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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德州口罩令取消德州口罩令取消 餐廳全面開放餐廳全面開放！！州長州長 「「物競天擇物競天擇」」 防疫惹爭議防疫惹爭議！！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周，德州
州長阿博特宣佈，德州下周將解除口
罩令，允許企業全面重開。共和黨人
州長阿博特稱： 「現在是時候完全開
放德州了！」 與此同時，密歇根、路
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等其他州也取消
了類似的規定，這些州也終止了口罩
令。

但美國拜登政府已明確表示，新
冠病毒的限制措施仍有必要。

共和黨人德州州長阿博特發佈了
壹項行政命令，取消了他在疫情早期
實施的大部分限制措施。這項將於3月
10日生效的新行政命令取消了所有口
罩令，並禁止地方當局處罰沒有戴口
罩的居民。在新冠肺炎患者住院人數
不多的縣，去除了對企業的所有限制
。他下令讓所有生意百分百開放，包
括餐廳和酒吧，他認為太多德州人無
法得到就業機會，太多小企業主已難
以支付賬單，這必須結束。

州長認為，隨著疫苗接種增加和
新冠病毒治療水平提高，德州現在的
狀況要好得多，德州的新冠病毒感染
和相關死亡人數最近在下降。

州長阿博特的決定對德克薩斯人
來說並不意外。畢竟，德州應對疫情

從壹開始就帶有政治色彩。德州的共
和黨領導層支持前總統特朗普相對寬
鬆的限制措施。但這導致了德州主要
城市官員的緊張關係，這些城市的官
員都傾向民主黨。

這是控制疫情和控制經濟，口罩
令與維護個人自由之間的選擇。當病
例激增時，各州的政客們更多的是被
動反應而不是主動出擊。

壹年過去了，情況並沒有太大變
化。德州的死亡人數和目前的病例率
仍然位於美國第三高。所以批評人士
說州長的決定沒有遵循科學。

因此，這壹決定將考驗阿博特政
府，也將考驗阿博特與美國總統拜登
的關係。拜登在應對疫情方面比他的
前任更為緊迫。

得州、密歇根州、密西西比州、
路易斯安那州、舊金山市等政府於2日
不同程度地撤銷了防疫命令。其中，
得州是撤銷防疫命令最徹底的州，引
起了廣泛關註。

德州休斯敦市市長特納、哈裏斯
郡治安官已寫信敦促州長不要撤銷全
州範圍內的“口罩令”。信中稱，如
果這種預防措施得不到廣泛采用，將
危及公共安全。

美國眾議員卡斯特羅2日在壹份聲
明中表示，為了在得州大規模斷電事
件後樹立積極的政治影響，州長阿伯
特撤銷了“口罩令”，這是將公共安
全置於不顧，是“魯莽而危險的行為
”。

流行病學者質疑，為什麽在這個
階段取消‘口罩令’？氣溶膠、飛沫
是新冠病毒的主要傳播方式。口罩是
我們少有的預防工具之壹。壹部分德
州人認為在更多人接種新冠疫苗之前
，德州人在公共場所戴口罩非常重要
。

根據CDC的數據顯示，截至2日，
全美近20%的成年人至少註射了壹針
疫苗，約10%的成年人完成了兩針疫苗
接種；德州人口約有2900萬，目前近
200萬人完成了兩針接種，是美國接種
疫苗人數比例最低的州之壹。

休斯敦市目前已出現至少5種變異
新冠病毒，包括英國、巴西、南非、

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發現的變異新
冠病毒。這些變種比原始菌株更具傳
染性。

新冠疫情在美國暴發壹年以來，
人們對防疫措施感到厭倦，很多人都
渴望回歸正常生活。美國疾病控制和
預防中心(CDC)主任華倫斯基日前懇請
民眾堅持防疫舉措，否則，將失去來
之不易的防疫進展。

請看《美南時事通》美南新聞總
編輯蓋軍和美國華人聯合會理事施惠
倫博士怎麽評論州長破除口罩令。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 本 報 休 斯 頓 報 導) 在 新 冠 疫 情
(COVID-19)大流行期間，許多人遭遇
財務困難，無論是一般納稅人，還是註
冊會計師、律師、和專業諮詢師們都免
不了會遇到 IRS，到底應該如何處理
IRS問題?有什麼好策略能用來節省資金
與時間、並減少不必要的壓力?本報邀
請 「認 證 稅 務 解 決 專 家 」 (CTRS，
Certified Tax Resolution Specialist) 袁鉅
源會計師，來分析討論，從納稅人、稅
務專業人員、和IRS代理商的不同觀點
，看看在深具挑戰性的IRS案例中，應
如何獲得專家的協助。

袁鉅源會計師表示，如果您非常了
解IRS，以及了解自己的狀況，則可以
利用新的IRS服務來幫助受新冠疫情影
響的納稅人。以下是針對新冠疫情相關
財務困難的IRS納稅人的減免計劃。

幫助民眾：IRS 納稅人減免措施
(IRS Taxpayer Relief Initiatives)

IRS強調將提供協助，只要原因合
理，包括未能上交納稅表、未能繳費和
未交罰款的案例，經由IRS程序都可得
到幫助。如果納稅人是第一次遇到罰稅
還可以有首次減免稅。

對於在2019納稅年度收到納稅不超
過$ 250,000的通知（有關稅單的信件）
的個人納稅人，IRS可提供一個分期付
款協議的機會，而無需提交留置權。

美國國稅局將短期付款計劃的期限
延長至180天（通常為120天）。IRS放
寬了文書要求，使納稅人有更高的靈活
性，可以在不進行財務核實的情況下，
獲得非簡化的分期付款協議，最高限額
為25萬美元，前提是他們的案件尚未分
配給稅務官。

延伸指南(Extend guidance)自動涵括
現有分期協議中累積的新納稅年度餘額

。（僅限個人和停業實體）。國稅局將
為那些未能滿足先前接受要約條件的納
稅人提供減免。

多項省稅策略
除了IRA的減免措施之外，袁鉅源

會計師(Albert K Yuen)還建議納稅人可
以採取以下的省稅策略，來幫助“合格
的納稅人”。

1.減少罰款(Penalties Abatement)：
“如果你不要求，你就不會得到”。納
稅人可以提出影響交稅的正當理由，並
讓國稅局將罰款減至零。

2.目前無法繳交(Currently Not Col-
lectible)：如果您因為新冠疫情遇到財務
困難，CNC可以暫時停止IRS的高壓交
稅策略。

3.妥協(Offer In Compromise)：如果

您符合資格，OIC可以安排支付IRS較
少的費用，以節省大筆稅金。

4.分期付款協議(Installment Agree-
ment)：如果您遇到經濟困難，可以重
新協商出較低的每月付款計劃。

5.部分付款分期付款計劃(Partial
Payment Installment Payment Plan)：這不
應被忽略為OIC解決方案的後門，能節
省大量稅金。

6.收款法規到期(Collection Statute
Expiration)：IRS 通常在 10 年後不會收
款。

7.非稅申報者(Non-tax filers)：即使

您未申報超過10年，IRS通常也要求您
申報6年。

8.國稅局上訴(IRS Appeals)：要求國
稅局重新審查您的案件，以減少您的欠
款。上訴可以用來暫時停止IRS徵稅收
款，直到完成獨立聽證會為止。

9.美國稅務法院的請願書(Petition
of the US Tax Court)：IRS 律師通常希
望以合理的納稅建議來解決，而無需經
過美國稅務法院的審判。

10.提前退休計劃罰款和稅收(Early
retirement plan distribution penalties and
taxes)：對提前領取退休金的罰款和徵稅
，國稅局對新冠疫情遭遇財務困難有特
殊規定，您可以因而省錢。

袁鉅源會計師說明，希望在新冠疫
情大流行期間大家共同努力節省資金、
時間、和不必要的壓力（包括納稅人、
註冊會計師、律師和專業諮詢師），通
過理解以下不同角色在處理IRS問題上
關心的重點，我們可以從中受益。

A. 納稅人關心的焦點(TAXPAY-

ER CONCERNS)
*不合理的IRS稅單
*罰款和利息加起來金額成長非常快
*長期未能解決IRS問題
*如何停止緊急的 IRS 徵稅、扣押和留
置權
*擔心國稅局可能征收或扣押的擁有資
產
*上訴及不同意IRS不合理的稅收評估
*與難溝通或不合理的IRS代理人合作
*會計師、律師和專業諮商師負擔得起
的費用
*IRS壓力問題影響個人生活和健康
*停止IRS傳票和第三方聯繫人
*行使納稅人權利法案

B. 會計師、律師、專業諮商師關
心的焦點
*缺乏時間、缺乏興趣，工作時間和家
庭時間不時被打亂
*處理納稅人的緊急 IRS 徵稅、留置權
通知
*國稅局的電話等待時間很長
*難溝通的IRS代理商
*納稅人的納稅記錄以及 IRS 傳票缺失
或不足
*納稅人公司與專業人員合作，提供缺
少的支持文件
*處理IRS以及美國稅務法院上訴程序
*根據美國國稅局（IRS）第230號通知
，存在利益衝突。

