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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M CDT 于成立30周年之际推出大型公演

CAAM CDT 已经走过了 30个春夏秋冬，而这 30年

的辛勤耕耘也获得了明州人民的高度认可。
为了表彰CAAM CDT 30年来在推动中美两国人民

的友谊，传播中华舞蹈文化、培养中华舞蹈人才方面作

出的巨大贡献，明州州长 Tim Walz 近日亲自签名颁发荣
誉证书。我们深知，这既是赞扬和嘉奖，也是激励和鞭

策。我们将不忘初心，不负众望，砥砺前行！
愉悦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美好的记忆，与他人

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CAAM CDT
为30周年庆典特别制作的《华彩绽放》大型演出拥有上

述全部3个要素！
《华彩绽放》是由国家一级编导周金瑜老师精心打

造的一台节目，集纳了本年度十多个原创新剧目，融民

族性、多样性于一体，优秀的传统文化贯穿始终，奉献给
观众一台内涵丰富，绚丽多彩的演出。其中有经历长期
历史积淀、风韵典雅的古典舞、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缤纷
各异的民族民间舞、富有时代气息、多元融合的当代
舞。意境深远、古朴神秘，唯美浪漫，传达出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审美韵味，彰显了多姿多彩的优秀中华文

化。据悉，被称为孔雀公主的青年舞蹈家刘傲女士将在
明州首次奉献代表作《孔雀舞》。演出时间为2月4日晚
上7点，2月5日下午2点。所有门票均用于预订座位。

在这张灯结彩、欢渡中国新年的时刻，让我们走进O
‘Shaughnessy，观赏这场独一无二的精彩庆典！

HUNTINGTON BANK ROTUNDAHUNTINGTON BANK ROTUNDA

MALL OF AMERICAMALL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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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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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电咨询，总会有一份惊喜！！
Address：2605 Fernbrook Ln N, Suite A, Plymouth, MN 5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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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强专业团队

● 最大市场份额

● 最长可溯历史

● 最受客户信赖

● 最佳贷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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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营业时间
99∶∶0000amam —— 88∶∶pmpm全年无休全年无休

99∶∶0000amam —— 66∶∶pmpm重要节假日重要节假日

网址：shanghaiwholesale.com 邮箱：shanghaisale@gmail.com 电话：651—340—1547

恭贺中国农历新年恭贺中国农历新年 玉兔迎春玉兔迎春 鸿兔大展鸿兔大展！！

重要重要
启示启示

MarketFresh好佳市
（原上海批发零售 乔迁新地址）

1800 Highway 36 West. Roseville，MN 55113

亚洲特色亚洲特色 火锅食材火锅食材 水果蔬菜水果蔬菜
新鲜肉类新鲜肉类 美味小吃美味小吃 干货调料干货调料
应有尽有应有尽有 新老新老客户客户 欢迎惠顾欢迎惠顾

Market Fresh 好佳市
原上海批发零售部

MarketFresh 好佳市
诚请收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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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俊 Dr. Jenny Xiao
LAc. Ms. M.D.
执照中医针灸师
中医针灸学 硕士、

免疫学硕士、西医博士后
和协中医诊所
Natural Harmony Clinic
Acupuncture & Chinese Medicine
中医世家，西医背景，不忘祖训，坚持中西医结合，经
验丰富，中英文流利，运用中西医结合最科学和传统
的方法为您解除病痛，提供中西医结合诊断，中医中
药针灸及各类传统治疗，提供健康营养及养生咨询。

欢迎致电预约及咨询：
电话 Clinic Phone：612-472-6196
邮件 Email：Natural.harmony.mn@gmail.com
诊所地址 Clinic Address：
Natural Harmony Clinic
Acupuncture & Chinese Medicine
2978 Rice St. Little Canada, MN 5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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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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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xiqingli@edinarealty.com
https://www.edinarealty.com/xiqing-shirley-li-realtor
https://www.linkedin.com/in/xiqing-li-82a0b2a/
https://www.facebook.com/xiqing.li/

成功的房地产投资者，拥有丰富经验
的物业管理能力，敏锐市场洞察以及
分析能力，资深教育从业者。可提
供学区房筛选以及房地产投资和装
潢的建议。能为客户争取最大的利
益，是值得信赖的房地产经纪人。

明州房地产经纪人

李西清
Shirley Li

工商管理硕士（MBA）
精通普通话和英语

Shirley’s Cell：612-910-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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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有爱心的家政服务人员！清洁理家，做饭。可住家，可通行。工作

轻松，待遇优厚，有意者请电：6127038706。

中餐馆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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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政府认证中英文翻译

华兴书店快速办理美国公民回国探亲签证、公证、认证业务，护照更

新！联系电话：651-387-0234。

招聘有爱心的家政服务人员
男女不限,帮助一对老年夫妇。地点：

Bloomington(Hwy 494 & 35W)。工资:星期
一至五，每天工作 4小时，例如上午 9点至
下午 1点。工资每小时＄18。要求：略懂英
文，会开车，自备车。有意者请联系（952）
221-6712。

明州中文幼儿园
招聘教师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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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尼阿波利斯中餐馆转让。目

前餐馆正常运营，生意稳定、房

租低，盈利。售价可议。

有意者电612-423-1078李生 。

明 州 新 闻 和 报 刊 摘 译
州长说，他仍然希望

从巨额盈余中退钱给纳税人
明尼苏达州州长 Tim Walz周五表示，他的预算提案将

包括176亿美元巨额预算盈余的退税，但承认退款将比他曾
经希望的少。

州长的提案 ：“去年开始为个人申报者提供1,000美元，
为联合申报者提供 2,000美元 ”。到目前为止，他只得到了
民主党同胞的“不冷不热的支持”。但他不会在1月24日宣
布预算之前具体说明新的退款额。

“我认为人们正在感受到通货膨胀，即使它可能正在降
温一点，”Walz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我认为明州人有
一种感觉，无论他们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一点盈余真的会
有所帮助。”

州长还表示，他的预算将提议将政府对学区的援助与
通货膨胀挂钩。在明尼苏达州历史上对公共教育进行最大
的投资。

民主党在11月的选举中控制了明尼苏达州立法机关的
两院，立法机关于周二召开。但即使在赢得参议院、众议院
和州长办公室的“三连冠”之后，民主党人之间的一些分歧
也开始出现。

众议院议长Melissa Hortman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多数党
领袖 Jamie Long周三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他们更大的
优先事项是针对每个5岁或以下儿童3,000美元的家庭提供
税收抵免，上限为7,500美元。

参议院共和党人坚持永久减税，但在 11月失去多数席
位时输掉了赌博。“我只是想向明尼苏达州人民退税，让他
们的生活更实惠，”Walz说。“我认为会有一种形式，再加上，
我认为，特别是针对中产阶级的税收减免。

州长表示，他的预算将包括儿童税收抵免的“版本”，尽
管它不会与立法领导人提出的完全相同。

他说，他将提议完全或部分免除更多明尼苏达州社会
保障福利的所得税。他说，大约一半的明尼苏达州社会保
障领取者目前不对这笔收入征税，但他希望“为最富有的明
尼苏达人”保留税收。

大多数州根本不对社会保障征税。明尼苏达州共和党
人 - 甚至一些民主党 - 立法候选人都在竞选完全取消税
收。但这样做可能会在未来的预算中造成一个大洞。

明州有41个城市从“城市”转向“农村”类别
（urban to rural）

美国人口普查局改变了自 1910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分
类：一个多世纪以来，普查局将人口超过 2,500的地区归类
为城市。但是，马车时代的遗留物在数字时代不再有意义。

明州的LONSDALE — 这个拥有 4,700 人口的属于Rice
县的城市正处于农村和城市交汇处的风口浪尖。

主街上的谷物升降机和巨大的“活饵”标志是其农业历
史的证据。按摩工作室和肉店以每磅 130美元的价格出售
日本‘和牛’牛排，展示了它作为双子城外约45英里，工人们
的“卧室社区”的地位。

但就目前而言，无论如何，Lonsdale已经正式成为“农
村”。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观点，该局在分析了2020年人
口普查的结果后，刚刚宣布将 Lonsdale和其他 40个明尼苏
达州城市从“城市”重新归类为“农村”。

全美国有 1,140 个城市从城市转为农村，人口约 420
万。只有 36个美国城市从农村改为城市，其中包括明尼苏
达州的Glenwood。新的‘农村’名称似乎对Lonsdale居民来
说很好。“这很有趣，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城市。”接待员Er⁃
in Lunn说。

明大专家说：Covid-19最糟糕的变种就是
XBB, 已成美国头号毒株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专家Michael Osterholm博士最近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全球目前面临的最糟糕变种可
能就是XBB。Osterholm博士进一步表示，美国感染病例和
住院人数上升的 10个州中有 7个位于东北部，这些州的新

增病例中XBB.1.5亚变体所占比例较高。
与此同时，那里的XBB毒株感染病例也在增加。截至

2022年 11月初，全球数据库中的大多数XBB.1.5的最早期
感染病例都是在纽约和马萨诸塞州附近进行测序的。

Michael Osterholm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Covid-19病
毒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增加了境外爆发新疫情和出现危险病
毒变种的风险。“（出现）新变种的可能性很大，它们可能对
世界其它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CDC表示，正在密切跟踪一种名为XBB.1.5的新型奥密
克戎亚型毒株，据监测的数据预计，目前美国约 40.5%新冠
确诊病例感染的是 XBB.1.5 毒株。但研究发现，目前
XBB.1.5导致的重症率与其他毒株几乎没有区别，这意味着
它的致病性可能没有增强。

在过去的两周里，美国每天因新冠感染住院的平均人
数上升了4%，达到42,324人。然而，在XBB.1.5占主导的地
区，住院率并不一定高于其他毒株占主导的地区。目前没
有迹象表明，XBB.1.5毒株会引发更严重的病情。

感染XBB.1.5亚型毒株的症状包括腹泻、呼吸困难、头
痛、喉咙痛、鼻塞、全身疼痛、疲劳和发烧等。XBB.1.5与同
族的毒株不同，它有一个额外的关键突变F486P，可以更好
地与人类的细胞相结合。

研究指出，XBB致病力并未明显增强，但由于该毒株突
变能更好地与人体细胞受体结合，因此XBB.1.5“免疫逃逸”
能力更高。

另外，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一项研究表明，实验者在
至少接种两剂mRNA疫苗、且感染了奥密克戎BF.7毒株的
情况下，并没有对XBB毒株产生抗体。因此，他们警告称：
曾经感染了新冠其他毒株的美国人，在近段时间可能还会
再次感染。

研究显示明州为最适合退休居住的州之一
根据《全球居留计划指数》（Global Residence Index）的排

名，在美国50个州中，明州是最适合人们退休后居住的州之
一，在排名榜上位列第二。

《全球居留计划指数》的研究认为，空气质量、预期寿
命、暴力犯罪报告、环境质量、医疗补助支出和 65岁以上人
口占比，是那些到了退休年龄的人考虑的最重要的要素，并
据此运用七个关键因素，对美国50个州做了排名。

华盛顿州在七个关键因素中，有五个进入了排名前十，
成为美国最适合退休人居住的十个州之首，明尼苏达州位
居第二；麻萨诸塞州为第三。其它七个州，依次是夏威夷、
俄勒冈州、纽约、加州、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和新罕布什尔
州。

根据《全球居留计划指数》，阿拉巴马州是美国最不适
合退休后居住的州。这个州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73.2岁，
排在倒数第四，同时也是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州之一。

但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加州和纽约州的房价与税收
都很高，并且近年来的治安也不好，应该不太适合退休后居
住。夏威夷的物价不仅高，而且生活也不很方便，这些地方
如果仅靠普通的退休金恐怕难以为继。大众退休后的首选
应该是佛罗里达州、北卡、南卡和亚利桑州这些地方。

明州的Brainerd Lakes
被列为购买湖景房的最佳地方

度假租赁公司Evolve近日发布了针对2023年购买湖景
房的最佳地点的排名。

在 2023年购买美国湖边别墅的十大最佳地点排名中，
明州的Brainerd Lakes在榜单上排名第三。根据Evolve公司
的数据，该地区的湖边小屋能够带来最大的回报率。那里
的租金收入中位数为 27,043美元；房屋上市价格中位数为
346,333美元；资本回报率为5.5%。

根据Evolve的资料，Brainerd Lakes拥有风景优美的湖
泊，原始的公共海滩，一流的高尔夫球场，以及出色的冰钓。

购买湖边的房子可以成为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无论是
将其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家，还是作为度假屋，或者是作为潜
在的出租物业。

过去两年明州的房市
Kenley Johnson去年从市中心北环路附近的一间公寓，

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哥伦比亚公园高尔夫球场附
近，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的房。

“我想要一些不在市中心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的交
通，”Johnson说，他花了一年时间寻找房屋。“但我不想在郊
区。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每个社区的房价在 2021 年都
上涨了。”

“负担能力是我第一要考虑的。”Johnson说，结果他以
279,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幢 1,600平方英尺，三居室，两
浴室的房子，建于 1950年代。这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最实惠
的房子之一。

