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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美南時事通
美南時事通》
》
1400 美元紓困支票到賬
美元紓困支票到賬！
！ 美國人怎麽花
美國人怎麽花？
？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經濟 2020 年遭遇二戰以來最嚴
重萎縮，新冠疫情導致數千萬美國民眾失業，並陷入貧困。美
國新任總統拜登壹上臺就給全國人民發錢，幫助美國民眾渡過
疫情危機。第三輪紓困支票 1400 美元已經到了很多美國人的賬
戶，這壹次行動之快力度之大，令人佩服！那麽，第三輪紓困
計劃到底包括哪些項目？對疫情中的民眾能起到哪些幫助？大
家會怎麽花這筆錢？
紓困支票讓民眾的經濟壓力瞬間減輕不少，但不同年齡的
使用方式也不盡相同；大多數成人使用支票支付貸款以及儲蓄
。
根據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調查，25 歲至 39 歲的
年輕人中，54%將紓困支票用來償還貸款，26%則是拿來儲蓄
；40 至 54 歲的民眾 57%還貸款，22%儲蓄。
有部分美國人決定把錢存起來觀望而不是馬上消費掉，因
為無法預期接下來幾個月會發生什麽事，決定先把支票存進應
急金的帳戶落袋為安。
勞工局統計，上周有 77 萬 9000 人申請失業補助，目前失
業率約 6.3%，導致許多民眾仍對財務狀況感到不安。
民眾失去消費能力的原因能分成很多層面，那些經常去餐
廳用餐、到處玩、在酒吧花大筆錢的人消失了。現在除了訂閱
影音串流娛樂服務，大家不會花太多錢。
近 60%的民眾拿到支票用在日常開支，支付貸款則是第二
名約 13%。如此壹來信用分數提升，美國信用卡用戶的卡債更
是八年來首次降低。信用報告公司也指出，2020 年消費者卡債
減少 20%，千禧世代年輕人的卡債，也少了 11%。此外數據也
顯示，疫情期間消費者也減少使用信用卡和拖欠債務。
年輕學生的的第壹筆支票用於繳房租、購買家用品和付清
帳單。第二張紓困支票，則立刻用來繳信用卡費。第三輪 1400
元支票準備存起來用作應急金。
疫情改變了整體消費氛圍，使民眾儲蓄的金額也越來越多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分析，

大約有三分之壹的消費者會將第三張紓困支票儲蓄做為應基金
。目前通脹指數大約為 2%，遠遠低於二戰後 20%的通脹率。世
界都對美國有信心，美國人就更應該對自己的國家持有信心了
！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本星期公布的數據，隨著數百萬
美國人接種疫苗， 美國經濟預計將在 2021 年中期恢復到大流
行病前的水平，壹旦新冠疫情得到控制，美國經濟應在未來 10
年以正常速度增長。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美南時事通》主持人 Vivian，美南新
聞總編輯該軍，全美領袖基金會主席李恕信博士聊美國人會怎
麽使用第三張紓困支票？該存？該花？該付貸款？
如果您想收看《美南時事通》，請關註美南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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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在中國
吃肉吃面，要蒜瓣！
面皮米皮，要拌蒜！
在陕西，区别本地人和外地人有
一种方法：找一家地道的面馆，一手
拿蒜、一边咥面的几乎是老陕，不吃
蒜的多是外地人或新陕西人。
“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
这是两个陕西人吃面时的暗语，
这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其实也是在传
达：额们要吃蒜咧，你们随意！如有
姑娘问你“吃蒜不”，说明她已把你
成了伙计（铁杆朋友）。
无论是陕北、关中、陕南，最典
型的吃食，几乎少不了蒜的参与——
陕北高原上的荞面饸饹要蘸着蒜汁子
吃，洋芋擦擦里必须加蒜泥，横山羊
肉必须就蒜才算是标配；秦岭南麓的
汉中热米皮、北麓的各种面皮，拌料
当然不能少了蒜泥；而在吃牛羊肉泡
馍的时候，老板一定会端上来一碟用
来解腻的糖蒜（原生版为生蒜、改良
版用糖蒜）……

面是皮，蒜是魂
来陕西吃面，面对菜单不要慌，从
名字上就能一窥大概：油泼面、揪面片
、扯面、拉面、剪刀面、驴蹄子面、臊
子面……喜欢什么形状的，跟着感觉走
。毕竟只有大蒜，才是陕西人的魂！
最过瘾的莫过于宽面配大蒜。对于
陕西人来说，几瓣紫皮大蒜就能干完一
大碗油泼面，辣椒和面条的香味顺着热
腾的熟油窜进口鼻，一口下去，再混着
蒜的辛辣，集几种原始的味道于一体，
实惠又管饱，这便是陕西人午餐的心头
好。
陕西面馆里的蒜不仅无限量供应，
饭桌上还会多放一个放蒜的篓子。当你
给老板说多加一份臊子，老板会记在账
上；你多加点葱，老板会有点舍不得；
当你对老板喊拿点蒜时，就如同称赞他
的面条很地道一样，他会像拿出宝贝那
般掏出一轱辘蒜，爽快地说：“给，这
是咱刚进哈滴新蒜！”
大蒜最早叫胡蒜，是汉代张骞通西
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长安，在
陕西种植至少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因
为是大蒜主产区，陕西赢得了"唐蒜明椒
"和"大蒜之乡"的美誉。
至于说为什么陕西人吃面就要吃蒜
，靠谱的说法是由于早年缺蔬菜，而人
们主食又是面食居多，多少显得寡淡些
，而蒜有助于刺激味蕾，产生食欲，而
且辛辣刺激，而蒜每次吃几瓣就可以将
一大碗油泼面送下肚。

4000 万“干蒜人”
吃蒜到底有多狠？
陕西人的性情，一吃蒜就知道
哪一种“蒜”最能代表陕西？当然
是辣子蒜羊血。
陕西人的性格：既保守又开放；既
粗犷又心灵手巧；既吃苦耐劳又贪图安
逸；既安于现状且又躁动不安，如同陕
菜中的辣子蒜羊血一样，集豪气冲天和
温柔质朴于一体。
热播的电视剧《装台》里，张嘉益
给宋丹丹推荐了 “辣子蒜羊血”，这是
一道最直白的陕菜，光听名字就让人感
觉到重口、豪气，辣子、蒜、羊血，这
三样哪一个不够豪横？哪一样不够粗犷
？
煮好的羊血不仅嫩如豆腐，而且去
掉了自身的膻味，再加入辣椒面、蒜泥
、盐等调料，一勺热油浇上，红色的辣
椒滋滋作响，白色的蒜泥也跟着燥热，

独特的蒜香与辣椒的辛香包裹着羊血的
滑嫩，吃一口之后，食物在肠胃里就像
吼出了一折气吞山河的秦腔。
粗犷的外表下，藏着细腻的口感。
然而这道菜的妙，就在于蒜泥在滚烫热
油的激活下，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蒜泥释放出热情和能量，只留下了香
味。
初吃豪放、细品温柔，还有哪般菜
品有如此反差？可以说，陕西人的粗与
细、刚与柔、爱与憎都融会在这道菜里
了。
著名的羊肉泡馍里，更是不能少了
蒜。不管是小炒还是干刨，无论是水盆
还是煮馍，如果光吃羊肉不就蒜，基本
上算是白吃。
作为泡馍的黄金搭档，蒜分干蒜和
糖蒜两种。干蒜就是晒干去水的蒜，辛
辣提味；而糖蒜则是用砂糖、白醋等腌

