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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葉安娜葉安娜
專精房屋買賣專精房屋買賣
6060 天內賣出您的房子天內賣出您的房子﹐﹐否則我付您否則我付您$$15001500 元元
買房保證為您節省買房保證為您節省$$50005000 元元﹐﹐否則我付您否則我付您$$10001000 元元
2020 餘年房地產經驗餘年房地產經驗﹐﹐全職服務全職服務﹐﹐專業熱心專業熱心
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賣的好賣的好
電話電話:: 713713--818818--08910891﹒﹒網站網站 www.annaye.comwww.annaye.com
email: Properties@annaye.comemail: Properties@anna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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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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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7 月 21 日，美國疫情
迅速復燃，單日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沖破 5 萬例 ，近

七日日均新增病例數達兩萬一千例，而在三周前，日均新增病例
數僅為一萬一千例，僅僅在三周時間之內，感染人數就翻了一番
。

據統計，在過去一周，美國五十州中的四十五州新增病例
數呈上升趨勢，其中卅四州新增病例數增幅超過五成；這種傳染
力極強、傳播速度更快的Delta病毒，連經己完全接種疫苗的國
會議員及多名白宮工作人員，也檢測出現陽性， 這更有力地進
一步說明，國民仍然要帶上口罩外出，同時要避免多人聚集，否
則病毒仍然是有機可乘，

綜合美國CNN 有線新聞網及《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在
21日錄得的感染新病例共有5萬2111宗，讓7天滾動平均新病例

，達到3萬4682宗，比3周前的1萬678宗大增224%。美國
疾病防控中心（CDC）20日表示，現在美國83%的新病例
都是感染了Delta變種毒株。而在兩周之前，Delta在新感染
病例中所佔的比例還只有50%。
而Delta變種毒株在各地攻城略地的同時，也侵入國會大廈

及白宮。當局承認有國會議員、議員助手及白宮工作人員中招。
國會駐診醫生莫納漢（Brian P. Monahan）當天發出備忘錄，表
示在華盛頓特區及國會大廈檢測到Delta變種毒株。他說，有多
名已經接種疫苗的議員助手及一位國會議員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
性。莫納漢建議國會工作人員考慮重新戴上口罩，作為額外的保
護措施，但他特別指出，這並非CDC要求的做法。20日在國會
可見，多位國會議員，包括眾議長普洛西本人均己戴上了口罩，
以策安全。
據報普洛西辦公室及白宮目前都已採取了預防措施。普洛西辦公
室的工作人員現在全部又都改在家中遙距工作，白宮也在追蹤接
觸者。但不改變防疫計劃。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當天證實，政府
工作人員中也有多人接種疫苗後感染，但她拒絕提供具體數字和

詳情，稱只承諾公布白宮高級官員的染疫情況。
普薩基還透露，拜登現在每兩周接受一次病毒檢測，而大部

分時間與總統有密切接觸的人員，則一周檢測兩次。當被問及，
白宮人員感染是否會促使政府修改有關防疫指南、更好保護總統
及高級職員時，普薩基表示，白宮目前不會改變對美國民眾發出
的防疫指南及保護總統拜登安全的措施，稱那些防疫指南與最高
標準及公共衛生專家的指南一致。

普薩基還表示，雖然出現接種疫苗後感染的病例，但疫苗在
預防出現嚴重病症及死亡方面仍然有效。

尤幸儘管Delta變種病毒導致的病例大增，但死亡人數還未
出現大幅飆升，現時全美每天的平均死亡人數約為277人。衛生
官員將這歸功於人們接種了疫苗，受到疫苗的保護。

有分析指，到8月中旬幾乎所有新感染病例都可能是Delta變
種毒株所致，屆時死亡人數也會逐步回升，但由於有疫苗的保護
，估計不會回到去年冬天的高位。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
計數據顯示，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22日累計突破三千三百九
十八萬人，死亡人數則己超過六十萬○八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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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週一年一度的 NBA 總決
賽中，來自希臘的超級中鋒安迪
杜甘保（Giannis Sina Ougko An-
tetokounmpo），球迷稱他 「字母
哥」。在第6回合中，狂轟50分
，率領公鹿在主場以 105 比 98 擊
敗太陽，總場數反勝4比2。公鹿
相隔50年後再次封王。賽後獲選
為總決賽MVP的 「字母哥」，更
實現 「MVP大滿貫」，媲美上世
紀九十年代的 「籃球之神」米高

佐敦，封王登基。
「字母哥」在冠軍爭霸戰中，交出完美數據50分14籃板5封

阻，其中一直被視為其最弱一環的罰球，更造出19射17中，難怪
可以領軍擊倒太陽，助公鹿贏得球會史上第2個總冠軍。賽前公布
會再做父親的 「字母哥」，賽後與家人擁抱後，再跪地喜極而泣。
值得一提，他在決賽攻入50分，讓他與1958年名將佩迪特一樣，
並列NBA史上總決賽奪標戰中得分最多的球員。

此外， 「字母哥」在總決賽全數6回合中，平均錄得35.2分、
13.2籃板、5助攻及61.8%命中率數據，令他成為NBA史上首位總
決賽交出平均 「30+10+5」兼達六成命中率球員。賽後 「字母哥」
興奮地說： 「所有人都質疑我不懂射罰球，今晚的罰球，是我為他
們投的。我是怪物王者，是時候慶祝了。」

最重要一點，連同今次總決賽FMVP獎項， 「字母哥」的球員

生涯，更拿下了常規賽MVP(2次)、全明星賽MVP以
及最佳防守球員獎項，史上能包攬此4獎球員，只得
「籃球之神」米高佐敦，難怪各地媒體都看好 「字母

哥」可以開創一個籃球世界的新王朝。當代洛杉磯
「湖人」隊名將勒邦占士，與加州勇士隊名將史堤芬居里於賽後，

均在社交網上，祝賀這位 「希臘怪獸」。
在總決賽第六回合，公鹿以105比98擊敗鳳凰城太陽，以場數

四比二，奪得今季總冠軍。在比賽中， 「字母哥」更是大爆發，為
公鹿攻入全場最高50分，全場25投16中，在最後一節有13分進帳
。

這是公鹿自1971年以來第二度取得NBA總冠軍。這也是2006
年的邁阿密熱火之後，首支總決賽中二連敗後四連勝奪冠的球隊。

另一邊廂，落敗的太陽隊首席控球後衛基斯保羅（Chris Paul)
在其職業球員生涯第16年中，依舊是首冠夢碎；他完全受制於對
手賀列地（Holiday)的防守，僅交出26分5助攻，無力回天, 而太陽
隊亦創下不名譽的歷史，成為首支在7場4勝制中，領先首2場比
賽的形勢下，再連輸4場落敗的爭霸球隊。

