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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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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關於孩子學習編程的深度思考關於孩子學習編程的深度思考
StemIvy STEMIVYStemIvy STEMIVY 1212//1111

（本報訊）第四 編程可以提高學生的毅力
，以及“Debug”這個過程所體現的價值。

在編程中，沒有人能一次把程序寫對，寫
完之後一運行，總會發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這時候就需要進行“調試”。孩子們學習如何
處理問題並預測任何錯誤。知道如何編寫正確
的代碼可以幫助防止整個程序崩潰。這個過程
恰恰能鍛煉很多能力：比如怎樣找到問題出在
哪裡，其實有很多技巧和方法；還要有足夠的
耐心和敏銳的觀察力——這些都是放在任何領
域都很有用的能力。學習任何東西都是同樣的
原則：興趣為先，適度引導。

正如比爾·蓋茨（Bill Gates）所說，學習編
寫程序不僅可以幫助您更好地思考，而且可以
擴展您的思維。

第五 通過編程學習計算機技能
當孩子們學習如何編寫程序時，他們不僅

可以培養認知技能，而且可以學習類似於計算
機的問題解決過程。此過程涉及使用模式識別
以不同方式呈現問題，同時將問題邏輯分解為
多個部分，並創建解決問題所需的步驟。除了
編程之外，計算思維還可以用於其他情況，因
為它可以幫助解決實際問題。

第六 編程是新的交流語言
如今，孩子們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成

長。電腦，手機，Netflix 和 Facebook 都生活在
他們的生活中。實際上，甚至玩具目前也是數
字的，其中許多都有程序。儘管知道如何使用
技術是一回事，但了解技術背後的科學和語言
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編程有助於消除他們背後
的魔力和神秘感，使孩子們可以理解，掌握控
制他們的方式。

報編程班，應該報線上呢還是報線下呢？
USACOCOACH 是一家經驗豐富的專業線

上計算機奧賽培訓機構，提供從零基礎，到最
高端全方位的奧林匹克計算機比賽（USACO）
輔導。是北美唯一一家提供C++/Java/Python三
種編程語言的奧計培訓課程機構。從遊戲趣味
編程到奧計白金級別最高級競賽的一站式培訓
。也是唯一的Python 奧計課程培訓機構，教學
能讓學生快速理解應用Python，利用新型語言
Python的優勢，解決算法和AI問題。大部分學
生通過奧計的學習，成功晉級成為美國奧林匹
克計算機競賽的各個級別一員。大部分學員成
功進入了美國的頂級學院和專業。歡迎有興趣
的家長諮詢。

- USACO Solution Video Bronze Level ( 10
min)：https://youtu.be/iJnVliNA7l4

- USACO Solution Video Silver Level ( 16
min) ：https://youtu.be/JNfDJARr7g0

- USACO Solution Video Gold Level (18

min)：https://youtu.be/6f5Of0gmc5I
網站：www.usacocoach.com
郵箱：stemivy@gmail.com

微信：wxid23chen3
相比線下機構，線上學習反而更有優勢：
線上學習的優勢：
首先，編程教學本身就是在屏幕上進行的

，也就天然適合線上的方式；線下教學也是看
老師的電腦屏幕，本質上也沒太大區別。線上
課程如果沒有及時消化的知識，還可以反复實
踐，學習和琢磨。時間地點靈活，具有最大的
靈活性。相對成本也低。

線下學習的優勢：
線下學習最大優勢是可以和學生，老師交

流互動。但是非常受時間地點的限制。線下學
習無法完成反復學習。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祝您
2020新年平安健康愉快

（本報訊）大家懷念小時候的焢窯嗎？台
灣語文學校1月4日開放參觀日（ＯＰＥＮ ＨＯ

ＵＳＥ），基金會將協助台灣語文學校舉辦焢
窯活動。請大朋友帶小朋友一起來認識台灣語

文學校，同時參與這個難得的
田園文化活動。活動免費，但
需報名，額滿為止。活動時間
10am-2pm。除了戶外的焢土
窰活動，室內也會有多種的文
化攤位，並安排有排舞帶動跳
。
日期：二Ｏ二Ｏ年一月四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地點：台灣人活動中心（5885 Point West

Drive, Houston, TX 77036）
活動舉辦：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主辦/台灣

人傳統基金會協辦
參加者：對台灣語文學校有興趣之家長丶

學生
費用：免費
洽 詢 ： 請 電 洽 台 灣 人 活 動 中 心

（713-272-5885）或台灣語文學校校長王凱平
（713-503-8161）

線上報名 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焢土窪焢土窪(Earth Oven)(Earth 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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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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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國學者被控盜竊生物樣本
兩項罪名可能刑期長達10年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波士頓聯邦法官星期一（12月
30日）裁定，有證據顯示，哈佛大學一名中國籍訪問學者兼癌症
研究員試圖非法走私、盜竊哈佛大學某醫學中心實驗室內的研究
樣本到中國。因擔心其有潛逃風險，法官還批准被告不予保釋。

哈佛醫學院中國訪問學者被控盜竊研究生物樣本29歲的被
告鄭灶松（Zaosong Zheng）星期一出現在波士頓的一家聯邦法
院。鄭灶松曾是廣州中山大學一名很有前途的醫科博士生，專門
研究膀胱癌和腎癌。去年，他獲得了哈佛大學贊助的赴美留學簽
證，成為哈佛大學帕斯以色列狄肯尼斯醫學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的病理學訪問研究生。

聯邦助理法官大衛·亨尼斯（David Hennessy）裁定，有證據
顯示，鄭灶松試圖非法走私、盜竊帕斯以色列狄肯尼斯醫學中心
實驗室內的研究樣本。因擔心鄭灶松潛逃，法官同時批准了公訴
人的請求，將鄭灶松拘留至審判開始，不准保釋。

《紐約時報》援引的法庭文件顯示，鄭灶松12月9日在原定
乘坐海南航空公司 482次航班，由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直飛北京

返回中國，但是被美國海關在其托運行李中搜出了21瓶咖啡色
液體。這些瓶子都用玻璃紙包好藏在襪子當中。

鄭灶松起先表示這些樣本一點也不重要，和他的研究沒有關
係，後來又說是朋友託他攜帶回中國的，與他自己無關。不久之
後，鄭灶松承認自己未經實驗室許可，偷出了部分樣本，並從醫
學中心其他研究員那裡複製了其他一些樣品。他還說，他打算將
這些樣本帶回中國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實驗室繼續進行研
究，有成果後以個人名義發表論文。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
網站顯示，有一名叫“鄭灶松”的學生獲得了中山大學2018年
的優秀學生獎。

一名與鄭灶松同在醫學中心工作的室友稱，那些咖啡色液體
是癌細胞樣本。 12月10日，鄭灶松被捕。

“協調一致的犯罪”？
法庭的資料還顯示，聯邦調查人員後來在對鄭灶鬆的公寓檢

查後又有了更多的發現。鄭灶鬆的前室友，同時也從事醫學研究
的李家林（Jialin Li, 音譯）告訴調查人員，鄭灶松臨走前已經將

自己所有的物品打包，顯示他不會再回到美國。
李家林還告訴他們，另外兩名在帕斯以色列狄肯尼斯醫學中

心工作的中國研究員也偷帶了生物樣品回中國，不過，這兩人沒
有被抓住。

公訴人員在一項動議中說，鄭灶鬆的盜竊不是“孤立的案例
”，“相反，這可能是協調良好的犯罪，中國政府很有可能也捲
入其中。因為另外兩名在同一研究室工作的中國人也盜竊了生物
材料，並將其偷運出美國。 ”

