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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當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們懷揣夢想來到
美國時，心中是否有一絲焦慮，害怕找不到一
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想要在美國找
工作或者更換工作並非易事。

再加上天災、疫情、經濟不景氣，即使擁
有綠卡和公民身份的新移民，也面臨著失業，
被裁員，乃至找不到長期穩定高薪工作的風險
。

事實上，技術專家總是頗受世界五百強名
企的青睞，但不是人人都能成為專家。 究竟是
不甘心地離開，還是踏實鑽研某個專業博一搏?
有人選擇了後者。

您可能聽說過一家公司叫做思科Cisco，但
很少有人知道什麽是“CCIE”。

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是美
國Cisco（思科）公司推出的專家級考試認證，
被認為是IT業內權威的專家級技能證書，具有
終極IT專家認證的美稱。

CCIE共有7類技術認證：
CCIE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 企業構架
CCIE Enterprise Wireless 企業無線
CCIE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
CCIE Security 安全
CCIE Service Provider 服務運營商
CCIE Collaboration 協作
CCDE Design （網絡）設計

其中單【企業架構】一項就占據了信息技
術領域近10萬的專家級工作崗位。

取得CCIE認證代表了你在專業技術領域中
成為一位極具競爭力的人，不僅可以找到薪資
豐厚的好工作（一般都有10萬美元的起薪），
還能得到整個行業的認同。

快捷培訓（LaneCert.Inc）是美國州勞動局
授權的正規職業學校，提供Cisco System, Data
Analyst, Juniper, Microsoft 和其他 IT培訓，致力

於幫助更多的人成為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LaneCert提供理論加實操，行業認證，就業

服務三位一體（培訓、實習和就業一條龍）服
務，幫助學生順利通過CCIE考試，並且幫助就
業，找到高薪工作。

如果你低收入乃至沒有工作，或者是退伍
軍人，都可以申請政府項目(WIOA or Gi Bill）免
費學習。

學校創始人是Jeffrey Liu，他早年從電子科
技大學無線電專業畢業，成為了電視機廠的一
位電子設計師。 但不甘平庸的他感受到了
這份工作的無趣，無意之中了解到思科認證互
聯網專家CCIE認證。 用了10個月的時間，Jef-
frey 攻克了英語和電腦難關的同時，完成了
CCNP的培訓，成為中國第一代Cisco網絡工程
師之一。

之後，他又用了三年時間，考了三次，終
於在2003年8月4日取得了路由和交換CCIE的
認證。

2004年技術移民加拿大，成為加拿大公民
。2007年Jeffrey考過了安全CCIE，2009年又考
過了IP電話CCIE（Collaboration）。

在2012年3月，他被AT&T雇到美國做高
級網絡架構師，2014年6月又通過了電信營運
商CCIE。在為AT&T工作三年之後，2015年7月
又成為AT&T專業技術架構師。

在這個行業中摸爬滾打多年的Jeffrey劉，
心裏一直感謝當年把CCIE介紹給他的梁先生。

2014年當Jeffrey劉50歲時，他決定開辦
一所學校將自己所學用來幫助更多想要像他一
樣取得成功的人。 於是 2014 年，Lane-
CertInc快捷培訓 2014年在達拉斯成立，2017年
5月在休斯頓，2019年12月在洛杉磯，2020年
9月在聖地亞哥，依次成立了分校。

學校名稱Lane，意味著通往成功的一條高
速大道。Cert，則代表著 CCIE 的 Certification。
整體寓意是幫助學生快速獲得行業認證，成為
Cisco互聯網專家。

眾所周知，互聯網是高新技術，技術人員
供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
出。

Cisco互聯網專家（CCIE）的職能是設計和
維護互聯網高速公路，Jeffrey劉認為它是數據時
代的首選工作，因為Cisco互聯網操作系統相對
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
任何人只要勝任工作即可。

這個工作職位缺口大；
工作薪水好；
工作相對輕松；
聘請CCIE的往往是大公司，容易解決身份

問題。
問
為什麽選擇LaneCert Inc

（1）精英式訓練
普通大學成批培養出來的多是基層，中層

。
LaneCert培養的頂級專家，由行業專家授

課，Lab Assistant手把手、一對一指導真機實操
，因材施教。

線上理論，線下實操，遵循獨家教材設計
路線教學，使學員輕松通過業界都望而卻步的
CCIE認證考試。

我們的學員無論什麽年齡段，結課後，通
過職業規劃和行業內推，在幾周內就能高薪就
業。

（2）就職式培養
全方位打造包裝——專業學習、實操訓練

，專業考證、簡歷修改，模擬面試，崗位內推
……

所學即所用，與實際工作掛鉤，不與行業
脫節，畢業後直接進入頂級專家高薪行列。

100%實習崗位，保證就業，更為F-1留學生
提供CPT、OPT乃至H1B，叫您無後顧之憂。

（3）項目周期短
800小時培訓，平均3-4個月，包教包會

，直到就業為止。
（4）因材施教，包教包會
4個月的項目，提供一年的服務。
根據學員情況可調整教學進度，因材施教

，每一位目標成功的學員都能成為業內精英。
思科電腦學校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 話 ： 972-268-7129 （ 達 拉 斯 ） ，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 （ 洛 杉 磯 ） ， Cell:

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系我們，可預約免費公開課

。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大，有經驗

者優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樂於助人，

一定經濟實力者
市場開拓者若幹名， 無區域，年齡，性別，

背景限制。有意請附履歷書到 info@lanecert.
com

【【低收入低收入 OrOr 老兵免費學老兵免費學】】高薪高薪、、穩定穩定、、升職加薪升職加薪
只用只用44個月個月OfferOffer拿手軟拿手軟 ！！

(本報休斯頓報導) 選擇一個好的保
險經紀公司，能事半功倍，省時又省心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的福安保險，由
William薛所主持，他為人非常親切友善
，做事專業而細心，已經服務僑社二十
年，他對各類保險非常熟悉，由於其熱

心助人的態度，讓他獲
得許多客人的信賴，並
且連續贏得最佳服務獎
及專業傑出業務獎。
福安保險最近更換新

電 話 ， 新 的 電 話 是
713-561-3798、
832-303-5881。 Wil-
liam薛表示，新的電話
已經啟用，請原來的客
戶記得用新電話聯絡，
也歡迎民眾諮詢有關保
險方面的問題。
接觸過William薛的客

戶，往往都驚訝於福安保險做事的效率
與服務熱忱，給予很高的評價。筆者的
一位朋友曾經請William薛處理奧巴馬醫
保，當時正屬申請旺季，各保險公司都
非常忙碌，Willian薛在晚上連夜幫他申