走筆至此，我要向諸君介紹一下這位 「字母哥」的身世。
「字母哥」出生於歐洲希臘，父母親是來自尼日利亞的移民，

「字母哥」在NBA嶄露頭角之前，一度因為沒有合法身份，只是
依靠在街頭上擺攤賣手錶、布包、太陽眼鏡為生，直到2013年才
取得希臘公民身份，披上希臘國家隊的戰袍。

字母哥除了擁有 「希臘怪物」的稱號之外，還因為他的名字姓
氏太長又不好唸，而被稱作 「字母哥」，他在2012年加入希臘籃
球乙級聯賽，場均貢獻9.5分，5個籃板，2013年參加NBA選秀，
儘管當時技術仍不純熟，但憑藉優異的身材條件，在首輪第15順
位上，被威斯康新州的密爾沃基市的公鹿隊選中。

甫入NBA舞台， 他曾獲選為年度最佳防守球員和年度最佳進

步球員，3度入選NBA年度第一隊，並在2017年起連續5年入選全
明星賽，2019年、2020年更完成年度MVP 2連霸，去年更與公鹿
隊簽下5年延長合約，合約價值超過2.28億美元，也是NBA 歷史
上最大的合約。

公鹿 「字母哥」從擺地攤為生，到踏上美國職籃NBA舞台，
成為體壇焦點球星，兩度獲得年度MVP榮耀的他，在NBA第8個
球季，終於拿到生涯首座冠軍，並獲選為總冠軍戰 MVP。原來
「字母哥」有位弟弟，名叫柯斯塔斯．阿迪圖昆保（Kostas Ante-

tokounmpo）上季在洛杉磯湖人拿下總冠軍，也是美國NBA 內，
兄弟雙雙最早嚐到冠軍滋味的俊傑。而今屆阿迪圖昆保與胞兄 「字
母哥」同樣效力公鹿隊，這次雙雙攜手奪冠，兄弟二人相繼在
NBA獲得冠軍，也成為球壇今年一段佳話。

「字母哥」自2013年展開NBA生涯後，曾在2019年率領公鹿
闖進東區冠軍戰，但公鹿在系列賽2比0領先情況下，被多倫多速
龍逆轉。

公鹿今年季後賽首輪4連勝橫掃邁阿密熱火，次輪與奪冠熱門
布魯克林籃網激戰7場，逆轉勝出，並在東區冠軍戰系列賽以4比
2扳倒亞特蘭大老鷹，搶下總冠軍戰門票。

公鹿總冠軍賽前2戰客場連續輸給鳳凰城太陽，但是由 「字母
哥」領軍的公鹿隊並未放棄，先是在第4戰扳平戰局，第5戰更搶
下關鍵勝利，系列賽取得3比2聽牌優勢，今次在第6戰攻防表現
全面，他繳出50分、14籃板、2助攻、5阻攻，率隊以105比98迎
接勝利， 「字母哥」終於完成夢想，拿下個人首座總冠軍，也是公
鹿隊史第2冠，並獲選為總冠軍戰MVP。

根據ESPN Stats & Info統計， 「字母哥」為總冠軍戰史上第7
名單場得50分的球員，也是繼1993年米高佐敦（Michael Jordan）
、2018年勒邦占士（LeBron James）後，再有球員達成這項驕人成
就。

由於東奧會在開幕前夕
，有約100多位運動員的新
冠篩檢呈陽性，加上主要

贊助商放棄參加23日的開幕典禮儀式，因此日本東京奧組委首
席執行官武藤敏郎於20日的記者訪問中，未有否認到了開幕前
最後的一刻，有取消奧運的可能性。

武藤敏郎20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及，這場全球體育盛會是否
仍可能取消。他回應稱，將密切關注感染人數，必要時會與其他
主辦機構保持聯繫。路透社報道，武藤說， 「我們無法預測新冠
病例數量會如何變化。因此如果病例激增，我們將會持續討論」
。武藤強調： 「我們同意，將視疫情狀況，再度召開五方會談。

現階段確診病例可能上升或下降，當出現那種狀況時我們
就會考慮應該怎麼應對」。

此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巴赫曾說，取消賽
事從來都不是一個選項，主辦方已承諾將會主辦 「安全且安心」
奧運。東京都20日新增1387宗確診，較七天前的13日，大增了
557宗，顯見感染正在急速擴大。宮內廳當天表示，日皇德仁23
日將前往東奧主場館國立競技場，出席東奧開幕式，並發表開幕
宣言；不過皇后雅子，則不會同行。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拜登20日正式宣布，第一夫人吉爾將
率團出席東京奧運開幕式。在防疫措施考量之下，代表團成員僅
有美國駐日本代理大使、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副處長谷立言
一人。白宮並未公布吉兒在日本停留時間。

此外，在3月線上召開的國際奧委會全會中，主席巴赫連任
國際奧委會主席事後提議，為了更好地應對後疫情時代，建議在

奧林匹克格言 「更快、更高、更強」後面，再加入一個詞 「To-
gether」（譯為 「更團結」）。四個詞在一起的呈現形式是 「更
快、更高、更強——更團結」。此前，巴赫解釋說： 「當前，我
們更加需要團結一致，這不僅是為了應對新冠疫情，更是為了應
對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當今世界彼此依靠，單靠個體已經無法
解決這些挑戰。因此，我發起提議，為了實現更快、更高、更強
，我們需要在一起共同應對，我們需要更團結。」

20日，在東奧開幕前舉行的全會上，巴赫表示，在奧林匹克
格言中加入 「更團結」是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
程碑，這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訊號，那就是希望特別關注全人類的
團結。

「更快、更高、更強」由 「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好友
亨利．馬田．迪東提出，後經顧拜旦提議，並在1913年得到國
際奧委會批准，作為格言正式寫入《奧林匹克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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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許多人注射疫
苗之後，休斯頓的疫情趨於緩和，有許
多老人家們長時間一直悶在家裡，已經
憋不住了，紛紛出來到老人活動中心活
動，與其他長輩們交流敘舊，久違不見
的長者們見了面，有說有笑，心情非常
開朗。