制后的蒜。于羊肉泡馍这道美味来说，
糖蒜属于改良后的开胃小菜，而在百年
老馆子，干蒜才是泡馍店的正宗配置。
对于陕北人来说，蒜不仅伴随着炖
羊肉、子长煎饼、羊肉烩面，更是渗透
到生活和文化中，通过民歌中口口相传
：“手担上篮篮掐蒜苔，隔墙跳过那个
小后生。哥哥从哪里来，墙头高来狗又
歪，墙头上又把那圪针栽……”
这首陕北民歌《掐蒜苔》后还有一
个圆满的爱情故事。在这里，蒜作为一
种信物，又被赋予了新的寓意。
夜晚的闹市，城里的每一场烤肉趴
，都是一场吃蒜盛筵。
一把把滋滋冒油的板筋、羊腰子、
肉串，右手握签子，左手捏大蒜，一口
从底撸到头，顺势就上一口大蒜，大蒜
的辛辣和烤肉的油腻互相冲抵，还提升
了烤肉的肉香。再或者，将蒜切成薄片
，当配菜一样串在肉串里一起烤。
甚至有些猛人每次都要点上些生肉
，只是洒上些调料，生蒜配生肉就这样
下肚。吃素也要配蒜：无论是烤茄子，
或者是烤油馍，铺满了一层金黄的蒜蓉
，这样的蒜烈性已去除，只剩下蒜香弥
漫，是很多女娃的最爱。
相对关中平原的粗犷，陕南的汉中
盆地在吃蒜方面多了几分柔情。就像关
中人吃面离不开蒜一样，汉中人对于蒜
的依赖是建立在热米皮之上的。
汉中米皮的吃法是热食，口感更柔
软糯滑，吃到嘴里柔柔软软的又筋道，
放上黄豆芽、芹菜段、胡萝卜丝做成的
菜码，浇上红亮亮的辣椒油，吃下去美
滋滋赛神仙！
汉中十县一区的面皮又各自不同。

无论如何变化，最不可缺少的佐料就是
调配蒜汁——将大蒜去皮洗净，捣碎成
粘糊状，加入放凉的开水稀释。
看似简单的蒜水却暗藏玄机，吃起
来不能过于辛辣，以免影响热米皮的口
感，又要保留足够的蒜香，才能跟米皮
、红油辣子产生绝妙的味觉反应。
商洛的山阳羊肉泡是陕南名吃，加入
了羊油泼辣子，与羊肉的鲜香浑然天成，
羊肉、粉丝加入滚烫的高汤，为这道美食
画上完满句号的是抓一把蒜苗末。
在安康，每年的端午节，大蒜是饭
桌上不可或缺的特色美食，将整头蒜和
粽子、鸡蛋一起煮，不放任何调料，口
感绵软。
而对于大多数安康人而言，最故乡
的味道莫过于一碗蒸面。
面粉加少许盐，用水搅成面糊，盛
入涂擦食油的圆蒸锣里，在大口铁锅蒸
，圆型、清黄、柔软的蒸面出锅，切成
条状，配上豆芽，再浇上酱油、醋、蒜
泥、芝麻酱、油泼辣子即可食用。所谓
蒸面，从主料到辅料、调味品，都是经
过蒸熟的。
总之，陕北、关中、陕南，各地陕
西人都能将蒜吃出仪式感。
夜幕降临，在西安的街头的面馆里
，那些结束了一天忙碌的人们，在桌子
前漫不经心地扒着蒜，这是他一天中最
滋润的时刻。半个钟头之后，咥了面、
吃了蒜、喝了汤，疲惫的身体似乎瞬间
就恢复了大半。
出门在外的陕西娃，无论人走得多
远、事干得多大，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烙
的馍、擀的面、煮的肉，还有那“呲呲
咔咔”的剥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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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歧視亞裔行動
休城警局加緊 「馬力
馬力」」 巡邏中國城

（本報訊）隨著德州亞裔拉麵店老闆遭噴漆
、以及亞特蘭大近來發生的槍殺華裔事件紛傳，
打擊亞裔歧視的呼聲越來越高，對此，休城警局
也加緊 「馬力」巡邏許多亞裔居民居住的國際區
。
18 日中午在美南新聞的廣場中，能看到休士
頓警察局的巡警騎著馬前來巡邏。四名警員穿著

制服、身騎駿馬，在美南新聞前合影留念，警方
告訴本台，有鑑於日益增加的亞裔仇恨行動，休
城警局決定加大在中國城附近的巡邏力道。巡警
們騎著馬，以醒目的方式展現對亞裔社區的支持
，並藉此打擊有心人士。預計巡警這周將會在此
區巡邏，民眾在路上不妨多加留意，或許就能一
睹馬兒的可愛身影。

親子教育

孩子性格好不好
看妈妈就知道了
BBC 纪录片《性格的真相》中，致
力于基因研究的迈克尔· 米尼教授，进
行了一项“大鼠妈妈”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被母鼠舔舐次数越
多的幼鼠，长大后攻击性更少，性情更
温和，有旺盛的好奇心，更喜欢冒险和
社交。
相反，被母鼠舔舐次数越少的幼鼠
，不仅更有攻击性，成年后对下一代的
舔舐也会相对较少。
迈克尔· 米尼教授认为，母鼠对幼
鼠的照料，是通过舔舐，相当于人类社
会中母亲对婴儿的爱抚，亲子间的身体
接触会带来情绪上的刺激。
也就是说，来自妈妈的温柔，不仅
能促进增强孩子的安全感，还能有效安
抚孩子的情绪，对孩子的性格发展极有
帮助。
他还在纪录片中结合自己的成长经
历谈到了这一影响。
小时候，开朗外向的爸爸常年外出
工作，基本缺席了他的童年。
而与保守古板的妈妈共同生活的岁
月里，母亲很少对他有过温暖且充满爱
意的亲密接触。
童年里母爱的匮乏，人生中的种种
经历，造成了迈克尔· 米尼教授深受悲
观性格困扰——
“我总认为一切都会很糟，或者我
会被辞退，会得严重的疾病。”
“我很有压力，一直在担心未来。
”
迈克尔· 米尼教授在记录片中总结
道——
“高质量的养育，尤其是来自母亲
的爱，能够帮孩子形成健康的压力对应
机制，性格也更积极坚韧。”
孩子性格好不好，和妈妈关系重大
。
妈妈的为人处世、生活态度，都在
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孩子的性格里，影响
着孩子的一生。
有远见的妈妈，懂得在孩子面前，
用自己性格里的优势部分引导孩子。
而以下这三种妈妈，更容易导致孩
子形成负面性格——

