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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晚9时30分左右，皇后区小

颈地区(Little Neck)发生一起歹徒持

枪入室抢劫性侵案，受害人为华人

。当天，三名非裔男子持枪强行进

入一户华裔家庭，不仅抢走了9800

元现金 ，还强奸了一名34岁的华女

。纽约市警111分局6日公布嫌犯的

照片及视频，对三名歹徒进行通缉

，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以协助

警方尽快将歹徒缉拿归案。

警方称，在5月4日（星期六）

，晚9时31分许，一名34岁的华女

刚要离开其皇后区小颈地区住宅时

，两名蒙面非裔男子，其中一名持

有黑色手枪，强行进入受害者推回

门内，并强迫华人进入卧室内。之

后嫌犯又将受害者带上楼，洗劫了

数个房间，翻箱倒柜寻找现金。歹

徒逼迫华女给钱，在华女给了他们

1000元现金后，其中一名匪徒还性

侵犯了受害者。当匪徒性侵完受害

者后又将她带下楼，该匪徒又从妇

女的54岁的母亲那里抢走了800元

现金。匪徒嫌得到的现金太少，于

是华女从其中一间卧室的床头柜里

取出了8,000元现金，并交给歹徒。

另一名歹徒在该房间内对34岁的华

女进行了性侵犯。事件发生后不久

，第3名歹徒进入了该住宅。随后

三名歹徒分别乘两辆车子逃离现场

。两辆车分别为一辆浅色的四门轿

车和一辆浅色的新型奔驰(Mercedes

Benz)E级轿车。华妇事发后被送往

当地医院治疗，情况稳定。

据悉，遭抢劫和性侵的受害人

一家来自福建，家中住着受害华女

和她丈夫、受害人的弟弟及其妻子

、受害人的母亲，以及4个小孩。

受害者的弟媳Kira表示，事发

时她并不在家。事发时受害人刚推

开门准备出门，两个蒙面男子，其

中一个人持枪，夺门而入。受害人

现已出院，并配合警方调查，家中

其他人并无受伤。事发时，在家中

是小孩和妇女，手无缚鸡之力。

受害者的两名邻居，韩裔Hana

Choi和华裔Jackson Chan表示，受害

者一家在长岛市开了一家日式寿司

厅，家中住着两个家庭：受害者和

她丈夫，受害者的弟弟与妻子，家

中还有4个小孩和祖母。4个孩子上

幼儿园至小学。因为孩子们进进出

出，受害者家大门经常是敞开的。

受害者家门前经常停着数辆豪车，

包括保时捷、奔驰、路虎和迷你库

珀等。

邻居Hana称，警方从她家的监

控录像中发现，在案发前曾有一辆

白色的SUV不停的围绕着案发地点

绕圈，非常可疑。两位邻居都称从

来没有见过嫌疑车辆，怀疑嫌犯有

可能从受害者工作地点一路跟来进

行抢劫。Hana说，该住宅区一直都

很安全，因为发生了如此可怕的事

情，在考虑搬至长岛居住。

第一名嫌犯被描述为非裔男性

，作案时戴有黑色滑雪面罩，黑色

外套和蓝色乳胶手套。

第二名嫌犯被描述为非裔男性

，身高5英尺11英寸至6英尺高，作

案时身穿黑色阿迪达斯夹克，连帽

运动衫，蓝色牛仔裤，棕褐色工作

靴，背着红色包和黑色行李袋。

第三名嫌犯被描述为非裔男性

，身高6英尺，作案时穿着黑色夹

克，带面罩，深蓝色牛仔裤和黑色

运动鞋。

任何有关线索的民众，请致电

纽约市警察局的犯罪阻止热线

1-800-577-TIPS(8477)提供信息。民众

还可以通过登录CrimeStoppers 网站

WWW.NYPDCRIMESTOPPERS.COM

或Twitter @NYPDTips提交线索。所

有电话都严格保密。

皇后区华人遭入室抢劫及性侵

布碌仑八大道华裔母亲李林溺毙女儿案

13日继续庭审，来自纽约市法医办公室的斯

泰尔斯医生（Dr. Melissa Pasquale-Styles）出

庭作证认为郑琳芯是溺水而亡，且属于谋杀

致死。

13日出庭作证的斯泰尔斯医生为市法医

办公室的副法医长（deputy medical chief）

，尽管当年她没有直接参与郑琳芯的尸检，

但在昨天的法庭上她表示出庭前她检阅了所

有的尸检报告、医疗报告和警察报告。

法庭上斯泰尔斯医生指出，溺毙的郑琳

芯是在3月14日清晨被送到法医办公室的，

当时女童年约2岁7个月，体重约29磅，身

高约36寸，属于正常。但不正常的是女童全

身上下遍布各种伤痕，且这些伤痕和瘀青由

跌倒等意外导致的可能性很小。

斯泰尔斯医生法庭上还播放了小琳芯的

照片，指她的脸部左眼眉附近、脸颊、下巴

、左右手臂、两条小腿和臀部等均有多道伤

痕和瘀青，此外女童的鼻子外部和鼻孔也有

损伤的痕迹，但这些为医院抢救时所导致的

可能性极小。

斯泰尔斯医生还指出，女童全身大部分

的伤疤和青肿都呈红色或紫色，显示这些伤

势较新。另外，还有一些伤痕呈蓝色或黄色

，说明这些伤势为陈旧性的已有一段时间。

斯泰尔斯医生还表示郑琳芯没有中毒迹

象，以往的医生报告也显示她没有慢性病。

但尸检发现她的肺部和气管湿润且有泡沫，

明显为溺水现象。她认为综合所有的证据显

示郑琳芯是溺水而死，且让人难以相信的是

一个年近3岁大的孩子在浴盆内溺水却不会

挣扎出来。法庭上斯泰尔斯医生继续指出，

法医报告还称在对郑琳芯的尸体解剖后发现

她的后脑和双耳后面均有皮下渗血，怀疑是

受外力打击或用手指使劲压迫导致。因此，

斯泰尔斯医生认为郑琳芯不仅是溺水而亡，

且属于谋杀致死。14日该案将继续庭审，届

时纽约市法医办公室的斯泰尔斯医生还将再

次出庭作证。

八大道溺女案庭审
法医：女孩死于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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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与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聊起

孩子教育，不禁感叹现在真的是一个孩

子、家长、学校都焦虑的时代。有人说

，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是最快乐的人生

阶段，然而现在的孩子要忍受强大的课

业压力，休息时间也要被安排上各种所

谓的“兴趣”课，孩子是越来越聪明了

，思想负担也越来越重了。

中国式父母的焦虑

害怕孩子考不上好学校，跟不了好老

师，比别人成绩差……会输，会落后。

一方面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 家长

都使出全力，拿出最好的，给孩子提供最

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全民焦虑，家

长怎么敢在大部队不断前进的时候，让孩

子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做呢？

中国父母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把自己

成长中的焦虑转移给了孩子：

1.我小时候英文太差了，我家小孩

一定要给她学一门小语种，长大后才有

竞争力”

2.“诶，语言没学会，就等于是在

浪费时间，还不如学艺术呢，我儿子钢

琴都6级了！”

3.“你们给孩子的束缚都太多啦，

我就希望我孩子健康成长，他现在一三

五放学练习羽毛球，周末上游泳课，身

体可好了！”

4.“现在都讲嘴皮子，不给孩子锻

炼锻炼，小朋友内向可吃不开，我给我

闺女报了小荧星，现在都上过电视节目

了呢！”

……

我们急着想看到孩子在功课上的成

绩表现，希望藉此确定他未来在社会上

有竞争力，并从而或者解除我们的焦虑

，或者强化我们的虚荣心。

学校呢？焦虑的聚集地。

不少家长抱怨，都活了二十、三十

多年了，竟然还是没逃开做作业的命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哲学思想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成语：

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强调凡事必须有个度。但现在的起

跑线之争带来的压力，正在突破许多孩

子能够承受的度。

美国迈阿密大学黄全愈教授，是一

位研究中美教育的专家，他深知中西方

教育的差别和优缺点。

在他的著作《素质教育在美国》之

后，我被一句话深深打动，特别想和在

教育中迷茫的家长们分享：“重视教育

，并不等于重视家庭教育。”

当我们在追求西式教育、多元化教

育的时候，太多家长像无头苍蝇，一味

灌输、要求孩子吸收。

很多时候都在做无用功，并没有理

解教育的精髓，这是可惜的，也是可悲

的。

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

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女士到纽约买

房子，条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房

产经纪人暗示她：曼哈顿的公寓很贵。

她说为了女儿的教育，再贵也值。最后

，这位女士花了650万美元买了一套公

寓。

经纪人看她很高兴，就问：“女儿

多大了？”

她淡淡地说：“两岁！”

经纪人大吃一惊！心想：我连自己

的女儿今晚上吃什么都没想好，这位中

国妈妈，已经规划了女儿20年后的教

育！

在他们眼里，中国家长重视孩子的

教育程度，几乎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

步。

这样的事儿在美国少见，在中国可

是铺天盖地。

在北京，为了能让孩子上学区房，

一家五口卖车卖房集资贷款住进1100

万学区房，

目的只是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

可是，仅仅买套房子就够了吗？

学校能够提供好的教育资源，而学

习习惯的养成和性格的塑造还是要靠孩

子自己，家长才是孩子最好的引路人，

家庭教育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心。

黄全愈教授指出，太多家长把教育

仅仅看作是学校的事，把孩子交给学校

就完事儿了。家庭也是一所学校，家长

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好的家庭教育事

半功倍，能从小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核

心素质，给孩子奠定成功的基础。

补一张“家长上岗证”，再开始教育孩

子

雅雅在一家500强公司，资深HR

，年薪20W，孩子4岁。

然而，她依旧每个月入不敷出。

前段时间，她告诉我说：“养小孩

真和养碎钞机一样！！”

“我给女儿报了一年的英语学习班

，就是那种通过做游戏唱歌跳舞还能学

语言的课！从小把英语学好。”

虽然她把“做游戏“加了重音，但

显然她的重点在后。

“就是价格太贵了，一个季度10w

！不过周六我可以把孩子交给教育机构

，还能让孩子学英语，终于可以放松了

！”

上班忙、没空教育孩子，焦虑的爸

妈们，怕耽误了孩子，希望让孩子每时

每刻按规划进行，就把孩子托付给了给

各种教育机构。

但这样的偷懒、自欺欺人，其实对

孩子是一种不负责任，花了孩子最宝贵

的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最终的结

果可能是：孩子不快乐，成果也一般，

家长又陷入焦虑怪圈。

孩子来到人世没有自带“使用说明

书”，很多家长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

老师有“教师证”、学生有“学生

证”，甚至路边的摊贩也得有证……而

当父母的教育孩子，就可以无证上岗。

孩子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带着遗

憾长大的孩子，可能会拿着“说明书”

