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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 在雪地中奔跑
很奇特，是巨大白皙
（稍泛黃）的一塊整
體花崗岩，是世界最
大。山名‘船長石’
（El Capitan）？ 這
裡也是一塊良好的攀
岩場地。
旅遊巴士在優勝美地
3、看瀑布：優
勝美地瀑布很多，但
冬季水量大為減少，
有的則成為涓涓細
流。但這裡瀑布的特
點是落差極大。
首 先， 我 們 去
了 Yosemite falls，
這 裡 距‘Yosemite
船長岩（El Capitan）
village’ 較 近。 但 步
行也要半小時，巴士是開不過去的。這是一條林間小徑，
其中林木大部分是針葉樹。這一帶風光明媚，雪景極美，
似乎走進了森林海洋。我們在此照了不少相。路上也有
同行的遊客。
這是一片自然之林，並非人工風景。
我們首先看到的這個瀑布，它是在‘B Captan’峰
的東面，該峰高 7569 英尺，是公園內的一塊巨大磐石，

優勝美地的二段瀑布，全美最高

優勝美地地圖
位於約塞米蒂峰之南，整塊岩石高（長）度為 900 餘米
（3000 英尺）。頂部海拔 2307 米（7569 英尺）
。從優勝美地小徑向西，可直達岩頂。攀岩的愛好
者也可攀爬裸露的花崗岩表面，但無比艱巨。本岩的名
字為‘酋長岩’？
之後我們看了一個二段瀑布，這一帶瀑布本不只一
個。所謂二段瀑布，是指瀑布分上下二部份，上段瀑布
下瀉之水，匯集後後又形成第二瀑布下瀉。本二段瀑布
是北美最高者。在這裡看瀑布者人最多。後來在俄勒岡
州也看到過二段瀑布。聲勢也不小。
再說優勝美地的瀑布。當我們到達瀑布時，十分驚
喜。抬頭仰望只見白色匹練自半山而下，而上面的山石
則是光禿禿地，可謂寸草不生，光禿無毛。與下面的森
林景觀大異其趣。仔細觀看山頂並非山峰，而是一馬平
川，不過全是岩石。
然而也有些山峰，山頂翠綠。不同地貌，表現的不
同景觀，在這裡全看得到。有幸啊！
新娘面紗瀑布：瀑布自高地流下，縹渺似新娘子頭
上薄面紗，而得名。與聲勢浩大的瀑布，截然不同。
‘Nevada Falls’
：在‘Mt star king’之西北，該峰更高，
達到 9092 英尺。我們只能是在瀑布下遙看而已，不可能
也不云許走近。
4、半圓丘（Half dome）：海拔 8839 英尺，本峰的
首次登頂時間是 1875 年。首次登頂者為喬治·G·安德森。
5、 鏡 湖（Mirror
lake）：湖明如鏡，而得名，
為少見之高山湖泊。Lia 喜愛
它，在此照相。
6、 冰 川 峰 頂： 海 拔
2980 米，位於馬里波薩縣，
據介紹要從高處看。我們不
鏡湖（Mirror lake）
可能達到高處。因此也就只
能在山下望望峰頂而已。導遊說該峰也有廣闊的林地。
7、優勝美地最高峰：優勝美地山勢險峻，陡岩峭壁

無數。它的山峰以白色居多，但不是積雪，而是岩峰本
身就是白色花崗岩之故。
優 勝 美 地 最 高 峰 叫‘Mt Hoffman’， 它 的 峰 高 為
108850 英尺，在園內是最高的。但園外東北方還有一座
山峰，名‘Mt da na’，它高達 13053 英尺。由於不屬公
園管轄，故不計在內。
8、 優 勝 美 地
小 教 堂（Ranger‘s
Club）：這個小教堂是
優勝美地唯一的一間教
堂，是一座小巧玲瓏的
木結構建築。教堂雖小，
但設備齊全，它是附近
居民做禮拜不可會缺的
優勝美地小教堂
地方。同時也常有山外
或外地年輕人在此舉行婚禮，據說會得到好運。
三、返程：中午時分離開‘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旅遊巴士沿原路
而返，由於是一路下坡，一個多小時就到了來時住
宿過的小鎮‘Merced’。
導遊帶大家到一個叫‘厚德福’的中餐館用餐。下
車後卻感到有些涼意。看表剛過 1:00。
餐後 2:00 許，沒走去奧克蘭的路，而是沿 99 號公路
南行奔洛山磯了！。由於此路在加州內地平原，來往車
輛也不多。旅遊巴士來了個‘急行軍’，三小時後就到
了 5 號州際公路，時已下午近 5:00。
上 5 號路不多久，就由平原進入了丘陵地帶，說明
洛山磯在望了！
又行一個多小時，從北面進入了洛山磯，直奔羅蘭
崗，那裡是我們所住旅館所在地。經過幾次進進出出，
這里已經熟悉。大華超市就在附近。但沒時間去了！因
要整理行裝，趕飛機返回休斯頓，今天是陽歷新年除夕，
我們要在洛山磯機場過除夕了！
而優勝美地之旅，卻是至今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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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天與星雲大師有約（十六）
做人要能被利用，才是有用之人；
物品要能被實用，才是貴重之物。
擁有財物而不用，和「沒有」有什麽差別呢？擁有財物而不會用，
和「無用」有什麽不同呢？河水要流動，才能涓涓不絕；空氣要流動，
才能生意盎然。吾人之財物既然取之於大眾，必也用之於大眾，才合
乎自然之道。
一心想要「擁有」，不如提倡「用有」。像馮歡散財於民，讓孟嘗
君擁有人心，只算是懂得「用有」的初步，更高一層應如愛迪生將發
明創造所得的專利用於為眾生謀福；松下幸之助將企業所有盈余用於
教育文化上，讓社會蒙利。這是「用有」，不是「擁有」。
真正的「用有」不易做到，一旦執著財物是「我」的，用的對象就
不廣泛，用的心態就不正確，用的方式也有所偏差。其實，吾人的一
生空空而來，空空而去；吾人的財物也應空空而得，空空而舍；對於
世間上的一切，擁有空，用於實，豈不善哉！
聞思修：吾人之財物既然取之於大眾，必也用之於大眾，才合乎自

對世間要有感恩的美德，對生活要有勤儉的習慣，
對物質要有知足的修養，對他人要有喜舍的布施。
身外的寶再多，不如心中的一念知足、感恩之心；真正的寶藏就是
我們的「心」！心中有人，人就是我們的寶；心中有天地，天地就是
我 們 的 寶；心 中 有 道 德 、有 慈 悲 ，慈 悲 、道 德 就 是 我 們 的 寶 。就 算 無 錢 、
無 名 、無 權 、無 位 ，有 心 的 人 ，「 無 」還 是 心 裏 的 寶；心 中 有 佛 、有 法 、
有僧、有真理，心中就有寶。心中無貪、無嗔、無癡、無愛，一切無
量無邊、無窮無盡，也是寶啊！
貪心，是永遠無法滿足的，所謂「買得良田千萬頃，又無官職被人
欺，七品五品猶嫌小，四品三品仍嫌低，一品當朝為宰相，又羨稱王
作帝時，心滿意足為天子，更望萬世無死期。」世間上的金錢物質，
是有限量的，可是欲望卻是無窮的！貪欲的人即使金錢再富有，都是
富貴的窮人，唯有「知足常樂」，回歸自然的簡樸生活，才算富有。
所以，貪欲是貧窮；不貪為富，不貪為貴，不貪才是寶啊！
聞思修：身外的寶再多，不如心中的一念知足、感恩之心

然之道。

物品壞了可以修復，情義損壞難以彌補，所以我們要惜情；
錢財丟了可以賺回，時光一去無法倒流，所以我們要惜時。
金錢本來並無所謂好壞，但吾人接觸運用得當與否，
就有建功與造罪之別了！
金錢可以買到化妝用品，但是買不到高貴氣質；
金錢可以買到美麗衣衫，但是買不到身形莊嚴；
金錢可以買到珍饈美味，但是買不到食欲健康；
金錢可以買到寬廣大床，但是買不到甜美睡眠；
金錢可以買到高樓大廈，但是買不到崇高道德；
金錢可以買到書報雜誌，但是買不到聰明知識；
金錢可以買到器皿家具，但是買不到歡喜滿足；
金錢可以買到酒肉朋友，但是買不到患難知交；
金錢可以買到多數選票，但是買不到真正人心；
金錢可以買到公司銀行，但是買不到般若智慧；
金錢可以買到人呼萬歲，但是買不到合掌尊敬；
金錢可以買到高官厚爵，但是買不到成聖成賢。
聞 思 修：金 錢 用 之 善 處 ，可 以 成 為 凈 財 ，用 在 非 法 ，反 而 成 為 業 障 。