妈妈越强势，孩子越懦弱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曾有过
精彩论断:
“假如母亲较富于权威性，整天对
着家里其他的人唠叨，孩子则始终站在
防御的地位，怕受批评，尽量寻找机会
表现他们的恭顺。”
强势的妈妈过于严厉的管教方式，容易
抹杀孩子的个性，让孩子失去自信，没
有主见，过分依赖妈妈。
面对强势的妈妈，孩子往往会本能
地讨好“强者”。
妈妈过于强势，孩子即使有想法也
不敢表达出来，很容易形成自卑、胆小
的性格。
心理学上讲，男孩的成长需要一个
男性的高大形象。
如果，母亲过于强势，父亲无
法干预母亲，显得懦弱。男孩就会
认为男性就像父亲一样，女性就像
母亲一样。
久而久之，孩子不能从父亲身上学
到尊敬、权威，感受不到男性的阳刚之
气，即使有想法也不敢表达出来，很容
易形成自卑、胆小的性格。
就像有位网友发帖称，随着年龄的
增长，他渐渐理解了妈妈“强势”背后
的苦衷，但是伤害已经造成。
那份在强势下形成的懦弱，已经如
影随形。
妈妈越焦虑，孩子越自卑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
个不焦虑的妈妈。
因为在“做妈妈”这件事上，越是
投入，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就越是焦虑
。
过度焦虑的妈妈，有时候一不小心
活成了“灾难预言家”。
孩子的某个小错，我们都要以此预
言他日后的人生走向、发展轨迹，然后
应激出更强的焦虑，让自己陷入过度紧
张的状态。
不仅如此，过度焦虑的妈妈会继续
加强对孩子的“控制”。
然而，焦虑会传染，在心理神经学
上叫做“情绪感染”，并且关系越亲密

影响越大。
科学研究发现：从人类演化角度，
女性的情绪能量远远超过男性。
面对妈妈的焦虑，当孩子没办法找
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时，就可能会把责任
归咎于自己——
“是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所以让
妈妈每天都不开心？”
长此以往，妈妈越焦虑，孩子越自
卑，越活得小心翼翼。
台湾心理学博士洪兰在 TED 演讲时
说过——
“母亲是家庭的灵魂，母亲快乐全
家快乐，母亲焦虑全家焦虑。”
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位网友倾诉过自
己的故事——
“妈妈总会为我的学习而焦虑，动
不动就指责我，发脾气。
妈妈的紧张焦虑导致我不自信、怯
弱、不敢反抗，初中时总是被同学当面
嘲笑。
我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害怕别人说
我不好，不会也不敢在不太熟悉的人面
前说多话。
我总是自卑，觉得自己很失败。”
行为心理学理论认为，孩子的行为
和情绪色彩主要是通过对父母的模仿学
习而来。

妈妈的紧张和焦虑，会自然而然地
传递给孩子。
焦虑的妈妈，很难养出自信的孩子
。
妈妈越爱抱怨，孩子越难快乐
爱抱怨的妈妈，带给孩子的是压抑
的情绪，和难以安放的心灵。
而一个阳光快乐的妈妈，就是一座
鸟语花香的天堂。
胡适就曾在《我的母亲》一文中，
深情地回忆道：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待人
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情
感的话。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
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
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
我的母亲。”
正如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父母自身的行为对孩子有重大影
响。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同孩子谈话和教
导孩子、吩咐孩子的时候，才是在教育
孩子。”
“你生活的每一瞬间，都是在教育
孩子。”
对孩子来说，妈妈就是头顶的那片
天空。
妈妈眼里有阳光，孩子也会感受到

阳光；妈妈眼里常常是乌云，孩子也会
被乌云笼罩。
性格开朗，自信快乐的孩子背后，
常常有一个轻松淡定的妈妈。
而一个爱抱怨的妈妈，在不知不觉
间把身上的负能量传递给孩子，孩子又
怎么可能快乐呢？
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
“性格和什么现象最为相似呢？和
言语特别相似，谁都不是生下来就会说
话，把你生在哪你就说什么话。
性格也是一样，把你生在一个什么
样的家庭，就会形成近似的性格。”
作为妈妈，我们要时常反省自
己的行为和习惯，因为这些在影响
孩子性格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孩子
的一生。
在孩子面前，少一分强势，多一分
温柔，充满爱的养育，才是培养好性格
的温暖底色。
少一分焦虑，多一分淡定，不奢求
孩子完美，孩子才有力量成长为更好的
自己。
少一分抱怨，多一分接纳，孩子才
能学会感受这个世界的善意和温暖。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美妈妈。
和善而坚定、温柔却有力量的爱，
才是对孩子性格最好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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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人：庫莫州長讓療養院接受新冠病人的命令讓我們“嚇呆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紐約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 養
老院的一名管理員在接受獨家採訪時告訴福克斯新聞，2020 年 3
月，他和其他機構的高管被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臭名昭著州長令“嚇呆了”，該命令將 COVID 陽性患
者安置在長期護理機構中，而不是在醫院。
此人名叫邁克爾·克勞斯（Michael Kraus），他告訴福克斯
新聞記者艾莎·哈斯尼 (Aishah Hasnie），他擔憂當時會被州官員
“擊落”(shot down)(開除之意）。
克勞斯說：“許多機構的人都發出了聲音。” “他們被嚇
呆了，但他們更是被衛生部門的官員嚇呆了……我擔心的是，一
旦我被開除，我就再也不會談論這件事了。”
在紐約州的療養院和長期護理機構中，有超過 15,000 人被確
認死於 COVID-19。但是，直到 2021 年 1 月，該州才報告了這一
數字的一小部分，約有 8,500 人死亡。批評家指責庫莫的命令，
他於 2020 年 5 月撤銷了該命令。
上個月，當庫莫最高顧問梅利莎·德羅薩（Melissa DeRosa）

告訴民主黨議員時，這個問題成了全國的頭條新聞。庫莫州長的
政府已隱瞞了死亡人數的信息，因為正如她所說的那樣，面對潛
在的聯邦調查，“我們凍結了（we froze）”（無語）。庫莫本
人隨後承認，州議員和司法部均於 2020 年 8 月提出要求，對養老
院死亡人數進行全面核算。
本月早些時候，《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州
長的高級助手在夏季向衛生官員施壓，要求從報告中刪除死亡數
據，該報告顯示 COVID 相關的療養院死亡人數遠高於當時公開
承認的死亡人數。
據報道，此事正在聯邦調查局和布魯克林美國檢察官辦公室
調查中。庫莫承認事情“做的應該有些不同”，但是沒有為自己
的大錯發表道歉。
庫莫最近麻煩不斷，到目前為止，已有 7 名女性先後對庫莫
提出性騷擾和不當性行為的指控。據法新社紐約報道，紐約州總
檢察長萊蒂西亞·詹姆斯（Letitia James）3 月 8 日任命兩名獨立檢
察官，負責調查紐約州長安德魯-庫莫性騷擾的指控。同時州議

