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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22、電動車窗的升降速度各
個車門不一樣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是由於玻璃

升降軌道中進入了一些沙塵，使
玻璃與溝槽之間的摩擦阻力變大
，進而產生了這種結果。這並不
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只要進行相
應的清洗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建
議到專業維修站進行操作，如果
想自己動手，應該選用專業的橡
膠清洗劑。因為電動車窗周圍有
許多橡膠密封件，如果選用清潔
劑不當，會對橡膠製品腐蝕，使
密封條變質、乾裂，進而失去效

果，車窗的密封性下降。
23、自動變速器車掛D位時

，車有輕微振動。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準備起步時

，當自動變速器掛入D檔位後，
在液力變矩器的作用下，一檔磨
擦片接合，產生向前的驅動力，
而此時因踩下制動踏板阻止了這
種向前的力，造成車的輕微振動
。如果振動過大，有可能是變速
器前進檔的磨擦片磨損了，需要
檢修變速器；還有可能是發動機
支撐或自動變速器支撐墊損壞，
產生共振蔌發動機缺火造成的。

所以，要注意平時的車輛狀態，
以便能及時發現異常。

24、發動機的機油剛剛更換
沒多久就變黑了。

故障判斷：假故障。
原因分析：變黑原因主要有

兩個方面。首先是由於清淨分散
劑的作用，其次是由於使用中的
機油被氧化。如果一種機油在使
用中不變黑，說明這種機油根本
沒有發揮其正常的清潔作用。目
前的機油一般都含有清淨分散劑
，吸收燃燒產生的積炭和機油的
氧化物，以便換油時換出，從而
保證發動機內部清潔。所以，剛

剛更換的機油變黑不一定是由於
發動機內部太髒引起，只要按規
定時間換油即可。注意：一定要
按期換機油和機油濾清器（或濾
芯）。機油使用一段時間後，機
油的粘度變稠並且有酸性產物產
生，如不定期更換將損害發動機
部件，影響發動機正常運轉。
（未完待繼）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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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類型轉換公司類型轉換

公司轉換主要有三種類型，公
司類型轉換、跨州公司轉換及稅務
狀況轉換。本文主要簡單介紹公司
類型轉換。

公司類型轉換是由會員製的限
責任公司轉換成股東製的公司， 即
LLC轉換成Corporation。在公司最初
成立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公司在將來
的某一天有上市的需求，所有就成
立了會員製的有限責任公司，LLC。
但公司的業務日新月異，蒸蒸日上
。業務量擴大，勢必需要大量的資
金，上市是融資的最佳方式。這時
公司類型轉換就勢在必行了。

美國是聯邦製的國家，各州有
各自的公司法，每個州轉換的過程
及所需文件不盡相同。但無論哪一
個州，有限責任公司的會員首先投
票，批準轉換為公司，LLC的大多數
會員必須同意轉換。會員必須就轉
換的條款和條件達成一致，包括將
有限責任公司的會員權益轉換為公
司法人所有權的方式。之後起草一
份新的公司章程和轉換聲明。大多
數州的州務秘書辦公室不提供轉換

公司章程的表格，系自擬格式，包
括新公司的名稱、目的陳述、公司
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公司授權發
行的股份數量和轉換表。將簽署的
公司章程及轉換聲明並連同相應的
費用提交給州務秘書辦公室。經州
務秘書辦公室核實並審批後，正式
文公司轉換證書會發放下來，完成
州內程序。將原始公司的資產及債
務轉換到新的公司，將所有的會員
轉成股東。

有的州會自動將原始的有限責
任公司LLC解體，有的州需要原LLC
會員自行填寫表格解體LLC。 無論哪
種形式解體原有公司，新成立的公
司需要完成以下步驟：

• 創建新的公司章程
• 選舉公司董事及公司管理

人員
• 舉行初次董事局會員並做

好會員紀要

• 簽發股東證書
• 申請新的公司稅號
一旦公司轉換成功，公司的各

項日程必須嚴格化，舉行定期的董
事及股東會議，歸檔存儲會議紀要
，每年向州務辦公室申報公司董事
的人員變化。這些是與會員的有限
責任公司不同的地方。會員責任有
限公司在這些方面的管理會更隨意
些。公司日常業務可以會員或第三
方管理，不需要嚴格的董事及股東
會議。年審只需要申報一下嘴基本
的信息即可。

在稅務方面，會員製有限責任
公司可以有四種稅務申報選擇，單
獨會員個稅下的Schedule C、合夥人
形式（partnership 1065）、S corpo-
ration和 C corporation。股東公司只
有 兩 種 報 稅 形 式 ： S corporation
1120S和C corporation 1120。

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股東公司的

工作量遠遠大於維持一個會員製的
有限責任公司。如果您沒有文章開
頭的融資需求，將LLC轉換成股東公
司是得不償失的。LLC形式並不會阻
撓公司的發展，很多大型的公司依
然保持著LLC的形式。所以公司轉換
之前一定要仔細斟酌。

