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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me China. Remake economy: Trump pivots 
to new election message amid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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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George Engelmann, a perennial swing voter 
in swing-state Wisconsin, say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won his vote for November’s election thanks to his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Engelmann, who voted twice for Democrat Barack Obama 
but switched his support to Republican Trump in 2016, 
believes the president is best suited to revive the virus-rav-
aged economy, not his Democratic rival, Joe Biden. He 
also trusts Trump to hold Beijing accountable for the novel 
coronavirus pandemic that began in the Chinese city of 
Wuhan.

“I definitely want Trump fighting against China rather than 
Biden, by far,” said Engelmann, 50, who works for a food 
distribution company in Racine County, Wisconsin.

He was highlighting two major pillars of Trump’s re-elec-
tion messaging after the worst U.S. health and economic 
crises in generations forced his campaign to retool a 
message that had been built on economic prosperity under 
his presidency.
Several Trump aides say their 2020 campaign will now be 
chiefly defined by two themes: Trump is the only candi-
date who can resurrect the economy and that Biden will 
not be as tough on China, a country Trump is blaming for 
the pandemic.
It is a message resonating with Trump’s base, according 
to interviews with more than 50 voters in three 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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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ies in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of Pennsylvania, Michigan 
and Wisconsin - states Trump won in 2016 by less than a per-
centage point and that will decide whether he can win a second 
term.

Trump officials say the new messaging, being sent to Republi-
can state leader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pushed in new an-
ti-Biden ads across swing states, reflec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ling data that shows voters trust Trump more on the econo-
my, and that Americans across party lines distrust China.

“Voters know China was a bad actor on the virus. The presi-
dent made clear to pinpoint China as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said Tim Murtaugh, the Trump campaign’s spokesman. “We’re 
going to push this.”
TJ Ducklo, Biden’s campaign spokesman, described Trump’s 
response to the crisis as a “disaster.” He accused Trump of 
being “duped” by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and pointed to the fact 
that Trump heaped praise o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handling of the outbreak during January and February.

“This election will be a referendum on Donald Trump’s histor-
ic failures as president,” Ducklo said.

TOUGH CLIMATE FOR INCUMBENT
The recalibrated strategy comes as Trump faces a more 
difficult re-election campaign amid an outbreak that has now 
infected more than 1.2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killed 
over 70,000 - the world’s highest number of cases and deaths 

- and led to 
over 30 million filing for unemployment in the past six weeks.

Such is the scale of the crisis that it makes re-election for an 
incumbent president tough, whatever his messaging, said Stu 
Rothenberg, a non-partisan political analyst.

“Those themes could resonate with his base, but he needs to 
expand beyond that to win. He’s got to change the opinion of 
swing voters,” Rothenberg said. “In a few months, we are still 
going to be in a deep hole. And a lot of them don’t like 
his style ... his divisiveness.”
Interviews with voters in Racine, Wisconsin; Northamp-
ton, Pennsylvania; and Macomb, Michigan, illustrate 
the challenge. Every Democratic voter, and even a few who 
reluctantly voted for Trump in 2016, said they had been further 
alienated by what they viewed as his botched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and his divisive rhetoric at a time of crisis.
Some also see political risks from a Republican-led and 
Trump-endorsed push to reopen the economy despite warnings 
of a new spike in cases and deaths. Projections of U.S. coro-
navirus deaths jumped after several states such as Georgia and 
Florida opened up their economies.
Lee Snover, head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Northampton 
County, Pennsylvania, recently lost her father to COVID-19, 
the respiratory disease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could not be at his deathbed. She said Republicans needed to 
be careful about going too far in criticizing the economic shut-
down and dismissing the health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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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ill New York’s coronavirus pan-
demic reopening look like?
Being able to test for the virus, track 
cases and isolate every infected Ameri-
can will be key factors in ensuring that 
second wave isn’t as deadly, Dr. Anthony 
Fauci says.
The U.S. continues to lag behind in test-
ing,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
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nation has 
performed 16.4 tests per 1,000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Spain and Italy, 
with the second and third highest num-
ber of cases after the US, have conduct-
ed 22.3 and 29.7 tests per 1,000 people 
respectively.
Fauci say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eeds 
to provide strategic guidance and assis-
tance to help states up their number of 
conducted tests. He hopes he can guar-
antee everyone who needs a test can get 
one by the end of May or early June.
“The truth is that we’re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he said. “But we need to con-
tinue to partner in a very active collab-
orative way with the states, we need to 

help them the same way they need to do 
the execution.”

Why the three main types of coronavi-
rus tests can’t be easily mass produced
Some hopeful news in the pandemic 
emerged from a study on whether rem-
desivir could be used to treat Covid-19.
Gilead Sciences, the maker of the in-
vestigational drug, said Wednesday it is 
“aware of positive data emerging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
fectious Diseases’ (NIAID) study of the 
investigational antiviral remdesivir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Fauci, speaking alongsid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the White House, ex-
pressed optimism about the remdesivir 
trial, saying it showed the mortality rate 

trended “towards being better” among 
patients who took the drug.
The data showed remdesivir has a “clear-
cu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in dimin-
ishing the time to recovery,” Fauci said.
 

Governor Andrew Cuomo of New York
In Georgia, where Gov. Brian Kemp 
began lifting restrictions on small busi-
nesses such as salons and bowling alleys 
last week, experts say the death toll will 
likely see a sharp rise as a result.
“There are a couple of conditions that re-
ally need to be met before you can safely 
lift social distancing restrictions,” CNN 
Medical Analyst Dr. Celine Gounder 
said Tuesday.
Georgia’s daily coronavirus deaths will 
nearly double by August with relaxed so-
cial distancing, model suggests.
Those factors include a 14-day decline 
of cases and deaths, a hospital capacity 
for expected patients and the ability to do 
contact tracing and testing, she said.
“Georgia doesn’t meet any of the crite-
ria,” Gounder added.
Youyang Gu, the researcher behind one 
of the models shared by the US 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roj-
ects the number of daily deaths in the 
state will nearly double by early August.
The model assumes social distancing 
will relax slightly as the state continues 
to reopen. The number of deaths per day 
in Georgia will jump from 32 fatalities 
on May 1 to a projected 63 people dying 
each day by August 4, the model fore-
casts.

 The researcher’s findings fall in line with 

what’s predicted by another model that’s 
often been cited by the White House.
California governor outlines state’s 
phased reopening plan
California Gov. Gavin Newsom on Tues-
day outlined the phased reopening plan 
for his state, with retail businesses and 
schools “weeks away” based on an ap-
parent stabilization in both the numbers 
of confirmed cases of, and deaths due to, 
coronavirus.
Newsom said on Twitter that Stage 1 
is where the state is now, staying home 
and working on flattening the curve. The 
second stage involves lifting restrictions 
on some lower risk workplaces, such as 
retail, manufacturing and offices where 
telework is not possible. Reopening 
child care centers will be a part of that 
second stage as well, Newsom said.
Dr. Chris Murray, director of the Univer-
sity of Washington’s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said they’ve 
upped their August death toll for the US 
by about 7,000 since last week.
The change, Murray says, comes from 
both longer peaks experienced by states 
and signs that states are becoming more 
active again.
Some businesses in South Carolina, 
Alaska and Oklahoma reopened last 
week. Restaurants in Tennessee opened 
with restrictions this week while re-
tails outlets will open at 50% capacity 
Wednesday.

   California governor Gavin Newsom
Texas Gov. Greg Abbott announced all 
retail stores, restaurants, movie theaters, 
malls, museums, and libraries will be al-
lowed to reopen Friday but must remain 
at 25% capacity.
In North Carolina, officials in Gaston 
County defied a statewide stay-at-home 
order by reopening in phases starting 
Wednesday. County commissioner Tra-

cy Philbeck said via Twitter that his 
executive order will allow business and 
churches to reopen.
“Staying home is not a solution,” he said. 
“We can protect health and we can work 
at the same time.”
Gov. Roy Cooper last week extended the 
state’s stay-at-home order until May 8.
“The Gaston County order itself says 
that the statewide Stay At Home order 
remains in effect, and state leaders urge 
people to continue following it,” the 
statement said.
Iowa Gov. Kim Reynolds also took steps 
to reopen business, even as the state re-
corded 12 new Covid-19 deaths.
Reynolds announced some churches and 
farmers markets will reopen Monday, 
and elective surgeries would resume.
Airlines will provide masks
Since officials have now recommended 
Americans wear face masks in public to 
prevent further spread, some airlines say 
they’ll provide the masks for passengers.
American Airlines and United Airlines 
both said they’ll be providing masks for 
passengers beginning in May.
“We are not mandating that passengers 
wear a mask, however, we strongly en-
courage travelers to follow CDC guid-
ance to wear a face covering when social 
distancing is difficult,” United Airlines 
spokesperson Nicole Carriere told CNN. 
“By providing the masks, we’re mak-
ing it that much easier for them to do 
so.”(Courtesy cnn.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Possibly ‘A Bad Fall And A Bad Winter’ 
U.S. Must Be Prepared For A Second 
Wave Of Coronavirus--Fauci Warns

                                                                                                                                                                                       
Dr. Anthony Fauci,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Stay Safe!            Wash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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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WASHINGTON (Reuters) - Hackers linked to 
Iran have targeted staff at U.S. drugmaker Gilead Sciences 
Inc in recent weeks, according to publicly-available web 
archives reviewed by Reuters and three cybersecurity 
researchers, as the company races to deploy a treatment 
for the COVID-19 virus.

In one case, a fake email login page designed to steal 
passwords was sent in April to a top Gilead executive 
involved in legal and corporate affairs, according to an 
archived version on a website used to scan for malicious 
web addresses. Reuters was not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ttack was successful.

Ohad Zaidenberg, lead intelligence researcher at Israeli 
cybersecurity firm ClearSky, who closely tracks Iranian 
hacking activity and has investigated the attacks, said 
the attempt was part of an effort by an Iranian group to 
compromise email accounts of staff at the company using 
messages that impersonated journalists.

Two other cybersecurity researchers, who were not au-
thorized to speak publicly about their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the web domains and hosting servers used in the 
hacking attempts were linked to Iran.

Iran’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denied any in-
volvement in the attacks. “The Iranian government does 
not engage in cyber warfare,” said spokesman Alireza 
Miryousefi. “Cyber activities Iran engages in are purely 
defensive and to protect against further attacks on Iranian 
infrastructure.”

A spokesman for Gilead declined to comment, citing a 
company policy not to discuss cybersecurity matters. 
Reuters could not determine if any of the attempts were 
successful, on whose behalf the Iranian hackers were 
working or their motivation.
Still, the hacking attempts show how cyber sp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focusing their intelligence-gathering efforts 

Iran-linked hackers recently targeted 
coronavirus drugmaker Gilead - sources

on 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the dis-
ease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Reuters has reported in recent weeks that 
hackers with links to Iran and other groups 
have also attempted to break in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at attackers 
linked to Vietnam targeted the Chinese gov-
ernment over it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rned this 
week that state-backed hackers are attacking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working on treatments for the 
new disease.