會共和黨議員對他啓動了彈劾程序。
紐約州總檢察長詹姆斯週一在一份聲明中宣布，她已選擇前
聯 邦 檢 察 官 金 俊 （Joon Kim） 和 勞 動 歧 視 律 師 安 娜 - 克 拉 克
（Anne Clark）自 2 月 24 日以來負責該項調查。
這名檢察長說：“這個檢察官團隊的任務是針對州長受到的
性騷擾指控，圍繞這些指控的情境，及州長辦公室處理這些案件
的方式，進行全面獨立調查"。這名檢察長補充說，這兩名檢察
官每週都會向檢察長彙報工作進展，但沒有設定調查時限。
這位 63 歲的民主黨州長已執政 10 年，曾在冠狀病毒大流行
中被視為英雄，被贊管理疫情嚴格，反應迅速。
不過，最近他被指控故意隱瞞老人院的冠狀病毒死亡人數
（至少 15000 人死亡），受到聯邦調查。這個調查遠超對他性騷
擾的指控，若調查結果屬實，庫莫的政治命運將會終結。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紀實文學

同学聚会，一番遭遇让她暗自发誓
过好自己日子，再不参加同学会
乔翘结婚后，第一次跟同学聚会，
就被群嘲了。
“小乔，你堂堂一建筑师事务所合
伙人，就嫁给区区一个开装修商店的普
通男人，也太屈才了吧！”
朋友甲嘴里吐槽着乔翘，手里还好
似不经意地晃着她的豪车钥匙，在乔翘
的眼皮子底下。
“是啊，而且呀，我听说像他们这
种小店主，最容易跟店里的女售货员不
清不楚，朝夕相对，日久生情，难免的
，你们说呢？”
朋友乙一边跟其他人使眼色，一边
幸灾乐祸着她的婚姻。
“哎呀！那可真的太不堪了，咱们
乔翘怎么能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呢？她
可是咱们大学时男生眼里的女神，多少
人追啊，想当年。”
朋友丙也来凑热闹，忆往昔乔翘的
风光无限，提醒她现在的不堪。
同学聚会，一番遭遇让她暗自发誓
：过好自己日子，再不参加同学会
听到这些议论纷纷，乔翘再怎么不
在乎，心里也有些不舒服。她愿意嫁给
谁，跟谁结婚，这都属于她的隐私，凭
什么被拿到桌面上来讨论——
01
乔翘一直保持独身的生活状态这么
多年，也曾被父母亲戚安排过相亲，但
她都没有随随便便找个人把自己嫁掉，
因为知道要什么。
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伴侣就要找
那种相处舒服的，能同频共振的男人，
两人生活理念也要一致才行，乔翘是绝
不会将就的。
而王辉就是乔翘寻觅多年，找到的
最契合自己的伴侣，跟他在一起，乔翘
感觉舒心、惬意、自在，很幸福。
她的婚姻，根本就不像朋友们讲的
那样不堪，自己更不是朋友口中傻傻的
“恋爱脑”，她很幸福好吗！
认识王辉之前，乔翘每天只有工作
，认识王辉之后，乔翘才知道什么是生
活，不再“工作狂”附体。
乔翘一个人的时候，每天的就是家
里，事务所，画图纸，见客户，装修现
场，生活高度重复，日复一日，毫无新

鲜感可言。
如果需要参加个设计大赛啥的，她
的生活就更像压缩饼干，干巴巴的，每
天除了画图还是画图，入职事务所前她
更是拼命。
为了画参加国际大赛的设计图，乔
翘在一个条件很艰苦的地方呆了三个月
。
那段日子，基本上每顿都是面包、
方便面，食物就是生存所需，对她来说
已经毫无美味可言。
换了谁，可能都受不了这种一成不
变的生活，日子久了乔翘也有点倦了，
尤其是胃溃疡严重到在医院住了一个礼
拜，她更感疲倦了。
恰好这时，乔翘认识了王辉，一个
很懂得享受每一天的时光，生活节奏很
慢的有趣男人。
02
乔翘是在找一款很特别的装修材料
时，跟王辉结识的。那种装修材料别家
店都没有，只有王辉店里有存货，乔翘
见了欣喜不已。
更令乔翘欣喜的是，店主王辉对各
种装修材料的性能和功用以及产地如数
家珍，两人特别聊得来。
乔翘发现，她跟王辉有很多共同话
题，她们对装修理念竟然出奇的一致，
都喜欢那种朴素自然、简单大方的装修

风格，不喜过度奢华。
同学聚会，一番遭遇让她暗自发誓
：过好自己日子，再不参加同学会
而且，乔翘跟王辉聊的越多、越久，就
愈加发现他这个人了不得，视野广阔，
博学多识，是个宝藏大男孩。
最惹乔翘羡慕的就是王辉很懂生活
，他自己的小日子过的特别有情趣，一
个人自得其乐，美滋滋!
有的人你越了解就越喜欢，王辉就
是这样的人，乔翘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舒
服快乐的感觉，她觉着那时自己才是真
正的活着呢。
保持独身三十多年的乔翘，很是知道
跟什么人一起生活一定不会幸福，同样跟
谁在一起才会快乐，她也心中有数。
所以，乔翘不管什么下嫁不下嫁的
说法，跟自己喜欢的人结婚，过自己快
乐的小日子，才最靠谱。
婚后，乔翘在王辉的带领下，过上
了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日子，再不像之前
那样，每天忙工作，连点私人生活都没
有。
钱是挣了很多，可是没有享受生活
的时间，那些钱挣来有何用？钱不消费
，跟纸片也没啥区别呀。
03
王辉每天早起，拉着乔翘锻炼，绕
着江边散步，累了就坐下来在江北垂钓

，而且在等鱼儿上钩的时候，还可以看
看书，特别悠闲。
如果两人钓到鱼，王辉就给乔翘熬
鱼汤喝。
乳白色浓汤上面，飘着绿绿的香菜
沫和葱花，闻着就香，喝起来更是美味
得舌头都能连带着吞下去。
自从吃了王辉亲手烹饪的美食，乔
翘才知道，自己以前过的日子有多可怜
，那哪叫吃饭啊，就是为了不饿，给胃
里填充食物。
现在就连吃王辉做的炒时蔬，乔翘
都能咀嚼出蔬菜那种天热的甜美滋味，
她觉着吃这样的美食，才不辜负大自然
对人类的馈赠。
两个人在一起的周末，乔翘难得地
放下设计工作，跟王辉去看场电影，听
听音乐剧，在外面下馆子，吃点好吃的
，简直不要太幸福。
而且看电影也好，吃美食也罢，不
但没有影响乔翘的设计，有时候反倒给
了她很多的灵感，让她的设计更接地气
，更受人喜欢。
原来的乔翘，每天关在工作室里画
图，画得她灵感枯竭不说，还备感身心
疲惫。
现在，每当乔翘设计遇到阻碍，就
找王辉聊聊，王辉总能用他深入浅出的
讲解帮乔翘解惑，乔翘觉着王辉不但是