新冠疫情爆發後，長樂活動中心因
應疫情而暫時關閉，期間，長輩們多半
在家避疫，少了彼此間的互動與活動，
不少老人家都很懷念活動中心與大家在
一起的時光。直到今年六月，很多人打
過疫苗，疫情也緩和後，長樂活動中心
才再度開放給會員參加。

防疫措施仔細
長樂活動中心負責人潘小姐表示，

如果長輩們有打過疫苗，歡迎原來的會
員回來參加活動，也歡迎新的會員參加
。長樂活動中心對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徹

底，工作人員都打了疫苗，所有來參加
活動的長輩們每天戴口罩，也幫他們量
體溫，進來時都用乾洗手液清洗手部，
清潔做得非常好。同時，彼此之間也保
留一個安全的距離。此外，中心有固定
時間清潔環境，一定讓老人家們放心、
開心的聚在長樂。

長樂活動中心一直為老人家們設想
，非常照顧會員，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特別為所有的會員在中心幫他們打疫苗
，還去家裡接這些長輩們過來，非常的
貼心，參加過的會員都心存感激。

環境好，活動豐富
長樂中心開放後，不少再度回到活

動中心來的老人家表示，一旦出來活動
之後，就不想再像之前一樣憋在家裡了
，覺得實在太悶。有一位96歲的老人家
，日前剛知道長樂活動中心已經重新開
放，直跟朋友說: 「怎麼不早一點告訴他?

」
參加活動的長輩們表示，長樂活動

中心的環境非常的乾淨，清潔做得很好
，光線明亮，也有很多空間可以走路、
做體操，又有同輩可以聊天談心，讓他
們在這裡過得很愉快。

潘小姐說明，長樂中心一方面維持
一個清潔乾淨的空間，同時也設計許多
活動，讓老人家參加，舒展身心，例如
像椅子瑜珈、每天的體操、森巴舞、還
有聖經讀經會、書法、小組活動，很快
還會有珠寶設計的活動，讓老人家們在

這裡可以參加的很開心。
據悉，長樂活動中心的餐點也很讓

長者們滿意，色香味俱全之外，還常常
有變化，有驚喜，甚至吃的到許多人懷
念的台灣鐵路便當，讓長輩們吃的津津
有味。

長樂活動中心
位於密蘇里市（Missouri City ）的

長樂活動中心(Wellcare Senior Center)，
是一個多元性的年長者健康活動中心，
環境非常清淨舒適，工作人員也都極為
友善。在疫情爆發之前，這裡就像一個

大家庭似的，讓退休的銀髮族們在此交
流互動，認識新朋友，也組織各種活動
與課程，讓長者們鍛鍊身體、娛樂心境
，還有接送服務，帶長者們去看醫生、
外出購物、與郊遊，參加的長者們均給
予極高評價。

長樂活動中心地址是: 3250 Wil-
liamsburg Lane, Missouri City, TX 77459
，歡迎長者加入會員。連絡電話：
281-208-7709。Email: info@wellcarese-
niorcenter.com
www.wellcareseniorcenter.com

長樂活動中心重新開放長樂活動中心重新開放 歡迎舊雨新知歡迎舊雨新知
長者們不再憋在家中長者們不再憋在家中 紛紛出來舒展身心紛紛出來舒展身心

【美南新聞泉深】在推遲一年後，第32屆夏季日本
東京奧運會開幕式於2021年7月23日20時（東京時間
）在東京新國立競技場正式拉開帷幕。在曆屆奧運會的
開幕式上，這既是一個東道主展現自身文化特色的舞台
，也是各國運動員亮相展示自我、與全世界狂歡的慶典
。但由於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推遲一年的本屆奧運會，
疫情的影響仍然無處不在。日本為2020年奧運會建造的
耗資15億美元的體育場可容納近70,000人，但來自世界
各地的運動員在開幕式上登場時，場地幾乎空無一人。
奧林匹克體育場在轉播視頻看起來人山人海，其實觀眾
席上是虛擬的。各代表團將在雙旗手引領下，在全世界
觀眾矚目的屏幕下亮相。

本屆奧運會世界很少國家最高領導人出席開幕式。現場可見美國第一夫人吉爾·拜登與法國總
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出席了開幕式。

去年3月，東京奧運會確定因疫情而延期一年舉辦。經過多方不懈努力，一年之後，東京奧
運會終於得以舉辦。

本屆奧運會開幕式的主題為：“前進”（Moving Forward)和“情同與共”（United by Emo-
tion)。

開幕式上最具象徵意義和最具儀式感的是宣誓環節。本次開幕式上，為了強調團結、包容、
非歧視和平等的重要性，宣誓人數從以往的3人增加到6人，包括2名運動員、2名教練員和2名
裁判，均為男女各一名。另外，奧運誓言也進行了大幅修改。

在運動員、裁判員和教練員宣誓後，奧運會正式宣布開幕。當聖火來到奧林匹克體育場、奧
運聖火被點燃後，進行了一場簡約而精彩的文藝表演。

據媒體報道，出於防控疫情和控製成本的需要，東京奧組委表示本屆奧運會開幕式演出形式
大幅簡化，更多地利用光影技術來呈現精彩內容，而非實景裝飾。同時，開幕式的主題將圍繞這
樣一個理念——通過運動員的積極表現和體育的力量，奧運會可以給世界各地的人們帶來新的希

望和鼓勵。
受疫情影響，開幕式採取無觀眾形式舉行，出席開幕式的奧運會相關人員

、各國政要等為950人。其中，來自海外的人數為800人，日本國內150人。
在開幕之前，儀式內容一直對外保密。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通過此前公佈

的主創團隊陣容和對相關人員等的採訪，演出融合展現當代日本文化的動漫
遊戲等“流行文化”。

此外，開幕式高光時刻的火炬台點火也備受矚目。與往屆奧運會不同的是
，東京奧運主火炬塔遠離奧林匹克體育場，位於東京濱水區。

1964年最後一棒點燃聖火盤的火炬手是出生於廣島原子彈爆炸的1945年8
月6日、當時身為早稻田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坂井義則，本屆奧運會奧林匹克體
育場最後一棒火炬手是日本網球運動員大阪直美，她走上火炬台，點燃了主
火炬。