来查岗验证：“爸爸妈妈，你们教我养

我，有没有合格证书啊？

作为家长，除了要尽到为人父母的

职责，不断地审视自己的教育方式，还

要吸收新的教育技能。

家长要有长远的规划和眼光

只专注某个阶段只会功亏一篑

黄全愈教授指出，国内的家长普遍

有个很急功近利的问题：只专注3到7

岁，或专注2到10岁等。

的确，国内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在

某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突飞猛进。

语言速成班、沉浸式教育等等层出

不穷，甚至成为了

培养孩子的主流。

最多只能说“侧

重 ” ， 绝 不 能 只

“专注”，其实美

国教育也有不少问

题，但是学习的价

值是去学别人的长

处。

家长要有长远的

规划和眼光，我们

不能说，美国八岁

的小孩开始做研究

，那我等孩子八岁

以后才考虑这个问

题，或者甚至等研

究生阶段才考虑这

个问题。

就像建一栋高楼

，先要有整体的蓝

图，才到具体的门

窗；如果只“专注

”门，然后“专注

”窗……最后才看

大图。某些门窗可

能很精致，但是整

个大厦呢？

成绩优秀并不代表

能在社会中出类拔

萃

“这次考试考了

几分？”“分数怎

么这么低！”“这

次一定要考100分”

。

这些话在中国家

长的口中并不少听

到，成绩已经成了

社会的普遍现象，

滋生了一大批成绩

至上的家长们。

很多出国的朋友都会和我提起，儿

子、女儿说国外的题目、数学课程太简

单啦，甚至还让孩子上去讲课呢！

成绩好的孩子的确能在同学中出类

拔萃，但是孩子能永远出类拔萃吗？

不一定！

根据权威统计，在美国前20名大

学里，20%是亚裔学生。

在所有族裔中，亚裔获博士、硕士

最多，家庭年收入全美国最高。

大家接受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

一样，为什么亚裔生更优秀？

黄全愈教授给的解答是：家庭教育

！他认为，孩子们的“虎虎生威”，是

因为吸收了中美两种教育文化的精髓，

就成了“混血虎”。

不过，有趣的是，虽然美国前20

名大学里，约20%是亚裔；但是美国最

顶尖的20%，如大科学家、大教授、大

律师、大企业家等，亚裔却太少。

为什么呢？黄全愈教授指出，这是

因为美国文化最精华的元素，我们吸收

不够。

比如，我们以读书为目的，以上常

春藤名校为成功的标志；但是美国人以

职场的较量，社会的竞争为成功的象征

。

所以，成绩固然重要，但绝对不是

评判孩子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而教育

应该是融会贯通、取长补短的，没有完

美的教育，只有合适的家庭教育。

以家庭教育为圆心,以学校教育为

半径,中美教育融合，才能共同画出最

美的圆。

如何培养国际化的孩子？
吸收中美两种教育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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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德云社最火的相声演员不

再是岳云鹏和张云雷，而是他们的师弟

吴鹤臣。

上个月，吴鹤臣因突发脑出血住院

救治，其家人为之在众筹平台“水滴筹

”上发起筹款，拟筹款100万元。

得知吴鹤臣的遭遇后，不少网友积

极地为其捐款，截至筹款结束时，该项

目已经筹得147959元，5269人次参与

筹款。

在热心网友帮忙捐款、转发的同时

，也有网友提出质疑，称吴鹤臣家里在

北京有两套房、一辆车，怎么会需要众

筹100万？

对此，吴鹤臣的妻子发微博回应网

友的质疑，对筹款金额、家庭财务状况

都作出了解释。

先不管吴鹤臣的家庭状况究竟怎样

，这起事件的持续发酵，至少反映出网

民对互联网爱心众筹模式的质疑。

近几年，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

等免费大病筹款平台活跃。很多人都会

在朋友圈善意地转发筹款信息，不少人

在转发此类链接时，还会加上一句：

“好朋友的亲戚”或“老同学的妈妈”

等信息，以个人信誉来承诺筹款的真实

性。

甚至有人表示，“每当焦虑的时候

，就会在朋友圈随便点开几个水滴筹，

给陌生人一点点助力，种善因、结善果

”。

水滴筹方面数据显示，已有几十万

名大病患者筹到治病钱，共有超过2亿

名爱心人士参与帮助，累计筹款金额达

160多亿元。

人都有同情心，看到身边人遭遇不

幸，自然想出手帮一把。网络筹款的模

式正是建立在爱心的基础上。所以，少

到三元五元，多到一百两百，各处捐款

汇集到一个家庭，病人就有救了。

献爱心是好事，也的确能帮助许多

陷入困境的家庭。但随着朋友圈中的筹

款链接越来越频繁，不少人开始犯嘀咕

，真的有这么多没钱治病的家庭么？

人们的怀疑是有缘由的。

许多人还记得，大约在两年半之前

，曾有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

的文章刷爆朋友圈。

文中称深圳本土作家罗尔5岁的女

儿罗一笑，被查出患有重病。罗尔的家

庭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因此他选择

“卖文”，网友多转发一次这篇文章，

便会为罗一笑的治疗筹款多增一元钱。

文章发出后，罗一笑的故事很快打

动了众多网友。数以万计的网友通过各

种方式进行捐赠，希望为这个悲伤的家

庭送去温暖。据不完全统计，仅腾讯开

通的捐款通道，就收到了捐赠200余万

。

然而没过几天，有网友称此事为营

销炒作，罗一笑的治疗花费并不像文中

所说的那般高额，而且罗尔坐拥3套房

、2台车、一家广告公司，这其实是一

起彻头彻尾的营销事件。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罗尔解释自己

有三套房还为女儿募捐的原因：深圳的

房子是要留给儿子的；东莞其中一套是

现在的老婆名下的，另一套是以后养老

要用的；写下救女儿的文章，是将来留

给女儿看的。

随后，民意迅速反转。大量网友感

觉到自己被欺骗了，纷纷要求罗尔退还

善款。最终，罗尔事件以罗一笑抢救无

效离世、网友赞赏资金原路退回宣告终

结。

罗尔事件虽然已过去两年多，但这

一事件对社会信任的伤害仍未完全消失

。更何况，这几年陆陆续续爆出了太多

众筹金额高于实际需要、甚至借爱心众

筹来敛财的事，网友们对爱心筹款越来

越不信任。

所以吴鹤臣筹款事件爆发后，大众

的关注点还是聚焦在爱心筹款的真实性

上。很多人认定，像吴鹤臣这样的家庭

，根本不需要众筹，他们是在借机赚钱

。

其实，网友对筹款真实性的怀疑是

在追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有

资格爱心筹款？换句话说，这些爱心筹

款的发起人真的别无选择么？

点开一个个筹款链接，可以明显看

出来，在变故到来之前，这些家庭并不

都是贫困户。他们虽不是大富大贵，但

生活通常都过得去，甚至比一些普通家

庭还要好一些。

特别是一些发在名校校友群里的筹

款链接，尤其让人不解。

在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许多名校

校友群中，常常有人分享某位校友的不

幸经历，倡导群里的校友们出手相助。

举个例子，2016年3月，中山大学

团委老师何金鹏发起了微信“公益众筹

”，为早产（低出生体重儿）住温箱治

疗的女儿筹集医药费。

在刷爆朋友圈的求助文章中，何金

鹏提到了自己的“中大校友”身份，这

个标签获得了许多中大在校生和毕业校

友的同情，文章被中山大学部分社团和

校友大量转发，他们纷纷解囊相助。超

出何金鹏预计的是，原计划募捐10万

元，结果却获捐近百万元。

校友之间不仅有同窗之谊，这层关

系还能激发人们强烈的代入感：校友与

自己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他遭遇的意外

，没准哪天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

，向校友筹款的效率很高。

这样的场面看似温馨。可仔细想来

，这些名校毕业生们本应是社会的中坚

力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家

庭条件也应该相对优越，为什么他们还

要通过众筹的方式来为自己和亲人治病

呢？

果然，何金鹏很快便受到质疑。许

多网友想不通，何金鹏夫妻二人都有正

规工作，为何却筹不到10万元？

在回应外界的质疑时，何金鹏是这

么说的：

“我的信用卡欠账近7万元，抵扣

掉我的存款后也还有将近5万多元的负

债，再加上原来买南沙的房子还有欠款

，这样一算，总欠款量就达到10万元

了。

如果要多借10万~15万元，那我的

负债就要达到30万元。再加上去年下

半年太太没有工作，我一直处于每个月

发了工资就用来还款的状态。实际上，

我入不敷出，一直都在吃老本。最紧急

的时候还是太太向岳母借了点钱。”

他的回应没有让他被外界彻底谅解

。在网友们一波又一波的质疑声中，何

金鹏最终承认自己经验不足，有做得不

完善的地方，他还承诺，将把余款全部

捐出，并进行公示。之后，他联系了近

2000人，退款近60万元。

不少爱心众筹的发起者是像何金鹏

这样的中产家庭，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

的。所以当众筹人详细的身份信息公布

后，人们才会有被欺骗的感觉：他的经

济条件比我还好，怎么还要我给他捐钱

！

事实上，大多数发起网络筹款的中

产家庭并不是骗子。

曾经，他们衣食无忧、生活富足，

但当难以预料的变故突然袭来，一个没

有做好准备的家庭的确很容易被击垮。

吴鹤臣就是个例子。在生病前，他

有相对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甚至

已经在北京扎根。但直到疾病突然袭来

时，他的家人才意识到，好日子一眨眼

就过去了。

1985年出生的吴鹤臣是父母的独子

，也毫无疑问是小家庭里的顶梁柱。他

的突然病倒，对这个家庭确实是不小的

打击。父母都已经年过六十，身体不好

需要人照顾。而他们平日里攒下的积蓄

仅够给吴治病，康复期间的开支就捉襟

见肘了。

前文提到的何金鹏也是这样。何金

鹏于2013年购房，为女儿筹款时仍有

约8万元借款没偿还，且按照当时的政

策，房子短期内无法转卖；同时，他每

月有3000多元房贷、约4000元水电和

房租、还有超过2000元的生活费需要

支付。

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手上有几

万元存款，实际上仍欠着十多万外债。

”