好老公，还是好老师。
王辉是那种干什么像什么的男人，
他做装修材料生意，就把装修材料这块
弄得特别通透，他卖的材料物美价廉，
特受顾客欢迎。
如果他想扩大装修材料商店的规模
，也是很简单的事，但他不愿意为了挣
更多钱，丢掉自己惬意的生活。
钱挣多少是够呢？够花就好了，何
必为了几两碎银，把原本快乐的生活丢
掉，那不是舍本逐末吗？
乔翘很认同王辉的生活观，而这个
真心认同是乔翘拿自己的身体健康换来
的，代价可不小。
04
同学聚会，刚结婚的她被所有人笑
话：婚姻好不好，“感觉”告诉你。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乔翘得亦师亦友的夫婿王辉如此，
夫复何求？却不想被朋友同学一通嘲讽
奚落，说她下嫁，特别傻。
她才不傻呢，到底有没有嫁对人，
她心里的感觉清清楚楚。
乔翘就想问问那个开豪车的女友，
丈夫再有钱是她的吗？
还有那个讥讽乔翘，嫁给王辉这样
的小店主，怕他跟店员暧昧，看来真是
想多了，男人如果花心，就是跟个陌生
女人也能搭讪起来。
至于说她才华横溢，荣获国际大奖
，身为知名设计师，就不应该自降格调
，下嫁挣得没她多的男人的朋友，更是
见识浅薄。
男人好不好，值不得得嫁，真的跟
他有多少钱直接挂钩吗？再说了，王辉
又不是没有挣钱能力，说得好像他是吃
“软饭”的一样。
简直不知所谓，王辉跟她结婚到现
在，没花过乔翘一分钱，家里支出都是
王辉负责，而且人家王辉也不是为了钱
跟乔翘结婚的。
所以说，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总要挑剔这个，找茬那个的。这时，
宁可一意孤行，也不要听人家不知所谓
的劝。
跟幸福比起来，什么下嫁不下嫁的
，简直不值一提，你们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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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愛凌世錦賽

兩金一銅收官
▶谷愛凌在今屆
世錦賽獲兩金一
銅。
谷愛凌微博圖片

中國選手谷愛凌在北京時間 17 日凌晨出戰
於美國舉行的自由式滑雪世錦賽大跳台項目決
賽，結果谷愛凌的最終成績為 161.5 分，僅不敵
兩位俄羅斯選手獲得銅牌，但首次出戰世錦賽

◀谷愛凌（右）再
度站上頒獎台。
路透社

的她最終仍獲得兩金一銅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由於在世錦賽前的訓練中意外受傷，造成右手骨折和大
拇指韌帶撕裂，帶着手部傷勢參賽的谷愛凌在前兩滑

中的動作難度相對保守。可惜的是，谷愛凌在第一滑出現
了失誤，因此雖然第二滑拿下了87.25分不俗分數，谷愛凌
已被兩名俄羅斯選手塔塔里娜和普魯薩科娃放離，只能向
爭取獎牌之路邁進。
在首兩滑，塔塔里娜憑藉兼具高難度和出色完成度合
共取得 184.5 分輕鬆領放，法國選手勒德和加拿大選手奧
爾德姆亦緊追在後；然而到第 3 滑，勒德和奧爾德姆皆出
現嚴重失誤，相反塔塔里娜表現持續穩定順利奪冠，另一
俄羅斯選手普魯薩科娃由於在第 3 滑取得 90 分高分，助她
後上贏得一面銀牌。至於谷愛凌在第 3 滑決定放手一搏加
大難度，結果在表現稍有瑕疵獲得 74.25 分，在
只計算兩輪最佳成績下，谷愛凌以 161.5 分
取得一面銅牌。
谷愛凌賽後於微
博談及參與今
次比賽的感
受：“本周兩
年一次的世錦賽
又是一個不可思
議的夢想成真！之前也
沒機會練大跳台，此次
因坡障金牌後要出席藥
檢失去大跳台訓練機
會，所以比賽就是
訓練。此次大跳台
比賽是有史以來

競爭水平最高的一次，賽前對自己的成績沒有太大期望，
但希望能夠首次在比賽中做出本雪季剛學的左右雙空翻，
在首輪失誤剩下兩輪都記分的情況下，我做到了，還喜獲
銅牌，同時創造了同個雙板自由式世錦賽一人三獎的歷史
紀錄，感謝大家對我的一路陪伴和支持。”

目標劍指冬奧會
在接連於世錦賽等大賽揚威後，谷愛凌下一個目標自
然是在家鄉舉行的北京冬奧會。“冬奧會對於中國有很重
要的意義。能夠走上這樣的舞台，並且有機會去鼓勵女孩
和青少年參與滑雪，我感到非常幸運。對我個人來說，
我的目標就是贏得北京冬奧會冠軍，這是無可置疑
的最高榮譽，也是對我在這項運動中付出所
有努力的最好獎勵。”谷愛凌說。
為了備戰北京冬奧，谷愛凌除了
繼續高強度的訓練和參賽爭取經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國家
驗，還在學業上作出“妥協”；
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主辦
她於上年選擇提前一年完成高
的 2020/2021 年賽季全國單板滑雪 U
中學業，並推遲一年進入史
型場地技巧錦標賽，日前在崇禮雲頂滑
丹福大學學習，目的自然是
雪場舉行，來自國家隊和地方隊的 57 名
要把所有時間都留給自己的
運動員參加了比賽。
冬奧會夢想。
單板滑雪 U 型場地技巧是中國國家隊在

中

●谷愛凌受傷勢
影響表現未夠完
美。
法新社

香港無緣舉辦世界女排聯賽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排球聯會（國際排聯）早前
宣布，意大利里米尼市將以安全氣泡形式主辦
“FIVB 世界排球聯賽 2021”男女子賽事，以確保運
動員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能安全作賽。
今年 1 月，世界排球聯賽理事會批准安全氣泡概
念，整個男女子賽事將會在一個安全氣泡內進行。國
際排聯指，有超過 6 個國家在公開招標過程中表達主
辦意向。經對所有申請進行評估，並以各申請國之設
施、活動主辦經驗及舉辦安全活動的能力為主要考慮
因素，國際排聯最後選定由意大利主辦今屆男女子賽
事。女子準決賽及決賽將分別於 6 月 24 日及 25 日舉
行，而男子準決賽及決賽將分別於 6 月 26 日及 27 日
舉行。
原定於 2021 年 6 月在香港體育館舉行之“FIVB
世界女排聯賽香港 2021”，原為“FIVB 世界排球聯
賽 2021”其中一站女子分站賽事。因應上述國際排
聯之決定，香港排球總會表示將不會舉辦“FIVB 世
界女排聯賽香港 2021”，並期望來年可再次為香港
球迷帶來萬眾期待的年度體壇盛事。
●香港今年無緣
主辦世界女排聯
賽。
中通社

國

單

雪 賽 在 崇禮
滑
舉
板

雪上運動的一個優勢項目，在世錦賽、冬奧會
等賽事中，國家隊運動員有着較好的成績排
名。本次全國單板滑雪 U 型場地技巧錦標賽既
有劉佳宇、蔡雪桐等國內名將參賽，又有邱冷、
孫娟等實力新秀亮相。最終蔡雪桐、劉佳宇、邱
冷分別摘得女子組冠亞季軍，黑龍江隊、哈爾濱
隊、四川隊分獲女子團體前三名；張義威、王
鑫、李卓霖分獲男子組冠亞季軍，瀋陽體育學院
隊、北京隊、四川隊分獲男子團體前三名。
“今天的比賽發揮得還不錯，技術難度和動
作流暢性自己比較滿意，希望繼續訓練，有進一
步的提高。”男子組冠軍張義威說，他曾多次
在雲頂滑雪場參加比賽，如世界盃、全國錦標
賽、十四冬資格賽等，非常喜歡和適應這裏的