據共同社報道，綜合相關人士的說法可以猜測，此次奧運會起用大家熟悉的原運動員擔任旗
手。日本籃球運動員八村壘和女子摔跤運動員須崎優衣在東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擔任日本代表團的
旗手。這也是日本奧運代表團首次從男籃選手中選擇旗手，八村壘今年23歲，效力於NBA奇才隊
。美國女籃五屆元老蘇·伯德和美國棒球選手艾迪·艾瓦雷斯擔任美國代表團的旗手。中國女排隊
長朱婷和跆拳道奧運冠軍趙帥擔任中國代表團的旗手。

23日，聖火傳遞抵達儀式在東京都政府大樓的都民廣場舉行。傳遞活動於3月25日在福島縣
啓動，有年齡跨度從12歲至109歲的人員約1萬名火炬手參加，聖火曆時121天傳遍47個都道府
縣。在開幕式上，聖火點燃聖火台，並燃燒至奧運會結束。

根據最新版奧運防疫手冊，各個代表團入場隊列要保持2米間距，因此整體時間延長30分鍾
。此外，希臘第一個出場，東道主日本最後出場，其餘代表團出場順序將按照日語“五十音”順
序排定。

東京奧運會將於7月23日至8月8日舉行，曆時17天。在滑板、沖浪、空手道等5個新項加
入後，東京奧運共有33個大項，最終產生339枚金牌。由於比賽進程相對漫長，包括足球、壘球
等項目已經先於開幕式開賽。

（圖片來自網絡，版本權歸原作者）

日本東京奧運會正式開幕 奧運主題“前進”“情同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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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在江西资溪学到的面包技术

，鲍才胜在1990年代初到江苏开了自

己的第一家面包店。辗转河南、北京

，经历了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之后，

2017年，鲍才胜凭着鲍师傅的“肉松

小贝”，点燃了全中国。

中式糕点成为国潮。近些年来，

除了“肉松小贝”，还有泸溪河、詹

记等多个烘焙品牌成为“网红”，吸

引了不少VC（风险投资）争相打钱。

深入探究烘焙产业会发现，这些中式

烘焙品牌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源头

——江西资溪县。

在资溪，乃至与其接壤的金溪和

鹰潭两地，几乎没有一个人与面包脱

得了关系。

“泸溪河的创始人黄进在南京跟

我师傅张协旺学做面包，在黄进最困

难的时候，我的师傅给了他一张银行

卡支持他。詹记的创始人詹振华和我

的妻子是亲戚。”在江西省资溪面包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钟启文看

来，近年来烘焙行业刮起的中式糕点

复兴风，说到底，其实就是一股“江

西风”。

这股“江西风”里，尤以资溪最

为典型。

江西省抚州市辖下的资溪县被称

为“面包之乡”，在过去30多年间，

当地向全国各地输出了近 5 万人的

“烘焙大军”。往日，做面包、糕点

让许多资溪人收获了发家致富的传奇

人生，如今，资溪的目标更大——既

然培养了规模庞大的烘焙军团，何不

再打造一个“资溪面包”品牌？

面包致富

凌晨四五点，资溪的面包工厂就

已经亮起了灯。在这个2020年GDP不

足45亿元的小县城内，来自日本的进

口面包机器发出轰鸣。自动化的生产

线送出烘烤得当、金黄喷香的面包，

一个个包装好后，再经高速公路运送

到抚州市内的各个门店。

资溪县面包产业办公室提供给时

代周报记者的一份数据显示，目前资

溪面包产业年产值已超过200亿元，资

溪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60%，都与烘

焙产业有关。

但资溪究竟在哪里？即使在江西

省内，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资溪，也知

道这里以做面包出名，却很少有人真

正关注资溪。

资溪是抚州市内最小的县城之

一。出了抚州高铁站，换乘汽车，

在抚吉高速上向东奔驰一个半小时

，一路到达武夷山脉的西麓，这里

就是资溪。2017 年，资溪正式进入

高速公路时代，横亘在江西腹地的

高速公路缩短了以往由国道往返资

溪的交通时间。

资溪是一个被大山环绕的小县

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资溪县 2020 年的常住人口只有

95826 人，是抚州市人口最少的一个

县。白天走在县城的主干道上，少

见车辆、行人，只有傍晚时分，吃

过晚饭的资溪人鱼贯而出，在大片

的空地上播起响亮的音乐，跳起广

场舞来。

这里人少，如果非要追溯最“纯

正”的资溪人，数量就更少。作为一

个“移民县”，资溪县内约三分之一

是本地人，另外的三分之一是随着新

安江水库建设，在上世纪60年代从浙

江迁徙至此的外地人，其余则来自其

他市县。

土生土长的资溪人余进向时代周

报记者感慨道，资溪早年的计划生育

工作开展得好。2017年，资溪县曾被

评为“2014—2016 年全国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先进单位”，这是小城获得过

的为数不多的全国性表彰。

人虽少，意识却超前。早在上世

纪80年代，在面包还被视作奢侈品的

时期，资溪就已经在默默地培养一支

“面包大军”了。

只是，事情的开始与最初想象的

不一样。自古以来，资溪不是传统的

粮食生产大县，制造面包所用的面粉

、白糖都需要从外地辗转购买运来。

这里也不是沿海的繁华小城，面包这

种西式的饮食习惯也没有自然生长的

基因。

发展面包产业，其实是两位退伍

军人返乡创业的无心之举。1980年代

中，在福建漳州某部队担任给养员的

资溪人张协旺，开始思考自己退伍后

的工作问题。当时，在军地两用人才

培训的背景下，在役军人都可以选择

学习一门技术，退伍后带回家。

在张协旺看来，学习怎么做面包

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受改革开放的

风潮影响，中国台湾地区的烘焙技术

当时已经传到了福建，这一种当时还

很少人尝到过的、松软可口的食品勾

起了张协旺的兴趣。

1987年，退伍的张协旺带着习得

的面包技术回到家乡，与同是资溪人

的战友洪涛做起了面包生意。第一家

店开在了临近的鹰潭市，熬过了开店

初期的市场拓展和资金压力，一年后

，面包店盈利3万元。

那是1988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当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

