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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酒樓服務一流中美酒樓服務一流﹐﹐疫情期間不打烊疫情期間不打烊 !!

母親節推出超值套餐母親節推出超值套餐（（堂吃或外賣堂吃或外賣 ）﹕）﹕

北京鴨北京鴨 $$2424..9595 玉子豆腐玉子豆腐 $$1010..9595

鹹魚煎肉鹹魚煎肉 $$99..9595 滑蛋蝦仁滑蛋蝦仁 $$77..9595

南瓜芋頭炆臘味南瓜芋頭炆臘味 $$99..9595 菜膽靈芝菇菜膽靈芝菇 $$99..9595

芹菜什菇炒臘味芹菜什菇炒臘味 $$99..9595 豉椒或白灼桂花腸豉椒或白灼桂花腸 $$88..9595

節瓜粉絲蝦米煲節瓜粉絲蝦米煲 $$66..9595

特別推薦特別推薦﹕﹕幹逼軟殼蟹幹逼軟殼蟹﹑﹑西汁蝦球西汁蝦球﹑﹑羊腩煲羊腩煲

金針雲耳蒸雞金針雲耳蒸雞﹑﹑釀三寶釀三寶

地址地址﹕﹕ 11317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77099

電話電話﹕﹕ 281281--498498--1280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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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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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歐巴馬批川普防疫是「完全混亂的災難」

不甩州長命令﹐奧斯丁將居家令延長至5月底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8日周五大力批評美國對冠狀病毒大流行
的反應是一場「完全混亂的災難」﹒他表示
﹐這是為什麼即將舉行的選舉至關重要的
原因﹒
歐巴馬在與歐巴馬校友會成員進行了 30
分鐘左右的通話﹐這些人都是過去歐巴馬
政府的一些成員﹐從錄音中可聽到歐巴馬
表示﹐這次選舉不會以個人或一個政黨為
目標﹒
「我們現在在對抗的是一種長期的趨勢﹐這

種自私﹑氏族的﹑分
裂且敵對的趨勢﹒
這已經變成了美國
人生活中的一種很
強的衝動﹒順帶一
提﹐可說整個國際
目前都是如此﹒」歐
巴馬說道﹐並繼續
表示﹕「這也是為什
麼對於全球危機的應變能力變得這麼缺乏
和參差不齊﹒即使有最好的政府也還是會

很糟糕﹒這是一
場完全混亂的災
難﹐特別是當我們
的政府一直用這
種心態施政﹕區分
『對我有什麼用』﹑
『與他人共享』﹒」
歐巴馬鼓勵這些
前部屬﹐加強支持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曾在歐巴馬政府時期
擔任副總統的拜登﹒雅虎（Yahoo）掌握了

對話的音頻﹐但歐巴馬發言人並未做出表
示﹒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
versity）稱﹐自從四個月前宣布第一個確診
病例以來﹐已經進行了 840 萬次針對新冠
病毒的測試﹒截至週六上午﹐已經有近
130萬例病例﹒超過77,000名美國人死亡﹐
而近200,000名已康復﹒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
隨著各處重啟消息紛傳﹐德州
奧斯丁(Austin)與柴維斯(Tra-
vis)郡紛紛宣布將本該於 8 日
到期的居家令延長﹐奧斯丁延
至 5 月底﹑柴維斯郡延至 6 月
15日﹒
5月1日﹐德州的零售商店﹑餐
館﹑購物中心﹑電影院和博物館被允許在有
限制的情況下重新開放﹒一周後的5月8

日﹐州長艾伯特又批
准美髮沙龍﹑美甲沙
龍等生意也可以有限
度地下再次開放﹒
奧斯汀與柴維斯郡的
居家令原定於 5 月 8
日到期﹐但奧斯汀市
長 史 蒂 夫·阿 德 勒

(Steve Adler) ﹑和柴維斯郡長莎拉·埃克哈
特（Sarah Eckhardt）8日在線上記者會上表

示﹐奧斯汀市居家令將延長至5月底﹐柴維
斯郡延長至6月15日﹒阿德勒說﹐這項命
令鼓勵每個人都留在家裡﹐並儘可能地進
行社交疏遠﹒
阿德勒表示﹐這個命令「是我們最好的機會
」﹐將避免新冠疫情再次延燒﹒阿德勒市長
說﹕「目前﹐這種病毒與一個月前一樣具有
傳染性﹐並且傳播迅速﹒」「每個人都應該盡
最大可能地盡量減少身體互動﹐我們之後
才有辦法增加商業和社交互動﹒」