請奧巴馬醫保，不僅有效率，更節省我
朋友每月數百元的醫療保險費，讓我朋
友感激在心，過年時還特別送William一
個禮物，以表達感謝。

除了美國老人保險與奧巴馬醫保，
福安保險也專精於房屋、汽車、商業
（餐館與各種商業保險）、人壽、醫療
及住家保險，在休斯頓地區都得到良好
的口碑。

保險的意義在長期的效果，年輕時
，身體狀況比較好的時候，就應該做好
醫療保險的規劃，讓未來萬一生病時，
不必擔心龐大的醫療費用；而退休規劃
，即是讓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有所保障，
不用擔心老年生活。其實，每個人若是
規劃得宜，能夠讓自己與子女都輕鬆很
多，不會讓自己變成家人的負擔，在還
有能力時就應做好各種規劃。

保險能讓人安心放心，覺得有保障

，在美國，保險的種類花樣繁多，有各
式各樣的選擇，房子、汽車、健康、人
壽等都有保險，好的保險產品能在突然
遭逢意外或疾病時有所依靠，不會讓人
手忙腳亂。甚至，在理想的狀況，還能
夠加強資產的調配。

福安保險專精項目: 商業保險、餐館
保險、汽車保險、房屋保險、人壽保險
，同時免費協助申請奧巴馬健康保險、
老人聯邦醫療保險。福安保險擁有一群
專業團隊，精通中文、英語、粵語、福
州話，讓民眾可以清楚地了解所選擇的
各種保險內容和法規，沒有語言的溝通
障礙。

詳情請洽福安保險，地址在 6901
Corporate Dr., Ste.122,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561-3798、
832-303-5881，請找William薛。

福安保險福安保險 專業誠信口碑一流專業誠信口碑一流
換新電話換新電話 歡迎舊雨新知聯繫歡迎舊雨新知聯繫

德州人德州人66//1515截止報稅截止報稅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服務出色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服務出色
客戶遍及全美客戶遍及全美 擁有行業內最頂尖的專家擁有行業內最頂尖的專家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由於今年德州遭
遇百年一見的雪災，美國國稅局（Inter-
nal Revenue Service）宣布德州人可以延
期兩個月交稅，居民提交報稅資料的截
止日期為6月15日，尚未報稅的民眾與
老闆們要開始行動啦。

隨著疫情逐漸減緩，休斯頓的經濟
逐漸復甦，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公司，在
面臨困難與考驗的時候，若是能找到專
業的會計師協助，可提供理性客觀、以
及切合實際的有用建議，並提出許多業
主可能尚未考慮到的問題，使業主能掌

握核心關鍵。目前正值報稅季節，加上
之前新冠疫情對公司行號的影響，如果
能找到好的會計師，定能幫助企業克服
困難，處理危機，同時節省許多稅金。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Capital Partners
Accounting)提供出色的會計、稅務、財
務盈利能力、業務策略解決方案和諮詢
服務，客戶遍及全美。公司以客戶為中
心，擁有行業內最專業的專家，陣容極
為堅強。公司致力於與客戶建立可信賴
的長期關係，服務讓客戶滿意而肯定。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的認證會計師不
斷獲得行業相關的最新知識，並通過新
的認證，以確保團隊掌握會計領域的所
有最新信息，包括法律、規定和技術的
最新資訊。

幫助客戶做稅務籌劃(tax planning)，
讓客戶免於擔心，我們深入了解客戶的
業務目標，讓稅務籌劃需求都掌握在專
家手中，請放心交給我們!

專業服務: 包括公司成立、會計簿計
、薪資申報、財務報告、稅局審計、各

類保險。
報稅服務: 公司報稅、合夥報稅、個

人報稅 海外報稅、非營利報稅、電子報
稅。

投資計畫: EB-5投資移民、退休計
劃、遺產規劃、醫療保險。

以上所有稅務難題，永鴻注冊會計
師樓的會計師都會精心為您處理，通過
與永鴻合作，您將與真正為您取得長期
成功而投入的專業人士一起工作，並且
能夠保護您的企業資產、減少債務，並

在未來的業務中蓬勃發展。
永 鴻 注 冊 會 計 師 樓 電 話:

832-559-2999。 E-mail: info@partner-
books.com。休士頓辦公室: 9788 Clare-
wood Dr.,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36(
請 事 先 預 約)。 紐 約 法 拉 盛 辦 公 室:
136-56 39th Ave., Suite 410, Flushing,
NY 11354。紐約布魯克林辦公室:812
60th Street, Room 7FL Brooklyn, NY
11220
網站www.partnerbooks.com。



BB33
星期五       2021年5月21日       Friday, May 21, 2021

休城社區

德州本地新聞

休士頓Spring獨立學區一名亞
裔高中生Cody Chou，生長在一個
父母皆為聾啞人士的家庭，最近收
到了哈佛、史丹佛、普林斯頓、耶
魯等多所藤校的錄取通知，是家族
中第一位上大學的人。

生長於聾啞家庭的Cody Chou
，從小為了與父母溝通，他學會的
第一個語言不是英文，而是 「手語
」 ，他也熱衷於參與休士頓的聾啞
人社群。他回憶道，小時候學習英
文的時候遇到許多困難，因為家中
沒有人能和他對話，一直到開始上
學，他才慢慢學會英語。

Cody Chou 表示 「當我開始收
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我不敢置信
」 ，在少數族疫、聾啞社群生長的
他，也因此有了與一般青少年不同
的成長經歷，成了各大名校爭相搶
獲的人才。

Cody 目前決定進入哈佛大學，
並希望能攻讀醫學相關課系，他希
望未來能夠從事聽力殘疾方面的學
術研究，真正貢獻撫育他成長的聾
啞社區。

（封面圖片：ＫＨＯＵ影片截
圖）

上週尋求失業救濟的美國人
數量下降至44萬4000起，創下
了新的大流行低點，並且有跡象
表明，隨著消費者再次開始自由
消費和業務限制放寬，就業市場
持續增長。

勞工部周四的報告顯示，申
請數量從一周前的47萬8000起
下降了3萬4000。自今年開始
以來，每週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
一直在穩定下降。

