论方法研究中没有位
置。但是心身医学对此是有话说
的。您对此如何看待和使用？

陈德成：针灸师的意念对得
气、治疗效果的影响：人的意念，
我觉得对得气一定是有作用的，
因为你总是想着这个病人好啊，
向好的方展方向发展，他可能就
往好了走。如果你的意念你就想
把它扎坏，那可能真的就扎坏了。
在扎针的时候，这个人的意念，我
觉得肯定对针刺得气和效果是有
影响，所以我们不仅说自己要有
这个意念，我就能扎好，这针下
去，你就好了，也鼓励病人，这针
下去，你自己感觉也好了，那你带
来的那个效果呢，绝对是不一样
的，你说我扎这针，我也不知道好
不好，你可别害怕哦，你这么越
整，他越紧张，这个效果就很差。
我这个还是有体会的。针灸时医
生要是加上意念都是好的，为什
么？郭玉说神存心手之际呀，张缙
老师说扎针要用心，内经讲：＂上
守神，粗守形。＂ 这不就是意念
吗？你在扎针的时候有意念在里
面，一定会起作用的，只是我们不
知道它起的什么作用，到底是怎
么起的作用，我们也不知道，但是
呢，就好像暗物质暗能量就存在
在那里，但科学家至今也没有探
测到它们。那它怎么起的作用？

针刺有调形、调气、调神三个
境界，最低级的境界就是调形，就
是我们现在搞的动筋针，就是一
个调形的过程，结构改变了，筋膜
松解了，就张力释放了，疼痛就解
除了，就这么简单，它还是在一个
低级的阶段。属于粗守形的阶段，
那上守神是调气，就像糖针这种，
可以说是在调气这个层次上的，
又高一个层次了，那再往上调神
了，可能都不用扎针了，用意念就
把你调好了，那这个也有很多先
例。

妙手偶得妙手偶得 运斤成风运斤成风
关于针感关于针感••得气得气••疗效的对话疗效的对话（（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陈德成 巩昌镇 王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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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冬奥会 13 枚金牌中有 10 枚来自他们  被称为“王者之师”

▲ 9 日，谷爱凌职业生涯中首次夺

得象征着赛季总冠军的水晶球奖杯。

� 谷爱凌微博

▲ 2021 至 2022 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名古屋站 2000 米混合接力决赛 2021 年

10 月 31 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以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欣、张雨婷组成的中国队以

2 分 43 秒 460 的成绩获得银牌。� 新华社

大战在即
探营中国短道速滑队

【本报讯】9 日，在 2021-2022 赛
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
美国猛犸山站比赛上，中国“天才滑雪
少女”谷爱凌以 97.50 的高分夺冠。本
赛季谷爱凌在该项目四站世界杯分站赛
上保持不败，职业生涯中首次夺得象征
着总冠军的水晶球奖杯。

中新社报道，本赛季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一共进行了四站比赛，在
前三站比赛中，谷爱凌均毫无悬念地以
高分夺冠，展现出超强的实力。

美国猛犸山站比赛是本赛季自由式
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最后一站，也是北
京冬奥会前该项目最后一次大赛。决赛
首轮谷爱凌就拿到了 94.75 的高分，第
二轮谷爱凌的动作难度再次提升，成功
完成两个空中转体 900 度高难度动作，
这是一个在女选手中鲜有人尝试的动作，
这一轮她拿到了 97.50 的高分，从而以
绝对优势夺得本站世界杯冠军。

四站世界杯保持全胜，谷爱凌顺利
拿下赛季世界杯总冠军，这是谷爱凌职
业生涯首次获得水晶球奖杯，也是首位
中国选手捧起该项目的这一奖杯。谷爱
凌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很惊喜能在
本赛季 U 型场地比赛获得全胜，拿到了
人生中第一个水晶球，也为今天成功完
成迄今最好的一套 U 型场地比赛动作感
到兴奋和骄傲。

中新体坛微信公众号报道，很多中
国的网民在看到谷爱凌摘金消息后，都
毫不吝惜地向谷爱凌送上了祝贺。此前，
国际雪联还在其网站发文称，“谷爱凌
这个赛季除了赢，没干别的”。其实，
本赛季的谷爱凌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
受伤，她错过了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

【本报讯】9 日，全美花样滑冰锦
标赛结束，美籍华裔选手陈巍以 328.01
分加冕男单六连冠，另一名华裔选手周
知方收获第 3 名。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
会，陈巍和日本选手羽生结弦将是男单
最大夺冠热门。

北京《新京报》报道，此前的短节
目中，陈巍完成了迄今最高难度的一次
配置，跳跃难度升级至最高，两个四周
跳全部为高级四周，更将最高难度的勾
手四周接三周连跳放在节目后半段，最
终以 115.39 分排名第一。

9 日结束的自由滑，陈巍配置了 5
个四周跳，除第 2 跳菲利普四周摔倒外，
其他动作都高质量完成，最终得到了
212.62 分，并以总得分 328.01 分夺冠。
自 2017 年至今，陈巍完成了全美男单
六连冠，周知方收获第 3 名。

陈巍这套自由滑曲目为《火箭人》，
赛后他坦言非常喜欢这套节目，音乐的
节奏和蕴含的能量让他全身心融入了进
去，“今天滑得很开心，尽管犯了一些
错误。”

在平昌冬奥会时，陈巍在短节目中

出现失误，尽管自由滑升级到了 6 个四
周跳，但仍未能反超羽生结弦。在即将
到来的北京冬奥会，陈巍和羽生结弦将
是男单最大夺冠热门。

上月底结束的全日锦标赛中，羽生
结弦挑战 4A 未果，但仍以 322.36 分第
6 次夺冠。

全美锦标赛结束后，美国队北京冬
奥会参赛名单也陆续确定，陈巍、周知
方和贾森·布朗将参加男子单人滑比赛。
今年全美锦标赛冠亚军玛利亚·贝尔、
陈楷雯，以及自由滑前确诊新冠的华裔
小将刘美贤入围女子单人滑。这 3 位女
单选手中，只有陈楷雯一人参加过 4 年
前的平昌冬奥会。

双人滑方面，今年全美冠军凯恩 /
勒杜克拿到一个北京冬奥会参赛席位。
因男伴确诊新冠退赛的克尼姆 / 弗莱泽
获得另一个奥运资格，他们也是 2021
年全美锦标赛冠军。

冰舞方面，美国队获得 3 个满额参
赛席位。今年全美锦标赛前 3 名乔克 /
贝茨、胡贝尔 / 多诺霍、哈瓦耶克 / 贝克
将携手出战。

【本报讯】根据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短道速滑单项规定，男女 500 米和
1000 米各 32 席，男女 1500 米各 36 席。
东道主自动获得接力资格，在个人单项
中每个国家在每个单项满额为 3 人。从
世界杯首站中国北京站一直到荷兰多德
雷赫特站，通过四站短道速滑世界杯暨
奥运资格赛，中国队共斩获 7 金 3 银 6 铜，
不仅拿满了 10 张奥运门票，还在每个单
人项目上拿满了 3 个参赛资格。这意味
着中国队总共将派出 5 男 5 女参加北京
冬奥会，每个单项将有 3 名中国选手出
战，这支队伍在北京冬奥会上备受期待。

《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中国
国家体育总局（体总）冬运中心发布公
告称，鉴于武大靖、任子威已获 2021
至 2022 赛季短道速滑项目世界杯分站
赛冠军，经研究决定，武大靖和任子威
获得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两
人无需参加选拔赛，其余参赛名额需通
过选拔产生。