最具活力的是廉价的工人阶级社区，根据《明星论坛
报》的‘热门住房指数’（Hot Housing Index）排在首位的是明
尼阿波利斯的Columbia Park和圣保罗的Dayton's Bluff。

Columbia Park的崛起部分归功于其相对便宜的住房存
量。平均而言，该社区的房屋去年售价为每平方英尺188美
元。这比明尼阿波利斯市平均水平低35美元。但它远高于
该社区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154美元。

Dayton's Bluff也发生了类似的价格飙升，去年房屋以每
平方英尺 155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比圣保罗的平均水平便
宜30美元，但也大大高于该社区116美元的五年平均水平。

过去两年对于购房者来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时期，今
年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今年年初，市场上的房屋与一
年前相比减少了25%，在大部分都会地区，买家数量超过了
卖家。

尽管如今买家没有太多的影响力，但根据 Star Tribune
对 100多个最大住房市场的分析，在大都会地区的一些城
市，买家会发现一些房价更低，竞争也更少的房源。

《明星论坛报》的 2022 年买家指数使用有关销售价格、
可用房源以及卖家获得多少要价的数据显示，最佳购房场
所大多是两个郊区Burnsville和Spring Lake公园最边缘的农
村社区。

该指数使用明尼阿波利斯地区房地产经纪人的 2021
年销售数据，排名第一的是威斯康星州River Falls，这是双
城大都会远东边缘的一个大学城，已成为首次购房者的首
选地点。

Jessica Lee，她一直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租一套狭窄
的公寓。“我意识到，以我公寓的租价，我可以拥有自己的房
子，”Lee说，他远程工作，所以不必担心每天通勤。

她的预算为 325,000 美元，她的首要任务是可负担性和
质量，因此她寻找房屋从大都会地区的一端到另一端。“我
到处找，”她说，“从Bloomington到Wyoming北部。”12月初，
经过一年的寻找和 16次出价，她看上了明尼阿波利斯以东
约35英里River Falls的一栋三居室两浴室的房子。

这所房子建于 1940年，步行即可到达威斯康星大学
River Falls分校和市中心的商店，设有三季门廊，木地板，壁
炉和家庭办公室。

这座近1,500平方英尺的房子占地三分之一英亩，刚刚
以 275,000美元的价格上市。她开出的价比卖家要价高出
14,000美元，并在一月份Close了房子。“如果我不是远程工
作，我就不会那么热衷于在这里买房子。”Lee说。

几年前，讨价还价者和首次购房者在明尼阿波利斯和
圣保罗以及内环郊区就能找到价值房，那里的房屋往往更
旧，紧凑且地块较小。但情况已不再如此，讨价还价的购房
者正在前往远离大都会的边缘地区。

自 2021 年 5 月，整个都会地区每平方英尺的房屋销售
平均价格首次突破 190 美元，并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徘徊
在该价格附近。

《明星论坛报》买家指数的前10个城市的售价约为每平
方英尺 160美元或更低。River Falls每平方英尺 149美元，
是都会地区中最便宜的社区之一。

其他负担得起的地区是Montrose和Watertown，它们都
位于明尼阿波利斯以西 30多英里处。“你走得越远，你的钱
肯定会得到更多”Apple vally 的销售代理 Alyssa Boecker⁃
mann说。

雷思晋编译



办 理 疫 情 回 国 探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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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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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兴书店&报社》

预约电话：651-387-0234
信箱：chinatribuneus@gmail.com
chengruzhao@gmail.com

华兴书店搬迁
人参清仓大优惠

所有许氏盒装人参6折优惠

散装原枝人参，短枝、长枝、
泡参、珍珠参，参须、参枝、参粉原价一半的价格出售

10年以上野山参等
一律三分之一价格出售！！！

地点：双城New Brighton MN 55112
需 电 话 预 约
651-387-0234

双城中餐堂吃外卖店紧急请人！
双城中餐堂吃外卖店紧急请人！诚请企台，厨师、打杂，

前台打包听电话等，待遇好，收入高，全职以及兼职。

联系电话：952-594-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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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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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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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Paul,
MN 55106

专业清洁
专业清洁、技术精湛；
专职家庭、办公室

清洁！
联系电话：

952-220-8068
Mayfa

明尼苏达州正规
床脚店高薪请人：
明尼苏达州正规床脚店

招女按摩师一名，位于

富人区，大费高小费好，

平均每天至少 4个工.要

求简英文，能认真对待

每一个客人，不需要小

时证书，需工卡能报税.

本店有夫妻工在做工，

如果您想做正规工挣安

心钱，请选择并联系我.

电话：763-203-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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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清洁
Master Clean
专业清洁、技术精湛；
专职家庭、办公室

清洁！
联系电话：

651-434-4944 Rony
Mayfa



男女不限，帮助一对老年夫妇。地点：Bloomington
(Hwy 494 & 35W). 工资：星期一至五，每天工作4小
时，例如上午9点至下午1点. 工资每小时$18。要

求：略懂英文，会开车，自备车。
有意者请联系（952）221-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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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有爱心的家政服务人员
清洁理家，做饭。可住家，可通

勤。工作轻松，待遇优厚。

有意者请电：612703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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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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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天
低于市场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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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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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651-387-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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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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612-702-7374

中餐馆出让
明尼苏达州Worthington市中国

餐馆出让。有意者请商谈李先生

电话：507-360-5096

招聘有爱心的家政服务人员

明 州 餐 馆 批 发 公 司
聘 请 仓 库 和 办 公 室 人 员

1）聘请白天仓库工人，要会开铲车、熟手；

2）聘请晚班仓库工人，无需经验，可以培训；

3）聘请办公室文员，中英文能看，能沟通办公室日常工作；

每小时$22.00

有意者请电话或者短信联系：Vincent Lin 612-290-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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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 读中国新任外长秦刚先生的文章有感

读 者 来 信 ：贾延强 加拿大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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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馆转让
明尼苏达州Worthington

市中国餐馆出让。
有意者请商谈李先生
电话：507-360-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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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1月 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

了一篇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的署名文章，题

目是《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我们星球的前途命

运》。这篇文章展示了中国外交的风范，让我

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全世界人民合作

共赢的美好远景和大趋势。

秦刚先生于 2021年 7月上任中国驻美国

大使。在上任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访了美

国 22个州。他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事例，告

诉人们他看到了华盛顿之外不一样的美国：在

密苏里州大豆和玉米农场的田间地头，他感受

到了美国农民的质朴和好客，感受到了中美农

业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减少全球粮

食供应的不稳定性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俄

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工厂里，美国的工人

告诉他说，这些中国投资的企业为他们创造了

就业机会，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有了可靠保

障；在长滩港和波士顿港，他看到了堆积如山

往来于中美之间的集装箱，切身体会到中美贸

易高度依存，“脱钩断链”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

利益。

当前，中美关系仍然处在困难和不稳定状

态。美国的朝野上下把中国当作最危险的竞

争对手的大有人在。而在中国国内，把美国视

为头号敌人的也为数众多。更有“老大老二”

的学说甚嚣尘上。秦刚大使履任之际，受到的

并不是欢迎，而是“冷遇”。面对如此艰难的局

面，秦刚先生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走出去。他

曾与 80多位美国的參众两院议员会面交谈，

彼此相互倾听。他广泛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和战略学术界人士，了解他们的认知和对华合

作的意愿。

70 多年前，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的闭幕

词中说过，“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

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

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

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毛泽东的

话至今仍未过时。中国今天的崛起和发展，理

应要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当然是

包括美国人民、日本人民、欧洲人民、大洋洲人

民……全世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

是什么老二，也决不当什么老大。无论中国发

展如何强大，中国永远不爭霸、不称霸。秦刚

先生的话语掷地有声：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

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

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我们不能让偏见

和错误的认知导致两国伟人民之间的对抗冲

突。

中国人民的理念和梦想应该通过各种渠

道让广大的美国人民所认识，一个强大的中

国，对美国、对世界和平是一件大好事，让他们

愿意看到并且热情地开怀拥抱这个美好的中

国梦，这才是王道。广而言之，要让全世界各

国人民认知，一个正在崛起的、繁荣富强的中

国，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因为这小小的地球

是我们共同的家。

全世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个当

今崛起大国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像那部寓意

深长的电影《狮子王》中最后的场景:当这头雄

狮最终登高一呼时，下面聚集着森林中所有各

类动物并发出热烈的欢呼和祝福之声。这个

伟大的日子决不是他的独吼，因为他明白并记

着自己的祖训：不要小看地上那些绿色的小

草！

双城中餐堂吃
外卖店请人！
双城中餐堂吃外卖店请

人！诚请企台，厨师、打杂，
前台打包听电话等，待遇好，
收入高，全职以及兼职。
联系电话：9525944502

明州双城著名事务所
诚请会计师

明尼苏达州双城地区著名

会计事务所，诚请会计师，
要求中英文流利，有专业经
验。薪优！意者请电：

612-702-7374 中餐馆转让
明尼阿波利斯中歺馆转让。

目前歺馆正常运营，生意稳

定、房租低，盈利。售价可

议。有意者电612-423-1078
李生

明尼苏达州 COVID-19 的现状
更新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
包括再感染在内的总阳性：1,815，476
总死亡人数：13,998
需要住院的病例总数：79,782
ICU 住院病例总数：13,964
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以来，数字是累积

的。来源于明尼苏达州卫生部
CDC 的 COVID-19 社区水平衡量 COV⁃

ID-19 疾病对健康和医疗保健系统的影响。
检查您居住地或旅行地的社区级别，以了解
COVID-19 发生的情况，并确定为您和您的社
区推荐的预防措施。 CDC 提供的社区地图、
图表和数据每周四晚上 美东时间 8 点更新：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 ncov/sci⁃
ence/community-levels.html

当您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时该怎么
办？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意味着您感
染了 COVID-19，无论检测类型如何。即使您
再次测试并且结果为阴性，阳性测试仍然适
用。如果您感到不适或检测呈阳性，请留在
家 中 ：https://youtu.be/ND1J6dO1CBw #Stay⁃
SafeMN

2022 年明尼苏达州有 3,000 多人死于
COVID，威胁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新的一年，是时候进
行盘点了。就 COVID-19 数据而言，明尼苏
达州在2022日历年结束时：

670,000 例确诊病例。这高于该州 2021
年的 639,000 例和 2020 年的 428,000 例（从
2020 年 3 月 5 日的第一例官方病例开始）。

超过 27,000 人住院。这低于该州 2021
年的 29,000 例 COVID-19 住院治疗，但高于
2020 年记录的 22,000 例（从 2020 年 3 月 9
日该州首次 COVID 住院治疗开始）。今年

12% 的 COVID-19 住院患者在重症监护病
房，低于 2021 年的 17% 和 2020 年的 21%。

尽管 12 月大部分时间的死亡率数据不
完整，但到目前为止，该州今年已有 3,067 人
死于 COVID-19。虽然这个数字太多了，但低
于 2021 年记录的 4,953 例死亡或 2020 年记
录的 5,913 例死亡（从 2020 年 3 月 19 日该州
首例 COVID-19 死亡开始）。

今年的大部分 COVID-19 病例发生在
omicron 高峰期的早期。该州近一半的病例是
在 1 月份记录的，大约四分之一的 COVID 住
院治疗和 30% 的 COVID 死亡病例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如下文更详细所述，疫情对明
尼苏达州的影响仍然显着。此外，该州的流
感和 RSV 发病率仍高于正常水平。值得庆幸
的是，这两种疾病的流行率似乎都在下降。
根据明尼苏达州卫生部的初步数据，在截至
12 月 23 日的一周内，只有不到 200 名明尼苏
达人因流感住院，与感恩节前后几周的 500
多人流感住院相比，继续呈下降趋势。同样，
新的 RSV 住院人数现在大约是该州 11 月上
半月的一半。 从明尼苏达州有关 COVID-19
的最新数据中可以了解四件事：1. COV⁃
ID-19 病例率、住院率和死亡率保持在过去几
周的水平。2. 只有五分之一的明尼苏达人
接种了最新的 COVID 疫苗。3. 都市废水
中的 COVID 水平继续呈上升趋势，亚变体
XBB 呈上升趋势。4. 根据 CDC 最新的
COVID 社区级别评级，近 80% 的明尼苏达人
生活在中等风险县。 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
基本持平正如我们过去报道的那样，由于家
庭检测等多种原因，官方报告的病例数低于
实际的 COVID-19 病例数。但这种情况已经
持续了几个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完美但
仍然有用的趋势线，以帮助了解我们州 COV⁃
ID 的情况。

明州疫情报告 明州新冠疫情现状



合作版2023年1月12日（星期四）中 國 專 題B9 ◆責任編輯：何佩珊

疫情三年，“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重擔，

在中年人一肩扛起的家庭裏，非正常地放大了。

中國逐步調整防控措施初期，感染高峰到來，擁擠的醫院、搶空的藥店、病倒

的老小，中年人們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人到中年”四個字背後蘊含的不易。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劉蕊、敖敏輝陝西、河南、廣東連線報道