這項數據發布後，幾乎所有
美國共和黨州長都迅速採取行動
，削減了每週300美元的聯邦失
業救濟金，他們都認為救濟金讓

失業者無心找工作，目前聯邦失
業援助的截止日期將在六月到期
。

比如德州州長艾伯特就在本
月17日指出，有鑑於德州工作
機會持續增加，未來將不會再和
聯邦申請失業補助金，預計停止
發放的日期為6月26日。

政府週四表示，在截至5月
1日的這一周內，仍然有1600
萬人正在領取失業救濟金。這比
前一周的1,690萬有所下降，顯
示出一些接受補助的美國人找到
了工作。

美國失業率再創新美國失業率再創新，，德州州長宣布德州州長宣布：：
不再申請聯邦失業補助不再申請聯邦失業補助

父母皆聾啞人士父母皆聾啞人士！！SpringSpring學區學區
亞裔高中生錄取哈佛亞裔高中生錄取哈佛

（本報訊）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預測
，2021年大西洋颶風季節活躍程度將高於正常水平。

根據颶風預報員的預測，今年大西洋有60％的機會
高於正常季節，30％的機會接近正常季節，而10％的機
會低於正常季節。專家表示，他們並不預期2020年的風
暴活動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颶風季節的時間從6月1日到11月30日。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氣象學家說，他們預

計今年將有13至20場被命名的風暴，而其中的6至10場

風暴預計將成為颶風。預計其中的三到五場颶風將成為
今年的主要颶風，這意味著會達到3級或更高等級威力
。

根據過去的預測統計，NOAA的預測增長率為70％
都是正確的。

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說：“現
在是沿海以及內陸社區為颶風可能帶來的危險做準備的
時候了，”預報，這也將有助於最大程度地減少風暴對
經濟的影響。”

6月1日開始進入颶風季節今年颶風機會大

（綜合報導）癌
症患者接受手術切
除腫瘤後，有時還
要進行額外的化療
，專用工具會被重
新識別復發風險較
高的患者，因此檢
測微小疾病的非侵
入性工具就具有特
別高的價值。在發
表於《臨床癌症研

究》（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上的一項新研究
中，由麻省總醫院研究人員領導的一個團隊評估
了首個“腫瘤信息未知”測試，該測試檢測了接
受腫瘤治療後在患者血液中循環的腫瘤脫氧核糖
核酸。

最初由精準腫瘤監測公司 Guardant Health 開
發的測試而言 Guardant Reveal，它是“腫瘤信息
未知”的，與以往循環腫瘤DNA（ctDNA）測試
不同，該測試不需要知道患者腫瘤中存在的特定
突變。

論文的主要作者，麻省總醫院血液學和腫瘤
學部教授，哈佛醫學院醫學助理教授 Aparna R.

Parikh博士表示“ ctDNA的使用是“液體活檢”
，是檢測殘留疾病的一種鹼性的預後工具，許多
前瞻性試驗正在美國，歐洲，亞洲和販運進行，
以使用ctDNA來指導治療方法。大多數研究都使
用了一種基於腫瘤情況已知的ctDNA方法，這種
方法需要對腫瘤進行測試並了解腫瘤腫瘤特異性
改變，當患者沒有足夠的腫瘤組織進行分析時，
就不能使用這種方法。”

在這一研究中，Parikh和她在麻省總醫院以及
Guardant Health的同事評估了第一個腫瘤信息未知
的ctDNA分析，以檢測結該方法不依賴於對個別
患者腫瘤的DNA轉化，而是尋找已知的癌症可能
改變。

當研究人員分析了84名患者的ctDNA結果，
並檢驗了結果與癌症復發的相關性時，他們發現
這種“僅血漿”的方法在敏感性和完全上與腫瘤
信息已知方法相似。

Parikh博士指出“這是第一個報導純血漿方法
的研究之一，某種方法都有優點和缺點。”她的
團隊整合的前瞻性研究將為檢測殘留葡萄糖和指
導治療決策提供更多信息。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

初建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
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美國國
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研
究項目跨越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

可以為幾乎每個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
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

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
從初級護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稱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
家在所有16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
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
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享有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

參考：
鏈 接 ： https：//www.massgeneral.org/news/

press-release/New-test-detects-residual-can-
cer-dna-in-the-blood-without-

依賴腫瘤數據
臨 床 癌 症 研 究 ： https：//clincancerres.aacr-

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21/04/28/1078-0432.
CCR-21-0410

麻省總醫院評估了新的腫瘤檢測方法可在腫瘤信息未知情況下檢測腫瘤DNA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Aparna R. ParikhAparna R. Parikh
麻省總醫院血液學和腫瘤學部研究員麻省總醫院血液學和腫瘤學部研究員

麻省總醫院麻省總醫院Tucker-GosnellTucker-Gosnell胃腸道癌症中心和胃腸道癌症中心和Belinda-TermeerBelinda-Termeer靶向治療中心專家靶向治療中心專家
哈佛醫學院醫學助理教授哈佛醫學院醫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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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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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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老人味”

在拨打助浴电话之前，李琴已经为家里两个

老人的洗澡问题困扰了多年。

李琴的母亲今年90岁了，父亲92岁，两位老

人都是腿脚不便，无法出门，5年前她为老人请了

保姆，照料三餐起居。但洗澡，她不放心交给保

姆，怕弄伤老人，每周过来自己帮着洗。

只有亲身经历的家属才知道，给老人洗澡，

真的是一项大工程。

李琴父母长期卧床，体重都有130多斤，仅仅

把老人扶起来，迈动脚步，她就已经气喘吁吁。

从客厅的凳子，到轮椅，再到浴室里的防滑凳，

这样的扶持搬运，一共需要四次。还不包括洗澡

、脱衣穿衣时的托举。何况，浴室环境潮湿闷热

，老人无法待太久，需要速战速决，每次李琴和

保姆都是手忙脚乱。

有一次，临过年没几天，母亲想好好洗个澡

。那会李琴忙着置办年货，抽不出身，她让母亲

再等些日子，老人一听就发了脾气。“我老了，

叫不动你了是么。”保姆怕老人情绪激动，出岔

子，硬着头皮一个人为老人洗了澡。第二天李琴

一进门，就迎来保姆的抱怨，腰都快累断了。

李琴自己，也已经是快60岁的老人了。她有

风湿病，天气转凉，两条腿都疼得难以行走。

元宵节前一天，老人又提出洗澡的要求，想

起前几日在养老驿站看到的助浴服务，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她拨下了那个号码。

这绝不是个别家庭的困局。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我

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5亿，失能和半失能老

年人约4200万人。北京一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

年人口就达300-400万人，也就是全市近四分之一

的市民是老年人。

老人身上有味道，这味道甚至有一个专属标

签：“老人味”。中药的味道，尿液的味道，饭

菜的味道，闷在厚衣服里身体的味道……这些味

道搅合在一起，就是刻在印象里那种“老人味”