鄭灶鬆在被捕的第二天被醫學中心開除，其學術交流簽證也
被吊銷。哈佛大學醫學中心的發言人說，他們將配合調查。

檢察官說，目前對鄭灶鬆的調查還在繼續。政府也正在等待
小瓶測試結果，如果確認這些瓶子是從實驗室盜走的，鄭灶松將
面臨更多指控。聯邦公訴人員警告說，鄭灶松可能會被指控偷運
盜竊物資以及盜竊商業機密，這兩項罪名可能會為他帶來高達10
年的刑期。

成為哈佛大學帕斯以色列狄肯尼斯醫學中心成為哈佛大學帕斯以色列狄肯尼斯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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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歌迷們期盼的《芳華》主唱蒙古族青
年歌手阿木古楞, 蒙古族男青年歌手及作曲家巴達
榮貴於2020新年的第一天安全抵達休斯頓國際機
場，美南山東同鄉會暨商會部分會長理事、以及
部分歌迷代表前往機場迎接。 蒙古族青年歌手阿
木古楞，是科爾沁姐妹組合成員，蒙古族長調，
科爾沁民歌傳承人，擁有天籟之音的嗓音，深受

大家的喜愛。此次專程來到休斯頓參加美南山東
同鄉會暨商會的年會，相信有他們的加盟，今年
美南山東年會一定會成為休斯頓華人社區的一場
藝術盛宴！

左四：阿木古楞 左三： 巴達榮貴 右二：山東
同鄉會副會長江嶽 以及山東同鄉會的理事珍妮查
、桑留安、張正元和歌迷們

美南山東同鄉會年會將於2020年1月4日晚
5-9pm在原鳳凰海鮮大酒樓（Expo Event Center
：1515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83）舉
行盛大的年會。屆時同鄉會將邀請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館、休斯敦市長、國會議員、休斯頓本地僑
團僑領以及來自山東的玉皇集團、天時集團、傑
瑞集團、騰龍集團、金鷹地產聯盟總
商會、青島廣泰建設集團和山東霸力
集團等10多家企業和近千位老鄉們共
同參加！

阿木古楞和巴達榮貴於休斯頓國
際機場

山東同鄉會部分理事和歌迷們歡
聚在胖妮燒烤給阿木古楞和巴達榮貴
接風， 前排左四：阿木古楞，後排左
三：巴達榮貴，前排左三：美南山東
同鄉會會長修宗明，前排左一：副會
長江嶽，後排右二：副會長孫建義，
前排右二：副會長範崇海，前排右三
：副會長李峰

阿木古楞一行將在今日開始準備
年會表演活動、參觀考察休斯頓以及
認識接待休斯頓的歌迷朋友，應廣大
歌迷們的要求，我們將於周日1月5號
舉行阿木古楞歌迷見面會，這次與明
星面對面零距離的見面會將提供可口
的美食大餐，阿木古楞親筆簽名的禮
物，精美的抽獎禮品，還有精彩的演
出，每位參與的歌迷都有和阿木古楞
合影的機會。這次見面會將給歌迷提
供很多的互動環節，為確保每位歌迷
都有更多的互動機會，所以見面會的
座位有限，歡迎感興趣的華人華僑歌

迷們盡快與美南山東同鄉會
負責人聯系！

阿木古楞歌迷見面會咨
詢電話： （408）242-7113
， （832）474-0613

《《芳華芳華》》主唱阿木古楞一行安全抵達休斯頓主唱阿木古楞一行安全抵達休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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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每當過年過節，
子孫們總會回到老家，與父母或是爺爺
奶奶一起團聚，最近聽到一位朋友林小
姐提及，他回家看到父母親的近況，感
到非常驚訝，他們走路的步伐不再輕盈
，緩慢了許多，體重也開始往下降，加
上視力退化不適合開車，人際往來變得

孤單，他開始考慮要建議父母搬到退休
社區，希望他們過的更開心、更安全一
點。

林小姐於是組織家裡兄弟開了家庭
會議，討論 “如何更好地幫助媽爸？”
然而，對於老人家來說，變化是可怕的
，要離開他們住了幾十年的房子搬到退
休社區，老人家會猶豫不決，子女們一
方面希望尊重父母的獨立性，再方面又
希望他們活得更正面、更健康。

林 小 姐 也 實 際 去 參 觀 退 休 社 區
Treemont，看看生活在那裏的老人家們
過的如何，並諮詢退休社區的顧問，了

解如何幫助老人家過度生命中的轉折點
。

她了解到，好的退休生活可以幫助
老年人保持活躍，讓獨立的時間更長。
在退休社區中，會認識許多新的鄰居與
朋友，進入一個友好的人際網絡，並能
夠獲得優質的生活照顧，父母不用再自
己清洗浴室馬桶，不用割院子的草、不
用操心三餐要準備什麼、也不用洗碗、

洗鍋，有人專門注意他們的營養，還有
許多活動，讓父母不會無聊，更有很多
課程可以培養新的嗜好。

5個老年人的基本需求
林小姐問住在這裡的人: 為什麼你

們選擇Treemont? 幾位老人家熱心的回
答她，歸納來說，老年人對退休社區有
5個基本的需求，那就是：（1）保持樂
觀心態與安全；（2）生活上不用操心
；（3）有人陪伴；（4）維持獨立性；
（5）財務可以負擔的起。

安心與安全
在一個好的退休社區中，周圍總是

有人，包括工作人員和鄰居，可以注意
每個居民的安全。Treemont每天早晚進
行兩次安全檢查，房間內並備有緊急拉
環，有保安在走廊內巡視留意，也有通

宵的保安以備不時之需，還有額外的家
庭保健服務，種種設施都讓住在這裡的
居民感到安心、安全。

安排免費午餐和旅遊、活動
Treemont安排非常多的各類活動，

依照個人的興趣喜好，無論是喜歡種花
、看書、唱歌、彈琴，還是畫畫、做手
工藝、瑜珈、聽音樂、上街購物、電影
、賓果遊戲、讀書會、瑜珈、音樂會、
查經班、烹飪，能選擇的非常多，並且
充滿趣味，每週還有外出用午餐(Lunch
on the Town)，社區巴士會接送去不同
的餐廳品嘗。社區還會規畫一日遊的活
動，去不同風景點欣賞。

生活上不用操心
退休社區可以將老年人的時間從日

常瑣事中解放出來，不用再忙著家務清
掃、買東西、或是修這修那，不用割草
。居民路易斯（Lois）說：“我丈夫過
世後，維持大房子讓我很費力，花了我

所有的時間和許多錢……所以我考慮搬
到一個讓我更舒服的地方，在那裡我可
以維持活躍的生活，又照顧好必要的起
居。”