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1119元。

做面包带来的“财富密码”被越

来越多敏锐的当地人知悉。与张协旺

同为杨坊村人的钟启文捷足先登，跟

随张协旺学习面包技艺。钟启文现在

担任江西省资溪面包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纵使年纪相仿，钟启文

至今仍称呼张协旺为“师傅”。

“洗脚上岸”

做面包的关键，是掌握发酵的技

术。让一小块面团在酵母的分解下变

得膨胀松软，再加上盐、糖、奶油等

——热乎香甜的面包烘焙业，成了一

桩帮助农民“洗脚上岸”的好生意。

在面包产业发展之前，山沟沟里

的资溪人靠山吃山。当地政府官网的

数据显示，资溪县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87.7%，拥有毛竹林53万亩，活立木蓄

积量998万立方米。早年间，一批造纸

厂、石材厂和农药厂在资溪繁衍。

但在钟启文看来，这些产业把资

溪搞得“乌烟瘴气”。直到有了面包

产业之后，才把原本那些在山上“搞

破坏”“动坏脑筋”的人搞出去。

如今，钟启文在面包行业已经摸

爬滚打了30多年，当年那个初入行边

学边做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为当地的

知名企业家，并在浙江绍兴也站稳了

脚跟。

钟启文还记得，30多年前，一块

大约100克重的面包只卖一毛钱，但利

润达到了20%-30%。这使当时担任村

民兵连长的他，毫不犹豫就决定下海

经商。

“最初就卖三款面包，一款叫螺

丝面包，一个长条一拧一卷，这个是

最简单的。还有就是拿一个面团包成

圆形面包，第三种就是枕头面包。那

时候没有什么技术，太多的也做不来

，配料分量也是凭感觉，没有现在的

那么精确。”钟启文回忆道。

但那时候，能够真材实料地用面

粉、盐和白糖做出来的面包，已经比

食品厂用糖精勾兑出来的面包好吃不

少。“糖精做的面包是真不好吃，我

们最初做面包其实已经引进了先进的

发酵理念和比较现代的工艺了。”钟

启文说。

就像福建沙县的小吃店、湖南新

化的复印店，江西资溪的面包也走上

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扩散道路

。

创业的前 5 年，钟启文已经尝

到了甜头，在抚州各地开了至少 10

家店。一家店做起来了，就交给亲

戚运营，自己再去推进下一家。就

这样“亲帮亲，邻带邻”，亲戚、

朋友都被钟启文带进了面包行业。

这样的发展模式，多年来在资溪当

地的面包产业内，已经成为普遍现

象。

因为地理位置临近，资溪的面

包技艺最早传播到了金溪和鹰潭两

地，并逐渐形成了江西烘焙军团的

“金三角”。这些江西人此后又水

银泻地般流向湖南、浙江等外省城

市，在无数城市的马路边、学校旁

开出了一家家面包店。资溪面包，

就在这样的发展路径中，一步步走

向全国。

今年是抚州金溪人李静（化名）

在湖南开面包店的第三年，从家乡的

亲戚那里学到做面包的手艺之后，她

在湖南一所大学附近开了家面包店。

纵使近年来实体店的生意难做，她仍

能赚点小钱。在与时代周报记者的交

流中，李静总是强调，江西有很多人

从事面包糕点行业。

打造“资溪面包”

大量的资溪人倚靠面包发家致富

，但一度，面包产业难以反哺当地社

会。

一个现象是，如果在资溪当地

面包厂里工作，工人每个月的工资

大概在 3500 元到 4500 元之间，紧贴

着江西省城镇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

浮动。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这样

的工资水平对年轻人丝毫不具有吸

引力。

近年来，资溪县政府一直在谋

划将在外地的面包产业搬回资溪，

希望打通面包产业上下游的供应链

，从产业发展中收获效益。

以一个产业带旺一个城市，并走

向全国市场，早已有了前人的尝试。

从福建三沙走出的沙县小吃，据当地

的小吃办统计，全国门店超8.8万家，

年营业额超5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

业，成了一种“国民小吃”。

如今的沙县小吃也正从夫妻店的

模式向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转型，

以前靠人工制作的食材，现在已可用

机器自动捶打，酱料也早已使用电机

驱动石磨的方式进行生产。

资溪人做面包虽然厉害，但“资

溪面包”至今仍不是大众熟知的品牌

。钟启文也认为，相起比“面包之乡

”，把资溪称为“面包师之乡”更加

准确。

实际上，直到2018年，“资溪面

包”才算真正成为一个品牌。钟启文

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资溪面包”

在2018年正式注册成为协会品牌，也

是这个时期才定下了品牌的发展方向

。

在距离资溪县政府约 8分钟车程

的创新大道上，新投资落成的资溪工

业园区充满了现代化工业气息。2018

年，钟启文在政府鼓励返乡创业的背

景下，创办了资溪面包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占地90亩的面包生产厂房

在工业园里分外引人注目。这里作为

“中央厨房”，为其门店制作和配送

面包、蛋糕、中式糕点的成品和半成

品。

产业城的办公室就在面包厂的马

路对面。每天，资溪县工业园区党工

委副书记吴建平都会骑着电动自行车

往返在办公室和园区之间。据吴建平

介绍，面包中央工厂的最大产能可以

满足300-350家门店的需求，满负荷生

产的时候，单是面包生产的年产值可

以达到6个亿，预计明年将达到60%的

产能，满足150家门店。

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培

育一家面包上市公司、孵化2-3家拟上

市面包公司”，成为资溪县政府的目

标。

不过，在投资人看来，即使有政

府的推动，资溪面包能不能走遍全国

仍然还是未知数。除了要看团队的执

行能力、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更

重要的是产品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在烘焙这一大众化且同

质化强的行业赛道上，资溪面包面临

的竞争十分激烈。

2020 年，两大面包行业龙头桃

李面包和达利，占据的市场份额仅

不到 8%，绝大部分面包消费仍掌握

在中小型的企业手中。有数据显示

，中国烘焙市场年销售额在 1 亿元

及以上的品牌，市场占有率不足

10%，而剩下的烘焙类年收入在 2000

万元左右的品牌，占据了 90%以上

的市场。

未来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

根据信息咨询公司欧睿国际（Eu-

romonitor）统计，2020 年，我国烘焙

食品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567亿元，人

均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较

大差距。中国烘焙者消费协会预测，

到2025年，国内烘焙行业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可达45%。

吴建平认为，在面包行业市场竞

争十分激烈的当下，资溪面包产业尽

管已拥有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但

接下来的市场定位尤为重要。

目前，资溪面包将其战场锁定在

江浙一带。“江浙一带人口密集大，

消费群体的能力更强。所以现在资溪

面包大多数都是在江浙一带，从城市

中央慢慢地扩展到各区，再到各个乡

镇。”吴建平介绍说。

这个不足10万人的小县城
走出了5万“面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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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台北金馬影展將於11月