像这样因为突遭变故而陷入窘境的

中产家庭有不少，尤其是当遭遇意外的

是家里的顶梁柱时。如果一个家庭最主

要的劳动力突然倒下，而他又刚好处在

上有老、下有小、处处需要钱的阶段，

这时再拿出一大笔钱来治病，确实要承

担巨大的压力。

这时，通过爱心众筹的办法向社会

求助就成了最快捷、最有效的筹钱方式

。

可以预测，未来使用爱心众筹的人

会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以独生子女为

主的“90后”已渐渐成为了社会主力

，他们很可能同时面临着还房贷、父母

养老、子女教育等多项支出压力。

换句话说，“90后”这代人抵抗

风险的能力更弱，一旦变故来临，他们

更有可能陷入窘迫的处境当中。没有别

的出路，就只能向社会求助。

在大众的认知中，爱心众筹应该是

少数贫困家庭才会用到的筹款方式，至

少在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不应该过高。可

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也需要靠众

筹来渡过难关，这可增加了不少人的焦

虑感。

看着朋友圈里一个个众筹链接，很

多人会自然地扪心自问：

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该怎么

办？

我是否会失去眼前平静美好的生活

，而一夜返贫？

我会不会背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向

社会发起众筹？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重建社会信任

、规范众筹平台同等重要的，是思考怎

样避免众多普通家庭因重大变故而一夜

返贫。

不妨先来看看国外的家庭是怎样应

对这些变故的。

西方中产家庭的做法是未雨绸缪。

他们的保险覆盖程度非常高，商业医保

的覆盖范围也基本能涵盖所有医疗需求

，他们已把各类保障作为构建家庭最基

本的风控措施。

比如在美国。美国人生活有两样东

西是想跑也跑不掉、想躲也躲不开的。

第一是税，第二就是保险。

有媒体统计，美国人的投保率是

500%，即人均拥有5份保单。有了这些

保单，他们老了不怕没有经济收入，生

病了不怕倾家荡产，房子着火了或被水

淹了不会自认倒霉。

而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

对保险的认识还很局限。

原保监会在2017年曾发布数据，

中国寿险保单持有人只占总人口的8％

，人均持有保单仅有0.13张。我国的保

险赔付占灾害损失比重远低于国际上

30%的平均水平。

很多人之所以无法理解保险的重要

性，是因为他们生活一直顺风顺水，没

遇到磕磕绊绊，但人们永远无法预知明

天和意外谁先到来。

近十年，中国人的保障意识正在逐

渐普及，可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保险

的“保障作用，而是把保险作为投资理

财的一种手段，以“保本”、“返还”

作为投保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实际上，保障作用是保险的核心，

也就是在家庭真的遭遇意外时，保险能

及时填补巨大的资金漏洞，不致于使得

整个家庭瘫痪。

比如说，许多家庭买保险时，首先

考虑的是要保孩子，反而忽略了家庭支

柱。可是家庭支柱才是家庭财务的基石

，一旦家庭支柱的收入中断却又无保障

，那才是这个家庭的灭顶之灾。保险的

作用就是避免类似情形的出现。

设想，作为家庭支柱的吴鹤臣如果

提前购买了重疾险，他还需要通过水滴

筹来募集医疗费么？

有人算了一笔账，就算34岁的吴

鹤臣今年年初才想起来买一份保额100

万的重疾险，一年花费的保费也就介于

8000-10000元之间，这对他的家庭来说

并不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如果当初他买了重疾险，现在不幸

突发脑出血，他的家人第一时间想的肯

定不是众筹，而是理赔了。

吴鹤臣是这样，那些因突发变故返

贫、转而求助社会的中产家庭也是这样

。

可以说，与其出事后手忙脚乱，不

如一开始就做好充足的准备。

对绝大多数中产家庭而言，通过科

学合理的保险与理财，是可以从容应对

种种意外情况的；而网络筹款，则应是

为经济条件不佳的贫困家庭准备的，把

社会资源集中在这些家庭身上也更有效

果、更有意义。

每个人都肩负责任，既然患病是生

命中无法预料、无法避免的事情，责任

就应该对应着一份保障。

保险赔付看似只是福荫受益人，

实则受益的是整个家庭。例如家庭支

柱购买了重疾险，一旦发生赔付，受

益人是本人，但真正得益的是整个家

庭，家庭不会因为家庭支柱暂时得病

而崩塌。

所以，要彻底跳出爱心筹款的大坑

，提前做好保障准备才是良策。

如果你有财务规划方面的需求，不

妨听听专业理财规划师的意见，让他们

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家庭保障方案。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保险，帮

助大家亲手设计出最适合自己的保障方

案，必须向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国际金

融理财师——孙明展老师。

孙老师曾任世界500强保险公司高

管，有着二十多年的保险精算师经验，

而今，他的行为不仅和昔日的行业“唱

反调”、还“自曝家丑”，同时为避免

有人掉坑，孙明展老师不遗余力地向大

家传授正确的保险知识，反复呼吁，只

为向你送上福利。

孙老师不仅拥有专业理财知识与经

验，而且所作文章通俗易懂，绝非机械

堆砌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在他的公号

运营中，他经常揭露各类理财、保险骗

局，同时为回馈粉丝，他积极分享理财

领域的专业干货。并且在不推荐产品的

基础上，客观理性的为粉丝提出意见与

建议。

水滴筹，一个中产的冷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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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一个周末

，圣公会圣加百利堂（St Gabriel's Epis-

copal Church）内，四位华裔新移民接受

了洗礼。之后，当牧师要赠送《圣经》

给他们时，却发现竟然“送不出去”。

原因是——“语言不通”。在美华裔虽

然都是华人，却说着不同的方言，诸如

普通话、台湾普通话；香港粤语、台山

粤语……当然还有英语。文字相应的有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不要小

看了这几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它反应

了华人社会结构的变迁。”教区内的一

位华裔移民说。

蒙特利公园市在大洛杉矶地区的诸

多华裔社区内，最有代表性。因为她是

继“中国城”——华人生活街区或者说

片区之后，出现的第一个华人聚集的城

市。上个世纪70-80年代，那些从香港、

台湾来的比较有点积蓄的华人，踏上美

国南加土地，基本就是来蒙市落脚，经

营着生计、置业安家，或继续东移。当

街道上中文字日渐增多，“粥、粉、面

”店铺悄悄取代鸡蛋、培根餐厅时，本

地居民们意识到西式生活习惯已经被

“东方化”，于是卖屋、卖店、接二连

三地离开了蒙市。在变迁的过程中，教

会的触觉非常敏感，他们感觉到——要

变化语言了。

“最早，我从旧金山下来，就是为

了服务这里的说广东话的居民。”圣公

会圣加百利堂的新加坡裔牧师徐子贤说

。“我是从香港来的，当时这里说广东

话的居民还不是香港人，而是台山人，

说的是台山的广东话。”来自香港的上

海人朱家佑堂长说。

而这就是圣公会圣加百利堂教会的

特色，也是蒙市特征之一，来自不同地

理、说着不同方言、看着不同文字、有

着地区间微妙文化差异的华人们，聚集

在一起，享受着华人特色的美国生活。

为满足当年讲广东话居民的需求，

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的教堂建筑整体搬迁

到蒙市，后曾经历一场大火，重新修建

了圣坛。侨报记者章宁摄

使用三种语言布道的圣公会圣加百利堂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蒙市是一

个移民的城市，而圣公会圣加百利堂不

仅教会中的教友们都是移民，就连教堂

建筑本身都是“移民”。

根据熟悉教会历史者介绍，1983年

，为适应蒙市地区讲中文的居民的需求

，应圣公会主教Robert Rusack要求，华

裔李福培夫妇离开比佛利山庄教堂，来

到蒙市成立了现在这个圣公会礼仪教会

。堂长朱家佑说，“教会的建筑是从其

它地方整体移过来的，到现在已有上百

年历史。所以，厨房和主建筑的地基还

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到今天，穿行于

圣公会圣加百利堂教堂建筑内，都会有

一种高高低低上上下下、错落有致的感

觉。后来教堂也曾经遭遇一场大火，重

新设计和修建了神坛。

因为是礼仪教堂，有教友介绍说布

置得特别讲究，有仪式感，还有一部昂

贵的管风琴。于是，去年圣诞节被朋友

拉着过来做弥撒，体验管风琴音乐中神

圣的感觉。在过程中，发现了很有趣的

事儿，上台朗读经文的教友，有的用粤

语，有的用普通话，还有的用英文。一

时间，三种语言都齐全了。

既然教友语种混杂，那么《圣经》

用什么文字？那么牧师说什么语言？说

起《圣经》的文字版本，还发生过小故

事。曾经教会在给4位中国大陆的华裔移

民做完洗礼后，却送不出去《圣经》，

因为全是繁体字版本。这家位于蒙市腹

地的圣公会圣加百利堂，一直以来以香

港人和台湾人为主，没有人用简体字。

而近年来，中国大陆移民数量增加很快

，有了新需求。牧师后来表示，得尽快

下单，订一批简体字版的《圣经》。

至于传道使用的语言，“我们这里

早年有位老牧师、新加坡裔，很了不起

，会说非常流利的三种语言：粤语、普

通话和英语。他讲经的时候，经常是三

种语言各自都说一遍，就是因为这个原

因，虽然我后来住得地方距离另外一个

教会近很多，但还是决定一直来这个教

会”，有教友说。

“有些内容，我们只能用中文表达

。比如，真理和真道。西方文字中的

‘真理’，和我们中文的‘真道’是不

一样的，不好翻译。西方人指的‘真理

’，是种逻辑、理性，或者思考，所以

对于西方人来讲，‘真理’是越辩越明

，因为能辩论出来的一定要有逻辑。而

对中国人来说，经常是越辩越糊涂……

”

当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的牧师徐子贤

讲到这句时，一室的华人，无论是说广

东话的，还是普通话的，都笑出声。徐

子贤是圣公会圣加百利堂一位很特别的

牧师，恐怕也是牧师中“最费神”的一

位，因为他时不时需要同时用广东话、

普通话和英文三种语言布道，而徐牧师

本人，是新加坡裔。据华裔教友介绍，

徐牧师已经离开这个教会有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教会实在再找不到一位通晓三

种语言的牧师，又请他回来帮忙。“我

们这里说广东话、普通话、英文的教友

都有，很需要通晓这几种语言的牧师。

而且徐牧师不是简单地会说，而是精通

这几种语言。”徐牧师早年由旧金山搬

迁来至此地，是为了服务生活在这里的

讲广东话的居民们，同时也需要拓展讲

普通话的居民，当时并没有来自中国大

陆的移民，主要目标是讲普通话的台湾

人。

“这个教会（圣公会圣加百利堂）

建立于1983年，建立的时候，是为了讲

广东话的人，尤其是为了香港在这边的

圣公会教友。我来这里即可以继续为讲

广东话的教友服务，也希望能开拓讲普

通话的教友加入。我的前任牧师曾试图

吸引更多讲普通话的居民，可是具体不

知是何原因，失败了。”徐牧师说。徐

牧师的前任牧师曾经很想吸引讲台湾话

的教友，却不见成效。徐牧师上个世纪

90年代末才来到蒙市，不过，他并没有

感觉到“小台北”的存在。“应该是上

个世纪70-80年代，台湾人来得比较多。

我来的时候，大约是90年代的尾巴，台

湾人已经很少再来，而且不少台湾人逐

渐开始向东移，比如罗兰岗、哈仙达岗

、钻石吧等地，经济状况更好一些的则

向北移动，比如阿凯迪亚。还有圣马力

诺，那是不少有钱的台湾人，直接就去

那里置业。”