去年平安夜，鄭州下起了雪，張曉
聞吃了碗燴麵，每一口都用力地嚼着，
“2022就這麼稀里糊塗結束了，2023就
這樣來了！我們能做的，只有用力吃
飯，用力活着。”吃完後，他用餐巾紙
擦掉眼裏打轉的眼淚，“好久不出來堂
食，放辣椒太多了，不過很過癮。”回
家前，他給妻兒打了一通視頻電話，
“下雪了，給他們看看外面的雪景。他
們高燒剛退掉，也不敢讓他們出門。”
掛完電話，他又去路邊買了三個“平安
果”，“儀式感是不能缺少的”，但也
僅此而已，“我現在連請家人吃頓大餐
都吃不起。”
張曉聞老家在河南原陽農村，“小

時候窮過餓過，但沒有體會過作為家長
的難處。”如今，他每周跟父母視頻通
話，叮囑兩老要捨得吃喝、開電暖器。
2022年一年，他都沒有回家看過父母，
“說是因為疫情，其實更多的是怕回去
面對父母，下半年都沒怎麼給家裏打錢
了。我該怎麼告訴他們，我現在幾乎就
是破產了，現在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借來
的。”
張曉聞大學畢業後幹過幾年媒體，

後來辭職和幾個朋友一起創業，做起自
媒體，主要幫餐飲企業和房產企業做視
頻宣傳，“在鄭州安了家。2019年還按
揭買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但一切

並未朝着更美好的方向發展。“這三年
是地產企業最差的三年，我們失去了地
產客戶；這三年餐飲企業動不動關門，
我們失去了餐飲客戶。”
2021年，張曉聞轉行，與人合夥在

鄭州一家老廠房開茶館賣茶葉。封控期
間靠直播賣貨，算是一直有收入。在剛
過去的8月，他用所有積蓄盤下茶館附近
的一家飯店，但因為封控遲遲未能開
業，“每天晚上幾乎都睡不着，不停看
官方號，希望解封。”
2022年11月底的一天，張曉聞躲到

衞生間裏，給通訊錄裏每個人發信息，
“慚愧開口，生死邊緣。借錢，為了一
家人活下去。沒誇張，太久只出不進，
實體開不了，線上賣茶貨發不來，房貸
已逾期，家中沒餘糧。”
發完信息，他用毛巾捂着臉狠狠哭

了起來，“從沒想到會如此落魄。每次
也都勸自己就快好了。但是真的太難
了。”擦乾淚回到客廳，他便笑着陪4歲
的兒子玩。
如今解封了，張曉聞一家都陽過

了，但飯店還是沒能開張，“一時還招
不到服務員”。“失去的還能尋回來
嗎？”一向很有信心的張曉聞現在成了
驚弓之鳥，“總怕再有什麼變故。怕父
母生病扛不過去，還怕明年孩子學費都
交不起。”

我該怎麼告訴家人我該怎麼告訴家人
現花的錢都是借的現花的錢都是借的““ ””

謝超群的老家在江西農村，在朋友
的牽線下，2008年，他前往上海，從學
徒開始，慢慢成為了一家工業檢測設備
工廠的裝配工人。妻子則在蘇州一家電
子廠上班。勤懇、踏實，工作上毫無怨
言，讓他們在廠裏立足。他們和父母告
別了居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蓋起了3層小
洋樓。2年後，為了方便出行，謝超群買
了一輛小汽車。女兒也乖巧，考上市裏
的重點高中，兒子也在去年考上了一所
農村重點高中，在學歷上已經超越父
母。為了給孩子更好的居住和學習環
境，他們還在縣城買了新樓。
一切本來順風順水。然而，2020年

疫情爆發後沒多久，謝母身體不適，檢
查後發現患上血管瘤。疫情下就醫手續
繁複，交通也不便，沒能去南昌、上海
等醫療條件更好的城市治病，選擇了在
縣醫院做手術。
之後，原本就身體不太好的母親，

身體機能越來越差。謝超群所在的公
司，也因為疫情訂單縮水，加班收入隨
之減少，“常常聽到有人抱怨加班，但
是現在加班少了讓我們更焦慮”。
年關了，謝超群算了一筆賬，整個

2022年，他的年收入比疫情前少了
四五萬元（人民幣，下同）。花銷
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很多。子
女的生活費和雜費，每個月至少要
2,000元；按揭買的房子，月供超過
4,000元。加上在上海的房租、日常
養車費用，全家每個月至少要花出
去近9,000元，每個月收入基本沒有
剩餘。“父母隨時需要看病，我們
也很難拿出再多的錢了。如果繼續
這樣下去，我不知道能支撐多
久。”謝超群說，父母看在眼裏，
拒絕去醫院做檢查治療以免花錢，
讓他更心疼愧疚。“現在只有更努
力地工作，保住這份收入。”

◆◆胡偉說胡偉說，《，《人到中年人到中年》》這首歌這首歌，，
20222022年聽來非常有共鳴年聽來非常有共鳴。。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謝超群 41歲 上 海 產 業 工 人

◆下班回家，謝超群和
在老家的兒子視頻連
線。 受訪者供圖

◆張曉聞現在回家前都要去湖邊散下心，深怕
把焦慮帶回家。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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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怕隔離沒法幹活原怕隔離沒法幹活
現怕陽過沒力幹活現怕陽過沒力幹活““ ””

老家診所人滿為患老家診所人滿為患
整天我都坐立不安整天我都坐立不安““ ””春運火車票開售首日一大早，看着電視新聞

裏車站工作人員忙碌的身影，已有一年多沒回家
的胡偉，下意識地進了“12306”網站——雖然
可以預定的車次很多，但胡偉卻愣了半天沒有買
票。“不知道是疫情帶來的問題，還是我自己有
問題，面對回家，竟然有一絲惆悵。”胡偉說，
三年疫情好像就要過去了，但中年人的焦慮，卻
在重壓之下似乎愈發嚴重。老家在陝西銅川農
村，渭北高原的豐沃，讓胡偉從小生活無憂。高
中畢業離家，胡偉輾轉於西安和南方的幾個城
市，工廠仔、業務員……能做的崗位幾乎統統做
過一遍。2011年後，他一直做小生意，南下北上
依然是生活常態。

缺錢還可解決最怕老小染病
“疫情第一年，除了出行受限，我並沒有感

到什麼，直到2021年中旬，便突然有了壓力。”
特別是進入2022年之後，胡偉的生意遇到了巨大
的困難。“坐吃山空，再加上老家還有老父老
母，以及正在上學的女兒，確實有點勉強支
撐。”這一年，他特別喜歡聽一首歌：人到中
年，歲月滄桑了容顏，上對父母，下為兒女……
“聽了特別有共鳴。”
如果說生活的壓力通過努力還能化解的話，

那麼面對近期疫情開始向農村蔓延的趨勢，胡偉
卻無法淡定了。“那天看到老家電視台說，農村
診所人滿為患，一整天我都坐立不安。”讓他更
為揪心的是，電視上、報紙上、手機上，越來越
多專家提示，特別要關注老人和小孩的健康，避
免出現重症。“我父母都七十多了，孩子才十幾
歲，都屬於敏感和脆弱人群。”胡偉說，自己感
染他一點也不擔心，但對於家人的感染，他除了
恐懼還是恐懼。
胡偉坦言，可以忍受自己的病痛，卻不能看

到父母和女兒可能有的病痛。“這種回家的惆
悵，可能更多的是逃避吧。”儘管如此，作為父
親、作為獨子的重擔在肩，“無論如何還是要回
去的，和全家人一起扛過這個難關。”

“原先怕被隔離沒法幹活，現在怕沒力氣幹
活。你說咱農民工，除了靠這身力氣，還能靠
啥？”汪占斌說着咳嗽了起來，“我得病已經好了
快一個星期了，但總覺得沒以前有力氣了。”
從十幾歲起，汪占斌就開始到處打工，先是養

活自己，後來養活老婆孩子，“在餐廳洗過盤子、
工廠裏也擰過螺絲，後來學了電焊，算是穩定點
了，也算是有門技術了，哪缺電焊工就去哪兒。”
提起孩子，汪占斌很驕傲，“大兒子在鄭州上大
學，現在準備考研；二兒子在老家上初中了，學習
也不賴。咱一輩子幹體力活，不能讓孩子再吃這個
苦了。”
疫情三年，汪占斌至今也說不清楚“新型冠狀

病毒”到底是個啥病，“剛開始說會傳染，得了要
命。那年我和老伴在江蘇徐州打工就沒敢回家過
年。”2020年到2021年，他都是各個工地轉悠，
“咱出門就是為了賺錢的，聽說生了那病得被拉
走。所以老闆讓我們戴口罩我們就戴着。”
2022年，汪占斌聽說老家河南周口開了一所造

船廠，缺電焊工，他便立刻回去了，“在船廠一個
月能拿5,000多塊錢（人民幣，下同），家裏有個
急事能及時趕回去。”
最近疫情政策調控之後，汪占斌所在的船廠也

很快出現群體感染。“剛開始想着扛扛就過去了，
誰知道現在渾身還沒勁兒呢，”但汪占斌也沒敢多
請一天假，“現在都在趕訂單呢，幹得好老闆還另
外給加錢。”汪占斌說，一家老小光這一波感染，
醫藥費前後已經花了兩千多元。“現在就盼望着家
裏老人能挺過這一關，大兒子考研能順利。我們就
是辛苦辛苦，給孩子把學費準備齊就可以了。”
即使還沒完全恢復，汪占斌也沒有停下手上的

電焊，“咱老百姓哪兒有那麼嬌氣啊！咱啥日子都
能過，只要孩子老人好好地就行。”

���


張曉聞 38歲 河 南 鄭 州 創 業 者

胡偉 42歲 陝 西 個 體 老 闆

汪占斌 50歲 河 南 農 民 工

父母拒絕花錢看病父母拒絕花錢看病
讓我更加心疼愧疚讓我更加心疼愧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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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旅游市场料率先回归人气 整体出境游或在 3 月恢复

▲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元旦假期首日，旅客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排队办

理登机手续，准备搭乘航班出行。� 中新社

▲ 2022 年 12 月 31 日，纽约时报广场举行新年倒计时庆祝活动，活动开幕庆典

以香港文艺表演为主题。图为香港现代舞团 TS�Crew 在时报广场。� 中新社

▲ 2022 年 2 月 18 日，2022 泰国旅

游节在曼谷伦披尼公园开幕，游客在旅

游节展示现场参观、购物。� 中新社

【本报讯】近期，从中国的旅行社、地接供应商、导游、
酒店和海外旅游机构等透露出的消息可以看到，暂停了 3 年的
出境游即将恢复，旅游业者很是兴奋。但 3 年以来，不少地接
人员、餐厅、用车等都发生了改变，也有一批中小型旅游业者
退出市场，所有业务都要重新对接，加上手续办理周期等，业
界估测今年春节东南亚游会率先重启，而欧美、非洲等出境游
要到 3 月可整体恢复，鉴于地接和大交通方面成本上涨，届时
欧美游的价格可能将翻倍涨，人均或超 2 万元（人民币，下同）。

因疫情暂停3年后
中国出境游重启

徐磊原本是春秋旅游欧洲产品经理，
在疫情发生前，他做的一直是欧洲游板
块业务，但是从 2020 年 1 月底开始，
他的业务发生巨大变化。

上海第一财经报道，“当时以为出
境游也就停几个月，没有想到一停就停
了 3 年。从 2020 年的上半年开始做内
部培训，到后来转向中国国内游，专注
于做北海板块，但是 2022 年疫情反复，
北海这些地方都发生了疫情，也导致业
务受影响。如今出境游终于要恢复了，
我们现在也是每天都在开会，做一些前
期的准备工作。”徐磊说。

沈攻（化名）从事旅游业 10 多年，
他的兴趣爱好就是旅游。“我觉得可以
做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是很幸福的，一
直以来我主要是做非洲、欧美和极地旅
游，从做出境游领队开始，到后来做管理，
我觉得挺开心的。但是疫情一来，我们
的业务全部都停了，后来，我转行做了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业务，但我的心一
直在旅游业上。这次出境游要恢复了，
我们原本的旅游公司就开始把大家召集

回来。我们公司原本有 240 人左右，现
在先召集回 20% 左右的核心员工，把业
务架构先重启。我已经在准备重返旅游
业了。”

沈攻原本在一家专做出境游产品的
旅游企业担任管理工作，如今他打算重
返出境游市场。

杨君（化名）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年
轻小伙子，他在法国居住多年，一直在
当地从事地接导游工作，也是因为疫情，
他所接待的中国游客业务暂停了。

“法国旅游地接业务停了以后，我
就回了中国，通过之前在法国的朋友，
我们开始做一些电商生意，也成立了相
关的电商企业。这两年做得还可以，但
电商的竞争非常大，我们的利润也是越
来越薄，其实我一直很想再做旅游业。”
杨君说，这次出境游即将恢复，他打算
整理一下电商业务后，还是去法国，把
当年的合作伙伴重新对接一下，继续做
欧洲游地接生意，而且他也很看好之后
法国的奥运会商机，所以现在去法国准
备一下，时间刚好。