一般情況下，公司類型轉換不
會產生稅務問題。但是如果在資產
轉換的過程中有偏差或者新公司的
股東不再是原會員有限責任公司的
會員，就會產生稅務問題。所以公
司類型轉換最好是原班人馬、原套
設備。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提供出色服務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提供出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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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士頓報導) 無論是大小公
司，在面臨困難與考驗的時候，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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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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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稅季節來臨，加上新冠疫情對公司
行號的影響，如果能找到好會計師，
能幫助企業克服困難，處理危機。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Capital Part-
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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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公司報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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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nerbooks.com。 休 士 頓 辦 公 室: 9788
Clarewood Dr.,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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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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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人物

2015年 10月 16日，乌克兰电视台

播出了一部由该国著名喜剧演员弗拉基

米尔泽连斯基主演的政治讽刺喜剧——

《人民公仆》。

该剧讲述了泽连斯基扮演的历史老

师瓦西里，因为一次与同事之间的政治

辩论被学生拍下来而在网络上走红，最

终成功当选了总统的故事。

该剧一经播出，就在全球范围吸引

了大量的点击。更是成为乌克兰整个国

家的电视剧年度收视冠军。这也让在乌

克兰本就十分出名的泽连斯基更加的受

欢迎。

不过，像此类编纂主人公因为一次

机遇而进入国家高层的故事其实并不新

鲜，许多国家都有过类似的影视剧出品

。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四年

以后，该剧的主演泽连斯基，竟然真的

在大选中获胜，成为了乌克兰总统。

这让电视剧里的事情照映在了现实世界

当中，也让许多人感到命运的无常。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泽连

斯基又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何一个喜剧

演员竟能在总统大选中胜出？

1978年1月26日，泽连斯基出生在

乌克兰中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克里沃罗格市。由于父亲是经济学院的

教授，母亲是一名工程师，两人都属于

高收入阶层，所以泽连斯基的家庭条件

在当地还算是十分富裕的。

优越的生活条件也会带来良好的教

育，而作为犹太家庭，对待子女的教育

更是尤为看重。从小泽连斯基的父亲经

常抽出时间来辅导他的学业，每次儿子

成绩下滑，父亲都会帮助他找出其中的

原因，整个过程的教育态度也是十分严

格。

严格的教育理念确实可以产生一定

的作用。在学校里，泽连斯基的学习一

直都是名列前茅。到了高中毕业时，泽

连斯基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基辅经

济大学学习法律专业，成为了一名高材

生。

然而，也正是这个时候，他的喜剧

天赋开始显露出来。

到了大学之后，泽连斯基脱离了父

亲的管束，解放了自己活泼好动的天性

。于是，泽连斯基开始加入各种社团，

积极地参与交际活动。在参加的诸多社

团里，最让泽连斯基感兴趣的，莫过于

戏剧社了。

在戏剧社中，泽连斯基兼任了演员

和编剧，创作了大量的喜剧表演。每次

在舞台上利用自己的表演赢得了台下观

众的欢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时，泽连斯基

都觉得自己的努力和天赋得到了认可，

这让他感到十分受用，同时也让他对自

己未来要走的道路产生了一些想法。

没过多久，泽连斯基就因出色的演

出水平，成为了校园里人尽皆知的“明

星”，而这也引起了乌克兰知名的娱乐

节目团队KVN的注意。

1997年，大学二年级的泽连斯基，

凭借着其惊人的喜剧天赋和创作水平加

入到了KVN，与其他的几位成员一同组

建了“95四分之一”组合，并在其中担

任了队长一职。

在刚开始，泽连斯基在组合中从事

创作脚本的工作，由他为其他成员创作

剧本，以供他们上台演出。

后来，由于人手不够，泽连斯基开

始亲自登台参与表演。在舞台上，他那

张弛有度的表演风格很快就得到了大家

的认同，他们的组合也开始变得有名，

逐渐在“独联体”各个国家参与巡回演

出。

随着“95四分之一”工作室在东欧

地区的大红大紫，他们也吸引来了一大

批追捧的粉丝，这也为组合带来了一笔

不小的收入。

2003年，整个组合正式开始由舞台

表演转向电视制作领域，成立了“95四

分之一”工作室，主要经营业务为电视

节目制作、电影制作还有娱乐节目巡演

等。而泽连斯基也凭借着其优秀的创作

能力和突出的领导力，成为了工作室的

代表人和所有者。

随着工作室的不断发展壮大，到了

2005，泽连斯基被乌克兰国际频道聘请

为主要演员和节目创作人。而随着其创

作的节目在同一阶段的收视率不断上升

，泽连斯基的创作领域也逐渐覆盖了整

个国际频道的大部分节目。

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乌克兰影

视界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2011年。泽连斯基已经成为了乌克

兰为人熟知的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

“95四分之一”工作室也成为了乌克兰

排名前列的影视剧制作单位，这也让泽

连斯基凭借着“掌门人”的身份，登上

了《福布斯》名人排行榜。

然而，真正让泽连斯基的名字在乌

克兰家喻户晓的，是他四年后主演的

《人民公仆》。

2015年，由泽连斯基作为出品人并

亲自担任主演的《人民公仆》在乌克兰

的各大媒体播放平台上爆火，这也让他

的名声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而之所以《人民公仆》可以得到乌

克兰民众如此热烈的追捧，除了剧中展

现出的极具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故事情

节，更重要的是这部剧真实地映射了当

时乌克兰整个国家所面临的时局。

在《人民公仆》播出的前一年，乌

克兰民众刚刚因为乌东问题和克里米亚

地区问题被搞得十分头疼。

2013年，时任乌克兰总统的亚

努科维奇，因为想要向俄罗斯

靠拢，所以就中止了与欧盟签

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

然而，这一举措招来了乌克兰

国内众多亲西方派的不满。想

要向欧洲靠拢的民众们，在首

都基辅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行抗

议，要求政府罢免亚努科维奇

的总统职务，提前进行新一轮

的总统选举，重新与欧洲签署

协议。

2014年2月22日，迫于国内亲

西方派的压力，乌克兰议会罢

免了亚努科维奇的总统职务。

而这，也导致了乌东亲俄派与

乌克兰西部的亲西方派挤压已

久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先是3月11日的时候，克里米

亚议会通过了克里米亚的独立

宣言，标志着整个克里米亚地

区正式脱离乌克兰的掌控。

27天以后，乌克兰顿涅茨克的

亲俄者又宣布了“独立拟公投入俄”，

这让乌克兰的局势顿时间变得岌岌可危

。

4月30日，乌克兰的代总统图尔奇

诺夫宣布乌克兰武装力量全员进入战备

状态，并开始征兵。后来，，乌克兰东

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相继宣布独

立，整个顿巴斯地区顿时爆发了战争。

虽然在乌克兰新一轮总统大选结束

以后，乌东地区的局势逐渐缓和，但是

亲俄派与亲西方派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

得到进一步解决，这也成为了压在乌克

兰民众心头上的一片阴霾。

而当这起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整

个乌克兰国内的民意也发生了改变，在

丢失了克里米亚地区和乌东地区的掌控

权以后，许多原本倾向俄罗斯的民众都

转头倾向西方派。这也让乌克兰的政客

们明白，想要在竞选中获得成功，就必

须去推动国家与西方和欧洲的关系。

而其中，受到这股思潮影响的也包

括在国内成名已久的泽连斯基。

在看到自己国家的局势十分不稳定

的时候，泽连斯基认为，这全都是源于

政客们的腐败和堕落所导致，于是他便

想要创作出一部讽刺国内政坛现状的剧

作，而且在他的心里，也开始萌生了从

政的想法。

当《人民公仆》在国内大热之后，

泽连斯基成为了乌克兰的“国民喜剧演

员”，也让他获得了大量的粉丝和追捧

者。

这个时候，泽连斯基觉得自己的机

会来临了，于是，他开始着手准备步入

政坛，从演员向政客转型。

2018年8月，根据《基辅邮报》的

民众调查报告显示，当时还未正式宣布

参选总统的泽连斯基，就已经收获了大

量的民众支持。

2019年，已经准备多时的泽连斯基

，正式宣布了参加总统选举。一月底，

乌克兰人民公仆党正式向议会提名了泽

连斯基，。

“一个喜剧演员怎么能当上总统？

难不成是从电视剧里走不出来了吗？”