享受同伴關係
蓓蒂奶奶說: 呆在家裡看電視不是

社交活動！老人家要與人有互動才開心
，社區提供許多活動，讓你從早到晚都
有事做。 例如，Treemont 提供健身課
程、教育健康知識、寫作、藝術計劃，
唱歌、電影之夜、紙牌遊戲、午餐、舞
蹈、和短途旅行。有些老年人如果想要
安靜，就跳過活動，但在用餐時間享受
社交，與人聊天。若是夫婦個性不同，
一個人想要找朋友說話，而另一個人喜
歡獨處時，退休社區便幫了大忙，隨時
有鄰居可以互動。

保持獨立
在心理上，老人家希望感覺自己並

未因為搬家而放棄獨立。 Treemont 居
民一方面享受工作人員的支持與服務，
另方面，他們可以在自己房裡過著輕鬆
的生活，保持獨立。他們若需要家庭維
修或去看醫生，也不必向家人尋求幫助
，有工作人員會協助。居民發現這樣給
他們更多的獨立性，活得更自在了。

物超所值
Treemont退休社區提供了非常有價

值的多項生活服務，每月只要 1,650 美
元起，包括租金、水電、家政服務、每
天3餐、和活動/娛樂，也不用先交一大
筆錢。

在Treemont，可以依照不同的需求
，而有不同的生活選擇，從“獨立生活
”公寓到短期康復照顧。Treemont的諮
詢顧問會先與家屬與居民討論每個選項
，和各自的好處，以便老人家可以做出
最明智的選擇，找到最適合他們的。

詢 問 電 話:713.783.6820 或 上 網
www.Treemont.com，諮詢 Treemont 的
顧問 Lupe 或 Linda。無論您是出於健康
原因而需要搬家，還是因為想要免操心
的生活，Treemont都有許多好處。有關
護理、康復、和輔助生活的信息，請致
電713.783.4100與凱利聯繫。

活得更正面活得更正面、、更健康更健康 不再孤單不再孤單
TreemontTreemont退休社區滿足銀髮族需求退休社區滿足銀髮族需求

澳大利亞聖誕島遭紅蟹遷徙堵路澳大利亞聖誕島遭紅蟹遷徙堵路
市民發明市民發明““掃蟹車掃蟹車””上路上路

近日近日，，澳大利亞聖誕島澳大利亞聖誕島，，60006000萬只紅蟹橫穿馬路集體遷徙萬只紅蟹橫穿馬路集體遷徙，，規模規模
十分驚人十分驚人。。原來每年的原來每年的1010到到1212月份它們都會集體出動去完成交配月份它們都會集體出動去完成交配。。由由
於數量龐大於數量龐大，，當地市民被堵到崩潰當地市民被堵到崩潰，，政府想出各種辦法政府想出各種辦法，，還專為紅蟹修還專為紅蟹修
了天橋了天橋。。有市民更是發明了有市民更是發明了““掃蟹車掃蟹車””上路上路，，令人啼笑皆非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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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獅叼筆書寫漢字日本海獅叼筆書寫漢字““子子””
迎接中國農歷鼠年迎接中國農歷鼠年

日本橫濱日本橫濱，，八景島海洋樂園八景島海洋樂園（（Hakkeijima Sea ParadiseHakkeijima Sea Paradise））的的1616歲歲
海獅揮毫潑墨書寫漢字海獅揮毫潑墨書寫漢字““子子”，”，迎接中國農歷鼠年迎接中國農歷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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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休斯頓，，作為美國的第一大醫療城市作為美國的第一大醫療城市
，，華人醫生也很多華人醫生也很多。。相信大家在選擇相信大家在選擇
家庭醫生的時候家庭醫生的時候，，總會出現困惑總會出現困惑，，不不
知道如何選擇知道如何選擇。。保險公司考慮到廣大保險公司考慮到廣大
患者的困惑患者的困惑，，根據多年來收集醫生的根據多年來收集醫生的
問診費用以及看病情況問診費用以及看病情況，，統計並評選統計並評選
出了最佳醫生出了最佳醫生。。姜楠醫生亦獲此殊榮姜楠醫生亦獲此殊榮
，，今年被美國聯合保險和今年被美國聯合保險和CignaCigna評選為評選為
最佳醫生之一最佳醫生之一！！
姜楠醫生博士是一位經過家庭協會認姜楠醫生博士是一位經過家庭協會認
證的家庭醫生證的家庭醫生，，並且在老年醫學方面並且在老年醫學方面
接受過培訓接受過培訓。。自自20032003年完成住院醫計年完成住院醫計

劃劃，，業已從醫業已從醫1616年年，，已經為數不清的已經為數不清的
各族裔病人診斷各族裔病人診斷，，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為了方便不同地區的患者為了方便不同地區的患者，，姜楠醫姜楠醫
生分別在生分別在 BellaireBellaire、、Dairy AshfordDairy Ashford 和和
PearlandPearland成立了成立了33家診所家診所。。考慮到患者考慮到患者
的醫療語言服務的醫療語言服務，，診所分別配備了不診所分別配備了不
同族裔的醫務人員同族裔的醫務人員。。
從業多年從業多年，，姜楠醫生始終秉持著姜楠醫生始終秉持著““對對
癥下藥癥下藥、、因人而異因人而異”” 的原則的原則，，為每一為每一
位患者制定出不同的醫療方案位患者制定出不同的醫療方案。。而且而且
，，姜楠醫生是一位善於傾聽患者需求姜楠醫生是一位善於傾聽患者需求
的家庭醫生的家庭醫生，，很多病人離開診所的時很多病人離開診所的時

候候，，都會評價姜醫生是他都會評價姜醫生是他//她見過的所她見過的所
有醫生中最好的有醫生中最好的！！不是之一哦不是之一哦！！
姜楠醫生診所姜楠醫生診所，，以其規範的管理以其規範的管理，，各各

種現代化的醫療設備種現代化的醫療設備，，及其醫生們精及其醫生們精
湛的醫術和醫德為休斯敦的各族裔服湛的醫術和醫德為休斯敦的各族裔服
務務，，贏得了休斯敦社區的廣泛贊譽贏得了休斯敦社區的廣泛贊譽。。

姜楠醫師姜楠醫師———家庭全科—家庭全科
獲得多家保險公司的高醫術獲得多家保險公司的高醫術，，低消費認證低消費認證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科學防治糖尿病科學防治糖尿病••有效預防併發症有效預防併發症

光鹽社癌友互助小組講座光鹽社癌友互助小組講座
中醫觀點養生抗癌中醫觀點養生抗癌

為了提供癌癥幸存者所需的醫療咨詢為了提供癌癥幸存者所需的醫療咨詢
及心理支持服務及心理支持服務，，光鹽社在光鹽社在20192019年年1111月月
1616日日，，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414日日，，20202020年年11月月
1111日日，，20202020年年22月月2222日日，，20202020年年33月月1414
日日，，下午下午22至至44點點，，舉辦癌癥關懷支持小舉辦癌癥關懷支持小
組聚會組聚會，，為剛被診斷出癌癥為剛被診斷出癌癥，，正在進行治正在進行治
療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
提供專業的醫療咨詢和心理支持服務提供專業的醫療咨詢和心理支持服務。。

聚會共五次聚會共五次，，包括由專業精神科醫師包括由專業精神科醫師
權煜提供確診臨床癌癥後的心理建設及壓權煜提供確診臨床癌癥後的心理建設及壓
力管理力管理，，專業腫瘤科醫師郭珊講解癌癥後專業腫瘤科醫師郭珊講解癌癥後