C.國稅局代理人關心的焦點(IRS
Agents CONCERNS)
* IRS代理人的工作量巨大，希望適時
的解決和結案

* IRS代理人在尋找專業的授權書代表
，他們知道如何與IRS有效合作，以合
理有效率的方式解決和結案。

獲得專家的幫助
袁鉅源會計師(Albert K Yuen，CPA

，CTRS *，CITP)是解決個人和小型企
業IRS稅收問題的全美領先專家之一。
袁鉅源會計師致力於解決個人和企業
IRS問題，並幫助他們恢復財務生活，
他曾代表數百名欠國稅局但無力支付的
納稅人，具有出色的溝通和談判能力。
此外，袁鉅源會計師一直是休斯頓與全
美註冊會計師和各種專業組織的熱門演
講者，邀請他演講的機構不勝枚舉。

袁鉅源會計師是 AL Yuen PLLC 的
創始人和所有者，他是德州認證的註冊
會計師、認證稅務解決專家*，及認證
信息技術專業人員、認證的房地產經紀
人和投資者。袁鉅源會計師過去曾擔任
一家全國性銀行的顧問總監、註冊投資
顧問、《財富》 500強公司的各種技術
和管理職位，以及美國企業家協會的董
事會成員。

多年來，許多註冊會計師、律師和
納稅人一直在將被陷入IRS困境的納稅
人推薦給袁鉅源會計師，解決了眾多難
題，也節省大筆稅金。如果您遭遇IRS
難題，袁鉅源會計師為您的個人和企業
稅務問題提供負擔得起的解決方案。請
致 電 713-818-1156 。 網 站:www.aly-
uencpa.com。 Email: support@alyuencpa.
com。

新冠疫情流行期間解決新冠疫情流行期間解決IRSIRS問題的省錢策略問題的省錢策略
「「認證稅務解決專家認證稅務解決專家」」 袁鉅源會計師袁鉅源會計師 提出專業協助提出專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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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親子教育

“你能不能麻利点?整天磨磨蹭蹭的

!”“这道题我都讲几遍了，怎么还不会

呢?你在学校是不是也不认真听讲?

”……王女士是一位12岁孩子的妈妈，

她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她家孩子刚

会说会走时，每天像小跟班一样跟在自

己身后，还会哄她开心。可孩子上学后

，越来越气人，做事拖沓、学习不认真

、每天只想着玩，温言细语相劝后并不

见效，只能靠“吼”。刚开始，孩子总

是委屈大哭，慢慢地好像适应了，要么

沉默，要么顶撞她，然后将自己反锁在

屋里。王女士担心孩子是不是被“吼”

出了问题，可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十分懊恼。

“很多家长教育孩子时，觉得只要

吼一下，孩子就会听话。这种方式虽然

效果立竿见影，但只是短时效应。随着

孩子年龄增长，这种方法不仅会慢慢失

效，还可能引起孩子的反抗，或者给孩

子带来一些长期的不良反应，比如墨守

成规、逆来顺受、不能独立等。”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

主任医师梁月竹表示，临床工作中，孩

子经常被家长大声训斥甚至辱骂，易形

成四种性格：

胆小懦弱。对孩子大吼大叫，会让

其产生恐惧、害怕的情绪反应。长此以

往，孩子个性被压制，容易养成不敢反

抗的习惯，就算被人欺负也只会一味忍

让。

敏感自卑。家长吼孩子时，孩子会

感觉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逐渐对自身

价值产生怀疑。现在很多小孩出现自残

甚至轻生的举动，其中可能与自身价值

感低有关。

缺少安全感。通常情况下，孩子认

为家长对自己吼叫，是因为不认可自己

，导致孩子开始不相信家长，产生不安

全感。此时的青少年很可能出现“哪个

群体接纳他，他就往哪个群体跑”的想

法，极易误入歧途。

暴躁易怒。家长对孩子的行为存在

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家长本身就是一

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孩子就会产生习得

性的情绪化表达方式，用伤人毁物的行

为表达内心。此外，对家长长期的恐惧

及不信任，还会疏远亲子关系。

梁月竹表示，如果孩子习惯了家长

粗暴的教育方式，生活中会有很多表现

，比如变得磨蹭，用行动抵抗家长的命

令;发生言语冲突，捍卫自己的尊严;保

持沉默，既不反驳也不接受，关闭自己

的内心。

教育孩子，家长应采取正确、积极

的方法。1.明确孩子出现问题的具体原

因，有针对性解决。如家长总是因为孩

子缺乏动力、情绪不稳定、兴趣减少、

做事磨蹭、写作业拖拉或注意力不集中

而生气时，应考虑孩子是不是存在心理

问题，可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寻求医生帮

助，而不是一味依靠吼叫、呵斥纠正。

2.家长是创造家庭氛围的主体，不要因

为在工作或其他事情上受了委屈，就回

家向孩子发泄，从而给孩子幼小的心灵

造成创伤。家长应具有自我觉察及情绪

调整的能力，与孩子沟通时尽量用温柔

而坚定的语气，避免孩子受到坏情绪的

影响。3.如果吼叫还是不可避免的话，

家长要及时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无论

沉默还是爆发，或者孩子看起来像无所

谓一样，都说明孩子与家长之间可能产

生了情感疏离。家长应首先做出调整，

与孩子进行正确沟通，帮助孩子一起解

决问题。

被吼大的孩子性格有缺陷

近年来，因家庭教育问题引发的极

端案例不在少数。父母本着好的出发点

，但由于各种方式方法问题，结果却不

尽人意。

个人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在家庭教

育中家长应该怎么做，才会成为优秀的

家长呢？

1.强化孩子的时间观念和规则意识

那么家长该如何强化孩子的时间观

念和规则意识呢？虞校长给出

了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跟孩子一起制定明

确的生活作息制度并严格执行

。虞校长指出，家长可以跟孩

子一起商量制定每天的生活作

息制度，比如几点起床、睡觉

等。有了详细制度后，家长要

督促执行，久而久之，制度就

会变成习惯。

第二，给孩子布置有时间

限制的任务。比如让孩子5分

钟内帮忙剥一碗毛豆，而不是

仅仅告诉孩子：把毛豆剥完。

更明确的要求，可以让孩子集

中注意力，培养专心做事的习惯。

第三，家长要以身作则。与大家分

享一个《韩非子》里“曾子杀猪”的故

事：曾子妻子跟孩子说只要你不哭闹，

回去就杀猪给你吃。孩子果然做到了。

回家以后，曾子要杀猪，他妻子出来阻

止说是开玩笑的，而曾子的回答是：今

天你欺骗他，他就不会再相信你，这不

是把孩子教育好该用的办法。

2.让孩子学会树立小目标

小目标的树立，不仅可以让孩子有

奋斗的方向，还能在实现过程中，给孩

子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让孩子一直行

走在不断树立目标，不断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最终才能帮助孩子实现人生的大

目标。

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设计表格，以

周或以月为单位，确定成长小目标，然

后每天打卡。比如这一周的小目标是设

计一张适合老年人旅游的杭州地图。在

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查资料、查地图

、做标注，思考什么地方适合老年人等

等。

3.引导孩子学会倾听，捕捉信息

家长在倾听孩子讲话的时候一定要

耐心听完，并学会装糊涂。比如跟孩子

说自己没有很明白，能再说一遍吗？无

形当中能教会孩子，在倾听别人讲话时

可以提出疑问。一个孩子在跟别人沟通

交流过程中，能提出问题，其创造力、

独立思考能力都会很强。

在培养孩子倾听能力的过程中，家

长要给予孩子可操作的方式方法。比如

告诉孩子听别人讲话时，眼睛要看着对

方；作为一个倾听者需要及时做出反应

；要耐心听完别人的话，再发表自己的

观点等。

4.帮助孩子爱上阅读和运动

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一个不爱

阅读的孩子，是学习上潜在的差生。他

指出，家长可以用一些古人的好读故事

，来唤醒孩子的阅读激情，比如苏秦刺

骨、孙敬悬梁、孙康映雪等。

其次，家长还可以用书本作为对孩子

的奖励，给孩子浸润式熏陶。虞校长认为

对孩子来说广泛的阅读比深度阅读更重要

。家长可以让孩子进行“连滚带爬”式阅

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过去。

现在有比较多的孩子偏肥胖、近视

、体质差、意志力不够，都跟运动缺失

有关。他建议家长要多领着孩子一起运

动，并持之以恒，一定会收获意想不到

的效果。

5.让孩子成为家庭的主角

这是当下中国家庭教育比较缺失的

。让孩子成为家庭必不可少的一员，在

家庭中起到关键作用，那么这样的孩子

会更具有独立性，自理能力会比同龄人

要好得多。

其实做法很简单，就是遇到事情，家长

多与孩子商量，多听听孩子的意见和建

议。比如家庭要出游，可以让孩子设计

一个自驾游路线。

6.争做最高层次的家长

父母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肯为

孩子花钱，第二层次是肯为孩子花时间

，第三层次是肯为孩子学习，第四层次

是肯为孩子改变。

针对想要改变自己却不知道怎么执

行的家长，建议家长制定更细化的标准

，比如说不当众批评孩子，不夸大孩子

缺点，不要说我都是为了你好，让孩子

明白原则问题没有商量余地等。

李玫瑾曾说过：父母的早期教育是

孩子终生幸福的根基。这里的早期教育

，指的就是0-6岁，同时也是孩子成长

关键期，家长一定不要错过！

最高级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做到这6点

全球近1億1514萬例確診超過256萬人病故
（本報訊）官方數據顯示，截至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4日11時，全球至少256萬789人死於2019冠狀病毒疾
病，至少1億1513萬940例確診。

