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廣告
星期五       2020年12月25日       Friday, December 25, 2020



BB22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20年12月25日       Friday, December 25, 2020

現代汽車榮獲現代汽車榮獲《《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20212021最佳休旅車品牌最佳休旅車品牌

現代汽車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
導》評為2021年最佳休旅車品牌。現
代汽車擁有屢獲殊榮的休旅車陣容，
包括現代Palisade、Santa Fe、Kona、
Kona EV、小型休旅車Venue、NEXO，
以及全新2022 Tucson，可滿足顧客的
各種喜好。現代汽車最近宣布了到
2021年生產12款性能大幅提升的新休
旅車計畫。最佳汽車品牌的評選採用
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最佳汽
車綜合排名。綜合排名的得分則是根

據其對汽車媒體發表的可信評論的分
析，以及汽車安全性和可靠性數據所
得出。許多評論都評估了每輛車的內
飾、外觀、價值、性能，以及科技配
備。

現代汽車休旅車陣容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總編輯

Jamie Page Deaton表示： 「藉由不同
級距的休旅車系列，現代汽車首次贏
得了最佳休旅車的大獎。現代的休旅
車陣容從大型豪華的Palisade、中型的

Santa Fe、緊湊型的Tucson
，到小型的Venue，並且以
實惠的價格為車主提供了
最新的駕駛人輔助與信息
娛樂科技，從而贏得了評
選積分。」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規劃
和策略副總Olabisi Boyle表
示： 「隨著現代汽車持續
辨識我們當前與未來客戶
的需求，我們很高興在迄
今為止最具競爭力的休旅

車市場中獲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頒發的2021年最佳休旅車品牌的殊
榮。我們深知顧客有不同的需求，因
此我們在現代開發了空前完整的休旅
車陣容，滿足這些需要。」 .

《美國新聞最佳汽車》
自2007年以來，《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的汽車頻道《美國新聞最佳
汽車》發布了在美國銷售的大多數新
車的排名。每年，《美國新聞》還有
發布各種最佳汽車獎項，包括最佳汽
車品牌、最物超所值的汽車，以及最

適合家庭的汽車等。《美國新聞最佳
汽車》在整個購車過程中為買家提供
完善的支持，在車款資料、鄰近購車
地點，以及汽車保險費率上提供專業
的建議。《美國新聞最佳汽車》在過
去壹年中吸引了超過七千三百萬訪客
，其中大多數人有積極買車的意向。
百分之八十的購車者表示，《美國新
聞最佳汽車》網站影響了他們的購車
決定。

現代汽車公司
成立於1967年，現代汽車公司在

兩百多個國家提供壹系列壹流的車款
與移動服務。現代汽車2019年在全球
銷售了超過四百四十萬輛車，目前在
全球雇用約十二萬名員工。現代汽車
正在積極打造能迎接可持續發展未來
的環保車款，同時為現實世界中關於
移動方式的挑戰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
。現代汽車旨在藉由智能移動解決方
案促進 「人類進步」 ，進而使人與人
之間的聯繫更加活躍，並為其客戶提
供優質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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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SBA Loans)  

商業貸款 (Commercial & Industrial Loans)  

商業房地産貸款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公寓住宅貸款 (Multi-Family Real Estate Loans)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OCGF) 

與金城銀行攜手完成夢想並邁向成功 

 歡迎洽詢 

Bill Chen 陳啟輝   Christina Cheng  鄭蓓蓓 

SVP/Lending Officer  SVP/Lending Officer 

專線電話: 713-596-6968   專線電話: 713-596-6823 

Billc@goldenbank-na.com CCheng@goldenbank-na.com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Phone: 713-777-3838 

www.goldenbank-na.com 

聯邦中小企業署優先審核銀行                

(SBA Preferred Lender) 

 

熱帶氣旋熱帶氣旋““亞薩亞薩””襲擊斐濟襲擊斐濟 居民房屋受損居民房屋受損

嫦娥五號任務月球樣品正式交接嫦娥五號任務月球樣品正式交接

重約重約17311731克的嫦娥五號任務月球樣品正式交接克的嫦娥五號任務月球樣品正式交接。。這標誌著嫦娥五這標誌著嫦娥五
號任務由工程實施階段正式轉入科學研究新階段號任務由工程實施階段正式轉入科學研究新階段，，為中國首次地外天體為中國首次地外天體
樣品儲存樣品儲存、、分析和研究工作拉開序幕分析和研究工作拉開序幕。。1212月月1717日晚日晚，，嫦娥五號返回器嫦娥五號返回器
在位於北京的航天科技集團五院在位於北京的航天科技集團五院（（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進行了全面檢進行了全面檢
查查。。圖為圖為1717日晚拍攝的等待檢查的嫦娥五號返回器日晚拍攝的等待檢查的嫦娥五號返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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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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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江南地区喜迎初雪的同时，也

开启了冬季速冻模式。在“湿冷魔法”