的追蹤治療及照護的追蹤治療及照護，，中醫師劉青川提供由中醫師劉青川提供由
中醫觀點養生抗癌中醫觀點養生抗癌，，專業營養師張慶怡博專業營養師張慶怡博
士主講癌癥病人該如何註意飲食士主講癌癥病人該如何註意飲食，，以及癌以及癌
癥幸存者的個人抗癌經驗分享的各種癌癥癥幸存者的個人抗癌經驗分享的各種癌癥
幸存者所需的重要資訊幸存者所需的重要資訊。。

癌癥關懷小組第三次聚會時間為癌癥關懷小組第三次聚會時間為20202020
年年11月月1111日周六下午兩點至四點日周六下午兩點至四點，，中醫師中醫師
劉青川講解中醫觀點養生抗癌劉青川講解中醫觀點養生抗癌。。 劉青川中劉青川中
醫師出身於醫學世家醫師出身於醫學世家，，19821982 年畢業於著名年畢業於著名
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學系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學系，，曾從師川蜀名老曾從師川蜀名老
中醫中醫，，並從事中西醫結合臨床及中醫函大並從事中西醫結合臨床及中醫函大

教學教學，，來美三十餘年作為資深的德州執照來美三十餘年作為資深的德州執照
中醫針灸師中醫針灸師，，對內對內、、婦婦、、兒兒、、外諸科疾病外諸科疾病
及腫瘤癌癥的輔助治療都有豐富的臨床經及腫瘤癌癥的輔助治療都有豐富的臨床經
驗驗。。

互助小組地點在光鹽社辦公室互助小組地點在光鹽社辦公室（（98009800
Town Park Dr. SteTown Park Dr. Ste 251251, Houston, Houston，， TXTX
7703677036），），有任何問題請致電光鹽社有任何問題請致電光鹽社
713713--988988--47244724，，本活動免費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歡迎所有
剛被診斷出癌癥剛被診斷出癌癥，，正在治療正在治療，，以及已經結以及已經結
束療程的癌友和癌友家屬踴躍參加束療程的癌友和癌友家屬踴躍參加。。

光鹽社癌症關懷小組 

時間: 下午2至4点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9800 Town Park Dr. Ste. 251，Houston，TX 77036） 

諮詢電話: 713-988-4724 

 

日期 演講主題 演講者 

11/16/19 罹癌後的心理建設及壓力管理 權煜-專業精神科醫師 

12/14/19 癌症後的最終治療及照護 郭珊-專業腫瘤科醫師 

1/11/20 中醫觀點养生抗癌 劉青川-中醫師 

2/22/20 癌症病人如何注重飲食 Maria Chang Swartz-
營養師博士 

3/14/20 癌友分享 

為了提供癌症倖存者所需的醫療資訊及心理支持服務，光鹽社將舉
辦癌症關懷支持小組聚會，協助剛被診斷出癌症、正在進行治療、
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定期聚會、彼此支持。本活動
免費，歡迎所有癌友及癌友家屬踴躍參加。 

 

不健康生活習慣使得越來越多人成為糖不健康生活習慣使得越來越多人成為糖
尿病的尿病的““俘虜俘虜”。”。糖尿病主要是胰島素糖尿病主要是胰島素
細胞病變造成胰島素分泌不足引起細胞病變造成胰島素分泌不足引起，，相相
當一部分糖尿病是自由基和過氧化脂質當一部分糖尿病是自由基和過氧化脂質
引起引起。。實驗研究和臨床實踐證明實驗研究和臨床實踐證明，，野花野花
牌綠蜂膠對糖尿病有非常好的輔助治療牌綠蜂膠對糖尿病有非常好的輔助治療
及預防併發癥的作用及預防併發癥的作用。。
11、、綠蜂膠中的黃酮類綠蜂膠中的黃酮類、、萜烯類萜烯類、、梓醇梓醇
等物質能保護胰島細胞等物質能保護胰島細胞，，明顯降血糖明顯降血糖；；
對伴隨糖尿病帶來的心腦血管併發癥等對伴隨糖尿病帶來的心腦血管併發癥等
有重要作用有重要作用。。

22、、綠蜂膠含有的胰蛋白酶和抗病毒組綠蜂膠含有的胰蛋白酶和抗病毒組
分分，，能活化細胞能活化細胞、、促進組織再生促進組織再生，，修復修復
病損的胰島細胞和組織病損的胰島細胞和組織，，幫助胰臟恢復幫助胰臟恢復
功能功能。。
33、、綠蜂膠能強化免疫系統綠蜂膠能強化免疫系統，，增強免疫增強免疫
細胞活力細胞活力，，調節機體的特異性和非特異調節機體的特異性和非特異
性免疫功能性免疫功能。。
44、、綠蜂膠的抗氧化作用綠蜂膠的抗氧化作用。。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
血糖升高與體內氧化過程會中不斷積累血糖升高與體內氧化過程會中不斷積累
的自由基有關的自由基有關。。綠蜂膠是天然抗氧化劑綠蜂膠是天然抗氧化劑
，，能清除過剩的自由基能清除過剩的自由基，，對胰島損傷起對胰島損傷起

保護作用保護作用，，遏抑血糖持續升高遏抑血糖持續升高。。
55、、綠蜂膠可清理血液綠蜂膠可清理血液。。由於糖尿病常由於糖尿病常
伴有高血脂伴有高血脂、、高膽固醇高膽固醇，，而蜂膠對高血而蜂膠對高血
脂脂、、高膽固醇有明顯調節作用高膽固醇有明顯調節作用，，有助於有助於
糖尿病的治療糖尿病的治療。。
臨床驗證臨床驗證：：服用綠蜂膠的患者有３９％服用綠蜂膠的患者有３９％
血糖在血糖在11周內明顯改善周內明顯改善，，服用服用22個月後個月後
近９５％的患者血糖有顯著下降近９５％的患者血糖有顯著下降。。綠蜂綠蜂
膠輔助治療糖尿病的最大特點是在降糖膠輔助治療糖尿病的最大特點是在降糖
的同時增強機體綜合抗病能力和自愈力的同時增強機體綜合抗病能力和自愈力
，，有效預防和減輕消除併發癥有效預防和減輕消除併發癥。。

11、、綠蜂膠能調節胰腺細胞的營養供應綠蜂膠能調節胰腺細胞的營養供應
和新陳代謝和新陳代謝，，啟動並維持胰腺細胞的生啟動並維持胰腺細胞的生
理活性理活性。。綠蜂膠可介導綠蜂膠可介導、、調節細胞內多調節細胞內多
種胰酶系統的敏感性種胰酶系統的敏感性，，增加胰腺細胞對增加胰腺細胞對
糖糖、、氨基酸等吸收氨基酸等吸收，，增強激發胰腺細胞增強激發胰腺細胞
的數量和功能活性的數量和功能活性。。
22、、綠蜂膠能修復受損異變的基因和胰綠蜂膠能修復受損異變的基因和胰
腺細胞組織腺細胞組織，，增強胰腺免疫力增強胰腺免疫力，，增強胰增強胰
腺細胞的免疫力腺細胞的免疫力，，從而使人體胰島素正從而使人體胰島素正
常合成常合成。。
33、、綠蜂膠能改善肝臟對脂類的代謝綠蜂膠能改善肝臟對脂類的代謝，，
使血脂降低使血脂降低、、軟化血管軟化血管、、改善微循環改善微循環，，
防止視力下降和心腦血管併發癥防止視力下降和心腦血管併發癥，，改善改善
動脈硬化的程度動脈硬化的程度。。
44、、綠蜂膠消除炎癥綠蜂膠消除炎癥，，治療感染治療感染，，防治防治
感染性併發癥感染性併發癥。。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力較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力較
低低，，加上血液中含有大量的糖份加上血液中含有大量的糖份，，很容很容
易被細菌感染易被細菌感染，，引起炎癥引起炎癥。。堅持服用野堅持服用野