疫情從2019年12月在中國爆發，迄今絕大多數感染
者都已康復。但有些人在痊癒後數週甚至數個月內，仍
持續感受到症狀。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當局每天提供的統計數字
來計算，不包括俄羅斯、西班牙和英國等3國統計單位
其後提出的重新估算數據。且累計確診人數只是實際染
疫人數的一部分，因為許多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一直未被
檢測出。

全球3日通報新增1萬1689人病歿、43萬2374起確
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數最多國家依序為
美國（2608死）、巴西（1910死）和墨西哥（857死）
。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51萬9064人病故、
2878萬950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25萬9271人喪生、1071
萬 8630 例確診）、墨西哥（18 萬 8044 人喪生、210 萬
4987 例確診）、印度（15 萬 7435 人喪生、1115 萬 6923
例確診）及英國（12萬3783人喪生、419萬4785例確診
）。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捷克是死亡率最高
國家，每10萬人就有197人染疫喪命；接下來依序為比
利時（191人）、斯洛維尼亞（186人）、英國（182人
）及蒙特內哥羅（164人）。

從區域來看，歐洲累計86萬3705死、3804萬911例
確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計 68 萬 7187 死、
2164 萬7355例確診；美國和加拿大共計54萬1148死、
2965萬5445例確診。

亞洲共計25萬8095死、1623萬5983例確診；中東
地區共計10萬5039死、559萬3336例確診；非洲共計10
萬4664死、392萬5433例確診；大洋洲共計951死、3萬
2481例確診。

（綜合報導）重點摘要
女性在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後不久進行乳房成像檢查，結

果可能會顯示腋窩部位的淋巴結腫大。
麻省總醫院的放射科醫生表示，通常這是正常的。如果沒有

其它問題，不需要進行額外的成像檢查，除
非淋巴結在接種疫苗6週後仍然腫大。

麻省總醫院放射科研究小組已經公佈了一種方法來避免疫苗
接種和乳腺癌篩查的延誤。
“除了要避免疫苗接種和乳腺癌篩查的延誤外，我們還希望我們
的模式能夠減少患者的焦慮、醫療服務提供
者的負擔以及疫苗接種後用於診斷淋巴結腫大的不必要支出。
”

Constance Lehman, MD, PhD
麻省總醫院乳腺成像科主任
美國波士頓 ——腋窩部位的淋巴結腫大是接種新型冠狀病

毒疫苗後的正常反應，但是當它們在乳房X光檢查中被
檢測出來時，就可能會被誤認為是由癌症引起的。 在某
些情況下，可以對淋巴結進行活組織切片檢查來確認它
們是否由癌症引起。為了避免對患者及其醫療服務提供
者造成困惑，並且避免在疫情期間造成疫苗接種和乳房
X光檢查的延誤，麻省總醫院放射科研究小組公佈了一
種方法來處理隨著疫苗接種計劃的加速而預計產生的常
見事件。這種方法在《美國放射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Roentgenology）上有所描述。
“在我們的乳腺成像科門診中，我們已經開始看到越來

越多的患者在乳房X光檢查、超聲檢查以及磁共振成像檢查中出
現淋巴結腫大。而且我們留意到，他們在門診檢查前不久剛接種
了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麻省總醫院乳腺成像科主任兼Avon乳
腺全面評估中心（Avon Comprehensive Breast Evaluation Center）
聯合主任、主要作者Constance Lehman, MD, PhD解釋道，“我
們與初級護理和乳腺癌專科門診的同事談過，意識到我們需要一
個清晰的處理計劃。 ”

該研究小組的目標是製定一個計劃，從而支持患者繼續參與
疫苗接種，同時確保患者繼續進行他們的常規醫療檢查，如乳腺
癌篩查。同樣重要的是，要向患者保證，在接種疫苗後發現腋窩
部位有淋巴結腫大是正常且在預料之中的。

解決方法基於三個原則：1）鼓勵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2
）減少和/或消除乳腺成像檢查的延誤、取消和改期；3）減少針
對因近期疫苗接種而產生的淋巴結腫大而產生的不必要額外成像
檢查和/或活組織切片檢查。

“除了要避免疫苗接種和乳腺癌篩查的延誤外，我們還希望
我們的模式能夠減少患者的焦慮、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負擔以及疫
苗接種後用於診斷淋巴結腫大的不必要支出。 ”Lehman說。

Lehman和她的同事——包括共同作者Leslie Lamb, MD, MSc
和Helen Anne D’Alessandro, MD——強調在接種疫苗後不久檢
查出淋巴結腫大是不需要進行額外的成像檢查的，除非腫脹一直
持續或患者本身有其它的健康問題。這條信息應傳達給成像科員
工和患者。可在給患者的檢查信中寫道：“我們在您的乳房X光
檢查中看到，在您最近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一側的腋窩部位
，淋巴結較大。淋巴結腫大是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後的常見現
象，也是您的身體對疫苗產生的正常反應。然而，如果在接種疫
苗後，您感覺腋下的腫塊持續了6週以上，則應通知您的醫生。
”

Lehman指出，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記錄顯示多家
醫療機構的乳房X光檢查和乳腺癌檢查急劇下降。 “ 中斷乳腺
癌篩查計劃很可能會導致癌症晚期的診斷病例顯著增加，而改期
則會引起癌症篩查程序的需求上升，”她說，“我們相信我們的
模式可以避免疫苗接種的減少或延期，並且避免因患者和/或其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困惑而導致乳腺癌診斷的進一步減少或延誤
。 ”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首家且最大的教

學醫院。麻省總醫院研究所開展了全美最大的醫院研究項目，每
年研究運營資金超過10億美元，擁有9500名研究人員，涉及超
過30個研究所、中心及部門。

近期接種了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女性在乳房X光檢查中發現淋巴結腫大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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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红柳，它用绽放在枝头的粉色诉说

着荒漠景观的绚烂，它用柔弱的身姿展

现着戈壁荒漠的温柔，它用温柔婉约的

性格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它那一团暖眼

的粉红，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次下乡，应该

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季，大约是四

五月份的样子。那时候交通没有如今这

么便利，下乡坐的是单位运送草种的卡

车。坐在卡车的后车厢上，身边堆满了

装草种的麻袋。也许是刚刚参加工作的

原因吧，并没有觉得有啥寒酸，反而觉

得在车厢上春风拂面，尽管颠簸也是一

种幸福......

在卡车驶入村口的时候，村口一大

片漂亮的粉色吸引了我。到了村里科技

综合服务站，早已联系好的农牧民忙着

卸草种，我问其中的一个农牧民村口的

植物是什么？他憨厚地笑了笑说是红柳

。看着离卸完草种还有一些时间，出于

专业上的一种好奇，我一个人走到了村

口，重新去看那片漂亮的粉色。到了村

口才发现那片红柳足足有五亩多，像是

一片粉色的小湖在微风中荡漾着。细细

的枝条呈现出漂亮的紫红色，叶子非常

的奇特，由小小鳞片状小叶组成披针形

长条，长在柔软的枝条上，小枝下垂纤

细如丝，婀娜可爱；小而密的一朵朵粉

色小花组成一个大的花序，压弯了纤细

的枝条。花朵随风摆动，远远望去，极

像是绿色的海洋里翻腾的粉色细浪，在

荒凉的塞外有这样一副独特的美景，那

简直是一种视觉上的震撼！

看了红柳，我才知道，原来是认识

它的。它的学名叫“柽柳”，是柽柳科

、柽柳属植物，拉丁名：Tamarix chi-

nensis Lour，蒙古名叫“乌兰—苏亥”

，意思是红色的坚韧。牧民们常用红柳

的枝条做马的羁绊，它的坚韧使马不能

随意乱跑，它的柔软又不能伤到马蹄。

柽柳在植物分类学上也十分特殊，一科

一属一种，这样的植物在生物界也十分

少见。眼前的这片红柳比起教科书里文

字的描述，比起标本室里干枯的标本，

多了许多的活泼的生机......