。人们带着某种嫌弃和无奈提起这种味道，避开

它，仿佛这是老人的一部分。

这一切的原因，不过是“老人洗澡难”。这

句话仿佛平常，却蕴含着太多无力解决的现实，

老人的精力，子女的工作，甚至包括社会对老人

的种种谨慎与忧虑，把老人牢牢按在他们的标签

里。

90岁的孟爷爷几次试着去大众浴池洗澡，可

一进门就被工作人员拦下了：“你这么大年纪了

，也没人陪着，不安全，下次别再来了。”

这么多年，孟爷爷只成功去澡堂洗过一次澡

。

孟爷爷住在北京北新桥的胡同里。那一带多

是平房，无法连接天然气。浴室空间小，水压和

水温也上不去，夏天还能凑合，到了冬天没法淋

浴，只能用湿毛巾简单擦拭。

给陌生人洗澡

从预约助浴服务开始，李琴就发现，老人嘴

上不多说，却在每次助浴师上门那一天，早早起

床，端端正正坐在靠背的椅子上等着，好像这是

一种仪式。

李琴感慨，她从前都不知道老人这么盼着洗

澡。

前几次，李琴不放心，会在浴室里全程旁观

。她看到助浴师先调试好水温，把老人推到浴室

，抱起靠墙，快速把老人的三条裤子一口气褪到

大腿处，又赶紧扶老人坐下，褪下裤脚。

然后，助浴师接一盆热水，将老人的脚泡在

热水里，试试水温，把花洒的水流调小，轻轻淋

在老人的后背，四肢，

腿上。接着戴上搓澡巾

，开始擦身。从后背，

到脖子，胸前，上半身

、下半身，每洗好一部

分，就用水冲洗后，再

擦拭一遍，反复两次。

约四十分钟后，洗浴完成，再为老人抹上护肤霜

，重新穿好衣服。

李琴说，刚洗完澡，冒着热气坐在椅子上的

老人，“温顺的像一只洋娃娃，可爱极了”，她

喜欢看着母亲那样心满意足的样子。

对助浴师来说，“让顾客心满意足”却并不

是可以轻易抵达的目标。洗澡，只是助浴师们的

附加服务，她们的另一个身份，是居家养老护理

员。给陌生人洗澡，还是陌生的老人，对这些女

孩子来讲，难处绝不仅是一系列复杂细致的规则

，还要越过心里那道坎。

“助浴，这个活其实也有一套标准流程。”

45岁的助浴师郝美云说，首先，助浴前要给老人

测量血压，观察老人当前是否适合洗澡，确保安

全，一些老人常见的基础病也要事先和家属确认

，每个老人的情况都要建立档案。

正式洗澡前，助浴师要仔细观察浴室条件，

将水温调试到标准的42度，嘱咐家属提前晾好温

开水，以便老人洗完澡后能及时补充水分。

如何转移老人也需要技巧。“像这样把老人

的脚分开，让老人的手勾住我的脖子，我两只手

臂交叉抱住老人的腰，再一用力，老人就能从凳

子上托站起来，这个时候在轻轻放在另一个轮椅

上。”郝美云比划着说。

每一种服务业，在标准规则的壳子之下，都

要满足顾客各种各样的特别需求，助浴也是如此

，或者说，尤其如此。上了年纪的老人精力散漫

，很多时候并非理性动物。几乎每个助浴师都能

回忆起一兜子或是尴尬或是委屈的经历。

24岁的冮雪，第一次上门服务，就被家属说

哭了。“为什么洗完后还是这么多干皮，你要是

这样洗的话，我要你干嘛。”指着她大骂。冮雪

觉得委屈，老人的皮肤失去了水皮，变得很干，

洗得太用力皮肤很容易红肿，反而不好。可是对

方就是不理解。

21岁的小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讲究奶奶”

。助浴前，家属就叮嘱她，“我们家老太太要求

高，喜欢搓背，你要按照她的要求来，千万别和

她顶撞。” 小谭做足了心理准备，可洗澡刚没几

分钟，老人就打断了，“小姑娘，你是南方人吧

，你这样搓可不对。”语气里夹着火。说不清楚

，索性一把夺过搓澡巾。“这个一定要拧干了，

然后这么一层层的往下搓，看到了么，有东西出

来这样才算搓透了，搓干净的地方水一冲是滑的

，没搓干净的地方很黏。”老人像严厉的老师一

样，一板一眼地和小谭说。

有那么几秒钟，小谭觉得空气都凝固了，心

里一阵一阵发慌，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一笔一

划地按照“北方规矩”给老人搓。慢慢地，气氛

缓和下来，“奶奶你真讲究。” 小谭忍不住说。

“现在搓的好了。”“老师”终于点了头，“学

生”的脸已经涨得通红。

慢慢地，随着助浴从一件尴尬的事情淡化成

职业习惯，助浴师们也开始理解这些老人的处境

。冮雪说，在狭小的浴室里这样密切地接触，尴

尬的不是只有她，老人也会尴尬。需要陌生人给

他们洗澡，对很多要强的老人来说，是一件触及

自尊的行为。她试图想象在漫长的日子里渐渐衰

老的自己，像她认识的一个奶奶说的那样：每天

力气只够洗一条腿，第二天再洗一条腿，第三天

洗胳膊……直到有一天，连这也做不到了，只能

求陌生人到家里帮自己洗澡。她极力想，那时自

己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后来，在助浴的时候，冮雪会有意识地让老

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帮着拿花洒，让

老人感觉到自己也在帮忙，不是任凭摆布。她发

现，这些小事，确实能够让老人松弛下来，减少

助浴的尴尬与摩擦。

冮雪和小谭都谈到在这份工作中感受到的价

值。只是至今，这价值仍然停留在情感层面

。——“助浴师”听起来时髦，却仍是零散小众

的低端服务，产业远未铺开。小谭和冮雪们一小

时只挣几十块。

95后助浴师，帮老人洗澡的女孩们

"暮年是伴随气味出现的，衰朽、酸臭，甚至是屎

尿，构成了所谓“老人味”。那是长时间不洗澡的味

道。伴随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一个叫做“助浴师”的

职业，近年来渐渐在一些大城市兴起。他们的工作是

帮老人洗澡，可“洗澡”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項由衆議院刑
事司法委員會提出的允許該州公民在沒有持槍許可證和培訓的情
況下自由攜帶隱藏槍支的法案于周叁（5月19日）獲得通過。

根據《博西爾新聞論壇報》 （Bossier Press-Tribune）的報
道，參議院第 118 號法案（SB118）由州參議員傑伊·莫裏斯
（Jay Morris）倡導，適用于年滿21歲且未因重罪或暴力犯罪的
成年人。