的攻击下，没有暖气护体的江南人，开

始期盼着温暖的春天。

早春时节一到，被江南植物爱

好者们称作“早春三黄”的金缕梅、檫

（chá）木、山鸡椒就集体上线了。江南

山区的第一抹暖色，是从金缕梅开始的

。一簇簇耀眼的金黄凌寒绽放，如同温

煦的暖阳，将沉寂一冬的山野从料峭寒

风中唤醒。作为江南的报春使者，金缕

梅一开，春天也就来了。

当“蜡梅”遇到碎纸机

金缕梅（Hamamelis mollis）为金缕

梅科金缕梅属落叶灌木，又名木里香、

牛踏果。它原产于中国，主要分布于长

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

江等省。在金缕梅的学名中，属名Ham-

amelis 源自希腊文的 hama（一齐）和

melon（果实），意指它今年开的花和去

年结的果实共存于枝头。而种加词mollis

是具有软毛的意思，描述了金缕梅的嫩

枝和芽体密布灰黄色绒毛的特征。

每当提到“金缕”二字，不免让人

联想起“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

年时。”金缕梅之名，则出现于清代的

《广群芳谱》中，“其色金，瓣如缕，

翩翩媕娜，有若翔舞，春时盛开，望去

疑为蜡梅。”色泽金黄、花瓣如缕，加

之犹如蜡梅般的耐寒习性，这便是金缕

梅之名的由来。而在我看来，它那金黄

色极具蜡质感的条形花瓣，就好像是硬

将蜡梅塞进了碎纸机。

当金缕梅绽开之时，4枚金黄色的

条形“碎纸片”便会从苞片中钻出，螺

旋型卷曲的花瓣逐渐舒展开来。作为盛

开在冬春季节的植物，在气温接近冰点

时，金缕梅仍然可以傲寒怒放。更为神

奇的是，在寒冷的夜晚，它的花瓣还会

紧紧卷起以抵御低温，甚至还可以耐

受-20℃的严寒。

金缕梅属植物在全球共有6种，除

了原产于我国的金缕梅（H. mollis），

还有分布于日本的日本金缕梅（H. ja-

ponica），北美的春金缕梅（H. vernalis

）、弗吉尼亚金缕梅（H.virginiana）、

大叶金缕梅（H. ovalis），以及金缕梅

和日本金缕梅的杂交种——间型金缕梅

（H.× intermedia）。尽管它们的花期从

每年9月到次年3月不等，但都是冬春季

节中那一抹令人惊艳的暖色。

植物界的“活化石”

了解了金缕梅属植物

的分布，你或许会好奇，

同一个家族的成员为何远

隔重洋呢？据化石证据表

明，早期的金缕梅属植物

起源于6500万年前的东亚

。由于种种原因，美洲和

欧洲的早期金缕梅属植物

不幸灭绝。而约在1000万

年前，东亚的金缕梅开始

分化，再次沿着白令陆桥

踏上了美洲大陆。最终，

北美的金缕梅与东亚的金

缕梅分道扬镳，金缕梅属

植物也因此呈东亚-北美间

断分布的态势。

作为我国特有的第三

纪孑遗植物，金缕梅有着

植物界“活化石”之称。

野生的金缕梅生长在中海

拔的山顶灌丛中，每年的

早春时节，一些植物爱好

者便会翻山越岭一睹它的

芳容。如果运气爆棚，说

不定还会发现金缕梅的同

科亲戚，国家Ⅰ级重点保

护植物银缕梅。

尽管银缕梅的相貌平平，但关于它

的发现和命名，却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

程。早在1935年9月，南京中山植物园

的植物学家沈隽教授，在江苏宜兴芙蓉

寺采集了一份果枝标本。它与金缕梅相

近，但又明显不同。后因抗日战争爆发

，研究工作被迫中断，这份植物标本便

尘封在了标本室中。1954年，原南京中

山植物研究所单人骅教授清理标本时，

认为该植物可能是金缕梅科的一员，但

因缺少花期标本不能确认。1960年，这

份珍贵的植物标本被植物分类学家定名

为“小叶金缕梅”，并于 1979年载入

《中国植物志》第35卷。

直到1987年，借国家编纂珍稀濒危植

物“红皮书”的契机，邓懋彬先生在江苏

宜兴的石灰岩山地考察时，意外地发现了

“小叶金缕梅”。经过研究，他认为该植

物的花器没有花瓣，应是金缕梅科的一个

新属新种。为了纪念老师单人骅教授，他

将这种植物的学名命名为 Shaniodendron

subaequale，中文名采纳了朱政德教授的意

见，定名为“银缕梅”。这个重大发现，

既修正了《中国植物志》中关于“小叶金

缕梅”的误载，而银缕梅远古孑遗植物的

身份，也终于被世人所知。

随着更为深入的研究，一些学者认

为分布于我国江苏的银缕梅与分布于伊

朗北部的波斯铁木（Parrotia persica），

亲缘关系最为接近。而从形态学上看，

两者都是先花后叶，结构简单没有花瓣

，同样是由数朵小花聚集成头状花序。

如今，在《中国植物志》中，银缕梅的

学名又被订正为P. subaequalis。早在距

今6700万年前就存在的银缕梅，不仅是

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被子植物之一，它

还对探讨我国金缕梅科早期起源与分化

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弹射“子弹”的美丽植物

尽管金缕梅多见于江南山林之中，

但我初次与它相遇，却远在异国他乡。

在英国谢菲尔德植物园的正门口，就有

两棵来自中国的金缕梅。而在植物园内

的分类区，还栽种了近十种间型金缕梅

的园艺杂交种。花色从浅黄、鹅黄、明

黄、金黄到橙色、红棕，气味从若隐若

无到暗香扑鼻。美丽的金缕梅不仅是难

得的冬春观花树种，就连深秋时节的金

黄色秋叶，也极具观赏价值。

作为盛开在寒风中的早春植物，繁

衍就成了首要的大事。而金缕梅的黄色

花瓣对鳞翅目的蛾类、双翅目的蝇类、

膜翅目的蜂类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

“诱饵”。此外，金缕梅还会散发出雅

致的香气，提供少量的花粉，来吸引传

粉昆虫的注意。尽管冬春季节寒冷，但

仍然有昆虫可以通过收缩飞行肌的方式

，把化学能转化为热能，从而提高体温

外出传粉。活动于冬春季节的犹槲冬夜

蛾（Eupsilia transversa），就是金缕梅属

植物的重要传粉者之一。

授粉成功的金缕梅会结出青绿色的

蒴果，不过这些果实发育成熟需要大约

一年的时间。待到成熟时，果实就会由

顶端爆裂开来，两粒亮黑色的种子就会

被弹射到距离母树约10米远的位置。由

于金缕梅的植株相对矮小，这种弹射传

播的方式，有利于后代的繁衍与扩散。

除了好看，还可以做什么

如果你在夏季见到金缕梅，很可能

会将它误认成其他植物。由于金缕梅的

叶片形状酷似榛（Corylus heterophylla）

，它的英文名就被叫做“Chinese Witch

Hazel”，Hazel即我们熟悉的坚果——榛

子。

虽然金缕梅的叶片不能食用，但据

说弗吉尼亚金缕梅（别名北美金缕梅）

种子多油脂，味似阿月浑子（就是我们

俗称的开心果）。不过，单从字面理解

，“Witch hazel”就是巫婆榛子的意思

。榛子前加女巫，十分令人费解。其实

，“witch”源于中世纪英语的“wiche”