花牌綠蜂膠花牌綠蜂膠，，可以排除體內毒素可以排除體內毒素，，有效有效
治療感染治療感染，，消除炎癥消除炎癥。。
55、、綠蜂膠能排除人體產生的廢物綠蜂膠能排除人體產生的廢物，，使使
導致尿毒癥的尿酸導致尿毒癥的尿酸、、尿素及乳酸等物質尿素及乳酸等物質
及時排出及時排出，，為體內維護一種健康的勝利為體內維護一種健康的勝利
環境環境，，達到達到““補中益氣補中益氣””的治療效果的治療效果。。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Apiario Silvestre 北北
美亞太總代理美亞太總代理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1--866866--690690--48884888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7130 Warden Ave., SuiteWarden Ave., Suite 406406
Markham, ON LMarkham, ON L33RR 11SS22, Canada,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醫 學 咨 詢 長 途北 美 免 費 醫 學 咨 詢 長 途 ：：
11--866866--690690--48884888 EmailEmail：： serser--
vice@royalnatural.cavice@royalnatural.ca
網站網站：：www.royalnatural.ca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歡迎訪問
，，祝您健康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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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有一位老人，住在仙女山！
【本報訊】這是 2019 年 9

月的最後一天，我站在古城
西安的朱雀門外，等著漫長
的紅燈閃綠。都說時間如梭
如箭，但這感覺裡世界上最
慢的時間就是前面那個紅綠
燈。藏在南大街粉巷裡的火
車售票點並不遠，因為體胖
怎麼也走不快，空氣裡混雜
著秦磚漢瓦的味道，還有童
年時就熟悉的沿街美食，更

讓我的腳步彳亍緩行。這個秋天，好像有一場大戲將要開演，而我，正在走向那
個窗口。

終於到了，顧不上擦一把腦門上的汗，趕緊掏出護照和錢包：“姑娘，我要
買一張去武隆的火車票，就是重慶旁邊的那個武隆！ ”賣票的姑娘忽然抬頭白了
我一眼，意思是我後面的話完全多餘。也是，武隆對我很陌生，但是賣票的自然
知道。拿到票的那一刻心裡竟然有些激動，沒人知道我的狂喜，忍不住連說了三
聲謝謝，那售票的女子又白了我一眼。

手裡捂著車票，又穿梭在人流中，任由著腦海在時空裡穿梭。想起1999年的
第一次回國，最大的喜悅是走進一家新華書店。出國七年，“飢餓”的我除了想
念家鄉的羊肉泡饃，就是新華書店。那一天我不知道在書店裡淹留了多久，很多
書買不走，就坐在書店的地板上讀。最喜歡外國文學的部分，一抬頭，竟然看到
了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浮士德》，這是被譽為國內最好的《浮士德》
版本，這部被歌德寫了64年的經典巨著，我捧在手上愛不釋手，只有走過了千山
萬水的人，才會讀懂《浮士德》，才會知道人類永恆的痛苦情感，無論是理性的
科學還是感性的審美都無法滿足人類的需要，現實與精神則永遠在交戰。那一天
我走出書店，天上已是星斗，我第一次知道了一個翻譯德國文學的中國人，他的
名字叫楊武能。我絕對想不到，當年那個印在書上遙遠的人在2019年的這個秋天
會出現在我的面前。而這一切，正與我手上的這張火車票緊緊相連。

出發的一早非常順利，坐在去重慶的高鐵上，回憶起2019年的神奇。春末的
五月，從美國飛去德國參加歐洲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歌德的故鄉法蘭克福，
見到了一位可愛的重慶籍女作家楊悅，茶歇閒聊中驚詫地發現她的父親就是我多
年在念想的楊武能教授。

楊悅熱情地邀我去她的家鄉武隆，沒想到這個春天的約定在秋天就實現了。
更沒想到的是，老朋友高關中先生從德國發信給我，告訴我一個大喜訊：就在武
隆的仙女山，特別為楊武能教授建造了一個譯翁亭，還要我在揭幕盛典上代表海
外作家致辭。

窗外是巴蜀山川流動的風景，這竟然是我第一次遠下西南。在曾經的記憶裡
，山城的重慶似乎與煙雨的民國相連，總讓我想起地下黨的勇敢、特務的密布、
大轟炸的慘烈，近年來聽說飛速發展，那虎踞龍蟠的高架橋，一不留神就會變成
一日的暢遊。我在猜想重慶的周邊，一定是崇山峻嶺，最適合游擊隊出沒。武隆
，這個名字很莊嚴霸氣，但也是第一次知道。好在我心裡嚮往的並不是山水，而
是渴望去見那位住在武隆山上的老人，他已經在我的心裡住了20年，今生今世，
我真的能走到他的面前。

因為在重慶轉車，到達武隆已是傍晚時分，接我的是一個叫小賀的姑娘，因
為接近飯點，她先帶著我進了武隆的老城區用餐。看著兩旁的街景，我心裡有了
幾分涼意，遠處是疊嶂的山影，城裡的簇新建築並不多，莫非武隆的發展還路漫
漫其修遠兮？小賀看出了我的疑慮，叫我別急。晚餐後司機帶我直奔仙女山，走
了一段盤山路，我心裡更慌了，山上乃陡峭之地，更難建設，莫非今晚要駐紮在
寒廟草庵？小賀趕緊說：“我們西南的山很絕妙，反而到了山頂，你會看見大平
原！ ”剛剛過了半個小時，我便睜大了雙眼，連嘴巴也張大了：眼前何止是大平
原，而是拔地聳起的一座美妙新城！我使勁揉了揉眼睛，這不會是幻覺吧，難道
我真的進了仙女魔法的童話世界？小賀一笑：“你今晚就住在童話世界裡！ ”

小賀的話不假，流光溢彩的仙女山，因有一峰酷似翩翩起舞的仙女而得名，
海拔超過1200米，正在被一個叫“陽光童年”的旅遊開發公司打造出世界七國的
文化主題驛站，分別是“傳統文化”的中國驛站、“童話文化”的丹麥驛站、
“冰雪文化”的瑞士驛站、“動漫文化”的日本驛站、“百鳥文化”的巴西驛站
，還有“鬱金香文化”的荷蘭驛站和“未來文化”的美國驛站。 這裡的氣溫
因為比重慶低五六度，已成為四季皆宜的避暑及度假勝地，被定為國家級旅遊度
假區，也被譽為“落在凡間的伊甸園”。