The joint statement did not name any 
of the attacked organizations, but tw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id one 
of the targets was Gilead, whose antiviral 
drug remdesivir is the only treatment so 
far proven to help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OVID-19.
The hacking infrastructure used in 
the attempt to compromise the Gilead 
executive’s email account has previously 
been used in cyberattacks by a group 
of suspected Iranian hackers known 
as “Charming Kitten,” said Priscilla 
Moriuchi, director of strategic threat 

development at U.S. cybersecurity firm 
Recorded Future, who reviewed the 
web archives identified by Reuters.

“Access to even just the email of staff at 
a cutting-edge Wester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could give ... the Iranian gov-
ernment an advantage in developing 
treatments and countering the disease,” 
said Moriuchi, a former analyst with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Iran has suffered acutely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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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eat their Iftar meal provided by a group of volunteers in a damaged 
neighborhood in Atarib, Aleppo countryside, Syria. REUTERS/Khalil Ashawi 

The full moon, also known as the Supermoon or Flower Moon, rises above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seen from Jersey City, New Jersey. REUTERS/Brendan McDermid  

 worker of the Funeral SOS, wearing protective clothing, prepares to remove the body of Anto-
nio Freitas, at his house in Manaus, Brazil. REUTERS/Bruno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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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shoes are displayed during a demonstration by Registered Nurses and the National Nurses United 
(NNU) members, on behalf of healthcare workers nationwide who have passed away due to the corona-
virus, during a protest outside the White House. ...

NHS workers react at the Aintree University Hospital during the Clap for our Carers campaign in 
support of the NHS in Liverpool, Britain. REUTERS/Phil Noble   

A woman reacts after being informed that her relative passed away due to the coro-
navirus at the Regional General Hospital No. 2 of the Mex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Security (IMSS), as 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 continues in Mexico City. REU

TERS/Luis...MORE

A child stands for a photo in front of a poster during a protest calling for the reopening of Cali-
fornia outside the California State Capital building in Sacramento. REUTERS/Stephen Lam    

A woman talks with a police officer, after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lockdown of Nairobi’s storied Eastleigh 
district and the Old Town of Mombasa for two weeks following a jump in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there, in 
Nairobi, Kenya....MORE



副刊

《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研究》一

书将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的诗歌

，放在中国诗歌传统的大背景下进行全

面系统的研究，既在微观层面对元好问

之生平、著述作细致考证和翔实论述，

又以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宏观视野对元好

问诗歌进行条分缕析的解读，从古今演

变的角度发现元好问诗歌上承下达的作

用。本文摘自该书《饮酒诗》一节，由

澎湃新闻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

元好问的集陶诗《杂著五首》表明

，元好问不仅与大多数宋以后的诗人一

样熟悉陶诗，而且对陶诗中的饮酒诗特

别感兴趣。因此，当元好问自己写作饮

酒诗时，不可能不心存陶渊明的饮酒诗

，从而受到某种形式和程度的影响。事

实上，元好问不仅关注陶渊明的饮酒诗

，而且注意到苏轼对陶诗包括其饮酒诗

的次韵，并指出苏轼的和诗与陶渊明原

作之间的差异。这样，在饮酒诗的写作

上，元好问势必要面对如何学习和摆脱

陶与苏的问题。

饮酒诗有别于特定场合下写作的应

景诗，一般用于日常生活中哲学感悟的

表达，相对而言，是比较私人化的话语

。当然，饮酒诗在完成以后也是可以与

朋友分享的。作为一般情境下的表达，

饮酒诗与“咏怀”、“感遇”、“杂诗

”属于一种类型的诗歌。《文选》卷三

十收入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的“结

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二首，题

作《杂诗二首》。 这也旁证了饮酒诗

与杂诗的联系。

正如咏怀诗与阮籍相联系一样，饮

酒诗是与陶渊明联系在一起的。但与阮

籍咏怀诗较早受到关注不一样，陶渊明

的饮酒诗一直到北宋才受到明显的关注

。唐代以前，似乎没有出现单独讨论陶

渊明饮酒诗的言论，也很少见到有人把

饮酒的行为与陶渊明联系起来，这时期

代表饮酒文化的是阮籍、刘伶等竹林名

士。伴随着陶渊明在宋代的地位日益崇

高，陶的饮酒诗才受到特别的注意。苏

轼是最早次韵陶诗的诗人，他的和陶诗

中最早写作的是扬州任上的和陶饮酒诗

二十首。苏轼门人中的张耒、秦观也有

和陶饮酒诗。南宋诗人中李纲、王阮也

有这类作品传世。南宋诗人乐雷发虽然

没有和陶饮酒诗存世，却在诗中说：

“和遍陶翁饮酒诗，醉笼天地入鸱夷。

”可见，和陶饮酒诗已经是一种风雅的

行为，以至于成为一种可以入诗的题材

。元好问的老师赵秉文也有《和渊明饮

酒二十首》。

元好问显然也是在北宋以来的和陶

风气中写作饮酒诗的。他没有选择次韵

的方式，如上文所说的，是因为他一向

不太支持这种拘束想象力和自我表达的

作诗方式。元好问的饮酒诗主要有《饮

酒五首》、《后饮酒五首》两组五言古

诗。我希望通过比较这两组诗与陶、苏

饮酒诗的异同，理解元好问五言古诗的

性格。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如其自序

所说，是“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并非一个时间里的集中写作。因此，

与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一样，这

组诗包含了各种类型的题材和手法，如

咏物、咏史、寓言、叙事和说理。二十

首诗并没有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也不构

成规则的排列，在章法上体现出随意松

散的特征。这组诗中直接提及饮酒行为

或相关语汇（如醉、饮、壶等等）的诗

篇，共十首，也就是说二十首中有一半

的诗篇离开饮酒的范畴，杂叙身边琐事

，追忆过往生活，泛论人生感悟。清人

邱嘉穗指出这种现象，但是他的说法有

点牵强。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不仅在组诗

的章法上不加安排，在每一首诗的结构

、句法上也是无意求工。与陶渊明的其

他诗篇一样，他的《饮酒二十首》中很

难找出刻意煅炼的警句、精心布置的结

构和出人意表的构思。陶诗以不假修饰

、浑然天成的风格，标识自己在文学史

上的位置。

苏轼《和陶饮酒诗二十首》作为唱

和诗，在很多方面追随陶渊明的原作，

相同的韵脚，多次饮酒之后的写作情境

，交代写作情境并与友人分享诗篇的序

言，这些都是最明显的表现，而最大的

相同点是苏轼的和诗与陶诗一样广泛涉

及各种题材。但苏轼的写作显然不如陶

渊明那样放松，他自始至终扣紧“饮酒

”的题目，在二十首诗中除去第十五首

外的每一首诗都要以各种方式兜转到酒

和饮酒上来。从表面上看，苏轼的和诗

与陶渊明的原作一样，在想象力的延伸

和诗材的选取上自由无羁，但事实上，

苏轼是以刻意的谋篇布局来造成散漫的

章法，以求接近于陶渊明的原作。比如

苏轼和诗的第四首，采取寓言的方式，

以虫、雀不满足现状而招致灾祸的故事

，说明一种生存的哲学。而陶诗的第四

首，描述失群的飞鸟栖止在孤独生长的

松树上。同样都是动物故事，同样都在

组诗的第四首，这明显地表现出苏轼和

诗所作的有意的安排。再如苏诗的第八

首借“霜松”托物言志，也是从陶诗第

八首寓意青松的写法变化而来的。苏轼

和诗在组诗的布局上显然受制于陶诗。

这也是次韵诗不可逃脱的命运。

与陶诗无意求工的句法相比，苏轼

的和诗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巧妙和刻意，

如苏诗第二十首“三杯洗战国，一斗消

强秦”二句。民国年间沈其光在批评苏

轼和陶诗“处处运巧使才，机锋横出”