佛光菜根譚
說而不能做，不如不說；
做而不能說，不如不做。
( 佛光山中美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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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之楚

．記 San Antonio 三夜四日遊．淺談老的覺悟．
悟道或得道，其實就是「想通了」
。俗話說 總是嚮往「發展、成名、發財」的日子，這是第
「老有所終」是《大同理想》對人生的最後
的：「一通百通。」一旦想通了，就是悟道大禪 二次錯失「無憂無慮」的日子。
安排…
7,80 歲的老人常抱怨「髮蒼蒼，視茫茫，
《大學》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師、就是得道高人！
能否「想通」
，不必行萬里路，也不必破萬 齒牙動搖，體力衰退…」老是心不甘，情不願，
，則近道矣。」先終而後有始，終是始的起點。
人與其他動物相同的，都是被「呵護、照 卷書，而是靠你是否有遇著能觸動你「悟道靈 面對自己還「健在」的這分福分，這是第三次，
也是最後一次錯失「無憂無慮」的日子。
懷」開始的；人與其他動物不同的是，最後又 思」的那分「機與緣」…
全家出遊的事，幾乎是年年有今日的例
昏昏噩噩(幼年期)，庸庸碌碌(中年期)，
回到被「呵護、照懷」告終…
茫茫然然(老年期)的，一生全陷在「嚮往、期待
這就是孟子說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行活動，這一次完全不一樣：
先是女兒徵詢「旅遊」的景點，時間是配 、抱怨」的「大循環」中，一直過著「進亦憂，退
，幾兮」的兮。
，討論沒有結果就問趙 亦憂」日子，85 歲的人了，該不該自問一句：
人有沒有「來生」
，不知道，「物質不滅」的 合她的「長周末假期」
之楚。
「然則何時而樂？」人生真的是：只有苦沒有樂
大循環則是有理有據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就再來一次 San An- 嗎？悲劇真的比較哲學嗎？說樂就是無知嗎？
「終」是「生命之圓」的「起點」與「終點」的
《論語》
：「學而不思，則罔(死讀書)；思而
結合點…
tonio 舊地重遊如何？」趙之楚回答朱迪的問。
？「悟道」為何事？
唐代詩人李商隱有兩句人人都能朗朗上
這次的旅遊，趙之楚只說了一句話，出了 不學，則殆(讀書死)。」
一般的理解是：「得道」或「悟道」
，就是有
「學」(讀書)是「輸入營養」
，「思」是「吸收
口的名句，一句極好，一句很不好：
一個「重遊舊地的餿主意」
。
通天
、
通神的本事
，
或有能通陰陽兩界的法力
。吃了許多營養補品，身體不能吸收，對
「夕陽無限好」是極好的；
出乎意料，竟然是「一致通過。」讓趙之楚 營養」
「只是近黃昏」是很不好的。之所以不好， 有備受尊重的榮寵感。猜想：孩子們的想法可 虛弱的身體是沒有幫助的，甚至是有害無益 。這是趙之楚不信，也不能接受的。
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就是因為一個「貪」字。
能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陪父母玩嘛，咋說 的。讀書讀到「走火入魔」
，就是因為缺少了
不如樂之者
。」
將老人比作「夕陽」是恰當的，說「夕陽無 咋好…
「思」
！
趙之楚想加上一句：「
樂之者，不如行之
限好」也是恰當的；貪念一生，話鋒一轉「只是
這是 5 月底 6 月中的事。
《中庸》所說的，儒家人的讀書之道是：
者
。
」
近黃昏」就太不知足了。因不知足便沖淡了眼
時間、地點一決定，剩下的就是：where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甚麼是「知之者」
？就是「聽說過了」
；譬如
前的喜悅，這是很不划算，很煞風景的…
to stay/where to visit/where to eat 了，以往全
譬如現今的台灣人民，看電視新聞，尤其
與李白《將進酒》的詩句：「人生得意須盡 是朱迪與趙之楚的事，現今，今後可能都是如 是看「評論節目」
，至少要看兩、三台(博學之)， 你跟別人說一件自己認為新鮮的事，你還沒
歡」相比，李商隱的生活境界就太遜色了！
此的了，再也不用兩老費心了。
看之前要先「審查」(審問之)一下「電視台」的 有說完，他就說：「我知道。」或是說：「我聽說
人能活到老，已是難得的快意事，千萬不
「民宿訂好了，」朱迪看著手機對趙之楚 顏色(藍、綠、白)；再想一想(慎思之)新聞，或 過了。」
甚麼是「好之者」
？就是聽說的事理，很合
要被「只是近黃昏」這種不知足的貪念給糟蹋 說：「三房兩廳，廚房用具齊全，有游泳池，池 評論者的學、經歷背景，是否與其所評論的事
自己的心意
，
產生了「
心有戚戚焉」的感覺；
了…
邊有溫水 spa…」
件相符；再用自己的良知判斷其內容是否「合
甚麼是「
樂之者」
？舉現今台灣流行的實
今年(2019)，7 月 4 至 7 日，全家第三次「聖
「多少錢？」趙之楚有些「殺風景」的問。
乎天理，近乎人情」
；最後才決定自己是否認
際例子說
：
就是韓國瑜支持者所表現的「
非韓
．安東尼奧(San Antonio)度假遊，路程雖然不
「不關我們的事，」朱迪說：「女兒已經付 同、支持。
不投」
的行為
；
韓國瑜的造勢活動到甚麼地方
及「行萬里路」
，卻讓趙之楚有「破萬卷書」的 清了。」
譬如美國政府指責中國「強迫技術轉移」
。
大感大悟。這一感一悟，讓趙之楚有了《老了
「車子租好了，」沒過幾天，兒子下班回家 ，就是一件不合天理、人情的事。買賣雙方講 ，他們就跟到甚麼地方。這就是「樂不知疲」
，就是「樂之
真好》的「還老還童」的感覺…
，一面放下背包一面說：「價錢與上次同，7 月 的就公平合理，一方「願意買」
，一方「願意賣」 我們玩一項遊戲，玩到「不知疲」
。
「返老還童」
，並不是「三千丈白髮變成青 3 日 18pm 點前取車，7 月 8 日 10am 時還車。」 才能成交，除了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等帝國 者」
甚麼是「行之者」
？再舉韓國瑜的例子說：
絲」
；也不是「雞皮變為凝脂」
，而是產生了像
「甚麼型號的車？」趙之楚問。
主義者，還有誰能強迫誰？
就是「
風雨無阻」
的參加支持韓國瑜的各種集
孩子一樣的「無憂無慮」之樂…
「6 人座 Minivan，幾乎是新車…」
經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所得
，堅定「威武不屈(不怕抹黑)
「無憂無慮」是一件「求諸己」的事，一般
「多少錢？」趙之楚習慣性的順口問道。
到的「知識」才是自己的，而不是「道聽途說」
， 會，譬如「背影哥」
，富貴不淫(不受利誘)」
的投下支持韓國瑜的
以為求諸己應該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不然。
「比上回便宜，」兒子說：「四天只收三天 人云亦云」的假知識。
一票
！
「律己」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譬如「放得下」
， 的錢。」
譬如，現今台灣流行的一句「選舉口號」
：
譬如「知足」
，都是求諸己的事，卻是極難、極
一切都安排妥當，趙之楚反而覺得不安 「寧選傻子，不選騙了」
。台灣人民聽了之後， (待續)
難的！
起來了：
該不該思考一下，騙子會不會裝傻
修佛、讀禪書以「悟道」為目的，並將「悟
就像孩子等著過生日一樣，天天盼著 7 子呢？「扮豬吃虎」這句俗話是甚麼
道」說的如何如何的妙不可言，如何如何的 月 4 日早些到！老覺得日子過的特慢。據說， 意思呢？智商 157 的柯文哲是傻子？
「可遇不可求」
。
這也是老人的心態之一，其實也是「孩子氣」
， 還是騙子？他是一隻「吃虎的豬」
？或
悟甚麼？悟不就是明白嘛！道在何處？是 所以才有「老小、老小」(老人變有孩子氣)這句 是「被虎吃的豬」
？
藏諸深山？或道在甚麼不為人知的神秘的處 俗話；
思是悟之始！
所？
✽
✽
✽
常聽人說，某某人是「得道高人
其實「道」與「仁」一樣，就在身邊，在每一
7,8,10 來歲的孩子總希望「快快長大！」這 」
，也有人說，某某人「悟道」了。
個人的身邊，就在你我大眾的身邊。孔子說： 是因為嚮往「獨立、自主、自由」
，因而發生的
卻從來沒有聽人說過，或描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說：「能近 第一次錯失「無憂無慮」的日子。
「得道」
，或「悟道」是個甚麼「境界」
？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3,40 歲的成人，學業完成，工作穩定，卻 趙之楚當然也不知道「得道」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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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那些奇葩的坦克
众所周知，坦克号称陆战之王，是
各国陆军最重要的兵器。霸气的履带，
威武的炮塔，棱角分明的轮廓，是坦克
的标准造型。但在百余年历史中，也出
现个种种奇葩坦克，让人忍俊不住。
身大力不亏：超重型坦克
坦克从诞生时，就是战场上的“巨
人”。最初坦克的概念提出时，竟然打
算造上千吨的“陆地巡洋舰”。真要这
么重的玩意，会压坏所有路面。因此最
后投入实战的，是 10 来吨的缩小版。相
对于士兵、火炮，这也算是大块头了。
即使 21 世纪的重型坦克，一般也不过六
七十吨顶天。
不过在二战中有一段时间，各国军事
家们对坦克重量有着谜一样的崇拜。毕竟
坦克块头大了，装甲可以更厚，火炮也能
更强。于是他们纷纷提出近百吨乃至上百
吨的超重型坦克项目。这里面走得最远的
，算是纳粹德国的“鼠式坦克”。庞然大
物却取了个小巧玲珑的名字。
原来在二战前，苏联曾研制出一种
重达 50 吨的坦克 T-35，在当时已经算庞
然大物。实际上这种坦克很不实用，只
生产了几十辆就停产，苏德战争初期很
快被消灭殆尽。然而德国方面取得的这
款坦克的情报，却让好大喜功的希特勒
非常感兴趣。加之传闻苏联还在制造另
一款 100 吨重的坦克，因此 1942 年，德
国保时捷和克虏伯公司接到命令，合作
设计生产一款足以对抗的巨型坦克。
1944 年，“鼠式坦克”终于问世，
一共建造了 2 辆。该坦克长达 12 米，宽
3.67米，高3.66米，全重188吨，可运载
5-6 名乘员，装备 128 毫米的主炮和 75 毫
米的同轴副炮，覆盖 60-240 毫米厚的装
甲。其履带为全金属，宽达 1100 毫米。
其采用的柴油发动机功率达1200马力。
从装备参数上，鼠式坦克确实能攻
能守，一炮便能干掉当时盟军所有的重
型坦克。然而，庞大的体重，使得即使
用了 1200 马力发动机，鼠式坦克速度依
然可怜。理论上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 20
公里，实际测试中仅仅达到了 13 公里，
和士兵的徒步冲锋差不多。而且，这样
重的坦克，基本上在欧洲大陆上找不到
任何一座桥梁可以供他们过河。加上此
时德军已经陷入不利局面，鼠式坦克的
研发经常被盟军轰炸打断。
1945 年春，苏军攻占位于柏林的测
验场，两辆鼠式坦克均遭到了德国人的
自毁。苏军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沉