「我們必須堅持到底」郡長埃克哈特說﹐
「即使我們正在冒險﹐我們也必須繼續限制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我們的生活或其他人
的生活都取決於此﹒我們已經看到住院率
再次開始上升﹒每天都要問自己今天有什
麼必要的事要做﹖我和誰接觸了﹖我如何
保證別人的安全﹖」
截至 5 月 8 日﹐奧斯丁地區已確出現 2000
多例新冠肺炎病例﹒

白宮預測這9個州將率先做到經濟復甦﹑而這9州最慢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新冠疫情大流
行使得美國經濟陷入寒冬﹐但白宮兩位保
守派經濟學者表示﹐假如各州能設定積極
縝密的規劃重啟時程﹐那麼經濟下滑大約
到夏天結束前就能減緩﹒
在本週發布的一份分析報告中﹐川普政府
經濟復甦特別工作組成員拉弗(Art Laffer)
和摩爾(Stephen Moore)均認為﹐上個月﹐儘
管經濟陷入癱瘓﹐但股票仍在上漲﹐是自
1987 年以來最佳月度漲幅﹒金價上漲和
金融市場對危機的抵禦能力雖然顯示經濟
嚴重衰退﹐但極有可能快速反彈﹒

他們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有了正確的政策
規定﹐各州迅速開放﹐我們今年夏天將出現
非常急劇的緊縮﹐失業率極高﹐隨後六個月
內將出現強勁的復甦﹒」
文內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以下九個州將引
領美國的經濟復甦﹕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
州﹑佛羅裏達州﹑喬治亞州﹑內布拉斯加州﹑
內華達州﹑南卡羅來納州﹑猶他州和華盛頓
州﹒
川普政府上周宣布了一些關鍵方針之後﹐
幾個州開始重新開放﹒在取消居家令之前
﹐各州應該滿足一些關鍵措施﹐包括新冠病

例染病人數在 14 天呈現下降趨勢﹒公共
衛生官員警告說﹐過早重新開放可能會引
發該病毒爆發﹑死亡率死灰復燃﹒
「除非我們控制了該病毒﹐否則從經濟上講
﹐真正的復甦將不會發生」美國權威傳染病
專家安東尼·福西（Anthony Fauci）博士在
ABC的「早安美國」上接受採訪時說表示﹒
喬治雅州﹑田納西州和南卡羅來納州是率
先重啟的幾個州之一﹐儘管目前尚不清楚
它們是否符合必要的標準﹒
經濟學家們還指出﹐這九個州將減緩復甦
速度﹐分別是﹕康乃狄克州﹐伊利諾伊州﹐密

西根州﹐新澤西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
州﹐羅德島州﹐德州﹐威斯康辛州和紐約﹒
他們指出﹐由於油價暴跌﹐德州將成為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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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政府在不到美國政府在不到3030天的時間內就天的時間內就
向納稅人發放了約向納稅人發放了約11..33億美元的經濟影響付款億美元的經濟影響付款。。美國國稅局美國國稅局（（IRSIRS
））預計將發送預計將發送11..55億多筆付款億多筆付款，，作為大規模冠狀病毒救援計劃的作為大規模冠狀病毒救援計劃的
一部分一部分。。該發行出現了一些困難該發行出現了一些困難，，包括不堪重負的網站包括不堪重負的網站，，已故納已故納
稅人的付款以及發送到無效帳戶的資金稅人的付款以及發送到無效帳戶的資金。。政府無法一次後勤地或政府無法一次後勤地或
實際地支付所有款項實際地支付所有款項，，因此它是分步進行的因此它是分步進行的。。對於那些直接在國對於那些直接在國
稅局存檔稅局存檔，，基於基於20192019年或年或20182018年納稅申報表的信息的人年納稅申報表的信息的人，，付款付款
將於將於44月月1010日開始日開始。。上週開始向不需要報稅的社會保障受益人上週開始向不需要報稅的社會保障受益人，，
鐵路退休人員和退伍軍人付款鐵路退休人員和退伍軍人付款；； 這些將持續到五月這些將持續到五月。。該組中的該組中的
個人將通過獲得其他收益個人將通過獲得其他收益（（直接存款或郵寄直接存款或郵寄））的相同方法獲得救的相同方法獲得救
濟濟。。