行

●中國國家隊主教練科
斯克拉蒂莫佩卡大讚張
家口的賽道是世界最好
的賽道之一。
的賽道之一
。 新華社
賽道和天氣環境。
國家隊主教練科斯克拉蒂莫佩卡賽後表示，張家口
的賽道是他在世界各地比賽中見到的非常好的賽道之
一，本地的競賽組織人員也非常專業，給予了當天比賽
很大的支持，運動員比賽中也發揮出了高水準，相信他
們在2022年冬奧會上會呈現非常好的狀態。
最近，崇禮雲頂滑雪場順利完成 2020/2021 年賽季
全國自由式滑雪 U 型場地技巧錦標賽和全國單板滑雪 U
型場地技巧錦標賽兩項比賽，在檢驗運動員訓練成果的
同時，充分鍛煉了張家口本地裁判員隊伍，進一步考驗
了張家口賽區場館設施和各領域的保障服務水平，大大
提升了張家口賽區的統籌運行能力，為北京冬奧會進一
步奠定了堅實基礎。

對推動康體發展具貢獻

港民政事務局嘉許賽艇運動員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民政事務局
局長徐英偉先生於 3 月 16 日頒發嘉
許狀及獎章予香港賽艇運動員，以
表揚他們在推動康樂體育的卓越貢
獻。獲嘉許的運動員包括“2019 世
界海岸賽艇錦標賽”－海岸女子四人
雙槳有舵艇 （CW4x+）金牌得主黃
湘儀、梁瓊允、梁穎桉、洪詠甄及
謝欣妏，以及中國香港賽艇協會主
席吳江泓先生。

提升香港體育盛事之都形象
“2019 世界海岸賽艇錦標賽”
（世界賽）於 2019 年 11 月 1 至 3 日
假維多利亞港舉行，是“M”品牌認
可活動，協助提升香港作為亞洲體
育盛事之都的形象。世界賽吸引了
約 500 名來自 29 個不同國家及地區
的海岸賽艇選手參賽，競逐 7 個項目
的世界冠軍殊榮。香港女子賽艇隊

力壓俄羅斯及丹麥隊勇奪海岸女子
四人雙槳有舵艇冠軍。洪詠甄表
示：“我非常榮幸可以參加民政事
務局局長嘉許計劃頒獎典禮，並且
得到這個獎項。這個獎項對我意義
重大，能夠讓更多人認識賽艇這項
運動，是推廣賽艇的好開始。有大
家的鼓勵和支持，就是令我成功的
原因。”
同時擔任世界賽籌委會副主席
的吳江泓先生認為，是次獲民政事
務局的認可，以及世錦賽的成功，
將有助推動香港賽艇運動的持續發
展，“賽艇運動講求艇隻、槳、水
及動作之間的配合。賽艇需要團體
合作，我很榮幸獲得這個獎項，但
這獎項應該屬於每位參與香港賽艇
發展，以及將 2019 世界海岸賽艇錦
標賽首次帶到亞洲及維多利亞港的
所有人。”

▲一眾得獎者出席頒獎
禮。
賽艇協會圖片

◀香港女子賽艇隊在
世界海岸賽艇錦標賽
勝出。 賽艇協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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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厨之争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千里马脚底也
能打滑。做人做事，脚踏实地最重要啊！
大勇十九岁时，拜入特级厨师的门
下。刚开始，大勇天天打杂，干些切葱
洗菜的活儿，他心里很着急，一有机会
就和师父软磨硬泡，想到灶上学习。师
父告诉他：根基打不牢，将来要吃亏的
，大勇听不进去，师傅经不住他天天纠
缠，最后勉强同意了。
大勇在灶上呆了三年，鲍参翅肚做
得炉火纯青，工资在师兄弟中也是最高
的，他觉得自己当年的决定太英明了。
这时师父又收了一个徒弟，和大勇
同龄，叫小亮。刚进厨房时，小亮就像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师父指定大勇先带
带他。大勇听说小亮在小吃部学过两年
多，便不屑地说道：“起点高进步才快
，你在小吃部真是白白浪费时间！”小
亮憨笑着点头，大勇安排他先熟悉一下
环境。小亮挺勤快，自己的活干完了，
就跑到别的岗位帮忙。
一年之后，师父把小亮提到灶上，
让他帮着大勇干一些走油过水的初步加
工。大勇开始感到了威胁，烹调时尽量
不让小亮动手，但小亮学习特别认真，
天长日久，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正在这段时间，酒店外面大规模修
路，车开不进来，生意严重滑坡，老板

无法触屏的手指

有了裁员的想法，后厨人员也要压缩，
这个任务交给了师父。师父先精简了勤
杂人员，接下来还要裁掉两名厨师，有
一位厨师主动跳槽了，还有几个厨师都
有家室，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裁，非要
再裁掉一个的话，只有在大勇和小亮两
人里面选择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师父
那几天愁得够呛。
这天，师父把大勇和小亮叫过去说
：“我有个朋友明天请客，我想让你俩
去做菜，就当考核了，以你俩的表现决
定谁走谁留。”
大勇自认为功夫略胜于小亮，自然
满口答应。第二天中午饭口一过，师徒
三人就出发了。
师父的朋友在郊区盖了很大的房子
，准备开个山庄。朋友和师父寒暄了几
句，就带他们去了厨房，看着只有二十
多平方米的厨房，大勇忍不住皱了皱眉
，和自己酒店厨房比起来，这里简直太
寒酸了。
大勇一看主人拟的菜单，更是出乎
意料，都是红烧鲤鱼、家常炒鸡、锅包
肉、扣肉这些大众的东西，酒店里基本
没做过这些大路菜。
师父让他俩开始备料，自己和主人
去前面喝茶去了。大勇忍不住发牢骚道
：“这种环境和条件能做出啥好菜，连
个打杂的都没有！”
小亮笑笑说道：“就两桌菜，咱俩
凑合干吧，小地方和咱那儿比不了。”

看着小亮轻车熟路地收拾鸡鱼，改
刀切配，自己却插不上手，大勇心里有
种不妙的预感。
等到炒菜时，大勇更是手足无措：
平时用的高档调料一样也找不到，料台
上只有盐、味精这些家常调料。大勇彻
底晕了，磨蹭着做了几样菜，剩下的都
让小亮包了。
小亮一点不怯场，煎炒烹炸，无所
不能，炒出来的菜虽然不如酒店里富丽
堂皇，却充满家的感觉，闻着还挺香。
主人把他俩请到桌上，大家一边吃
一边品评。大勇见大家不爱吃自己做的
菜，脸上不由火辣辣的，不甘心地辩解
道：“在酒店里，加工的都是高档菜肴
，用的调料也讲究，就连灶台都是感应
的，在这儿确实挺不习惯的。”
主人表示理解，但却夸小亮道：
“这位师傅的菜做得不错！”
大勇感到特没面子，忍不住尖酸地
说道：“他以前就是小吃部出身，适合
这种环境，一匹骏马在树林里根本跑不
过兔子！”
主人哈哈笑起来，对师父说道：
“你这个徒弟挺会比喻的，我这一千多
平方米的山庄，在他眼里就是小吃部、
树林子，让他迈不开步呀！”
师父瞪了大勇一眼，对主人说道：“小
屁孩不知天高地厚，别和他一般见识。”
第二天上班时，师父把小亮叫过去
单独谈话。大勇远远看着小亮很高兴的