11日至28日展開，今日（7/20）

搶先曝光「金馬58」主視覺海報

。本屆邀請曾任金曲獎典禮視覺

影像設計、金點設計獎視覺統籌

的劉耕名導演擔任視覺總監，並

率領Bito團隊以電影鏡頭為靈感

的「重新對焦，調整和世界的距

離」視覺主題，操刀設計三款充

滿動態感的主視覺系列海報，同

步釋出延伸影像，更讓主視覺

「動起來」，為金馬58帶來全新

活力風貌。

去年至今，全球因疫情充

滿變動與挑戰。劉耕名認為，

疫情不只改變人類的生活模式

，改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

改變著人們與電影的聯繫。我

們宛如在一部描寫人類共同命

運的電影裡，而鏡頭仍在繼續

轉動；雖然疫情迫使我們與世

界重新對焦，電影工作者和所

有人卻也獲得再度審視的機會

，校準內心的焦距。

因此，Bito在海報設計中，

特別以單一鏡頭和連續鏡頭的推

進軌跡，重新詮釋「金馬」二字

、獎座和「58」數字，藉

由局部模糊與清晰的變化

，展現鏡頭對焦過程的動

態感，讓它們宛如立體雕

塑躍然紙上。細緻背光的

處理，也象徵著幕前幕後

的電影工作者，互為表裡

，缺一不可。

三款主視覺海報底色

，除了經典白色，還加

入高彩度的藍色和黃色

，整體視覺典雅隆重，

充滿活力。不僅彰顯華

語電影最高殿堂金馬獎

的耀眼非凡，更大膽開

拓金馬獎面向未來的摩

登風貌。

由劉耕名導演創辦的

Bito 影像設計團隊，集結

導演、設計師、藝術家、

插畫師、動畫師、廣告文

案等各領域專業人才，作

品橫跨平面設計、廣告影

像、展覽策劃、互動科技

，屢獲多座國際設計獎項，更

曾擔任過金曲獎典禮視覺影像

設計、金點設計獎視覺統籌。

這回 Bito 也將為金馬 58 量身打

造一系列精彩的視覺設計，敬

請期待。

2021金馬影展將於11月11日

至28日舉行，第58金馬獎頒獎典

禮將於11月27日在台北國父紀念

館舉行，本屆金馬獎長片類（劇

情、紀錄、動畫）、金馬國際影

展與金馬創投會議的 FPP／WIP

企劃案，持續徵件報名至8月 2

日，提醒各位電影創作者別錯過

最後報名期限。

2021金馬影展主視覺海報揭曉
劉耕名導演率Bito團隊打造全新風貌

台式新喜劇《俗女養成記》

第一季播出後口碑爆棚，每一集

劇情都深得人心，讓觀眾們在歡

笑中又感受到一點心酸的感覺，

或許這就是現實社會的滋味，全

劇終後大家紛紛表示看不過癮，

敲碗希望能開拍第二季！

不負眾望，睽違兩年的時間

，終於在今年8月8日原班人馬

即將回歸螢幕。《鄧一個人咖啡

》在明（23日）的直播節目中，

搶先邀請編導嚴藝文以及劇中飾

演阿嬤這靈魂角色的楊麗音，與

鄧惠文醫師暢聊女孩轉大人的心

路歷程！

第一季《俗女》中，阿嬤過

世讓許多觀眾不捨，劇中阿嬤跟

小嘉玲的互動，時而溫馨、時而

爆笑，鐵粉認為阿嬤也是劇中靈

魂角色之一，不能沒有她！還好

第二季的預告中，面臨初經來襲

的小嘉玲苦惱「我這個月經是要

到什麼時候呀？」阿嬤笑回「還

要40年喔！」讓大家非常期待她

跟「轉大人」進入青春期的小嘉

玲，會有什麼精彩互動。

飾演阿嬤「月英」的楊麗音

在戲劇圈的發展有目共睹，許多

大大小小的電視劇、電影中都能

看見她的身影，以渾然天成、收

放自如的演技收服大家。被問到

在劇中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片段

是什麼？許多人表示對「阿嬤向

陳嘉玲訴說自己羨慕她沒有結婚

」的深夜談心感觸頗深！

這也是月英阿嬤在訴說著自

己，如何從一個女孩轉變成「大

人」的心路歷程。明天的《鄧一

個人咖啡》直播節目中，鄧惠文

醫師將請演員楊麗音，親自與我

們分享這段心情，以及想要「做

自己」又是什麼樣的感觸？

一齣好的戲劇除了有好的

演員之外，當然也少不了默默

耕耘的幕後人員，《俗女養成

記》是嚴藝文孤注一擲的決心

，第一次當編導、製作人的她

，真的搏上自己的一切，懷抱

不求最好，只求更好的心情，

沒想到作品一播出就引來大家

熱烈的討論與關注。

其實第二季的誕生並不是原

本就設定好的，嚴藝文一開始也

坦承，要超越第一季真的是一大

挑戰。有眼尖的劇迷已經發現，

在第二季公布的首款海報中，左

側油漆背景下，隱隱露出一句

「我下輩子不想當女人了。」這

代表著什麼涵意呢？

第一季最後，謝盈萱自述

「親愛的陳嘉玲，妳是從幾時開

始忘記了？忘記這輩子其實很長

，長到妳可以跌倒再站起來，作

夢又醒過來；妳又是從幾時開始

忘記了，這輩子其實很短，短得

妳沒時間再去勉強自己，沒時間

再去討厭妳自己。」這段餘韻深

厚的金句，深深撼動了所有人。

在這個以往被認定是個敗犬

的年紀，是否想透過陳嘉玲讓大

家看看，40歲的女人如何用盡全

力，展開另一段人生篇章？鄧醫

師已經準備好要替各位粉絲們大

膽提問「第二季在劇本的刻畫與

描寫，以及在拍攝過程中有什麼

轉變？」搶在開播前，由編導嚴

藝文親自透露給我們！

《俗女2》的回歸將在8月8

日起每週日晚間9點，於華視主

頻與CATCHPLAY+影音平台正式

推出。

《俗女2》重磅回歸！
嚴藝文、楊麗音現身《鄧一個人咖啡》透露 「下輩子不想當女人」 ？