当时很多人都并不看好泽连斯基能够在

总统选举中胜出，甚至有相当一批人认

为，泽连斯基是在借机炒作，为他新的

影视剧铺垫热度。

毕竟现实并不是电视剧，如果没有

政治经历，又如何懂得怎样去治理国家

？

但是，接下来事情的走向却大大出

乎了他们的预料。

到了3月的第一轮投票开始前，由

于在民众中拥有极高的人气，泽连斯基

的支持率达到了惊人的25.1%，大大领

先其他两位竞争对手——总统波罗申科

和前总理季莫申科。

人们没有想到，一个凭借着荒诞喜

剧出身的演员，竟然真的能够在与老牌

政客的交手中占据上风。这样看来，泽

连斯基能够成功当选总统并不再是痴人

说梦了。

到了4月21日晚上八点，总统竞选

的第二轮投票结束以后，根据出口民调

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为73.3%，遥

遥领先第二名波罗申科的26.3%，这也

宣告着此轮竞选的悬念提前结束，总统

大选正式落下帷幕。

当晚，波罗申科承认了自己的落败

，并向竞争对手泽连斯基表示了祝贺。

而泽连斯基也在同一时间宣布了自己的

胜利，并向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投票给自

己的支持者发出感谢。

2019年5月20日，泽连斯基在乌克

兰议会举办的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上，宣

誓就职，正式成为了乌克兰总统。

在泽连斯基上台以后，颁布了多项

向欧洲和西方国家靠拢的政策，大力推

行他所奉行的“西式民主”。虽然这一

举措得到了大部分国民的支持，但是也

加剧了和乌东地区还有俄罗斯之间的矛

盾。

之后，泽连斯基更是想要推动乌克

兰加入到北约之中，并为此实施了大量

的外交策略。而这彻底触发了俄罗斯的

底线。

要知道，在三十年来，北约不停地

向东扩张，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俄罗斯

的国防安全。

到了2020年，北马其顿宣布加入北

约之后，北约成员国已经达到了30个，

而此时的俄罗斯西防线，只剩下了乌克

兰这一处战略缓冲地带，如果乌克兰也

在这时加入到北约，那么整个俄罗斯西

部2000公里的将无险可守，直接处在敌

人的瞄准目标之中。

所以当泽连斯基推动这一举措的时

候，就已经预示着两国冲突已经无可避

免。

根据乌克兰的宪法规定，只要是在

乌克兰居住时长达到十年，年龄在35岁

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参与总统的竞选。

这样的竞选制度虽然相对民主，但却并

不严谨，这也导致了泽连斯基这样一个

毫无政治经验的演员却能顺利地登上总

统宝座。

虽然在泽连斯基任期两年多的时间

里，他所制定的经济制度改革和司法制

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乌克兰政

坛的贪腐问题，并恢复了一些国内经济

状况。但是他对于政治时局的错误判定

，也让其没有平衡好乌克兰在西方国家

与俄罗斯之间的位置，这也将乌克兰拖

入了战争泥潭之中难以自拔。

从“演总统”到“真总统”
泽连斯基的戏剧人生

如今，俄乌局势

不断恶化，两国之间

的战争或许已经不可

避免。当2月 21日，

普京签署总统令，宣

布承认乌克兰两地独

立的时候，全世界的

目光都被吸引到了这

个遥远的东欧地区。

而这，也让我们

认识了乌克兰的那位

喜剧演员出身的总统

——泽连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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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聲稱在別爾江斯
克摧毀了俄羅斯大型軍艦

周四黎明後不久，烏克蘭南部的別爾江斯
克港發生了一系列劇烈爆炸。該港口最近被俄
羅斯軍隊占領，幾艘俄羅斯軍艦停靠在那裏。

社交媒體視頻顯示，碼頭邊發生火災，一
系列二次爆炸在整個城市回蕩。

烏克蘭武裝部隊表示，他們“摧毀了一艘
大型登陸艦”，他們將其命名“奧爾斯克號”
。

據俄羅斯媒體從港口報道，最近幾天，幾
艘俄羅斯船只一直在別爾江斯克卸下軍事裝備
。

烏克蘭武裝部隊表示，除了摧毀“奧爾斯
克號”外，還有兩艘船受損。一個3000噸的油
箱也被摧毀。火勢蔓延到敵人的彈藥庫。

目前尚不清楚使用什麽武器攻擊港口。
對周四上傳的視頻的分析還顯示，一艘俄

羅斯海軍艦艇在爆炸後不久就離開了港口。
俄羅斯國防部此前曾報道稱：“大型登陸

艦奧爾斯克號是俄羅斯聯邦第一艘進入別爾江
斯克港的軍艦，它運送了裝備——裝甲運兵車
。”

該部補充說：“這個項目的船只非常寬敞
，可以裝載大量設備，最多20輛坦克或40輛裝
甲運兵車。”

法國承諾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供資金調查俄
羅斯在烏克蘭的犯罪行

法國外交部在周叁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法
國外交部已承諾向國際刑事法院 (ICC) 提供
500,000 歐元（548,715 美元）的資金，以支持
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所犯罪行的調查。

聲明稱，法國還將提供地方法官、調查員
和專家，“以確保檢察官能夠在盡可能好的條
件下領導他的調查”。

聲明補充說，法國司法部長埃裏克·杜邦-
莫雷蒂將于周四在海牙舉行的司法部長會議上
鼓勵其他國家增加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支持。

美國政府周叁正式宣布，俄羅斯
武裝部隊成員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
行。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一份
聲明中說：“今天，我可以宣布，
根據目前掌握的信息，美國政府評
估俄羅斯軍隊成員在烏克蘭犯下戰
爭罪。”

他補充說：“我們的評估是基于
對來自公共和情報來源的可用信息
的仔細審查。”

普京要求“不友好”國家以盧布
購買俄羅斯天然氣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周叁表示，俄
羅斯將要求以盧布支付出售給“不友好”國家
的天然氣，歐洲天然氣價格升，原因是擔心此
舉將加劇該地區的能源緊縮。

自莫斯科2月24日向烏克蘭派兵以來，歐
洲國家和美國對俄羅斯實施了嚴厲制裁。但歐
洲在取暖和發電方面嚴重依賴俄羅斯天然氣，
歐盟在是否制裁俄羅斯能源部門的問題上存在
分歧。

普京的信息很明確：如果你想要我們的天
然氣，就買我們的貨幣。目前尚不清楚俄羅斯
是否有權單方面更改以歐元商定的現有合同。

消息公布後，盧布兌美元彙率一度躍升至
叁周高位 95 以上。它回吐漲幅，但仍遠低于
100，兌美元收于 97.7。自 2 月 24 日以來盧布
下跌超過 22%。