儿子回家探亲，给爹买了一只智
能手机。爹不会拼音，眼神也不好，
这种智能手机用起来很方便，只须用
手指在屏幕上轻轻地划几下，就可以
打出字来。
老爹拿到礼物十分激动，他将手
机捧在掌心里，就像捧着个宝贝似的
。儿子将手机拿了过来，用手指在屏
幕上划动着，屏幕上快速地显示着字
。爹看了，咧开嘴笑道：“这手机太
好啦，真简单！”
爹接过手机，也试着用食指在屏
幕上划动着，可划了老半天，手机一
点反应也没有。爹失望地望着儿子，
说道：“我用怎么没反应？手机不会
有问题吧？”

样子，心里感到非常失落，做好了卷包
走人的准备。不一会儿，小亮笑呵呵地
走了过来，握住大勇的手说道：“大勇
，我要走了，谢谢你这一年对我的帮助
，以后常联系呀！”
大勇不由得呆住了，看着小亮真诚的
笑容，忽然觉得自己很没风度，忍不住说道
：“怎么能让你走？我去找师父说去！”
师父正在休息室发呆，大勇一头撞
进去：“师父，昨天明明是小亮赢了，
怎么能让他走？这不公平！”
师父一愣，看了他半天，笑着说：
“行，是我徒弟！平时虽然有点小心眼
儿，关键时候还挺讲义气！”
师父狡黠地笑道：“昨天我说根据
考核成绩决定去留，你们没听明白，我
的决定是谁的成绩好谁走。”
大勇惊讶地问道：“为什么？”
师父说道：“我朋友开山庄需要一
个好厨师，别看他那规模比咱这小，可
给的工资却和我一样高。小亮从最底层
学起，基础比你扎实，上哪儿都能适应
环境，他今天这就算出徒了。学手艺不
能像所谓的骏马，还要挑赛道跑，应该
学老虎，到哪儿都能抓到兔子。”
一个月后，小亮回酒店来看大家，
大勇正在面食间练习拉面呢，小亮惊讶
得不得了。大勇笑着对他说道：“小亮
，你要当心了，现在我很努力哟，哪一
天咱们再比一比，看看两只老虎谁厉害
！”厨房里响起了欢快的笑声。

儿子也很疑惑，他拿过手机，划
了划，屏幕上立刻显示出字来。儿子
笑道：“没问题啊，您再试试。”
爹接过手机，再次用食指在屏幕
上划动着，屏幕上依然没有反应。这
时，儿子忽然发现，爹的食指又粗又
大，上面长满了厚厚的老茧，触摸在
屏幕上已无任何反应。儿子心里一紧
，声音有些颤抖地让爹换个手指试试
。
结果，爹笨拙地一连换了五根手
指，全部没反应。儿子这才注意到，
爹这五根手指不仅全部长满了老茧，
而且像枯树的根，全部扭曲、变形，
触目惊心。儿子一下子紧紧地抓住爹
的手，两行热泪流了下来……

鳥語花香

陕西特产不止泡馍肉夹馍
还有这种失而复得的报春花
1943 年 3 月 1 日，盟军
展开了对柏林的轰炸，一
枚炸弹不偏不倚的落在了
柏林植物园的标本馆之上
。爆炸几乎将标本馆大楼
夷为平地，产生的火焰将
其内保存的大部分标本化
为灰烬，这里面有数量很
多的模式标本。不幸的是
，一种来自中国的植物，
陕 西 羽 叶 报 春 Primula
filchnerae 的模式标本恰好
就在其中。
植物分类的重中之重
植物分类学的一个特
点是“名副其实”。这里
的名自然说的是学名，而
这个实指的是模式，在科
及以下的每一个分类阶元
上都需要有一个模式来承
载对应的学名，一旦只有
名字而没有指定模式，这
个名字就不算真正的学名
。落到物种层面，模式就
指的是模式标本了。每一
种植物的学名都要对应一
份或者多份标本构成的模
式标本。由此可见，模式
标本对于分类学来说是重
中之重，没有模式标本，植物名称就无从谈起。
因此，几乎所有的标本馆都会将模式标本单独存放，并且是最
安全的保存条件。当然，安全这个概念也是相对的，在世界上最会
作死的物种面前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
模式标本都能做到永久保存的，偶发原因会导致一部分模式标本出
现问题，而战火则可以批量消灭模式标本。
无处复得的标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给人类社会造
成的破坏是方方面面的，植物分类学也不例外。德国的柏林-达勒姆
（Berlin-Dahlem）植物园，最初是普鲁士王室的一个小花园。1718
年，弗德里希· 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将这座小花园送给
了普鲁士科学院。又过了大约 100 年，植物园的标本馆逐渐发展起
来。到了 1910 年，随着城市的扩张，植物园不得不搬迁到了柏林郊
区，领导这次搬迁工作的是著名的植物学家阿道夫· 恩格勒（Adolf
Engler）。
1904 年的早春，德国探险家威廉· 费尔西纳（Wilhelm Filchner）
途径秦岭南坡，发现了一种开花的草本植物，就采集了标本，送回

了德国。经过柏林-达勒姆植物园的分类学家莱茵哈德· 克努特（Reinhard Gustav Paul Knuth）研究，发表了一个新物种，即陕西羽叶
报春 Primula filchnerae，种加词根据费尔西纳的名字命名。当时的
植物学家们不会想到，30 多年后，这座新建的植物园将遭受战火的
无情侵袭。
一份模式标本如果损毁，分类学家通常会从同一个采集号的其
他复份标本中选取一份重新指定模式。如果其他复份标本也损毁，
或者恰好没有复份，那么会从同一个地点的不同号标本中重新指定
模式。如果这些也不存在，也可以从其他地点采集的同一个物种的
标本当中重新指定。
非常不凑巧的是，陕西羽叶报春上述可以用于重新指定模式的
标本统统不存在，只有一张模式标本的黑白照片和一幅手绘的墨线
图，理论上也可以从这里面重新指定模式，不过分类学家们并没有
这么做。从 1904 年到 1996 年的 90 多年，再没有人采集到陕西羽叶报
春的标本，自 1943 年之后，连模式标本也不复存在。《中国植物志
》报春花科的作者也不得不遗憾地说，陕西羽叶报春可能已经野外
灭绝了。