小的时候喜欢听故事，父母讲的故

事大都是一些民间传说，比如孟姜女哭

长城、七仙女下凡、白娘子游西湖等等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喜欢读

一些关于民间故事的书籍。民间故事虽

然没有阳春白雪的华美，但其中描述的

民间淳朴的爱与情感却让人向往和伤感

。下乡的时候，也喜欢向当地的农牧

民问一些关于地名的来历，一些植物

的俗称以及流传在当地的传说。

在书上看到了两个关于红柳的传

说，一个说的是一位叫“红”的英雄

。在腾格里大沙漠边缘是一片荒沙戈

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着贫瘠的日

子。这方土地属于“旱魔”所统治，

只有在每年按时收到献给他的贡品，

旱魔才会取出“雨珠”，沿着贺兰山

撒上几滴，让种在山脚下的庄稼可以

勉强有个收成来维持生计。在一个小

村子里，有个叫“红”的小伙子，不

忍看着乡亲们在旱魔的肆虐下受苦，

他决心挑战旱魔，让人们过上富裕的

日子。小伙子找到旱魔与他博斗了七

天七夜，尽管身上伤痕累累浑身是血

，他也没有向“旱魔”屈服。“旱魔

”知道无法征服这个年轻人，便用魔

法赌咒，只要“红”敢把自己的血在

沙漠里流尽，他就保证小伙子的村庄

年年风调雨顺。“红”听了这番话，毫

不犹豫地拔出腰间的佩刀，割断了自己

的手腕，鲜血像泉水从“红”的身体中

流淌出来，流进了干涸的沙漠中，就在

那些鲜血渗入的沙漠上不断长出一丛又

一丛的细柳。它们不同于其它的柳树，

而是一丛丛的灌木。它们的枝条也不是

寻常的绿色，而是一种在绿色里透出暗

红的颜色，像血一样红的颜色。那些红

色的灌木柳簇拥着“红”倒下的身体，

仿佛护卫一具神灵。“旱魔”被这个年

轻人的行为所震撼，他遵守诺言放出了

雨珠。从此以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叫

“红”的英雄，把那些细柳命名为“红

柳”。

另一个传说中的红柳，原为玉皇大

帝手下听唤的红娘，玉皇视察人间时，

发现人间受沙害凌虐，民不聊生，心生

怜悯，就将红娘嫁于沙害黄龙，以慰其

心。于是红娘化身红柳，在沙漠中与黄

龙为伴，从此风沙肆虐的地方就有了婀

娜多姿的红柳。红柳，它用绽放在枝头

的粉色诉说着荒漠景观的绚烂，它用柔

弱的身姿展现着戈壁荒漠的温柔，它用

温柔婉约的性格诠释着生命的意义！

不过，我在当地却听到的是这样的

传说：村里有一对热恋的年轻人，小伙

子英俊威武，姑娘温柔漂亮。正当他们

准备结婚的时候，外族侵略到了他们家

乡，小伙子为了保卫家乡，战死沙场，

英魂化作了大漠里的沙柳。而那位姑娘

自从和小伙子分开后，一直在村口等待

小伙子归来。她为了让心上人回来第一

眼就能看到自己，姑娘特意穿了红衣裳

、绿袄，围着粉色的纱巾在村口等待。

几年过去了，当姑娘等到的却是小伙子

战死沙场的噩耗，从此姑娘一病不起，

最后撒手人寰。姑娘的父母遵循她的遗

愿，把姑娘葬在了村口。因为姑娘至死

也不相信她的英雄会战死，她相信总有

一天小伙子还会骑着战马归来。年复一

年，姑娘的坟上长出了一种奇特的植物

，红色的枝条，绿色的叶子，粉色的花

朵。远远望去，就像是原来的那位姑娘

又站在了村口......

其实，每一个传说都有它背后的含

义。我喜欢第一个传说，第一个传说诉

说了塞外人民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的艰

辛，反映了塞外人们面对种种困难不屈

不挠的奋斗历程，赞美了塞外人们甘愿

为自己同胞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大

无畏精神。我不喜欢第二个传说，像是

御用文人溜须拍马的手笔。正如鲁迅先

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写到的：“我

对于玉皇大帝所作的事，腹诽的非常多

。”我也一样有同感，只是不敢言而已

。

我更喜欢第三个传说，这个传说不

仅赞美了红柳对爱情的执着与守望，也

诉说了沙柳在爱情与爱国之间的追求与

抉择。这个传说，从另一个方面控诉了

统治者发起战争的残酷暴行。“誓扫匈

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

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统治者们

发动每一场战争前，何曾想过对他国人

民和自己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呢？由红

柳我也想到了孟姜女、想到了一个“望

夫石”的传说，曹丕《列异传》中云：

“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

者。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

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

为石。”

每次下乡看到红柳，我总会想到这

些传说。有时候也会想起朴树那首《白

桦林》的旋律，朴树那略带伤感和沧桑

的嗓音，唱出了在国难当头爱国儿女面

对爱情、爱国之间的抉择中的痛苦与毅

然！

前两年去西藏旅游的时候，我对红

柳又有了新的认识。登上布达拉宫的红

宫，我看到了一堵堵奇怪的墙，墙体的

表面是粗糙的红色，像是用什么植物做

成的。问了导游才知道，这是藏民用白

玛草制成。白玛草就是红柳，藏区俗称

观音柳，其砌筑方法是先将红柳枝条去

皮晒干，然后用湿牛皮绳捆绑成手臂粗

细的小束，上下用木钉固定，再砌置于

墙体外侧，最后将其刷赤紫色。这样砌

成的墙里面充满空气，能冬暖夏凉，还

可以减轻建筑物的重量，地震时也能缓

冲地震波的冲击力对建筑物的的损害，

我由衷地赞叹藏民们的聪明才智在这里

发挥得淋漓尽致！红柳，竟然能在雪域

高原也可以顽强地生长，还能保护神圣

的布达拉宫，真是一个奇迹！站在布达

拉宫上，红柳在我的心中又多了一份庄

严与神秘......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心中的红柳不

再是教科书上枯燥的文字，不再是标本

室里枯干的枝叶。红柳是一种对祖国牺

牲与奉献精神，红柳是对爱情执守的象

征，红柳是对残酷战争的控诉，红柳是

藏民们聪明才智的写照，红柳是布达拉

宫上庄严与神秘的代表。在千万年的生

物进化中，它留在了大漠，留在了戈壁

，留在了西藏，它一科一属一种，没有

从地球上消亡，这难道不是一个生命创

造的奇迹？

春风又吹过塞外，红柳的枝条依然

是红色，不久便会披上绿装，戴上她心

爱的粉色纱巾在春风中摇曳。在冬去春

来的轮回中，我不知道红柳的背后还有

多少故事，还有多少秘密，但愿我能把

它们一一拾起，写成文字，装在自己的

心底......

红尘中奔波的我们总是留恋于眼前

的繁华与虚无，有谁又能像红柳一样在

贫瘠的大漠里坚守一份真挚的爱情呢？

再想一下，经过千年的演化，我们人类

的灵魂是否也能长成一丛丛红柳？用绽

放在枝头的粉色诉说着贫瘠中的绚烂，

用袅娜的身姿展现着生活中的温柔，用

柔韧的性格诠释着生命的意义！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想起很久没

有到过的那个村子，又想起那片令人心

动的粉红，不过我想，随着村镇的变迁

，不知道她们是否还能伫立在村口？

村口等待的“恋人”

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德克薩斯州長格雷格·阿博特
（Greg Abbott）宣布取消德州戴口罩強制令，引起軒然大波，德
克薩斯人紛紛簽名抗議。美國總統拜登周叁對德州州長計劃重新
開放德克薩斯州並取消全州戴口罩命令的計劃發表了鮮明的講話
。

拜登說：“我認這是一個大錯誤。” “我們需要的最後一
件事是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這樣的人類祖先必然比現代人類
更加原始) 的思維，同時認一切都很好。脫下你的口罩？算了吧
，口罩仍然很重要。”

周二，阿博特宣布該州將于3月10日取消戴口罩強制令並重
新開放至100％的運營能力。

阿博特在第二次獨家采訪中對休斯頓KPRC 2電視台表示：
“拜登總統今天在德克薩斯州所做的事情正在肆意威脅著德克薩
斯人的生命，因我們正在努力他們提供疫苗。”

阿博特提到了Telemundo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該調查指出
，有100多位COVID-19呈陽性反應的非法移民被邊境巡邏隊釋
放入境。

阿博特說：“拜登總統的政府本身正在通過允許非法移民進
入德克薩斯州，將德克薩斯人和美國人暴露于COVID-19，有
100多位COVID-19呈陽性的非法移民，並被釋放到德克薩斯州
的社區。”