周叁，一些歐洲批發天然氣價格上漲了
30%。英國和荷蘭的批發天然氣價格也上漲。

俄羅斯天然氣約占歐洲總消費量的 40%。
今年歐盟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每天在 2 億歐
元至 8 億歐元（8.8 億美元）之間波動。

克裏姆林宮回避了對國防部長紹伊古健康
問題的提問

克裏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裏·佩斯科夫周四
回避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關于俄羅斯國防部
長謝爾蓋·紹伊古健康狀況的問題，他已經有近
一周沒有出現在公衆面前露面。

當 CNN 詢問紹伊古的缺席時，佩斯科夫
說：“國防部長目前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別軍
事行動正在進行中。當然，現在還不是在媒體
活動的時候，這是可以理解的。”

當 CNN 詢問他是否可以反駁俄羅斯獨立
調查機構 Agentnstvo 援引該部匿名消息來源稱
紹伊古有健康問題的報道時，佩斯科夫拒絕回
答。

紹伊古出現在 3 月 18 日的第一頻道廣播中
，俄羅斯媒體稱這是從那天開始不再露面，但

俄羅斯記者推測不露面的時間是從 3 月 11 日開
始的。

佩斯科夫還證實，長期擔任俄羅斯政府內
部人士的阿納托利·丘拜斯辭去了總統弗拉基米
爾·普京的氣候特使的職務，但否認對他反對入
侵烏克蘭的報道有任何了解。

當被問及有關丘拜斯因烏克蘭戰爭辭去工
作的報道發表評論時，佩斯科夫說：“不，克
裏姆林宮對此一無所知。”

佩斯科夫還證實，他必須將辭職信寄給普
京本人。

他補充說：“那些由總統令任命的人會寫
辭職信給普京。”

佩斯科夫說，丘拜斯不是全職的政府雇員
，而是自願工作者。

丘拜斯在 1990 年代作前總統鮑裏斯·葉利
欽的財政部長首次嶄露頭角，隨後在俄羅斯能
源行業擔任重要職位。

周叁，他辭去了普京環境問題特使的職務
，使他成自一個月前戰爭開始以來辭職的克裏
姆林宮最高級別的人物。

俄羅斯外交官：在與核大國打交道時“你
必須計算所有可能的結果”

一名俄羅斯高級外交官周叁向北約國家發
出警告，稱他們正在與核大國打交道，不應該
威脅莫斯科。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副大使德米特裏·波利安
斯基在接受《天空新聞》采訪時說：“如果俄
羅斯被北約挑釁，如果俄羅斯被北約襲擊，我
不知道……我們是核大國，什麽不做出反應呢
？”

當被問及這是否是“合法的事情”時，波
利安斯基回答說：“我認這樣說是不對的，但
威脅俄羅斯並試圖幹預是不對的。所以當你在
交易時有核武器，你當然必須計算你行的所有
可能結果。”

一些背景：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采
訪時，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首席發言
人此前拒絕排除俄羅斯會考慮使用核武器來應
對莫斯科視“生存威脅”的情況。

戰爭罪：周叁，美國政府正式宣布俄羅斯
武裝部隊成員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美國國務
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引用了關
于蓄意以平民目標和不分青紅皂白的襲擊的
“可信報告”，包括摧毀公寓樓、學校和醫院
。

但俄羅斯外交官波利安斯基否認俄羅斯在
烏克蘭犯下戰爭罪。

他告訴天空新聞：“當然，這不由我來評
估——我不在那裏，你不在那裏，你在看視頻

，你在看許多被認是假新聞的視頻。”
事實核查：美國國務院特別提到俄羅斯襲

擊了馬裏烏波爾的一家婦醫院和一家劇院。美
國國務院說，劇院標有從天空可見的俄文“兒
童”字樣。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多次指責俄
羅斯犯有戰爭罪。

當看到馬裏烏波爾被燒毀的公寓樓的照片
時，波利安斯基問道：“你怎麽知道是俄羅斯
導彈襲擊的？”

波利安斯基在沒有提供證據的情況下補充
說，“它很容易從烏克蘭的市中心傳來，他們
有自己的導彈發射器。據我所知，很多病例都
是烏克蘭導彈本身爆炸引起的。”

事實核查：俄羅斯一再否認它的目標是平
民區和基礎設施，並將大部分破壞歸咎于烏克
蘭軍隊。但地面上的烏克蘭軍隊、記者和逃離
馬裏烏波爾的人們描述了這座城市，不斷受到
俄羅斯空襲的轟炸。仍在城市中的平民一直沒
有水、電和食物，並描述屍體留在街上，因收
集它們太危險了。澤倫斯基曾表示，俄羅斯對
馬裏烏波爾的持續襲擊是一種“恐怖行”，將
“被人們銘記幾個世紀”。