在出境游市场中，东南亚游和欧美
游是两大主要板块，其中，东南亚游的
手续相对简单快速，价格也相对较低，
因此在业界看来，东南亚游有望在春节
率先恢复。

上海第一财经报道，“要恢复出境游，
首先就要看手续办理的周期。一般来说，
东南亚的签证手续比较简单，周期也短，
可以在近期内恢复。但是欧美或中东非
洲旅游的签证周期就比较长。比如欧美
最好提前 1 到 2 月准备，除了客人自己

随着中国出入境政策的优化调整，
跨境游市场正在逐步回暖。

上海第一财经报道，根据公开信息
显示，法国、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各国旅游局和相关机构纷纷在
表示欢迎中国游客到访旅游。泰国国家
旅游局宣布将组织一场名为“CHINA IS 
BACK”的活动欢迎中国游客回归，并
预计 2023 年前 3 个月将有超过 30 万名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加拿大旅游局方面
表示，一直都在做各种准备工作，希望
中国游客能到访加拿大旅游。

“除了手续，出境游需要大交通和
海外地接的支持。从目前情况来看，国
际航班并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
因此可想而知，机票的成本会上涨。而
且由于国际航班整体比较少，这也就意
味着返程的时间会被拉长，比如原本如
果是每天都有航班的话，那么游客可以
随时返程，但现在可能至少要等一周后
才能返程，而且也未必能买到票，这就
使得整体出境游的时长变长了，整体费
用会上涨。”徐磊分析称。

同时，海外旅游目的地的地接变化
也很大。根据不少导游反馈，由于出境
游暂停 3 年，因此一些此前以接待中国
游客为主的海外地接也暂停了业务，有
些转行了，有些则转做当地客人接待，

所以餐厅的团餐、司机和导游的安排等
都需要重新对接。“如果一时间找不到
合适的中餐厅接待团餐，则需要订酒店
或其他餐厅，这样一来，餐费就会上升。
而我们这类地接人员的变化也很大，很
多人都转行了，一时间要重新对接人员，
找合适的当地供应商都需要更高的成本。
而且 3 年了，本身就会有一些市场涨价。”
杨君透露。

据诸多业者反馈，接下来出境游工
作人员要在 1 月内完成新产品的线路定
稿，并在近期赴海外目的地考察，重新
对接供应商，也需要重新设计产品，比
如旅程时长、具体景点、用餐安排和价
格计算等。同时业界也呼吁要配合相关
的旅游保险产品，以保障游客在出境游
的过程中遇到疾病或其他意外时的经济
赔付。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业界估测，东
南亚游的整体价格上涨不会太大，和疫
情前相比可能会有 20% 至 30% 的涨幅，
且产品会以自由行为主；欧美游的价格
因涉及国际长途机票、较为复杂的地接
等，估测会有 50% 至 100% 多的涨幅，
原本疫情前 1 万多元的人均价格，如今
可能会至少 2 万元起，部分中高端欧美
游产品价格预计会翻倍。而出境游未来
整体会更向精品化和小团化发展。

地接变化大 欧美游或翻倍涨价

旅游公司召回员工 重启出境游

春节期间东南亚游有望率先重启
的材料准备比较复杂之外，还需要和领
事馆预约，如果是团队游还需要等所有
客人的资料收齐，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徐磊说。

通过对多家出境游旅行社的了解，
欧美游的整体恢复估计要等到 2023 年 3
月左右。但中国农历春节时，东南亚游
会先重启。

携 程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1 月 5 日，
兔年春节 7 天海外旅游订单，较去年春
节激增 540%；订单平均花费同比提升
32%。2023 年春节热门出境游目的地分
别是：澳大利亚、泰国、日本、马来西亚、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其中，墨尔本
春节订单同比增长超 50 倍、曼谷增长超
10 倍。

此外，据中新网报道，亚洲国家的
高星酒店人均花费有所下降。携程数据
显示，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
国近半年的五星酒店价格，较疫前价格
下降 2 至 3 成。例如，泰国、越南的五
星酒店人均花费较 2019 年同期均下降
20% 左右；马来西亚五星酒店价格下降
30%；日本韩国下降约两成。

北京《新京报》报道，携程研究院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彭涵表示，这意味着
亚洲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可能终于要“过
年”了，心心念念的中国游客即将回归，
将烟火气带回整个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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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里买地道的中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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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上海店来
Welcome to Shanghai Market, Chinese Store

恭贺新春 鸿兔大展！！
上海超市St.Louis Park新店

隆重开张营业！
欢迎新老顾客惠顾！
新店地址：7105 Cedar Lake Rd

St.Louis Park, MN 55426
上海超市老店已经搬到上面新址

感谢各位顾客朋友
多年来的信任支持！

* 上海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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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月饼优惠
销售！欢迎新老顾客惠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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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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疫情三年后，疫情形势终于开始
缓解，明州华人工商协会主席周广斌克服
重重困难终于能够从中国大陆返美公干
和亲朋好友会面，明州华人工商协会高层
聚会热烈欢迎周广斌主席胜利返美，和朋
友们欢聚，畅抒别后之情，交流新形势下
的新情况。

11月14日晚，下着小雪，明州华人工
商协会副主席邓晴、财务长李宗琦、常务
理事程汝钊、特邀嘉宾3M资深工程师刘
杰博士假著名的宽窄饭店欢迎明州华人
工商协会主席周广斌光荣返美公干并聚
会亲朋好友，大家交流明州华人工商协会
的工作，回忆明州华人工商协会过去举办
的活动，畅抒别后之情，交流新形势下的
新情况，直至饭店关门，仍意犹未尽。周
广斌主席的返美，推动了明州华人工商协
会的工作，通过聚会交流，给明州华人工
商协会的工作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大家
期望周主席以后多多返美，回到明州，让
明州华人工商协会的工作开展的热热闹
闹、欣欣向荣。

自2002年明州华人工商协会成立以
来，一直兼秉着服务华人社区，密切联系

中美两国，促进中美友谊和合作的原则，
举办了许多讲座、商会、举办了邀请到明
州州长和商贸部长等明州重要领导出席
的中美经济论坛。协助联系了明州州长
的数次访华，迎接数个国内来的商务团体
访问明州，为明州和中国的经济贸易交流
和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明州华人工商协会自 2002 年成立
后，先由明州工商界著名人士萧锋担任第
一届会长，后有著名工商界人士黄韬、李
宗琦、吉英泉、巩志刚、马元卓、冒国和担
任会长，现任会长是周广斌，大家相信，随
着世界范围的疫情逐渐消退，中美工业商
业贸易等将会逐渐恢复发展，中美两国之
间的交流将会越来越密切，我们明州华
人期待着一切都逐渐地恢复正常，海外华
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同祖国亲人的联系也
逐渐地恢复正常。祝一切都向好的方向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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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21-22/23日举行

亲爱的朋友们，
虎去雄风惊明州，兔开健步跃双城。在2023年中国

新年即将临近之际，我们非常高兴地和大家分享一个好
消息：位于明州布鲁明顿市的全美最大购物中心“美国
商城”（Mall of America) 将协同双城地区华人社区隆重
举办兔年春节大型庆祝活动，时间是2023年1月21-22
日，地点是繁华的“美国商城”（Mall of America)。这将是
明州华人社区和“美国商城”又一次精城合作，共同举办
盛大的中国新年庆典，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中国新年庆典活动现已正式列入“美国商城”的年
度计划。明州华人社区携手“美国商城”在明州最热闹
最繁华的地区举办明州历时最长、参与社团最多、活动
内容丰富、演出表演最精采的大型春节庆典活动，不仅
有利于提升华人在美的影响力，推动中美两国的文化交
流，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扩大经贸往来和增进中美人
民友谊，也将为中美文化和商务合作交流提供一个广阔
平台。明州华人社区和“美国商城”对此次庆典活动皆
寄予厚望。

在北美最大的购物中心“美国商城”（Mall of Ameri-
ca)，人们更是惊喜的发现了装饰红火令人耳目一新的大
舞台，在这里大大小小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特制的超
大“欢度春节”幕布让人眼前一亮，还有彩色气球搭建的
供游人拍照的场景台，将喜庆欢乐的节日气氛渲染的特
别浓厚，也给冰天雪地的明州增添了一抹斑斓彩色。

2023年“美国商城”庆中国新年活动为期二天：1月
21日和1月22日。中美观众不仅将置身于中国兔年春
节的喜庆氛围之中，还将欣赏和亲身体验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庆典活动根据明州疫情的情况，包含三大版
块：春节装饰、春节场景拍摄和文艺表演。现在组委会
已经组建了相关团队，正在积极有序地筹备装饰物品和
策划演出方案。组委会成员将从中国补充采购相应的
兔年装饰物资，届时的美国商城将被装扮一新，您和来
自美国明州、美国其它州乃至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一
样，将置身于欢乐的中国年的喜庆氛围之中，一起度过
一个快乐祥和的中国新年。

派发红包，这是孩子们特别期待的大惊喜。“美国商
城”春节庆祝活动给到现场的小朋友发放了红包；并且
在节日期间把红包投放给各团体、各中文学校和各餐馆
等。还有华星高“照”，游人自拍春节场景台。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为了活跃亚裔社区的文化生活，提高国际社
交意识，改善亚裔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形象，培养亚裔孩
子们的自强、自信和敢于踏足社会锻炼成为有担当的领
袖能力。明州华联会携手明州自信坊和赞助商在春节
期间举行首届《亚裔公主》评选活动。
To gain poise, self-confidence, and valuable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new generations of Asian Americans aim to
change the stereotypes against Asians in America. The Alli-
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Confidence Building Academy of Minnesota and corpo-

rate sponsors, announces to host the first Princess of Asia
Year of Rabbit Pageant.
点击链接注册报名
To Register, click on this 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PM -
SHXH92SQ4hrFV4x24sXhVYUTw5CKxqZZUsbUQpC -
sU_LMg/viewform?usp=sf_link

报名条件：
Eligibility:
参赛选手是18岁以下，有亚裔血统或者被亚裔父母

收养的孩子们。
Girls, up to 18 years old, who have Asian heritage ei-

ther biologically or being adopted by Asian parents are eli-
gible to apply.

年龄组别：
Age Divisions:
以参赛选手2023年1月1日的年龄为准.
Contestants’age division is decided by her age as of

January 1, 2023.

比赛项目：
Required Competitions：
1、社区服务-10%

Community Service takes 10% of the total score. It includes
monetary and in-kind donations to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in need. It also includes your service (in hours) to the soci-
ety. You will get the full score if you completed any (big or
small) community service in 2022.

2、晚礼服-30%
Formal Wear Competition takes 30% of the total score. Con-
testants will walk on the stage in the formal dresses of
choosing. The dress needs to be appropriate for your age.
There should not be noticeable make- up. Contestants will
be judged on confidence and poise. The walking pattern is
as below:

3、30秒种自我介绍-30%
Personal Introduction takes 30% of the total score. Contes-
tants will introduce herself into the microphone on stage.
The introduction should be 30 seconds or less. You are
asked to say your name, age, and something interesting
about yourself. Contestants will be judged on public speak-
ing skills and stage presence.

4. 现场回答问题-30%
On-stage Question takes 30% of the total score. Contestants
will draw a question from the Emcee and be given 30 sec-
onds to answer it. The list of potential questions will be
emailed to contestants once her registration is completed so
that she can prepare them ahead of them. Please DO NOT
memorize answers. They will be judged on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personality.

奖品：
Awards and Prizes：
每个年龄组别设冠军一名。冠军的奖品有（还在增

加中）：皇冠，绶带，奖金$200，证书，专业明星照，美国商
城赠品，自信坊一对一咨询一小时，作为VIP出席华联会
组织的各种活动，和诸多赞助商赞助的礼品礼卡和服务
等等。奖品的总价值超过1500美元。

There is one winner in each age division. The prize
package is worth more than $1500! The three winners will
each receive:
Crown; Banner; Cash $200; Certificate; Professional photo-
shoot; Gifts from Mall of America; 1-hour consultation from
Confidence Building Academy of Minnesota; VIP Appear-
ances at various events; More Sponsor gifts/gift cards/servic-
es to come…

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is $50 including the orientation and

group training from Confidence Building Academy of Min-
nesota.

报名截止日期是2023年1月10日。
The deadline for registration is January 10, 2023.