重的残余部分运回苏联，如今在库宾卡
坦克博物馆展览。
沙皇坦克：谁说自行车不能开炮
同样是“巨大化”的思想，一战时
期的沙皇俄国，则提出了一款更加奇特
的战车——沙皇坦克。严格说来，这款
坦克比真正的tank（水柜）还要早。
1915 年，俄国军事工程师尼古拉·
列别坚科提出了一个概念：众所周知，
车辆轮子越大，越野能力越强。那么，
制造一种具有超级大轮子的战车，就可
以轻易跨越各种丘陵壕沟，如履平地了
！他制作了一款缩小版的电动模型，献
给沙皇。模型在沙皇的书桌上表现出色
，顺利跨越了书籍堆叠的障碍。沙皇尼
古拉二世龙颜大悦，当即拨款。1915 年
5月，“沙皇坦克”正式立项。
远远看去，沙皇坦克不像一辆战车
，倒像是老式自行车和火炮架子的结合
体。它全长 17 米，两侧各安装有一个直
径达 9 米的巨型车轮，足以翻越各种障
碍。车轮后方的支架上，坦克车体悬挂
在距离地面 4 米多高的空中。车体内，
装有两台 250 马力的英国航空发动机，
分别驱动两个巨型车轮。车体顶部和下
部各装有一个可以旋转 360 度的炮塔，
车体两侧还可以安装机关枪。
为了能控制转向，在车体后侧，车
架一直向后下方倾斜延伸，末端配备有
一个较小的车轮。三个车轮形成稳固的
三点支撑结构，使高高悬空的坦克车体
平稳。按照设计，沙皇坦克的最高时速
为每小时17公里。
俄国人的执行能力是很强的。很快
，坦克就制造完成了。1915 年 8 月，沙
皇坦克举行了第一次测试中。凭借巨大
的车轮，它轻易跨越荒原，撞倒树木，
真是所向披靡，如履平地。然而这时，
问题出现了：虽然两个巨大的轮子可以
碾压一切障碍，但背后那个小小的转向
轮，却屡次被障碍物卡住，使战车动弹
不得！同时，军官们还指出另一个巨大
弱点：高耸的 9 米车轮，简直就是敌方
炮火的绝好目标，哪里还有机会冲到前
面，只怕隔几公里就被人摧毁了。
再加上项目耗费资金昂贵，沙皇坦
克最终被停止。唯一的一辆样车也被废
弃。只有艺术家们对这款坦克进行了热
切的关注。1916 年的索姆河战役中，真
正的坦克亮相，以两条履带，而不是两
个巨轮来跨越障碍。于是沙皇坦克也正
式成为历史。

V-8 核动力坦克：无
限续航的坦克有啥
用
20 世纪 50 年代
，冷战初兴，核战
争概念热炒，核动
力成为热门。在一
次坦克研讨会议上
，美国克莱斯勒公
司提出了 TV－8 核
动力坦克计划。该
型坦克全重 25 吨，
大致介于轻型坦克
和中型坦克之间。
最奇特的是，坦克
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分：炮塔和底盘
。其中，底盘是轻型坦克底盘，全重 10
吨。而炮塔则是一个豆荚型的，乘员组
、武器、动力系统全部安置在内。底盘
和炮塔这两部分可以分开空运。
TV-8 的武器系统包括炮塔上一门 90
毫米的滑膛炮和三挺机关枪，炮弹存放
在炮塔后部，通过钢制隔断与乘员组分
开。车里有一套闭路电视系统，保护乘
员不受战术核武器爆炸时闪光的损害，
同时也用来扩展车内的视野。而坦克的
动力，则采用一个蒸汽循环微型核反应
堆。核燃料舱被设计在车体内，与炮塔
中的乘员组分开。具备水密性的炮塔外
壳使得这种坦克可以浮渡，利用炮塔后
面的喷水泵来推进。
看上去确实是很高大上的设计，充
分利用了当时的热门核技术概念。不过
，除了“可以不加燃料无限续航”外，
V-8 核动力坦克比传统坦克并无优势。
对于冲锋陷阵的坦克而言，原本遭到敌
军击毁或者机械损耗的风险就极大，是
战场上的“消耗品”，给他们加上“永
久”的动力系统本来意义就不大。更何
况核反应堆本身就具备风险，以至于有
人开玩笑说，这款坦克最好的用处是自
杀性攻击。最终，该款产品被叫停。
进击的螺丝钉——SHN-1全地形车
众所周知，车辆在地面上行进，依
靠的是轮胎滚动，轮胎越大，翻越障碍
能力越强。更强的越野能力则来自履带
，相当于自带两条移动钢板不断铺路。
然而，还有一款很奇异的战车，竟然完
全没有车轮。这就是苏俄的 SHN-1 全地
形车。它采用了独特的螺旋推进系统，
其行走部分既不是轮胎，也非履带，而
是一种螺旋状的滚筒。简单说，这种车