任子威和武大靖实力最强
本赛季世界杯，奖牌“劳模”任子

威表现亮眼，在北京冬奥会周期，他已
具备 500 米、1000 米和 1500 米三个个

36 天斩获 6 冠！ 
谷爱凌首夺赛季总冠军

陈巍夺全美花滑锦标赛六连冠
美国冬奥花滑参赛名单公布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短道速滑队一直是
中国冬季项目的“王牌之师”，在中国军团获得的 13 枚冬奥金
牌中，10 枚来自于短道速滑。面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在
北京的冰场上，这支队伍能否再创佳绩、重铸辉煌？

人单项的冲金实力，在日本站、匈牙利站、
荷兰站比赛中连续三站都有金牌入账，
成为北京冬奥会个人项目最稳夺金点。
在接力比赛方面，任子威同样是队内在
男子 5000 米接力和混合 2000 米接力的
主力成员，北京冬奥会他有望向多枚金
牌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谈及如何应对接
力和个人项目时，他表示，没有重要和
不重要，所有项目都会全力以赴。

对于现阶段的状态，任子威表示，
刚参加完世界杯回来，首先要给自己做
一个调整，完善自己的不足。“短道速
滑这个项目，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有实
力就绝对能拿冠军，只是说我们是在第
一梯队，所以我们就是完善自己的细节，
减少自己的失误。”

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任子
威满怀期待，“能在家门口参加这样一
届比赛，是生命中是很难遇到的。”

作为本届冬奥会的领军人物，短道
速滑男子 500 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
会纪录保持者，武大靖在 2017 年赛季
就被国际滑冰界公认为“冲刺之王”，
他在平昌 2018 年冬奥会上打破世界纪
录，为中国代表团获得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项目的金牌。武大靖在本赛季前
三站短道速滑世界杯比赛中状态不佳，
他坦言，直到世界杯第四站拿下金牌，
竞技状态和心态才慢慢变好，备战北京
冬奥会的自信心随之提升。

与四年前相比，武大靖认为目前自
己的心态比较好，“感觉自己多了一点

沉淀，希望有一个崭新的我在赛场上出
现。”2022 年，武大靖在起起伏伏中将
主场踏上第三次冬奥会之旅。“短距离
的竞争对手很多，但真正的对手是自己，
所以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把目标设定
好、竞技状态调整好，全力突破自我。”
武大靖说。

其余8名运动员通过三站比赛选拔
中国短道速滑队正在为北京冬奥会

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近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公布了短道速滑北京冬奥会选
拔办法，按照体总竞体司《关于报送北
京冬奥会参赛项目国家队选拔办法的通
知》的有关要求，根据短道速滑项目的
具体情况，根据奥运会赛制特点，三站
选拔赛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15 日在
首钢冬训基地进行，共选拔 3 男 5 女共
8 名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 2022 北京冬奥
会。

按照冬运中心选拔赛录取办法，世
界杯比赛中获得单项冠军的运动员自动
获得奥运资格。因男子已有 2 人（任子

威和武大靖）自动获得资格，通过比赛
选拔 3 人，女子通过比赛选拔 5 人。三
项单项积分之和进行排序，每站第 1 名
自动获得奥运会资格。第一站获得资格
的运动员无需参加第二、三站选拔。第
二站获得资格的运动员无需参加第三站
选拔。女子已获得资格的 3 名运动员之
外，三站总积分前 2 名获得资格。

巧世界杯奥地利施图拜站的比赛。直到
去年 12 月份，谷爱凌才开启自己的新赛
季，但她站上赛场之后，便所向披靡。

她在去年 12 月上旬进行的两站世界
杯分站赛上，拿到了 U 型场地和大跳台
项目冠军，随后又在国际顶级商业滑雪
赛事 Dew Tour 巡回赛上拿下一金一银。

今年 1 月初的自由式滑雪世界杯 U
型场地加拿大卡尔加里站第二次比赛上，
尽管天气状况不佳，谷爱凌依然凭借出
色表现拿下冠军。截至猛犸山站夺冠，
短短 36 天，谷爱凌获得了 6 个顶级赛
事冠军。

接下来，谷爱凌将为北京冬奥会进
行最后的冲刺备战。在家门口举办的冬
奥会上，很多观众都期待她能够改写中
国代表团的冬奥历史，而她本人也在猛
犸山站夺冠后接受采访时说：“能在冬
奥会前最后一个比赛做得这么好，让我
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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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濟南經營日料店的港人高梓元最近有點忙，他的“花鍾亭”居酒屋新店正

式投入運營。高梓元在日料行業深耕了20年，疫情讓他一度遭遇創業以來最大的一

次危機，其他店面全部關停，只剩下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小店。在當地港人朋友們的支

持下，高梓元開啟了他的“二次創業”，“‘花鍾亭’新店70%的資金來自在這裏生活工

作朋友們的眾籌。”高梓元說。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胡臥龍

有幾次去高梓元的那家小店，有時候就他
一個人在店裏，切菜、擺盤、烤製、炸物……
食材在高梓元的手裏變換着花樣，端盤上菜，
回應顧客各種需求，客人走後又快速清理桌
面，他忙碌而有序。有時候開玩笑稱他“全能
型”老闆，他則笑着說“節省人工成本”。
高梓元說，他在香港是從切葱絲開始入行

的。2001年結束會考之後，他先是報了一些餐
飲技能的短期培訓班，然後就到日料店做學
徒。“每天一上班先是切葱絲或者胡蘿蔔絲，
切了兩年。”高梓元說，當學徒時練就了扎實
的基本功，切葱又快又好。煮飯和拌飯又兩
年，炸天婦羅一年，煮麵一年……最初入行的
六七年，高梓元一直都是在練習日料的基本
功、跟師傅學藝。高梓元說，從事日料工作絕
對不是一步登天，而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
2006年，高梓元成為香港板長壽司一家門

店的大廚。2011年，高梓元跟隨板長壽司來到
內地，並指導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城
市開設門店。2013年，高梓元離職後成為京櫻
料理的華北區域主管，開始在濟南工作。
隨着大眾對日料的追捧逐漸火熱，2016年

前後，日料餐廳在中國進入快速增長期，同時
品類也開始多樣化，出現了居酒屋、燒肉、壽
喜燒等品類為主打的餐廳。也在當年，高梓元
在濟南創立了“花鍾亭”居酒屋，開始了第一
次創業。
“花鍾”是古人用種植不同時間開的花來

計算時間的一種方式。高梓元說，他想打造一
個浪漫而又詩意，像家一樣溫馨的餐廳。

掃碼看片

從切葱絲入行
今成“全能”老闆

●●高梓元高梓元（（左左））為顧客上菜為顧客上菜。。 ●●高梓元高梓元（（中中））指導店內廚師製作料理指導店內廚師製作料理。。

從2013年選擇在濟南扎根至今，
高梓元對於日料行業在內地二線城市
的市場潛力更加看好。之所以最初創
業選擇在濟南，高梓元說，日料行業
在一線城市相對飽和，競爭更加激
烈，而二線城市機遇更多 。相對一線
城市的高租金、高人力成本，二線城
市成本較低，盈利空間較大，口碑更
容易做好。加上他熟悉華北市場，曾
經工作過的濟南成為首選。淳樸、安
逸、慢節奏、市場潛力大，這是高梓
元給濟南的幾個“標籤”。

台灣大廚助陣 菜品選擇更多
“花鍾亭”新店定位中高端食

客，除了傳統的日料，新店菜品又增
加了台灣料理，還聘請到了一位資深
的台灣大廚寶哥。寶哥不僅在台灣和
日本工作過，還在上海、廣州、青島
等酒店擔任過研發主廚和行政主廚，
從事日本料理和台灣料理20餘年，尤
其擅長製作台灣傳統料理。
傳統日料多以海鮮食材為主，生