首届亚裔公主评选活动说明会暨培训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orientation and group train-

ing is listed below:
Time：9:30-11:30AM on Saturday, January 14, 2023.
Where：明尼苏达华助中心
1399 Eustis Street, St. Paul, MN 55108
比赛时间和地点：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Inaugural Princess of Asia

Year of Rabbit Pageant is as following:
Time: 1:00- 2:00PM on Sunday, January 22, 2023

(The Lunar New Year)
Where：Rotunda, Mall of America

联系人：美媛
Contact person: Meiyuan 612-968-1018
Email: AMCO1866@gmail.com

今年是美国商城庆中国新年的第七个
年头，祝愿世界在兔年繁荣和稳定！

《四海同春：华星闪耀美国商城》
2023庆中国新年活动组委会

王平、王敏（负责人）刘奋发、李华志、高寰、颜炳文（负责
人）

中国社区各志愿服务团队：

一、春节装饰和文化展示团队：

高寰（负责人）、王敏（负责人）、李华志、王平、李春贵、余
志华、徐尔甘、孟耀、孙凤泽、段芸、窦继泓、侯有梅、胡会
芹、颜炳文等

二、公关宣传团队：
程汝钊（负责人）、王颖智、王贵生、Will Ahern、颜炳文等

（下转13版）

年龄组别
Age Division

6 years old and
under

7-12 years old

13-18 years old

中文头衔
Chinese Title

玉兔乖乖

玉兔公主

玉兔青年

英文头衔
English Title

Little Rabbit

Princess Rabbit

Teen Rabbit



（上接12版）

三、文艺演出团队：
1、管理团队：颜炳文（负责人）、张智群、高寰、

涂永忠
2、艺术团队：滕莉莉、许倩、贺爱群
3、主持团队: 罗晓燕团队
4、公关募捐团队：刘奋发、李春贵、颜炳文
5、舞台管理团队：王敏团队
6、视频制作录像：Will Ahern 团队
7、照像: 刘公平、李华志

四、首届亚裔公主评选活动：美媛、颜炳文

Organizers 主办团体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rganizations (AMCO) 明州华
人华侨社团联合会
Hua Xing Arts Group of Minnesota 明尼苏达华星艺术团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明州中美联谊
会
Center for Community Service 明州社区活动中心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支持团体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cago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
Chin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MN 明州华人商
业联合总会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hina Center明尼苏达大学中国中
心
Minnesota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明州华人商会
Rahr Corporation Rhar Corporation
Asian Media Access 亚洲传媒
Wells Fargo 美国富国银行

Causey & Ye Law, P.L.L.C. 考西叶氏律师事务所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协办团体

Alli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 USA美中文化艺术
联合会
Beijing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北京同乡会
Blake School Blake School
CAAM Chinese Dance Theater CAAM中国舞蹈学校
China Insight 中国展望
China Tribune 华兴报
Chinese American Alliance美国华裔联盟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and Friendship中美文化友谊会
Chinese Musical Gallery 乡音筝苑
ClearComet Ventures, LLC ClearComet Ventures, LLC
Confidence Building Academy of Minnesota Confidence
Building Academy of Minnesota
Hongfa Law Firm 鸿发律师事务所
Hua Xia Chinese School 华夏中文学校
Hunan Folks Association 明州湖南同乡会
Jiangsu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江苏同乡会
Kang Le Adult Daycare Center 康乐老年中心
Kuai Le Chorus 快乐合唱团
Legacy Performing Arts Legacy Performing Arts
Lin Qiu & Ye Yu Music Studio 裘琳 & 余野音乐学校
Ma Mei Music Studio 马梅音乐工作室
Minnesota China Friendship Garden Society 明州中国友好
花园协会
Minnesota Chinese Cuisine Association 明州餐饮协会
Minnesota Chinese Opera 北美曲苑
Minnesota Chinese IT Association 明州华人信息技术协
会
Minnesota Minghua Chinese School明华中文学校
Minnesota Minghua Chinese School-Ledian Campus明华中

文学校乐点分校
Minnesota Times 明州时报
Minnesot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sociation 明州
中医协会
Minnetonka School District明尼唐卡学区
MNChineseLife.com明州华人生活网
National America Miss Minnesota National America Miss
Minnesota
Overseas Chinese Service Center of Minnesota 华 助 中
心（明尼苏达）
Qilu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n 北 美 齐 鲁 商
会
Shaanxi Folk Association 明州陕西同乡会
Shen Pei Art Studio 沈蓓艺术工作室
The Youth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Exchange Foundation
中国青少年海外文化交流基金会
Th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American for Social Justice

美国华人联盟
Tonka.TVTanka.TV
Twin Cities Chinese Dance Center 双城华人舞蹈中心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
sociation 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hinese Flagship Program明 尼 苏
达大学中文领航项目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usic, Opera Theatre 明 尼 苏
达大学音乐系
Vietnamese Traditional Music of Minnesota Vietnamese
Traditional Music of Minnesota
Xin Xing Academy 新星小学
Xu Qian Music Center 许倩乐坊
Yinghua Academy英华中文学校
Yucai Chinese School 育才中文学校
To Be Continued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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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与热爱纪念与热爱
REMEMBRANCE & LOVEREMEMBRANCE & LOVE

——— 沈 蓓 迎 春 画 展— 沈 蓓 迎 春 画 展

这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画展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画展，，因为今天我们要因为今天我们要
介绍的这个主角介绍的这个主角，，是一位舞蹈家是一位舞蹈家。。

沈蓓以舞蹈家和编舞家而闻名沈蓓以舞蹈家和编舞家而闻名，，大部分职业大部分职业
生涯都以舞蹈为其艺术表现形式生涯都以舞蹈为其艺术表现形式。。那么她怎么又那么她怎么又
成为一位画家了呢成为一位画家了呢？？为了为了““思念与爱思念与爱”。”。

沈蓓沈蓓，，自幼热爱绘画自幼热爱绘画，，曾长期接受绘画艺术的曾长期接受绘画艺术的
各种基础训练各种基础训练，，老师们惊异于她的天赋老师们惊异于她的天赋，，都建议她都建议她
考美术学院考美术学院。。但时代的风云造就她最终成了一名但时代的风云造就她最终成了一名
舞蹈艺术家舞蹈艺术家，，直到退休后才重拾画笔直到退休后才重拾画笔。。本来只为本来只为
圆儿时梦圆儿时梦，，不想一发不可收拾不想一发不可收拾，，她的画竟然越来越她的画竟然越来越
多地受到人们的喜爱多地受到人们的喜爱。。

沈蓓的绘画源于她对视觉艺术独特而富有动沈蓓的绘画源于她对视觉艺术独特而富有动
感的视角感的视角。。7070年的舞蹈生涯年的舞蹈生涯，，使她有敏锐的观察使她有敏锐的观察
力和领悟力力和领悟力，，能生动捕捉形象能生动捕捉形象，，并充分调动观者的并充分调动观者的

想象想象。。岁月让她的画笔深得中国画以画造境岁月让她的画笔深得中国画以画造境，，以以
形传神形传神，，表现人的体悟表现人的体悟。。即即““外师造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得心源””
这个精髓这个精髓。。无论是她的画作还是舞蹈作品无论是她的画作还是舞蹈作品，，都基都基
于中国于中国““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探索世界的哲学观探索世界，，與生生不與生生不
息的天地精神相往來息的天地精神相往來，，燃烧着她对生活燃烧着她对生活，，对自然无对自然无
比热爱的激情比热爱的激情，，所以人们说所以人们说，，她的画是有体温的她的画是有体温的，，
有灵性的有灵性的。。

我们期待您我们期待您的到来能延续这一份遐想的到来能延续这一份遐想。。

画廊介画廊介绍绍：：ArT @ArT @ 967967 PaynePayne 是一个协作是一个协作

工作室工作室、、联合办公和画廊空间联合办公和画廊空间，，面向多元化和包容面向多元化和包容
性的艺术家和企业家社区性的艺术家和企业家社区，，他们在圣保罗东区工他们在圣保罗东区工
作作、、展览展览、、销售销售、、教学并产生积极影响教学并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的店我们的店

面画廊展览每月更换一次面画廊展览每月更换一次，，包括当地常驻艺术家包括当地常驻艺术家、、
特邀客座艺术家以及社区艺术特邀客座艺术家以及社区艺术和文化活动和文化活动。。

沈蓓画展开幕时间沈蓓画展开幕时间：：

20232023年年11月月1212日日，，周四下午周四下午55PMPM –– 99PMPM

画展地点画展地点：：

Gallery: ArT @Gallery: ArT @ 967967 PaynePayne
967967 Payne Avenue, St. Paul, MNPayne Avenue, St. Paul, MN 5513055130
TEL:TEL: 651651 895895 62036203
Facebook page: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
11528773522576081152877352257608/?ref=newsfeed/?ref=news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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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na,MN 55435
（952）926-4011

TCM Health Center
Grand Ave-St.Paul
613 Grand Avenue
St.Paul，MN 551202
（651）726-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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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笑甜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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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na,MN 55435
（952）926-4011

TCM Health Center
Grand Ave-St.Paul
613 Grand Avenue
St.Paul，MN 551202
（651）726-2459

美国中医针灸健康医学研究院 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班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贵校特请全美知名的中医针灸专
家教授为你讲课，教学质量高，学费低廉！

·Acupuncture only-$30
（25% off regular price $40）
·Acupuncture with acupressure/massage-$35
（regular price $50）

·Acupuncture with cupping or guasha-$35
（regular price $50）
·Acupuncture with Dr.Xiping Zhou-$90
（50% off regular price $180）

Affordable Acupuncture for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www.acupunctureschoolusa.com

2233 Hamline Ave N,Suite 432,Roseville MN 55113

Our faculty and students appreciate all your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and T he Edge Magaz ine readers！

Call/text the number below
to schedule your next

affordable treatment today！

Call：651-493-3622
Text: 651-321-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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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 help:
·headaches
·neck/shoulder/back pain
·arthritis
·fibromyalgia
·anxiety
·depression
·sleep disorders
and much more

BodyM ind Spirit

SPECIAL
O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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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651-415-0130 651-644-4295
China Tribune

566 N Snelling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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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hengruzh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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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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饭店
MANDARIN KITCHEN

CHINES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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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业 时 间
Mon Wed Thur: 12:00am - 10:00pm

Tuesday Close
Fri: 12:00am - 10:00pm

Sat Sun：9:30am - 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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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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圣诞共元旦 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常青俱欢颜
在这个瑞雪纷飞的时节，常青老人中心举办了2022

年的圣诞庆祝活动(12月23日，星期五)和2023年的元旦
庆祝活动（12月30日，星期五）。

圣诞活动以网上 John Chen的讲座开始。John从爱
心和感恩的角度详实而生动的讲述了与圣诞相关的传
统和习俗。接下来，是由中心文体员工Nancy帮助组织
编排的圣诞颂歌演唱。《铃儿响叮当》是关于冬天的歌
曲，轻松快乐的旋律让我们代入其中，仿佛已坐在雪橇
上，欢声笑语伴随着清脆的马铃声回响在原野。接下来
常青八零后组合为大家带来合唱《亲眼看见你》，《让我
唱一首爱你的歌》和《齐来崇拜》。有意思的组合名，八

零后，不是广义上的表示在 1980年出生的人，而是平均
年龄超过 80岁。乐观开朗的常青人，快乐且长寿是常
态。最后Nancy为大家带来独唱《请听天使在高唱》。伴
随着美好的歌声，我们的圣诞节目也接近尾声。

元旦的庆祝活动在各位常青会员自发组织并用心
排练了诸多节目。表演内容丰富且有质量，笑声不断，
掌声如雷。从常青舞蹈队的《最炫民族风》到魏美玉的
独舞《化蝶》，从常青快乐男声组合带来的《老年的朋友
来相会》到常青合唱团的《常青之歌》都能够感受到常青
人的活力四射和乐观开朗。王荣森的二胡表演音色优
美婉转，情感亲切细腻，程春盛的口琴演奏节奏明快爽

朗，热情洋溢。多才多艺的常青人体现了常青老人中心
一向的理念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Nancy和嘉宾，屠汉东为大家带来的合唱《冰雪之约》为
当日的新年活动带来了小高潮。李文兴的男高音独唱
《黄河颂》体现了常青会员健康的体魄以及无忧无虑的
生活所带来的内心的平和。
站在岁末我们回望过去，过去的一年有太多的感动与故
事。站在岁首我们期盼未来，未来的一年有更多的期望
与梦想。

甜蜜的家园，丰富的文体活动，让大家发出心底的
呼唤，永远凝聚在这温馨欢乐的港湾 – 常青老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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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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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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公证办理，和美国最大药房Walgreens 的定点服务取药送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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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午餐早餐午餐：：各种康乐独特的美食各种康乐独特的美食，，著名的康乐著名的康乐
山东肉包山东肉包，，各种面点各种面点，，每天由山东专业面点厨每天由山东专业面点厨
师制作师制作。。还有广东师傅的南方美食还有广东师傅的南方美食。。比如霸王比如霸王
花瘦肉汤花瘦肉汤。。

Local Motion乐客搬家是 netsirv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高品质搬家服务品牌。
我们将传统搬家与新型的互联网相融合，通过精准简洁的估价系统，公开透明的收
费，专业的员工培训机制，致力于打造让每一个顾客感到最开心，最省心的搬家体验。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呵护式的搬家，微笑省心的售
后，让明尼苏达双城地区居民享受最便捷的搬家服务。

Local Motion Moving
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企业公众号

651－243－3001
localmotion.me

乐客搬家乐客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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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精商业装修
专精商业装修：餐馆、按摩店、指

甲店等，质量一流，工期保证，用户满
意！

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陈 氏 装 修 厨 具 批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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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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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针灸传统：
飞龙针灸
美 国 精 神 科 大 夫 里 昂 • 海 默（Leon