報道說，該法案將允許公民自由攜帶隱藏的槍支，而無需任
何許可證和槍支培訓，盡管該法案已由衆議院委員會進行了修改
，包括可選擇的槍支培訓課程。現在，它符合由衆議員布萊恩·
豐特諾特 （Bryan Fontenot）編寫的HB 596的目標。豐特諾特的

法案正在等待參議院委員會的聽證會。
SB 118還規定，持槍者的血液中酒精含量不得超過.05，他

們必須向接近他們的任何警務人員回報喝酒情況。
該法案的支持者認為，遵守法律的公民有權攜帶《第二修正

案》中的隱藏武器，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阻止其攜帶。反對者
呼籲持槍者應接受比選修課程更多的培訓，同時認為需要培訓和
攜帶隱蔽槍支的許可證是必要的保障措施。

報道說，委員會星期叁的大部分證詞來自反對這一變化的反
對者。

路易斯安那州警察協會的主席邁克·科納普斯（Mike Knaps)
說：“我們不反對隱蔽式隨身攜帶槍支，我們只是認為必須在槍

支教育和培訓上給予支持。”
路州民主黨衆議員弗雷德裏克·瓊斯

（Frederick Jones）辯稱，該法案將傷害
黑人社區，因為一些黑人認為他們已經被
視為對執法部門的威脅。

瓊斯對莫裏斯說：“我希望您對州叁
分之一或更多的與警務人員進行可怕互動
的人更加敏感。” “與他們是罪犯無關
，與他們是壞人無關，他們只是處境惡劣
，他們是少數派，正在與警察打交道。”

路易斯安那市政協會的執行顧問卡
倫·懷特（Karen White）指出，根據《博
西爾新聞論壇報》的報道，“涉及憲法權
利時，人權並非不受約束。”

豐特諾特在本月討論 HB 596 時，辯
稱州警察在申請槍支許可證的程序上花費了約70萬美元（包括
背景檢查），每年收取申請人約500萬美元。

他對衆議院說：“我認為應該接受培訓，但憲法規定我們有
權擁有槍支。” “誠實的公民不應承擔背景調查的負擔。”

據路易斯安那管理學校新聞服務部（LSU Manship School
News Service）的報道說，該委員會以6比4的票數通過了SB118
法案，民主黨人和一名獨立派人士投了反對票。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路易斯安那州批准公民在無許可證
和培訓的情況下自由攜帶隱藏的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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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中國．南陽
工銀信用卡2021“直通WTT大滿貫．世乒賽”暨奧運
模擬賽將於5月26日至5月30日在河南省南陽市體育中
心舉行，設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男女混雙等項目，參
賽運動員為乒乓球國家隊隊員，包括馬龍、許昕、樊振
東、林高遠、梁靖崑、王楚欽、劉詩雯、陳夢，孫穎
莎、王曼昱、朱雨玲等。本月初在河南已曾舉辦過同類
賽事。

是次新聞發布會於19日舉行，有關方面對外通報今
次賽事相關信息。中國乒乓球協會副秘書長何瀟說，今次
賽事為國家乒乓球隊創造檢驗備戰成果的實戰機會，為運
動員搭建展現自我的國際化舞台。“本次比賽根據第一站

積分，選取男女單打16名選手和混雙12對選手，同時為
了更好備戰奧運會，還增加了男女各4對雙打選手參
賽。”何瀟透露，馬龍、樊振東、許昕、陳夢、孫穎莎
和劉詩雯等奧運參賽運動員以及在上一站表現優異的周
啟豪、林詩棟、馬特、劉斐等運動員等都將參加本站賽
事。賽制的升級，進一步提升了比賽的對抗性，奧運陣
容也將在本次賽事經受更為嚴峻的考驗。

作為本次大賽的推動者，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
WTT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理事會主席劉國梁一直強
調乒乓賽事創新，經過重新設計，要把每個球員都調動
起來，讓這些球員像“戰狼”一樣在場上“撕咬”，才
能把奧運陣容打造得更強，更具有戰鬥力。

發文回顧衝擊NBA征程
林書豪不解為何無機會

“直通WTT大滿貫．世乒賽”再落地河南

籃球運動員林書豪19日通過個人社交
媒體發文回顧自己重返NBA之路。他表示
自己仍然是一名NBA級別的球員，但在過
去的一年卻沒有獲得任何機會。

林書豪表示，通過在CBA一年的歷
練，自己克服了此前傷病帶來的心理障
礙，他認為自己依然是一名NBA水平的球
員，並因此放棄所有美國之外的合約，決
定加盟NBA發展聯盟。

回顧林書豪的發展聯盟之旅，出戰9
場常規賽，場均19.8分、3.2個籃板及6.4
次助攻，2場季後賽，場均16分、3個籃
板、6次助攻。就數據而言，林書豪依然保
持着較高的競技水平。

只是NBA的大門卻始終沒能向林書豪
敞開。他也在文中寫道：“我告訴自己只
要一個10天的合約，一個回到場上的機
會，我就可以把這些質疑打得粉碎。我的
整個籃球生涯就是這樣開始的，一個證明
自己的機會。出於我永遠無法完全知道的
原因，那個機會從未實現。”

林書豪遺憾地表示：“我真的真的在
去努力實現我的夢想，這個想法來自我的
內心深處。我知道我比以前更好了，我也

證明了我仍然是一名NBA球員。但就像我
之前說過的，有遠大的夢想，就可能要以
心碎為代價。”

最後，林書豪也表達了對亞裔球員的
支持：“對於下一代的亞裔球員，我非常
非常希望我能在NBA球場上做更多的事
情，打破更多的障礙，激勵你們更多。當
你有機會的時候，不要猶豫，不要擔心別
人會不會認為你屬於那裏。當你已經踏進
門裏，就把那扇門踢開，然後再帶其他人
跟你一起。” ●中新網

國際排球聯合會管理委員會日前通過了2021-2024
年巴黎奧運周期國際排聯下各委員會和理事會的人員名
單，中國女排主帥郎平入選技術和教練委員會。

根據國際排聯章程，國際排聯執行委員會由13名
成員組成。這13人中包括現任國際排聯主席、五大洲
的排聯主席、五名國際排聯主席提議的國際排聯行政委
員會成員（來自不同的五大洲），以及古巴名宿路易斯
和蘇格蘭的費萊明。

中國女排主帥郎平進入技術和教練委員會，一起進

入這個委員會的還有土耳其女排主帥意大利人古德蒂、
巴西女主帥吉馬良斯、美國女排主帥基拉里等。蔡毅、
劉冰和宋悅分別成為排球理事會、沙灘排球委員會和雪
地排球委員會成員。