食冷食居多，而內地的大眾食客尤其
是北方食客飲食習慣中生食海鮮的佔
比較少。高梓元精美絕倫的日本會席
料理，加上寶哥道地的台灣料理，菜
品更加豐富。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小店採訪時，

顧客桃子拎着螃蟹和大蝦前來就餐，

高梓元很快就按照她的要求處理了食
材。桃子又在店裏點了喜歡的日料，
和幾位朋友開心地就餐。桃子是高梓
元的“鐵粉”，單位離高梓元的小店
不是很近，乘坐公交車也需要半個小
時，但她每周都會和朋友來店裏就餐
一兩次。桃子說，她是通過單位一次
訂餐知道“花鍾亭”，然後愛上了這
裏的日料。“食材新鮮，火候掌握得
恰到好處，老闆人憨厚實誠……”
在山東大學讀書的港生莊依霖

說：“我們港生在‘花鍾亭’聚會，
高老闆不但給了非常優惠的價格，還
和我們分享了在濟南生活的經驗，很
照顧我們港生。”

看中二線城市 更易做出口碑

●●駐濟港人與高梓元駐濟港人與高梓元（（右二右二））。。

●●新店店內布置溫馨新店店內布置溫馨。。

��������

戴上生日帽，點燃蛋糕上的蠟燭，高
梓元在朋友合唱的生日歌中度過了

自己的生日。自從在內地工作後，高梓
元也習慣了異鄉的生日，但有了香港朋
友們的陪伴，他還是倍感幸福。
“花鍾亭”新店的營業面積更大，

足有兩百多平方米，除了外場，還設有
一個大包房、八個小單間。相比第一次
創業時的迷茫，高梓元已經積累了更多
開店經驗和人脈，八九位從食客變身股
東的港人朋友也把自己的人脈和各種資
源帶給了高梓元。

首次創業資金 七成來自食客
從學徒到餐廳主管，再到大廚、店

長，以及後來的日式料理區域主管，高
梓元用了十幾年的時間。他不僅熟悉日
料餐廳的市場定位、開拓客源、食客喜
好、成本控制以及經營管理，還與日料
生產基地、加工廠等原材料供應方建立
了密切聯繫，尤其是練就了甄別貨品質
量的過硬本領。於是在當地朋友的鼓勵
下，2016年他決定辭職創業。“這些朋
友也都是平時結交的當地食客，第一次
創業70%的資金都是他們提供的。”高
梓元感慨地說，他的創業路上，多虧了
內地和香港朋友們的信任和支持。

疫下兩店關門 夥伴貸款“救火”
高梓元說，來到內地十年多，廣結

四方好友，很多顧客也從食客成為好

友，有的已經成為合夥人，這也是他創
業中最大的收穫。高梓元還帶出了十幾
個徒弟，徒弟又帶了徒弟，又開了門
店。
“花鍾亭”第一家店營業面積300

多平方米，選址、裝修、採購、招聘等
工作都是“摸着石頭過河”。他經歷了
創業初期的迷茫，甚至不知道去哪裏招
聘到優秀的員工，僅是找市場定位就耗
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因為第一家店開
在住宅樓下，開業不到兩年就趕上了濟
南整治居民樓內餐飲店。他關掉了第一
家店，又在市內先後開了三家門店。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而至，高梓元
猝不及防，關掉兩家門店只保留了一個
小店面。在疫情的輪番轟炸下，高梓元
的小店和所有日料店一樣都遭受了重
創。
“最難熬的那段日子，全靠我的合

夥人去銀行借的貸款。”高梓元在濟南
遇到了好的合作夥伴，他們一起挺了過
來。高梓元說，他在內地創業但無法利
用香港和內地的信用貸款，也呼籲香港
政府為在內地創業的港人提供更多的優
惠政策，例如低息貸或者延長貸款時
間。

結識當地港人 共同投資新店
2020年，高梓元通過在店裏吃飯的

港生了解到特區政府在山東設立了駐山
東聯絡處，隨後融入了駐濟港人的圈

子，而“花鍾亭”老店也成了港人小聚
的“基地”。
越來越多的駐濟港人到“花鍾

亭”聚會，不足20平方米的小店變得
熱鬧起來。但在駐濟港人由仲看來，
老店的店面太小，限制了高梓元的發
展。於是，眾籌一個新店的想法應運
而生。
高梓元將新店眾籌方案發在微信群

後，八九個港人參與了此次眾籌，成為
“花鍾亭”新店的股東。高梓元說，新
店從選址、裝修、招聘等各項工作都得
到了股東們的支持。由仲說，眾籌早已
不是新鮮事物，但內地港人眾籌開店卻
也並不常見，這主要是港人對高梓元人
品和菜品的高度信任。
“我們要把新店打造成駐濟港人的

聯誼基地和港人之家。”高梓元說，這
是他和所有股東們的共同願望。有份出
資的港人陳彼得說，他把新店作為接待
朋友的地方，讓更多外地朋友對濟南的
投資環境有更深切的理解。陳彼得說：
“我們也希望經營管理好第一家店，為
日後開更多分店，成為濟南第一家本土
孵化的港資餐飲集團的成功案例努
力。”
由仲說，目前在山東的一百多個港

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山東大學求學的
香港學生。新店選址時特意選在山東大
學中心校區附近，更加便於港生們來此
聚餐和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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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煙火氣 三地一脈相承
粵劇、舞龍舞獅、龍舟競技、涼茶……一項又一項歷史悠久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既是廣東人傳承已久的“煙火氣”十足的文化習俗，也同樣滲透在香港人日常
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香港民間“港味”文化的鮮活體現。所謂粵港澳三地一脈相
承，莫過於此。

港澳人士如何在粵
申請非遺傳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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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許多地方都有屬
於該地的地標，比如廣州的
“小蠻腰”等，而享有“院
士之鄉”美譽的江門最近就

有一個新地標誕生，那就是位於濱江新區中
鐵建總部基地商業板塊內的“灣區之眼”。
其整體建築造型高35.7米，總寬度63米，總面
積約1,727.88平方米，造型呈弧形曲面漸變螺
旋形態，建築外表由多層雙曲面連續疊加，
中心位置採用開闊鋼結構鏤空造型，靈動優
雅，兼具未來感。

據了解，“灣區之眼”以“江通四海，
門迎天地”為理念，取意西江的卵石和南海
的鸚鵡螺，採用鑲嵌融合手法，將兩個地域元
素巧妙聯繫，其橢圓拱形外觀宛若大門，展現
了江門的包容性。建築造型酷似眼睛，以一目
放眼未來，彷彿在俯瞰整個濱江新區。

在空間上，其借鑒了克萊因瓶的宇宙觀，
內部與外部在空間上連續並無限擴展。在建築
內部能感受到外部空間的整體形態，同時建築
外部的光影向中軸無限投射，為觀眾創造了俯
看城市的平台。 大公報記者許詠妍

江門“灣區之眼”
新地標美目盼兮
樂活大灣

逢年過節、店舖開業要舞龍舞獅慶賀，端午時節吃裹蒸糉、

看龍舟競技，無論春夏秋冬都要用一碗涼茶保健養生……同根同

源的傳統文化習俗跨越歷史時光，扎根在粵港澳地區的百姓日常

生活中，成為連接三地文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2022年1月1日

起，《廣東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辦

法》正式實施，符合條件的港澳人士可申請成為廣東省省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與內地傳承人一起攜手進行傳承創