當晚住下的是琥珀酒店，室內豪華寬敞，窗外樹影婆娑，整個別墅區瀰漫著
草木之香。一想到第二天要看的風景，再想到即將見到的楊武能教授，激動得一
時難以入眠。夜半的細雨聲中，捧讀德國華裔作家高關中先生撰寫的《德語文學
翻譯大家 巴蜀譯翁楊武能》一書，想像著就在這仙女山上，楊老的家就在不遠，

自己一路踏風而來，就是為了赴這一場遙遠的忘年約會，強烈的幸福感讓我毫無
睡意。

在我的文學世界裡，早年愛中國文學，成人後更愛外國文學，所以特別感恩
和敬佩中外的翻譯家。先是愛上俄羅斯文學，迷戀契柯夫和萊蒙托夫，後來愛法
國文學，愛上雨果、福樓拜，再後來愛上了歌德，他的深邃與博大，成為人生苦
旅的燈塔。曾經翻譯俄國文學的草嬰，翻譯法國文學的傅雷，都早已如彗星閃過
，我又怎會想到，在這夢幻般的仙女山上，將會與翻譯歌德的德語文學專家楊武
能教授相見，這簡直就是生命中的一個奇蹟。

楊武能，1938年生於重慶，他的祖籍是位於芙蓉江和烏江交匯處的武隆江口
鎮。他出身貧寒，苦命的奶奶中年喪夫，走投無路的她咬著牙從貧困大山里的江
口鎮譚家村翻山越嶺，走到了長江邊的朝天門碼頭。落腳在重慶一家糖食鋪幫傭
的她，苦苦掙扎，終於站穩了腳跟，盼來了兒子的團聚，這個小小少年就是楊武
能的父親。

是新中國的改天換地，成就了楊武能的學業，他196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外文
系，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馮至教授。拿到學位後先任四川
外語學院副院長，再任四川大學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又是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
讓楊武能投身於德語翻譯的學術事業，他先後出版了《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
惱》《親和力》《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歌德詩選》《歌德談話錄》《格林
童話全集》《豪夫童話全集》《海涅詩選》《茵夢湖》《特雷庇姑娘》《納爾齊
斯與歌爾德蒙》以及《魔山》等經典譯著三十餘種，還有論著《走近歌德》《歌
德與中國》《三葉集》等六種，編著《歌德文集》（十四卷）等十餘種，並有
《楊武能譯文集》問世。

在2000年的世紀之交，楊武能榮獲了聯邦德國總統約翰尼斯·勞頒授的“國
家功勳獎章”，2001年獲得聯邦德國學術大獎——洪堡獎金。2013年又在德國獲
得世界歌德研究領域的最高獎——歌德金質獎章。 2018年11月19日，楊武能榮
獲中國翻譯界最高獎——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使他成為迄今為止獲得這三大獎
項的唯一中國學者。

作為中德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取得瞭如此卓越成就的楊武能教授，退休後
卻更加忙碌，繼續發光發熱。他把自己的根扎在了家鄉武隆，還同時擔任重慶國
際交流研究中心的主任，承擔著面向世界的文化使命。正是為了表彰楊武能先生
在翻譯領域裡做出的巨大貢獻，武隆區政府特別為他修建一座“巴蜀譯翁亭”。
特別幸運的是，我們這批來自海內外的作家將成為這座“巴蜀譯翁亭”揭幕典禮
的歷史見證者。

2019年10月16日，一個令人激動難忘的時刻終於來臨。這一早，天上飄著星
星的小雨，山川草木彷彿經過了溫柔的洗禮，濡香的空氣讓人神清目爽。等我們
走進仙女山鎮的天衢公園時，天空卻突然放晴，世界安靜下來，環視四周，所有
的目光頓時充滿了凝視與期待。我回頭望去，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正信步走來，
他身材不高卻腰背挺直，面容祥和卻神采生動，他，正是來出席“巴蜀譯翁亭”
剪彩儀式的主角--楊武能教授！那一刻，耳畔似乎響起了仙樂，眼前恍若就是童
話的世界，多年仰望的神秘偶像突然現身，這仙女山果然是有仙則靈！

完全記不得見到楊老的第一句話說了什麼，感覺自己幾乎就是語無倫次，只
是用力地與他握手和擁抱。清雅大氣的天衢公園，轉瞬間來了好多各級的領導，
我驚訝地發現，如今中國的鄉鎮區市負責人，各個都是文化精英，有的寫一手好
詩，有的寫一筆好字，腹有詩書，胸有點墨，不禁感嘆：這才是中國的軟實力吧
！在美妙的音樂舞蹈中，屹立在流水山岩上的巴蜀譯翁亭，兩條鮮紅的綢帶緩緩
落下，我們一邊熱烈鼓掌，一面凝視著亭柱上那幅留給後人的對聯，上聯：浮士
德格林童話魔山永遠講不完的故事,下聯：翻譯家歌德學者作者一生書不完的傳奇
！這34個字可謂完整概括了楊武能教授一生的事業追求。

站在“巴蜀譯翁亭”的前面，我代表海外作家向武隆、向仙女山、向譯翁楊
武能先生表達最深摯的敬意和最熱烈的祝賀。原先準備的書面發言太書卷氣，我
拿著話筒乾脆直抒胸臆：“這座中國首創的巴蜀譯翁亭，不僅是武隆的驕傲，也
是中國的驕傲，更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驕傲。感謝改革開放40多年所取得的偉大成
就，讓中國打開了國門，面向世界，通過中外文化的廣泛交流，我們的精神得以
開拓和成長，我們的國家得以飛速地發展。

感謝那些偉大的翻譯家、文學家、教育家，用他們的筆帶給了我們巨大的精
神財富和文化啟蒙，把世界文化的種子播種在我們的心裡。這座巴蜀譯翁亭，它
將留給子孫後代，未來的人們會想到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國與德國文學的關係
。感謝楊武能先生，在巴蜀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矗立起一個永恆的文化豐碑，也
成為我們這些後學永遠的老師。 ”說完這段話，我鄭重地走到楊老面前，將我從
陝西師範大學帶來的一個“師寶”古牌敬送給先生，全場響起了共鳴的掌聲。

讓我沒想到的是，作為中國第三代歌德研究專家及翻譯家的傑出代表，楊武
能教授竟是那樣的幽默生動和慈祥可愛。在他身上，依舊洋溢著年輕人火熱的情
懷，他是那樣地喜歡朋友，常稱之“學友”，他自己是高山，卻常常虛心向晚輩
學習。從他發表的大量散文隨筆和詩歌中可以知道，他年輕的時候不僅做著文學

翻譯家之夢，而且做著作家之夢。他在《圓夢初記》的“後記”裡這樣說：“我
搞文學翻譯的目的原本就在最終成為作家。”這種對文學有著宗教般信仰的情懷
，深深地感動了我。

曾經看到一個小故事，當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研討會上，余光中先生宣
讀論文，批評那種“的的不休”的“翻譯腔”。余先生論文的立意、理據、論斷
，均引起包括楊武能教授在內的與會者的強烈共鳴。但余光中在結尾時卻舉了
《駱駝祥子》末章末段的文字：“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
、健壯的、偉大的祥子，不知陪著人送了多少回殯；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
己來，埋起這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裡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
”余先生認為這一連串的“的化語”，顯得生硬而吃力。話音剛落，“年少氣甚
”的楊武能從座位上站起來，徑直指出：“余先生，你舉《駱駝祥子》這個例子
不恰當，老舍先生是小說創作，他的‘的、的、的’是修辭的需要，和翻譯並沒
有關係。在小說結尾的這些個的、的、的，正是把祥子的人物形象定格了下來，
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由此可見，楊武能先生不僅幽默生動、慈祥可愛
，他的性格里還有獨立思考敢於挑戰的精神勇氣。這故事的後來，是余光中先生
與楊武能先生成了至交的好朋友。