后，说这两句诗“太火”，与澹定的陶

诗迥异。元好问晚年也指出，“东坡和

陶，气象只是坡诗，如云‘三杯洗战国

，一斗消强秦’，渊明决不能办此。独

恨‘空杯亦尝持’之句，与论无弦琴者

自相矛盾。别一诗云：‘二子真我客，

不醉亦陶然。’此为佳。”（《遗山先

生文集》卷四十《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

后》）元好问的态度是褒是贬，并不明

确。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是说，陶渊明写

不出苏轼那样的诗句，这样说来，似乎

陶渊明也有不如苏轼的地方。然而，陶渊

明已经是公认的经典诗人，甚至是诗歌的

标准，而苏轼只是后来者，元好问指出二

人的差异，更像是在说，苏轼还没达到陶

渊明的境界，所以学得不像。陶诗以浑然

一体、不可句摘而备受称誉，元好问特意

指出苏轼和陶诗的警句，貌似欣赏，却似

乎暗含着有句无篇的批评。

正如不少批评家所指出的，苏轼的和

陶诗完全是他自家的面目，并且元好问也

深知这一点。那么，苏轼之后，元好问的

饮酒诗与陶诗、苏诗相比又如何呢？

西郊一亩宅，闭门秋草深。床头有

新酿，意惬成孤斟。举杯谢明月，蓬荜

肯相临。愿将万古色，照我万古心。

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余醉

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

酒力神。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复成祸根。名虚买

实祸，将相安足论。驱驴上邯郸，逐兔

出东门。离官寸寸乐，里社有拙言。

万事有定分，圣智不能移。而于定

分中，亦有不测机。人生桐叶露，见日

忽已晞。唯当饮美酒，傥来非所期。

此饮又复醉，此醉更酣适。徘徊云

间月，相对澹以默。三更风露下，巾袖

警微湿。浩歌天壤间，今夕知何夕

。———《饮酒五首 襄城作》

少日不能觞，少许便有余。比得酒

中趣，日与杯杓俱。一日不自浇，肝肺

如欲枯。当其得意时，万物寄一壶。作

病知奈何，妾妇良区区。但愧生理废，

饥寒到妻孥。吾贫盖有命，此酒不可无

。

金丹换凡骨，诞幻若无实。如何杯

杓间，乃有此乐国。天生至神物，与世

作酣适。岂曰无妙理，滉漾莫容诘。康

衢吾自乐，何者为帝力。大笑白与刘，

区区颂功德。

容从崧少来，贻我招隐诗。为言学

仙好，人间竟何为。一笑顾客言，神仙

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与尔同归。

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人若不

解饮，俗病从何医。此语谁所云，吾友

田紫芝。紫芝虽吾友，痛饮真吾师。一

饮三百杯，谈笑成歌诗。九原不可作，

想见当年时。

饮人不饮酒，正自可饮泉。饮酒不

饮人，屠沽从击鲜。酒如以人废，美禄

何负焉。我爱靖节翁，于酒得其天。庞

通何物人，亦复为陶然。兼忘物与我，

更觉此翁贤。 ———《后饮酒五首 阳

翟作》

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在一

篇将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译成英文

并加以注释的文章中，解释陶渊明饮酒

诗的篇题含义应该是酒后所作的诗，而

不是有关酒的诗或者颂酒诗。这也可以

解释为什么陶渊明这组诗有些着题，而

有些不着题，也就是章法上的自由散漫

。与陶诗相比，元好问的饮酒诗基本上

应该理解为关于酒的诗。从《饮酒五首

》、《后饮酒五首》各首的内容，可以

看出这两组诗几乎始终围绕着饮酒和酒

德的中心。《饮酒五首》其一，写诗人

月下独酌；其二，写酒给予人淳真的品

质；其三，写虚名招致实祸；其四，写

饮酒可以应对不测的世事；其五，写诗

人对月酣醉。《后饮酒五首》其一，写

生活离不开酒；其二，写饮酒的生理感

受；其三，写学仙不如饮酒；其四，写

痛饮的友人；其五，写饮酒与交友的关

系，兼及陶渊明。

从章法上说，这两组写于不同地方

的饮酒诗，也各自体现出完整的结构。

《饮酒五首》的第一首和第五首都具有

月下饮酒的情节，因此构成一个始于月

下、终于月下的环形结构。其他三首因

此就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月下独酌的背景

。第三首有点例外，没有直接谈论饮酒

，但在结构上却是第四首的原因———

因为虚名容易招致实祸，所以不如饮酒

以应对无法预测的世事。《后饮酒五首

》呈现非常单一的结构，组诗中的每一

首都集中在饮酒的乐趣和妙理上。其中

第五首还提到陶渊明，可以视为对陶渊

明饮酒诗的一种回应。

与陶诗和苏诗包含各种题材不一样

，元好问这两组饮酒诗专注于讨论饮酒

的妙理，在表现手法上也没有咏物、寓

言等方式，几乎只是单一的夹叙夹议。

对陶渊明而言，饮酒诗与咏怀诗、杂诗

一样，都是生活哲学的零散记录；而对

元好问而言，饮酒诗只能谈论饮酒生活

和酒给人的感受。饮酒诗的传统在元好

问这里发生了变化。

元好问饮酒诗与陶诗在章法和表现

手法上的差异，说明元好问的思维方式

呈现集中、精一和聚敛的特征，而非陶

渊明的蔓衍旁及、随意挥洒。而在句法

和用意上，元好问饮酒诗也体现出近于

苏诗而远于陶诗的特点。

上文说到，元好问指出苏轼的和陶

诗具有苏轼自家气象，并认为其中的一

些警句是陶渊明所无法写出的。这则材

料透露出元好问自己的倾向，他更愿意

在表达上追求深刻和曲折，而非陶诗的

平淡率意。元好问的饮酒诗确实包含不

少精警的表达，如《饮酒五首》其一：

“愿将万古色，照我万古心。”其二：

“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后饮

酒五首》其一：“一日不自浇，肝肺如

欲枯。”其五：“饮人不饮酒，正自可

饮泉。饮酒不饮人，屠沽从击鲜。”可

见，元好问虽然屡次推崇陶诗天然平淡

的诗风，但是他自己的创作却是明显的

刻意求工的结果。

元好问在另一个场合谈到古今诗人

写作环境的变化。古代诗人不需要考虑怎

么写的问题，只要如实地、自然地表达出

内心的想法，写诗是一种无关难易的行为

；而后世诗人已经失去这种环境，他们需

要考虑诗歌的各种类别和批评家设定的各

种规范，需要有意识地远离某些不良风格

、追求某些高贵的品质，需要训练有素地

掌握各种句法诗律，需要留心前人的诗篇

、避免陈词滥调，总之，需要费尽心力地

写作，诗歌从此成为专门之学。元好问显

然属于不幸的后世诗人，而陶渊明则是逍

遥的古代诗人。元好问的刻意求工，并非

误解古人的表现，而是作为后来者不得不

接受的命运。

饮酒诗：从陶渊明、苏轼到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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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eatment for COVID-19 might have 
gotten its start with a car crash involv-
ing Dolly Parton.
After the country music legend and 
American icon suffered a terrible acci-
dent in 2013, she befriended Vanderbilt 
University surgeon Naji Abumrad, who 
introduced her to the school’s cut-
ting-edge antibody research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began.
Now, Dolly has donated a million dol-
lars to the Vanderbilt Vaccine Center—
money which is hard at work paying for 
research into synthetic antibodies that 
could treat sick COVID-19 patients. 
And she’s not the only one. The Van-
derbilt group is also backed by DARPA, 
the Pentagon’s premier research agency. 
So what is Vanderbilt doing to find a 
coronavirus treatment, and when will 
we know if it’s effective?
Parton made the ($1 million) gift in 
honor of her longtime friend, Naji 
Abumrad, MD, professor of Surgery, to 
support research teams who are working 

urgently to perfect treatments and cures 
for COVID-19.
In an appearance on NBC’s Today 
Show, Parton commented on the gift 
going to support research for a bridge 
treatment that will save lives until a 
vaccine is identified.

Country Music legend Dolly Parton
“What better time right now, we need 
this,” she said. “I felt like this was the 
time for me to open my heart and my 
hand, and try to help.”
VUMC’s researchers are testing an array 
of already existing drugs in urgent clin-
ical trials aimed at reducing life-threat-
ening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COVID-19. In addition, investigators 

are focusing on entirely new therapies 
that could effectively treat and prevent 
the infection. Both strategies are aimed 
at providing a bridge for those infected, 
given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is 
projected to be 12-18 months away.
“Dolly’s amazing generosity i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will have a lasting im-
pact on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said Jeff Blaser, MD and CEO of 
VUMC and Dean of the Vanderbil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e 
cares so much about helping others and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her ongoing 
support. These funds will help us com-
plete promising research that can benefit 
millions in their battle with the virus.”
Parton has been a generous donor to 
VUMC. Among her gifts was a trans-
forma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Monroe 
Carell Jr. Children’s Hospital at Vander-
bilt Pediatric Cancer Program in honor 
of Abumrad and her niece, Hannah 
Dennison, who was successfully treated 
for leukemia as a child at Children’s 
Hospital.

 Vanderbilt University
Support is critical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ow your generosity can make 
an impact, please visit the Vanderbilt 
Health COVID-19 Fund website here: 
https://give.vanderbilthealth.org/cam-
paign/vanderbilt-health-fights-covid-19/
c278320?utm_source=VHgiving&utm_
medium=social&utm_content=dol-
ly&utm_campaign=covid19&c_
src=M20GP&c_src2=dolly
Related
Dolly Parton and Niece Hannah Den-
nison Honored at Monroe Carell Jr. 
Children’s Hospital at Vanderbilt
Legendary country music singer-song-

writer Dolly Parton and her niece, 
Hannah Dennison, were honored May 
17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newly named 
Hannah Dennison Butterfly Garden at 
Monroe Carell Jr. Children’s Hospital at 
Vanderbilt.
The dedication came after Parton an-
nounced a $1 million gift to Children’s 
Hospital’s Pediatric Cancer Program last 
October while visiting patients with her 
niece, Dennison, who was treated for 
leukemia as a child at Children’s Hospi-
tal for four years, beginning in 1993.
Parton said the gift was made “in honor 
of my niece Hannah, my sister Rachel, 
Hannah’s dad, Richard, and Dr. Naji 
Abumrad.”

Following the Hannah Dennison 
Butterfly Garden dedication at 
Monroe Carell Jr. Children’s Hospital 
at Vanderbilt, Dolly Parton and her 
niece, Hannah, visit with patients 
in Seacrest Studios. (photo by John 
Russell)
“It was important to me to make a 
donation to the Children’s Hospital at 
Vanderbilt because of Hannah’s care and 
just how well they do for everyone,” 
Parton said. “It’s been a good hospital 
for us. This is just a great group of doc-
tors and nurses that provide the best of 
care, and it was the least I could do.”
“Dolly is known the world over for 
her kind and generous spirit. We are 
incredibly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 that 
she, her sister Rachel and niece Hannah 
have shown for Children’s Hospital and 
our programs in childhood cancer,” said 
Jeff Balser, MD, PhD,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and Dean 
of the Vanderbil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Dolly’s symbol is the butterfly, so it 
only seems fitting that The Hannah 

Dennison Butterfly Garden will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our hospital, offering 
patients and families an important 
respite while they are here.”

 

Following the presentation, Parton 
and Dennison visited with patients in 
Seacrest Studios at Children’s Hospital, 
where they answered questions, posed 
for photos and even celebrated Denni-
son’s 30th birthday with balloons and 
treats.
Parton’s gift will help Children’s 
Hospital care for even mor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cancer. (Courtesy 
https://news.vumc.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outhern Daily Exclusive
A Million-Dollar Donation From America’s Country Music 

Sweetheart Is Funding Cutting-Edge Research Into Antibody 
Treatments To Help Severely Ill COVID-19 Patients

Dolly Parton Is Backing Research 
Into Promising COVID Treatment

Dolly’s daily “9 to 5” COVID-19 rou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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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

华工被准许出国。根据之前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美国自动获得征用华工的权利。之

后，大量的华人被“卖猪仔”卖到美国，

这些吃苦耐劳的华工为美国的西部开发作

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无法

获得移民资格，也无钱返回中国，大量的

华工客死异乡，无处埋骨，造就了一段全

世界中国人的血泪史。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

抗，为了在白人的种族歧视中保卫自己的

权利，华人也学会了团结。只不过，当时

的人没一个想到，一个中国厨师组成的群

体，百年之后竟然成了让FBI最头疼的帮

派之一，甚至一度有可能一统美国亚裔黑

帮，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华青帮。

1882年，美国通过臭名昭著的《排

华法案》，禁止中国人进入美国，以及加

入美国国籍。一时间，美国华人区怨声载

道，一种幻灭感与无助感弥漫在华人群体

之中。这些华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拼

死拼活为美国修铁路，搞建设，为什么反

而被美国拒之门外！？不仅如此，华人还

遭到了其他少数族裔的排斥，黑人都敢在

华人头上拉屎。

种种局面都让华人失望，于是，华

人心中被压抑已久的热血，终于要爆发了

。

早在清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

的洪门天地会就已经成立，在百年的发展

历史中，已经有了成熟的组织架构、暗语

体系，这在华人争取反抗的过程中被完整

地继承下来，斗争中的华人甚至直接采用

了洪门，或者青帮的所有架构，他们在自

己所在的城市成立各个堂口，武装起来，

保卫自己的领地不受白人侵犯。华人帮派

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

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华人聚居区的

广东籍厨师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属于自己

的商会，并给自己的商会取名为“华青”