Hammer）医生发展了飞龙针灸。飞龙针灸使
用飞龙脉法，整体脉可以细分成浮、中、沉在
內的八个不同层次（气上层、气层、血层、脏气
层、脏血层、脏脏层、脏下层、骨层）。在《脉经》
中提到的，传统的脉诊有五层，和五脏相对
应，而不只是我们熟悉的浮、中、沉三个层次。
飞龙脉学划分八十种脉质，包括隐遁脉、震动
脉。飞龙针灸宗《黄帝内经》治神思想，以针御
神，以针调脉，以神调气。

飞龙针灸的代表著作：Leon I. Hammer
的《龙飞凤舞：心理学和中医》（Dragon Rises,
Red Bird Flies: Psychology & Chinese Medi⁃
cine）（2005）;《中医脉诊：当代方法》（Chinese
Pulse Diagnosis: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2005）；《针灸中的医患关系》（The Patient-
Practitioner Relationship in Acupuncture）
(2008);《当代东方医学概念》（Concepts: Con⁃
temporary Oriental Medicine (1)）(2018)；《当
代东方医学方法》（Contemporary Oriental
Medicine: Methodology (2)）(2022)；《当代东
方医学临床指南》（Lifestyle: The Practitio⁃
ners' Guide (3) (Contemporary Oriental Medi⁃
cine)）(2022)。

医学针灸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LLC 出版由

Gabriel Stux、Brian Berman、Bruce Pomeranz
合著的《针灸基础》（Basics of Acupuncture）可
能对美国的西医大夫产生了最为广泛的影
响。这本针灸教科书从 1991年出版第一版，
到现在已经出版了五版。《针灸基础》从针灸
机理入手，介绍穴位的分布和定位，然后分列
各个系统的疾病治疗。此书可读性强，一版再
版。除此之外，非针灸的医学界还有下列多个
传统和支流。

能量学派
Joseph Helms 是美国医学针灸的创始

人，受法国针灸的影响倡导美国的医学针灸。
这一学派影响到美国的五千西医大夫。Jo⁃
seph Helms的针灸医学和学术观点全部表现
在《Acupuncture Energetics》里了。能量学派
把经典针灸中的气及其在经络里的流动解说
成能量。能量学派把当代生物医学原理与传
统的经络概念相结合使能量（气）在全身循
环。能量学派把古典针灸中的生理功能概念、
病因病理概念、诊断治则概念，都被赋予了能
量的内涵。能量学派的医学针灸把检查诊断、
穴位定位、针灸治疗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
病理学基础上。美国医学针灸的一个传统是
古典针灸和现代针灸的混合系统。

能量学派的代表著作：Joseph M. Helms
的《能量针灸学》（Acupuncture Energetics: A
Clinical Approach for Physicians）（1995）;Jing⁃
duan Yang 和 Daniel Monti《临床针灸和中
医》（Clinical Acupuncture and Ancient Chi⁃
nese Medicine）（2017）。

NADA
NADA 是美国国家针灸解毒协会的简

称，AcuDetox是NADA注册的商标和品牌。
NADA 用于治疗成瘾、创伤或压力。NADA
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纽约南布朗克斯
区林肯医院的医生迈克尔·史密斯 (Michael
Smith) 从香港温祥来医生发现的耳针系统修
改为一个简单的处方，用于治疗许多常见的
毒瘾，作为美沙酮的替代品。NADA 是一种
简单的治疗方法，涉及在耳穴神门、交感神
经、肾、肝和肺进行双侧针刺。使用辅助性
NADA 已被证明可以缓解戒断症状并改善
治疗参与度和保留率。NADA 涉及将最多五
根经过消毒的一次性小针头轻柔地插入每只
耳朵的特定部位。接受者在集体环境中静
坐 30-45 分钟，让治疗生效。作为一个定义
明确的治疗方案，NADA可能是获得最多赞
助的临床试验研究和基础研究的针灸项目之
一。一项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资助
的研究发现，针灸可以帮助身体在针刺部位
释放更多的一氧化氮。

BFA
BFA 是战地针灸 Battlefield Acupuncture

的简称。BFA 用于治疗成瘾、创伤或压力。
BFA 是在 2001 年军医 Richard C. Niemtzow
空军上校在寻找一种更加迅速、更加有效的
耳针疗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Richard C.
Niemtzow 现在是 Medical Acupuncture 的主
编。BFA也是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涉及到耳

穴的五个穴位。传统耳针在治疗疼痛时，使用
身体的疼痛部位与耳穴系统中的对应部位
（穴位）进行刺激，BFA是用中枢神经系统对
疼痛的处理、调整和缓和。这使得丘脑、下丘
脑等参与其中。BFA的五个耳穴是扣带回、丘
脑点、欧米伽2、神门、零点。

BFA用于控制疼痛、减少阿片类药物，服
务于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的群体。由于BFA
的特殊地位，正在有越来越多的针灸临床试
验研究支持这一疗法的应用。

干针疗法
干针疗法的奠基著作是 Janet Travell 和

David Simons 的《肌筋膜疼痛与功能障碍的
激痛点手册》。

干针疗法关注肌肉系统、神经支配系统、
牵涉痛、肌肉功能、神经卡压、激痛点的激活
因素、相关激痛点。

干针刺激靶点是肌筋膜激痛点，他们位
于受累肌肉的中部（肌腹）、肌肉与肌腱的交
界处、肌肉附着于骨突的部位。

干针疗法的适应症主要是肌筋膜疼痛综
合征。这是相当广泛的一类疼痛病症。

寻找受累肌肉，以及协同肌和拮抗肌。针
刺受累肌，有时也刺激协同肌、拮抗肌上的激
痛点。《肌筋膜疼痛与功能障碍的激痛点手
册》列举了每一块骨骼肌上的激痛点。147块
骨骼肌上的255个激痛点。如同经典穴位，这
些激痛点构成参考坐标，通过触诊寻找激痛
点。

穴位组合包括受累肌肉上的激痛点，有
时也使用协同肌上的激痛点、拮抗肌上的激
痛点。

干针刺法包括浅表干针刺法，深层干针
刺法，扎跳。

干针疗法的代表著作包括 Janet Travell
和David Simons 合著的《肌筋膜疼痛与功能
障碍的激痛点手册》（1998）；

物理医学针灸
马克•西姆（Mark Seem）创立的物理医

学针灸是理疗概念、经络理论和激痛点的结
合体。物理医学针灸强调纾解肌筋膜的紧张、
缓解躯体和精神的僵持，分卫、营、精三层次
治疗。卫的定位是机体的表层，治疗解除肌腱
筋膜皮部的紧张，取穴在背、侧、腹的肌纤维
链的激痛点和阿是穴。营滋养脏腑的营气、
血、津液。取穴为经典针灸的原穴、络穴、五输
穴、俞穴、募穴、郄穴。精为体质、先天之本。取
穴为经典针灸的八脉交会穴。针法上少针浅
刺。马克•西姆创建的这一套体系贯彻在他
在纽约创建的三州针灸学院的教学大纲里。

英国针灸
英国针灸传入美国早于从全面中国传入

的中医针灸。从针灸教育的角度这样讲更加
确切。一是语言相通，二是针灸传入英国（通
过台湾、东南亚、法国），早于从中国传入美国
几十年。对于早期的（中美建交前）针灸追寻
者，美国的医生们去了法国，非医生群体去了
英国。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后，学习针灸的
美国医生和非医生群体就直接去中国了。针
灸进入英国就出现了两大流派，一个是 J.
Worsley 的五行针灸，一个是 Flix Mann的医
学针灸。这是两支对早期美国针灸发生很大
影响的力量。Worsley的五行针灸和Mann的
医学针灸代表针灸学的两个极端。这两大流
派对美国针灸影响甚大，特别是非医生界的
针灸。

医学针灸
Felix Mann 是英国医学针灸之父。他建

立的医学针灸以神经理论为基础，否定经络
的存在，否定穴位的存在。他认为更不存在经
络的往复循行、阴阳归属、前后相接。Felix
Mann认为古典针灸理论与针灸作用毫无关
系。Felix Mann 针灸作用的自然理论包含针
灸建立在体表-内脏、体表-运动、内脏-内脏
等的反射关系，以及皮节、神经节段在体表的
分布上。但是Felix Mann承认，没有古典针灸
学中经络、穴位的启发，也不可能发展出现代
针灸学，或者医学针灸。针灸治疗的诊断应包
含辨别病人对于针灸的敏感度。根据病人的
敏感度，针灸医生决定使用浅刺法（微针刺
法）、超级微针法、骨膜刺法。Felix Mann按解
剖部位选择针灸处方、针法刺法和针刺治疗
适应的疾病。每一个针灸处方包含一到三个
针刺点，刺入每一个靶点产生的感传沿着一
定的方向到达一定目标。Felix Mann 创建了
骨膜针刺，要求把针灸针插入骨膜，一直刺到
骨头。骨膜深刺不使用传统针灸最具本的提

插和捻转法，而是使用雀啄法。骨膜深刺不需
要变换不同的穴位，可以在同一刺激点反复
使用雀啄术。雀啄术可以连续使用，当针刺入
穴位使用雀啄术后，可以轻轻略微提起，改变
以下角度，再使用雀啄术。Felix Mann把浅刺
法（微针刺法）应用于那些对于那些对针灸治
疗敏感的病人。微针刺法要求时间短、穴位
少、针刺浅、针体短、针体细、进针轻、进针慢。
超级微针法应用于那些对于针灸高度敏感的
病人。超级微针法只需要留针1-3秒。穴位不
是一个点，而是一片区域，例如对于腰痛或者
坐骨神经痛，菲利克斯•曼的处方是包含所
有腰椎、骶椎、坐骨、髂骨的整个长方形区域
都可以作为针刺点，而不是按照古典针灸学
选择申脉穴（BL62）,承山穴（BL57）。

Felix Mann的奠基工作对于现代的医学
针灸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Adrian White,
Mike Cummings，Jacqueline Filshie 的两个系
列 的 西 方 针 刺 教 科 书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Medical Acupuncture（2018）与Med⁃
ical Acupuncture（2016）是西方医学针刺的代
表作，更是 Felix Mann 开创的医学针灸的继
续和发扬。

五行针灸
五行针灸的奠基人是 J. Worsley。五行针

灸来源于两大经典：《黄帝内经》和《难经》。五
行相生、相克。注重意识和精神，而不是生理
功能：神（思想/精神）对应心；意（智力/意向）
对应脾；魄（肉体灵魂，依附形体之精神）对
应肺；志(意志/驱使) 肾；和魂（心识/灵魂，
有灵无形）对应肝。五行针灸使用“体质因素”
的概念，它被定义为一个人体质上最薄弱的
元素。所有疾病都有情志根源，影响到人的五
神。五行针灸强调七情为致病之首。五行针灸
通过四个主要诊断标志诊断体质因素：表达
最不恰当的情绪；可以在脸上观察到的颜色；
身体散发的气味；以及语音中的量和质。

五行针灸的重要发展时期正是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时期。五神基本从中医和针灸教科
书中搬移出去了，也没有关于五神的文章和
著作。Worsley没有去过中国大陆，他的直接
接触是台湾和香港地区。五神理论在台湾和
香港地区还没有消失。

五行针灸的处方将包含治疗体质因素、
平衡经络能量和疏通经络的穴位。大量使用
五输穴，根据五行生克关系补母泻子。五行针
灸使用特定穴，重用穴位名称中带有天、神、
灵的穴位：天窗穴位和其他天穴；外背输穴；
神灵穴；灵神穴。神乎神？根据虚实决定补泻。
补法留时间针短，泻法留针时间长。

五行针灸进入美国的代表著作：Wors⁃
ley 出版的针灸著作包括《传统中国针灸：经
络与腧穴》（Traditional Chinese Acupuncture:
Meridians and Points）（1993）;《传统针灸：传
统诊断》（Traditional Acupuncture: Tradition⁃
al Diagnosis）（1990）；《经典五行针灸：五行及
五 窍》（Classical Five Element Acupuncture：
The Five Elements and the Officials）（1998），

《经典五行针灸：经络与腧穴》（Classical Five
Element Acupuncture：Meridians and Points）
（2004）以及Hicks, Hicks，Mole撰写的《五行
体质针灸》（Five Element Constitutional Acu⁃
puncture）（2011）。

日本针灸
中国针灸在公元六世纪传入日本。后来

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针灸和日本针灸
有几点区别,也是日本针灸的一般特点：

• 针的大小：日本针灸使用更小、更细、
更锋利的针，更温和地穿过皮肤，疼痛减少。

• 插入方法：日本针灸使用套管让针头
进入皮肤，在美国，中医针灸也使用此技术。

• 进针深度：日本针灸进针轻柔、更浅。
中国针刺刺入肌肉区域；日本针灸在皮肤或
皮肤下层次。

• 草药使用：中国针灸结合中药治疗。
日本针灸不结合草药。

• 诊断特点：日本针灸重腹诊、轻脏腑、
重经络、按诊选穴。中医针灸脏腑辨证、经络
辨证。

• 得气感较弱：日本针刺不要求强烈的
得气感，针法轻浅、感觉和缓。中国针灸提插
捻转，让患者得气（酸麻重胀）。日本针灸医生
依靠自己的触觉来感受气的到来。

• 对触觉的依赖：日本针灸在每一个
穴位都在进针前先触诊。中医针灸四诊合参。

• 艾条的使用：针、灸结合，日本针灸
把艾灸作为针灸常规的一部分，在针插入之

前，在皮肤上艾灸加热穴位。
经络针灸派

经络针灸派由柳谷素灵创建，竹山晋民、
冈部素道、井上惠理发扬。

诊断的主要特点脉诊和腹诊。脉诊是在
四诊基础上的六部定位脉诊，切按双侧寸口
脉比较左右各部脉的强度；腹针轻触腹部与
五脏相关的压痛点和紧张区（腹诊图）。脉诊
和腹诊确定基本的虚实证型。轻触揣穴，以脉
象变化为准。配穴的主要特点“虚则补其母，
实则泻其子”五行系列原则。