英國進一步制裁俄羅斯“關鍵行業”的參
與者

周四，英國外交大臣利茲·特拉斯宣布對俄
羅斯和白俄羅斯公民和公司實施進一步制裁，
針對“支持俄羅斯非法入侵的關鍵行業”。

最新的制裁針對 65 名個人和實體，包括六
家銀行、俄羅斯鐵路公司、一家國防公司和瓦
格納集團，這是一家秘密的俄羅斯軍事承包商
，被認與葉夫根尼·普裏戈津（Yevgeny Prigo-
zhin）有聯系並由其資助，後者是一位如此接近
俄羅斯的寡頭。克裏姆林宮稱他總統普京的
“廚師”。

新制裁的個人包括石油大亨尤金·施維德勒
、Tinkoff 銀行創始人奧列格·廷科夫和俄羅斯最
大銀行 Sberbank 的首席執行官赫爾曼·格雷夫。

最新公告還看到俄羅斯任命的梅利托波爾
市長受到制裁。外國聯邦與發展辦公室（FC-
DO）表示，這是個人首次因與目前在烏克蘭的
俄羅斯軍隊合作而受到制裁。

據 FCDO 稱，目前已有超過 1,000 名個人
和實體受到制裁。

最新的資凍結使受制裁銀行的全球資價值
達到 5000 億英鎊（6580 億美元），目前包括俄
羅斯最大的私人銀行阿爾法銀行。 FCDO 表示
，受制裁的寡頭和家庭成員的淨資超過 1500 億
英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二十五