辆在地面上行进时，就好比是一个螺丝
钉在不断旋转着，往前方“钻入”。
由于根本没有轮子，它既不怕爆胎，
也不怕履带断裂。那些泥泞不堪道路，或
者松软的雪地、沼泽，会让普通车辆轮胎
陷入或打滑，而对全地形车来说却是恰到
好处，正好让它的螺纹嵌入路面，不断旋
转推进。不过，与普通车辆相反的是，这
款车在正常平整坚实的道路、平原上，却
是很不适宜。道理很简单，这辆车在平整
道路上，也要刻画出一道道的螺纹，那么
强行推进过去，所到之处，地面就完全被
毁了，而车辆自身的螺旋状滚筒，也很快
会在这种硬碰硬的切割中被磨平，最终结
果两败俱伤。
事实上这款车辆是由美国人在 1868
年提出设计概念，并在 1907 年制造出世
界上第一辆螺旋推进车。对于拥有广袤
土地，交通网发达的美国而言，这款车
实在意义不大，因为很快几乎销声匿迹
。然而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常年被积雪
覆盖且沼泽众多，这就使得螺旋推进车
有了极好的表现空间。故而苏联陆续发
展出 SHN-1 型全地形车等多种型号的螺
旋推进车，并在各种特殊地形中采用。
直到今日，俄罗斯依然对这款车辆进行
后续的研发和应用。
球型坦克：谁说圆头圆脑的不能当杀手
？
坦克一般而言都是方形的钢铁柜子
，菱角分明。而二战时期，苏联和德国
则都研发了球形坦克。
德国在 1944 年提出“球形闪电”项
目，主要是为了对抗盟军的空中威胁。
这款防空坦克，是在中型坦克的底盘上
，装上全封闭的3.5吨重的半球形炮塔，
炮塔装备双管 30 毫米机关炮，原本是

XXI 型潜艇上的。“球形闪电”对空坦
克一共有 5 名车组成员，其中 3 人在炮
塔内。炮塔依靠人力旋转，不到 30 秒就
能转一圈。
“球形闪电”坦克最快时速可达 38
公里，由于安装了半球状炮塔，其侧面
轮廓低矮，火炮射角广，同时每分钟可
以发射400到650发炮弹，对俯冲的盟军
飞机是很大威胁。仅仅因为战争迅速结
束，这款武器才未能广泛投入使用。
苏联方面的球型坦克则更加霸气，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球形。佛崔索夫设计
的这款坦克整体外观就是圆球，可以理
解为将传统坦克的履带给改到了车体中
央，并且包裹住整个底盘，形成一个扁
平侧立的圆柱形，滚滚前进，而把两个
半球形的炮塔镶嵌在两端。坦克在履带
坏掉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继续移动。两个
炮塔各装备一门 76mm 主炮，可以向四
面八方射击，上方还装备有一门机枪炮
塔，
由于宽阔的履带，球形坦克的越野
性能非常出色，可以轻易越过壕沟，跃
过1.2公尺高的断面。球形结构还使得坦
克可以原地转向。由于陀螺效应，战车
行进很平稳，但是转弯时很容易翻覆。
为此，佛崔索夫在车底安装了重四吨、
能自我平衡的滚轮，不论战车侧倾的角
度多大，滚轮永远都是水平的。
1942 年中期，佛崔索夫开始研发新
的球形战车 SHT-2T，重 35 吨，安装了 2
门 152mm 迫击炮。1943 年 9 月，在一次
遭遇战中，测试中的SHT-2T匆忙投入战
斗，取得了一些战绩。然而由于战时经
济紧张，始终未能获得量产，1944 初设
计者佛崔索夫因脑膜炎去世，球形战车
项目就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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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华裔指挥家：音乐是空气的灵
魂 会一直指挥下去
7 月 20 日晚，七旬著名华裔指
挥家黄胤灵执棒沈阳交响乐团，搭
档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埃斯坎德· 韦
德加加，为观众们带来了法国音乐
家圣· 桑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同时，演奏了德国作曲家、古典音
乐大师瓦格纳的《黎恩济序曲》和
德国作曲家舒曼的《第三交响曲》
“莱茵”。
“以后指挥的场次可能会减少
，但永远不会停止，因为音乐是空
气的灵魂，人们需要音乐就像需要
呼吸空气一样，我会一直指挥下去
。”黄胤灵如是说。
指挥台上，一头银发的黄胤灵
动作利落干脆，站着指挥了整场近
两个小时的音乐会，让人难以相信

这是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当最后一
个音符收尾，黄胤灵得到了全场观
众的热烈欢呼和掌声。
据 了 解 ， 黄 胤 灵 1948 年 出 生
于福建，后在印度尼西亚长大。
曾在纽伦堡歌剧院指挥了大量德
国、法国和意大利歌剧。2014 年开
始担任地拉那歌剧和芭蕾舞剧院
的常任指挥。指挥了威尔第歌剧
《阿蒂拉》、《茶花女》，多尼
采蒂歌剧《拉美莫尔的露契亚》
以及柴科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
丽叶》和《睡美人》等众多歌剧
名作。
除了负责当晚三部作品的指挥
，黄胤灵还返场为观众带来了中国
本土的经典乐曲《瑶族舞曲》。尤

其当指挥棒扬起，音乐家老师们演
奏出了散文诗一般的悠扬旋律，悦
耳的旋律仿佛再现了能歌善舞的瑶
族人民的生活情貌，观众们陶醉于
此，掌声雷动。
当晚，沈阳交响乐团第五届音
乐季“浪漫派作品”专场音乐会在
沈阳盛京大剧院上演。据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介绍，沈阳作为指挥大师
小泽征尔的出生地、钢琴大师郎朗
的故乡，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正
在加速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
据介绍，沈阳交响乐团也将不负众
望，2019 年除了音乐季以外，还将
安排 40 至 50 场不同风格音乐会，包
括惠民演出、音乐会普及、交响乐
等走进民众。

马来西亚侨生公会会长颜泳和
从小母亲教我煮娘惹菜
近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刊登文
章，介绍了马来西亚侨生公会会长颜泳
和与娘惹文化的故事。颜泳和是一名律
师，在工作日的时候，他的专业是处理
一切与法务有关的事物；而在周末，脱
下律师袍的他喜欢在家中厨房下厨，特
别是烹煮娘惹菜。他希望从餐桌上推广
娘惹文化，让大家对娘惹文化有深一层
的的认识。
文章摘编如下：
从挑选米粒开始一丝不苟
马来西亚侨生公会会长颜泳和既是
一位能言善道的大律师，也是入得厨房
的最潮煮夫。颜泳和共有 6 名兄弟，他
排行第四。从小，做为娘惹的母亲就训
练所有儿子做饭，从挑选米粒开始，到
准备材料，一丝不苟，锻炼出他们兄弟
全部都煮得一手好饭。
他说：“我的母亲从小就教我们如

何煮饭，从挑米开始，要在米里面挑出
害虫，之后再锻炼我们不要怕火、锅及
油，所以，我与哥哥弟弟都会做饭。”
他指出，小学就懂得下厨，下厨对
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他非常享受
下厨。自从被母亲锻炼出不怕火、油及
锅之后，他便开始做简单的煎蛋，之后
再慢慢进下步煮其他食物。
颜泳和说，家中常吃娘惹餐，无形
中，他也从母亲那里学会煮娘惹餐，比
如娘惹餐中比较有名的豆酱马铃薯焖鸡
是一定要学的。他说，但其实，他还是
认为娘惹豆酱焖猪肉比较好吃，或许是
与自己爱吃猪肉有关。
峇峇娘惹餐桌必有辣椒
他表示，峇峇娘惹文化渊远流长，
结合华人与马来人的精髓，单单饮食方
面有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他说，马来西亚侨生峇峇娘惹饮食

上的一大特色就是辣椒，峇峇家庭的餐
桌上一定会有辣椒。而最简单的辣椒加
盐“Cili Garam”，就可以变出很多不同
的辣椒酱。
他说，“我们要准备辣椒虾时，在
准备辣椒酱方面，就是将加入了盐的辣
椒酱再加入亚参爪哇(Assam Jawa)及糖
，再加入虾及臭豆去煮。”
寄托美好回忆的丝瓜炒猪肉
他表示，除了辣，娘惹餐也有比较
清淡的，例如从外婆时代就传下来的丝
瓜炒猪肉，这就是没有辣椒的娘惹菜。
他说，这道菜是小时候外婆经常煮
的，而他也非常爱吃，一直到今天，自
己都会下厨煮这道菜，这盘菜有外婆的
“味道”，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借美食传播峇峇娘惹文化
身为马来西亚侨生(峇峇娘惹)公会会
长，颜泳和非常希望大家对娘惹文化有