进入美国的代表著作：首藤传明（Shudo
Denmei）的《日本经典针灸-经络治疗导论》
（Japanese Classical Acupuncture：Introduction
to Meridian Therapy）（1990）;桑原浩荣（Ku⁃
wahara Koei）的《传统日本针灸经络治疗基
础》（Traditional Japanese Acupuncture: Funda⁃
mentals of Meridian Therapy）（2003）。

东洋针疗法
东洋针疗法由福岛弘道（Kodo Fukushi⁃

ma）创建。
诊断的主要特点是脉诊及腹诊。腹诊也

包括肿胀、凹陷、潮湿、粗糙、虚空等（腹诊
图）。轻触揣穴，以脉象变化为准。针法的主要
特点是轻浅刺法，在体表或皮肤上。

进入美国的代表著作：福岛弘道（Kodo
Fukushima）的《经络疗法》（Meridian Thera⁃
py）（1991）。

阴阳经络平衡法
阴阳经络平衡法由间中喜雄（Yoshio

Manaka）创建。
理论特点是阴阳理论与标本治疗原则相

结合，沿经与逆经针法的不同。诊断以腹诊为
主，寻找压痛点。奇经八脉分三维五区。三维：
带脉分上下；任督分左右；阴维、阳维分前后。
五个腹诊区：任脉/阴跷、督脉/阳跷、冲脉/阴
维、带脉/阳维、冲脉/阴维和带脉/阳维交汇
区（腹诊图）。通过腹诊揣穴。

进入美国的代表著作：间中喜雄（Yo⁃
shio Manaka）的《针灸入门指南》（The Lay⁃
man’s Guide to Acupuncture）（1973）;板谷和
子（Kazuko Itaya）、斯 蒂 夫 • 博 尺 (Steven
Birch) 合 著 的《追 逐 龙 之 尾》（Chasing the
Dragon’s Tail）（1995）。

岐子-长野派
岐子-长野派由松本岐子（K II Ko Mat⁃

sumoto）创建。结合内难经典理论与现代生理
病理。诊断也强调脉诊、腹诊和按诊。按诊包
括腹部按诊、穴位按诊、颈部按诊、脊柱按诊、
疤痕按诊。腹部八个反应区：肺、肝、脾、肾、心
反应区以及妇科反应区、盆腔平衡及内脏下
垂反应区、带脉反应区。按诊揣穴。针、灸并
用。调整机体结构，平衡体质。标本兼治。

进入美国的代表著作：松本岐子（K II
Ko Matsumoto）的《五行与十干》（Five Ele⁃
ments and Ten Stems）（1983）;《奇经八脉》
（Eight Extraordinary Vessels）（1983）;《腹诊：
海 之 映》（Hara Diagnosis: Reflection on the
Sea）（1988）;《松本岐子临床策略：长野洁大
师精神》（K II Ko Matsumoto’s Clinic Strate⁃
gies: in the Spirit of Master Nagano）第一卷
（2002），第二卷（2008）。

三木岛派
三木岛派由三木岛创建。三木岛（Miki

Shima）强调二级经络系统-奇经八脉、经别、
经筋。结合耳穴和二级经络系统创立体耳疗
法治疗慢性器官性病变。

进入美国的代表著作：三木岛（Miki Shi⁃
ma）的《经络的深层通道-经别》（Deeper
Pathways of the Web- The Channel Diver⁃
gences）（2001）；《解说奇经八脉：针灸和中
药》（An Exposition on the Eight Extraordinary
Vessels: Acupuncture, Alchemy, and Herbal
Medicine）（2010）

讨论
多元化的美国文化是针灸流派纷纭、针

灸风格万千的温床。针灸作为一个医学系统，
就是这样创造的吗？就是这样发展的吗？就是
这样传承的吗？

现象与本质。各种针法流派，各种针灸系
统的本质是什么？针灸的现象就是本质吗？针
灸究竟是注重不同方式的表达？还是治病的
本质？各种针灸传统对于治病的本质有共同
的标准码？甚至有共同语言吗？

各针灸流派宗于东方哲学为基础的古典
针灸学，循证医学为基础的现代针灸学还会
建立其主导与中心地位吗？

多元化的针灸流派多元化的针灸流派（（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岐黄学堂第岐黄学堂第 177177 讲讲

全美中医药学会 巩昌镇博士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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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8 日起，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在口岸运行方面优

化配套管理。图为旅客当天入境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口岸后乘坐转运车前往目的地。

� 中新社

“这一刻，我等待了 3 年。”1

月 8 日，梁小新从越南芒街出发，踏

过北仑河大桥，走出东兴口岸的那一

刻，眼睛湿润了。

�������梁小新是广东揭阳人，长年在越

南海阳省从事塑料塑胶生意，每年都

会回国与父母、妻儿团聚两次。2019

年 7 月，他再次踏出国门，不曾想到，

与家人此次一别就是 3 年。“3 年没

有回家，加上工作繁忙，我连孩子上

几年级都记不清了。”

�������在得知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

“乙类乙管”，并于 1 月 8 日恢复通

关的消息，梁小新兴奋得两天都没睡

好觉。8 日上午 9 时整，他与大批中

国同胞从越南芒街口岸踏上返乡之

路。当天，北仑河大桥彩旗飘扬，旅

客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举起手机拍

照摄像，记录着这个特殊的通关时刻。

�������东兴市口岸服务中心主任陈晓介

绍，目前东兴市采取逐步放开政策，

对在越南务工的中国公民优化通关管

理措施，取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

集中隔离，入境人员填报入境前 48

小时内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向海关提交健康申明卡。健康申报正

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即

可放行进入社会面。

�������沉寂 3 年的广西东兴在这一天迎

来了春暖花开的景象。东兴国门景区

重现昔日的繁华热闹，街道两旁的店

铺上方，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万众国际批发市场一楼挂满了红灯

笼，市场内播放着轻快的音乐。

在万众国际批发市场经营越南特

产的陈金和妻子正忙着打包菠萝蜜

干、腰果等越南特产，准备给客户发

货。陈金告诉记者，从 2020 年开始，

受疫情影响，东兴万众国际批发市场

长期处于关停状态。直至 2022 年 12

月底，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

才又重新开门营业。今天是复市以来

人气最旺的一天。

从越南嫁到东兴的阿雯（音）带

着一岁多的小儿子，8 日下午像往常

一样在东兴国门景区摆地摊售卖越南

小商品。即使下着毛毛细雨，还是挡

不住人们出行的热情。阿雯在十多天

前开始出来摆摊，今天游客突然增多，

她半天就收入 80 多元人民币，虽然

不比从前，但阿雯相信生意一定会慢

慢好起来。

阿雯说，她从越南芒街乡下嫁到

东兴已经 8 年，疫情之前每年都会找

时间回越南一两次。但受疫情影响，

她已经三年没回越南娘家了。“全面

放开后，再找时间回去看看吧。”

� 中新社

【本报讯】随着中国南方航空
CZ312 多伦多至广州航班北京时间 8日
凌晨顺利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乙
类乙管”总体方案和中国民用航空局入
境新政实施后的首批旅客已经顺利入境
通关。与此同时，中国出入境政策的优
化调整也让跨境旅游业面临着复苏。

�“一路非常便利，比我预期得好”
综合中新社、香港中通社、上海观

察者网报道，1 月 8 日起，中国取消入
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取消“五
个一”、客座率限制等管控措施，广州、
上海、北京等机场迎来了首批海外航班。

北 京 时 间 0 时 17 分 至 23 分 左
右，从加拿大多伦多、新加坡飞来的
CZ312、ZH9024 航班先后停靠广州白
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机上

共搭载387名入境旅客。凌晨1时32分，
387 名入境旅客已全部顺利办结海关通
关手续。

“我们足足三年四个月零五天没见
到儿子了！”接机人群中，河南许昌的
郝先生和夫人早早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为的就是第一时间能见到儿子。8
日 0 点 17 分，一家人终于团聚，儿子
和母亲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当日，乘坐首架入境上海航班的姜
先生则表示，“从出舱到边检查验通关，
一路非常便利，比我预期得好。”�

在浦东国际机场边检入境查验大厅
入口处，边检执勤人员指导旅客有序进
场，查验通道内执勤民警快速核查办理
旅客入境通关手续，整个入境现场秩序
井然，通关平稳顺畅。�

此外，陆路方面，满洲里、二连浩特、

【本报讯】北京时间 1月 8日下午，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新闻发布
会，介绍第十版防控方案有关情况。

中新社报道，1 月 7 日，《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防控方案（第十版）》（下

文简称方案）正式发布。中国国家疾控
局传防司司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 8日
介绍，方案进行几个主要方面的调整：
一是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二是监测预警。常
态化情况下，主要开展病毒变异监测、
个案报告、哨点医院监测、不明原因肺
炎监测、城市污水监测等；三是调整检
测策略。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查，社区
居民根据需要“愿检尽检”等；四是传
染源管理，包括感染者不再实施隔离措
施，实施分级分类收治等；五是流行期
间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另外，有记者提问，新冠病毒奥密

克戎变异株 XBB截止到目前所表现出的
特点是什么？致病力和毒性有变强吗？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
员陈操介绍，中国的监测数据显示，从
2022 年 8月 1日一直到现在，总共监测
到 16 例 XBB 本土关联病例，他们都是
XBB.1 的进化分支。但并没有观察到感
染了 XBB系列变异株的患者重症和死亡
比例增加，也就是它的致病力并没有发
现明显增加。

而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则介绍，8日起，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
正式实施“乙类乙管”。

他强调，中国的工作重心从“防感染”
转到“保健康、防重症”，从风险地区
和人员管控转到健康服务与管理。实施
“乙类乙管”，不是放开不管，而是强
调更加科学、精准、高效做好疫情防控，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据中国国家医疗保障
局消息，2022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
判工作于 1 月 8 日正式结束，奈玛特
韦片 / 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以下简称

“Paxlovid”）未能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
但医保可临时性支付该药至 3月 31日，
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经过本次谈
判纳入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中新社报道，今年共有阿兹夫定片、
Paxlovid、清肺排毒颗粒 3 种新冠治疗
药品通过企业自主申报、形式审查、专
家评审等程序，参与了谈判。其中，阿
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谈判成功，
Paxlovid 因生产企业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报价高未能成功。

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管理司负
责人表示，虽然 Paxlovid 未能通过谈判
纳入医保目录，但根据近期国家医保局
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乙
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
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要
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

行第十版）》中的所有治疗性药物，包
括Paxlovid、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
散寒化湿颗粒等，医保都将临时性支付
到 2023 年 3 月 31 日。在此期间，新冠
病毒感染的参保患者使用这些药品均可
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该负责人称，阿兹夫定片、清肺排
毒颗粒经过本次谈判纳入中国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治疗
发热、咳嗽等新冠症状的药品已达 600
余种。同时，为满足各地新冠病毒感染
患者治疗的需要，近期各地医保部门结
合当地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又将一批新
冠对症治疗药物临时纳入本地区医保支
付范围。总体来看，医保报销的新冠病
毒感染治疗用药品种丰富。

负责人还表示，近期中国国家医保
局办公室印发《新冠治疗药品价格形成
指引（试行）》，对防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所需的新上市抗病毒治疗药品，采
取全周期多层次的措施引导企业公开透
明合理定价。

乙类乙管后
首批入境中国旅客顺利通关

沉寂三年
中越边城东兴重现昔日繁华

专家：
未发现XBB 变异株致病力明显增加

Paxlovid 未能纳入中国医保目录
另外两种新冠药谈判成功

 海外侨胞开启归乡旅程 华商盼“把丢失的时间追回来”
霍尔果斯、瑞丽等 8个陆地边境公路口
岸也已恢复客运功能。

归乡旅程让海外侨胞格外开心
“今年春节，我将回温州陪母亲一

起过。”意大利米兰华助中心执行主任
周建煌将于 1月 10日从米兰飞往中国，
即将开启的归乡旅程让他格外开心。

“游子在外，最牵挂的就是故乡的
亲人。”周建煌说，自己的母亲已经 90
多岁，好在身体硬朗。这次春节归乡，
自己要多花时间陪她，尽尽孝心。“我
周围好多朋友都买好了机票，打算回故