D614G变异株在欧洲形成规模后，

迅速在世界其他各大洲扩散。

D614G变异株横空出世

2020年7月2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

国家实验室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著名的

《细胞》杂志发文指出，一种第614位

氨基酸发生点突变的新冠病毒突变株正

在成为全球主要新冠病毒毒株。研究表

明这一突变株具有更强的传播力，6月

中旬在北京市新发地出现的毒株也含有

这一突变。

根据新冠病毒基因组信息分析，其

第614位氨基酸位于刺突蛋白区域，该

氨基酸最早在武汉市新冠肺炎患者体内

分离到的新冠病毒上为天冬氨酸（D614

），2020年1月12日前在欧洲演变出甘

氨酸G614突变，该突变在基因水平上是

由单一碱基突变造成的。D614G突变一

般还伴随着其他三种突变，这四个突变

位点往往出现同一个变异株中，其中

D614G突变最为关键。

随着欧洲疫情的暴发和扩散，拥有

D614G突变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迅速在全

球扩散开来，并成为最主要的新冠病毒

毒株。在分析不同阶段的全球共享流感

数据倡议组织(GISAID)数据库中新冠病

毒基因组序列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在

3月1日之前，G614新冠病毒变异株只

占到全部近1000个病毒的10%，在3月

初到3月底提交的约1.5万个新冠病毒基

因组序列中，G614变异株已占到67%，

而4月1到5月18日全球提交的1.2万多

个病毒数据中，G614变异株占比更是高

达78%。

D614G变异株最早报道是在德国、

意大利等国家出现，然后很快在欧洲扩

散。2月中旬之前，意大利分离出的毒

株仍然是D614，但是 2月 19日之后，

G614变异株成为绝对主力，D614毒株基

本消失殆尽。法国在2月下旬G614变异

株和D614毒株并存，前者略占优势，到

3月中旬，G614变异株占据绝对优势，

D614毒株也基本未见报道了。在德国、

西班牙、英国和冰岛等国家则稍有不同

，德国在1月中旬前就发现了G614变异

株，但是到1月底前感染者都非常少，

G614变异株在3月中下旬逐渐处于优势

地位，不过D614毒株并没有完全消失。

另据日本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

显示，在G614变异株占支配地位的15

个欧洲国家中，由于感染力的增加，感

染人数的倍增时间缩短了近一半。

G614变异株在欧洲形成规模之后，

又迅速在世界其他各大洲扩散。在整个

欧洲，3月上旬G614变异株已成为流行

毒株的主力，到3月底及4月初，G614

变异株占比达 80%以上。在北美洲，

G614变异株在3月下旬开始形成优势，

之后优势继续扩大，而南美洲的G614变

异株优势在3月中旬即已形成。大洋洲

到3月底时，G614变异株才占据优势，

但是D614毒株仍然维持较高的比例。

G614变异株在非洲的疫情最初即占主导

地位，显示非洲病例主要从欧洲传入。

在 3 月前，

亚洲的流行

毒株是D614

， 3 月 初

G614变异株

出现，到 3

月下旬G614

变异株超过

D614毒株，

到 5 月中下

旬，G614变

异株比例也

只 比 D614

毒株略高。

据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技

资源服务系统”的数据显示，6月中旬

在北京市出现的新冠病毒也属于G614突

变株，因此确定此次北京的疫情是境外

输入引发的。

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也发现了类似D614G变异毒株流行趋势

。根据一份6月12日公布在生物论文预

印本网站Biorxiv上、尚未经同行评议的

研究论文，他们分析GenBank网站上公

布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后发现，G614

毒株在2月份还未检测出来，3月份已占

到GenBank所有公布序列的约1/4，到4

月份和 5月份，G614 毒株分别增加至

65%和70%。

不过，《细胞》论文的作者也承认

，G614变异株的流行趋势也可能与样本

误差有关。比如，研究人员一般只会提

交一些出现突变的病毒序列，而对与之

前提交的序列完全或基本一致的病毒序

列，则可能不提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统计数据的偏差。

为什么D614G变异株能占据优势呢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机构的研

究人员认为是这一点突变造成新冠病毒

刺突蛋白的结构发生了细微变化，导致

该毒株具有更强的传播力。通过电子显

微镜观察，原有的D614与相邻的T859

原聚体形成氢键，使得刺突蛋白的S1和

S2 亚基连接在一起，而 D614 突变成

G614之后，与T859的氢键无法形成，从

而使得S1和S2亚基不能相连，更利于新

冠病毒与受体细胞的融合。

通过分析英国谢菲尔德教学医院