，意为柔软可弯曲的意思。金缕梅富有

弹性的叉状树枝，曾被人们用作寻找水

源的探测棒或占卜棒。美洲的印第安人

还用金缕梅的树枝制作弓。

在不少化妆水、护肤品的成分表里

，都有“Witch hazel”、“Hamamelis

Water”或金缕梅提取物的字样。北美金

缕梅富含单宁酸、没食子酸、原花青素

、丁香酚、类黄酮类物质等成分，美洲

原住民就曾用它叶子和树皮来治疗皮肤

炎症。其各部分提取物，在化妆品行业

和医疗保健行业中都有着悠久的应用历

史。市面上出售的含有金缕梅提取物的

产品，其原料主要来源是北美金缕梅。

在一个料峭的早春，我踏着浓浓寒

意在山野中崎岖前行。困顿之际，意外

遇见这古老的孑遗植物绽放于寂寥的大

地，一树鹅黄照眼欲明。金缕梅，无疑

是寒风中最耀眼夺目的花树，你会不会

也像我一样，期待某日偶遇那一树金灿

灿的惊喜呢？

金缕梅和银缕梅哪个更稀有？

浪漫小说是“女性鸦片”吗？

美国小说家凯瑟琳· 伍德威斯是上世纪70年代开创浪漫小说的先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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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性文学和幻想性解决策略

那么为什么相比侦探小说、西部小说等通俗

畅销读物，主妇更愿意选择浪漫小说作为自己逃

离日常生活的方式呢？拉德威认为浪漫小说也往

往会成为“补偿性文学”（compenstory literature）

，弥补主妇难以在男性伴侣上实现的需求和渴望

，从女性的角度构建理想的异性恋关系，并尝试

提供一种解决策略。

拉德威在采访中发现，备受读者喜爱的浪漫

小说的男主人公总是在富有男子气概的同时温柔

体贴，懂得欣赏女主人公身上的品质，始终将女

主人公当作唯一关注和牵挂的对象。读者也极易

在这样的文本中满足对爱情/婚姻的浪漫想象。虽

然主妇都认为这样的故事并不现实，但她们又乐

于在女主人公身上寻找相似性，在产生认同和代

入感的同时得到“被呵护以及情感得到濡养”的

感觉。此外相比那些揭露了现实残酷性的小说，

史密斯顿的女性更喜爱那些皆大欢喜的结局。

虽然主妇们认为“完美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她们不喜欢作者”长篇累牍地描写残障或缺

陷”因为前者会让主妇勾起痛苦的回忆或对生活失

去信心（比如曾经被抛弃的经历或贫苦的生活），

而男女主主人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般的结局

能向主妇传递一种乐观精神，安抚心灵。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妇就会沉溺在浪漫小说编

织的童话世界中，盲目地产生认同。有意思的是

，她们的自我意识甚至会被一些糟糕的“浪漫小

说”启蒙。史密斯顿的主妇会将自己和那些软弱

、轻信的女主人公进行对照，反思自己是否也具

有类似的弊病。主妇也并非全盘接受所有类型的

浪漫小说，有意思的是，理想的浪漫小说除了描

写忠贞不渝的爱情，往往也会凸显女主人公的

“独立”和“才智”。在拉德威“一个形象动人

的女主公应该具备什么特点”的调查问卷中，主

妇将“才学”、“幽默”和“独立”视为最为重

要的品质。男主人公对聪明、独立的女主人公的

亲睐也让她们相信自己也可以在成为母亲和妻子

的同时保留自身主体性。

这与人们通常对浪漫小说中女主人公软弱、

无助的印象产生了出入。拉德威指出，史密斯顿

德主妇在对女主人公德品质和行为做出判断前，

默认了男性是资源和权利的掌控者的事实，虽然

她们反感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被男性轻视以及那些

将家庭主妇视为愚蠢和无足轻重的“女性解放者

”，但她们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可以和男性一样

具有同等的能力。因此那些女权主义看起来依旧

是依附于男性，不够彻底“独立”的女主人公却

依旧被主妇认为是相当有胆量的。虽然史密斯顿

女性并未意识到压迫女性的深层原因，仍然像女

主人公一样将爱情视作人生要义，但浪漫小说也

或多或少吸取了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积极成果

——不管浪漫小说是否真的能帮主妇实现这一点

，但至少她们希望“独立和稳固的个人身份并不

会因为受到男性家长式的作风的呵护和保护就受

到伤害。”