，一方面，取“华人青年”之意；另一方

面，取“华人”的“青帮”之意。成立之

初的华青帮，由于人数不多，再加上华人

“以和为贵”的传统，几乎不显山漏水，

能忍则忍。但是，中国人在该起来的时候

，那个力量也是谁也挡不住的。

这个社会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叫做

“底层互害”，底层的人彼此之间互相伤

害。这在美国的底层社会也是如此，当时

的黑人帮派，相比起跟白人作斗争来说，

他们更热衷于和其他少数族裔斗争，而且

，由于当时的黑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又

不像中国人那样有一些虽然守旧，但是不

伤害别人的传统道德，以至于黑人帮派经

常在各个少数族裔聚居区横行霸道，连白

人警察都不敢管。

但是，有一次，五名黑人帮派成员

闯进了一家华人开的餐厅，这个餐厅的三

名厨师都是成立不久的华青帮的成员，五

名黑人不仅吃霸王餐，还企图收取店铺保

护费。此时，华人厨师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随后拿着菜刀就冲了出去。由于华青帮

成员平时都会一起练武，所以，这三名厨

师都没有受伤，反而用菜刀将五名黑人帮

派分子当场砍死，这在道上无疑具有极大

的振动效应，华青帮借此一战成名。

中兴之后是灭亡

早期的华青帮与青帮仪轨相近，亦

采形同父子的师徒制，也有万、象、更、

新等辈份家谱、开香堂等规矩，师收徒需

花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记名”后入“家

门”，也就是成为组织成员。辈份崇高者

亦称作“老爷子”。而各个“门”的名字

，除了中国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等，还出现了中西结合的“Tony门”

、“coco门”等等。

与此同时，借助砍死黑人帮派成员

事件的一战成名，不仅仅是华青帮，全美

国的华人帮派都开始了快速扩张之路，华

青帮的大本营原本只限于纽约与旧金山的

唐人街，借此机会逐步向美中地区扩张渗

透，但是过于高调的作风也让华青帮一度

濒临解散。

1950年之后，各方势力崛起，包括

“禁酒令”期间依靠贩私酒起家的意大利

黑手党，这些帮派的兴起与华青帮组织产

生了激烈冲突，再加上华青帮内部也面临

着激烈的内斗与内耗，大量的成员出走成

立“黑龙会”等等帮派，使得华青帮陷入

大分裂，面对黑手党的攻势显得力不从心

。

直到1980年之后，当时的宋嘉模

“老爷子”转变策略，转而与意大利黑手

党结盟，两个黑帮共同经营美国的毒品走

私、军火黑市等等生意，华青帮势力借助

这些生意再度在唐人街兴盛起来。并且，

华青帮与其他帮派合作的版图扩展到了香

港的三合会组织，以及中国台湾的天道盟

等黑帮。人数甚至一度回归10万人。而

其成员，并非都出自社会底层，相反，美

国警方发现，很多新成员都来自于港澳台

地区的富人家庭。

当时的华青帮，甚至在美、墨交界

的“三不管”地带拥有一个武装严密的小

岛，据了解，这个在当地称作Labas的私

人小岛，距离岸边仅有200公尺，为避免

遭到武装攻击而不设陆桥，想要登岛只能

坐船。岛上有严密的监控设备与强大火力

，外人未获邀请难

入其门，而该小岛

也是华青帮重要成

员每年大聚会的地

点。

实际上，当时

的华青帮已经和意

大利黑手党画上了

等号，美国境内的

毒品交易、军火走

私基本上都是两大

黑帮联手的杰作。

甚至两个帮派还共

同经营“人蛇”生意，在当时，几乎所有

的在美中国籍人士横死街头，以及偷渡船

上有大量非法移民跳船逃避检查溺死的事

件，最后都能查出有华青帮成员的身影。

犯下如此众多的罪案，让美国警方空前提

高了对亚裔帮派的重视程度，加利福尼亚

甚至专门成立了监视亚裔帮派的警察机构

，美国民间甚至传出了“要是不想活了，

就去得罪华青帮”的说法。

但是，让广大华人气愤的是，原本

以“保护华人”为宗旨的华青帮，如今变

成了专门欺负华人，不敢得罪白人的犯罪

团伙。可见，真流氓，假仗义，对于黑社

会来说，“利”字当先，“义”只是一个

幌子。

正所谓，盛极必衰。面对如此庞大

的犯罪帝国，美国警方重拳出击了。2002

年，多名华青帮老大在洛杉矶被捕，被告

中包括4名“老大”，分别为38岁住罗兰

冈的梁建伟、43岁住艾尔蒙地市的刘保

罗、35岁住罗斯密市的孙约翰及43岁住

天普市朱魏尹。而这些老大，就是挑起

2001年帮会冲突的罪魁祸首。而一旦被定

罪，这些人将会面临死刑到终身监禁不等

的刑期。除了这些老大，多名小弟也被捕

，如果被定罪，也将面临5-13年的刑期。

这次大抓捕大审判之后，华青帮元

气大伤，但是，根据前帮派成员的说法，

华青帮并没有走向衰亡，相反，其行动越

来越地下化，打击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

他们的犯罪手段也越来越高明，不再像原

来一样充满暴力，由于近年来吸收了大量

的富家华人子弟，以至于华青帮的敛财手

段开始来自于股票投资等等，洗钱也更有

效率，更难察觉。所以，华青帮虽然暂时

沉寂，但是依然有很大威胁，因为你不知

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其实，华青帮和怒罗权一样，都是

生于歧视，人一旦获得了暴利，没有谁

会主动交出来，所以，黑社会屡打不绝

，就是因为人性当中的恶，而最大的

“恶”，就是“无知”与“傲慢”，歧

视就是由此而来。如今的华青帮，已

经不是单纯的华人帮派，里面进入了

大量的越南人等其他亚裔，而面对这

些曾经被害，现在作恶的人，美国又

应该怎么办呢？

搅动美国的唐人街之龙——华青帮

老虎机已被断了电，赌场也关了门

。大多人行道上荒无人烟，曾经闪烁

着夜总会、魔术表演和裸露表演的霓

虹灯牌，现在闪耀着的却是提示安全

的信息。

据美联社报道，百乐宫赌场（Bel-

lagio）那为人们所熟知、随音乐灯光律

动起数百英尺高水花的喷泉，现在也

被关停。曾经游客成群结队，道路拥

堵不堪的场景如今被偶尔出现的慢跑

或滑板爱好者取代。

走在曾经繁华喧闹、让人无眠的这条

拉斯维加斯大道上，你能够听到鸟叫

。

“这可太疯狂了。”70岁的模仿

艺人克里斯· 莫尔豪斯（Chris More-

house）说道，“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

本该迎接最繁忙季度、游客蜂拥而

至的拉斯维加斯，现在却要想办法存

活下去。

内华达州的旅游、娱乐、酒店和赌

博四个行业囊括了该州三分之一的工

作岗位，这使得该州对游客的依赖比

阿拉斯加对石油的依赖还要严重。

内华达度假协会（Nevada Resort

Association）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旅

游业关闭长达30天至90天，那么未来

18个月内，雇员们预计总共将损失77

亿美元的薪资。

实际上，旅游业已关闭了五个多星

期。超过34.3万居民申请失业，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可能会损失超过10亿美元

的税收。

拉斯维加斯市长、无党派人士卡洛

琳· 古德曼（Carolyn Goodman）已向该

州州长、民主党人史蒂夫· 西

苏拉克（Steve Sisolak）公开

请愿，希望西苏拉克解除对

该州赌场和非必要商业的禁

令。

“就算看在老天的份上。”

古德曼在4月的市议会会议上

说：“关门已经让我们走向

毁灭了，它是在扼杀拉斯维

加斯，扼杀我们的产业，扼

杀我们所有人努力打造出的

旅游业和传统。”

但州长西苏拉克上周三

（22日）在接受CNN采访时

表示，他不希望雇员们在工

资和生命之间做选择，并强

调赌场职工工会已上报了11

例因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病

例。

“我们会重建我们的经济

，拉斯维加斯会继续繁荣，

但如果是失去更多生命的话

，我不会那样做。”西苏拉

克说。

目前来看，赌场至少还要

关闭到 5月，这使得像金伯

利· 艾尔兰（Kimberly Ireland

）这样的工人很难找到继续

坚持下去的办法。

49岁的艾尔兰被解雇前是

拉斯维加斯海市蜃楼赌场酒店（Mi-

rage casino-resort）的服务台调度员。她

在这家酒店工作已有十年的时间。

失业后她只能靠积蓄生活，此外

她还要养活正在休无薪产假的女儿

和赌场关闭几天后刚刚出生的小孙

子。据艾尔兰说，她所工作的这家

赌场并未给出他们何时能够回去的

消息，或是告知他们回归之后情况

会是什么样。

54 岁的维克多 · 奇卡斯（Victor

Chicas）曾是曼德勒海湾度假村（Man-

dalay Bay casino-hotel）餐厅的一名服务

员。在拉斯维加斯市因疫情发布禁闭

令之前，奇卡斯的房子就面临止赎。

被解雇后奇卡斯立即关闭了有线电视

和网络服务，还放干了泳池的水，以

节省开销。对于住房贷款能否被批准

修改，能否保住自己的房子，奇卡斯

仍在等待，同时还要供养他从危地马

拉移民到美国的妹妹和她的两个孩子

。

同艾尔兰一样，奇卡斯希望老板能

在禁闭期间仍发钱给他，不过他不赞

同市长重启经济的想法。

“生命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奇

卡斯说：“你不能用钱去购买生命。

”

尽管自3月21日起，内华达州有约

24%的雇员申请了失业补助，但这其中

并不包括不会使用申请系统的人群，

也不包括个体经营者和零工。官员表

示，今年5月中旬之前，内华达州可能

无法为这些群体提供可用的线上补助

申请服务。

而那些依赖拉斯维加斯娱乐业的人

们也正在努力寻找新的适应方式。

身穿镶钻白色连身裤，戴着厚重的

黑色假发和墨镜，赤裸胸前挂着一条

金链的莫尔豪斯抓住阳光明媚的天气

和前来参观疫情期间少数几个仍在开

放景点的当地游客。他自带了一个扬

声器，几瓶啤酒，以配合自己演唱卡

拉OK。他边唱边喝，在露天公园里摇

摇晃晃，会有三两个人到他带来的

“欢迎到传说中的拉斯维加斯”牌子

前合影。

尽管客流量不多，但莫尔豪斯希望

自己能吸引到开车的人。

“他们看到有个猫王在这，他们就

会以为这有什么活动。”他说：“我

和这个牌子很搭调。”

拉斯维加斯：何时再见灯红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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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文道说过这样一句话：近三

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是越来

越重口味。麻辣烫、水煮牛肉、辣子鸡

、小龙虾、香锅、烧烤、火锅......