重新绽放的报春花
转机出现在了 1996 年，英文版《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 的
作者在重庆发现了陕西羽叶报春的栽培个体。又过了 10 年，有人在
湖北发现了陕西羽叶报春的野生个体。接着到了 2015 年，在陕西羽
叶报春的模式产地，秦岭南坡重新发现了这种植物。同时，有学者
在湖北采集的陕西羽叶报春的标本中选取了一份重新指定了模式。
至此，陕西羽叶报春终于恢复了“名副其实”。
陕西羽叶报春的模式标本只是被毁掉的成千上万的模式标本中
的一个。我们最终能够重新发现它，并且指定新的模式，让人们再
度认识到这个物种，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在模式产地重新
发现陕西羽叶报春之后，陕西的学者对这个物种展开了新的调查，
又发现了更多的种群，并且采集了种子，进行了引种栽培研究。
时至今日，野外的陕西羽叶报春虽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定
为濒危（EV），栽培的个体却已经能够实现从种子到种子的过程，
成为植物园春季花展的一个新亮点。或许，这个物种不会再那么轻
易地离开我们的视线了。也希望有更多的物种有这样的运气，继续
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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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 現正限量特惠中 歡迎把握時機
幾步之遙。百樂公寓內的住戶可輕鬆直
達鄰近的高速公路，包括：Sam Houston 八號公路和 69 州際公路，和 Westpark Pkwy 付費高速公路。使您可以在
最短的時間內輕鬆往來大休士地區，休
士頓市中心，IAH 喬治布什洲際機場，
和世界頂尖的醫療中心。
「百樂公寓」 是一個提供舒適和便
利生活的公寓社區。他們有一臥室、兩
臥室和三臥室三種戶型。這些戶型並配
備了電灶，冰箱和洗碗機。由他們努力

(本報記者秦鴻鈞 ）提起全美 「中
國城」 的歷史，休士頓西南區中國城的
發展，可說是奇蹟中的奇蹟，在短短的
三、四十年內，休市西南區的快速發展
令人嘖舌，而位於休士頓中國城最具黃

工作且專業的管理和維護人員，以確保
公寓居民擁有舒適和享受的生活。
在 「百樂公寓」 居住，可說是休市
的 「天之驕子」 ！因為該公寓匯聚了敦
煌、王朝、黃金廣場的豐富機能，得天
獨厚享有衣食住行育樂的便利，與各大
超級市場：H Mart 、大中華、百佳、
惠康等超市及各美食餐廳、排隊名店、
醫療院所、金融機構如華美銀行、
Chase Bank、 恆豐銀行、美南銀行、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國泰銀行...都

在輕鬆步行可達的距離內，真實生活享
有出繁華、入寧靜的優越！
「百樂公寓」 因位於敦煌廣場隔壁
，更是幾分鐘步行可至中國城各個超市
及餐廳。在此居住，真可謂 「天之驕子
」 ！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現正舉辦
限量優惠中，歡迎電話洽詢詳情。 「百
樂 公 寓 」 地 址 ：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272-8100

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更是此
黃金地點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佔盡地
利的優勢。 「百樂公寓」 位於中國城生
意最紅火的商場- 「敦煌商場」 旁，並
且距離數百家亞洲獨特的餐館和商店僅

(東翻西看
東翻西看)) 拜登還沒有舉行記者會呀
拜登還沒有舉行記者會呀！
！楊楚楓
新任美國總統拜登己經上任 50 多天
矣，不說你或不知，他還沒有舉行過一
次記者會。美國媒體問：拜登怎麼了？
美國總統拜登己打破了一項歷史紀
錄，但並非什麼傲人成績，而是拜登上
任超過 50 天，卻尚未舉行過任何一場單
獨記者會，若是拿他比一比過去 100 來
、前面 15 位美國總統的紀錄，沒有一位
較他久，眾多美國媒體對此表示關注，
希望白宮能解釋，為何拜登不盡早安排
跟媒體記者的正面問答。
從拜登今年 1 月 20 日就職至今，白
宮沒有安排過拜登個人記者會，短期內
也沒有預告記者會，3 月 11 日他發表上
任後首度電視演說，選擇的日期呼應美
國防疫 「封鎖」1 周年，也是他上任 50
天，但電視演說並沒有機會讓記者發問
，沒辦法讓全美民眾看到拜登的臨場反
應。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
出 ， 拜 登 已 經 打 破 布 希 （George W.
Bush）上任 33 天才舉行記者會的最久紀
錄。
對於 CNN 的質疑，白宮回應說，
拜登在許多非正式的場合，都會接受記
者的隨機提問，而且他目前全力專注於
對抗疫情。不過 CNN 政治評論員西利
查（Chris Cillizza）卻指出，記者會當然
不是萬靈丹，上一任總統特朗普總是口
若懸河，在鏡頭前講的很多，但有時反
掀起更多爭議。已故的雷根總統在職 8
年中，僅開過 46 場記者會，但外界公認
他是 「偉大的溝通者」。
西利查表示，拜登上任後已簽署超
過 50 項行政命令，從移民政策到重返巴
黎氣候協定，還有 1.9 兆美元的紓困方
案，涵蓋問題廣泛，這些決策可能影響
美國未來的發展，他應該要接受提問，

並好好對記者和美國百姓解說他的考量
。
美國廣播公司 ABC 新聞指出，拜登
說平常會接受記者隨機提案，但他的回
答，往往只是短短一兩句話，拜登大部
分公開的發言，都是照稿宣讀，少有臨
場發揮。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資料
庫裡記錄歷任美國總統的每場記者會，
特朗普上任 7 天就跟英國首相梅伊舉行
聯合記者會，27 天就舉行個人記者會。
歐巴馬就職 20 天就開記者會，雷根和柯
林頓更是上任 9 天就開了記者會。拜登
聲稱自己要 「直接」又 「透明」，但卻
少跟記者正面接觸。他上任第 4 天，曾
在公開活動接受記者提問，大約只有短
短 21 分鐘。因為疫情關係，當天記者人
數也受限，拜登只回答 8 個問題。此外
，拜登曾接受少數記者的一對一訪談，

也參加過 CNN 舉辦的 「鎮民大會」，
接受提問。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12 日
表示，拜登每個星期有好幾次會回答記
者問題，還沒安排記者會是因為 「他把
精力用在疫苗政策與紓困。」莎琪說拜
登就任後，大概已有 40 次 「問答時間」
。
ABC 指出，所謂問答常是在拜登公
開活動時，記者得對他大聲喊叫，才有
可能得到拜登關注而回應，短短幾秒，
難有意義深長的交談，往往在拜登回答
一兩個問題後，幕僚就會以 「謝謝」
「我們要走了」終結。11 日幕僚趕記者
離開時，拜登只說： 「抱歉，我聽不到
他（記者）的問題。」
拜登不開記者會當然引發一些批評
，特朗普政府前發言人麥克納尼（Kayleigh McEnany）指稱，拜登只是在 「躲

」記者，幕僚不讓他有機會脫稿演出，
免得又失言。特朗普時代的白宮幕僚長
米道斯（Mark Meadows ）也說，白宮
把拜登 「藏」得很好。
《華盛頓郵報》在去年大選為拜登
背書，但也看不下去，呼籲拜登快點出
來開記者會： 「美國人有權見到總統經
常出來接受質問。」ABC 駐白宮記者卡
爾（Jonathan Karl）說，開記者會不是
為了我們求表現，是為了大眾的利益，
百姓應該要常常見到總統出來回答問題
。」
走筆至此，剛聽到白宮發言人珍·
普薩基（Jen Psaki）周二（3 月 16 日）
宣布，拜登總統將於 3 月 25 日（周四）
下午舉行上任後首個正式新聞發布會。
屆時，大家要洗耳公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