鼓勵其他不需要提交納稅申報表的人鼓勵其他不需要提交納稅申報表的人，，例如低收入者例如低收入者，，在在
IRSIRS網站上提交基本信息網站上提交基本信息。。沒有這些信息沒有這些信息，，政府將無法付款政府將無法付款。。符符
合條件但沒有直接存款信息的任何人都將收到一張支票合條件但沒有直接存款信息的任何人都將收到一張支票。。那些開那些開
始於四月下旬始於四月下旬，，但由於發行限制但由於發行限制，，此過程可能需要幾個月此過程可能需要幾個月。。按照按照
從最低收入到最高收入的順序對所有付款進行了優先排序從最低收入到最高收入的順序對所有付款進行了優先排序。。因此因此
，，首先請確保您符合付款條件首先請確保您符合付款條件。。如果您有資格如果您有資格，，請確保請確保IRSIRS擁有擁有
最新和必要的信息最新和必要的信息。。美國國稅局美國國稅局（（IRSIRS））在其網站上提供了在其網站上提供了““獲獲
取我的付款取我的付款””工具工具，，供人們添加直接存款信息或跟踪付款狀態供人們添加直接存款信息或跟踪付款狀態。。

500500美元的付款僅適用於合格的兒童美元的付款僅適用於合格的兒童，，通常是通常是1616歲以下的兒歲以下的兒
童童。。如果其他人可以聲稱他們是受撫養人如果其他人可以聲稱他們是受撫養人，，或者如果您的最新納或者如果您的最新納
稅申報單上沒有反映這些收入稅申報單上沒有反映這些收入。。如果是新生嬰兒如果是新生嬰兒，，您可能就無法您可能就無法

獲得付款獲得付款。。領取補充安全收入或退伍軍人事務領取補充安全收入或退伍軍人事務
部福利的人也不會自動獲得受撫養人的款項部福利的人也不會自動獲得受撫養人的款項。。
他們必須在將這些信息添加到他們必須在將這些信息添加到IRSIRS網站上才能網站上才能
獲得付款獲得付款。。如果您沒有收到您認為應得的全部如果您沒有收到您認為應得的全部
金額金額，，無論是兒童還是其他無論是兒童還是其他，，您都可以在您都可以在20202020
年的納稅申報表中索取額外的金額年的納稅申報表中索取額外的金額。。

如果關閉帳戶或不再使用該帳戶如果關閉帳戶或不再使用該帳戶，，銀行將銀行將
拒絕該存款並轉寄支票拒絕該存款並轉寄支票。。它會轉到您的納稅申它會轉到您的納稅申
報單上列出的地址報單上列出的地址，，或者轉到美國郵政服務處或者轉到美國郵政服務處
存檔的地址存檔的地址，，以最新的為準以最新的為準。。對於獲得退款預對於獲得退款預
期貸款期貸款，，退款預期支票或將退款加載到預付借退款預期支票或將退款加載到預付借
記卡上的人來說記卡上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普遍問題這是一個普遍問題。。在這些在這些
情況下情況下，，救濟金可能已定向到與產品關聯的真救濟金可能已定向到與產品關聯的真
實或虛擬帳戶實或虛擬帳戶。。但是同樣但是同樣，，如果該帳戶關閉或如果該帳戶關閉或
處於無效狀態處於無效狀態，，則該帳戶將被拒絕並寄出支票則該帳戶將被拒絕並寄出支票
。。美國國稅局美國國稅局（（IRSIRS））已更正了一個較早的在已更正了一個較早的在
線錯誤線錯誤，，該錯誤告訴用戶第二次將部分拒絕的該錯誤告訴用戶第二次將部分拒絕的
付款再次發送到同一帳戶付款再次發送到同一帳戶；； 是被郵寄是被郵寄。。