還聽到一個故事，楊武能教授在川外任副院長時，得知英語系的一個學生跟
德語系的一個外教談戀愛，他不僅沒反對，還親自去主婚。至今他都記得那婚宴
是在烈士墓車站下邊的一家路邊竹棚小飯店裡，出席婚宴的還有川外的京劇名旦
張申蘭和丈夫王敦乾。回憶起這些有趣的往事，楊武能幽默地笑說：“這事可否
說明，本翁當官的時候挺開明，得到學生的喜愛？ ”

身為當下“最年輕”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的得主，如今的楊武能一年裡有
很多時間是在全國各地出席學術活動。僅僅在去年的十一月，就在浙大、同濟等
一流學府及重慶圖書館開了十一次講座，並接受央視等媒體的專訪，跟人民文學
出版社等出版機構商談落實著譯的出版計劃，還會見了從南到北的各地故交新知
，顯示出超人的精力和火熱的激情。

那日我們去參觀重慶圖書館，最難忘裡面套著一個館中館，就是“楊武能著
譯文獻館”。作為一位譯壇巨擘，楊武能教授多年來收藏了許多著譯的眾多版本
，積累了大量的相關資料，他決定在有生之年把它們捐贈給重慶圖書館。歷史悠
久名揚天下的重慶圖書館，為此專門建立了一個以文學翻譯家命名的“館中館”
，這也是全國第一家為文學翻譯家創辦的個人文獻館，在世界上也極為罕見。

站在美輪美奐的重慶圖書館面前，激動的心情難以平復。這裡的前身是國立
羅斯福圖書館，館內存有大量全國獨一無二的珍貴書刊、手蹟等，不僅是重慶主
要的文獻信息收集保存、服務研究之處，也是中國極為寶貴的有關“二戰”資料
的展覽館。楊武能著譯文獻館坐落於圖書館的第四層，收藏著楊老畢生的著作和
德語譯作，裡面陳列著珍稀的手稿、墨跡、信函等，以及他在海內外獲得的勳章
和獎狀獎牌，可謂碩果累、嘆為觀止。這讓我想起一個讀者調查，指出當今讀者
最喜歡買的書就是翻譯的世界名著。這說明中國的讀者是多麼渴望世界上最優秀
、最經典的外國作家作品，他們從中吸收了大量的精神營養，這些作品最終影響
了他們的一生。據說楊武能教授翻譯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也是發行了100多
萬冊，真是可喜可賀。

在“2019世界華裔文藝家重慶·武隆·仙女山采風活動”的告別晚會上，24位
來自德、美、澳、馬來西亞、法、捷克、瑞士、中國的新朋老友與“武隆之子，
華夏之光”的翻譯家楊武能教授，武隆區委的領導、仙女山管委會，陽光童年公
司歡聚一堂。我的幸福是喜獲楊武能教授的寶貴贈書《歌德談話錄》（愛克曼著
，楊武能譯），不是美酒的微醺，而是捧書的手在微微顫抖。當武隆區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的馬奇柯和仙女山管委會的劉艷共同朗誦文友們譜寫的詩篇時，大家
的眼睛都濕潤了，不僅僅是感動，更是心扉的不捨。誰也沒有想到，八十高齡的
楊武能教授有那樣好的歌喉，他手持話筒，激情演唱《讓我們蕩起雙槳》，在熱
烈的掌聲中，再唱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的歌聲是那樣青春不老，頓時
吹散了我們心頭的離別之傷。晚會結束時，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重慶市陽光童年
旅遊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涂光明先生的墨寶相贈。武隆的仙女山啊，我們要再
來，因為這裡住
著一個永遠青春的老人！

告別仙女山的時候，美麗的艷子妹妹告訴我：“重慶仙女山機場已基本竣工
，明年就可以試運行。等武隆有了飛機場，有了高鐵，武隆與仙女山將會迎來一
個更加輝煌的時代！ ”而我相信，無論春夏秋冬，每一個來到武隆的人都會愛上
它，愛上仙女山。

都說高處不勝寒，仙女山的高處才是人間的大美與至愛，除了獨攬三塊世界
級國家級金字招牌，這裡因為有著中國海拔最高的“譯翁亭”而名揚天下，更增
加了精神理想的高度。此時此刻，我在猜想著楊武能教授正在天衢公園裡散步，
他笑稱自己已經變成了楊武隆，陪伴他的有崇山峻嶺的仙女和王子，還有那座繼
往開來的譯翁亭。他或許不知道天下有多少粉迷在想念他，期待著要來仙女山與
他約會呢。

陳瑞琳陳瑞琳

作者向楊武能教授拜師作者向楊武能教授拜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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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連性腸梗阻是腹部外科常見的急腹症之一，形
成黏連的因素很多，腹部手術所致者佔80%以上，其
中以闌尾和盆腔手術後發生率最高，腸道手術次之，
而上腹部手術的發生率則較低。除腹部手術外，黏連
性腸梗阻還見於腹部損傷、腹腔炎症及放射線治療之
後。黏連性腸梗阻的臨床表現有腹痛、腹脹、噁心、
嘔吐、肛門停止排氣和排便，查體有腹部膨隆、腸型
及蠕動波、腹部壓痛、腸鳴間亢進、氣過水聲等，腹
部透視有液平面。

根據病情可採取非手術治療和手術治療，非手術
治療採用禁食、持續胃腸減壓、糾正水電解質平衡紊
亂、應用適當有效的抗生素、中醫藥治療、高滲性溶
液、潤滑性油劑、營養支持治療、止痛治療和高壓氧
治療。手術治療方法有黏連可分解術、腸部分切除吻
合術、腸捷徑手術、腸排列術、小腸插管內固定排列
術等多種術式，以及腹腔怕黏連可分解術，要根據患
者的病情、耐受性和術者的技術水平而定。嚴格遵守
外科手術原則及術後綜合治療對預防術後腸黏連的發
生有重要意義。

中醫治療黏連性腸梗阻以通裡攻下，清熱解毒，
早期（痞結期）通裡攻下，可佐以清熱解毒；中期
（瘀結期）、晚期（疽結期）則通裡攻下與清熱解
毒、活血化瘀同施。

因為手術治療黏連性腸梗阻對患者身體有較大損
傷，特別是對於反覆多次發生黏連性腸梗阻者，而中
醫治療不失為一種經濟有效的方法，對患者身體幾乎
沒有進一步的損傷，值得推廣！

早前，我受邀
參加在廣西巴馬舉
行的《巴馬國際長
壽論壇》，論壇結
束後我到最早涉足
巴馬康養行業的廣
西民營企業家陳遠
航董事長的康養基
地考察，短期數
天，大開眼界。

陳董的其中一個康養基地在巴馬的高山上，無污
染的天然環境，空氣清新、負離子充沛。置身其中整
個人神清氣爽，登高行山如履平地，毫無氣喘、疲倦
的感覺。長期失眠的人吸完負離子後，晚上能安然入
睡。