惠若琪成為市場和通訊委員會委員。簡捷和沙排名
將薛晨成為排球賦權委員會成員。

至於運動員委員會中，則包括了巴西男排的基爾
拔、美國女排隊長拉臣、塞爾維亞女排二傳奧傑蓮奴域
等。 ●中新網

郎平入選國際排聯技術和教練委員會

今季港超爭標
組已進入最

後直路，衛冕的傑志19日仗無
論對天水圍飛馬出現什麼賽果，最關

鍵還是周日對東方龍獅的煞科戰。因此丹
恩奴域、加維蘭及巴爾拿等一眾主力均退居後

備，累積4面黃牌的羅拔圖及艾里奧甚至只作壁上
觀。開賽僅8分鐘，門將郭劍橋已因判斷出錯，被飛馬的

孫銘謙接應傳中快腳射入，傑志閃電失守。
天水圍飛馬已失去爭標希望，但仍有機會與理文爭季軍，從而

獲得出戰亞洲賽名額。由於理文連贏傑志及東方龍獅，天水圍飛馬賽前已
被反超前2分，為了在周日碰頭前掌握主動權，形勢上必須要打敗傑志。然而

由於天氣實在太炎熱，上半場餘下時間兩隊都放慢腳步，留待下半場才搏殺。

朱志光提醒球員注意心態
換邊後傑志換入安永佳，他56分鐘左路突破後傳中，造就賓紀文撞入扳平。

天水圍飛馬被追平前有胡晉銘傷出，代替他上陣的劉學銘意外成為英雄。謝朗軒長
距離界外球擲入禁區造成混亂，劉學銘把握門前機會一腳撞入，再度超前2：1。傑
志隨後有艾力士入球被判越位在先慘吃詐胡，最終以1球飲恨，自港超成立後首次
在聯賽不敵對手。

傑志主帥朱志光賽後承認刻意留力，又不認為戰果會對其他球隊不公平。談及
周日對東方龍獅只要賽和便足夠衞冕，他特別提醒球員：“不應該有此心態，大家
要當是正常一場比賽去準備。”

“中銀人壽香

港超級聯賽”爭標

組 再 出 現 意 外 賽

果，繼東方龍獅周

二不敵理文之後，

榜首傑志 19日改派

副選出戰天水圍飛

馬，亦以 1：2敗陣。兩支爭標分子都

刻意留力周日大戰，惟卻直接助了天

水圍飛馬一臂之力。傑志主教練朱志

光賽後不認為有問題，更直言：“好

公平，大家都畀3分。”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

煞科日爭標形勢
傑志對東方戰果 冠軍

傑志勝 傑志（較多積分）
東方勝 東方（較多積分）
賽和 傑志（對賽1勝2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19
日兩隊在攝氏32度高溫下作賽，不只
球員吃力，就連後備席上的職、球員
都苦不堪言，天水圍飛馬教練郭嘉諾
更證實，半場休息時有部分球員出現
中暑症狀。

19日仗本應安排晚上8時開賽，
後來兩會同意改到下午3點，唯卻惹來
個別球員不滿。郭嘉諾賽後承認安排
欠妥善：“我們上一仗（對東方龍
獅）已踢3點，今仗又3點，根據原先
賽程編排，我們更是連踢3場日波。”
他又指有球員踢完半場已感不適：
“半場時基斯及胡晉銘都感到頭暈，
有中暑感覺。即使是我自己，在後備
席被太陽曬個正着也很辛苦。”有見
及此，天水圍飛馬及理文已成功申請
將周日的煞科戰改到黃昏5時30分舉
行。

不過周日傑志對東方龍獅之戰仍
維持3點正作賽，傑志主帥朱志光坦
承，19日留力是逼不得已：“今次季
後賽很新鮮，但球會卻要重新適應。
短短9日踢3場這‘極速’賽程，不得
不留一留，避免球員過勞受傷。”

午
間
32
度
高
溫
下
作
賽
有
球
員
現
中
暑
症
狀

傑志傑志傑志留力留力留力
周日鬥周日鬥周日鬥東方東方東方爭冠爭冠爭冠

派副選出戰不敵飛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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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手指受傷提早收咧的傑志門將王振因手指受傷提早收咧的傑志門將王振
鵬鵬（（左左），），1919日在看台上觀戰日在看台上觀戰。。

●●林書豪在微博發林書豪在微博發
表感言表感言。。

林書豪微博圖片林書豪微博圖片

●●飛馬前鋒孫銘謙飛馬前鋒孫銘謙（（中中））替球隊先開替球隊先開
紀錄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1919日下午天氣炎熱日下午天氣炎熱，，球員皆要飲水球員皆要飲水
降溫降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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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长年”，人不长年

1931年4月，当时的中国国立中央

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组标本装

置员陈长年，带着中学毕业就因成绩优

异被从贵州派到这里学习的邓叔群，一

起去往镇江宝华山考察植物。华东的阔

叶林刚长出疏朗的叶，阳光可以透过树

枝照在开阔的林间，老鸦瓣、鹅掌草、

浙贝母、延胡索、刻叶紫堇开出了蓝色

、黄色、粉色的小花，仰头迎着难得的

春光。

陈长年和邓世纬经过宝华山这片早

春的林地，突然被地面一小片粉白色所

吸引。那是一种兰花，与其它华东常见

的兰花相比，只有一片阔大圆润的叶子

，而花比寻常所见的春兰更大得多，玉

白的唇瓣上点缀紫红色的斑点，更有如

小指般长而阔大的花距——那通常盛着

吸引昆虫的花蜜，但这兰花的花距里却

空空如也，只如雕琢镂空的玉杯。他们

猜测这是一种从未被植物学界所知的兰

花，于是小心翼翼地采了几株压在了标

本夹里。

时光如梭，很快到了1935年，当时

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教授兼植物部

主任的钱崇澍先生在仔细翻看这批四年

前采集的植物标本时，不禁悲喜交加

——所喜的是，这的确是从未发表过的

植物新物种，甚至是新属；而所悲的是

，标本的采集者之一，他的助手和好友

陈长年，已经在他采完标本后的1932年

，在野外工作中意外去世了。

在怀念和思虑之下，钱崇澍先生最终

决定将这个发现于宝华山的兰花新属命名

为”Changnienia”，即“长年兰属”，以

纪念陈长年作为标本采集员——常常被遗

忘的野外工作者对植物学的贡献。

“Changnienia”属下的唯一物种，被命名

为“Changnienia amoena S. S. Chien”，

种加词“amoena”即“美丽”之意。

这一新种发表于《中国科学社生物

研究所论文集(植物组)》（Contributions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 Botanical Se-