國稅局將在大約國稅局將在大約1515天后向納稅人發送一封天后向納稅人發送一封
信信，，告知他們如何付款以及如何報告問題告知他們如何付款以及如何報告問題。。線上有很多答案線上有很多答案，，並並
且會定期更新其網站且會定期更新其網站。。如果您仍然需要與真人交談如果您仍然需要與真人交談，，則必須等待則必須等待
。。由於大流行由於大流行，，美國國稅局無法為其電話線配備人員美國國稅局無法為其電話線配備人員。。員工從上員工從上

週才開始返回代理機構週才開始返回代理機構，，目前尚不清楚何時可以支援許多服務目前尚不清楚何時可以支援許多服務。。

政府是分步進行支付所有冠狀病毒經濟救濟金支票
您若沒有收到應得的金額 可以在2020年稅表中索取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場新冠肺炎，使平
日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的中國城，頓時清靜不少，
大家在這疫情時刻，除了時刻提高警覺注意病毒外
，還得注意 「饑寒起盜心」的人毒。本周五下午二
點半，大白天日正當中的時刻，一個黑人拿了個老
虎鉗踏入中國城惠康廣場的 「T-Mobile 」，一聲
喝斥 「不准動 」，就在全場的眾目睽睽之下，

「輕車熟路」的剪
斷該店架上的展示
手機的安全鎖，搶
走三隻手機後逃逸
。

該店的陳老闆
在記者詢問為何不
反抗時，他說：以
前也發生過數起，
也曾拿刀與之對抗

，都是吃虧的份，乾脆不反抗，保命重要 ! 該店的
位置，就在 「中國城警察局」的正前方，搶匪竟敢
如此囂張，太歲頭上動土，不得不引人注意 ! 尤其
此時多數商家還未正式解封之際，中國城比起平常
，似乎冷清不少，也給歹徒作案的大好時機，逃跑
方便 ? 也是僑胞必需更加警覺、小心的時刻 ！

在美國歷史上最嚴峻的就業形勢下失業率可能比報告的數字還糟在美國歷史上最嚴峻的就業形勢下失業率可能比報告的數字還糟
44月失業人數抹去了過去十年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全部新增就業數字月失業人數抹去了過去十年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全部新增就業數字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TrumpTrump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22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
TrumpTrump和美國未來和美國未來100100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1010萬台呼吸機萬台呼吸機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在美國歷史上最嚴峻的就業形勢下
，4月份美國雇主裁員2，050萬人，失業率升到高達先前水平三
倍多的14.7%。美國經濟因新冠疫情陷入停擺後，失業率已達到
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以來的最高水平。就在不久前的2月，失業
率還徘徊在3.5%的50年低點。 4月份的失業報告至少與經濟學
家所預測的一樣糟糕：根據對美國家庭的一項調查，由於近1600

萬人加入了失業人群，
失業率從 4.4％躍升至
14.7％。這是自1948年
調查開始以來記錄的最
高比率，也是最大的一
個月增長。但事實是，
真實的統計數據可能甚
至更糟。即使不是，他
們仍會傳達未來幾個月
令人沮喪的消息。 4月
失業人數幾乎抹去了過
去十年經濟增長所帶來
的全部新增就業，也顯
露了廣大群體面臨的就
業狀況不確定性。
勞工統計局的月度工作
報告包括兩組數字，一
組基於雇主的報告（機
構調查），另一組基於
與工人的訪談（家庭調
查）。機構數據較為嚴

峻，表明工作總數減少了2050萬，而家庭調查中則為2240萬。
無論哪種方式，結果都是創紀錄的，而且效果不佳。另外兩個首
創：工人與總人口的比率下降了8.7個百分點，是有記錄以來的
最大跌幅，降至51.3％，是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衡量工作或
積極尋找工作的人數的最重要的勞動力參與率降至60.2％，為47

年來的最低水平。
換句話說，將近五分之一的在職美國人可能會獲得失業救濟

。對家庭調查的答复人數比往年減少了（從83％下降到70％）
，因此它可能不像往常那樣準確。美國勞工統計局（BLS）機構
的調查顯示，這種流行病已經席捲了美國各行各業，每個部門都
報告了失業情況（某些大類零售商除外）。其中一些損失似乎是
短暫的，例如牙醫辦公室失去的50萬個工作崗位，一旦大流行
限制解除，這些崗位應該會反彈。