正确与深一层的认识，而饮食是最佳的
渠道。所以，平时周末休息的两天，他
喜欢在家下厨，邀请好友一同前来享用
，很多时候都有娘惹餐，希望借着餐桌
上的菜肴，将峇峇娘惹文化传播出去。
他说，在峇峇娘惹家庭，餐桌上绝
对不可能出现 4 道菜肴。他遵循这传统
，每次下厨时都不可能3或4道菜，一般
都是6道以上。
他表示，峇峇娘惹的饮食非常讲究
，红白事不同场合的菜肴都不同，千万
不能搞乱，否则是会被责备的。所以，
他们从小知道在喜庆或丧事上，适合准
备什么菜肴或糕点。
他说，因为喜欢下厨，所以对厨房
要求讲究，重要是舒适，可以让他更享
受下厨的过程。
颜泳和说，他认为，娘惹餐其实可
以有一些创新，可以像中餐一样，一道

道的呈献给大家，目前是所有菜肴一次
端出来。
教会孩子做饭不会饿肚子
所谓“虎父无犬子”，颜泳和的 3
名儿女也都会做饭，而他同样是从教孩
子淘米开始。他认为，教会孩子做饭，
至少以后他们不会饿肚子，只要有最简
单的食物就能自己做饭，希望他们从中
受益。
他说，长子更是讲究食物的呈献
方式，这与他有所不同，他之前都比
较在乎食物的味道，而忽略了食物的
外观，现在，他开始慢慢向儿子学习
呈献方式，让食物看起来更“色、香
、味”俱全。
今年 12 岁的幼子颜嘉泉表示，最爱
吃的是父亲做的猪油面。他说，以前很
期待父亲下厨，无论是娘惹餐还是中餐
都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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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梦的老者
很久以前，也不知哪个朝代，在
天子脚下的京城里，突然出现了一个
卖梦的老者。老者怀里抱了一个瓷枕
。他说这叫“寻梦枕”，枕上它，晚
上想做什么梦就做什么梦，买梦的价
钱也便宜，一文钱一个梦。
大家都不相信。老者却毫不介意
，每天在闹市街头喊着：“卖梦，卖
梦，一文钱一个梦！”
这天，老者正吆喝得起劲，突然
一个人气势汹汹要买梦，他说：“如
果梦见我娘，一文钱少不了你的；如
果没梦见，这瓷枕你就别想要了。”
老者点点头，随后画了—道奇怪的符
，贴在瓷枕上。
周围看热闹的百姓说刚才那人不
好惹，他是京城里有名的无赖。
没想到，第二天无赖却风风火火
地赶来了，他把瓷枕恭恭敬敬地递给
老者：“你的枕头太灵了！昨晚我真
的梦见娘了，她嘱咐我要好好做人，
别霸占人家的东西。”临走，无赖没
忘给老者一文钱。
自从这事以后，大家都相信了那个
瓷枕不一般，于是很多人来找老者要枕
头。有赶考书生想梦见家乡妻子的，有
少妇想梦见在外征战的丈夫的……
老者卖梦的事很快传遍了京城。
这天，皇上亲自召见了老者，细问老
者的来历。

老者战战兢兢地说道：“回皇上
，草民名叫袁梦，因家乡闹饥荒，出
来混口饭吃。”
皇上说了一件事：最近，皇上心
爱的淑妃死了，他心里很难过。正赶
上七月七庙会，皇上就想去庙会散散
心。只见人山人海，但女人大都其貌
不扬。正在这时，一个女子在他眼前
一闪，只见她身姿曼妙，回头向轿子
轻轻一笑，就挤进人群不见了。从庙
会回来，皇上脑子里老是闪着那女子
回头一笑的倩影，竟茶饭不思起来。
所以想在梦里梦到她。
袁梦听了皇上的叙述，想了想说
：“我一定让皇上今晚梦见那个女子
。”说着他画了一道很奇怪的符，贴
在了瓷枕上。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袁梦还没
起床，就被人从被窝里拖了出来，五
花大绑押到了金銮殿上。皇上满面怒
气地说：“好你个袁梦，竟敢戏弄朕
，你可知罪？”袁梦跪在地上瑟瑟发
抖，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寻梦
原来，昨晚皇上枕着寻梦枕入睡
，半夜果然做梦了，梦里真的出现了
一个女子，不料那女子长得十分怪异
：单看半边脸，那是娇美无双，可再
看另一半脸，简直就惨不忍睹。皇上
一见到那副样子，连话也没说就吓跑

了……
袁梦听了经过，说：“皇上怎么
就肯定，梦中那人不是在庙会上见到
的女子呢？”
皇上一想也是，庙会上的女子侧
身一笑，自己并没见到她的正脸呀。
袁梦大着胆子说：“既然皇上与
那女子有缘，我可再送皇上一个梦。
今晚再梦见那女子，皇上何不问个清
楚呢？”皇上同意了。
一夜很快过去，袁梦等着皇上召
见自己，却一直没有音讯。又过了几
日，终于有太监召袁梦去面圣。皇上
一见到袁梦就说：“袁先生，多亏了
你的枕头，让朕找到了意中人！”
皇上这次入梦见到那个女子，坐
下来跟她谈了很久，觉得她虽然面貌
古怪，谈吐之间却与自己心意相通，
便有心纳她为妃，于是在梦中问清了
她家住哪里。第二天醒来，皇上派人
按梦中的住址去找寻，竟真的找到了
那个女子，于是立刻把她接进宫来，
封为惠妃。
皇上说完，就喊惠妃过来。
惠妃很快来到殿上，袁梦一见惠
妃，随即对皇上奏道：“我行走江湖
多年，从未见过一半脸美一半脸丑的
人。我敢断定，娘娘丑的那半边脸是
假的。”
皇上一听愣了，问：“他说的是

真的吗？”
惠妃取下一件酷似人皮的东西，
她简直貌若天仙。
皇上看着惠妃的真面目惊呆了，
半晌才说：“你、你是淑妃！”原来
，取下假面后的惠妃跟死去的淑妃长
得太像了。
圆梦
此时，惠妃缓缓跪倒在皇上面前
，说：“启禀皇上，淑妃正是臣妾的
姐姐。”
皇上奇怪了：“你为什么要把自
己扮得如此丑陋？”
惠妃说：“我若不这样，恐怕连
皇上的面也见不到呀！”说着看向皇
上身边的太监。太监知道瞒不住了，
这才跪下来招认说，上次皇上去庙会
，皇后下令，稍有姿色的女子那天都
不准出门。惠妃若不戴上丑陋的假面
，是不会被准许进入庙会的。
惠妃突然跪下道：“皇上，臣妾
千方百计去了庙会，却没有机会和皇
上说话。此后接连两天，臣妾都在梦
里见到了皇上，不料皇上竟真的派人
来接臣妾入宫了。其实臣妾一心进宫
，并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我
那屈死的淑妃姐姐。”
皇上有些意外，问：“难道你姐
姐有什么冤情吗？”
惠妃从容道：“我姐姐并非病死

，乃是中毒而亡！还有以前的郑妃、
萧妃……她们都是得宠不久便离奇死
去了。”
皇上回忆了一下，果真如此。身
边的几个太监赶紧招认了，原来皇后
生性嫉妒，凡是美貌受宠的嫔妃，她
就吩咐皇上身边的太监，让其喝下慢
性毒酒。
真相大白后，皇后服毒自杀。
皇上要赏赐袁梦，问他要什么。
袁梦说只要一文钱。可是皇宫里奢华
无比，竟找不出一文钱的铜板。皇上
为难了。袁梦说：“皇上既然拿不出
一文钱，就写一张借据吧。”皇上无
奈，只有写了一张借据。袁梦拿了借
据便离开了皇宫。
等袁梦一离开皇宫，皇上才拍着脑
袋说上当了。皇上富有四海，现在他却
欠着袁梦的钱，并且是一文钱，这事要
是传扬出去，让皇上颜面何存呀？于是
，皇上下了一道圣旨，告谕天下州县的
官员，只要袁梦到了他们管辖的地方，
就要好生接待，千万别让他缺钱花，免
得他拿出那张欠条来。
袁梦离开皇宫后，还是行走江湖
，到处卖梦，一个梦还是一文钱。不
过，他的身价却提高了许多，那些地
方官员见了他，变着法子巴结他。袁
梦却并不贪心，他还是穿着那身破衣
服，衣兜里老是只有一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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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掉一切糖？
是谁给你的勇气？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饮食也混起了
时尚圈儿，时不常地说变就变，让人猝
不及防 ~
曾经的饮食届网红「蓝莓」、「牛
油果」、「椰子油」，这不，最近都被
「戒糖」盖过了风头。
只要在各大平台随便搜一搜「戒糖
」，各路明星达人的成功经验绝对让你
看得眼花缭乱+心动不已，什么「戒糖
30 天后，我的皮肤发生了神奇地变化，
有图为证！」、「戒糖太可怕了！轻松
还你水嫩婴儿肌」、「戒糖要趁早！冻
龄女神的抗衰秘籍」......
赶紧细看攻略后发现，为啥大家说
得都不一样？！！！有人说要戒得很干
净才行，什么蛋糕奶茶冰激凌，米饭面
条大馒头，通通都得戒；也有人就比较
佛系了，只要戒掉白砂糖就行，其他的
还是可以吃一吃的......
嗯......到底听谁的好呢？今天咱们
就来好好聊聊「戒糖」这件事儿。
首先，「戒糖」的「糖」，你理解
对了吗？
单说「糖」，它其实是一个很笼统
的叫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人丁兴
旺的大家族，比如，主食里的淀粉属于
糖，水果里的果糖、葡萄糖属于糖，牛
奶里的乳糖是糖，零食饮料里的白砂糖
也是糖 ……
这些糖吃到我们的肚子里，经过消
化之后，最终会以葡萄糖等单糖的形式