不久前，《糖尿病杂志（Journal

of Diabetes）》发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

中国论文，这篇论文利用史上最大研究

样本——2亿多中国人——绘制了首张

中国饮食习惯与代谢病地图。

这项由中国工程院宁光院士带领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团队完成的研

究，第一次大规模采用了互联网数据探

索了中国人的口味偏好和疾病之间的关

系，总纳入参与者数量超过2.13亿人。

1. 北京和东北爱烧烤，广东人更爱

油炸！

研究显示，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群

喜欢的食物也有差异：油炸和烧烤类食

物是北京和东北及周边地区人群最爱。

海南南部地区的人也偏爱烧烤。广东虽

然比不上北京，但也显示了对油炸和烧

烤的爱。

过油——三高、肥胖、伤心脑

该研究发现，对油炸和烧烤的偏爱

可导致高BMI、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高

发生率，还和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异

常升高有关。研究人员认为，一方面可

能是油炸和烧烤食物都经过高温烹饪，

可能产生包括反式脂肪酸和晚期糖基化

终产物等，而这些物质已被证明可促进

代谢性疾病。另外，油炸和烧烤食物更

美味，为了追求口感容易吃太多，进一

步造成代谢性疾病的出现，比如三高、

肥胖、还会伤及心脑。

三高、肥胖：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营养科主任蔡红琳2009年5月14

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吃油

多，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热量高，容

易导致血液里胆固醇增加，加速血管变

窄，肯定不利人体健康！再加上肥胖一

来，过多的营养脂类、糖类滞留在体内

，时间一长就容易引发高血脂、高血糖

、高血压。

伤心血管：油脂摄入过多，除了造

成肥胖外还会导致血液中脂肪酸过多。

脂肪酸过剩时主要以甘油三酯形式贮存

，沉积在血管里造成动脉硬化，形成血

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柏

峰博士2016年9月21日在健康时报刊文

介绍，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烧烤等

多油脂、高胆固醇的食物。再

加上久坐不动，体内脂肪堆积

，三高无形中飙升。这样的生

活习惯，很可能导致脑梗塞、

脑出血、中风等脑血管疾病，

从而诱发血管性痴呆。

2. 北京天津，和沿海城市

最爱吃甜！

嗜甜人群集中在沿海地区

，北京和天津居民对甜食的喜

爱也较突出。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蔗糖

和果糖的摄入可能是代谢性疾

病的潜在病因之一。已经有很

多研究发现，甜食摄入量高与

糖尿病发病率升高以及空腹血

糖异常升高等有关系。

过甜——伤心脏、肥胖

2012年 2月，发表在国际

顶级学术刊物《Nature》杂志的

一篇题为《公共卫生：糖的毒

性真相》（Public health: The

toxic truth about sugar）的文章

指出：糖就像烟草和酒精一样

，而且糖的危害远在脂肪和卡

路里之上。

事实上，如果长期摄入高糖饮食，

可以从上到下毁全身：增加心脏病风险

、容易发胖、毁坏牙齿。

增加患心脏病风险：一项发表在

《营养学杂志》上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

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者发现

，儿童每周少喝1份含糖饮料就能改善

心脏健康状况，降低今后患上心脏病的

风险。儿童所喝的含糖饮料份数越多，

他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含量就越高。

容易肥胖：北京协和医院孕期营养

门诊韩东梅在2017年9月9日健康时报

女性版刊文指出，糖摄入过多，会增加

超重和肥胖的发生风险。糖可以转化成

脂肪，高糖饮食是直接造成糖尿病和心

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毁坏牙齿：2018年5月18日，在由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驻华办事处组织全国相关领域专家

编写的《中国儿童含糖饮料消费报告》

发布会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

与食品卫生系主任马冠生教授介绍，饮

用含糖饮料后，口腔里的细菌可以使糖

和食物残渣发酵形成牙菌斑。含糖的碳

酸饮料有一定酸度，长期饮用会酸蚀牙

齿，增加患龋齿风险。

3. 喜欢麻和辣的人群，以四川为首

！

喜辣偏好主要集中在以四川为中心

的地区，在华北和华中地区也有一些人

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夏天温度较高地方

对“辣”的爱好偏低。女性对辛辣食物

的偏好略高于男性；喜欢吃麻味食物的

地区也是以四川为中心，并广泛分布在

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

过麻过辣——伤肠、伤胃

辣椒味辛，性热，但是辣椒有强

烈的局部刺激作用，虽然口服能增进

食欲，但是不宜多食，过食可引起头

昏、眼干，口腔、腹部或肛门灼热，

疼痛，腹泻。还会诱发溃疡、伤及肠

胃，间接导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

2011 年 3 月 10 日健康时报新闻版

《人到中年少吃辣》一文中，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教授李蓉介绍，吃得太辣

不仅使循环血量剧增，心跳加快，心动

过速，也可能妨碍原有的心脑血管病及

肺内病变的康复。

另外，过辣会刺激胆囊，尤其慢

性胆囊炎、胆石症的人。对于慢性胰

腺炎的病人，贪辣容易使病情发作。

人到中年，咽炎、慢性气管炎、口腔

问题等，因辣椒素的刺激，更是使病

情迁延不愈。辣椒素的刺激，使胃肠

黏膜充血水肿，胃肠蠕动剧增，影响

消化功能的恢复。

重口味，已成为很多国人的饮食常

态！

臭豆腐、卤鸡蛋、宫保鸡丁、辣

子鸡、水煮牛肉……这些国人最爱的

“重口味”食物，往往是高盐、高油

、高糖、过辣的。而对于水煮青菜、

小葱拌豆腐、清蒸鱼等清淡食物，人

们往往嗤之以鼻。重口味，已成为了

中国人的饮食常态，几乎到了无辣不

欢，得猛下油、猛下调味料、猛下盐

的地步。

对于这种现象，作家梁文道无比遗

憾地说："今天的重口味，使得我们再

也无法好好地欣赏一碗素面，一砖豆腐

了。"

或许我们喜欢吃的并不是食材本身

，而仅仅是喜欢融进食材中的各种调料

罢了。

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三

减三健”的健康生活方式，即减盐、减

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

骨骼。这也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2016~2025)的重要内容，每一项跟慢病

防控息息相关。

减盐：每天别超6克

建议用定量盐勺，如果觉得口味不

好，不妨加醋、胡椒等来调味。另外，

购物时要有标签意识，比如午餐肉等，

看看里面的盐含量是多少，特别是钠含

量。

减油：每天别超30克

建议家庭用油要使用控油壶，把全

家每天应该食用的烹调油倒入控油壶，

炒菜用油均从控油壶中取用。烹调食物

时尽可能不用烹调油或用很少量烹调油

的方法，如蒸、煮、炖、焖、水滑熘、

拌、急火快炒等。

减糖：总淀粉摄入量要控制

很多人一说减糖，就想着不吃含

糖的食物，对甜味的食物能拒就拒。

其实我们所说的减糖，不仅仅包括通

常的单糖、双糖、果糖等，淀粉类食

物也要控制，比如米饭、面食等。因

为这些淀粉类的食物在肠道里也会分

解为单糖、双糖。而减糖的标准就是

吃进去的淀粉、糖等能量物质要与我

们每天消耗的能量平衡，要不然能量

在体内堆积就会转化成脂肪，从而增

加身体代谢负担。

你最爱的重口味里，藏着各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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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尤其是饮食文化差异