其他人只有在人們重新獲得對自己出門能力的信心而沒有感
染或傳播潛在致命疾病的風險時，才能盡快恢復活力。該類別包
括休閒和酒店業，其失業人數（770萬）接近50％，而藝術，娛
樂和休閒行業（130萬的就業機會）。其餘的工作損失反映了大
流行限制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以及我們陷入的更大衰退。隨著越
來越多的美國人重新站起來，消費者支出增加以及企業對未來變
得更加樂觀，它們的反彈速度將更加緩慢。其中包括零售商損失
的210萬個工作崗位，製造業損失的130萬個工作崗位，建築損
失的近100萬個工作，運輸和倉儲損失的584,000個工作以及批
發貿易損失的36.3萬個工作崗位。

川普總統對就業報告進行了更愉快的調整。據《華盛頓郵報
》的亞倫•布雷克（Aaron Blake）稱，特朗普週五早上說：“這
些工作都會回來，而且很快就會回來。” 但是弗曼整理了數字
，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東西：自大流行初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一
直在說，該國可以幫助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戰勝冠狀病
毒-不僅出於公共健康原因，而且出於心理原因。如今，這仍然
是個好建議，因為越來越多的加利福尼亞州和全國各地的企業開
始重新營業，以期希望客戶能夠並且會回來。

政府無法一次支付所有的冠狀病毒經濟救濟金支票款項政府無法一次支付所有的冠狀病毒經濟救濟金支票款項，， 它是分步進行的它是分步進行的。。

中國城惠康廣場黑人公開搶劫中國城惠康廣場黑人公開搶劫
T-MobileT-Mobile 被劫走三支手機被劫走三支手機

惠康廣場正前方惠康廣場正前方，， 「「T-MobileT-Mobile 」」 的正門口的正門口，，被搶劫次日同一時間被搶劫次日同一時間，，除了比平除了比平
常空曠常空曠，，還多了一名持槍守護的警察還多了一名持槍守護的警察。（。（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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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校聯會美南大專校聯會 20202020年牛仔節大遊行年牛仔節大遊行

馬車装璜馬車装璜:: 左起校聯會的副會長陳元華左起校聯會的副會長陳元華,,會長徐小玲會長徐小玲,,前理事長葉宏志前理事長葉宏志,,及及
退修組組長劉志忠退修組組長劉志忠

處長及夫人處長及夫人,, 楊副主任楊副主任,, 校聯會理事長校聯會理事長,,會長等合影會長等合影

和和 55KK 競跑的人合影競跑的人合影
上排左起上排左起:: 校聯會理事長鄧嘉陵校聯會理事長鄧嘉陵,, 副理事長許國麗副理事長許國麗,, 處長陳家彥及處長陳家彥及
夫人夫人,,校聯會會長徐小玲校聯會會長徐小玲,, 第一副會長劉美玲下排左起第一副會長劉美玲下排左起:: 經文處朋經文處朋

友友,,校聯會劉志忠校聯會劉志忠,, 陳元華陳元華,, 前理事長葉宏志前理事長葉宏志,,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

左起左起 :: 前理事長葉宏志前理事長葉宏志,,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處長陳家處長陳家
彥及夫人彥及夫人,,校聯會會長徐小玲校聯會會長徐小玲

左起左起:: 陳家彥夫人陳家彥夫人,David Gonzales,,David Gonzales,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
及女公子及女公子 Bonnie ChangBonnie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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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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隨著德州州
長宣布逐步開放，休斯頓的餐飲業
開始復甦，位於中國城著名的海鮮
專賣店 「Qmama海鮮屋」於4月30
重新開始營業，包括提供堂食和外
賣，喜歡海鮮的朋友們可以大塊朵
頤了，許多華裔朋友在家悶了許久
沒碰美食，這下可以過過癮啦。

「Qmama海鮮屋」有提供早點
、越南粉夢瑤、越南中部牛肉粉 、
越南牛腩麵包、還有各種活海鮮的
大特價，例如小龍蝦$4.99一磅、波
士 頓 龍 蝦 $15.99 一 磅 、 皇 帝 蟹
$39.99 一磅。