乡团圆。”
在团聚的喜悦之外，中国近来接连

出台的扩大开放举措也让华侨华人感到
振奋。华商们表示，要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抢抓机遇发展事业，“把丢失的时间追
回来”。土耳其伊兹密尔华人华侨协会
会长王兴华多年来在当地从事小商品进
口贸易。新年伊始，他已经为自己制定
了详细的工作规划和时间表。“等春节
假期一结束，我就要赶紧到义乌、广州
等地去拜访客户、评估市场、对接工厂，
寻找更多的商业合作机会，把丢失的时
间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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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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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华人社区 2023年01月12日 星期四

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2022 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年祝大家：：：：：：：：：：：：：：：：：：：：：：：：：：：：：：：：
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财源滚滚 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资产增长 ；；；；；；；；；；；；；；；；；；；；；；；；；；；；；；；；
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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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钱餐馆出售！

一年回本！

近年产业转手太快，

不一一登报，

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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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将研第二阶段复常“通关”   李家超视察称整体运作畅顺

 “通关”首日
逾9.2万人次出入港境

【本报讯】8 日，是香港与内地恢
复免检疫“通关”第一日，各项公共交
通运输正常运作，市民有序排队过关，
整体运作畅顺。据香港入境处数字，截
至 8 日晚 8 时，共有 92219 人次出入境，
当中有 56852 人次出境，35367 人次入
境。

16697人次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出境
综合中新社、香港《文汇报》、大

公文汇全媒体报道，香港与内地 8 日正
式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通关”，不少香
港市民抢先北上体验通关。出境居民中，
21824 人次经机场出境，16697 人次经
落马洲支线（福田）口岸出境，8399 人
次经深圳湾口岸出境，7290 人次经港珠
澳大桥口岸出境。另有 1896 人次经港
澳码头出境，692 人次经文锦渡口岸出
境，54 人次经中国客运码头出境。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
办公室 8 日表示，截至当日傍晚 6 时，
已有逾 44 万人透过网上系统，预约由香
港出境前往内地。

港铁加密东铁线前往口岸班次
8 日，深圳湾口岸自 6 时起便有民

众拖着行李箱陆续赶到。排队的民众中，
有因疫情多年未回家的内地“港漂”，
也有回内地探亲的香港市民，还有自海

外经香港中转的旅客。
凌晨 5 点就从广州出发到深圳的何

悦甜，在深圳湾口岸出口处，手捧鲜花
等待她的外公外婆。见到外公时，她激
动地和他相拥而泣。她表示，已经和外
公外婆三年没有见面了，很开心可以再
次与外公外婆一起共度新春佳节。

在深圳湾口岸现场，旅游大巴司机
正在办理入境相关手续。司机谭先生表
示，今天（8日）是深港口岸恢复运行首日，
他十分激动。“这次来深圳主要是进行
旅游大巴的检查、保养等工作。之前也
了解到不少香港朋友在大巴站点咨询往
返内地的相关事宜，相信很快往返深港
两地的客流量会逐渐增加。”

在福田口岸旁开设的港铭茶餐厅，
此前是不少旅客就餐的好去处。负责人
黄婕婷表示，目前餐厅已准备就绪，迎
接更多客人。她说：“作为商家，我们
内心很激动也很开心，以前有很多香港
熟客、朋友会选择在这里用餐，十分期
待能够再见到他们在茶餐厅叙旧，重拾
往日的热闹气息。”

由于不少民众乘搭港铁前往各个陆
路口岸，港铁已加密东铁线前往落马洲
站以及上水站至金钟站的班次。

首班前往内地的航船8时20分开出
在位于香港尖沙咀的中国客运码头，

 “通关”首日
澳门多地现久违烟火气

春节两岸人员往来需求旺
航空公司增班服务

▲ 1 月 8 日，香港与内地首日“通关”，大批旅客乘搭地铁从重开的落马洲站经

口岸入境深圳。图为大批旅客于落马洲口岸等候过关。�  中新社

【本报讯】8 日起，由内地、香港
或台湾入境澳门，如 7 天内无外国或其
他境外地区旅居史，可以免核酸检测“通
关”。当日，澳门多地现久违“烟火气”。

中新社报道，在澳门关闸口岸，出
入境通道人气“火爆”。不少内地居民
过关来澳门购置年货或游玩，口岸附近
的商业街人流如织。放眼望去，在一排
排商家、店铺里，有许多消费者拿着袋
子在排队购买物品。在各式的小吃店和
茶餐厅，食客们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美食
前尽情享用，久违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在大三巴牌坊，必经的手信街挤满

了游客。从上海来的王小姐说，听到澳
门疫情防控措施放宽的消息后，自己和
朋友迫不及待赶在免核检“通关”首日
来澳门游玩，之后他们还将去东望洋街
和黑沙海滩“打卡”。

在氹仔的官也街，整条街人来人往。
有店铺老板透露，“通关”放宽对生意
的提振作用很明显，相信很快能达到疫
情前的水平。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 8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当日下午 5 时，澳门
各口岸出入境总人次超过 23 万，各口岸
出入境旅客总人次超过 5 万。

【本报讯】2023 年春运将于 7 日启
动，海峡两岸人员往来需求大增，不少
执飞两岸航线的航空公司增班服务，一
些热门航线的春节高峰日期订票率已达
八成以上。

中新社报道，2023 年春运是全面落
实疫情防控优化措施及“乙类乙管”各
项措施以来的第一个春运，中国民用航
空局总飞行师万向东 6 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指出，预计民航客流量将明显增长。

就此，春秋航空公司宣传部部长毛
懿表示，春秋航空计划自 1 月 15 日起
至 3 月底，恢复上海到台北航班，目前
订票情况较好，预计春节期间客座率可
达九成以上。“这条航线上的两岸出行
需求一直比较旺，春运期间恢复航班，
将更加便利两岸旅客的出行，我们也会
精心配备飞行机组，为旅客提供温馨的
服务。”

当天通过订票网站查询了解，春运
期间多数执飞两岸航线的航空公司都增
加了客运航班数量。以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为例，自 1 月 11 日起至 2 月底，“上
海浦东—台北桃园”航线由目前的每两

周一班增加至每周七班；“北京首都—
台北桃园”则由每周一班增加至每周两
班。航空售票处订票员查询后表示，自
1 月 14 日开始，春节高峰日期的两岸航
线票源已较为吃紧，多数航班的订座率
超过八成。

自 2008 年两岸开放空中直航后，
大陆开放航点 61 个，台湾开放航点 10
个，每周两岸客货运航班超过 890 个。
2020 年 2 月至今，民进党当局以防疫为
借口，单方面暂停 57 个大陆航点的两岸
航班，仅保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
4 个航点，两岸航班数量大幅缩减。

据了解，2020 年之前，原有十余家
大陆航空公司开设两岸航班，航点和人
员往来受限后，仅有国航、东航、南航、
厦航保留少量两岸航班，春秋航空与吉
祥航空则在今年春运期间复飞部分两岸
航线。

航空界人士指出，目前两岸直航航
点少、航班数量有限，很难满足两岸民
众正常出行需要。许多台商台胞亦呼吁，
尽快开放两岸航点、增加航班，让两岸
人员交流和贸易往来恢复正常。

8 日首班前往内地的航船于 8 时 20 分开
出。7 时许，便陆续有准备前往内地的
民众到达，他们中不少人是从海外经香
港中转。

25 岁的于先生被公司从广州外派来
港工作了小半年，早前跟公司请假，赶
在“通关”首日回家探亲。“心情很激动，
因为好久都没有回去了，现在‘通关’
了以后每个月都可以回去。”

63 岁的刘先生准备搭乘首班航船去
深圳机场码头。他说自己长期在澳大利
亚生活，3 天前来到香港。“这次终于
可以回国了，非常开心。希望‘通关’
以后大家都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而首班从内地出发的航船也于 8 日
11时10分抵达香港。码头的入境大楼处，
放置写有“香港欢迎您”字样的红色气
球装置，欢迎内地旅客。

香港国际机场大致恢复往日人流
香港国际机场大致恢复往日的人流，

离境大楼的大屏幕上显示离港航班信息，
8 日有飞往北京、上海、青岛、南京等
全国各城市的航班，经购票软件查询数
航班机票已售罄。而多条前往内地航班
的值机柜台有近百人在等待托运行李。

入境大堂的接机口有在等待的亲友
们。香港市民郑先生在等待在杭州创业
两年未归的儿子。约 20 分钟后，郑先生
举起手臂朝着前方挥了挥，并走上前去
迎接终于抵达的儿子，父子二人时隔两
年的相聚显得克制，两人都浅浅挂着微
笑，郑先生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接
过他的行李箱，脸上却是遮掩不住的欢
喜。

首阶段“通关”开放的口岸有 7 个。
其中，深圳湾、文锦渡、落马洲支线（福

田）3 个陆路口岸每日单向名额 5 万个，
两地居民须提前在网上预约。而香港国
际机场、中国客运码头、港澳码头以及
在港珠澳大桥乘坐金巴则无需预约，只

要持有机票、船票或车票，便可直接出发。

李家超：冀短期内达至全面“通关”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8 日早上

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
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和创新科
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落马洲支线口
岸听取海关及入境处等执勤人员汇报首
日“通关”情况。他表示，有见整体出
入境情况畅顺，下一步的目标是在短时
间内，达至全面“通关”。

李家超表示，他与市民沟通，发现
市民普遍觉得过关体验愉快和畅顺。他
亦听取了香港海关、入境事务处和相关
同事介绍整个运作情况，同样甚为满意。

李家超指出，现在提供的“通关”
配额完全可以满足市民需要，特区政府
会视乎进度适度加大人数安排，在这方
面照顾所有市民的需要，有更多名额让
市民更畅顺“通关”。他补充指，希望
最后可以不需要有任何的人数限制，恢
复到疫情前的全面“通关”。至于何时
会撤销配额，他表示，仍要视乎实际运
作情况，确保过程稳妥可控才会实施。

李家超特别提到，在两地“通关”
的问题上，他非常感谢广东省政府、深
圳市政府以及口岸办，在整个过程中双
方很密切地沟通。“大家的共同目标都
是要有秩序、安全，而且让过境的人士
顺畅，这个目标的一致性让我们在很多
方面的设计都很顺畅。”他表示，“通关”
以后，整个特区政府以至很多市民都会
更活起来、动起来，他也希望尽快到广
东省的大湾区城市，与大家进行广泛沟
通、推展大湾区发展，而且更推进两地
合作。

另有消息指，港深两地会在实施“通
关”后一周内，不迟于本月 15 日会就首
阶段整体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在双方达
成一致意见基础上，研究安排实施第二
阶段复常“通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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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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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上门验配服务亲自上门验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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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1075 Hadley Ave NHadley Ave N，，SuiteSuite 107107，，OakdaleOakdale，，MNMN 5512855128
WWW.HearingOfAmericamca.com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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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651））324324－－45894589（（中文中文））

明尼苏达州

最佳听力中心
2022年度金将获得者

热烈祝贺我们继去年之后今年再次荣获明州热烈祝贺我们继去年之后今年再次荣获明州
最佳听力中心的金奖最佳听力中心的金奖！！感谢大家的喜爱感谢大家的喜爱，，我们我们
将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为明州人民服务将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为明州人民服务！！

明尼苏达州

最佳听力中心
2021年度金将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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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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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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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经营
●房屋保险、汽车保险、企业保险、餐馆保险、员工保险
●人寿保险、医疗保险、退休医疗保险、退休规划、401K和储蓄保险

公司地址公司地址：：1216012160 Technology Dr.Technology Dr.213213，，Eden Prairie MNEden Prairie MN 5534455344（（亚洲城亚洲城））

就去买骏腾就去买骏腾

651-735-1284
www.stallioninsgroup.com

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明州最具竞争力的保险代理

还等什么

快来咨询吧

代理最多 价格最优 服务最全

专业团队为您服务
房屋买卖就找 Cities Group
专业资质，值得信赖，抓紧时间联系我们
●专业代理房屋买卖、一手房二手房成交，房屋批
（wholesale property）
●省钱、省心、佣金透明、高效一站式服务

医疗保险申请时间：

11月 1日－1月5日

代理超过100家在美公司，在全美有四十多个州的营业执照。

原 LTA Insurance公司发展扩大为Stallion Insurance Group 骏腾保险集团

公司成立至公司成立至
今超过今超过1515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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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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地产明州双城联合地产明州双城

贷 款贷 款 ，，买 房买 房 ，，卖 房卖 房 ，，检 测检 测 ，，成 交 过 户 一 条 龙 服 务成 交 过 户 一 条 龙 服 务 ！！

明州商业房地产
商业地产的专业团队

添加微信号每天更新

▲ 各类餐馆铺面出租

▲ 办公楼Office出租

▲ 大小型号仓库出租

▲ 新开发商业区出租

▲ 多单元投资房出租

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

◆ 更高的贷款成功率
◆ 更快的过户速度
◆ 更强的谈判技巧

Dida-Jin Huang
联合地产经纪代理
（中英流利）
763-913-9174
DidaETC723@gmail.com

微信：dida723

◆ 更强买卖房屋经验
◆ 更专业的服务意识
◆ 更详细的房源信息

明州民用房地产
民用地产的专业团队

添加微信号每天更新

▲ 各种上市新旧房屋

▲ 各地学区现状比较

▲ 各种房屋出租投资比较

▲ 各地房市未来发展前景

▲ 如何最少投资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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