，常常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就像我无法理解皮蛋，为什么会

长期被外国人视为最恶心的中国食物

。

美食作家扶霞是被中国料理征服

的英国人。1992年，她初到香港，在

一家装修前卫的香港小馆里，与“一

切两半，搭配泡姜”佐餐的皮蛋相遇

。

这次相遇充满了惊吓。后来她在

《鱼翅与花椒》里用“恶心”形容当

时的感受。

这两瓣皮蛋好像在瞪着我，如同

闯入噩梦的魔鬼之眼，幽深黑暗，闪

着威胁的光。蛋白不白，是一种脏兮

兮、半透明的褐色；蛋黄不黄，是一

坨黑色的淤泥，周边一圈绿幽幽的灰

色，发了霉似的。整个皮蛋笼罩着一

种硫磺色的光晕。仅仅出于礼貌，我

夹起一块放在嘴里，那股恶臭立刻让

我无比恶心，根本无法下咽。

当我看到这里时，一方面为可爱

的扶霞感到抱歉；另一方面也在心里

嘀咕：这是皮蛋，皮蛋，很好吃的皮

蛋哎！

▍发明皮蛋的人，真是个天才

皮蛋，又叫松花蛋、变蛋。它是

用生石灰、食用碱、草木灰、红茶末

、水、盐等混合物，裹住鸭蛋，腌制

而成的蛋制品。除了涂泥法之外，还

有浸泡法——将鲜蛋浸入氢氧化钠溶

液和盐的混合溶液熟成，以及混合法

——先浸泡，后涂裹。

无论用哪种方法，一颗白润湿滑

的生蛋，到底为什么会变成变成黑峻

峻，富有弹性的变蛋？这其中的关隘

，就在于辅料混合生成的强碱性物质

透过蛋壳，使蛋白质凝固，并杀死导

致鲜蛋腐坏的各种细菌；同时部分蛋

白质发生降解，分解产物与金属离子

从蛋白质结晶出来，形成了一朵朵漂

亮的松花；红茶末增加风味；蛋白质

和卵磷脂分解生成硫化氢、动物脂肪

酸和有些刺鼻的氨味，产生出皮蛋特

有的风味。

在时间和化学的酝酿之中，一颗

普通的鸭蛋脱胎换骨，以一种极具创

新性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与时

下热门的分子料理异曲同工。每每想

到此，我就深深地被人类的智慧所折

服。到底是谁第一个

想出如此奇妙的办法

？可惜的是，皮蛋的

发明人已经不可考；

幸运的是，皮蛋的源

起，仍然有迹可循，

应 该 是 明 朝 一 种 叫

“混沌子”的食物。

据前《三联生活周刊

》主编朱伟在《考吃

》中的考据[1]：

至今能查找到的

皮蛋最早见诸文字的

记录，是 1504 年成书

的 《 竹 屿 山 房 杂 部

》——混沌子：取燃

炭灰一斗，石灰一升

，盐水调入，锅烹一

沸，俟温，苴于卵上

，五七日，黄白混为

一处。

▍一颗好皮蛋，是带

溏心的

一颗成熟的皮蛋

，蛋白可能是半透明

的青褐色、棕色，或

不透明的深褐色、透

明的黄色；蛋黄呈墨

绿色或绿色。蛋体有

光泽，有弹性，有漂

亮的松花纹。

最好的皮蛋，则应该是溏心皮蛋

。即最内层的蛋黄半融，呈流心状，

口感细腻绵软、醇厚多汁。至于哪里

的皮蛋最好，《考吃》中说，皮蛋与

咸鸭蛋一样，都是高邮为好。高邮做

皮蛋，除用石灰、松柏灰、豆秸灰、

盐外，还用红茶灰与桦菜，制成以后

蛋白透明，蛋黄色绿。康熙《高邮州

志》：皮蛋“入药料腌者，色如蜜腊

，纹如松叶，尤佳”。

除了高邮之外， 湖南益阳、江西

宜春的皮蛋也都颇有名声，谁也不服

谁。

镛记酒家的皮蛋酸姜。图片来源

：镛记酒家官网

在我心中，以下几种，是皮蛋最

好吃的吃法。

下饭神器擂辣椒皮蛋

皮蛋瘦肉粥

皮蛋豆腐

上汤豆苗里加点皮蛋

皮蛋酥，香港恒香饼家。图片来

源：恒香饼家

也许是因为蛋白质分解的原因，

皮蛋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鲜味，与素菜

搭配，可以起到增加荤腥的作用，加

之口感绵软，让人欲罢不能。

▍关于皮蛋的迷思：含铅量高？到底

能不能多吃？

传统的皮蛋制作方法，常用氧化

铅（也称“黄丹粉”）作为助剂来缩

短成熟时间，防止已经凝固的蛋白质

再次“液化”。因此皮蛋含铅量颇高

，也称为“铅丹皮蛋”。

2010 年，中国正式批准用硫酸铜

和硫酸锌的无铅工艺代替氧化铅。

2015年 12月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规定，

新生产的皮蛋含铅量必须在 0.5 毫克/

千克以下，与普通的鱼、肉、豆腐一

样。

但注意，这并不代表皮蛋里完全

不含铅。因为铅天然存在于环境中，

空气、水源中的铅都可能会残留在食

物上，所以人体摄入小量的铅，无可

避免。

所以能不能吃皮蛋？当然能；能

不能多吃？建议不要，做个杂食者，

做个克制的美食爱好者；去哪里买皮

蛋？去大超市买，最好不要买手工小

作坊自己做的。

至于如何避免摄入过多的铅。香港

食物安全中心给了以下几条建议[3]：

维持均衡饮食，以免因偏食几类

食物而摄入过量的铅。

蔬菜(特别是叶菜)在煮食前应彻底

用水浸洗，这可清除大部分在蔬菜表

面积聚的受铅污染泥尘

▍中国人这么爱的皮蛋，为啥外

国人会觉得恶心？

皮蛋，在国外有个昵称——“千

年蛋”（thousand-year-old egg）。从名

字上就看得出外国人对皮蛋的嫌弃。

丑不拉几、黏黏糊糊、气味怪异，美

食家哈洛德· 马基在经典的《食物与厨

艺》系列中，用了接近一页的笔墨来

介绍皮蛋，他是这样形容皮蛋的外观

的——惊人的衰老（startlingly decrepit

appearance）[4]。

人对自己不了解的食物，是很难

下得去口的，就像许多中国人看到奶

酪就要皱眉。觉得皮蛋恶心，和觉得

奶酪恶心，理由都是一样的。

但皮蛋和奶酪，都是看起来不怎

么样，闻起来更不怎么样，但吃起来

滋味无穷，越吃越香。

汪曾祺说：一个人口味要宽一点

，杂一点。每想到这句话，在面对不

熟悉的食物时，就会鼓励自己勇敢一

点。若对了胃口，就是打开新天地，

人生又找到一喜爱之物；若不对胃口

，也是赚到，又多了一种味觉体验，

值得开心。

皮蛋的美味，外国人不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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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55月月77日日，，華裔政壇新星華裔政壇新星JJ ClementJJ Clement率領的志願者團隊率領的志願者團隊、、WeCareWeCare基金會創始人基金會創始人Grace KangGrace Kang、、
Chinese American Civic ActionAllianceChinese American Civic ActionAlliance 代表及華裔高中生等捐贈口罩和醫護用品給代表及華裔高中生等捐贈口罩和醫護用品給 RichmondStateRichmondState
Supported Living CenterSupported Living Center。。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特別前往給張晶晶站台特別前往給張晶晶站台，，支持華裔義舉支持華裔義舉。。

20202020年年55月月44日中午十二時左右各路警察紛紛至日中午十二時左右各路警察紛紛至 「「友家友家」」餐廳領取餐廳領取 「「美南山東同鄉美南山東同鄉
會會」」對在對在 「「防疫防疫」」一線的警察的心意一線的警察的心意！！圖為圖為 「「友家友家」」負責人徐洪濱負責人徐洪濱（（左左 ））與警察與警察
Machael LeeMachael Lee合影及精彩的盒飯內容合影及精彩的盒飯內容。。

““快樂童年放飛希望快樂童年放飛希望””20202020盛夏晚會小小代言人盛夏晚會小小代言人、、20182018
中國國際少兒車模總冠軍陳永瀚參加中華兒童文化促進中國國際少兒車模總冠軍陳永瀚參加中華兒童文化促進
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主辦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主辦““跨洋攜手跨洋攜手，，共克時艱共克時艱””為海外為海外
華僑兒童捐贈抗疫物質活動華僑兒童捐贈抗疫物質活動。。陳永瀚積極向上陳永瀚積極向上，，刻苦勤刻苦勤
奮奮，，走秀走秀、、跳舞跳舞、、口才樣樣優秀口才樣樣優秀，，在哪裡都能看到他努在哪裡都能看到他努
力練習的身影力練習的身影，，在每個舞台上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在每個舞台上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致
，，從不讓人失望從不讓人失望，，在大家的眼中也是個踏實可靠的男孩在大家的眼中也是個踏實可靠的男孩
。。

20202020 年年 55 月月 22 日凌晨日凌晨 22 時時，，休斯敦市議員休斯敦市議員 Mike KnoxMike Knox 獨生子獨生子 JasonKnoxJasonKnox 在綠點區在綠點區
(Green Spoint)(Green Spoint)執行公務時遇難執行公務時遇難，，享年享年3535歲歲。。週五週五88日晚和日晚和99日上午日上午，，將在將在HoustonHouston
First Baptist ChurchFirst Baptist Church 74017401 katyFreewaykatyFreeway分別舉行告別儀式和葬禮兼表彰儀式分別舉行告別儀式和葬禮兼表彰儀式。。圖為圖為JaJa--
sonKnoxsonKnox20182018年作為飛行警察與民眾兒童打成一片的照片年作為飛行警察與民眾兒童打成一片的照片，，深入人心深入人心。。

20202020年年55月月11日日，，美國得州州長宣布得州開放美國得州州長宣布得州開放，，國家公園和州立公園也隨之開放給需要的人國家公園和州立公園也隨之開放給需要的人。。稀飯旅稀飯旅
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特別前往美國墨西哥灣拍鳥聖地高島行美國總代表李玟嫻特別前往美國墨西哥灣拍鳥聖地高島HighIslandHighIsland考察旅遊點考察旅遊點，，打卡熱點打卡熱點。。稀飯旅稀飯旅
行日本遊預售套餐早鳥預訂特別推出半價優惠行日本遊預售套餐早鳥預訂特別推出半價優惠++退改保障退改保障，，活動期間預訂活動期間預訂，，即可享受一年超長使用有即可享受一年超長使用有
效期效期，，提前提前2424小時皆可免費退改小時皆可免費退改！！重新打開受疫情影響的你的重新打開受疫情影響的你的20202020！！とてもとても良良いい！！點擊點擊tourscool.tourscool.
comcom獲取更多專屬特惠獲取更多專屬特惠..

20202020年年44月月2929日日，，離得州州長開放禁令只有兩天時間離得州州長開放禁令只有兩天時間，，世界名人網轉送兒促會教發委捐贈的醫用口罩給世界名人網轉送兒促會教發委捐贈的醫用口罩給
康樂兒科康樂兒科，，向堅持在戰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致敬向堅持在戰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致敬！！左起左起：：世界名人網世界財經主任世界名人網世界財經主任Kathy FanKathy Fan、、康樂兒科康樂兒科
負責人負責人、、美國衛理公會醫院糖城分院主任醫生於群陶醫生美國衛理公會醫院糖城分院主任醫生於群陶醫生、、LindaCaoLindaCao經理經理、、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
兒促會教發委寄來的兒促會教發委寄來的300300個一次性醫用口罩歷時個一次性醫用口罩歷時1616天帶著祖國人民的關愛之情如期而至天帶著祖國人民的關愛之情如期而至。。

20202020年年55月月22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1010點點，，天高雲清天高雲清，，春光明春光明
媚媚，，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HBUHBU聲樂教授聲樂教授Summer SongSummer Song來來
到德國小鎮到德國小鎮RoundTopRoundTop著名音樂廳著名音樂廳Henkel HallHenkel Hall低吟一曲低吟一曲
Summer Song of NutureSummer Song of Nuture，，與大自然青青草地為伍與大自然青青草地為伍，，伴長伴長
角牛角牛LonghornLonghorn悠然自得消磨週末時光悠然自得消磨週末時光。。

新冠疫情漸趨穩定新冠疫情漸趨穩定，，大休斯敦地區大休斯敦地區44月月、、55月連續多次普降月連續多次普降11--11..55英寸小雞蛋大的冰英寸小雞蛋大的冰
雹和暴風雨雹和暴風雨，，KatyKaty、、CypresCypres、、TomballTomball、、WoodlandsWoodlands及糖城等周邊地區的業主和居民及糖城等周邊地區的業主和居民
普遍受災普遍受災。。 20202020年年55月月55日日，，HLZHLZ屋頂專家亞裔代表屋頂專家亞裔代表Annie XiaoAnnie Xiao連線記者呼籲受災連線記者呼籲受災
民眾趁惡劣天氣空檔即使檢修屋頂民眾趁惡劣天氣空檔即使檢修屋頂，，HLZHLZ有著有著2020多年經驗的屋頂專家們特別為受災多年經驗的屋頂專家們特別為受災
商戶和民眾提供免費檢驗服務的熱線是商戶和民眾提供免費檢驗服務的熱線是281281..745745..1098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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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君44年
心不變 歌迷自費租會址

鄧麗
君逝
世2
5年

君迷
砌赤
柱舊
居模
型懷
念

鄧麗君不幸於
1995 年 5月

8日在泰國清邁逝世，由次年開
始，每年的5月8日均有各地粉絲為紀

念她舉行各式活動，以此懷念、憑弔這位真
善美的一代傳奇。正值逝世25年之際，鄧麗君香
港歌迷會為紀念她，用模型搭建出她的赤柱舊居，
屋內的一桌一椅，甚至她的畫像，都躍然小屋之
中，不由讓人感受到她似乎仍在身邊。

世界各地皆有鄧麗君的歌迷會，而唯獨香港歌
迷會，是由鄧麗君親自建立起來的，領頭的幾位都
曾與她共事，對她昔日生活瞭若指掌。據說，原先
歌迷們為這個會取名為“青春玉女鄧麗君歌迷
會”，此名字遭到了鄧麗君的反對，她說：“那我
老了以後豈不是要叫‘青春玉婆’嗎？”遂將名稱