新，共建人文灣區。

文

化

傳

承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

我在灣區 狗
狗
慶
生
擺
攤
大
豐
收

▲“灣區之眼”建築造型酷似眼睛，極富未來感。

申請條件
•長期從事傳承實踐，熟
練掌握知識和核心技藝，
有能力、意願持續開展傳
承工作；

•在特定領域有代表性、
有較大影響；

•長期居住或工作在廣東
省省級項目所在地；

•具有核心、帶頭、示範
等重要作用，積極開展傳
承活動，培養後繼人才；

•愛國敬業，遵紀守法，
德藝雙馨。

申請材料
•姓名、民族、從業時間
等基本情況

•傳承譜系脈絡與實踐經
歷；

•所掌握的非遺知識和核
心技藝及證明材料；

•授徒傳藝、參與公益性
活動等情況；

•志願從事非遺傳承活
動，履行傳承人義務的聲
明；

申報流程
•向項目所在地縣級以上
文化和旅遊主管部門提交
材料；

•主管部門組織專家審核
上報；

•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覆
核，組織專家評審小組和
委員會初評審議；

•獲半數以上通過後向社
會公示名單，公示期二十
日；

•審定名單予以公布。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整理

▲廣東醒獅屬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圖
為醒獅表演者在梅花樁上跳躍。 網絡圖片

若論粵港澳三地攜手保護並傳承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成功案例，非粵劇莫屬。粵劇又稱
“廣東大戲”，於2009年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粵
港澳三地很早就在研究探討如何共同傳承粵劇
文化，聯合申遺成功後，粵劇如今已經成為講
述大灣區同根同脈故事的重要文化名片。
經常出現在熒幕上的舞獅、武術，也是粵

港澳三地交流非常頻繁的傳統文化項目。非遺
“廣東醒獅”代表傳承人、廣州市天河區冼村
人盧浩生，16歲經引薦前往香港拜師學藝，師
承柔功門第三代傳人香港“醒獅世家”夏德
健。
來自廣東江門的詠春拳（省級）傳承人馮

炎良，1981年隨父親到香港開設詠春館授徒，
七年後才回到家鄉繼續傳承、發展詠春。

吸納港澳傳承人共建人文灣區
香港發強體育總會廣州分會會長劉新賢表

示：“廣東出台辦法吸納申請港澳非遺傳承
人，可以進一步促進非遺項目交流，更好地完
成保護和傳承的歷史使命。”香港發強體育總
會成立於1973年，素以傳承中華國粹為己任，
現已發展成集龍獅、功夫、慈善、扶貧等於一
體的機構。
經過1年多觀察、考驗，總會廣州分會於

2015年獲得總會會長譚定邦師傅授權成立。據
介紹，香港總會的審核非常嚴格，對師承脈絡
或傳承譜系有嚴謹的考證。
“通過香港平台，分會與海外的舞獅、武

術以及國際賽事都有很多交流，既增長了見
識，又提升了技藝水平。”劉新賢說，疫情之
前分會每年都會到香港交流並匯報工作，疫情
爆發後也一直通過視頻等方式交流聯絡。
如今香港發強體育總會在大灣區有7個分

會、1,000多名會員，兩地間的交流有助於整個
南獅項目的傳承研究和發展，而理順師承脈絡
或傳承譜系對於香港人士申請成為傳承人也是
一大助力。
廣東醒獅項目省級代表性傳承人趙偉斌也

表示，因為歷史原因，醒獅在內地曾一度式
微，港澳傳承更為系統和完整。“改革開放至
今，越來越多港人到內地傳承醒獅，尤其廣
州、佛山、肇慶等地交流最為密切，部分民間
藝人還與當地聯合組建醒獅隊授徒傳藝。”趙
偉斌指非遺傳承關鍵是社會聯動推廣，港澳有
很多經驗值得借鑒，吸納港澳傳承人可以讓傳
統文化傳承做得越來越好，“希望未來三地攜
手將醒獅打造成為灣區最有特色的一個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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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藝術雅俗共賞，表
演富嶺南特色。圖為經典
劇目《紫釵記》劇照。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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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螄粉產值變化
（單位：元人民幣）

數據來源：柳州市商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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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螺霸王新廠區──螺螄粉文化展覽館的大門，你會看
到令人震撼的一幕：一塊佔據整幅牆、長達17米的巨型屏幕
上，產業園內各項生產數據全部呈現，通過雲計算分析產品合
格率、檢驗情況、設備能耗，及生產環境的檢測，每個車間、
生產線上的每個環節；此外，從柳州到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銷
售大數據，都能實時反饋，哪個省市區域、哪個產品的銷售情
況，全部以滾動數據呈現在排行榜上。

手機在旁運營狀況全掌握
這是全國第一家智能化、自動化、數字化、可視化、集工

業觀光旅遊為一體的螺螄粉工廠，總投資4.5億元（人民幣，下
同），車間總面積8萬平方米，日產袋裝螺螄粉150萬包，目前
在螺螄粉行業中是單體產能規模最大、數據化程度最高的工
廠。車間裏專門設置了一條長達200米的參觀通道，透過全景
玻璃，可將整個生產線盡收眼底，可全程觀摩“一碗粉和九種
配料”的全部生產過程。螺霸王用大數據管控整個產業鏈，展
示了柳州螺螄粉工業已經在智能智造、科技創新領域實現了自
動化、信息化高質量管理。姚漢霖表示，只要手機在手，就可
以隨時了解企業產供銷各個環節的運營狀況，隨時調整部署。
“政府號召推廣大數據運用，想做一個全柳州的螺螄粉行

業大數據中心，我們投資200多萬元做了一個系統自己先試
用，未來增加更多的功能後，可以推廣到全行業。”姚漢霖直
言，有了這個大數據系統，生產方面的數據可以做到實時監
測，比如烘乾房的溫度和濕度有任何變化，都能隨時看到；銷
售方面的數據同樣能做到最快捷對比，比如哪個區域哪個產品
賣得更多或者銷量下滑，都能第一時間反映出來。

產業大數據體系完成設計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廣西擁有約6,017家螺螄粉企業，柳

州佔最多達1,257家，其中螺霸王、好歡螺是兩大品牌。柳州市
大數據發展局負責人表示，該局於2019年成立時，就啟動了螺
螄粉產業數字化建設，2020年3月完成螺螄粉產業大數據體系
頂層設計，4月開始布局螺螄粉產業信息化改造和大數據平台
建設，以5G、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
工業互聯網標識等信息化技術和手段，規劃設計全產業鏈大數
據應用和運營新模式。
試點推進方面，柳州市大數據局在對20多個政府部門、科

研機構、企業、種植戶進行了70多場次調研後，以袋裝螺螄粉
生產企業為切入口，安裝面陣相機和視頻識別等生產線
實時檢測掃碼設備，並且延伸和覆蓋企業供應鏈上下
游，包括原材料種養殖、農產品加工、物流運輸等節
點，完成農業生產土壤水質水位監測、酸筍醃製過程監
測等多個場景數十類數據採集。
初步形成產業鏈數據流模型，並可在此基礎上，完

成螺螄粉產業大數據可視化系統展示、柳州市袋裝螺螄
粉日產量演算等。

“菌落總數、大腸菌群和米粉中黴菌指標

完全合格。”廣西柳州螺霸王螺螄粉董事長姚

漢霖打開電腦，關注當天生產線上實時監測數

據。在中國正式註冊的302個螺螄粉品牌中，

螺霸王2020年拿下了線下銷售量和外貿出口量

兩項冠軍。姚漢霖直言：“首次公開招股

（IPO）是我們發展的一個方向，希望通過資

本市場，讓螺霸王更快更健康地成長，我們可

能會選擇在香港上市，但依然存在較大的不確

定性。”