《致命女人》中以1960年代为背景的夫妻在

餐桌上的对话可以从侧面证明，在传统的中产阶

级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属于家庭，她所需要

的就是照顾和好自己的丈夫，而内心需求却一直

被忽视。

浪漫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的情欲正名，提

供了“一种情感呵护以及情欲期待和兴奋的替代性

体验。”虽然主妇们在被问及小说中的性爱描写时

总是流露出模棱两可的态度，声称出版商印在书上

的“丰乳和裸体”会让她们难堪，甚至想把书藏起

来。但如果性爱是发生在已经确定恋爱关系的主人

公之间，男主人公体现出温柔和玉树临风的特质，

女主人公感受到了温柔和关爱，主妇就会欣然接受

，也不排斥大段露骨的情爱描写。

值得注意的是，浪漫小说的变革也受到了女权

主义的影响。一方面，浪漫小说中越来越多的女性

情欲的描写让一些人感到不安，认为女权主义毁掉

了浪漫小说。另一方面有的作者甚至自称自己是女

权主义者，她们的理念和女权主义者有相通之处。

拉德威解释道：“我们也无法断言说，那些努力将

女权主义要求纳入这一文类的作者是因为她们已经

意识到了这种形式的内在矛盾性，还是受迫于文化

大环境向前发展带来的压力。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

肯定的，即浪漫小说的变革本身是争取界定和掌控

女性情欲权利的大潮之一部分。”

03

浪漫小说的局限性：反抗随阅读停止

值得追问的是，如果主妇是出于在社会和家

庭中位置的不满进行阅读，那么这种由父权统治

引发的情感后果是否会在阅读完成后消失？浪漫

小说所炮制的爱情故事是否会消解主妇原本可能

产生的反抗？

虽然女性在阅读浪漫小说时不仅获得了浪漫

想象和情绪补偿，也能找到应对自身的情感需求

和主体性与传统异性恋关系的矛盾的解决策略，

但是这些策略都以异性恋的爱情为核心，浪漫小

说原有的反抗色彩会逐渐失效。虽然理想的浪漫

小说中，女主人公一出场就具有中性气质、对陈

规陋习报以批判的态度。但这并非是有意破除性

别刻板印象，挑战男性的权威。拉德威发现这些

女主人公在出场时的社会身份往往遭到破坏，乔

扮男装或对异性的敌对态度代表了主人公“破碎

的身份”，随着恋情的推进，女主人公变成了一

个美丽大方、充满情欲渴望的女人，这预示着女

主人公实现自我的方式依旧是找到“真爱”。故

事的结尾也仍旧屈从了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将婚

姻视为生活的理想形态，把父权制婚姻描述为实

现成熟女性主体性的最终道路。

另一方面，浪漫小说也试图呈现男主人公的

“蜕变”，却无法从根本无力解决“‘如何让男

性变得温柔体贴’这一棘手的问题”。男主人公

在感情方面却往往风流成性、冷酷无情，呈现出

“爱情缺失”的特征。然而他的滥交和冷漠并非

是致命的缺陷，相反是没有遇到真正的爱情时的

体现——这也成了女主人公顺利出场的理由。读

者可以假想，正是因为女主人公的感化，他才从

一个看似冷漠无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变

成一个温暖贴心，情话绵绵的爱人。这样的叙事

模式在今日流行的言情小说和偶像剧中仍然清晰

可见，表面不通人情世故的“霸道总裁”和“浪

子回头”的叙事依旧可以填充读者对浪漫爱情的

想象。但这样的故事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女主

人公和读者都相信男主人公发生了蜕变，但这并

不来自于他的主动改正，而是女主人公在经历过

重重误解之后，发掘出了他本身就具有的，隐藏

的温柔又善解人意的一面。

此外浪漫小说虽然反映了女性面临男性的暴

力和被强奸的威胁，但是浪漫小说给出的解决策

略并非是反击“强奸文化”而是继续依靠爱情化

解。小说中，男二号经常扮演“反叛角色”，让

女主人公陷入被凌辱和强暴的威胁，不过浪漫小

说不会让女主人公在这种陷阱中停留太久，她必

定会被男主人公营救。这种“英雄救美”的解决

策略使女性相信如果她找到了“白马王子”，就

可以永久消除威胁，亲密关系中广泛存在的暴力

和女性易沦为性玩物的事实就被大团圆的爱情故

事巧妙掩盖了。

虽然浪漫小说的确对主妇产生了积极影响，

她们开始拒绝被丈夫支使地团团转，在阅读被丈

夫反对时，为了获得购书资金出门工作，有的女

性读者甚至开始自己创作浪漫小说，将缝纫室变

成书房，挑战了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但是

浪漫小说的欺骗性在于用“理想的浪漫爱情”解

决女性的困境，向她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承诺。

这就导致了原本涌现的反抗色彩被逐步安抚和削

弱，原本作为抗议阵地、控诉父权制引发的情感

后果的浪漫小说却不再质疑父权制控制女性的制

度化基础。主妇的“反抗之旅”也随着阅读之旅

结束，如拉德威所说“我们无法创造出一个不必

依靠阅读获得创造性愉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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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名校金字塔尖的哈佛，也难免