999名新冠患者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研

究人员发现，G614变异株感染者的上呼

吸道病毒载量显著高于D614毒株感染者

，但是两种不同毒株感染者的住院率和

重症监护率却没有显著差异。体外假病

毒试验表明，将携带G614或D614的刺

突蛋白重组到疱疹性皮炎病毒和另一种

假病毒上，研究人员观察到携带G614的

假病毒的感染滴度比携带D614的病毒高

出 2.6—9.3 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G614变异株传播力比D614病毒高，不

过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比如D614G

变异是否影响病毒在肺细胞的滴度等等

。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这项研

究描述了G614变异株如何在一个月内席

卷全球，最终成为全球新冠病毒的主要

流行毒株。旅行者在G614变异株流行中

扮演重要角色，使得G614变异株被引入

或重复引入到原先D614毒株占主导地位

的区域。G614变异株之所以站稳脚跟并

逐步取代D614毒株，可能是由于某些正

向选择压力，比如感染者上呼吸道更高

的病毒载量等等。

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同样

采用假病毒模拟感染的方法来评价G614

变异株占优势的原因。他们采用的假病

毒是马洛尼鼠白血病病毒，通过基因重

组技术使其表达含有G614或D614的新

冠病毒刺突蛋白，然后去感染人胚胎肾

细胞，结果携带G614的假病毒感染效率

比携带D614的假病毒高9倍，这与洛斯

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结果中最高

水平相当。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进一步分析了刺突蛋白脱落的S1亚基

和S2亚基的比例，发现携带G614假病

毒的S1亚基脱落量显著少于携带D614

的假病毒，而且携带G614的病毒可能产

生更多的刺突蛋白，从而更容易入侵宿

主细胞。

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研究

人员也对D614G变异进行了研究。根据

其2020年6月20日发布在生物论文预印

本网站Biorxiv上的论文显示，他们认为

G614的出现，使得新冠病毒多了一个新

的蛋白酶酶切位点，而冠状病毒刺突蛋

白必须被宿主蛋白酶裂解，才能实现膜

融合入侵宿主细胞。进一步分析发现，

携带G614突变的病毒更容易入侵宿主细

胞，而宿主蛋白酶抑制剂可显著降低携

带G614突变的病毒感染效率。

可能的有害影响

对于突变的冠状病毒，人们最担心

的是这些突变是否会影响疫苗的有效性

，以及抗体等药物的疗效。流感病毒疫

苗研发就遇到过这种难题，由于流感病

毒容易变异，每次新的流感季，之前的

疫苗保护效率往往会大打折扣，不得不

重新研发新的疫苗，不过疫苗研发进度

总是赶不上流感病毒的变异速度。

为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

机构的研究人员用6个圣地亚哥感染者

捐献的康复期血清去中和携带G614或

D614的毒株，结果发现G614毒株似乎

更容易被多克隆抗体中和，至少与D614

相当。由于并不清楚这些康复期血清捐

献者感染的是何种毒株，这一试验至少

说明G614毒株对康复期血清中的多克隆

抗体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日本

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也认为，

新冠康复者血清对G614变异株和D614

毒株表现出相近的中和活力，这一结论

与美国研究人员的相同。

不过，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的研究人员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结果

却有所不同。他们测试了41个新冠康复

者的血清，其中38个血清都对携带D614

的病毒和携带G614的病毒表现出相似的

中和作用，但是另外3个血清样品对携

带G614病毒的中和作用显著降低，其中

一个样品则对G614病毒完全没有中和作

用，这表明G614变异株可能降低康复者

血清中多克隆抗体的中和作用，从而影

响抗体治疗的效果。

由于疫苗注射后也会在机体产生中

和病毒的抗体，因此上述研究说明还需

要更多地考虑这些突变毒株对疫苗研发

的影响，以设计和研发出针对新的突变

毒株更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为什么为什么DD614614GG变异株变异株
成为全球主流毒株成为全球主流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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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封麦半年后，费玉清突然在外网火了