ries 10: 90, f. 12. 1935.），《中国植物

志》中保留了这一纪念属，中文名改为

更加凸显形态的“独花兰”。中国植物

标本采集者作为植物属名而被后世所铭

记。

悲伤的故事没有结束
和陈长年同为采集标本者的另一位

采集员邓世纬，成为了专业的植物采集

家，受聘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

研究所，也就是今天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的前身。然而同样聪敏勤奋、有着远大

科学前程的邓世纬，却在1936年对贵州

贞丰县的植物科考中不幸与助理都感染

了恶性疟疾，由于缺乏有效药物，他和

同行的采集员杨昌汉、徐方才、黄孜文

在四天时间里相继病重去世，这是中国

近现代植物采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邓

世纬在1935年采到的苦苣苔科植物新属

，也被另一位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先生

命名为“Tengia世纬苣苔属”。

独花兰被发现和命名距今已近90年

了。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从广西、四

川、陕西、甘肃都陆续发现过这种美丽

的植物。但在这些分散的分布地点里，

独花兰的种群规模始终不大。

独花兰在前一年秋天长出叶子，孕

育和分化花芽，在尚未荫蔽的早春阔叶

林下开花，然后在夏天叶片凋落，把营

养储存在地下的假球茎中。近二十年的

研究中发现，独花兰也有着兰花普遍存

在的欺骗性传粉，它们与很多早春植物

同时开花，那些被其它植物花蜜吸引而

来的熊蜂，偶尔也就一股脑儿扎进独花

兰的“口袋”，却懊恼发现其中没有花

蜜，气急败坏中就带上了独花兰的花粉

块，在下一次上当受骗时，花粉块就传

递到了另一朵独花兰的柱头上。

这种奇异的机会主义，使得独花兰

在传粉昆虫众多时能够节约花蜜需消耗

的昂贵能量，却在变化的自然中更易遭

受冲击——当熊蜂因人为活动减少时，

它们就面临着传粉机会的快速丧失。近

些年的调查发现，熊蜂缺乏环境下的独

花兰结实率很低。

而和其它兰花一样，独花兰的种子

轻而微小，胚乳不发育，需要借由特定

真菌侵入才能萌发——这一切都需要稳

定的环境。如果环境剧变的同时遭受大

量采挖，生长缓慢的独花兰就陷入了绝

境。种群小且陷入人为干扰和衰退，这

也是独花兰被IUCN红色名录置于“濒

危”（EN）状态的原因，这意味着它们

的处境比大熊猫还要糟糕。但在最新公

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征求意见稿）中，独花兰甚至没有被

列入，也就意味着保护区之外的独花兰

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保护，这是匪夷所

思的一件事。

四年前，当我经过宝华山那片森林

的时候，时常回想着当年的植物研究者

怎样在华东最美的春天遇见它们，为它

们激动不已。但两年后，我却不幸从社

会新闻里知道，那片陈长年最初遇见的

独花兰已被严重盗挖，而采访人员却发

出了“野猪拱坏”、“宝华山从未发现

过独花兰”的奇论。

如果有一天，这样一张植物的美丽

名片彻底丢失，那些八十多年前不幸早

逝的植物采集家、以及感怀他们的牺牲

的植物学家们如果泉下有知，又怎能心

安呢？

科学曾经有过牛顿、达尔文等“巨匠”创造整个王国的时代，然而现当代科学家的工作却非如此。这一方面是因

为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的扩展，另一方面也因为新的发现和科技进步越来越依赖于相互合作，靠一个科学

家开宗立派的时代已远去。虽然在科学活动中，并非每个贡献者都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但科学路上携手并进的学者们

相惜相顾之情，亦常令我动容。

如果兰花被人偷走，
我们就不再记得英雄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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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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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高血壓對人體健康有害高血壓患者應避免的食物高血壓對人體健康有害高血壓患者應避免的食物

美國想要持續推進經濟復甦美國想要持續推進經濟復甦，，就應向中國保持開放態度就應向中國保持開放態度
吳建民吳建民（（Dominic NgDominic Ng））著著

一年多前，一場史無前例的公共衛生
和經濟危機開始在美國上演。儘管疫情給

社會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但慶幸的是
我們已迎來了抗疫成功的曙光。

現階段的復甦成果證明了我們面對逆
境時的創新和適應能力，同時也展現出美
國對外開放的價值。2020年，為滿足急迫
的抗疫需求，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外科口罩
和N95口罩數量增長逾五倍，而這些來自
中國的個人防護設備（PPE）也協助醫務
人員有效地應對了這場危機。此外，從中
國進口的電子器材和家用辦公設備也幫助
美國企業在疫情期間維持了生產力。

美國現正逐漸復甦，但是前方仍長路
漫漫。雖然失業率與一年前的峰值相比有
明顯下降，但當前的失業人數仍比2020
年2月時增加了4百萬。對華貿易的開放
協助美國在去年克服了疫情的挑戰，同樣
地，持續與中國開展貿易活動也對重建美
國經濟至關重要。

以娛樂業為例。2019年，好萊塢大片

在中國大放異彩，獲得了數億美元的票房
收入，佔中國92億美元票房收入的30%。
而 2017 年上映的《玩命關頭 8》（The
Fate of the Furious）在中國就獲得了超過3
億9千萬美元的票房，幾乎佔其全球總票
房的三分之一。

這些文化出口項目支持著美國的就業
市場，卻也因疫情而面臨風險。根據美國
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數據，
截至2020年3月，電影和音樂產業（mo-
tion picture and sound recording industries
）直接僱用了43萬人。但2020年的疫情
導致這些產業的就業率下降了近40％。與
中國保持緊密的商業聯繫並鼓勵中國電影
市場進一步對美國開放將有助於恢復這些
工作崗位。

除此之外，美國的教育業也將受益於
對中國學生的開放態度。2019至2020學
年間，美國35％的國際學生來自中國。

2018年，這些學生為美國經濟貢獻了1百
25億美元。儘管總體上美國對中國存在貿
易逆差，但其在教育服務方面卻擁有出口
優勢——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順差達2億8
千萬美元。

這些教育出口為美國高等院校和職業
學校帶來3百多萬個工作崗位。不過，預
計疫情也可能會為美國的學校帶來巨大的
壓力。根據評級機構惠譽（Fitch）的數據
，去年美國本科入學人數下降了4％，預
計2021年教育業的總收益也將有所下滑。
由此可見，向有意願來美國學習的中國學
生保持開放態度，是保護美國教育業就業
機會的重要一步。

若想在後疫情時代吸引國際學生回流
，美國不僅需要重開國門，也要解決國內
針對亞裔的系統性暴力行為。只有保障亞
裔社區的安全，國際學生才能放心來美讀
書，並確保我們的社會真正恢復正常。因