丑闻缠身。

去年，哈佛大学前击剑队教练布兰

德（Peter Brand）被曝光受贿，他帮助

一位美籍华裔富商赵捷的两个儿子以击

剑特招长的方式进入哈佛。

这事当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当

年7月，布兰德被哈佛正式解雇。

今年11月16日，美国马萨诸塞州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外发布公告，布兰

德和赵捷因涉嫌“合谋实施联邦项目贿

赂”而遭起诉并被捕。

对于该案件的调查详情，马萨诸塞

州检察官办公室在给南风窗的回函中透

露，为获得起诉豁免权，一位该起案件

的同谋者（检方称其为Co-conspirator1

，以下简称“CC-1”）供述了赵捷和布

兰德搭上线的过程，并向相关调查部门

移交了电子邮件和短信等证据。

也就是说，一位关键的“污点证人

”，提供了案情线索，揭开了该案背后

涉事几方长年的利益勾连。

据检方的公告，从2012年到 2017

年期间，赵捷频频行贿，包括向慈善机

构捐款、以高出市面价近一倍的溢价收

购布兰德的房产、为布兰德买车、为布

兰德的儿子支付大学学费等，利益输送

总金额超过150万美元。

南风窗记者通过查询哈佛大学官网

男子击剑队主页发现，在2017-2018学

年的成员相册中，赵捷的两个儿子，

Eric Zhao和Edward Zhao都在列。大儿

子Eric毕业以后，小儿子Edward的个人

照片也仍然出现在2019-2020学年队员相

册里，这张照片，上传于2019年 7月1

日。

这意味着，丑闻曝光后，校方承认

赵捷两个儿子的学生身份真实有效，将

调查重点放在了布兰德的不法行为上。

同谋者CC-1

据目前已知的信息，早在2012年上

半年，赵捷就表达了想让他当时还是高

中二年级的大儿子将来入学哈佛的想法

。按CC-1的说法，当时的布兰德对录取

这位击剑特长生并不感冒。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同年5月，布兰

德资金周转困难，便以短信形式通过

CC-1转告赵捷，要想两个儿子进入哈佛

，他需要点“激励” ——布兰德拒绝

了赵捷为哈佛大学击剑队捐款的提议，

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私利。

在致南风窗记者的采访回复邮件中

，美国国税局的办案特别探员Elizabeth

Keating称，赵捷、CC-1和布兰德三人，

为这笔涉及两个哈佛体育入学名额的秘

密交易，设置了隐秘复杂的操作手法。

赵捷先向CC-1运营的击剑慈善组织捐款

，这一机构再通过向布兰德创立的基金

会捐赠的方式，完成贿赂。

起诉书显示，就在赵捷的大儿子被

哈佛录取入学后，2014年10月上旬，布

兰德的基金会收到了上述慈善组织一笔

十万美元的捐赠。据《波士顿环球报》

报道称，这笔钱的来源正是赵捷在2013

年2月支付给该组织的一百万美元捐款

。

在收到赵捷的一百万美元捐款之后

的两年时间里，这个慈善组织一直没有

收到任何其他资金的捐助，而就在豪掷

一百万元“做善事”三个月后，几乎是

和布兰德的基金会完成注册登记同时发

生，赵捷辞去了在CC-1慈善组织就任的

副主席职位，对外宣称理由是“时间安

排过于忙碌”。

验证了布兰德的确具有左右体育特

长生进入哈佛的大权后，赵捷继续更大

胆地运作自己的小儿子进入哈佛。

检方指控，直到2017年赵捷的小儿

子成为哈佛击剑队的一员之前，赵捷以

承担布兰德的购车费用、房屋贷款费用

、其子女的大学学费等方式出资贿赂。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披露，在

2016年5月，赵捷以98万多美元的价格

买下布兰德在马萨诸塞州Needham的房

子，比当时市场的评估价值55万左右美

元高出近乎一倍。空置17个月后，赵捷

又以66万美元的低价将其迅速出手。

对于这样一笔房产交易，赵捷当时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自己高价买下

挚友布兰德的房子，是对他的投资和青

睐，因对其不到20公里的通勤路程觉得

“十分不忍”（feel so sorry he has to

travel so much）。

校友家庭的天然优势

截至本文发稿，赵捷和布兰德各自

律师尚未对南风窗的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但此前赵捷的律师William D. Wein-

reb曾发表声明表示，赵捷的两个儿子在

高中时期已经是学术明星，也是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击剑运动员，凭自己的实力

被哈佛大学录取，称“赵先生坚决否认

这些指控”。

在此前受访时，赵捷亦自辩称，他

的小儿子是一名成功的击剑手，在名校

圣奥尔本斯学校就读时，除了第一年取

得 B 以外，所有学科都拿了 A，SAT

（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

的分数几乎完美。

他对小儿子进入哈佛表现得自信：

“这很容易，我不必做任何事情。”