被身体吸收。
吸收后的糖，会被身体智能地按需
分配给不同的部位，以发挥不同的作用
。比如分解供能，这些能量让我们能走
能跳，支持大脑思考，心脏跳动等等；
或是转化成糖原、脂肪等大分子物质储
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是合成其它
身体需要的物质，总之一句话，身体需
要糖。
所以，一下子戒掉所有糖，既不明
智，也没必要。认清糖的“出身”，吃
糖有度才是王道。
1、有些糖，不能戒，得吃
比如我们日常吃的主食（米面、粗
杂粮等）和各种水果，这些食物除了为
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 也是糖 ），还
含有膳食纤维和各种微量营养素，这样
的「含糖食物」，是我们维持生命所必
需的，不能戒！而且通常来讲，它们的
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越多，越有利于
身体健康。而身体健康，是变美的基
础。
下面的表中列出了常见主食、水果
的碳水含量，帮好好吃饭的你，做到心
中有数 ~
注：数据来源《中国食物成分表》
；主食水果中的碳水不计入精制糖 50
克的限量中
当然，好好吃饭也不是吃的越多越
好。根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的建议，一般每天 250-400 克左右

的主食，200-350 克左右的水果，是比
较合适的。
2、有些糖，「慧吃 」才能吃得开心
除了主食和水果里的糖，其它各种
零食饮料或菜品里加的糖，通常都是从
天然食物中提炼出来的，成分单纯但热
量充足，几乎不含其它的微量营养素，
你可以把它们归类成「添加糖」，常见
的有白砂糖、蔗糖、果糖、果葡糖浆
...... 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甜味，让一
些食物变得更好吃，让你吃了开心 ~
那一定要和这类甜甜的糖来一个断
舍离吗？
也不一定啦 ~
如果你本就对「甜」不是很执着，
那想戒就戒喽，你开心就好 ~
但如果你很爱吃甜，每天奶茶、蛋
糕、面包、汽水巴拉巴拉各种甜食饮料
换着花样儿来，都已经习惯了。一下子
突然就不吃了，一到想吃口甜食、喝口
汽水的时候就易燃易爆炸，那 Keep 君
建议你控糖，毕竟「少吃点儿糖」这个
操作可比「一口不吃」更容易坚持。
控糖的正确姿势
1、「少吃点儿糖」这个「少」，
到底是多少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版
的建议，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应该不超
过 50 克 。它包含了一日三餐炒菜炖
肉里放地糖和各类甜食饮料里的糖。
2、你说对克重没概念？别担心，

三招儿解决问题
（1） 一 日 三 餐
，少加糖，最好不
加糖
看到这里，估计
各位嗜好甜口儿、
酸甜口儿、甜咸口
儿的宝宝们要捉急
了，难道从此以后
要就吃没有冰糖的
红烧肉、不放白糖
的鱼香肉丝、宫保
鸡丁了吗？
别急，对于这些
没有糖就没有了灵
魂的菜，你可以逐
渐少加点儿糖啊，原来加 3 勺，逐渐
减成 1 勺；或者是减少吃的频率，如
果原来每天吃，逐渐变成隔天或隔两天
吃，都是可以的。
泡咖啡的方糖每块儿是 4 克；加
盐的小勺，每勺是 2 克，用这样的小
勺来加糖，自己就能掂量着少加糖，还
能做到心里有数了~
（2） 三 餐 之 外 的 零 食 饮 料 ？ 选
「低糖」款或小包装的
正常来讲，每个包装食品的包装袋
上，都会有一个丑了吧唧的......表格，
叫「营养成分表」。你只要找到它，并
且在里面找到「碳水化合物」这一行，
每当你选择困难症犯了，吃或者不吃？
选 A 还是选 B ？简单计算比较一下
，同类（相同包装规格或相同份量）食
物，选碳水化合物含量低的那款就行。
比如下面两款酸奶，右边这款碳水
化合物的含量比较低，更建议选择。
但如果没有「低糖」款或是不喜欢
「低糖」款怎么办？
选小包装的。道理很简单，之前喝
一大瓶饮料，现在换成一小瓶，添加糖
的摄入量自然就少了。
划重点：一大换一小可以，但一大
换二三四五六个小包装的，就不可取
了~
（3）没有标签的甜食饮料？尽量
不吃
这么一说，很多宝宝会很想一口珍

珠奶茶喷死我，或是一块提拉米苏砸扁
我，不过反正你们也就是想想，又打不
到我（ 略略略 ~ ），所以该说的话还
是要说。
这类没有标签，街边儿店里随手能
买到的蛋糕或奶茶，最大的问题就是：
糖和油的含量都不低、同时又很难估算
具体的量。稍不小心，每天的甜蜜度
（添加糖 ＜ 50 克）就爆表了，经常吃
，简直就是在发福的边缘疯狂试探 ~
比如很多人爱喝并以为很健康的奶
茶，是 奶+茶 做成的？
当然不是，你买到的，很多都是
奶精+茶+糖 的组合。奶精不是奶吗？
当然不是，它其实是植脂末，主要
是用人造植物油+各种糖做出来的。
简单点儿说，你买到的奶茶，其实
是......用茶水调过味儿的 糖 油 饮料，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S 级需求，只想要「甜」不想长肉
？选「代糖」款
所谓「代糖」，通常指的是用甜度
比较高的甜菊糖、阿斯巴甜、安赛蜜等
甜味剂来代替白砂糖、蔗糖、果糖等添
加糖。这类甜味剂的甜度比添加糖要高
很多，所以每次只要加一点儿，就能有
足够的甜味儿，热量也是几乎为零，可
以说是甜蜜无负担的好选择了。
比如无糖汽水里常见的甜味剂 安赛蜜，它的甜度是蔗糖的 200 倍左
右，而添加量只有蔗糖的 1/200 ，几乎
没热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喝起来
甜甜的汽水，会是零卡的原因。
不过有些小伙伴总担心「甜味剂」
是添加剂，吃多了会不好什么的。其实
，真的不用担心，只要是国家批准使用
的甜味剂，都是经过相应的安全性检测
的，而且也会严格控制食品中的添加量
（毕竟加多了会甜到齁啊）。
说了这么多，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除了「祖传的美貌」，如果你想要变的
更美，拥有更好的身材和皮肤，是需要
多方面努力的，糖只是其中的一环。
「戒糖」的心是好的，但不能用力过猛
。如果总是跟着流行变来变去，今天只
吃这个，明天不吃那个，真的既不健康
，也不营养，还不幸福，不好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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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养花就养这几种

盛夏季节
，大多数植物
都躲避着烈日
，进入生长缓
慢状态。许多
花友的阳台庭
院与春季相比
也略显单调，
少了许多色彩
。但大自然赋
予我们的不只
有春天的百花
齐放，也有夏
日的烂漫多姿
。一些耐热的
夏季开花植物
，顶着烈日开
得正欢。

1.太阳花 太阳花是名副其实的
喜光植物，见太阳盛开，早、晚、
阴天闭合。太阳花有单瓣和重瓣之
分，不管哪种，盛开时都艳丽多姿
。太阳花对土壤没有要求，贫瘠的
土壤也能开花。但想要它花开爆盆
，尽量配置疏松透气，富含腐殖质
的土壤。太阳花喜光耐旱喜修剪，
盛夏季节，盆土干了及时浇透，并
定时施加有机肥，能促进它不断开
花。
2.茉莉花 要说夏季开花又勤又
香的植物，花友们肯定会想到茉莉
花。茉莉花喜光、喜肥、喜水还喜
修剪，夏季养殖茉莉花，只要掌握
好这几点，基本都能花开满枝。茉
莉花每年有三四次大的花期，并且
它都是在新枝开花。有的花友不会
花后修剪，导致开过一茬花后，再
也不开花了。其实花后修剪很简单
，直接将每个花枝底部保留两三对
叶片，其余的全部剪去，控制成低
矮的株型，能促进多发新枝，新枝