大公報記者蘇征兵（圖／文）

全

面

升

級

“2020年螺霸王在
眾多螺螄粉品牌中，線
下銷售量和外貿出口量
均居榜首，螺霸王能脫

穎而出，首先是產品的差異化。”姚漢霖
直言，螺霸王成立時市場上已有幾十家螺
螄粉企業，價格都差不多，如何體現差異
化？當時就想到柳州人吃粉愛加滷蛋，於
是在螺螄粉裏加入兩顆滷鵪鶉蛋，同樣的
價格，贈送兩顆滷鵪鶉蛋，一炮打響，銷
量大漲。
“其次就是我們走全產業鏈路線，螺

霸王在擴建產能的同時，超前搭建了一條
螺螄粉供應鏈。”姚漢霖說：“我們擁有
自己的種植基地，包括豆角種植基地、酸
筍種植基地、木耳種植基地。”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的口味創新。”姚漢霖說，為迎合現
代年輕人的口味，在盡可能保留螺螄粉的
正宗味道的同時，創新了各種口味的螺螄
粉，比如麻辣螺螄粉、番茄味螺螄粉、芥
末螺螄粉、乾撈螺螄粉、螺螄鴨腳煲、螺
絲麵、盒裝沖泡螺螄粉等等，頻頻為消費
者創造新口感。
“記得在研發‘麻辣螺螄粉’時，公

司近半的人都反對我，大家都說‘這還是
螺螄粉嗎？’，但我堅持要試一試。”姚
漢霖說：“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都喜歡麻
辣刺激，在新品面世之前都會經過十餘次
的反覆試驗，數十人品嘗比較，最後，麻
辣螺螄粉一經推出，很受年輕人歡迎。”
產量飆升，螺霸王品種創新，從此未

停歇。姚漢霖說：“螺螄粉不光是個產
品，也可以成為一種螺螄風味。”

姚漢霖原是在廣
西柳州賣茶葉的福建
商人，6年前不經意間
進入陌生的袋裝螺螄

粉行業，彼時他根本沒有想到自己踏入
了一個行業風口上。從租賃400平米的
小作坊起步，到自建日產150萬袋行業
內規模最大的工廠，姚漢霖用了6年，
從螺螄粉門外漢變成了頂級專家，也贏
來了一個“技改狂人”的頭銜。

柳州螺螄粉是在2014年開始走紅，
但生產環節仍存在大量技術問題：袋裝
螺螄粉的生產主要靠手工，員工在沉重
的大鍋頭前，熬湯炒料；在簡陋的生產
線上，分揀裝袋。每天產量不過數千
袋，產品秤重包裝技術粗劣……
姚漢霖回憶過去：“剛開始時租了

一間400平方廠房，員工只有20人，我
和大家一起手工製作螺螄粉，每個環
節都要學習，從熬湯炒料到分揀裝
袋，九成以上流程靠手工，保質期
短、產能低、袋裝重量標準不一。”

姚漢霖從做茶葉的經歷得到啟
發，用茶葉秤重機的原理改進設備，
包裝花生米、酸筍等配料。為解決保
質期短的行業難題問題，姚漢霖引進
了微波殺菌機，將袋裝螺螄粉保質期
從15天延長至180天。他說，為提高產
能、提升品質，2017年投資800萬元人
民幣，建成了柳州第一條全自動化米
粉生產線，但只有78%的成品率。“於
是我就自己摸索研究，完成了對擠絲
機、老化房、烘乾房等設備的升級。
第二年我改造設計的全自動米粉生產
線投產，產能和品質遠超過外購的生
產線。”
此後，汲取外購設備“水土不

服”的教訓，姚漢霖針對自身產品特
色，不斷研究改造新設備，自主技改
推出了柳州第一台“晃動滷鵪鶉蛋
機”；炸腐竹機和湯料分裝機；受梅
菜筍絲的包裝設備啟發，設計改良酸
筍酸豆角漂燙機和包裝機；還有半自
動熬湯設備。

從門外漢到“技改狂人”
回味艱辛

螺螄粉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的特色食品之
一，具有辣、爽、鮮、酸、燙的獨特風味，頗具柳

州地方特色。螺螄粉的味美還因為它有着獨特的湯料。湯料由螺
螄、山奈、八角、肉桂、丁香、多種辣椒等天然香料和味素配製而
成。2020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

小資料 列入國家級非遺名單

二顆滷鵪鶉蛋 掀起產品創新掀起產品創新
大受歡迎

▲▲姚漢霖透姚漢霖透
露露，，IPOIPO是螺是螺
霸王發展的霸王發展的
一個方向一個方向。。

▲螺霸王創新了不同口味的螺螄粉。

▶螺螄粉是柳州市的特色食品之一。

◀◀工人在生工人在生
產線上產線上，，忙忙
碌地工作碌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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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经验的牙医在三个诊所为您服务. 服务项目包括：洗牙, 美白，补牙，根管治

疗，新科技烤瓷牙，全囗整形，拔牙, 植牙，和全口假牙. 接受多种保险. 没保险没

关系，我们会帮助您！参加了我们独有的诊所会员保险后（in-house plan)，您即

可享受多种优惠. 詹医生中文热线：612-308-9416.

如需中文服务请告知，我们会为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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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拨651-735-1284询问

www.lta-insurance.com
1935 W County Rd B2,Suite 430,Roseville MN 5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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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worth,Banner Life,Blue Cross Blue Sh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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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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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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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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845-3677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家庭旅馆出租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家庭旅馆出租，位于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宽敞

一室一厅和独立三室，可分别住四人和五人。被褥齐全，厨房用具

齐全。可短租，可长租。

意者请电：612-845-3677 651-387-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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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n Rapids Store
1925 Coon Rapids Blvd NW
Coon Rapids, MN 55433

Tel:Tel: 776363--323323--20802080

❋明州双城地区最大宴会招待餐馆
❋承办大型庆祝宴、结婚宴、生日宴，

毕业宴、祝寿宴！
❋新装现代卡拉OK
❋可摆 10桌、20桌、35桌.......
❋堂食 外卖

营业时间：
上午11：00am-至10：00pm

周二休息

大型宴会预定 欢迎来电洽

Rose GardenRose Garden
玫瑰花园玫瑰花园

热炉烤鸭随时供应

特价推出：
生猛双龙虾
$34.99二只

（送完为止）

20092009年年1010月常青老人中心成立月常青老人中心成立，，填补了明州历填补了明州历

史上尚无华裔托老所的空白史上尚无华裔托老所的空白。。今天今天，，常青老人中心常青老人中心

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800018000平方英尺室内场地和平方英尺室内场地和70007000

平方英尺户外活动场地平方英尺户外活动场地、、拥有可供拥有可供400400人同时用餐人同时用餐

的大型商业化厨房的大型商业化厨房、、2020多台接送会员车辆多台接送会员车辆、、3030名工名工

作人员和多名外聘教师的大型华裔托老机构作人员和多名外聘教师的大型华裔托老机构。。

中心常年设有国画班中心常年设有国画班、、书法班书法班、、舞蹈班舞蹈班、、唱歌唱歌

班班、、英文班英文班，，聘请了明州最好的知名老师授课聘请了明州最好的知名老师授课，，国国

画画、、书法书法、、英文等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英文等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中心经常中心经常