赵捷的确可以自信，他的妻子和两

个儿子就读于哈佛。据美媒报道，在哈

佛学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直系亲属

是哈佛校友。同时有统计发现，对于美

国排名前十的高校，校友子女的录取概

率比非校友家庭出身的学生高出45%。

在2019年，亚裔起诉哈佛大学招生歧视

案（哈佛平权运动案）一度闹得沸沸扬

扬。案中公布的文件显示，哈佛大学每

年会给大约60位家里有背景但资历平平

的申请者预留录取名额。

亚裔起诉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

这60位赢在起跑线的入学生中，有

一半的人是哈佛校友的子弟，70%是白

人，大部分人的名字出现在学院院长和

招生办主任的捐赠者子女列表里。为了

避嫌，哈佛还会要求这些学生多准备一

年，和下一届新生一起入学。

在这样的幕后因素影响下，一张藤

校入场券值多少钱？根据一位从事北美

高等教育申请业务的中介计算，对于非

校友父母，无论是捐助给校方，还是用

以长期培养孩子，价码大概都是一百多

万到两百五十万美元。

一直以来，这种“合法贿赂”在美

国社会都遭受着不小的非议。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让反对者批评，

这是阶级固化的又一强有力例证。

现实很骨感

“对于向来用功刻苦读书、以学业

为重的华裔学生来说，赵捷的说法没有

任何说服力，说服不了检察官，也很难

让外界社会信服。”纽约州立布法罗大

学高等教育管理专业博士候选人徐芳向

南风窗表示，她一直从事美国教育观察

。

她总结，高中生毕业后要想进入藤

校，一般有三种途径，如果不是动用

“家族遗产”（legacy application），凭

借申请者父母或其他家人校友的身份，

通过对学校进行巨额捐款，从而有更高

的几率被择优录取，就只有正常申请和

特长生两条路可以走。

徐芳以她所在的居住地为例分析称

，在纽约州伊利郡威廉姆斯学区，按照

SAT成绩、大学预科课程成绩和推荐信

等细化标准一项项去比拼，没有家长能

保证自己的孩子一定能被某所心仪的藤

校录取。

“GPA4.0、SAT满分的学生我们学区每

年就有十几个，而最终能进藤校的只有

一到两个。对于常青藤联盟这样级别的

高校，申请者之间几乎不会存在一个孩

子比其他竞争者优秀太多的情况。每年

还会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不同高校

的招生计划，如招生组的偏好、申请者

种族、学生对不同科学研究的喜好表现

等。”她说。

根据哈佛校方公布的资料显示，每

一位由学校运动队教练推荐的候选人学

生，都要经过约40人规模的招生委员会

审核把关。但在实际中，体育特招生的

筛选录取流程里，校队教练能发挥的作

用非常大。

徐芳告诉南风窗，高校的招生委员会成

员很大一部分来自行政部门，有些则是

教职科研人员。他们对体育教练从专业

角度给出的新生推荐名单非常信赖，一

般不会做过多质疑。这也就使得体育特

招生这条录取道路，更容易滋生权力寻

租，生出高校招生系统的制度性漏洞。

回顾过去类似的高校招生舞弊案，

除了行贿校方和校队教练，出现过的操

弄手段还包括高考替考、骗取体育特长

生名额加分等方式。就在去年3月，美

国被曝出史上最严重的大学招生舞弊丑

闻，根据联邦调查局公布的起诉书，多

位富豪家长、校队教练和大学申请机构

主管参与了全美范围内的大学录取诈骗

案件。

案件的核心人物“黑中介”威

廉· 辛格通过自己名下的多家企业和

基金会，以多类欺诈行径，想方设法

把美国最富有的家庭子女送到知名大

学里，从中非法牟利超过2500万美元

。

“辛格案涉及斯坦福、耶鲁这么

多世界名校，说明一定程度上，美国

的教育管理部门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

和制衡作用，之后一定会有制度纠偏

的动作。”徐芳称，特别是对于录取

的体育特长生，还应该继续有相关的

考核标准，把好这条特殊招生路径的

关口。

对哈佛的嘘声远不止于此。今年3

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特朗普

批准下发了一项总额达2万亿美元的经

济刺激计划，而在一个月后，他开口要

求哈佛归还860万美元救济金，“哈佛

已经有了410亿美元的捐款，不再需要

纳税人的救助。”

受疫情阻碍，目前有超过 2000 万

美国人正在领取失业救济金，失业率

接近 7%。在时下经济不景气的环境

里，全美最财大气粗的高校再从财政

补助里拿走纳税人的钱，这很难不会

成为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们开炮

的理由。

尽管仍面临财政困难，哈佛 “很

有骨气”地拒绝了政府的这笔救助。事

实上，学校委员会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

，哈佛坐拥着357亿美元的捐款，为全

美最高，远超其他任何一所院校。与此

同时，哈佛的入学申请数量在过去三年

中激增，2020届毕业生要比2013年多

34％。

哈佛校园里，依然是富有家庭子女

为主流。根据哈佛大学学报近来对该校

大一新生的调查，在2021届和2022届中

，来自年收入在50万美元及以上校友家

庭的学生，占比分别高达46%和 46.4%

。与之相对应，同期年收入在4万美元

及以下的校友家庭学生，在受访者中分

别仅占1.4%和0.7%，而对于2018届，这

一数字甚至为0。

“藤校更青睐于击剑、划船、曲棍

球等更为小众的项目，长年的训练需要

不小的花费，想用体育运动敲开藤校大

门的家庭一般家底殷实，体育这条路，

也就天然把家境不好的孩子剔除出去了

。”徐芳分析。

美国高校的共识还是要向生源多样

化发展，为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提供更

公平的环境，也依然是各高校的基本价

值观。但哈佛舞弊案在教育界引发的地

震迫使人们反思：美国高校自主招生制

度漏洞之下，隐秘埋藏着更深层的社会

问题，精英大学提倡的公平理念在嵌入

社会现实时，将面临艰难的考验和扭曲

。

哈佛再曝丑闻，美国教育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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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因為新冠病毒大流因為新冠病毒大流

行是我們今年和明年生行是我們今年和明年生
活的最大挑戰活的最大挑戰,, 為了詮釋為了詮釋
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迷思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迷思,,
了解確診從何而來以及了解確診從何而來以及
COVID-COVID-1919 醫學資料和醫學資料和
統計數字背後的意義統計數字背後的意義.. 還還
有有,, 萬一確診了萬一確診了,, 輕輕//重症重症
又各如何治療又各如何治療?? 我們應該我們應該
注射新冠病毒疫苗來預注射新冠病毒疫苗來預
防被感染嗎防被感染嗎？？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
疫苗和其他疫苗之異疫苗和其他疫苗之異??
疫苗的選擇疫苗的選擇,, 何種人不應何種人不應
該注射該注射,, 以及政府疫苗接以及政府疫苗接
種計畫和疫苗的釋疑種計畫和疫苗的釋疑..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
會會』』 和和 『『休士頓亞裔健休士頓亞裔健
康教育協會康教育協會』』 將合辦一將合辦一
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
很榮幸邀請到三位醫學很榮幸邀請到三位醫學
專家分別給我們三個講專家分別給我們三個講
座座::

 

 

講座 III -“『疫苗』知多少”, 2021 年 1 月 24 日, 星期日, 上午 9 點至 11 點 
 

主講嘉賓:  林承興醫師, M.D. 

過敏免疫科主治醫師, Allergist & Immunologist,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助理教授, Houston Methodist Academic Institute 

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Nas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過敏免疫專科醫師,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線上視頻 Webex 會議號碼：126 283 8415, 密碼: 01242021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此系列講座!  希望藉此講座能舒緩大家對日益遽增的確診病例和死亡

人數之恐懼, 勇敢面對可能與我們共存的病毒之挑戰, 祈願大家平安渡過此疫情！ 

 

在此特別感謝一線醫護人員日以繼夜無私的奉獻與卓越醫療專業的貢獻! 

也感謝僑務委員會/休士頓僑教中心和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對此系列講座的贊助! 
 