哈裏斯郡郡長莉娜·伊達爾戈（Lina Hidalgo）等其他地方領

導人也對州長重新開放該州並取消口罩任務的決定表示批評。
她說：“目前，數字還沒有蔓延到我們可以停止戴口罩的地

步，還沒有蔓延到我們可以避免聚會的程度，還沒有蔓延到我們
可以避開人群的程度。” “所以我們必須堅持下去。”

然而，阿博特還指出，德克薩斯州在周叁創下了該州注射疫
苗的曆史記錄。

“所有數字都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今天，我們的住院人數
是最低的，而且冠狀病毒陽性率也是四個多月以來最低的，因此
接種疫苗的人數最多。”

阿博特回應取消戴口罩命令的批評
指出責任在于讓非法移民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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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爾 拿 丹 恩 奴 域 逐 漸 上 力

傑志傑志傑志誓挫誓挫誓挫飛馬飛馬飛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亞洲足協
於3日公布奧運女子足球附加賽的比賽時間，
中國女足將於5日內主客場連續出戰兩回合對
韓國比賽爭取奧運入場券。

根據賽程，中國國家隊將於4月8日先作
客韓國，到4月13日則會在蘇州奧體中心出

擊，勝者將晉級東京奧運會。在上年2月，國
家女足參加了在澳洲舉行的奧預賽小組賽比
賽，最終以B組第二名身份出線，獲得和韓國
女足踢附加賽的資格。

中國國家隊一眾球員近日正積極作備
戰，在接受訪問時，各球員均顯示已準備就

緒，其中隊長吳海燕表示：“我們每一期集
訓都是為對陣韓國作準備，無論是進攻或是
防守，均希望在細節上能夠做得更細緻和精
準一點。”

前鋒李影則認為，球隊在把握機會能力方
面還需提高：“我們的目標肯定是拿下這場比
賽。從過往對碰顯示，我們可以創造出很多機
會，但在把握上做得還不夠好。現在我們除了
整體戰外，對個人的要求就是要能把握更多機
會，取得更多的入球。”

國際殘奧委會主席帕森斯國際殘奧委會主席帕森斯國際殘奧委會主席帕森斯：：：
北京冬殘奧將給世界帶來驚喜北京冬殘奧將給世界帶來驚喜北京冬殘奧將給世界帶來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根據傳
媒報道，新一屆中國超級足球聯賽將於4月
20日開幕，廣州和蘇州將成為承辦今年中超
第一階段比賽的兩個賽區。

報道表示，中國足協、職業聯盟在農曆
春節假期到來前已將聯合起草的新賽季中超
聯賽開賽方案提交上級體育管理部門，並於
早前獲批，新一季中超將於4月20日開幕，
全季會分為3階段進行，其中首循環14輪比
賽會像上季般繼續使用賽會制，在廣州和蘇
州賽區進行。至於新一季中超後面階段比賽
是否會調整賽區安排、恢復主客制，中國足
協與職業聯盟籌備組據報也做了相應預案。

為了配合國足備戰卡塔爾世界盃外圍
賽，中超首階段14輪賽事會分別安排在40
強賽最後4輪賽事的前、後進行，中超第
2、3階段部分賽事有可能安排在12強賽賽
程周期內上演，此外部分輪次還會安排在東
京奧運會進行期間。升降制度方面，2021年
球季中甲聯賽前兩名將會直接升入中超；中
超倒數第1和第2名，則會和中甲第3、第4
名踢附加賽，勝出的兩支球隊也將獲得2022
年球季的中超的參賽資格，換句話說今年中
超將沒有直接降班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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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足中國女足中國女足 奧預賽奧預賽奧預賽555日兩戰韓國日兩戰韓國日兩戰韓國

目前天水圍飛馬及傑志分列聯賽榜第
2、3位，今仗勝方即可壓過東方龍獅

升上榜首，兩支球隊復賽後狀態不俗，今
仗正面交鋒定必有一場惡戰。傑志上仗
憑藉基爾頓的入球險勝南區，雖然球隊
整體狀態尚有待提升，不過西班牙外
援巴爾拿的作用卻甚為明顯，這名
中場大腦除射入一球外亦成功令傑
志組織更為流暢，相信隨着默契
的建立將來可以作出更多貢獻。
巴爾拿在賽前則表示，不會

輕視眼前的任何對手：“雖然我
已經來到香港幾個月，但因為疫
情只踢過三場比賽，狀態及與隊
友的默契都在提升當中，之前我們

曾以3：1擊敗過天水圍飛馬，不過在足
球比賽中，每一場比賽都是新的挑戰，我們不

會輕視任何對手，對每一場比賽只會全力以
赴。”

傑志上場對南區上半場佔盡優勢，不過多次
失機導致贏波過程險象環生，幸好備受矚目的新
援丹恩奴域上仗已經後備上陣，今場或會首度
正選上陣迎戰強敵，有這名“黑山伊巴”的經

驗及射術協助，傑志鋒線威力可望進
一步提升。

飛馬復賽表現眼前一亮
天水圍飛馬人腳上或許不

及傑志，不過球隊復賽後演出
卻惹人好感，“超級外援”
達施華的表現更是令人眼前
一亮，近兩仗包辦球隊的三
個入球，這名曾効力彭美拉
斯及高士路等巴西名門球會
的前鋒表示已經適應香港環
境：“剛到港的時候訓練不足
一星期就要比賽，在當時完全
陌生的環境下發揮不出應有水
平，不過經過一段時間後已經適應
在香港的生活環境，在比賽停擺的時
候亦積極提升體能及狀態，希望未來射入
更多入球協助球隊獲得好成績。”

隨着巴爾拿及丹恩奴域兩大

新援逐漸上力，傑志4日晚8時

假香港旺角大球場對天水圍

飛馬的港超比賽終於有望全

力出擊。上仗絕殺冠忠南區

後，傑志目前在聯賽榜只落後

東方龍獅兩分，今仗除力爭 3

分務求升上榜首外，更是對之

後亞冠盃陣容的一次重要測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丹恩奴域
有望首度正
選登場。
球會圖片

●巴爾拿（前左）演
出盡顯級數。 新華社

●●飛馬在復賽後表現不俗飛馬在復賽後表現不俗。。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超快將開中超快將開
鑼鑼。。 新華社新華社

●●帕森斯認為北京冬殘奧帕森斯認為北京冬殘奧
將取得空前成功將取得空前成功。。 路透社路透社

距離2022年北京冬殘奧會還有1年時間，
賽會各項籌備工作正在穩步推進。對於這場即
將到來的殘疾人體育盛會，國際殘奧委會主席
帕森斯滿懷期待。他在近日接受採訪時表示，
北京冬殘奧會必將給世界帶來驚喜。

2008年，帕森斯曾作為巴西代表團的一員
參加過北京殘奧會，他對於那次盛會印象深
刻。“在那一年，我們看到了一個正在走向世

界的中國。從我的角度來看，從那一年開始，
中國開始在世界多個領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
作用。在2008年，中國將殘奧會帶到了一個
全新的高度，中國實現了許多目標，其中重要
的一個就是向世界敞開胸懷。現在，冬殘奧會
將為中國提供另一個機會。一年之後，我相信
北京冬殘奧會將給全世界帶來驚喜。”

帕森斯說，雖然面臨疫情挑戰，中國政府
適時採取了正確的防控措施，成功遏制住疫情
傳播，提前一年完成競賽場館建設工作，讓國
際社會對北京冬殘奧會的如期安全舉辦充滿信
心。中國對冬殘奧會的支持和投入，為殘奧運
動員們一展所長提供了平台。他相信，北京冬

殘奧會將是一屆精彩成功的殘疾人體育盛會，
必將激勵和鼓舞全世界的殘疾人，對於促進和
推動國際殘奧運動發展、為殘疾人構建包容多
樣的社會環境至關重要。

另外，帕森斯亦十分關注北京冬殘奧會的
可持續發展工作。他認為北京已經將可持續發
展的理念融入了整個籌辦過程中。“北京為籌
辦冬殘奧會所做的每一項工作中，都融入了可
持續發展的理念。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事情，中國在世界上有着很大的影響力，中國
對於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對於全世界來說，也
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信號。”帕森斯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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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说起金银花，很多人都觉得耳熟能详