徐牧师说他见证了上世纪末到本世

纪初华裔移民在洛杉矶的迁移，“我们

圣公会大部分是白人教会，从中很明显

看到我们华裔移民向东一点，他们向东

两点，一步步地向东……目前我们圣公

会中有白人教友的教会在河滨县比较东

的地方会有些。”

说起教友们的语言，徐牧师说后来

更加融合了，中国大陆的移民非常多，

而老移民的孩子们也成长起来，于是形

成了三种语言并存的状况。“我有时站

在前面就观察一下，看那部分群体多，

就用种语言讲道。大多数情况下，说一

段广东话，说一段普通话，再说一段英

文。”

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的堂长叫朱家佑

，是一个典型大背景中的典型移民。出

生于上海，19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

之前和妈妈去到香港，香港六七左派工

会暴动、廉政公署建立之前，考SAT、

到美国读大学，先到俄亥俄州再到明尼

苏达，最后，在洛杉矶一家医院找到可

办理身份的工作，终于从此安定下来。

“爸爸在49年之前去香港做生意

，有工厂在那里，因为认识船王包玉

刚，也做了一些投资。那时的香港还

是一个小渔港，做生意还容易。解放

后，搞公私合营政策，我爸爸成了工

人，他不是很开心，说话也不注意，

后来就说要去关掉香港的厂子，拿钱

回中国大陆，就被允许去到香港。”

被问及他是因何移民来到美国时，朱

家佑回忆起大背景下的普通人的生活

经历。“后来，我和妈妈就借口说是

去把爸爸找回来也申请去香港。记得

是 1960年申请的，1962年终于批下来

，我和妈妈去了，两个姐姐和哥哥留

在了大陆。”

当时大约四五年级的朱家佑和妈

妈在香港和爸爸团聚，到了60年代末70

年初，香港也不太平，继续迁移。

“香港当时有左派人士活跃，闹

‘土制炸弹’（1967年香港五月风暴）

，他们也叫‘菠萝’，很多人想离开；

廉政公署设立之前香港有很多贪污的事

情，设立后，不少贪污了款项的人都想

跑……”就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为寻

求稳定安全的生活，朱家佑考取不错的

SAT成绩后，去到俄亥俄州上大学。毕

业之后，几经辗转在蒙市医院找到能够

办理身份的工作后，朱家佑结束了迁移

，从此安定下来。

“讲粤语的华人早期来自台山、广

东四邑等地。后来香港人才来，与我之

前说的原因有关。我来教会的原因之一

是社交，这个教会很多讲广东话的同乡

。我的同事们都是讲英文的，总觉得文

化有隔阂，比如，我喜欢的音乐、乐队

，很难找到知音。但是，在这里很多人

可以交流。我们教会人少，没有按语言

分组，反而更有利于大家沟通。现在很

多人都可以听普通话了。”

教会对华裔的移民生活影响很大，

很多华裔移民后都会加入附近的教会，

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语言、习俗……

“可不要小看了这些我们大家所说的不

同的语言，它反应了我们华人社会结构

的变迁。”

华人教会
送不出去的
圣经
——蒙市圣公会圣加百利堂牧师
、堂长从方言谈华人移民变迁

很多华人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为了给子女最好的教育，很多母亲不

惜放弃掉国内的事业和生活和孩子一起

来到美国做陪读妈妈。然而因为初来乍

到语言问题等等因素而不得已从国内的

高级知识分子变成了网约车司机。

在用网约车软件如Uber或者Lyft叫

车的时候，约到的司机里会有这么一群

中国妇女，年龄在35-50岁左右之间，

声音温柔，言谈举止十分有涵养，举手

投足间都显示出受过高级教育。这类人

十有八九就是陪读妈妈。她们为了子女

在国外求学而放弃国内的事业，选择来

美国当网约车司机赚取外快。

Z女士就是陪读妈妈中的一员，她

已经当了网约车司机一年了，女儿在洛

杉矶一所知名学校读本科二年级。为了

提高英语水平更好地融入到美国社会，

Z女士每次在开车载客的时候，车里都

会不停地放着英语教程的CD，一边开

车一边跟着CD里的英文课文默念。Z说

：“我在国内是个妇产科医生，为了孩

子读书，怕她一个人在外照顾不好自己

，也怕没有家里人的把控，她一个人在

美国会接触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和

老公商量，我放弃工作陪她来美国读书

。但是我因为英语不好，在美国做医生

需要执照，而且是这边的执照，所以我

来到美国后当不了医生但又不想在家里

闲待着，所以就决定当网约车司机，这

样不耽误我学英文，而且时间也比较灵

活，时间可以都给孩子。一般她上学的

时候我就去开开车，她放学了我也就回

家了，还是挺好的。”

“毕竟在国内是医生，现在来这边

干不了老本行会不会心里有些落差？”

记者问道。

“落差还是会有的，当时我也是下

了很大的决心才决定放弃工作，但为了

孩子的前途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而且

现在当网约车司机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人，对我锻炼口语也是个好事情。平时

拉客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默念课文，但

是如果就我自己在开车，我就会跟着光

盘里的录音一起大声读出来。”

L女士在中国内地是一名中学老师

，同样为了陪儿子来美国读高中辞掉了

工作，选择当一名网约车司机。她说：

“我的孩子还未成年，之前听说有住家

（Homestay）虐待来住宿的未成年学生

，所以我不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

照顾，于是决定辞掉工作和他一起来美

国。”

L说：“之前没想过当网约车司机

，孩子的爸爸会负责寄生活费，但是现

在外汇管制很严格，美金汇出来不容易

，所以决定还是出来工作，保证平时的

正常生活。”

“工作机会那么多，为什么会选择

做网约车司机呢？”记者问道。

“因为时间灵活而且门槛低啊。”L

女士接着说道，“我孩子平时下午就放学

了，我要回家给他做饭，白天还要给他做

早餐，如果别的工作的话，时间未必这么

灵活，再说在加州干什么都需要执照，我

又没有在这边考取任何执照，就只能先当

网约车司机过渡一下了。我可希望能多拉

到中国客人了，因为拉到美国人语言不通

，沟通起来很不方便，要是拉到中国客人

还可以在路上说说话。”

陪读妈妈：国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到美国的网约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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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一帘幽梦》中，姐姐绿萍

在肢体残缺后颓丧不已，妹妹紫菱只站

在一旁低声啜泣，而她的男友振振有词

地怒吼：那个时候你不过是失去了一条

腿，可紫菱也失去了半条命和她的爱情

！

这些台词如今看来已被视作“价值

观扭曲”。往日的言情教母琼瑶摇身一

变，成了“不合时宜、三观不正”的代

言人。殊不知，剧中的依萍是她，紫菱

是她，她不过以手记她心。

一个“爱”字横亘此生的琼瑶已经

81岁了。直至如今，她每天仍守在缠绵

病榻的丈夫身边反复问：

你好不好？你有没有不舒服？还有

……你还爱不爱我？

不及格少女

琼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

以写书的方式让生活剧变。

她出生于1938年，本名陈喆，笔名

出于《诗经· 卫风· 木瓜》中的一句：投

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意为，两人如若相爱，有人向她示

好，她不吝啬于用更珍贵之物来回报。

琼瑶出生的时候，正是时局动荡时刻，

她自小跟着父母从家乡湖南一路逃难到

川渝。期间两个弟弟走丢，父母甚至想

要和她一起跳河自尽。

好不容易离开大陆，到了台湾，一

家人堪堪安稳。琼瑶的父亲陈致平是师

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母亲也同样是国文

教师，祖上更是出过宣统皇帝之师、交

通银行行长……

就连比她更小的弟妹也成绩优秀，

琼瑶觉得被“自卑感”裹挟。无疑，琼

瑶是有天分的，九岁便发表第一篇小说

《可怜的小青》，之后的几十年中从未

间断。用她的话来说：还不懂爱情是什

么时的年纪，已经开始写爱情小说了。

然而她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却是

一塌糊涂。

在此境况之下，纵使她在一个饱足

且极尽受宠的环境中长大，琼瑶仍是觉

得自己“一无是处”，一股淡淡的“自

卑感”萦绕着她。长至少女时期，琼瑶

总会做一个梦，梦里人人都在指责嘲笑

她：陈致平的女儿居然考不上大学。

每每被梦惊醒，琼瑶总能吓出一身

冷汗。

某日，少女琼瑶惴惴不安地拿着份

20分的数学考卷返家，老师再三叮嘱家

长务必“严加督导”。琼瑶一步作两步

地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家门也已在眼前

。刚一进门，她见妹妹倚在玄关痛哭，

父母只在一旁低声劝慰。

琼瑶心中一惊：“妹妹这是怎么了

？”

父母不停劝慰妹妹，好不容易寻个

空隙抬眼瞧她：“你妹妹实在太要强，

这次考试只考了98分，没到满分。”书

包里还装着20分考卷的琼瑶当即“目瞪

口呆”。

在羞愧与窘迫交织下，她默默回到

房间给母亲写离别信，她在离别信中写

道：

“亲爱的母亲，我抱歉来到了这个

世界，不能带给你骄傲，只能带给你烦

恼。但是，我却无力改善我自己，我真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母亲，让

这个不够好的我，从此消失吧！”