黃春蘭 敬邀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 

報名 / 聯繫: alice.wen88@gmail.com 

[新聞稿]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2021 年 1 月) 

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我們今年和明年生活的最大挑戰, 為了詮釋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迷思, 

了解確診從何而來以及 COVID-19 醫學資料和統計數字背後的意義. 還有, 萬一確診了, 輕/

重症又各如何治療? 我們應該注射新冠病毒疫苗來預防被感染嗎？ 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

疫苗之異?  疫苗的選擇, 何種人不應該注射, 以及政府疫苗接種計畫和疫苗的釋疑.『休士

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和『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將合辦一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 很

榮幸邀請到三位醫學專家分別給我們三個講座:  

 

  

講座 I -“談『確診』色變”, 2021 年 1 月 10 日 (星期日), 上午 9 點至 11 點 
 

    主講嘉賓: 施惠德醫師, M.D., M.P.H. 

  台北醫學院醫學博士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碩士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理事&前會長 

              參考文章 @ TaiwanNews [台灣英文新聞]: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4004276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s/4043385 
 

              線上視頻 Webex 會議號碼：126 191 8039, 密碼：01102021 
 

 

 

講座 II -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2021 年 1 月 17 日, 星期日, 上午 9 點至 11 點 
 

主講嘉賓:  許環麟醫師, M.D. 

重症主治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助理教授, Texas A&M College of Medicin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CU Rotation 

前內科住院醫師, NY Presbyterian Brooklyn  Methodist Hospital 

重症醫學, 總醫師,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Y 

急診室醫師, 貝里斯 Karl Heusner Memorial Hospital 

前內科主治醫師, 臨床助理教授, 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Brooklyn, NY 

助理教授, Weill Cornell Medicine 
 

 線上視頻 Webex 會議號碼：126 744 6220, 密碼: 01172021 
 

 

[新聞稿]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2021 年 1 月) 

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我們今年和明年生活的最大挑戰, 為了詮釋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迷思, 

了解確診從何而來以及 COVID-19 醫學資料和統計數字背後的意義. 還有, 萬一確診了, 輕/

重症又各如何治療? 我們應該注射新冠病毒疫苗來預防被感染嗎？ 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

疫苗之異?  疫苗的選擇, 何種人不應該注射, 以及政府疫苗接種計畫和疫苗的釋疑.『休士

頓華商經貿聯誼會』和『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將合辦一系列新冠病毒教育講座. 很

榮幸邀請到三位醫學專家分別給我們三個講座:  

 

  

講座 I -“談『確診』色變”, 2021 年 1 月 10 日 (星期日), 上午 9 點至 11 點 
 

    主講嘉賓: 施惠德醫師, M.D., M.P.H. 

  台北醫學院醫學博士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碩士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理事&前會長 

              參考文章 @ TaiwanNews [台灣英文新聞]: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4004276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s/4043385 
 

              線上視頻 Webex 會議號碼：126 191 8039, 密碼：01102021 
 

 

 

講座 II -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2021 年 1 月 17 日, 星期日, 上午 9 點至 11 點 
 

主講嘉賓:  許環麟醫師, M.D. 

重症主治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助理教授, Texas A&M College of Medicin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CU Rotation 

前內科住院醫師, NY Presbyterian Brooklyn  Methodist Hospital 

重症醫學, 總醫師,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Y 

急診室醫師, 貝里斯 Karl Heusner Memorial Hospital 

前內科主治醫師, 臨床助理教授, 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Brooklyn, NY 

助理教授, Weill Cornell Medicine 
 

 線上視頻 Webex 會議號碼：126 744 6220, 密碼: 01172021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此系列講座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此系列講座!! 希望藉此講希望藉此講

座能舒緩大家對日益遽增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座能舒緩大家對日益遽增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
之恐懼之恐懼,, 勇敢面對可能與我們共存的病毒之挑戰勇敢面對可能與我們共存的病毒之挑戰,,
祈願大家平安渡過此疫情祈願大家平安渡過此疫情！！

在此特別感謝一線醫護人員日以繼夜無私的在此特別感謝一線醫護人員日以繼夜無私的
奉獻與卓越醫療專業的貢獻奉獻與卓越醫療專業的貢獻!!
也感謝僑務委員會也感謝僑務委員會//休士頓僑教中心和駐休士頓辦休士頓僑教中心和駐休士頓辦

事處教育組對此系列講座的贊助事處教育組對此系列講座的贊助!!

黃春蘭黃春蘭 敬邀敬邀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
報名報名 // 聯繫聯繫: alice.wen: alice.wen8888@gmail.com@gmail.com

                

               第 19 屆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 系列活動 #2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講座 I - 談『確診』色變, 施惠德醫師. 

                 講座 II -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許環麟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講座 III -『疫苗』知多少, 林承興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確診」從何而來？ COVID-19 數字背後的意義？ 應該害怕嗎？ 

 
 

主講嘉賓: 

 (Dr. Hue-Teh Shih) 
M.D., Taipei Medical College 
M.P.H.,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理事&前會長 
 

 

  

   

   中南美洲: 巴拉圭 & 巴西中午 12 點 

   歐洲: 英國下午 3 點, 西班牙下午 4 點 

   南非(約堡): 下午 5 點 

   亞洲: 泰國&印尼晚上 10 點, 臺灣 11 點, 日本 12 點 

   大洋洲: 澳洲(東) 午夜 1 點, 紐西蘭午夜 3 點 
  

  主持人: 黄春蘭,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  WebEx: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Meeting #: 1261918039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  Password: 01102021    
 

    主辦社團: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報名 / 聯繫: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黄春蘭 Alice Wen  

    贊助: 僑務委員會/休士頓僑教中心  alice.wen88@gmail.com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談『確診』色變

Myth

Fact

                

               第 19 屆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 系列活動 #4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講座 I - 談『確診』色變, 施惠德醫師. 