，大概还有不少人喝过金银花泡的水。其实

金银花的中文正式名叫忍冬。这也是个十分

通俗的名字，顾名就能思义。

老有所乐的标配

明朝永乐年间，住在崂山脚下的村民

苏现，遇到了一位邋遢道士。

那个道士年事已高，蓬头垢面，须髯

如剑戟，说话行事或是疯癫，或是诙谐，常

被村子里的孩童们戏弄。老道人也不气恼，

只是嬉笑而去。或三两日，或五七日，老道

人就会自崂山下来，进入村子里，胡乱寻些

吃食。村人对他颇为厌恶，常请他吃闭门羹

。苏现见道人年迈，于是心怀怜悯，便常给

他些饭食，入秋又赠他棉衣。

到了隆冬时节，忽而有一天，老道人

来到苏现家拜访，自称姓张，在崂山清修这

段日子里，得苏现礼敬，无以为报，于是献

上野花一藤，作为回礼。“此花自海岛中携

取而来，”老道人对苏现说道，“虽隆冬严

雪，叶色愈翠，其名‘耐冻’，望君善待之

。”言讫，老道人飘然而去。苏现望着道士

的背影，只觉得此人龟形鹤背，大耳圆目，

不同凡夫俗子，却也未多想，只是将那花藤

栽了起来。

岂料数日之后，官兵入村而来，道是皇

帝有旨，来寻访奇人张三丰的下落。苏现这才

恍然大悟，那道人原是赫赫有名的仙翁。张三

丰带来的花藤，冬日叶翠不凋，入春即花，幽

香四溢，众皆称奇。地方官员不敢隐瞒，将此

事禀告了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听罢，自言自

语道：“耐冻，耐冻，哼，好个张三丰！”既

然借“耐冻”花藤言志，决心不惹凡尘俗务，

朱棣也只能断了寻访的念头。

这株奇人张三丰亲自携来的“耐冻”

，有人想要分株栽种，然而无论是朱棣还是

其他人，移到别处的新株新苗，都无法栽种

成活，结果只留下了这么一架老藤，生在崂

山脚下。将近二百年后，明代《莱州府志》

记载，这架老藤依然苍翠如初。

朱棣为什么一听说“耐冻”的事，就

明白了张三丰的心意呢？其实这个“耐冻”

并非什么绝世罕见的植物，而是忍冬的别名

。在明清两代，忍冬早已经是常见的药用植

物了，甚至文人还拿忍冬来猜谜语，谜面是

“残年独守”，谜底就是“忍冬”。张三丰

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皇帝啊，你别找我啦

，我这把老骨头，就让我混过残生算啦。

朱棣和张三丰之间的恩怨纠葛，或许

民间传说的成分更多些，但是“残年独守

——忍冬”这个常规搭配，可是正儿八经写

进了清代关于灯谜的著作之中的。其实忍冬

这种植物的名字，早在晋朝就已经出现了，

后来南梁陶弘景解释说：“凌冬不凋，故名

忍冬”。忍冬是半常绿植物，华北及其以南

地区，冬季时忍冬的叶片不会落尽，而是保

持着常绿的状态。

到了北宋年间，沈括、苏轼编著的

《苏沈良方》之中，对忍冬的描述就已十分

详细了，其中写道：“叶尖圆，茎生，茎叶

皆有毛，生田野篱落，处处有之，两叶对生

。春夏新叶梢尖，而色嫩绿柔薄，秋冬即坚

浓，色深而圆，得霜则叶卷而色紫，经冬不

凋。四月开花，极芬，香闻数步，初开色白

，数日则变黄。每黄白相间，故一名金银花

。花开曳蕊数茎如丝，故一名老翁须，一名

金钗股。冬间叶圆浓，似薜荔枝，一名大薜

荔。可移根庭槛间，以备急。花气可爱，似

茉莉、瑞香、甘草。”

不但形态描述的思路和如今的植物志

相似，而且其中也说出了忍冬的另一个家喻

户晓的别名：金银花。由于一朵花的花冠，

初开时是白色的，之后渐渐变成金黄色，在

一条枝上黄白相间，所以称作金银花，确是

恰如其分。

谁才是金银花的代言人

不过，沈括、苏轼的著作里虽然描写了

忍冬的姿态和气味，却还是将它当作草药来看

待。后来李时珍在描述忍冬时，也用了类似的

形容词句。但若是要评选出一位忍冬（金银花

）的代言人，以上这几位的排名还要靠后一些

，因为在金朝，有一对兄弟吟诗唱和，不但写

了忍冬的形态、药效，还写到了它的另一个别

名，以及对这种植物的评价。

这对兄弟就是金朝文学家段克己，和

他的兄弟段成己。金朝末年，金哀宗自缢身

亡，北地纷乱，于是段式兄弟跑到山西龙门

山隐居。段克己与友人封仲坚入山采药，遇

见忍冬，见此花形如鹭鸟，所以称之为“鹭

鸶藤”，并写诗道：“有藤名鹭鸶，天生匪

人育。金花闲银蕊，翠蔓自成簇……”而后

他在诗中说，不是为了口腹之欲才去采集，

而是为了把忍冬当作药物，还把忍冬赞为

“香色奇”的植物，最后评价道：“世俗不

知爱，弃置在空谷。作诗与题评，使异凡草

木。”

段家哥哥说忍冬好看、有香气，又能

入药，怎么会乏人问津呢？而且在此之前，

竟然都没有人专门写诗赞颂它！这是替忍冬

抱不平，也是映射自身的境遇。而段家弟弟

段成己有诗唱和，同样也是写忍冬，他说：

“幽花发溪侧，闲错金珠簇。徐看是鹭藤，

香味浓可掬……”然后回答了段哥哥的问题

：因为“情知无俗姿，安能悦众目”，人们

都用世俗的眼光去欣赏，谁能体会得到忍冬

的妙处呢？最后段弟弟总结道：“一经题品

余，名字耀岩谷。遇合良有时，不才异山木

。”

经过段家兄弟这么一番夸赞，后来的

文人还真的开始关注忍冬了。比如清代的叶

申芗在《点绛唇·金银花一名鹭鸶藤》词中

就写道：“钗股双垂，色分黄白真纤巧。珠

萦翠绕，小摘宜清晓。茗战争新，香助汤功

妙。谁知道。段家诗好，初把芳名表。”段

氏兄弟在这里，就已经被看做忍冬（金银花

）的代言人了呀。

金银花怎样变色的

虽然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之中，

已经对忍冬花的形态和变色规律，进行了详

细的描述，说道：“三四月后，开花不绝。

花长寸许，一蔕两花，二瓣一大一小，长蕊

初开者，蕊瓣俱白，经三二日则变黄，新旧

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但是这个

变色现象，人们却是见怪不怪了很多年，直

到近年来才有人讨论了忍冬变色的机理。

忍冬花色的变化，其实有两个主要的

变色阶段：花蕾时为绿色，花初开时变为白

色；花开放约2-3天后，由白色渐变为淡黄

色，直到最终变为金黄色。

由花蕾时的绿色，到初开时的白色，

这个阶段的花色改变，主要与花冠中的叶绿

素含量有关。在变色过程中，叶绿素的含量

降至之前1/3，此后还在继续降低。同时，

主要显现为黄色的类胡萝卜素，含量也降至

不足之前的1/2。花冠中色素的含量降低，

才使花冠显现出了白色。

而在由白变黄的过程中，花冠中的类

胡萝卜素含量急剧增高，“金花期”相比于

“银花期”而言，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了

10倍。正是由于急剧增加的类胡萝卜素带来

的颜色，使白色的花冠变成了金黄色。此外

，在“银花期”的花冠有时并不是纯白色，

而是稍带一点点淡黄色，这是黄酮类物质带

来的黄色，但由于含量较低，黄酮类物质并

非变色的主要原因。

此外，某些植物的花冠变色，同时会

受到细胞中pH值变化的影响。但忍冬花在

变色的过程中，pH值始终保持在5.3~5.5之

间，花冠细胞的酸碱度基本保持不变，因此

变色与之无关。

虽然如今已经明确了忍冬花变色的初

步机理，但是究竟是类胡萝卜素中具体哪种

色素，才是变色的主要原因，这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有人认为，忍冬花冠中带来黄色的