刚写完信，琼瑶找到母亲的安眠药

，心下一横，囫囵吞个满瓶。后来再睁

眼时，一旁是满脸疲惫的母亲，握着她

的手一直哽咽。从命悬一线中被救回，

回到学校中琼瑶仍怏怏不乐，认为苦涩

的日子尚未结束，伤春悲秋的模样被同

窗调侃为“林黛玉”。

此时，晦暗的生活仿佛迎来一束微

弱的光芒。她遇见了自己的初恋——国

文老师蒋仁，蒋仁比她年长整二十五岁

，自卑与心中对浪漫爱情的向往裹挟着

人加速成长，琼瑶相较同龄女孩更为早

熟。

蒋仁曾有过一段婚姻，然而妻子早

已去世。他风度翩翩带着成熟男人的特

有魅力，遑论国文老师满腹诗书的儒雅

气质。

于她，老师有着超乎同龄人的致命

吸引；于他，少女青涩面容与早熟灵魂

的反差也令人无法抵挡。情意来势汹涌

，将两人几近淹没。纵使将这段感情再

小心遮掩，纸包不住火，琼瑶走在学校

中，仍能感受到同学们投射到她身上的

暧昧目光。

多重压力与挣扎下，国文老师在醉

酒之后，与她定下四年之约：如若四年

后琼瑶大学毕业，二人仍有情意，彼时

，任何事物也无法阻挡。

如同琼瑶的作品那般，老师情绪激

昂请求着她：为我考上大学，为我不要

变心！

琼瑶含泪。

多数恋情都由眉目传情起，转至亲

密旖旎四目相应，然收梢又常不随人愿

。跨越世俗与伦理的爱情尤为如此。

琼瑶学业不佳，两次落榜。这段恋

情反而被琼瑶的母亲发现，似乎一切有

了根源般，母亲勃然大怒地闹到学校，

不出人所料，国文老师被解聘后离开台

北。

琼瑶如至冰窟。她将幽怨寄托于写

作中，写出《窗外》这本书，投给皇冠

出版社，社长平鑫涛眼光毒辣，不停加

印，红极一时。

书中，女主角江雁容文采出众、却

数理不佳，又遇上偏心的父母而整日苦

闷，生活中感受不到一丝温暖。这时，

她对年长20岁的国文老师渐生情愫……

最终，国文老师被学校开除不得已远走

他乡。

女学生江雁容意在何人不言而喻。

沉溺于情

“你一定要考上大学！”

很长一段时间，琼瑶的耳边都不停

回放着这句话，有时源自面容忧愁的母

亲，有时源自围绕她身边的年轻男孩，

对于前途的茫然与身边人给予的压力让

琼瑶觉得自己快要无法负荷。

有些女人，愿做与爱人并列的木棉

树；有些女人，却甘于做依附于爱情的

菟丝花。在接受采访或者自传中试图剖

析自己时，琼瑶总把自己往娇弱的方向

引，然而面对人生选择时，她却并非如

此，纵使父母家人激烈反对，她决意全

心写作。

琼瑶将满腔怨怒不安投射于写作上

，昔日恋人只留在心底成为难以消磨的

伤痕。

此时，琼瑶父亲的学生马森庆恰好

上门拜访，两人都醉心于写作，且马森

庆与围绕在她身边的男孩子不同，他告

诉琼瑶：如果你志在写作，读不读大学

都一样。

不知是否这句话戳中了琼瑶，虽然

马森庆穷得“只有一件西装，裤子都磨

破了”，她仍愿意与他交往。旁人阻碍

不必赘述，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桩婚事门

不当户不对，琼瑶却决定与他共赴婚姻

殿堂。

她的爱情早已随着国文老师出走而

告罄。而这次婚姻，她用于装载平静。

古人云：“贫贱夫妻百事衰”。随

着琼瑶声名鹊起，马森庆却如同往常一

般作品无人问津，琼瑶把自己收到的邀

约信拿给马森庆，对方向来瞧不上，直

说没深度。

《窗外》一再加印，被改编成电影

后，马森庆更是觉得全世界都知道自己

的妻子芳心暗投他人，于是整日喝酒、

赌钱、夜不归宿。夹杂在其中的琼瑶痛

苦不已。然而，纵使期间怀孕生子，她

也从未停笔，一个月内接连写出两部风

格完全不同的小说连载。

只在书中，琼瑶对自己的心声剖白

一二：

“你的毛病就是太爱幻想，别把你

的丈夫硬要塑成你幻想中的人。想想看

，他不是你的幻想，他是他自己，有他

独立的思想和个性，不要勉强他成为你

想象中的人，那么，你就不会苛求了！

”

他们因共同兴趣而结合，也因这共

同兴趣而分手。离婚时，母亲也告诉她

：一个坏鸡蛋，你咬了一口知道是坏的

，还要把它吃完吗？

此时，恰好她与皇冠出版社社长平

鑫涛的合作逐渐亲密，平鑫涛家中已有

妻儿，创业基金都出自妻子家庭。平鑫

涛看似很为难，告诉她，只待家中幼子

长至十五岁便会离婚。

“第三者”的标签常年置于琼瑶身

上。

原配林婉珍直至耄耋之年，仍然意

难平，撰书细数当年种种。书里，琼瑶

刻意搬到平宅附近，与平鑫涛电话里打

情骂俏，还穿着锦缎上衣跑来问平鑫涛

是否好看，书里的琼瑶摇曳生姿也面目

可憎。

林婉珍总结为，前夫平鑫涛将琼瑶

看作脆弱易碎的骨瓷，将自己看作耐用

的搪瓷盘子。

当年，在重重压力下，琼瑶曾选择

绝意斩断情丝，坊间传闻，平鑫涛因此

想要殉情。真伪难辨，可多年来，平鑫

涛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她房间中放满鲜花

，并只在她离开时换去，只为不让她看

到鲜花凋零的模样，小心翼翼珍待着琼

瑶对浪漫的所有情思遐想。

琼瑶虽意满于此，却也心下透彻，

称平鑫涛对她实是“用尽心机”。当爱

情已经置于万事之首，她已无余力注重

普世看法：

“鑫涛这人，和我的个性大不相同

。我是一个标准的“梦想家”，整天生

活在“云里雾里”…… 鑫涛，他是个

标准的“实行家”。他也有很多的梦想

，他会把这些梦想一个个去实现！他很

努力的工作，用很多心思去计划如何突

破，如何改善 。”

从当初那个小小的皇冠出版社扭亏

为盈，到后来声势壮大的皇冠文化集团

，与琼瑶的作品不无关系，阴谋论者认

为平鑫涛着实离不开她。

饱受质疑

琼瑶大火的台湾80年代，台湾一跃

成为“亚洲四小龙”，电视机也逐渐走

入千家万户，很多电视娱乐节目应运而

生，因此有了“黄金八点档”。

刚绕过小情小爱被视作资产阶级的

做派，人人还穿灰色制服的年代，突然

吹入一阵情意缱绻的春风，硬是在层层

严肃文化包围下挣得一席之地。遑论琼

瑶剧中的女演员大抵面如白玉，眼含秋

水。

老一辈的琼瑶女郎有巅峰时期的林

青霞，台湾第一美人胡因梦，年轻时期

出水芙蓉的刘雪华；新一辈中也有小丫

头金锁摇身一变成“范爷”的范冰冰、

赵薇、赵丽颖……

那个时期，男生人人手捧一本金庸

故事，而与之相对，女生则为琼瑶小说

里跌宕起伏的爱情啜泣难抑，琼瑶如此

被人诟病正因当时，她足足影响了一代

女性的爱情观——将爱情视作生命。

这必然受到质疑，李敖曾撰文评判

：

“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面

革心，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

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

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

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

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

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

大学教授们称琼瑶的作品从来没有

出现在文学批评界，言下之意：连被批

评的水准都达不上。

莫说外人，在琼瑶的作品中，父母

的角色极其古板且苛责儿女，配角更是

刻薄阴厉，只有女主角无辜动人，一心

一意陷于情感纠葛之中。

这些价值观就连她的父母也无法接

受，琼瑶至今仍记得自己的作品被搬上

银幕时，父母从电影院走出来，父亲冷

冷地看她：“你写了书骂父母不够，还

要拍成电影来骂父母。”一直宠爱她的

母亲的眼神也同样一片凉意。

琼瑶“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或许

戏剧源于生活，她如同书里的角色那般

放声大喊：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这些质疑虽然令她百口莫辩，她却

并没有因此停笔。琼瑶将定义自己为

“商人”，她自认并非天才，作品也无

需被过高估量。至于“爱情”这个话题

，她认为永远都不会落伍。

每天从清晨起床，一直到夜晚入睡

前，几十年来，琼瑶几乎笔耕不辍。用

笔纸的年代，两根握笔的细指常常肿了

起来。曾有人将她标为“畅销书作家”

，纵使如今畅销书并非全然褒义，琼瑶

却坦然：

“说我是畅销书作者绝对不是侮辱

我。我从来不标榜自己是了不起的艺术

家，我应该是一个出卖自己劳动力和智

力的商人。”

除去平日写作，有时旅行的见闻也

会变成她的写作素材呈现于世人眼前。

琼瑶赴北京旅游时曾路过公主坟，她心

下奇怪，市区怎么会有这个地名？略微

询问，倒是引出了故事：

这公主坟的来源，有人称乾隆帝曾

收过民间女子为义女，封为格格，格格

去世之后无法入黄陵，只好埋于此处。

也有人称，这公主乃是功臣之女，生前

武艺高强，极富传奇色彩。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琼瑶将生活

中所见所闻融入写作。因此，《还珠格

格》诞生，一经播出，万人空巷。之后

的20年中，更是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广为

流传，人们记住的不仅是当时尚且青涩

的赵薇林心如等人。

写下这些缱绻故事的琼瑶，也被观

众牢记于心。

真假菟丝花

琼瑶如今戴一副细框眼镜，发色黑

亮，唇色朱红，常着亮色衣物。每每见

客之前，她都会精心装扮一番。

很难看出，她已经81岁了。

只因她想要晚上可以一起看星星，

她的爱人平鑫涛为她盖了栋玻璃屋顶的

房子，睡前两人会坐在一起看电影，生

活平静幸福。此时，儿媳何琇琼打来电

话，她准备重拍的《梅花烙》被内地制

片人于正抄袭了，涉及版权问题，琼瑶

有些踌躇，还是丈夫拍板，说：

“告”。

于是，琼瑶撰写长文，字字涕泣，

将于正告到广电总局。一呼百应下，史

航、刘和平、宋方金等多位业界知名编

剧联名支持，这场官司最终还是以琼瑶

胜利告终。

人人奔走相告原创胜利的同时，琼

瑶却发现，视为支柱的丈夫平鑫涛病了

。一同看电影时，平鑫涛会突然停下，

望向她：刚刚演的是什么剧情？

他也会将说过的话重复多次，这样

的细微之处累积，琼瑶心里“咯噔”一

下，母亲便是患的失智症，如今平鑫涛

的状态再眼熟不过。没多久，平鑫涛状

况果然急转直下，连文稿也无法看懂。

琼瑶向《GQ报道》的记者们回忆

那时与医生的对话：

“这就是他人生最后的一站了，是

吗？”

“是。”

“他最后会把他生命里所有的人和

事都忘掉，是吗？”

“是。”

“他会最后忘掉我吗？”

“不一定。”