                 講座 II -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許環麟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講座 III -『疫苗』知多少, 林承興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主講嘉賓: 

 (Dr. Chen Hsing Lin) 
過敏免疫科主治醫師, Allergist & Immunologist,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助理教授, Houston Methodist Academic Institute 

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Nas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過敏免疫專科醫師,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中南美洲: 巴拉圭 & 巴西中午 12 點 

  歐洲: 英國下午 3 點, 西班牙 4 點, 南非(約堡): 5 點 

  亞洲: 泰國&印尼晚上 10 點, 臺灣 11 點, 日本 12 點 

  大洋洲: 澳洲(東) 午夜 1 點, 紐西蘭午夜 3 點 

  

  主持人: 黄春蘭,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   WebEx: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Meeting#: 126 2838415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  Password: 01242021    
 

        主辦社團: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報名 / 聯繫: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黄春蘭 Alice Wen 

 贊助: 僑務委員會/休士頓僑教中心   alice.wen88@gmail.com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疫苗』知多少

               第 19 屆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 系列活動 #3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講座 I - 談『確診』色變, 施惠德醫師. 

                 講座 II -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許環麟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講座 III -『疫苗』知多少, 林承興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主講嘉賓: 

(Dr. Steven Hsu)

重症主治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助理教授, Texas A&M College of Medicin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CU Rotation 
前內科住院醫師, NY Presbyterian Brooklyn   
                           Methodist Hospital 
重症醫學, 總醫師,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Y 
急診室醫師, 貝里斯 Karl Heusner Memorial  
                                Hospital 
前內科主治醫師, 臨床助理教授, 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Brooklyn, NY 
助理教授, Weill Cornell Medicine 

   中南美洲: 巴拉圭 & 巴西中午 12 點 

   歐洲: 英國下午 3 點, 西班牙 4 點; 南非(約堡): 5 點 

   亞洲: 泰國 & 印尼晚上 10 點, 臺灣 11 點, 日本 12 點 

   大洋洲: 澳洲(東) 午夜 1 點, 紐西蘭午夜 3 點 
  

  主持人: 黄春蘭,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   WebEx: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Meeting#: 126 7446220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  Password: 01172021    
 

       主辦社團: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報名 / 聯繫: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黄春蘭 Alice Wen 

贊助: 僑務委員會/休士頓僑教中心  alice.wen88@gmail.com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松園居松園居:: 專為亞裔設計的高級養老社區專為亞裔設計的高級養老社區
讓長者幸福讓長者幸福!! 量身訂做的全方位照護量身訂做的全方位照護

(本報休斯頓報導) 中國人一向關心
長輩，尤其是當他們年紀大了，需要更
多的照顧，老人家在身體、心理上都有
許多需求，如何能讓他們頤養天年、過
著安心開心的日子，就是一門學問了。

當華裔長者飄洋過海來到美國，他
們要面對西方文化的差異，心理上有著
不少的沖擊。讓許多老人欣慰的是，在

休斯頓，第一個亞洲風格的養老社區已
經可以入住了，就是 「松園居」。 「松
園居」本著東方文化的精神，為老人家
開創一個舒適又寧靜的空間，讓他們在
身體與心靈方面都能受到周到的照顧。

為亞裔長者量身訂做
松園居從一開始構思，就以亞裔長者為
主要目標，建築內部設計非常雅緻，無

論在顏色搭配、裝潢布置、以及所用的
家具都呈現亞裔的文化特色，是一個高
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失智
照護(Memory Care)養老社區，為長者們
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建築設計師李兆瓊表示，亞裔長者
們的生活方式與需要都和西方社會不太
相同，像是飲食、語言、生活模式、習

俗文化等，亞裔社區需要有符合我們自
己需要的養老院。

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Inde-
pendent Living(獨立生活)不同

在美國，一般養老社區主要分為獨
立生活社區( Independent Living Com-
munity)、與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
和療養院(Nursing Home)。

「松園居」是提供生活護理(Assist-
ed Living)、與失智照護(Memory Care)的
養老社區，專門針對需要某些生活上幫
助的長輩們，給予日常生活的協助。
以 Assisted Living 來說，在休斯頓，與
「松園居」相類似的環境的養老社區中

， 「松園居」是目前價格最優惠的一個
社區，不僅設備新、環境好，規劃也周
到。

松園居所提供高端的Assisted Living(
生活護理)，是每天 24 小時提供服務的
，住戶可以享受以下活動: 餐點(正宗的
亞洲美食)、清潔服務、健康與藥物管理
、沐浴與穿衣服務、交通服務、各種運
動與遊戲、護送看診、購物服務等等，
生活上方方面面的照料都包括了。

失智照護 (Memory Care)
松園居有認證的記憶護理人員，專

門為阿爾茨海默氏症、和老年痴呆症的
長者提供失智照護，希望能促進長者們
的身心靈健康。因為每位長者的情況都
是不同的，這裡提供個性化的評估，以
確定具體的照護水平，以個人的需求來
定制每個人的照護計劃。

住戶會獲得全天候的專業支持和照
顧，還有關懷與愛心，有專門的互動活
動，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訓練有素的
工作人員具有必要的工具和知識，一周

7天24小時幫助住戶。
這裡還擁有自己的社區健康中心，

裡面有執業護士，經過專業認證的護理
人員給長者提供服務，包括健康審查、
尿失禁護理、用藥管理、家庭保健、以
及有醫療機構提供現場的服務。

想要現場看環境直接體驗，松園居
可安排私人參觀之旅，歡迎洽詢。請致
電: 346-220-5678。Email: sales.pinesat-
bellaire@tarantino.com

松園居地址: 12420 Bellaire Boule-
vard, Houston, TX 77072。 網 址 www.
pinesatbella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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