类胡萝卜素，可能和菊花中提供黄色的类胡

萝卜素相近或相同。而已有相关的科研团队

，将目标指向了忍冬花中类胡萝卜素的次生

代谢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怎样在短时间

内，制造出大量的类胡萝卜素，相关的基因

是否存在进一步利用的可能性。

为什么张三丰种不活

其实让我比较在意的，是最开始那段

故事里，张三丰带来的忍冬。有人说那个忍

冬是他亲自栽种的，有人说只是由他自海岛

带来，无论怎样，张三丰应该不是刨了一整

棵植株。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他从海岛剪回

了一段枝条。

至于那棵“张三丰忍冬”，为什么别

人再分枝出去，却成活不了呢？抛开传说和

神化演绎，忍冬确实是足够皮实的植物，喜

阳，也耐阴、耐寒，也耐热、耐旱，也不怕

水湿，这都种不活，得有多手残啊！如果凭

空猜测的话，有可能朱棣引种回来的忍冬，

由于防护不周，在北京的冬季受了风吹，因

为低温和缺水而死了。就像月季、木槿等花

卉，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冬季的风太

过干冷，茎和芽因缺水而变成了枯枝，呜呼

哀哉。

其实在北京栽种忍冬，如果选择避风

处，或者冬季稍作防护，就基本没有问题。

反而是病虫害会比较令人头疼，特别是栽种

于不甚通风处时，非常容易招来蚜虫等虫害

，需要特别留意。我们没办法还原当初朱棣

的操作了，反正皇帝移栽没能成活，至于别

人，谁敢说我比皇帝强呢？

如今除了花色由银色变为金色的忍冬

本种以外，它的变种红白忍冬（Lonicera

japonica var. chinensis）也比较常见，花冠

外面紫红色，里面白色，比寻常的忍冬更鲜

艳些。此外，园艺品种四季忍冬（L. japon-

ica 'Semperflorens'），花期自春季直到秋末

，绵延不绝，原本也是个很好的品种。只不

过从外形上看来，四季忍冬和普通的忍冬没

有明显差别，一些商家用普通忍冬，冒充四

季开花的品种，购买时需要确认货源的可靠

性。

泡茶用的金银花，也是张三丰留给皇帝的哑谜

老蔡是个屠夫，每年不知道有多少牲畜

丧生在他手下。这日，邻居老王牵着一条黑

狗来老蔡家，看样子并不像家养的土狗。老

王说是在山中捡到一条狗，让老蔡帮忙给收

拾了，并答应送老蔡一条腿当做辛苦钱。老

蔡上午要去邻村杀头牛，只能下午回来处理

了。于是，就将黑狗关进了铁笼子里。

下午老蔡归家后，与妻子说了一会儿话

，就准备动手杀狗。这条狗通体黑毛，只在

眉心处有一小撮灰毛，看上去像三只眼一样

。老蔡磨了几下刀，就将这条黑狗从笼中拖

出来准备宰杀。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牲畜都

会挣扎并大声的吼叫。这条黑狗却一声不发

，只是用两只大眼盯着老蔡，老蔡虽然感到

奇怪，手上动作却并不停。

“等一下”，老蔡妻子苏氏叫停了他

。苏氏过来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条黑狗，见

其腹 部微微隆起，伸手在狗腹部摸了几下

。“这条狗已有身孕，放了它罢。”说完

眼圈有些发红转身回屋了。 原来，老蔡与

苏氏结婚十几年，现已年近四旬却依然膝

下无子，这已然成为夫妻二人的一块心病

，村里人私下对苏氏都指指点点的。苏氏

见到黑狗怀孕，不由得想到了自己，感觉

自己还不如一只狗，不由神伤。老蔡叹了

口气，牵着黑狗到村后山，放开绳索并对

黑狗道：“走吧，莫要再被人捉了去。”

傍晚时分，老王来拿狗肉，老蔡一番赔礼

道歉并赔了老王一瓶老酒。

第二年上元节，有个游方的道士

路过老蔡家讨水喝。喝完水，老道士

对老蔡说：“看你面相至今无子，对

否？”老蔡忙不迭的点头，道士又道

“你身上煞气颇重，老来多舛啊！”

老蔡一听下了一跳，赶忙下跪请求道

士赠予破解之法。道士说是因为老蔡

一生所杀生灵太多，如今煞气环身，

以致一直无所出，若不及时收手，老

来难免有破家之灾。道士又告诫老蔡

从今日起莫再杀生，且每日焚香沐浴

三个月净化身上煞气，之后当一心为

善方能化解。说完就飘然而去。

老蔡依照照道士所嘱，自此改了

行当，夫妻二人每日食素，日夜焚香

祈祷，广做善事。这年中秋，苏氏感

到身体不舒服，老蔡便请了大夫问诊

。原来是苏氏已怀有身孕，身体的自

然反应。这一来，夫妇二人更是将道

士奉为神仙一流的人物，请了长生牌

位，每日供奉。

秋去春来，转眼快到端午，老蔡

妻子苏氏生产在即，老蔡早早请了产

婆住在自己家中，一应用品准备齐全

。这日，苏氏感觉腹中有异，产婆说

是要生产了。赶紧将苏氏扶到早已准备好的

产房中，准备给接生。老蔡则在产房外急得

转圈。不知多长时间过去，产婆惊慌的出来

对老蔡说苏氏难产，有生命危险，让老蔡做

好准备。老蔡当时冷汗就湿透了衣襟，只感

觉天旋地转，跌坐在石阶上一动不动。

又不知过去多少时间，老蔡隐约感觉有

几声犬吠声，紧接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惊醒

了发愣的老蔡。产婆忙向老蔡道喜，说苏氏

生了个男孩，母子平安。不过产婆眼中略带

一丝疑惑之色，好似对苏氏难产却母子无事

有些不解。

后来，老蔡才从妻子苏氏那里了解

一些。原来那日苏氏难产昏迷，感觉身

处一片迷雾之中，周遭全是牲畜，不停

的攻击苏氏。眼看苏氏要命丧一只黄牛

蹄下，忽然从迷雾中窜出一只三只眼睛

的大黑狗赶走了那些牲畜，救了苏氏之

命。之后黑狗带领苏氏走出迷雾，化作

一道士模样的人，对苏氏拜了一拜便化

作一缕青烟消逝。苏氏随即清醒，并顺

利产下一子。

老蔡夫妇明白应是当年那条黑狗指点

老蔡并救了母子二人性命。之后夫妇俩更

是广做善事，广结善缘，成为了当地有名

的大善之家。家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

后儿子娶妻贤惠，育有四子，老蔡膝下儿

孙环绕，尽享天伦之乐，古稀之年，无疾

而终。

怀孕的黑狗
又到年底，局里组织

干部职工给贫困地区

的儿童捐款助学。会

开了，文件发了，但

效果并不理想。陈局

长指派秘书小孙专门

负责这件事。小孙拿

着干部职工名单挨个

找人动员，收效也不

大。偌大一个局，几百名干部职工

，总共捐了不到一万块钱，都不好

意思拿出手啊。

小孙垂头丧气地找到陈局长，

“我有负您的重托，这事干不成了

。”“哦，大家都怎么说?”小孙等

的就是陈局长这一问，赶紧倒苦水

，“大家都说年底了钱紧，已经尽

力而为了。特别是后勤处的李维，

说他家的房子是贷款的，车是贷款

的，每月缴了贷款，日子过得比杨

白劳还苦。好说歹说，他才掏了二

十块钱。”

陈局长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

出一张银行卡，“凑够两万，先打

过去吧。孩子们过得苦，咱得惦记

着。”小孙知道这是陈局长的工资

卡，有些犹豫:“这不好吧，马上过

年了……”陈局长一摆手说:“先从

我儿这借用，过不了几天就还回来

了。那个捐款名单，你先不要公布

。”小孙满腹疑云也不好问，只得

按局长吩咐做了。

腊八这天晚上，微信圈里热闹

极了。祝福的话语、喜庆的图片、

各种幽默视频轮番刷屏，最刺激的

莫过于发红包了。抢红包不在多少

，只是图个吉利，几十元的红包算

大的，大部分只是个位数，大家却

仍抢得不亦乐乎。这时，有个叫

“春暖花开”的人加了进来。要不

是小孙说了一句话，群里没人会注

意到这个陌生人。小孙说:“让我们

热烈欢迎陈局长加入我们朋友圈!”

原来“春暖花开”是局长啊，大家

一通问好。陈局长发了个笑脸说:

“大家都别拘谨啊，我是来抢红包

的!”

陈局长的话让大家顿时兴奋起

来，又一轮红包热开始了。和以往

不同的是，这一轮红包热呈现出三

大特征:一是数额大，二是集中，三

是很有规矩——陈局长不抢就没人

抢。陈局长也不客气，上来就开抢

。这可是拼表现的好时候啊，大家

轮番上阵，纷纷散财。一时间，群

里下起了红包雨。陈局长只顾抢了

，连话都懒得说，只发出一个个笑

脸。

李维连发了五个百元大红包，

可陈局长都没当上运气王，总共才

抢了十多块钱。李维很是郁闷，索

性直接给陈局长私发了一个二百元

的红包。见陈局长爽快接收了，他

心里才略觉踏实些，又加入发红包

、抢红包的行列，玩得不亦乐乎。

周一上班，大家发现办公楼一

层大厅里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详

细列着局里干部职工给贫困地区儿

童捐款的名单和数目。看过明细，

每个人都瞠目结舌。有人看到李维

过来，就调侃他:“老李，你平时挺

抠门的，这回却大方，捐了二百多

块钱。真没看出来，你这觉悟还蛮

高啊。”李维赶紧凑上去细看，红

纸黑字，清楚写明他捐了二百四十

六元钱。“怎么会呢，我只捐了二

十元呀?”李维心里嘀咕，转念一想

就明白了，他发给陈局长的红包一

共是二百二十六元。李维脸一红，

不好意思地说:“那些孩子需要帮助

。咱能搭把手就搭一把吧。”说完

赶紧走了。

望着那张大红纸，小孙的心情

最复杂……

捐
款

吴迪是位文字翻

译，每天都在单位加

班一加就到深夜，他

老婆很生气，逼着他

辞了职。

为了找到一个不加班的工作，

吴迪的腿都跑细了，最近总算找到

一家理想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

明确告诉他，我们公司从来不加班

！

吴迪开心极了，兴冲冲地加盟

了这家公司。

上班第一天，吴迪心里还是有

点不踏实，就顺便问了几个同事，

同事们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们公

司从来不加班，吴迪这个开心啊，

马上发短信把好消息告诉了老婆。

转眼就到了下午五点，再过半

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了，吴迪心

里美滋滋的。

这时，经理过来告诉天迪：

“我在你电脑的共享盘放了份翻译

稿，明天上午九点前交上来。”