柯震東、林哲熹主演同志愛

情電影「MONEYBOY」風光代

表台灣入選第 74 屆坎城影展

「一種注目」單元，即便演員與

劇組團隊因疫情無法到場，12

號於坎城當地世界首映仍獲得國

際媒體一致好評，可惜最後未能

獲得任何獎項。

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

公布得獎名單，大獎頒給俄羅斯

電影「Unclenching The Fist」，

評審團則頒給「Great Freedom」

，獵奇電影「羊懼」則拿下原創

獎。

「MONEYBOY」雖然未獲

獎，不過柯震東透過經紀人表

示「已經很榮幸能參與這部電

影，謝謝大家喜歡」，監製黃

茂昌則說：「雖未能獲獎，但

是大家心情都很好，因為電影

獲得了西方媒體一致的肯定，

尤其是演員和導演手法在每一

篇評論都被讚賞。今天淩晨我

和導演也通了訊息，他也表達

了一切都很好。」隨後更補充

：「多年的努力能夠從坎城開

始與觀眾見面，我們感到至高

的榮幸。接下來是參與全球各

地的影展和各國的發行，我們

也非常期待讓電影與台灣的觀

眾見面。」電影預計將在今年

年底上映。

柯震東 「MONEYBOY」
坎城無緣獲獎

親回應 「已很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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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特別報道

他是開國元帥之一，也是生活中循循善
誘、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的好父親。在

外界的追憶以及影視作品的塑造中，劉伯承善
兵法，為人和藹，同時也是那個不用麻藥做手
術、眼睛被割72刀卻未吭一聲的“軍神”，
其中彝海結盟的故事經過影視劇的演繹，最為
外界遠揚和傳頌。在兒子劉蒙看來，除去歷史
影視劇的濾鏡之外，爸爸劉伯承是典型的既慈
愛又嚴厲的父親。接受本報記者兩個半小時專
訪時，已近懸車之年的劉蒙再談父親，一共用
了19次“感動”和13次“不容易”。

在梳理紅軍長征過程中血與火的征程以及
父親帶兵行軍足跡時，從事過軍事研究的劉蒙
只用時一個月就豪邁提筆寫出《突破烏江》、
《智取遵義》、《四渡赤水》、《攻克婁
山》、《巧渡金沙》、《彝海結盟》、《強渡
安順》、《大渡索寒》八幅書法作品。三年
前，系列作品均在北京《萬水千山總是情》展
覽上集體展出。觀者無不紛紛讚歎：氣勢豪
邁，激盪人心。

四十多年戎馬生涯不離書畫
真實的歷史就是藝術。回望八十多年前，

突破烏江的迅猛、智取遵義的智慧、四渡赤水的
神奇、婁山關上的西風烈、彝海結盟的兄弟情深
等，每一個典故的背後都記載着革命先輩們的智
慧和膽識。

“用書法作品講述紅軍長征中的最重要的
八件事，這是一個史詩般的技巧。”這個構思
在心底早已醞釀多年，直至2012年底退休後，
劉蒙才騰出時間正式着手創作。

歲月滌蕩，劉蒙憶起父親的一生好似一個
“寶藏故事庫”，與人細說三天三夜也講不
完。他希望用八幅書法作品，來書寫紅軍長征
途中父親一路過關斬將的偉績。“事實上，從
書法的角度來看，父親的字也極為漂亮。”僅
從重慶解放紀念碑的碑文，以及《淮海戰役中
雙堆集殲滅戰初步總結》的報告來看，劉蒙稱
讚父親的書法作品也稱得上首屈一指。八歲跟
隨父親臨池學書，劉蒙最初也從顏真卿的《多
寶塔碑》臨摹開始，十幾歲的時候也曾臨帖王
羲之的《蘭亭集序》一百多遍。

相比繪畫的形式，劉蒙認為，書法本身就
是文字，能夠把歷史的真實細節都記錄下來。
八幅書法作品皆用行楷書寫，釋文則用行草來
呈現。劉蒙說，書法自身也有兩個意義，第
一，社會性，能讓人交流；其二，藝術性，可
給人美的享受。

讀書和習字是劉蒙一以貫之的兩大愛好，
這也是一生酷愛讀書的父親流傳下來的家風。

翻看劉蒙的工作履歷，專業含金量無需贅言。
做過軍事外交官、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地區司
令，也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愛沙尼亞、芬
蘭和新西蘭武官等，獲芬蘭總統授予的一級騎
士勳章。四十多年的戎馬生涯中，喜歡書畫的
劉蒙坦露，天天練字，幾乎少有間斷。對書畫
的興趣自小就有，在經過父親作為書法的啟蒙
老師後，青年時期的劉蒙還師從官付先生、啟
功先生學習書畫十多年。

《太行魂》畫作憶先輩守國智慧
抗日戰爭後，劉伯承率領八路軍129師深

入山西抗日前線，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
拓展了“敵進我進”的新型游擊戰術。赫赫有
名的“劉鄧大軍”正是在這裏打響了旗號。為
了追憶這一段歷史，劉蒙用丈二的巨幅宣紙繪
有《太行魂》畫作。某年，劉蒙初到太行山，
正值十月末十一月初，太行山谷層林疊翠、野
楓紅得燒人眼。目送秋鴻飛去，總能輕易激起
書畫人的心緒。劉蒙說，今人熱衷秘境之美，
山高林密中，先輩們“敵進我進”的守國智慧
也需偶爾懷念。翻開劉蒙書畫作品集，和“紅
色”有關的主題書畫作品不多，卻勝在情真意
切。和英雄有關的典故，劉蒙有數不勝數的細
節佐證和描述。