此，我們應積極發聲，抗擊過去一年中爆
發的反亞裔及反華事件。

另外，開放娛樂和教育產業也關係到
美國在全球舞台上所塑造的形象。這兩個
行業既對美國的就業和經濟至關重要，也
是向世界傳遞美國價值觀的主要渠道。美
國唯有堅守原則，才能繼續發揮在這些行
業中的巨大優勢。

隨著經濟復甦的逐步推進，美國現在
應該反思過往並規劃未來。在求同存異的
前提下，美國通過與中國保持商業聯繫，
渡過了疫情爆發的第一年。那麼，後疫情
時代的重建與復甦則需要中美兩國積極推
動交流與互動，並重申各自的價值觀。

豆類和豆類可以幫助降低血壓豆類和豆類可以幫助降低血壓，，但是但是
罐裝豆用鹽來保存它們的食材罐裝豆用鹽來保存它們的食材。。 許多許多
罐裝豆子都含有超過罐裝豆子都含有超過10001000毫克的鈉毫克的鈉。。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高血壓對人體
健康有害，下面列出的是高血壓患者應避
免的食物: 患有高血壓需要注意鹽和糖的攝
入量。 我們四分之三的鹽消費來自未知的
來源。知道了這些食物，就可以避免食用
它們， 它包括：奶酪，蘇打水，喝酒，熟
食午餐肉，芥末，泡菜，高溫烹飪的烤肉
和魚，番茄醬/ 照燒醬汁/醃泡汁，醬油，
含脂肪沙拉醬，炸薯條，牛奶巧克力和白
巧克力，罐裝豆，高脂肪奶和甜甜圈。其
他應避免食物包括使用白米飯，白麵包，
速凍比薩餅，速凍派，油炸食品，罐頭食
品或飲料，禁止歡樂時光的酒精飲料，熱
狗或辛辣成分過多的食物。

使用飽和脂肪和鹽分較少的奶酪，請
選擇馬蘇里拉奶酪和乾酪 (mozzarella and
cottage cheeses)。 蘇打水越多，血壓越高
，減少蘇打水的攝入量可以降低血壓。喝
酒的次數越多，它的數量就越多。 不要購
買熟食午餐肉 平均兩盎司的熟食午餐肉可
提供500克以上的鈉，只要三片就能迅速
添加至1000毫克。 芥末，甚至全麥麵包平
均鈉含量在200毫克至400毫克之間。 購
買新鮮的肉或自己做飯，省去麻煩。咖啡
的作用是因人而異。 如果您在喝咖啡後感
覺良好，可以繼續適度享用。 如果您對咖
啡因敏感，不妨從飲食中減掉它。

研究認為，糖對血壓的影響要比鹽更
壞。研究指出糖可以增加胰島素，從而加
快心臟和血壓的速度。研究指出，高糖餐

持續兩週的參與者血壓明顯升高。 泡菜 雖
然好吃，卻是“鹹食”的縮影。 中型泡菜
最多可提供800毫克的鹽，研究證實，吃
鹹菜會導致血壓升高。紅肉烹飪方法與高
血壓有關。高溫烹飪（例如明火）會增加
患高血壓的風險。燒烤肉和魚的人患高血
壓的可能性比烤箱烤肉或魚 (Oven Broiled
or Roasted Meat or Fish) 的人高 17％。 研
究人員認為，過度烹飪會增加體內的炎症
反應，從而導致血壓升高。 另外，將紅肉
的攝入量限制為每週兩次。

鹽幾乎滲入所有調味品，番茄醬每湯
匙可提供160毫克鹽。 照燒醬汁醃泡汁含
有近700毫克的鈉。 醬油是糟糕的：每湯
匙1,500毫克的鹽！ 對於沙拉醬，尋找不
含脂肪或“清淡”的沙拉醬。

任何形式的土豆都會增加血壓 。 每週
吃四次或更多次炸薯條的參與者患高血壓
的可能性增加17％。 儘管土豆中的鉀含量
可以幫助減輕體重，但它們的血糖指數很
高，因此您應謹慎食用。不要吃牛奶巧克
力和白巧克力， 巧克力越輕，糖就越多。
高血壓患者的過量糖分比鹽分更嚴重。 黑
巧克力可能會降低血壓，因為黑巧克力提
供了天然的類黃酮，可擴張血管。

豆類和豆類可以幫助降低血壓，但是
罐裝豆用鹽來保存它們的食材。 許多罐裝
豆子都含有超過1000毫克的鈉。高脂食物
會使血壓惡化，高脂牛奶也不例外。美國
心臟協會建議避免使用這些飽和脂肪，因

為它們會堆積在您的動脈壁上。喝低脂牛
奶可以緩解高血壓。鈣，鉀和鎂有助於降
低血壓。甜甜圈是最不健康的糕點之一，
特別是在高血壓的情況下。 他們將油炸與
糖結合在一起，我們吃的糖越多，血壓升
高的幅度就越大。 不要吃太多花生醬，因
為許多花生醬都含有添加的糖和植物油，
其中都會代謝動脈。其他應避免食物包括
使用白米飯，白麵包，速凍比薩餅，速凍
派，油炸食品，罐頭食品或飲料，禁止歡
樂時光的酒精飲料，熱狗或辛辣成分過多
的食物。

泡菜泡菜 雖然好吃雖然好吃，，卻是卻是““鹹食鹹食””
的縮影的縮影，，它會增加血壓它會增加血壓。。

高脂食物會使血壓惡化高脂食物會使血壓惡化，，高脂牛奶也高脂牛奶也
不例外不例外。。美國心臟協會建議避免使用美國心臟協會建議避免使用
這些飽和脂肪這些飽和脂肪，，因為它們會堆積在您因為它們會堆積在您
的動脈壁上的動脈壁上。。喝低脂牛奶可以緩解高喝低脂牛奶可以緩解高

血壓血壓。。

高溫烹飪高溫烹飪（（例如明火例如明火））會增加患高會增加患高
血壓的風險血壓的風險。。燒烤肉和魚的人患高燒烤肉和魚的人患高

血壓的可能性比烤箱烤肉或魚血壓的可能性比烤箱烤肉或魚
(Oven Broiled or Roasted Meat or(Oven Broiled or Roasted Meat or

Fish)Fish) 的人高的人高1717％％。。

甜甜圈是最不健康的糕點之一甜甜圈是最不健康的糕點之一，，特特
別是在高血壓的情況下別是在高血壓的情況下。。 他們將油他們將油
炸與糖結合在一起炸與糖結合在一起，，我們吃的糖越我們吃的糖越

多多，，血壓升高的幅度就越大血壓升高的幅度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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