与其他社团和来自中国的团体联谊联欢与其他社团和来自中国的团体联谊联欢；；多次成功多次成功

举办了画展举办了画展、、书法展书法展，，会员们的才艺受到广泛好评会员们的才艺受到广泛好评；；

多次举行了兵乓球赛多次举行了兵乓球赛、、扑克赛扑克赛、、麻将比赛麻将比赛；；合唱团合唱团、、

舞蹈团经常参与社会活动舞蹈团经常参与社会活动；；经常举办专家名人有关经常举办专家名人有关

法律法律、、医疗医疗、、文化文化，，生活常识等知识讲座生活常识等知识讲座；；举办丝网举办丝网

花班花班、、八段锦班等八段锦班等。。中心聘请电器专业人士为会员中心聘请电器专业人士为会员

安装电脑和安装电脑和ipadipad。。中心在会员中建立了健康中心在会员中建立了健康、、歌舞歌舞、、

英语英语、、钓鱼种菜钓鱼种菜、、国画国画、、书法等六个微信群书法等六个微信群，，并把业并把业

界的专家能人请进微信群里作具体指导界的专家能人请进微信群里作具体指导，，及时发送及时发送

最新资讯以及解答问题和解决困难最新资讯以及解答问题和解决困难。。中心的关怀渗中心的关怀渗

透到了会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透到了会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中心的娱乐项目包括兵乓球中心的娱乐项目包括兵乓球、、台球台球、、象棋象棋、、麻麻

将将、、卡拉卡拉OKOK、、BINGOBINGO、、CASINOCASINO、、YMCAYMCA、、郊游郊游、、游船游船、、

垂钓垂钓、、野餐烧烤野餐烧烤、、购物购物、、种菜种菜、、逛公园逛公园、、逛商场等逛商场等。。中中

心的图书室有中文报刊杂志及图书心的图书室有中文报刊杂志及图书20002000余册余册。。逢会逢会

员生日员生日、、中国传统节日中国传统节日、、美国国家节日美国国家节日，，中心都设盛中心都设盛

宴载歌舞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宴载歌舞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

中心高度重视饮食的营养健康中心高度重视饮食的营养健康。。专职营养师和专职营养师和

养生师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制定出营养丰富搭配合养生师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制定出营养丰富搭配合

理的食谱理的食谱，，由具有多年餐馆烹饪经验的专业厨师精由具有多年餐馆烹饪经验的专业厨师精

心烹制可口的早餐心烹制可口的早餐、、午餐午餐。。主食有手工白面馒头主食有手工白面馒头、、全全

麦馒头麦馒头，，花卷花卷、、包子包子、、油条油条、、面条面条，，白米饭白米饭、、糙米饭糙米饭。。菜菜

品丰富品丰富。。有用非转基因大豆自制的豆浆有用非转基因大豆自制的豆浆、、豆腐脑豆腐脑。。中中

心千方百计地让会员吃得开心吃得满意心千方百计地让会员吃得开心吃得满意。。

中心接送会员时间控制在中心接送会员时间控制在11个小时之内个小时之内。。中心中心

每天发车前往超市每天发车前往超市，，帮助会员买菜购物帮助会员买菜购物。。每天有理每天有理

发服务发服务。。每周有针灸和按摩每周有针灸和按摩，，中心的针灸师刘博士中心的针灸师刘博士

具有几十年的从医经验具有几十年的从医经验。。

中心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密切中心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密切。。每一位员工乐每一位员工乐

观热情观热情，，对会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对会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能用不同的方能用不同的方

言跟会员沟通交流言跟会员沟通交流。。

中心有其他服务中心有其他服务，，如文件翻译如文件翻译、、就医预约就医预约、、交通交通

预约预约、、代填福利申请表和其他各类表格代填福利申请表和其他各类表格。。提供有关提供有关

医疗医疗、、保险保险、、移民移民、、公证公证、、法律等方面的咨询和推荐法律等方面的咨询和推荐

信誉好的专业机构信誉好的专业机构。。

亲爱的老年朋友亲爱的老年朋友，，欢迎您加入常青老人中心欢迎您加入常青老人中心！！

如果您在入会申请过程中遇到疑问或困难如果您在入会申请过程中遇到疑问或困难，，我们将我们将

乐意为您答疑解难乐意为您答疑解难，，整理文案整理文案，，并邀请您参加中心并邀请您参加中心

的免费活动的免费活动。。总之总之，“，“您给常青一次机会您给常青一次机会 ，，常青给您常青给您

十分惊喜十分惊喜”，”，这惊喜让您感受到常青这里充满温暖这惊喜让您感受到常青这里充满温暖、、

和睦和睦、、真诚真诚、、欢乐和无尽的爱欢乐和无尽的爱。。我们期待您的到来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Legacy Adult Daycare Center

中心负责人 吴玮（Sally Wu）
电话：952-465-1704
中心电话：763-231-8898
地址：800 Boone Ave. N. Suite

150. Golden Valley, MN 55427
邮址：swu@hhcare.net
网址：www.ladcm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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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对有官员在奥密克戎流入社区后仍出席大型聚会感到失望

“最后晚餐”
香港近日疫情严峻，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收紧社

交距离措施，自 7 日起禁晚市堂食。6 日晚近 8 时，位

于湾仔的一间酒楼内，枱面几近坐满，市民享用防疫

措施收紧前“最后的晚餐”。� 香港中通社

▲ 1 月 6 日，清洁人员为香港立法会办公场所消毒。�  中新社

香港一高官赴私宴
成密接者须隔离

【本报讯】香港特区多名政府官员
及立法会议员日前出席一个私人宴会，
席上有一名宾客其后初步确诊新冠肺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6 日表示，
经过内部调查后，大多数官员仅短时间
逗留，仅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属紧密
接触者，须入住检疫中心。此外，有 4
名出席宴会的立法会议员须入住检疫中
心。

林郑再次提醒同事遵守防疫规则
香港中通社报道，包括徐英伟在内

的 10 名官员，本月 3 日晚出席逾百人
私人宴会，因有宾客初步确诊，徐英伟
被送入检疫中心。林郑月娥 6 日对此表
示失望，会采取适当行动。

当天傍晚，林郑月娥见记者表示，
当日接到徐英伟接触过密切接触者的通
知，随即在特区政府内部展开调查，发
现 3 日晚共 10 名官员出席过同一私人
宴会。

从卫生防护中心得知，该名初步确
诊者是早前确诊者的家人，当日晚上 9

时半才出席宴会，从专业角度来看，9
时半前离开的人就不是密切接触者。

特区政府根据官员的“安心出行”
记录、政府司机记录、进入另一场所的
时间以及八达通记录，得知其中 8 位官
员不是紧密接触者；另外入境处处长区
嘉宏的行踪比较复杂，需要卫生防护中
心询问详细资料才能确定。

林郑月娥说，作为政府官员应该以
身作则，避免有风险的私人聚会。这次
宴会并非公职活动，而是私人宴会，她
对有官员在奥密克戎流入社区后，仍出
席大型聚会感到失望，尤其是徐英伟。
因为其他官员基本是出于礼貌，没有逗
留很长时间。

林郑月娥表示，后续工作包括要联
络政治任命官员和部分高级公务员，调
查他们是否有参与这次聚会，全面清洁
政府总部，并再次提醒政府同事遵守防
疫规则。

据悉，本次涉事餐厅是防疫措施最
高级别的餐厅，林郑月娥说，将会跟进
餐厅是否符合防疫规例；而就本次官员

【本报讯】台湾当局“流行疫情指
挥中心”7 日公布，新增 4 例本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均与桃园机场群聚感染
有关。“指挥中心”负责人表示“社区
传染已经成立”。台媒认为，这表示疫
情已进入第二轮传播。