「Qmama海鮮屋」的東家表示
，休斯頓是福地，大家不用太擔心
，對抗疫情，首先要吃好一點，增
加免疫力。不要長時間在家屈住，
要開開心心，增強身體的抵抗力和
免疫力，小心一點就百毒不侵，相
信很快就雨過天青。祝大家都健健

康康、平平安安的，也感謝所有客
戶和好友一直以來的支持。

Qmama海鮮屋，被許多食客譽
為全休斯頓最棒的海鮮餐廳，食材
新鮮美味、環境空間乾淨寬敞，是
吃海鮮的首選之一。這裡供應生猛
活海鮮，凡是上門吃過的，沒有不

舉起大拇指稱讚，也成為休斯頓諸
多僑領、政商名流、與吃貨們的最
愛。

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游水海鮮
之前來Qmama海鮮屋，一進餐

廳，就可以見到大型的水族箱，粼
粼冒著水泡，養著來自全世界各地
的游水海鮮，顧客們可以在這裡選
擇各式活海鮮，像是帝王蟹、皇帝
蟹、大龍蝦、游水魚、老虎斑、東
星斑、象拔蚌、貝類，都是上等食
材，而且有多種吃法。食客們可以
自己先挑選喜歡的海鮮，然後決定
怎麼做，各種吃法一應具全。這裡
的大廚擅長粵菜，能做出各種變化
的菜色，色香味俱全，讓人食指大
動。

隨著新冠疫情爆發，餐廳關門

一小段時間，東家目前正積極聯絡
所有的海鮮來源，估計很快就會有
各式海鮮，讓食客們好好享用。
Qmama的海鮮每道菜都很精采，其
中，筆者的美食朋友推薦小龍蝦與

波士頓龍蝦。
有精美的宴會佈置，小中大各

種包廂
Qmama海鮮屋提供歡樂聚會的

場所，有舞台音響、大型宴會場所
、小中大各種包廂等，還有精美的
宴會佈置，無論是婚宴喜慶、各種
社團聚會、家人親友打牙祭等，都
能找到合適的場地。

上等食材大優惠

Qmama海鮮屋所有上等食材推
出大優惠，喜愛海鮮的民眾要把握
良機，來品嚐休斯頓最高檔、最鮮
的游水海鮮。這裡價格合理，份量
大，廚師手藝精彩，來Qmama海鮮
屋絕對是明智的好選擇!

Qmama海鮮屋位於百利大道，
電 話: 832-598-2911。 營 業 時 間:
11am - 11pm。地址: 118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QmamaQmama海鮮屋重新開始營業海鮮屋重新開始營業 嘗鮮啦嘗鮮啦!!!!
小龍蝦新鮮上市小龍蝦新鮮上市 海鮮食材優惠海鮮食材優惠 吃好增加免疫力吃好增加免疫力



BB66醫生專頁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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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BB77醫生專頁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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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統計我們所在社區的人口數量，以確定我們社區的財政撥款金額以及
議員代表的人數。
每人只需回答9個問題，您回復的內容受法律保護，僅適用於人口普查統計之目的。他人或政
府其它部門無權獲取
2010年人口普查後，因有些人沒有被統計在普查結果內，使我們失去了人均$10,000*的聯邦
撥款。每個人都應填寫2020年人口普查表，這樣在未來的10年我們才不會損失數以百萬的聯
邦資金！今年，讓我們一起參與人口統計，努力為我們的社區取得盡可能多的聯邦資金。
人口普查資助我們社區急需的重要專案---如當地學校專案、急救服務、食品配送和災難恢復
服務。
您在家裡可以通過登錄官網2020census.gov或撥打電話1.800.923.8282的方式填寫人口普
查表。完成人口普查表僅需10分鐘，我們提供中文及12種其它語言供您選擇。
讓我們對社區人口數量統計不足說不，對積極參與人口普查的人點贊！

人口普查可資助醫療專案
人口普查可資助教育
人口普查可資助災難恢復

*人口普查所帶來的全部財政影響不可能精確的按照人均計算得出。這裡使用的數位僅適用於德克薩斯州，
且由網路研討會Counting for dollars 2020提供：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在聯邦資金按地域分配中起到的作用。

人口普查可資助醫療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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