古人有云：功在字外，功在畫外。劉蒙對
此深表贊同。“十幾歲時，父親要求我背誦《古
文觀止》百篇，並告誡說可終身受益。”和每一
個調皮的孩子一樣，當年父親布置的這個家庭作
業，在劉蒙看來是每天難過的“晨關”，背不下
來肯定是要被父親批評的。不過，也恰是在父
子倆的背誦教導中，劉蒙也第一次感受到父親
驚人的記憶力。“那時候，他眼睛完全看不見
了，但他能對我背誦出錯的地方及時糾正。”
劉蒙暗暗驚歎，這些父親少年時期讀過的書，
到晚年還能一字不差地講述。天資之外，父親
勤學苦練的背影，是劉蒙記憶深處的“名場
面”。

作為新中國開國元帥之一，

劉伯承在軍事才能上極具天賦，

是歷經百戰的“軍神”。與此同

時，熟讀文史精外文善翻譯的他

更是文武兼修的一代儒將。作為

劉伯承的次子，建國後出生的劉

蒙得以在父親身邊長大。“爸爸

一生勤奮，無論是在歷史、文學、書法、外文等方面的學習和思

考，還是在為人處事的準則上，都潛移默化地啟迪着我們。”今年

恰逢中國共產黨建立一百周年，劉蒙少將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用八幅書法作品講述紅軍長征中最重要的八件事，追憶父親的長征

足跡。在他看來，父親偉大的一生，好似一部博大精深的書，如今

拜讀，依舊回味無窮。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帥誠 廣州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去北京得閒可以看看人民

英雄紀念碑。”劉蒙對香港的讀

者朋友，尤其是香港青年和學生

發出邀約。人民英雄紀念碑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中

心，在它的台座四面鑲嵌着八幅巨大的漢白玉浮

雕，分別以“虎門銷煙”、“金田起義”、“武昌

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

動”、“南昌起義”、“抗日游擊戰

爭”、“勝利渡長江”為主題，在

“勝利渡長江”的浮雕兩側，另有兩

幅以“支援前線”、“歡迎中國人民

解放軍”為題的裝飾性浮雕。1949年

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

一屆全體會議決定，為了紀念在人民

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

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紀念

碑。劉蒙說，其中“南昌起義”、

“抗日游擊戰爭”和“勝利渡長江”

三個浮雕故事，父親都是當時的軍事

第一指揮員（任南昌起義參謀團團長、太行軍區司

令員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渡江戰役總指揮）。

新中國另一個有故事的紀念碑，就是在重慶朝

天門碼頭的解放紀念碑。劉蒙說，重慶人民解放紀

念碑幾個大字由父親於1950年國慶節題寫，這個紀

念碑的設立也象徵着全中國人民得到解放（除台灣

地區以外）。

“解放戰爭的勝利宣告着中國

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中華民族以嶄

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00周年，

劉蒙表示，當代青年生逢強國時

代，須承先輩意志，發復興宏願，

將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同頻共振，

為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而努力奮

鬥，這才是我們對建黨100周年最

好的紀念。

劉蒙劉蒙：：父親劉伯承父親劉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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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幅書法追憶紅軍長征八大偉績

▶ 1949 年，劉
伯承（左）、鄧
小平親臨渡江戰
役前沿，部署渡
江作戰。

資料圖片

是本令人回味的書是本令人回味的書 ●1940年初，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主要領導在河北涉縣（左起：李達、聶榮臻、鄧小平、劉伯承、呂正操、蔡樹藩）。
資料圖片

●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

掃碼看劉蒙訪問掃碼看劉蒙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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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新冠禁足一年新冠禁足頸椎腰椎躺出毛病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教你怎樣將您的愛車
賣出好價錢！美南電視15.3《修車師姐》第6集。
本周六晚7:30， 周日上午9:30，周一晚上8點，
周二下午1:30.

也可以登錄並訂閱美南國際電視“生活”節目
的youtube頻道：stv15.3 houston life。您可以隨時
隨地收看youtube上的《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修車師姐66::
怎樣將您的愛車賣出好價錢怎樣將您的愛車賣出好價錢！！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年的新冠禁
足，大多數朋友都躺在床上刷手機追劇
，天天躺月月躺，躺了一年多，躺出腰
椎頸椎一大堆毛病，痛得整夜都睡不著
。卻很嚴重，甚至因為延誤診治，差點
失去性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
，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了十
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對車禍
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的治療，有
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治療效果。
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輕微碰撞，只
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膏藥，抗一抗就

過去了，根本不當回事，等到一段時間
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出了問題，這就是
車禍後遺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
隱患。李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
，只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
以幫您聯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
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30多歲的男性
工程師，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也沒
有任何癥狀，所以，就沒有看醫生。然
而，在車禍後的一個多月，就出現了頭
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癥狀，導致
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藥和安眠藥才
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工作。可他自己
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醫
生得知他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是輕
微地碰撞了一下，當時沒有任何不適，
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查後，發
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才導致他頭
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以轉動
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他堅持每
周看一次，一個多月後，癥狀就全部消
失了。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醫

生的例子很多，這裏再舉一個病例：一
位從臺灣來美的20多歲男子，撞車後也
是沒有癥狀、沒有痛覺，因此就沒有看
醫生。車禍2年後的一天，突然感到腰部
疼痛，並越來越痛，痛到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
也診斷為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幾次後
，但未見好轉，癥狀沒有減輕。莊醫生
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以其特有的職業
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一般的車禍後
遺癥。以往類似的傷情，治療幾次都會
好轉，這個病人為什麽沒有好轉的跡象
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查
和詢問，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是建議
他馬上到專科醫生那裏作檢查，以免貽
誤了治療。病人聽從了莊醫生的建議。
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真的有個瘤
子，是早期癌癥。經過西醫的癌癥治療
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製。後來繼續
來找李醫生治療他的腰痛病。經過李醫
生細心地治療，腰痛已經好了，並回臺
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有

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嘛要
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認為車

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我不用
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己
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斷，
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利。如
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車禍碰
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有經驗的醫
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光檢查、腦
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否有腦震蕩、
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而身體則要做X
光檢查等，來判斷內臟是否有損傷、身
體是否有骨折等。通過各種檢查，進行
對癥治療，使受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
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得

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出現
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來推拿
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這是不懂
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發炎期，或
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的醫生是不會
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如果按摩推拿，
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加劇炎癥和紅腫
，甚至會加重傷害，造成“二次損傷”
，增加治療的難度，甚至會延誤治療。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
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

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
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
療法。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
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問
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的。
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左右，
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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