長壽除了生活居住環境的因素外，在百歲老人的
所有長壽“密碼”中，飲食是最受關注的一項內容，
長壽通過調整飲食，還是能逆襲的。飲食直接關係到
健康，陳董的企業的另一項主要業務就是開發巴馬的
長壽食品。

陳董開發的長壽食品之一，走地烏雞瑪卡滋養
湯，令我竪起拇指大讚！

明代偉大的醫藥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說：
“烏雞稟受了水木的精氣，故肝腎及血分病宜用，能
補虛強身，治一切虛衰疾病，又治消渴及噤口痢，以
及胸脅脘腹絞痛，益產婦，也能治產後虛弱、崩中帶
下。”

秘魯瑪卡，生長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安第斯高
原山脈，含獨有的瑪卡酰胺和瑪卡烯及多種胺基酸和
礦物質。南美洲人食用瑪卡的歷史逾400年，事實證
明瑪卡是一種安全的食品。

數千年來秘魯瑪卡一直被秘魯印加民族看作是安
第斯山神賜的禮物，印加人除了把瑪卡當成果腹的食
物外，還發現瑪卡有增加體力、增强耐力以及抵抗疲
勞的功效。印加民族以驃悍善戰而威名遠播，古印加
帝國時期，印加戰士在上戰場之前，必定要吃瑪卡。
據說瑪卡能令他們精力倍增，勇不可擋。

秘魯瑪卡的生長條件比較惡劣，在高原山區嚴寒
地帶，晝夜溫差30℃以上的環境生長。瑪卡對土壤養
分有极强的“吸收力”，每收穫一季，土地需休養七
年。秘魯的安第斯山脈是具有這些苛刻條件的種植地
方。

瑪卡經陽光曬乾後，熟食更佳。瑪卡能提供大量
熱能，瑪卡富含高單位營養素，對人體有活血化瘀、
滋补强身的功效。

走地烏雞瑪卡滋養湯料，配上佐使的中藥材，功
效更臻完善。
配料：秘魯瑪卡、北耆、麥冬、雪梨乾、陳皮。
功效：滋補腎陽、活血益氣、消除疲勞、紓緩壓力、

安神助眠。

香港註冊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楊沃林

養生
攻略

走地烏雞瑪卡湯

黏連性腸梗阻的中醫治療
文︰中醫師郭岳峰

製法︰
1. 蕪菁洗淨、十字縱切成4件
備用；（如蕪菁附帶葉，洗
淨切碎備用）

2. 將切妥蕪菁、素肉、冬菇
及薑片置入鍋內；

3. 注入水，大火燒至沸騰，
蓋上鍋蓋，中火煮約60分
鐘至材料熟軟，下鹽調味，
即成。

高營養價值高營養價值““素肉素肉””

近年，不少人因健康或宗教轉而

吃素，於是市場上便興起了“素肉”

這種食材，素肉以大豆蛋白為主要原

料，配合小麥蛋白、魔芋，以及多種

礦物質、維生素的食用纖維製作而

成，是一種高營養價值的養生食材。

今天，透過食用素肉來攝取蛋白質的

飲食方式正在慢慢流行起來，素肉的

食材近年在香港都能容易買到，今天

就以“畑のお肉”（意思是田地種出

來的肉）為大家做三款可增強肌肉的

養生菜。

■文、圖︰小松本太太

這幾年，喜歡健身的朋友愈來愈多，令肌
肉的負荷更多，必須增強肌肉力量，才

能有效防止意外損傷，於是補充蛋白質以幫助
肌肉恢復尤為重要。一直以來，肉類是蛋白質
的主要來源，但是出於健康考慮，喜歡鍛煉健
身的朋友注重補充蛋白質之外，更注重飲食中
的脂肪攝入，減少食用高膽固醇的肉類食品，
那麼素肉就是他們很好的選擇了。

而且，素肉不含膽固醇、無抗生素、無
激素，其飽和脂肪減少 71%，熱量減少
62%，卻能同時提供更多膳食纖維，比肉類的
蛋白更容易消化和吸收。

就增強肌肉來說，比如在行走的交通工
具上，遇上急煞車的時候，假若身體不能及時
協調，就會慣性地身體向前傾倒，但是腿部肌
肉力量較強的話，在制動的瞬間可以保持身體
維持和腳部以同樣的速度調整，防止傾倒，從

而避免意外損傷等。
同樣地，身體內很多器官都有厚厚的

“肌肉鎧甲”保護，當外界的力量衝擊內臟器
官部位時，肌肉會收縮有效減輕外界力量對內
臟器官的震盪。即使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受到外
力的撞擊，肌肉也能反射性的收縮保護內臟器
官。所以，在增強肌肉力量的同時，骨骼的密
度亦會增加。

製法︰
1. 素肉碎及粟米湯粉放入大碗內，注入暖水、拌勻浸
漬約20分鐘；

2. 燒沸水一鍋，下少量油、鹽，烚煮千層麵；（烚煮
時間按包裝所示減2分鐘）

3. 烚妥千層麵瀝乾備用；
4. 將300克罐裝碎番茄注入鑊內，加入浸妥素肉碎，
中火加熱至汁液收乾成為素肉醬，備用；

5. 取一中小型焗盤，內裡塗上牛油，將50克罐裝碎
番茄平鋪入焗盤內備用；（示範用的約18厘米 x
10厘米 x 5厘米）

6. 將烚妥千層麵鋪平、放上素肉醬、灑上碎芝士、逐
片捲成千層麵卷置入焗盤內；

7. 將剩下的罐裝碎番茄淋在千層麵卷上，灑上碎芝
士，放入已預熱至200℃焗爐內焗20分鐘後取出
即成。

材料︰
素肉片 50克
鮮白合 50克
彩椒 50克
昆布高湯素 8克
暖水 200毫升
油 1湯匙

蕪菁素肉湯
材料︰
蕪菁 3個 素肉 50克 冬菇 2隻
薑片 10克 水 2公升 鹽 適量

鮮白合炒素肉片

製法︰
1. 素肉片及昆布高湯
素放入大碗內，注入
暖水、拌勻浸漬約
20分鐘；

2. 鮮白合洗淨，去梗、逐瓣剖開備用；
3. 彩椒洗淨去籽，切成小件備用；
4. 燒熱鑊、下油、將瀝乾素肉片、鮮白合及彩椒放入鑊內，注入調味，大火爆炒至汁液收乾
即成。

調味︰
味醂 2湯匙
醬油 1湯匙

增強肌肉有助鍛煉增強肌肉有助鍛煉

材料︰
千層麵 5片 素肉碎 50克 粟米湯粉 1包
碎芝士 50克 牛油 5克
罐裝碎番茄 1罐（400克）

素肉醬千層麵

1 2

4 5

6

7

1 4

1 2

■總食材

■三款以“素肉”為主
食材烹調出的養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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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大鵬嘚吧嘚第460期：大鵬淚灑錄影現場。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精彩
節目介紹

12/30/2019 -1/5/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30 31 1 2 3 4 5-Jan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深度國際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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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2/26/2019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月~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重播)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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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1月3日       Friday, January 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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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星期五       2020年1月3日       Friday, January 3, 2020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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