琼瑶垂眼，她决意尊重平鑫涛之前

遗嘱里的内容：待他病危之时，不要送

他进加护病房，也不要使用任何医疗器

具维系生命，让他干干净净地走。

而如何定义“病危”，琼瑶与继子

女之间出现纷争，琼瑶以极煽情的口吻

写下病中日记，细数照顾病人的细枝末

节。而平家子女则坚持父亲没有至病危

之时，还顺带表示自己从没有忘记母亲

曾受过的痛苦。

琼瑶既觉十分委屈，又觉得背叛了

丈夫此前所愿，她自称“自责到想要跳

楼”。她开始否认“爱可以到天长地久

”这种说法，社交网站上也不再更新与

此相关的内容。

从照片上看，她仍旧乌发红唇，精

神矍铄。

已到耄耋之年，她曾说：我这一生

，是爱字害了我，也是爱字成就了我。

多少收视奇迹是因她而成，多少演

员被她看中从无名小辈转变成名伶巨星

。她的作品中，演员一个字都不能私自

改动。直至如今，琼瑶写过67部作品，

其中有65部都是与“情爱”相关，被分

别翻译到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风

靡整个亚洲。

琼瑶书中的女子皆是娇娇柔弱，甚

至她在媒体上对自己的形象塑造也接近

于此，可她笔下的人物也从不乏依萍、

青青这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无形中，

既迎合了当时父权社会观念，也表达了

自己的观点。

琼瑶的所有书籍皆是由皇冠集团所

出版，在与平家子女争论时，她已过耄

耋之年，人却不糊涂，立即收回自己的

版权，再作云淡风轻状：“那些写作的

日子，我几乎在你们爸爸的鞭策之下，

日夜无休的工作，相信也给皇冠带来了

荣景，给你们的父亲带来骄傲。”

简而言之：没有我，你以为能有如

今的皇冠帝国？

一篇《权力顶峰无雌雄》的雄文曾

撰：

那些登上权力顶峰，缔造了自己的

王国的人，他们都是遇神杀神，遇佛杀

佛的狠角色，无论男女，性别只是生理

上的，柔弱女人味只是表面的，他们的

本质上都是征服者。

是非自有公论，对琼瑶而言，直至

飘然落地前，她希望自己仍是火花，足矣。

写尽65个爱情传奇，却没有爱对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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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十一轮磋商结束后，局势变

得很快。

中方这边，在会谈后重申原则立场

，驳斥美方所谓“倒退”的指责，首度

公开三个核心关切。

除此之外，中方最近密集发声，火

力十足。比如《新闻联播》里全网刷屏

的那段“国际锐评”，比如《人民日报

》署名“国纪平”的文章《任何挑战都

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

这里表达的立场十分明确坚定——

如果有人继续无视磋商的平等互利

原则，心存侥幸觉得极限施压管用，那

么中方也没有任何其他选项，只有反制

这一条路。

美方那边，一方面加征关税的棒子

还在挥舞，另一方面，美国各个行业和

资本市场对美方的极限施压举措反应异

常激烈。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消费技术

协会、服装鞋袜业联合会、大豆协会等

多家行业协会13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

政府当天公布拟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清单，并敦促美

中经贸谈判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由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

元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以及中方出台反制措施，美国股

市13日出现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当天大跌2.38%，创今年1月以来最大单

日跌幅，标普500指数下跌2.41%，纳斯

达克指数下跌3.41%。

又想施压，又忌惮国内激烈反对，

美方态度颇有些首鼠两端，自相矛盾。

这一边，美方不停对外发声，说是

“中国的经济不太好，中方十分渴望与

美方达成经贸协议”。在经历了这么多

轮的磋商和较量后，还说这种谁更渴望

达成协议的话题，挺无聊的。

那一边，美方谈判团队核心成员之

一的财政部长姆努钦，说是“美中经贸

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他正考虑何时前往

北京继续谈判”。

据路透社14日报道，美国财政部发

言人称，美国财长姆努钦计划近期前往

中国进行经贸谈判。

不过，中国商务部16日回应称，

“中方不掌握美方来华计划”，这个回

应令人浮想联翩。

局面该怎么看？简单说上几句。

首先，美方现在重申继续磋商也好

，强调中国经济不好也罢，都还是从提

振美国内资本市场信心的角度出发，护

市的考虑更多一些。

到目前为止，美方一边说要谈，一

边又小动作不断，破坏谈判氛围。

美国当地时间15日签署一项紧急状

态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

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

这个举动被认为是为禁止美企与中国公

司华为的业务往来做准备。

看不出美方有什么实质性谈判诚意

，反而是极限施压手段还在延伸。

其实，谈到这个时候，彼此是个什

么态度，底线在哪里，不仅中美心知肚

明，全世界也看得很清楚。

在第十一轮磋商之前，在美方制造

的那种极限施压氛围下，中方依然顶着压

力履约赴会，去参加这场“鸿门宴”。

这个举动释放出来的谈判诚意，已

不可能更多。

但是，中方诚意并未得到积极回应

，恐怕有些人还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理智的沟通既然打消不了贪婪，那

么只有采取另外的办法来讲道理。

其次，美方如果无视中国的民意，

恐怕不会再得到中方有效回应。

美方又说要来磋商，也在炒作大阪

G20元首会晤的话题。

要我看，如果美国没有新的实质性

行动，那么来也白来，谈也白谈。

中方在第十一轮磋商后，首次提出

三个主要关切，其实也是在向美国，向

世人划出自己的“红线”。

这是底线，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更

是中国的民意。

如果不取消关税，完全按照美方的

要求来采购，文本上不考虑平衡，这样

的协议即便签署，试想中国的老百姓能

答应吗？

前期我们谈判团队没日没夜的工作

，是抱着极大诚意去推动磋商的。

辛苦了这么久，展现的诚意和善意

却被某些人视作软弱可欺。

既然这样，不如把磋商彻底停下来

，回归正常的工作轨道。

一边反制，一边专注做好自己的事

情。

谈判是要有灵活性的，但无原则的

妥协，实现不了合作共赢。

美国是个好老师，最喜欢用事实教

育我们。

经历了这样一个认识过程，越来越

多的人也看得更清楚：

“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

薪不尽，火不灭”——《史记· 魏世家》

此外，如果有人觉得中方在虚张声

势，那只会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的又一

重大误判。

当年我们说，谁要是越过三八线，

我们一定出兵。

有人不信，产生了误判，然后被事

实教育，又退回三八线。

现在我们说，谁要是拿关税来耀武

扬威，我们一定反制。

信不信？

这就像一台精密仪器，触发条件必

然产生后果。

“说明书”都看了，爱信不信。

有人说，美国实力比我们强，打贸

易战我们吃亏比美国大。

只算经济帐，这个说法能成立，但

贸易战全面开打，发挥作用的因素又岂

止是经济？

美方突然翻脸，给美国国内民意带

来的冲击，只能用震惊来形容。

至于说中国的民意，或者说普通中

国人的想法，更加容易理解。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最近这些年

生意又做得大了些，更多人的想法是希

望和气生财，希望有钱大家一起挣的。

但是，如果谁一定要跟我们过不去

，希望我们彻底让步屈服。那么这些温

和的中国人也肯定会用尽全力，把自己

变成1776年以来对方遇见过的最值得尊

敬，也是最难缠的对手。

既然已经开始打了，不如就让一些

人清楚认识到，极限施压的现实成本会

远超臆想的收益。

没诚意，来也白来，谈也白谈

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广泛关注，这

场贸易摩擦真的像美国总统特朗普

所说对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吗？真

的为美国财政带来数以亿计美元的

收入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

14 日刊文分析称，尽管美国总统特

朗普一再表示，中国将为关税买单

。但向美国政府交关税的是美国的

进口商，而不是中国公司。专家还

指出，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增

加贸易关税有过任何作用。

贸易摩擦扩大，到底谁是最大的

输家呢？

美国跨国律师行 Cooley LLP 的律

师克里斯托弗· 邦迪(Christophy Bondy)

认定，向美国政府交关税的是美国

的进口商，而不是中国公司。

克里斯托弗· 邦迪，曾在加拿大

欧盟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过程中担任

加拿大政府的高级顾问。他说，美

国进口商因交关税而增加的额外成

本，很可能用加价的方式直接转嫁

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他说：“关税对供应链有很大的

破坏作用。”

关税对中国的影响

BBC指出，中国 2018 年出口上升

明显，仍然稳居美国头号贸易伙伴

的地位。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在

2018 年下滑了 9%，显示中美贸易摩

擦的威力已经开始显现。

尽管如此，英国剑桥大学贸易问

题专家梅利迪斯· 克罗利博士(Mere-

dith Crowley)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中国公司已经开始减价来吸引美

国公司买货。

他认为，“那些有市场优势的(

中国)产品并没有减价，可能是因为

美国进口商对他们有很大的依赖性

。”

关税对美国的影响

根据 2019 年 3 月的两份研究报告

，美国 2018 年向中国和其他国家进

口商品征税的全部代价，几乎全部

由美国商界和消费者来承担。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普里斯顿大

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经过

计算得出结论说，向钢铁、洗衣机

等在内的众多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

，让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在缴税之

外每月额外支出30亿美元。

他们的统计结果还指出，受需求

不振的影响，另外还有 14 亿美元的

损失。

第二份权威研究报告由多位作者

执笔撰写，其中包括世界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佩妮洛皮∙戈德堡(Pinelopi

Goldberg)。该报告发现美国消费者和

公司承担了关税成本的绝大部分。

根据这份报告的分析，把其他国

家的反制措施考虑在内，那些在美

国 2016 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地区

内的农民和蓝领工人，是贸易摩擦

最大的受害者。

美国买其他国家的货品不行吗？

特朗普表示，那些原本从中国进

口商品的美国公司应该到别的地方

进货，譬如越南，或者干脆直接购

买美国厂家的商品。

但美国跨国律师行 Cooley LLP 的

律师克里斯托弗· 邦迪说，这并不像

特朗普说的那么简单。

“生产和价值链要重新定位，需

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都有代价。

”

“例如，美国去年向钢征收高关

税，但美国不可能突然之间就能建

起数百家新钢厂。另外，中国是一

个生产大国，对手们都相形见绌，

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谈何

容易。”

增加贸易关税有用吗？

剑桥大学的克罗利博士和美国

Cooley LLP 的律师克里斯托弗· 邦迪

都表示，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

增加贸易关税有过任何作用。

来看看以往的例子：

2009 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曾

对中国生产的汽车轮胎大幅度增加

关税 35%，称中国轮胎进口数量飙升

，让美国工人失业。

但是，2012 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 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发现，2011 年，美