综合中央社、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
道，新增 4 例确诊中，3 人为桃园歌友
会相关病例；另 1 人为机场保安，曾与
此前确诊机场清洁人员工作时间相同，4
人均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目前桃园机场
群聚感染已累计 12 人确诊，其中 4 人
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指挥中心”表示，经最新疫情调查，
此前确诊的机场防疫计程车司机虽同样
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但基因序列与
机场清洁员等染疫人员不同，怀疑属另
一条传播链。

“指挥中心”另公布，新增 58 例境

外输入病例，其中 35 例自美国入境。经
基因定序，本周内染疫人员中共有 145
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其中 7 例为本地
病例。除 4 例桃园机场相关病例外，还
有 3 例为防疫旅馆染疫病例。

桃园机场群聚扩散引发台湾民众担
忧。有网民认为，歌友会相关病例“有
三个就绝对不止三个”，并担忧，春节
期间岛内是否会重启三级防疫警戒。

目前，岛内正是春节聚餐、订餐的
高峰期，奥密克戎进入社区，将对岛内
餐饮业造成进一步冲击。有餐饮业者直
言，桃园机场群聚案，让观光餐饮业“剉
着等”（闽南语，意为心惊胆战），目
前只能持续密切关注疫情走势。假如疫
情再转趋严峻，好不容易盼到的餐饮业
复苏恐再受拖累，原本预期农历正月期
间生意可以回到疫情之前，但近期疫情
再起，不敢对未来太乐观。

【本报讯】“很激动，大半年没有
回去了，这次就是要回去和家人一起过
年。”6 日，在深圳湾口岸香港一侧，
手拿行李的黄小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
是说。

中新社报道，和黄小姐一样，农历
春节临近，不少港人、“港漂”都选择
提前从香港返回内地，在深圳的酒店接
受隔离后，与家人团聚，共度新春。据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公布的数字，
近一周内，每日通过深圳湾口岸及港珠
澳大桥出境去往内地的人次维持在约
900 至 1500，且选择从深圳湾口岸出境
的人士居多。

深圳湾口岸香港一侧的工作人员表
示，最近从口岸去往内地的人流很多，
工作较以往更加繁忙。

6 日上午，在深圳湾口岸香港一侧
可以看到，不少人都推着行李箱准备去
往内地，他们之中既有独行者，也有一

家大小、朋友结伴的。“我订的已经很
早了，大概两周前弄好了，如果现在才
订应该是来不及。”王先生说。

王先生还表示，虽然现在隔离仍然
不方便，但这是目前“对两边都好”的
办法，希望香港和内地都可以很好地控
制疫情。

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赖先生表示，他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过自己身在内地的
奶奶了，很想回去看看她，也见一见内
地的朋友。“但其实我的心情也很复杂，
因为在酒店隔离也挺无聊的。30 天的假
期，其中 21 天都在隔离，剩下的时间应
该要去拜年，留给自己自由活动的时间
其实不多。”赖先生说。

可以看到，在深圳湾口岸香港一侧，
进入出入境大厅的人士都使用“安心出
行”扫码通过，去往内地的港人也都戴
好了口罩，按照要求排队过关，现场秩
序良好。 新一轮新冠疫情社区传播

台湾民众担忧能否安心过年

提前返深隔离
港人盼春节与家人团聚

表现不佳，会采取适当行动。
当晚，徐英伟在个人社交媒体致歉，

表示作为问责官员应该更加警惕，万事
以防疫为首先的考虑作出行动；并向中
央政府、行政长官、问责团队、民政事
务局同事及香港市民致歉，表示在检疫
期间会认真、深切反思，亦要加倍努力
做好工作，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

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特区政
府发展局 6 日晚回应指，该局政治助理
冯英伦当晚亦曾出席相关宴会，被卫生
署通知为密切接触者，同样被安排到检
疫中心检疫。冯英伦对没有遵守防疫措
施致歉，并表示会汲取教训，按规定接
受隔离。

据了解，特区政府总部及特首办会
作全面清洁消毒。

4名立法会议员须隔离检疫21日
除特区政府官员外，多名立法会议

员亦有出席宴会，当中包括陆瀚民，陈
仲尼及邱达根等。

民建联议员陈仲尼 6 日表示，他当
晚与该名初步确诊者在户外寒暄，接触
时间只有大约 10 秒，不清楚助理和该名

初步确诊者有否同桌用餐，或全程佩戴
口罩交流。

经民联议员陆瀚民 6 日表示，他不
认识初步确诊者亦没有交谈，他与家人
完成检测，亦要求所有议办职员立即前
往检测。至于须否入隔离中心，仍要等
待通知。

邱达根 6 日回复传媒查询时指出，
他收到有人染疫的消息后马上去做检测，
其家人及同事都会接受检测，他未透露
活动详情及与会者人数等。

另据香港文汇网报道，立法会主席
梁君彦 7 日表示，至少有 19 名议员出
席涉事宴会，当中 4 人需送往检疫，已
要求所有相关议员及其助理做检测。

梁君彦说，陈仲尼、邱达根、陆瀚
民及洪雯 4 人须入住竹篙湾检疫中心检
疫 21 日。

6 日，香港立法会门口有穿着防护
装备的工作人员正在做清洁消毒工作。
立法会秘书处也表示，得悉有议员早前
曾与初步确诊者接触，相关议员及其助
理已进行检测。他们在取得阴性检测结
果前不会返回立法会综合大楼及中信大
厦的议员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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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CBD 马卡蒂绿带商圈，生活超市物资充足，价格平稳，

没有发生抢购。� 中新社

【本报讯】自新年伊始，全球平均
每天记录超过 200 万例新增确诊病例，
感染人数在 10 天内翻了一番。最新数据
显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突破了
3 亿的阈值，部分国家的感染人数创历
史新高，死亡人数也超过 540 万。世界
卫生组织估计，鉴于疫情导致的死亡人
数不断增加，实际的死亡总人数可能会
高出该数字的 2 至 3 倍。

今年首七天 全球日增逾200万起病例
法新社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WHO）

近日证实，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正
不断增加。数据显示，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到 7 日之间，全球每天平均有 210 万
6000 多人确诊，比去年 12 月 23 日到
29 日期间，每天平均突破 100 万起病例
相比，确诊病例在 10 天内就增加了一倍。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
截至 1 月 7 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突破 3 亿，死亡病例为 5472694 例。

尽管研究报告称，与德尔塔变体相
比，奥密克戎变体在感染症状方面的危

险性较低，但专家警告说，其传播速度
正在对世界卫生系统造成巨大压力。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虽然
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的严
重性似乎没那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奥
密克戎毒株的严重程度应该被归类为“温
和”。

美国新冠真实死亡人数被低估
美国是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

亡病例最多的国家。而有专家指出，真
实的死亡人数可能被低估。

英国《卫报》报道，美国保险公司
OneAmerica 首席执行官戴维森指出，
美国许多死亡病例并未计入官方疫情统
计数据，因为许多患者是在感染新冠数
月后死亡的。“新冠死亡人数被大大低
估了，疫情造成的实际死亡使美国损失
了大量工龄人口。”

戴维森表示，18 至 64 岁的美国人
死亡率比疫情之前增加了 40%，每 100
名 65 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这是我们行业的历史上所见过的最高

【本报讯】当地时间 9 日，法国新
冠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1200 万例。法国
官方当天称，将继续加强新冠病毒检测。

中新社报道，根据法国官方数据，
法国 9 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296097 例，
累计确诊病例达 12111218 例。法国累
计死亡病例现为 125438 例，新增死亡
病例 91 例。法国新冠住院患者人数现为
21982 人，重症患者人数现为 3847 人。

数据还显示，全法新冠发病率现为
每 10 万 居 民 中 有 2528 名 感 染 者， 法
国单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已经升至 23
万例；目前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约为
19.4%。