簡 潔 地
改為“鄧麗君

香港歌迷會”，一
建便維持了44年。
資深DJ車淑梅稱與鄧麗君

的淵源可追溯到她還是個剛出爐的小
主持那陣子，這一結識便是幾十年的友

誼，目前，她是鄧麗君香港歌迷會的永久榮譽顧
問。車淑梅說：“她是完全沒有架子的人，雖然她
是巨星，但是我從來沒有這樣看待過她。因為和她
相處實在是太舒服了。她走了這麼多年，這些歌迷
對她的愛沒有變過，甚至自費租下這個地方作為會
址，所有的會員都很樂意為她做這些事。”

鄧麗君“出巡”搭地鐵
車淑梅回憶起鄧麗君的許多趣事，其中以“妄

想”搭地鐵最為印象深刻：“那時候她剛剛在唱片
公司開完會，突然提出想搭一次地鐵，我相信她是
真的很想去體驗一次。”當時的經理人考慮再三，
決定讓鄧麗君“搭一個站”，從金鐘到尖沙咀，
“她當時非常開心。”

當年與鄧麗君共事的資深歌迷阿鄧便是陪同鄧
麗君搭這一站地鐵的其中一人，她回憶道：“當時
她挨着玻璃坐，對面的人都在竊竊私語，‘那個是
不是鄧麗君呢？’”阿鄧仍記得鄧麗君彼時總是淡
妝輕抹，就算是當天“地鐵出巡”甚至連帽子都沒
有戴。

歌迷會張會長昔日是鄧麗君的助理，她對鄧麗
君的音容笑貌仍不能忘懷，每年到了五月，都為其
舉行紀念活動。有“昆明鄧麗君”之稱的歌手袁明
清說：“每年都會舉辦紀念鄧麗君小姐的演唱會”
她自己也因歌聲與鄧麗君十分相似，作為“歌手
團”為演唱會做表演，“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一
切都停擺了，但是我們之後計劃籌備在網上的演唱
會。”

歌迷會45周年將辦慈善活動
車淑梅覺得她的生命雖然短暫，但是她帶來的

真善美，像個天使一樣，一直存在。張會長提出鄧
麗君從前的一首粵語歌《漫步人生路》，很適合目
前為香港人加油打氣，渡過難關，袁明清說：“人
生的道路有起有伏，會經歷高潮和低谷，要用平常
的心去積極面對它，這是這首歌帶出來的意義。”

今年的紀念活動成了一件憾事，但歌迷會仍然
打起精神籌備明年的活動，車淑梅說：“明年剛剛

好就是香港歌迷會成立45周年，我們決定要做一
個慈善的事情，這次是決定要去清邁，到她過世的
那家酒店，做一個參觀活動。”

張會長說道：“本來那個房間是不給人住的，
但是有一年我提前了半年去訂，酒店便答應了讓我
們入住，像是與她相伴，感覺是很奇妙的。”

鄧麗君駕鶴仙遊25年了，想起她，心裡仍是
那一句，“任時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與“舞
蹈”結下不解緣的郭富城，眼見同業在新冠
肺炎疫情的打擊下，收入受到嚴重影響，決
定伸出援手定於明5月9日舉行一場全球網
上直播“郭富城鼓舞．動起來網上慈善演唱
會”，為專業舞蹈員及電影幕後基層工作
者，籌募一些抗疫經費，以作支援，城城非
常有心，特地拍攝一段講話，除了預告今次
演出，並且為全球人類打氣，為香港打氣，
屆時融合音樂與舞蹈給大家發放正能量。

“歌神”許冠傑（Sam）早前成功舉辦

線上音樂會為港人打氣及支援一班並肩作戰
多年的手足，另方面是想拋磚引玉，果然城
城受到Sam的啟發“接棒”搞抗疫秀，“歌
神”Sam和“天王”城城兩人共同理念皆是
盡綿力幫同業解困及打氣，故此，Sam對城
城這次網上演唱會予以無限量支持，更發聲
全力撐城城，屆時一定留在家中欣賞，並預
祝演出成功！Sam謂：“上個月我做完網上
演唱會之後，好開心城城接力為香港打氣，
並在疫情下為舞蹈員及電影界基層紓困。本
周六我一定會留在家中，欣賞城城的精彩演
出，在此預祝城城網上演唱會成功！”

助舞蹈員及電影工作者籌經費
城城更拍下一段講話，給大家打氣，兼

且為這次演唱會“倒數”時間，他表示：
“在過去的數月裡，我相信全球民眾都在面
對世紀疫情，而這疫症引發好多問題，包括
失業高企（處於高位），店舖倒閉，市面蕭
條，當我見到這情況，內心也很難過。而政
府紓困措施未能夠惠及我現在身處的娛樂
圈，在演藝界有很多朋友未能受惠，包括有
和我並肩作戰多年的舞蹈員和電影幕後工作
者，好多都處於失業困境，所以我希望自己
能出一點綿力，用我個人慈善基金去舉行一
個網上慈善演唱會，協助他們籌募抗疫的經

費，一解燃眉之急，亦希望在演唱會上可以
發放一些我自己音樂的正能量，我希望疫情
能早日過去，希望大家可以重回正常生活。
今次慈善演唱會將於5月9日5時全球網上直
播，到時候我會與我的舞蹈團隊一齊為大家
傾力表演1小時，為全球人類打氣，為香港
打氣。”

今次演唱會是以“郭富城國際關愛慈善
基金”聯同“健康．旦”一起舉辦，是次全
數善款將不扣除任何開支，透過“郭富城國
際關愛慈善基金”分配予各個合資格的專業
舞蹈員及電影業界基層工作者。

細數演藝界幾十年，可能沒有幾個人像鄧麗君一樣如此襯得上“雋永”這兩個字，逝世

25年，她的傳奇仍在人間。鄧麗君作為一代歌后，她的曠世風華不必贅述，她甜美純淨的歌

聲在全球華人中唱響，至今仍餘音繞樑。成立了44年的“鄧麗君香港歌迷會”自偶像離去

後一直維持每年舉行紀念活動。會員都很樂意為

她做所有事，更自費租地方作為會址方便

搞紀念活動，這種人情味很難得。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美國天后麥當娜（Ma-
donna）曾透露自己新冠抗體測試呈陽性，6日她親身證
實了她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一事，推測是個多月前巡演時
感染上的。

麥當娜6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篇稱讚她為開發
COVID-19疫苗捐錢的評論文章，並在配文中說明了她
感染新冠的過程。麥當娜寫道：“非常感激我可以參與
支持Covid -19疫苗的開發研究！現在的我沒生病。”她
又透露自己在個多月前巡演時不幸“中招”，一度以為
是普通的嚴重流感，“一個人的抗體測試呈陽性時，就
意味着你感染了這種病毒，就像在七周前我的巴黎巡回
演唱會結束時，我和當場的其他藝人一樣，顯然都感染
了這種病毒。我們只是以為得了非常嚴重的流感。感謝
上帝，我們現在很健康，身體無恙。希望我們的馬後炮
不算太遲！知識就是力量！”

麥
當
娜
曾
感
染
新
冠
誤
當
普
通
流
感

郭富城明“接棒”搞抗疫秀

許冠傑力撐：一定留在家欣賞

■■城城希城城希
望透過演望透過演
唱會發放唱會發放
音樂正能音樂正能
量量。。

■■麥當娜透露自己麥當娜透露自己
在巡演時不幸在巡演時不幸““中中
招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許冠傑早前成功舉辦線上音樂會為港人打
氣。 資料圖片

■右起：車淑梅、張會長及阿
鄧展示鄧麗君舊照。

■■鄧麗君赤柱舊居鄧麗君赤柱舊居
已拆除已拆除，，靠模型還靠模型還
原昔日面貌原昔日面貌。。

■■鄧麗君舊居中的茶具收藏鄧麗君舊居中的茶具收藏。。

■■鄧麗君甜鄧麗君甜
美純淨的歌美純淨的歌
聲在全球華聲在全球華
人中唱響人中唱響，，
至今仍餘音至今仍餘音
繞樑繞樑。。

2020年5月8日（星期五）■責任編輯：于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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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4 5 6 7 8 9 10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華人故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華人故事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5/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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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早上8：30首播，晚上22:30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 節目截圖

《檔案》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檔案, 系檔紀實欄目, 由一個特定嘅, 極具個性化的講述者 (主持人) 
現場講述和展示為基本形態, 節目形式以案件和事件現場實錄回放為
線索,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等; 其內涵
深外延廣。 節目貼近百姓生活, 緊跟時代脈搏, 展現人生百態, 透視
社會萬象。 
以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力同 "新奇特" 角度探索世界, 找尋曾經嘅真
實所在同鮮為人知嘅事實真相。 
本期節目主題: 熱血鑄忠誠 解放軍首次超音速擊落敵機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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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上響噹噹的名字，是許多
文學愛好者追逐的人物。 

她是華府作協的驕傲，是
我們的旗幟，是我們所有會
員的榜樣和向心的力量。 

她是我們的資深會員，是
我們寫作工坊的十幾年的老
師，是我們幹事會最倚重的
支持，是我們最平易近人的
忘年之友。 

她的離去，是我們華府
作協巨大的損失，是華府作
協難以承受的心痛與哀傷！ 

她是幹事會最經常相處的
老作家之一，是寫作工 

坊年年拜請任教的固定老 

！ 
        

 
 華府作協幹事會敬上 

        2020 年 5 月 2 日 

師。多年來幹事會定期前
去探望。今年 2 月還去拜 
訪，幫她收拾新出版的精
選集。工坊學員年年和她
歡聚， 

去年的結業典禮師生們
更是圍繞在她的身邊舉
行。如今音容笑貌仍歷歷
在目，她卻已駕鶴西去，
大家震驚又震驚，心痛不
已！ 

聖誕節前幹事會拜訪過 
的幾位老作家，其中兩位
一是劉大白之女劉緣子、
另一便是華府作協的旗幟
於梨華。沒想到才幾個月
過去，她倆在一個月之內 

先後離去。另還有兩位資
深會員也於近期因病辭
世。2020 之春，註定是華
府作協最深切的傷痛！ 

幹事會計劃將出【文繫
中華特刊】，專事予以紀
念。在此特別徵稿，敬請
會員寫下悼念詩詞或紀念
文章。字數須控制在 2000
以內。可以電郵本會（回
覆此 Email 即可）。 

【文繫中華特刊】截稿
日期：5 月 15 日。此後所
有的紀念文字無論何時賜
稿，仍均錄用，將刊於
【華府作協專欄】之中。 

 

 
 
 
 
 
 
 
 
 
 