越多，下一茬花也越多。
3.沙漠玫瑰 沙漠玫瑰这种植物
，好像就是为了夏天而生的。听它
的名字就能感受到它耐热又耐旱的
生长个性。并且它品种多，花朵颜
色鲜红如玫瑰，怪不得那么多花友
喜欢它。夏季养沙漠玫瑰，只要多
晒太阳，少浇水，适时修剪，配合
充足的磷钾肥供应，它就能不断孕
蕾，开满整个夏季。
4.米兰 米兰的花朵小巧，却有
着兰花一样的幽香。盛夏季节，花
开爆盆的米兰，像一个大蘑菇头，
翠绿的叶片映衬着小米粒一样的花
朵，远远就能闻到花香。有的花友
养殖的米兰香味淡，跟光照不足有
很大关系。米兰喜光、喜水、喜肥
，花后还要及时修剪，才能一茬又
一茬，开满夏秋。
5.飘香藤 飘香藤也是夏季开花
植物，盛夏季节是它的生长开花旺
季。给它个支架支撑，它长长的藤
蔓有很强的攀爬能力。飘香藤花朵

无香，但盛开时像大的喇叭花一样
，非常美丽。飘香藤耐热不怕晒，
夏季也无需遮阴。想要它多开花，
就多施磷钾肥，盆周埋点腐熟的鸡
粪羊粪，叶片经常喷点磷酸二氢钾
溶液，它就能花开不断。
6.蓝雪花 蓝雪花是一款非常与
众不同的夏季开花植物。翠绿的叶
片，爆盆时满盆蓝色的花朵，盛夏
酷暑，看见它，很容易让人忘记炎
热，感受到一丝清凉。蓝雪花也是
喜光植物，给足光照，无需遮阴。
它的枝条生长较“随意”，如果不
适时修剪，它会长的“张牙舞爪”
，或是随意攀爬。想让它开成“圆
球”，就要在枝叶生长期和花后及
时修剪，剪掉过长的枝条，将整株
短截。新生枝叶长出以后，多施磷
钾元素为主的有机液肥，配合叶片
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盛开时绝对
是不一样风景。 盛 夏 酷 暑 无 花 赏
？以上几种越晒越旺，开花越多，
扮靓庭院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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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各行其是，是独立还是危机？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
眠。夫妻在共同的婚姻中各行其是，
是独立的表现，还是危机的信号？
朋友陈丽（化名）对我说，她对
现在的婚姻生活非常满意。结婚 12 年
，她和老公两个人各行其是，谁也不
干涉谁，彼此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
想法，一般有什么事情都会自己解决
，不用和对方沟通。
陈丽和老公刘义（化名）是经人
介绍认识的。平平淡淡地交往一年后
，陈丽怀孕了，两人奉子成婚。婚后
，他们才慢慢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想要
找的人。矛盾也越来越多，经常因为
一件小事吵架，谁也不肯服输。刘义
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备受宠爱，
缺少责任感。夫妻一吵架，刘义就赌
气不回家，把老婆和孩子都推给父母
。陈丽曾经提出过离婚，但因为孩子
太小，双方父母又苦口婆心地劝说，
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慢慢地，陈丽
放弃改变丈夫的想法，看他不顺眼的
地方也不说话了。对方的一举一动不
再关注，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就连
买房子这件大事，都是她自己决定的
。这就是陈丽觉得很满意的婚姻现状
。
不关心、不期待、不生气、不沟
通、不支持……看起来，夫妻俩很独
立，但夫妻之间的情感联结荡然无存
。
那么夫妻之间真正独立是怎么样
的呢？
我们知道，夫妻真正的独立应该
是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生活独立和
精神独立，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人
格，在亲密关系的经营中做到相互理
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并且葆有
自己的本色，有彼此的距离和空间，
这样的关系才是和谐的。
没有情感联结的各行其是，会让
婚姻陷入绝境；人格不独立的各行其
是，同样会把婚姻变成一场灾难。
我曾经接过一个婚姻咨询。妻子
小刘（化名）从小就是父母眼里的好
孩子，她学习刻苦、工作努力、循规
蹈矩、生活平凡而充实。丈夫大赵
（化名）是一个留学归来的研究生，
家世清白、事业有成、非常优秀，堪
称美满姻缘。婚后，小刘辞职在家做
全职太太，大赵负责赚钱养家。
可她渐渐发现，老公总是不开心

，经常夜不归宿，不敢问，即使说也
就是“嗯”“好”等简单的交流。
有一次，大赵对小刘说要出差几
天，出于女人的直觉，她觉得不对，
悄悄跟踪，结果发现老公搂着一个女
人进了酒店。小刘选择了隐忍和沉默
，但是大赵却主动提出离婚，他觉得
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没了。
小刘和大赵的婚姻，在他们眼中
也算是一种各行其是，一个人照顾孩
子，一个人赚钱养家，按照各自认为
对的去做。他们负担起了自己那部分
责任，但因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彼此缺少沟通，不知道对方的需要
在发生变化，以至于走到了离婚的边
缘。另外，小刘缺少独立人格，一味
委曲求全，无底线退让，这也是婚变
的一个重要因素。
夫妻各行其是的另一种表现是漠
视。彼此看不到对方的需求，或者是
拒绝对方的要求和理解，让彼此慢慢
地不再沟通、不再需要、不再想办法
经营，那就是婚姻危机的红色预警。
那么，如何拥有既亲密又不失独
立的关系呢？

1.了解对方
一段婚姻是两个人一生的相守相
伴，一辈子的柴米油盐，生活琐事都
会把爱情磨得面目全非。要想婚姻走
得长远，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男女不
仅要慎重考虑，更该好好了解彼此，
这才是婚姻幸福的前提，比如，家庭
成员背景、 婚前财产、身体状况、
未来计划、价值观等。我们每个人在
原生家庭中都会沿袭一定的行为模式
，相互了解之后，才能有针对性地给
予满足和理解，既能让彼此有一定的
空间，又不会委屈自己去满足别人。
2.尊重彼此，不要试图改变对方
在婚姻关系中，经常有人想把伴
侣改造成自己希望的样子。改造成功
了，伴侣就会压抑自己，变得不知道
自己是谁；改造不成功，就会引发更
大的矛盾，既伤害了伴侣，又伤害了
自己，影响婚姻质量。美国著名家庭
治疗大师萨提亚说：“人是因为相同
而吸引，是因为不同而成长。”尊重
彼此，允许夫妻之间存在差异，可以
让彼此的不同成为共同成长的机缘。
3.保持人格的独立

人格独立的基础是经济独立，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的女性觉得
“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
”的生活方式很好，但如果没有经济
能力，一旦对方遇到更貌美如花的女
人，妻子就会陷入人生危机。
人格独立的核心是自我意识。问
问自己：你能够独立思考吗？你自己
思考的结果真的属于你自己吗？你是
否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会感到自
我迷失呢？你知道自己是谁吗？你有
自己的兴趣爱好吗？你相信自己吗？
人格独立，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承担责任，要“立”得住。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辆火车的轮
子问方向盘说：“为什么你走到哪儿
都得控制着我？”方向盘说：“如果
我不控制你，你就会出轨，使整列车
的人都遭受灾难。”轮子听后，陷入
了深深的沉思。
在《欢乐颂》中，樊胜美长
期遭受家庭近乎变态的索取，她
没有自我意识，把未来构建在伴
侣身上，他一旦离开，她将会一
无所有；而安迪正是凭借着强大