吴迪打开共享盘一看，经理发

来的稿子有3000多字，下班前根本

做不完，看来又得加班了！

五点半到了，老板从自己的办

公室走出来，对正在忙碌的职员说

：“时间到了，大家都回家吧，不

要加班！”

大家一听，连忙关上电脑，收

拾东西走人，只有吴迪没有想走的

意思，老板见了，过来关心地问，

你怎么还不回家。

吴迪没好气的回答说：“活儿

没干完，怎么回家”

老板生气地说：“我们公司从

来不加班，请你马上关电脑回家”

说完就走了

这时，经理走过来，悄悄提醒

吴迪，公司不许加班，来不及做完

的工作，可以拿回家里做的。

吴迪不明白，问为什么呀？

经理看看走远的老板，悄悄对

吴迪说，为了省电。

公
司
不
加
班

故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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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跟香港相隔萬里，十年前
若果想與香港媒體朋友談話，只能
依賴電話，而且限於 「單對單」、
一個跟一個聊天。現今科技發達，
進步一日千里，固然可以說多位朋
友一起聊天，而且還可以透過網路
視像，見到好友的盧山真面目，真

的是萬能得很。
新近我們的話題，集中在上個

星期香港的政治新聞極多，先有港
澳辦主任夏寶龍上任後，首次公開
發言，接着又有修例要求香港區議
員宣誓，真心誠意忠誠於北京政府
。隨即又有香港新年的財政預算案
。

但媒體朋友謂，連日來關於愛
國者治港的原則、區議員 DQ（被
取消資格）等新聞，市民的點擊率
都是十分偏低，這等於少人看、少
人關注。香港市民反而關心防疫措
施何時大鬆綁，所以食肆恢復晚市
堂食、如何安心地使用安心出行，
和限聚令放寬至四人、預算案派消
費券等新聞，通通比政治新聞更多
人看。

新香港的政治氣氛，與上世紀
1989年 北京血腥鎮壓民運後的情景
十分相似，香港市民對政治冷漠消
極，搵食搵著數至上。因此，就算
今日政府擺明車馬長期剝奪民主派
人士政治權利終生，坊間最普遍的
反應是 「你政府自己玩晒佢囉！」
我們不玩了！

「自從香港人在2019年和中央
玩咗一鋪大嘅之後，出現這種景況
和心態，都是無可奈何。成王敗寇
，北京現在和未來做的事，是大幅
度修改社會契約。」媒體朋友舉例
道，今次夏寶龍宣布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其實是重新定義愛國者
，也重新界定了 「治港」的範疇。

記得2004年時任香港政制事務
局長林瑞麟在一次答立法會時，提

到愛國者的涵意，當時人肉錄音機
是這樣引述鄧小平： 「『港人治港
』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
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
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國家恢
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
的繁榮和穩定。」如今港人治港由
「愛國者主體」，變成 「愛國者」

，至於何謂愛國者，更有正、負面
清單給有志從政人士做 body check
。

至於治港定義，根據基本法，
區議會從來只屬於 「非政權性的區
域組織」，進行諮詢事宜，如今區
議員竟升級成為管治者，納入須宣
誓行列，可謂一國兩制發展的另一
重要里程

此外，近期英國以港人在政治

上受到不公平待遇，沒法獲得應有
的政治權利為由，容許持有(包括理
應有權持有)BNO 護照的香港人，
用5+1的方式，先獲得五年的居英
權，然後申請永久居留權或正式入
英籍。英國把這視為對舊殖民地子
民應有的道義，突顯出英國的大國
風範。

打算去英國移民的香港人應該
看清楚，英國願意接收香港人，並
非基於道義與責任，而是出自政治
與經濟上的盤算。政治上，英國要
一雪被中國強行收回香港之恨，所
以他要把握機會，難為一下中國。
經濟上，英國想借今次居英權方案
，吸納香港的人才與資金。至於香
港人去到英國之後，能否有更好的
發展，香港人必須自己計算清楚。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我們不跟你再玩下去矣我們不跟你再玩下去矣！！楊楚楓楊楚楓

美國味全產品—美國味全產品— 令人懷念的家鄉風味令人懷念的家鄉風味
（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 「美國味

全公司」 是一家在美生產中式冷凍食品
和進口傳統華人食品的公司，銷售網遍
及美國、加拿大及中南美洲。美國味全
設有兩個工廠，六個負責銷售配送的分
公司。兩個工廠，一是位於加州洛杉磯
地區(Los Angeles)的八萬多呎廠房，第
二個廠座落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地區
(Nashville)的十四萬多呎廠房。負責銷
售配送的六個分公司分別位於洛杉磯、
舊金山、休士頓、亞特蘭大、芝加哥和
紐澤西，各自具備3萬多到10萬多呎不
等的倉儲規模。秉持四十七年來對食品
的熱忱及對品質的堅持，美國味全堅持
傳統再創新，藉由不斷投入之專業與技
術，致力於生產優質的傳統美食，便利
現代人的生活，並滿足海外華人對家鄉
味的思念。與此同時，美國味全積極拓
展美國主流與國際市場，希望可以讓更
多人品嚐中華美味。

安全的產品、優良的品質、風味的
傳承和工藝的創新是美國味全食品公司
一直以來堅持與追求的四個目標。

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國味全秉持維
護消費者利益為信念，堅持從源頭把關
，嚴守食品法規，日常生產作業有US-
DA / FDA / Health Department(美國
農業部駐廠,食品藥物管理局及縣市衛生
單位)的監督。在原材料採購方面，所
有在美國生產製造所需原料都要求供應
商提供標準保證函以及詳細的產品規格
書。美國味全依據聯邦政府的規範，製
定並嚴格執行相關的食品安全維護計劃
，來確保整個生產過程的安全。通過對
原材料採購和生產作業方面的嚴格規範
及管理，美國味全盡心提供消費者安全
、放心的產品。

在品質管理方面，美國味全擁有現
代技術與設備、嚴謹的品質管理團隊和
六個分公司溫控的配送車隊。在產品冷

凍技術上採用IQF (急速單凍) 或液態氮
，在最短時間內有效保存食品的鮮度與
營養，減少食品解凍後的水份流失，藉
此降低了產品因冷凍而造成的品質差異
，達成最好的保鮮效果。產品包裝亦使
用全自動磅秤及裝袋機, 快速準確地將
產品裝袋封合。每一袋產品均須通過金
屬及重量檢測機, 確保產品的重量與安
全性。美國味全食品公司堅守企業對社
會的責任，強調品質安全，落實我們對
消費者的承諾。

在傳承傳統方面，美國味全在美國
生產的產品包括水餃、煎餃、鍋貼、肉
包、餛飩、小籠湯包、春捲皮、木須皮
等幾十個品項，皆為傳統的中華美食。
同時，美國味全的進口部通過實地考察
、質量把控，帶來了數百種來自不同國
家不同地域各俱特色的產品。在美國味
全團隊整体努力合作下，實現了在美國
生產、國外進口的整合，從而保證了產
品組合的完成性及多樣性，除此之外，
美國味全擁有全美配送一條龍服務，將
南北傳統美食、各地特色風味都呈現於
市場上，以滿足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的
消費者懷念家鄉味的需求。

在開拓創新方面，美國味全產品的
不斷創新來源於企業內部源源不斷的活
力以及經驗豐富、具備專業技術與創新
精神的研發團隊。美國味全在傳承中華
傳統美食的基礎上，不忘與時俱進，推
陳出新，切合當下美國中餐流行趨勢，
開發出XO、是拉差辣味系列、四川麻
辣系列等辣味產品。同時，美國味全也
開發出全天然系列、有機系列等綠色食

品，滿足了不同消費者的多樣性需求。
無論現今或未來，美國味全食品公

司都將以一貫的堅持，用心傳承美味，
用心傳遞關懷，為社會盡最大的一份力
量。 憑藉著對食品的熱忱，品質的堅持
，以及人文的關懷，朝向永續經營的目
標邁進。

味全水餃系列味全水餃系列 :: 山東手藝山東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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