。席間，相見歡，談笑風生。於老師當天身穿一
件大紅上衣，興致勃勃，大家還商量籌劃慶祝老
師的 88歲生日。龔則韞老師立馬提醒大家，“88
歲被稱為'米壽'，傳統的壽稱之一，是八十八歲
的雅稱。因'米'字拆開，其上下各是八，中間是
十，可讀作八十八。”我和於老師生日只差一
天，滿心期待，隨即附和。與‘文人墨客’聯歡
美食，不亦樂乎！性格豪邁的於梨華老師，「典
型的射手座」。只聽老師一貫爽朗的笑聲，雙手
擺動，連聲說，“不用啊，不用啊！”這時，大
家又出謀劃策，“那就等到老師 90再大慶吧！” 

今日得知，去年一別成永別！黯然神傷…… 
 
記得第一次近距離見到於梨華老師還是在

2011 年 9 月。同事告知揚名文壇的於老師將在位 
於馬州洛城的華
府‘世界書局’
和讀者分享她的
“ 寫 作 心 路 歷
程”。於老師大
名在外，我自然
慕名而去。她被
譽為留學生文學
的“領頭雁”、 

（上圖）於梨華老師與作者高霞                                
（上圖）2019 年 7 月 21 日,在於梨華老師馬州蓋城公寓與華

府作協工坊班師生合影 

“鼻祖”。她是一位多產，高產的作家。從60年
代開始，前後寫了30多本長篇、中篇和短篇小說
和散文集，並且翻譯中譯英，英譯中幾部作品。
同時在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Albany) 分校講
授中國文學課程 25 年，一生寫下 800 多萬字。 

身材嬌小玲瓏，當年 80 歲的她精力充沛，豪
爽幹練，不愧為女中豪傑。提到“成功”三要
素，她強調自身的才華，契而不捨的努力以及機
遇提攜不可缺。她把寫作看成一生最快樂的事
業。她豪爽的言談舉止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她的作品主要取材於留
美學人的生活，代表作長
篇小說《又見棕櫚，又見
棕櫚》，展示了早期第一
代移民，被其稱為“無根
的一代”內心的迷惘和孤
寂，成為留學生文學之濫
觴。座談會之後，於老師
簽名售書。我趕緊買下一
本，請老師簽名以收藏。
《世界日報》記者不知何
時抓拍了這張照片。幾天
後，在辦公桌上我就驚喜
地發現同事留下的這份剪
報。 

從第一次見面到最後一次見面， 2016，
2017，2018 三年期間也有幸聽過幾次老師的授課
和演講，目睹老師氣質風度和文學才華，領略其
八十多載豐富人生閱歷展現出來的感性、理性和
淡定、睿智，又充滿活力，親和力。每次我們都
拍照合影，留下美好記憶，終生難忘。回到家，
還曾寫下《小說的方塊舞》--- 記於梨華、古華
演講記要；以及課後感，跨越半個世紀的
《變》。 

尋---別---歸 

歸去來兮 

一棵 挺拔高大美麗的棕櫚樹 

一個 嬌小玲瓏別緻的人 

有大海 一樣豪爽開朗的胸懷 

有細膩 柔情 機敏的情懷 

在相見，離去與道別之間 

在人間---彼岸---此岸 

在天堂--- 夢回青河 

安息 

（下圖）2018 年 7 月 1 日，於梨華老師在馬州洛城

Ingleside at King Farm 與華府作協工坊班學員合影 

 
 
 
 
 
 
 
 
 

***於梨華(1931.11.28～2020.05.01)，美籍華裔作家，著

名的社會活動家，文藝工作者。原籍浙江寧波，生於上

海。抗日戰爭時期隨家遷居福建、湖南、四川等地。 1949

年赴台灣，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後轉入歷史系。1953 年

畢業後進入美國加州大學新聞系，1956 年獲碩士學位。同

年夏，得米高梅公司在該校設立的文藝獎(Samuel Goldwgn 

Creative Writing Award)第一名，得獎的短篇小說《揚子

江頭幾多愁》(Sorrow at the End of the Yangtze River)

翌年發表於校內雜誌 Uclan 上。1956 年結婚，以後的六年

忙於家庭、孩子，並以餘暇從事寫作。1962 年攜三個幼小

子女及第一個長篇小說稿《夢回青河》回台探看雙親，逗

留一年。965 年起在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講授中國文

學課程，1977年任該校中文研究部主任。2020年 5月 1日，

於梨華在華府離世，享年 89 歲。 

“在於梨華五十載的創作歷程中，有一條線索始終貫

穿：展現海外華人移民的生存狀態、情感鄉愁和文化性

格，在對中華文化的追尋中提升民族形象，對比優劣得

失，致力於中西文化的交流，探索中西文化融通的途

徑。” 

“寫作，對於於梨華來說，包含著複雜豐富的意義：

是證明自身價值的信心源泉，是超越繁雜日常生活的精神

樂園，是生命故事、往昔回憶和生命感悟的文字代言。” 

2020 年 5 月 2 日 

 

 

 

 

 

 

 
       
 

(上圖)2017 年 4 月 29 日 華府作協在馬州蓋城僑教中心舉

辦於梨華老師、古華老師演講，韓秀老師主持 

作者：賈明文 
 

第一次見到於梨華老師，在工坊課堂上聆

聽了她的教學。於老師給我的感覺是大方、幹

練、和坦率。也是從那天起，於老師走進了我

的生活。 

於老師雖已年近九十，她的精氣神一點都

沒變，唯有聽力開始衰退，和她交談時要提高

嗓門。每回去探望她時，我會帶些自己做的健

康菜餚和於老師分享，無論是春光明媚、夏日

炎炎、楓紅的秋天、還是瑞雪紛飛的冬季，我

們常坐在書桌邊聊天，她常提到她的先生，望

著外面綠草如茵的大花園，眼睛閃著懷念說：

「這是他挑選的住處，這大間的書桌是留給我

寫作用的。」我永遠都是一名聆聽者。深怕打

斷她的思维。我彷彿看見那種如冬日陽光的幸 

七絕•悼於梨華 
作者：雷厲風行 

 

偷閒啟灑留學淚， 

又見棕櫚繫楚雲。 

似夢青河昨夜裡， 

為何今日走功勳？ 
 

《七絕》 
驚悉於梨華老師仙逝 

作者：山人 
 

苦雨陰霾春意遲 

鳴呼噩耗失吾師 

相思頓作傾盆淚 

洗淨門前棕櫚枝 

“獲悉於梨華老師昨日辭世，如今
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她卻已駕鶴西
去，震驚又震驚！心痛又心痛！心酸
不已！”今日一早看到華府華文作家
協會會長陳小青的留言。三個大大的
驚嘆號，醒目，痛心，失語。 

於梨華生前是華府作協寫作工坊的
老師。最後一次見到老師是 2019 年 7
月 21 日，在老師位於馬里蘭州蓋城的
老年寓所。工坊班歷屆師生一行 12 人
帶著自己烹飪的各式美味佳餚去拜訪
於老師，同時舉辦 2018-2019 結業典
禮。大家圍繞在她身邊，輪流拿起話
筒，分享各自從老師處所獲學習心得 

作者：高霞 

 

2020 之春，註定將以
最沉重的方式留在華府作
協的史冊內、留在所有會
員的記憶中。 

幹事會以最悲傷最不捨
的心情告知大家，《又見 
棕櫚，又見棕櫚》的作
者、我們華府作協的於梨
華老師，近日因病永遠離
開了我們。 
一生創作 800 多萬字，她
是留學生文學的鼻祖，是
文壇巨擘，是多少年來文 

福感，溫暖的映在她的臉上。

雖然這些話和那種對於美好過

往的回憶已經聽了一遍又一

遍，但依舊打動我，讓我體會

人老了老伴走了的那種寂寞和

失落。 

步履不再輕快，言談之

間，有時會走神，有時也會累 

上圖：於梨華老師於莊園  ，小恬片刻。但是只要我去， 

（中）與現任會長陳小青  她的精神就來了。她那種盼望 

及作者合影             和期待，使我一次又一次的走 

近莊園。 

她認為用真情書寫的東西才精彩。她寫自己

的經歷、耳聞目睹的身邊事。她在不同時代寫出

的作品，都是經過安排和剪裁的身邊人和發生的

事。她個人的閱歷與領悟透過作品，讓讀者反省

與思考。這些都讓我受益匪淺。 

一篇於老師的散文《書桌》裡面的種種描述

歷歷在目。她現在的這張大圓桌子，擺滿了各式 

各樣的書、有台灣作家新出版的書與雜誌、

朋友影印的文章、老友的信件、四代同堂的

各種相片、出版社的資料、正在翻閱的《台

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妳能想像她每天的閱讀量嗎？現在年紀

大了，她創作的時間也逐漸減少，由於寂

寞，她常要照顧她的阿姨給我打電話。她就

像小孩兒拿到糖果一般的開心。兩年前，台

灣詩人、評論家和編輯家《創世紀》創辦人

瘂弦，在給於老師的親筆信中，提到 2018年

為於老師重新出版《於梨華精選集 在離去與

道別之間》所寫的推薦。 

信中說：『我們都老了，中國人很聰

明，在「老」字前加一個「養」字，成為養

老。是啊！老一定得養，養得早，養得好，

可以活一百歲，那麼，梨華姐，我們向人瑞

進軍吧！妳的小說絕對可以傳世，妳是完成

了的作家，妳該寫的作品都寫出來了，妳對

得起妳的時代！』 

 

彼此之間仍然還繼續着這些多年的友誼和

交流，親筆書寫的筆跡，還是那麼工整。 

老師把自己這些年的稿酬，為自己的家鄉

喜愛寫作的青年作些供獻是她最大的心願 

 

。幾年前於梨華老師由子女和弟弟陪同，回到

她的老家寧波。在寧波設立於梨華文學獎「青

年文學之星」。 

我和於梨華老師在書桌邊邂逅，如今，她

居住的莊園，已没有了她的身影。她的聲音依

舊在我耳邊迴旋，音容宛在。明文，再來啊！

我當然希望再次造訪，可是，您呢？ 
 

明文寫於 

5/4/2020 午夜 
 

 

右 圖 ： 於 梨 華 老 師

（中）與前作協會長

金慶松，現任會長陳

小青及作者合影 

每天中午還有當天製作
新鮮日式便當

深海魚類    豆製品   新鮮蔬菜
日本綠茶    優質米麵    日本名酒

風味小吃    日產電飯鍋    護膚及日化品

https://www.maruichiusa.com | maruichi.usa@gmail.com

提供當地宅配服務
訂貨電話 

301.545.0101

10am-7pm( 週二休息 )
週日 11am-7pm 

MARUICHI 丸一超市提供最優質
的日本特色商品及食材
日本知名的每天必吃的

長壽食物在這裡都能找到

1047 Rockville Pike
Rockville, MD 20852 ( 二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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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首創 
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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