国消费者因为轮胎价格上涨所承担

的代价，大约为11亿美元。

这个研究认为，虽然向中国轮胎

征收关税使美国制造业得以保住了

1200个工作职位，但是美国消费者额

外付出了这笔 11 亿美元的额外开支

后，减少了在其他零售商品上的开

销，“间接导致了零售业就业率的

下降”。

该研究还指出，更进一步的损失

是，中国采取反击行动，对进口的

美国鸡肉也征收了反倾销关税，导

致美国养鸡行业损失了大约 10 亿美

元的销售额。

用来证明增加关税有用的一个常

用的例子，是美国总统罗纳德· 里根

1983年决定对日本生产的摩托车大幅

度提高进口关税。

此举被认为让困难重重的美国摩

托车制造商哈利· 戴维森(Harley Da-

vidson)免去了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

里根总统功不可没。

但有人认为，这跟里根总统增加

进口日本摩托车的关税没有关系。

哈利· 戴维森公司能扭亏为盈得益于

本身的努力，其中包括改造工厂生

产线，研发性能更优良的发动机。

这些才是让该公司走出困境的有效

手段。

美国关税能迫使中国达成协议吗？

剑桥大学的克罗利博士说，美国

总统特朗普新增的关税可能会让中

国重回谈判桌，但是她并不认为中

国就会因此作出重大的让步。

美国跨国律师行 Cooley LLP 的律

师克里斯托弗· 邦迪认为，特朗普威

胁增加关税，更多是为了扩大选民

基础，制造头条新闻。

邦迪指出，要让人们了解中美谈

判中所涉及的原则问题非常困难，

而“主打关税就容易多了”。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数据显真相专家论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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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作為一個吃貨作為一個吃貨
，，再加上我還是再加上我還是《《美南新聞日報美南新聞日報》》的資的資
深主筆和美南國際電視深主筆和美南國際電視《《大嘴吃四方大嘴吃四方》》
的制片人的制片人，，可以說可以說，，我對於休斯頓的美我對於休斯頓的美
食地圖是了如指掌食地圖是了如指掌。。尤其對於湘菜尤其對於湘菜，，我我
作為一個湖南人作為一個湖南人，，無疑是很有發言權的無疑是很有發言權的
。。近日近日，，聽很多朋友說起在聽很多朋友說起在290290的的HousHous--
ton Premium Outlet Mallton Premium Outlet Mall附近新開了一家附近新開了一家
De DaoDe Dao得道湘菜館得道湘菜館，，據說從老板到大廚據說從老板到大廚
都是湖南人都是湖南人，，食材全部來自湖南食材全部來自湖南，，絕對絕對
正宗湖南味正宗湖南味，，吃過一次就再也忘不了吃過一次就再也忘不了。。

正好很久沒有添置新衣正好很久沒有添置新衣，，於是決定於是決定
抽時間好好去逛一逛抽時間好好去逛一逛 Houston PremiumHouston Premium
Outlet MallOutlet Mall，，我約上三五好友我約上三五好友，，從中國城從中國城
開車一路狂奔到開車一路狂奔到290290，，半個小時以後在高半個小時以後在高
速公路上就遠遠地看到了速公路上就遠遠地看到了De DaoDe Dao湘菜館湘菜館
的招牌的招牌，，我們一行人口水都幾乎流出來我們一行人口水都幾乎流出來
了了，，趕緊下了高速趕緊下了高速，，先去先去De DaoDe Dao飽餐一飽餐一
頓湖南菜後再去逛頓湖南菜後再去逛MallMall不遲不遲。。

一走進一走進De DaoDe Dao，，熱情的老板娘就迎熱情的老板娘就迎
了上來了上來，，看她那個麻利勁兒看她那個麻利勁兒，，頗有幾分頗有幾分
阿慶嫂的味道阿慶嫂的味道。。聽說我是湖南人聽說我是湖南人，，她馬她馬
上用湖南話與我聊了起來上用湖南話與我聊了起來，，原來原來，，老板老板
娘劉綺竟然是英美文學的碩士娘劉綺竟然是英美文學的碩士！！我不由我不由
得張大了嘴巴得張大了嘴巴，，驚訝地問驚訝地問：“：“那我要喊那我要喊

你一聲劉老師才行啊你一聲劉老師才行啊！！英美文學碩士開英美文學碩士開
湘菜館湘菜館？”？”

劉老師笑了笑劉老師笑了笑，，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反倒指著掛在墻上的幾幅油畫反倒指著掛在墻上的幾幅油畫，，反問反問
我我：“：“你看這幾幅油畫怎么樣你看這幾幅油畫怎么樣？”“？”“不不
錯不錯錯不錯，，是哪位大師的傑作是哪位大師的傑作？”“？”“本大本大
師畫的師畫的。”。”劉老師調皮地指了指自己的劉老師調皮地指了指自己的
鼻子鼻子，，驕傲地說驕傲地說。“。“哇哇，，才女啊才女啊！”！”我我
不由得贊嘆道不由得贊嘆道。。劉老師有著一種女人少劉老師有著一種女人少
有的幽默感有的幽默感，，她一邊上菜一邊嘮叨自己她一邊上菜一邊嘮叨自己
快要累趴下了快要累趴下了，，她豐富的表情和誇張的她豐富的表情和誇張的
抱怨反倒惹得我們幾個人哈哈大笑抱怨反倒惹得我們幾個人哈哈大笑，，她她
一邊搖頭一邊打開手機一邊搖頭一邊打開手機，，讓我們聽她自讓我們聽她自
己原創並演唱的歌曲己原創並演唱的歌曲《《開著寶馬送外賣開著寶馬送外賣
》，》，說這就是她現在的生活說這就是她現在的生活。。

劉老師親自為我們上菜劉老師親自為我們上菜，，我們幾個我們幾個
人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人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大快朵頤大快朵頤，，一一
邊嘖嘖稱奇感嘆劉老師的才華邊嘖嘖稱奇感嘆劉老師的才華。。第一道第一道
菜上的是煙筍炒臘肉菜上的是煙筍炒臘肉，，憑良心說憑良心說，，這個這個
煙筍是我目前吃過的最好吃的煙筍煙筍是我目前吃過的最好吃的煙筍，，甚甚
至比我在長沙的飯店裏吃的煙筍還好吃至比我在長沙的飯店裏吃的煙筍還好吃
，，劉老師說這些煙筍是從瀏陽農家收上劉老師說這些煙筍是從瀏陽農家收上
來來，，托人從湖南帶來的托人從湖南帶來的，，是用炭火烤幹是用炭火烤幹
，，用煙慢慢熏用煙慢慢熏，，一直熏到筍子呈黑褐色一直熏到筍子呈黑褐色
，，這是真正的農家煙筍這是真正的農家煙筍，，煙熏火燎出來煙熏火燎出來

的獨特風味的獨特風味。。至於臘肉至於臘肉，，也是湖南農家也是湖南農家
煙熏出來的臘肉煙熏出來的臘肉，，真正的湖南好臘肉是真正的湖南好臘肉是
功夫菜功夫菜，，是用時間慢慢熏出來的是用時間慢慢熏出來的。。時間時間
是食物的摯友是食物的摯友，，時間也是食物的死敵時間也是食物的死敵，，
為了保存食物為了保存食物，，湖南人采用腌臘湖南人采用腌臘、、風幹風幹
和煙熏這些古老的方法和煙熏這些古老的方法，，意外地獲得了意外地獲得了
醇厚鮮美的臘肉醇厚鮮美的臘肉。。只有用心熏制出來的只有用心熏制出來的
臘肉臘肉，，才會有時間的味道才會有時間的味道。。用這樣上等用這樣上等
的臘肉和煙筍炒在一起的臘肉和煙筍炒在一起，，能不令人胃口能不令人胃口
大開嗎大開嗎？？

第二道菜是辣椒炒臘牛肉第二道菜是辣椒炒臘牛肉。。這道菜這道菜
可以說是湖南遊子最思念的味道可以說是湖南遊子最思念的味道，，選用選用
的是上等黃牛肉的是上等黃牛肉，，就是這個味就是這個味！！就是童就是童
年時奶奶在火旁熏制出來的臘牛肉那個年時奶奶在火旁熏制出來的臘牛肉那個
味味！！讓我們魂牽夢縈的家鄉的味道讓我們魂牽夢縈的家鄉的味道！！得得
道的臘牛肉切得薄如紙片道的臘牛肉切得薄如紙片，，色澤紅亮色澤紅亮，，
配上大蒜和紅辣椒配上大蒜和紅辣椒，，襯托出臘牛肉極其襯托出臘牛肉極其
醇厚的口感醇厚的口感，，入口之後臘牛肉的香味在入口之後臘牛肉的香味在
口中久久不散口中久久不散，，色深味厚色深味厚，，確有獨到之確有獨到之
處處。。

第三道菜是酸菜汆肥牛第三道菜是酸菜汆肥牛。。這道菜我這道菜我
還是第一次吃還是第一次吃，，用的是切得薄如蟬翼的用的是切得薄如蟬翼的
新鮮肥牛片新鮮肥牛片，，加上湖南的壇子酸菜來炒加上湖南的壇子酸菜來炒
，，大蒜辣椒自然使少不了的佐料大蒜辣椒自然使少不了的佐料，，最後最後
汆湯而成汆湯而成。。肥牛和酸菜完美地結合在一肥牛和酸菜完美地結合在一