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 9 日表示，
将继续加强新冠病毒检测。他指出，新
冠病毒检测是应对疫情的重要工具，尽

管进行检测意味着投入很大的预算，但
如果不进行检测，疫情会进一步蔓延，
可能会导致再度实施相关的管制措施。

阿塔尔说，每周接受检测的人数几
乎达到 1000 万人，但民众排队时间越
来越长，大规模筛查可能需要更多的经
费和更复杂的组织工作。官方下一步计
划在疫苗接种中心附近建立数百个病毒
检测中心，并授权更多的卫生专业人员
进行检测。

谈到疫苗通行证时，阿塔尔表示，
官方仍按原定时间表全力推动建立疫苗
通行证制度，相关措施最迟将于本月中
下旬生效，未接种疫苗的人届时将无法
前往餐饮和文化场所。他还表示，将尽
力保证学校开放，并对学生加强病毒检
测。

【本报讯】德国疾控机构 9 日公布
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病例数已突破 750 万。德国
医生工会（Marburger�Bund）主席苏珊·约
娜当天警告称，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或
将造成该国医院内非重症病床收治能力
超负荷。

中新社报道，德国疾控机构罗伯
特·科赫研究所 9 日公布的新增确诊人
数和新增死亡人数分别为 36552 人、77
人，截至当天累计确诊 7510436 人、死
亡 113977 人。其中，该国官方用于监
测疫情严重程度的“平均每 10 万人七日
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数”（发病率指数）
当天进一步回升至 362.7，该指数已连
续多日大幅反弹。需接受 ICU 重症监护
治疗的患者则较前一日减少 64 人，总
数为 3314 人。截至当天，德国累计接
种 1.532 亿剂次新冠疫苗，共有 5970
万人已完全接种，达该国总人口数的

71.8%；已接种加强针的人数达 3510 万，
占总人口的 42.3%。

针对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数快
速攀升这一情况，德国医生工会主席苏
珊·约娜当天向德媒表示，在当前由奥
密克戎毒株所引发的新一波疫情下，只
关注医疗机构内重症病床数据是错误的
做法。她表示，总体来看，各医疗机构
需要收治的病人数必定会显著高于上一
波主要由德尔塔毒株引发的疫情期间的
水平。

苏珊·约娜指出，当前这一波疫情
中大部分病人需由医疗机构的急诊室以
及非重症病床收治，“如果只将重症病
床占用率作为制定防疫政策的标准将是
不全面的，在奥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间甚
至将是错误的。”她警告称，随着医护
人员主要被投入到照看非重症病床收治
的新冠病患，原本应当接受诊疗的其它
疾病患者就诊恐将受限。

【本报讯】菲律宾卫生部（DOH）
9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28707 例，这是
自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在菲大暴发以
来，最高单日确诊纪录，其中约 59% 即
16803 例来自大马尼拉地区。全菲正在
治疗的病例数增加至 128114 例，总病
例数达到 2965447 例。

中新社报道，当天，菲卫生部公布，
1 月 7 日该国接受检测的 77479 人中，
约 44% 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大马尼
拉地区检测呈阳性率突破 50%，两项数
据均创下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菲 OCTA 研 究 小 组 研 究 员 Guido 
David 博士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卫生
部的数据显示，阳性率的增长速度可能
会放缓。他分析说，大马尼拉地区病例
峰值可能在本周内出现。

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圣诞平安夜
仅 日 增 310 例， 到 1 月 9 日 升 至 日 增
28707 例，菲律宾这一轮疫情是以几何
级数飙升。

1 月 4 日，大马尼拉地区多个市级
政府出台政策，限制未接种疫苗者的行
动范围，只允许其在购买食物、水或药
物等必需品或必要的医疗时出门；不允
许其在室内和户外用餐，或进入商场、
酒店、乡村俱乐部和类似场所。

1 月 6 日夜，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发表讲话表示，他行使总统权力，下令
限制未接种疫苗者的行动。他要求基层
社区负责人“寻找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
人，命令他们留在原地。如果他拒绝，
并走出家门，在社区或任何地方闲逛，
权威人士有权逮捕他。”

疫情已经影响商业，9 日，在马尼
拉 CBD 马卡蒂绿带商圈可以见到，几乎
所有的餐厅、咖啡馆门可罗雀。商圈内
的商场正午 12 时左右才开门，要求出示
疫苗接种证明方可进入，生意清淡。绿
带花园教堂按照防疫卫生标准有限度开
放，但入内信众很少。区内生活超市物
资充足，价格平稳，没有发生抢购。

感染人数10天内翻番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3亿

法国累计确诊病例超 1200 万
官方称将继续加强病毒检测

德国累计确诊超 750 万
医生工会称医疗体系面临超载风险

菲律宾日增确诊 28707 例创新高 
马尼拉新冠检测阳性率首超 50%

专家 ：奥密克戎变体正对世界卫生系统造成巨大压力
死亡率。”戴维森直言，受到新冠疫情
这场 200 年一遇的灾难影响，“40% 的
增长比例是闻所未闻的”。

目前，奥密克戎变异株在美国快速
传播，持续推高了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
人数。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数据显
示，目前美国新冠肺炎住院患者近 13.2
万，接近 2021 年 1 月中旬 14.2 万的峰值。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
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 9 日零时 21
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
59767221 例，累计死亡病例 837264 例。

驻日美军基地集中暴发疫情
创纪录的疫情浪潮下，还有多个国

家感染人数创下新高。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新年后

日本疫情急速恶化，其中冲绳县、广
岛县新增病例都创下疫情以来当地新
高。 截 至 当 地 时 间 8 日 18 时 30 分，
日本新增确诊病例 8311 例，累计确诊
1759005 例。这是自去年 9 月以来日本
单日新增病例再次超过 8000 例。

特别引关注的是多个驻日美军基地
暴发疫情。冲绳县官网 8 日显示，冲绳
美军基地当日新增确诊病例 302 例。此
外，山口县的岩国基地 8 日报告了 71 例

确诊病例。横田、座间等多个美军基地
近日也都报告了疫情。

韩国也遇到了类似状况。由于单周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680 例，驻
韩美军宣布将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据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在最新声
明中宣布，当地时间 9 日零时起，将禁
止所有驻韩美军相关人员前往基地外多
类设施，驻韩美军相关人员不能前往韩
国首都首尔，执行公务的人员以及在首
尔居住或工作的人员除外。

韩国约有 2.85 万名美军驻扎。此前，
驻韩美军多次被曝出不戴口罩聚会。

菲律宾卫生部 8 日报告，该国累计
确诊超 293.6 万例，新冠检测阳性率达
到 43.7%，这一数据创下疫情暴发以来
最高值。

澳大利亚 8 日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
数超过 11 万例，连续第六天刷新疫情暴
发以来日增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其中
人口大州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新
增确诊病例总数就超过 9 万例。

墨西哥 8 日通报超过 3 万起新增确
诊病例，写下单日新高纪录。墨西哥卫
生当局曾说，由于采检未普及，确诊病
例数和整体病亡人数，两者都可能明显
低估。


	589A01_Print
	589A02_Print
	589A03_Print
	589A04_Print
	589A05_Print
	589A06_Print
	589A07_Print
	589A08_Print
	589A09
	589A10_Print
	589A11_Print
	589A12_Print
	589A13_Print
	589A14_Print
	589A15_Print
	589A16_Print
	589A17_Print
	589A18_Print
	589A19
	589A20_Print
	589A21
	589A22
	589A23
	589A24
	589A25_Print
	589A26_Print
	589A27_Print
	589A28_Print
	589USHX0113ZTBD01
	589USHX0113ZTBD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