的自我意识早早地明白，人只能
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强大的自我意识，能让我们突
破原生家庭的思维模式和局限。
4. 始 终 进 行 一 致 性 沟 通
通俗地讲，一致性沟通就
是在沟通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
自己的感受，真实地表达出自
己的观点、感受和期待，同时
也要关注到伴侣的观点、期待
、渴望和感受，还要兼顾到当
下的情境。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都
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在沟通的
时候做到一致性，不要说了自
己认为对的事情，而忽略对方
在说什么，更不知道对方如何
想，这叫自说自话，让彼此心
的距离越来越远。用平和的心
态和伴侣沟通，不抱怨、不指
责，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
渴望，把爱传达出去，让伴侣
收得到、接得住。
5. 夫 妻 正 确 把 握 自 己 在 婚 姻
中的角色
独立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
意识到，婚姻是两个人的婚姻。
认清婚姻中的角色是经营婚姻的
首要任务。良性的婚姻是一种人
性的互助关系，结婚了就要认清
自己的角色，负担起自己应该付
起的责任，还要很好地进行角色
转换，从婚前的浪漫自由花前月
下变成婚后的生活琐碎柴米油盐
，从浪漫幻想变成互敬互爱，共
同进取，共同创建美好，既要保
持各自独立的人格，还要正确把
握在婚姻中的角色，夫妻平等不
争输赢。家是讲爱的地方，由于
各自的家庭背景、文化素养不同
，彼此谅解和宽容，需要共同努
力。
总之，在夫妻关系中，我们希
望的是和谐美好，不仅要有独立
的人格，让自己更有信心认可自
己，能够勇敢面对自己婚姻中的
冲突，还要有一定的觉察意识，
知道自己的需要，更知道自己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协调影响婚姻的
各种因素，及时反思、及时调整
，了解自己的现状，用一颗平和
的心和独立的意识去经营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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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最伟大段子手一起仰望的人
鉴于温斯顿· 丘吉尔过于出色的语
言表达能力，人们习惯于把一些看上去
无主的佳句寄放在他那里。以下这句就
具有鲜明的丘吉尔色彩：在真相穿上裤
子之前，谎言已经跑了半个世界（A
lie gets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the truth has a chance to get its
pants on）。
能够凭一句话道破大千世界那些光
怪陆离而又令人叹气的事，有点消极，
还有点洒脱和率性，这是典型的不列颠
经验主义者的风格。而放眼英伦，又有
谁的洞察力比得上首相大人？
在一些英文版的引语网站中，这句
话都会被归为丘吉尔的名言。的确，丘
吉尔对真相（真理）与谎言的辩证关系
，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譬如在德黑兰
会议上，与斯大林的交谈中，丘吉尔就
有金句：战争期间，真理是如此可贵，
以至于需要谎言来呵护。
问题是，关于“在真相穿上裤子之
前，谎言已经跑了半个世界”，你在网
络中搜索不出这句话的具体出处——丘
吉尔在何时、何地、哪个场合、对谁说
的——上述名言考证所必备的要素，均
告阙如。勉强算得上旁证的，是1981年
6 月 7 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国际
事务述评，作者是里根时代白宫重要的
外交智囊欧内斯特· 勒菲弗。勒菲弗的
文章中有一句：丘吉尔曾说过“当真相
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了半个世
界”。
勒菲弗转述丘吉尔的话，很值得玩
味。如果说勒菲弗是在为丘吉尔“作证
”，那么证人所呈上的证据与当事人的
原话却对不上号。区别在于一个用词，
被认为是丘吉尔名言中的词汇是“穿裤
子”，而勒菲弗引用时的词汇是“穿鞋
”。
究竟怎么回事？有两种可能性：或
许是勒菲弗记错了丘吉尔的原话；或许
是丘吉尔的话原本就另有其主，而此人
的版本与丘吉尔的版本在修辞上略有差
异。后一种猜想得到了印证。
在丘吉尔之前已经有人说过类似的
话，而且不止一人。其中有一位，他在
段子手的世界里，地位丝毫不逊于丘吉
尔。换言之，能把英语的丰富性、多样
性、灵活性和令人愉悦的特质（丘吉尔
的定义）发挥到极致者，他在榜单上的

排名绝对不在丘吉尔之后。他就是马
克· 吐温。
马克· 吐温的表述与丘吉尔的表述
稍有不同，却与勒菲弗的转述完全一致
：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
了半个世界（A lie can travel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while the truth is putting on its shoes）。
由于马克· 吐温更早地口吐莲花，
所以虢夺了丘吉尔对这句话的原创权
——即便丘吉尔后来奉上过这句话的微
调版。需要强调的是，这句话的马克·
吐温版，是所有类似表达中传播最广的
。
那么，马克· 吐温这句话的出处在
哪？很遗憾，也没有直接的证据。与丘
吉尔相似，马克· 吐温的这句话所凭靠
的也是旁证。1919 年 2 月，美国《标准
球员》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刊登了一篇
未明确署名的文章，题为《与透纳家族
成员的谈话》，文中也有这么一句：马
克· 吐温曾说过“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
候，谎言已经跑了半个世界”。
关于马克· 吐温名言的话语背景，
《与透纳家族成员的谈话》一文没有披
露更详实的信息。人们只能猜测，马
克· 吐温或许在深度诠释自己的文学观
，他曾提出：“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
因为虚构尚有逻辑，而现实中发生的事
往往匪夷所思。”所以，人们更愿意相
信“遵循逻辑的虚构”，而非“荒诞不
经的现实”，便是符合逻辑的事。进而
言之，谎言把真相远远甩在后面，也不
值得大惊小怪。
当然，猜测的内容终究不靠谱。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严格说来，马克· 吐
温也不拥有这句话的版权。事实上，在
马克· 吐温和丘吉尔先后说出关于真相
与谎言的金句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
他是这两位最伟大的段子手都得仰望的
人，《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 斯
威夫特。出生于都柏林的斯威夫特，是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英伦最重要的
作家，《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杰出的游
记体讽刺小说。同时，斯威夫特还是一
位极度幽默、诙谐的政论家、安妮女王
时代的头号段子手。政论家的身份和段
子手的禀赋，让斯威夫特抢在马克· 吐
温和丘吉尔之前对真相与谎言的关系作
了格言化概括。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1709 年，原本
是辉格党（自由党前身）忠实信徒的斯
威夫特，因为对本党偏袒清教、怠慢国
教的宗教政策不满，怒而转投托利党
（保守党前身）。改换门庭的斯威夫特
，很快得到了托利党党魁罗伯特· 哈利
的信任与重用，待1710年托利党人赢得
大选上台执政，斯威夫特被任命为托利
党喉舌《考察报》的主编。斯威夫特主
政《考察报》期间，写了一系列阐述托
利党立场的文章。
1710 年 11 月 2 日，《考察报》第 15
期刊发了一篇斯威夫特对西班牙王位继
承战争的评论，文中有言：谎言飞驰，
真 相 跛 足 其 后 （Falsehood flies, and
the Truth comes limping after it）。
斯威夫特的这句话，是目前已知的
相关句式中的最早版本。这句话是报章
文字，所以对“谎言”一词，斯威夫特
使用了更正式也更书面化的“Falsehood
”，而非马克· 吐温和丘吉尔口头表达
中的“lie”。然而，那种真相赶不上谎
言的生动画面感，不难想象。
考察西方观念史，对于“真理真相-真实”能否跑赢“虚假-虚构-虚
伪”，他们历来持一种审慎乃至怀疑
的态度。培根就曾在《论真理》一文
中写道：人们宁愿追随诡言，也不去
追求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
是艰苦的，真理会约束人的幻想，而
且是由于诡言更能迎合人性中的那些
恶习。后期希腊有一位哲学家曾探索
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
么一些欺世诡言竟能如此迷人，尽管
它们不像诗歌那样优美，又不像经商
那样使人致富。我也不懂这究竟是为
什么——难道人们仅仅是因为爱好虚
假而追求虚伪吗？
在培根笔下，真真假假的诡言会
给人带来愉悦，它是如此迷人。相反
，“难以探索且约束人幻想”的真理
显然是不讨喜的。而古罗马诗人贺拉
斯在其《讽刺诗集》之《谈情欲》中
，更是以“裸体的妓女”来形容真相
（《贺拉斯诗选：拉中对照详注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年 5 月版，李
永毅译）。合理推断，钱锺书《围城
》中“真理赤裸裸”之喻正是源于此
。
真相赤裸作何解？因为真相总是与

谎言纠缠在一起。其实，上溯至欧洲文
明的鸿蒙时期，真相与谎言同根共生的
概念便已成型，人们以朋友、亲姐妹、
孪生兄弟、身体与影子等作比喻，并且
衍生出一系列的寓言。其中，有一则寓
言在罗马共和时期就已流传：真相和谎
言同去一条小溪中洗澡。早早洗完的谎
言先上岸，见四周无人，便偷偷穿上了
真相的衣服，扬长而去。而等到真相洗
完澡回到岸上，才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

了。固执的真相不愿穿谎言的衣服，只
能赤裸裸地呈现于人们眼前。
寓言讲述至此，足够丰富的故
事素材摆在了段子手们面前。根据
材料拟就一句读后感，对于斯威夫
特、马克· 吐温和丘吉尔等人而言，
简直是举手之劳。一丝不挂的真相
被飞驰而去的谎言甩在后面，至于
它到底是穿裤子还是穿鞋子，纯属
个人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