起起，，酸菜和辣椒更襯托出肥牛的鮮嫩酸菜和辣椒更襯托出肥牛的鮮嫩，，
好酸辣好酸辣，，好過癮好過癮！！

接下來的幾道菜一道比一道好吃接下來的幾道菜一道比一道好吃，，
酸菜炒紅薯粉酸菜炒紅薯粉，，爆炒牛肚爆炒牛肚，，梅菜扣肉梅菜扣肉、、
豆腐筍子湯豆腐筍子湯、、涼拌鹵牛肉涼拌鹵牛肉、、紫蘇黃瓜紫蘇黃瓜，，
我們幾個人埋頭苦幹我們幾個人埋頭苦幹，，嘴裏塞滿了食物嘴裏塞滿了食物
，，都騰不出空兒來說話都騰不出空兒來說話，，只好對劉老師只好對劉老師
伸出大拇指點贊伸出大拇指點贊，，一邊連連點頭一邊連連點頭，，用吃用吃
貨的方式表達對得道湘菜的贊許貨的方式表達對得道湘菜的贊許。。
吃完最後一道甜點吃完最後一道甜點----銀耳蓮子羹銀耳蓮子羹，，我終我終
於滿足地放下筷子於滿足地放下筷子，，開始傾聽劉老師的開始傾聽劉老師的
創業史創業史。。據劉老師說據劉老師說，，她因為愛吃她因為愛吃，，吃吃
來吃去沒有哪家湘菜館能滿足她肚子裏來吃去沒有哪家湘菜館能滿足她肚子裏
的饞蟲的饞蟲，，所以幹脆自己來做一家正宗湘所以幹脆自己來做一家正宗湘
菜館菜館，，之所以開在之所以開在cypresscypress是因為她想遠是因為她想遠
離中國城離中國城，，做正宗的湘菜給美國人吃做正宗的湘菜給美國人吃。。
劉老師說劉老師說，，很多美國人以為所謂的炒雜很多美國人以為所謂的炒雜
碎和左宗雞就是正宗的中國菜碎和左宗雞就是正宗的中國菜，，他們完他們完
全錯了全錯了！！正宗的中國菜有多講究正宗的中國菜有多講究、、有多有多
好吃是美國人完全想象不到的好吃是美國人完全想象不到的。。劉老師劉老師
花重金從紐約請來著名的湘水山莊的主花重金從紐約請來著名的湘水山莊的主
廚廚，，所有重要的食材全部從湖南直運過所有重要的食材全部從湖南直運過
來來，，堅持按照湖南傳統工藝來烹制每一堅持按照湖南傳統工藝來烹制每一
道菜道菜，，為的就是正宗為的就是正宗、、地道地道！！她說她是她說她是
陰差陽錯走上餐飲這條路陰差陽錯走上餐飲這條路，，入了行以後入了行以後

才知道做餐飲有多艱難才知道做餐飲有多艱難！！我不禁問我不禁問：：
““女文青做餐飲女文青做餐飲，，好玩嗎好玩嗎？？是不是特有是不是特有
成就感成就感？”？”劉老師笑道劉老師笑道：“：“好玩好玩？？累得累得
好玩好玩！！不過看到食客們滿足的表情不過看到食客們滿足的表情，， 我我
還是蠻有成就感的還是蠻有成就感的！”“！”“我看你行我看你行！！能能
做大做強做大做強！”！”我們幾個吃貨異口同聲地我們幾個吃貨異口同聲地
說說。。
劉老師說劉老師說，，她只是堅持幾點她只是堅持幾點，，一是堅持一是堅持
做到主料正宗做到主料正宗，，食材全部選用最好的湖食材全部選用最好的湖
南地道食材南地道食材，，直接運到美國直接運到美國；；二是工藝二是工藝
講究講究，，從紐約挖來的名廚一切都按照湖從紐約挖來的名廚一切都按照湖
南的傳統工藝來做南的傳統工藝來做，，絲毫不敢馬虎絲毫不敢馬虎；；第第
三點三點，，劉老師堅持不用廉價食材湊分量劉老師堅持不用廉價食材湊分量
，，對輔料的選材也是非常嚴格的對輔料的選材也是非常嚴格的，，不玩不玩
虛的虛的。。所以所以，，得道湘菜的每一道菜都是得道湘菜的每一道菜都是
那么好吃那么好吃，，因為是用心做出來的因為是用心做出來的。。
劉老師說劉老師說，，她的理想是把得道湘菜做成她的理想是把得道湘菜做成
連鎖店連鎖店，，在美國遍地開花在美國遍地開花，，讓美國人像讓美國人像
喜歡日本料理那樣喜歡吃湘菜喜歡日本料理那樣喜歡吃湘菜！！
DE DAO Hunan Style TapasDE DAO Hunan Style Tapas
地 址地 址 ：： 2541025410 Northwest Fwy B-Northwest Fwy B-11, Cy, Cy--
press, TXpress, TX7742977429
電話電話：：281281--746746--28802880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在美國，，每個每個
人都要開車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一
般來講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
列檢查列檢查，，比如腦部比如腦部CTCT、、胸腔胸腔CTCT、、腹腔腹腔CTCT
等等。。如果需要手術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也沒有
傷筋動骨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可
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這時候，，
找李醫生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不用

你自己掏一分錢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全部由保
險公司買單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不管是你的過
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你
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由由
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
，，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8080%%
！！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
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
配合藥物或針灸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有一定療

效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病人AA先生先生，，4545歲歲，，由於是一由於是一

直從事體力勞動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起先感覺腰部酸痛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由於工作忙，，沒沒
有引起重視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去年開始，，病情加重病情加重，，腰腰
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並且左側
大腿根往下發麻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
難以維持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也
試過中醫針灸推拿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化費了上萬治療費

，，病情不見好轉病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並且
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縮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後來到李醫生
診所做牽引治療診所做牽引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
輕很多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病情明顯好轉
，，自己可以走路了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可以單獨開車來治
療只需一個人療只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癥狀
基本消失基本消失，，身體恢復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現能夠正常上班
。。

病人病人BB先生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
覺覺，，33----4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背痛
，，才想起來去求醫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幸虧找到李醫生，，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好了病不光治好了病，，
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英語好的而且有英語好的
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省心！！

病人病人CC女士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就
三天打魚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等到身體出了大
毛病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虧有李幸虧有李
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司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司
使得理賠順利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

錢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
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白白錯過了免費
治療的的良機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遺憾的是，，55年年、、1010年年，，
甚至甚至2020年之後年之後，，大多數人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尤其是老年
時期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一般是頭部
、、視力視力、、手腕手腕、、肩部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腰部以及骨骼其
它部位等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找
不到原因不到原因。。其實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這就是車禍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
腰痛背痛頸痛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
瘓和萎縮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休息時
減輕減輕，，勞累就加重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
狀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甚至引發鼻炎、、耳炎耳炎，，也伴有手麻也伴有手麻、、手手
酸酸。。

Texas Spinal Care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的李醫生治車禍後
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20多年的經驗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行
醫多年醫多年，，信譽卓著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他採用非手術治療
，，獨家采用牽引療法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並配合推拿、、註註
射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治療車
禍後遺癥和腰椎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
效效，，病人無痛苦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不用專門請假，，可以可以
邊工作邊治療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
手術治療時的手術治療時的copaycopay還低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車禍後
PIPI與與PIPPIP都收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
詢詢。。中文請與中文請與queenqueen 陳陳 聯繫聯繫。。
Texas Spinal careTexas Spinal care
電話電話：：713713--278278--22252225
網址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10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westheimer road, Hous--
ton, Texaston, Texas7706377063
診療時間診療時間：：每周一每周一、、三三、、五全天五全天，，二二、、
四四、、六上午六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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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鉅制《追龍2：追緝大
富豪 -Chasing The Dragon II:
Wild Wild Bunch》是由 WELL
GO USA (北美）院線發行的犯
罪動作片，王晶、關智耀執導，
梁家輝、古天樂、林家棟、秋意
濃、任達華、杜江等主演。該片
是王晶（追龍系列）的第二部作
品，影片為真實案件改編（香港
首富李嘉誠之子遭綁架20億贖
金重案）。影片講述了一個特殊
的年代而產生的一位梟雄，號稱
“世紀賊王”的張子強為原型，
而電影更是將不為人知的案發過
程給觀眾毫無保留的呈現。

劇情簡介：悍匪龍誌強，在
香港回歸前，趁香港英政府不作

為，而屢犯巨案，先後綁架富豪
利家及雷家之長子，勒索超過二
十億元，事主怕被報復, 交贖款
後都不敢報警。中國公安部極為
關註，與香港警方合力，派香港
警員何天臥底潛入龍誌強犯罪團
夥，發現他正策劃綁架澳門富豪
賀不凡，最終陸港警察合力勇擒
龍誌強，救出賀不凡。

梁家輝飾演的人物原型是人
稱“大富豪”的張子強. 在犯罪
動作片中經常有匪徒膽大包天，
搶劫運鈔車，綁架富商親屬以此
勒索巨款。而現實中真有此人，
他就是被香港人稱為“世紀賊王
”的張子強。張子強跟一般的搶
匪還真的不一樣，他要么不搶，

要搶就要搶有難度的，他曾策劃
綁架過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大兒子
李澤鉅，以及香港富商郭炳湘，
並成功拿走數億的贖金。1991
年7月12日，張子強策劃搶劫了
啟德機場裝甲運鈔車1億 6000
萬港元並全身而退，事後才被香
港警方抓獲。然而令人難以置信
的是經過他妻子的奔波周旋，張
子強居然因證據不足而被釋放
， 此案件讓香港警方顏面掃地
，反而還要賠償一筆錢給張子強
，此時的他更是囂張跋扈。

王晶重新翻拍這個事實故事
，請來影帝梁家輝壓陣，飾演張
子強。周朝先、任因久、大D這
些耳熟能詳的角色相信大家都不
陌生了。所以與其說期待《追龍

2》，雖然有著“四大影帝”的
頭銜，還不如更期待的是梁家輝
的本人演出。另一個讓影迷們津
津樂道的地方是，《追龍2》與
杜琪峰2005年執導的《黑社會
》有著頗深的淵源，也是有梁家
輝、古天樂、任達華、林家棟這
四位《黑社會》中的重要角色，
王晶本人還被建議過客串父親王
天林在《黑社會》的角色，這次
《追龍2》四位即將再次同屏出
境。

而《追龍2》梁家輝的角色
也與《黑社會》裏的大D有表演
的方式也是有些類似，但能成為
“世紀賊王”勢必將“高智商犯
罪”的人物形象給詮釋的淋漓盡
致，導演王晶精準確認，無數影

迷們期待的就是梁家輝
再度演繹這種如此張揚
的角色。2017年上映的
，電影《追龍》屬於典
型的香港警匪片，當時
它的賣點就是甄子丹，
以及再次飾演雷洛的劉
德華兩人，並獲得了金
像獎最佳電影（提名）
獎。這次《追龍2》同是
王晶，關誌耀指導，但
是這部影片的賣點卻是
《追龍》的相同點，同
為“真實案件“。當王
晶的賀歲片《澳門風雲
》系列，被影迷們有著
反差口碑評價的時候。
電影《追龍》系列已經
慢慢開始締造華語電影
的經典。

電影《追龍 2-追緝大富
豪-Chasing The Dragon II》它
不只是一部單純的犯罪動作片，
而是擁有強烈年代感和香港寫實
案件的基本元素而融合，電影呈
現方式更加讓人著迷讓人有著一
探究竟的魔力。2019年6月7日
，北美同步獻映，喜歡此類型影
片的朋友們，千萬不能錯過！

購票連接:
http://www.wellgousa.com/films/

chasing-the-drag-
on-2-wild-wild-bunch

休斯頓播映影院：AMC Studio
30
地址 2949 Dunvale Rd, Hous-
ton, TX 77063
電話: (713) 977-4431

王晶王晶、、關智耀關智耀，，指導指導《《追龍追龍II-II-追緝大富豪追緝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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