。

一位中国网红在雪地里翻唱《一剪梅

》，因为独特的外型，吸引了很多网友注

意。

起初大家只是觉得好玩，但没想到，

曲中的悲凉与深情，感染了不懂中文的外

国友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外国的音乐平台上，《一剪梅》直接

屠榜。

挪威第一，瑞典第二，芬兰第二，还

在众多国家的榜单中冲进前50。

灵魂歌词「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也

被玩成了梗。

倒霉时「飘飘」，难过时「飘飘」，

烦躁时「飘飘」。

一言不合就「飘飘」，简直比万金油

还好用。

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想到，已经封麦的

费玉清，会在一夜之间，成了外网最大的

流量明星。

许多歌迷又重燃希望，盼着他回到大

众的视野里。

但如他所说，“要退圈就会退得干干

净净，像路人甲乙一样”。

复出，是再也不可能了。

可这样一位相貌平平、有些不接地气

的老歌手，凭什么让上至八十、下至十八

的观众，如此念念不忘？

秦桑想了想，大概是因为，他是个彻

底的「痴人」。

痴人的色相

在人们的记忆中，费玉清斯文、儒雅

，像一位老绅士，痴痴地吟唱岁月。

「色」这个字眼，似乎永远不会跟他

有任何交集。

直到前段时间，费玉清的古早视频被

翻出来。

“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让你

嘿嘿嘿~”

不到一分钟，却彻底击碎了观众对他

深情款款、风度翩翩的滤镜。

有人像是发现了宝藏，给他取了爱称

「费玉污」。

还有人惊呼费玉清晚节不保、人设崩

塌。

他们不知道的是，费玉清一直如此。

除了「小哥」之外，他还有一个响当

当的名号——「黄帝」。

荤段子张嘴就来，基本都是原创，还

不带重样。

不仅要讲，还要演，语气、神态、动

作抑扬顿挫，自带喜感与生动。

甚至在舞台上，和其他明星PK，讨

教。

痴人端庄稳重的表象下，是幽默跳脱

、会说敢说的普罗色相。

奇怪的是，如此频繁地开车，观众却

并不反感。

台湾艺人说，“费玉清是唯一一个，

在台上讲黄色笑话不会挨骂的艺人。”

毕竟，「黄帝」有自己的原则，“恰

到好处就行了，太重了我也不会用的。”

荤段子之于他，也不是为了调戏、羞

辱女性，而是为了活跃气氛，填补观众等

候的空白。

更重要的是，除了爱开车、车速快、

车技炫之外，费玉清从没做过污秽事。

“讲最污的段子，做最清白的人。”

与俗世俗人不同，痴人的色相之下，

藏着一颗纯白、干净的痴心。

痴人的爱情

最玩世不恭的人，其实最深情。

费玉清已经64岁了，有

才有趣，有钱有名，荤段子

常挂嘴上，至今却仍未婚娶

，身边也无红袖添香。

以致于一直有人怀疑他

的性取向。

问及，费玉清只说，

“我全身上下一百四十多斤

，你却只关心我那二两肉？

”

人们不知道的，费玉清

对爱情，一如既往地痴。

70年代，费玉清靠着

「上天吻过的嗓子」，红遍

了台湾，甚至有了日本的迷

妹慕名而来。

安井千惠说，“一听到

他的歌声，我全身的鸡皮疙

瘩都起来了。”

她像着了迷一样，鬼使神差地冲进后

台，找到费玉清，提出要与他合影。

那一夜，两人笑靥如花。

却不知，秀场初相遇，一见误终身。

后来的颁奖礼上，费玉清身边多了一

个娇羞的少女。

他不作过多的解释，只是紧紧牵着她

的手，让恋人心安，也向世人宣告，他们

已经相爱。

1981年，费玉清与安井千惠举行了盛

大的订婚仪式。

他痴痴地看着她，眼中无限温柔情意

，以为从此可以相守一生。

但痴人，低估了世俗的残忍。

订婚后不久，女孩的父亲将他唤至日

本，提出三个要求。

退出娱乐圈，入赘日本，子随母姓。

不容置喙的强硬，过于苛刻的要求，

对传统的费玉清来说，无异于羞辱。

梦想、亲人、尊严，是痴人不可舍弃

、不许轻蔑的珍贵。

他告诉千惠，“你要跟我，就留下来

。你要走，我就送你离开。”

但日本的女儿，难违父命。

这段浓烈的爱情，终于被埋葬在那个

秋天里。

痴人的痴情

离开之际，千惠从家里追出来，把一

个大袋子塞在费玉清手中。

她把院子里那棵树上，所有柿子都摘

了下来。

因为她记得，他们曾经一起手拉着手

，去摘那满树的硕果。

因为她记得，他第一次尝到家里种的

柿子时，那么开心，那么满足。

她的心意，她的无奈，他何尝不懂，

却只是暗道一声：珍重！

回程的火车上，费玉清把那袋子一口

气吃光。

秋天和柿子的味道，从此刻入了痴人

的骨子里。

再后来，安井千惠嫁作人妇，生儿育

女，也曾带着孩子，漂洋过海来听费玉清

的演唱会。

他和她，以老友的身份问安、合影。

他和她，也只能是相识的故人了。

感情至此，或许应当放下。

可是，录音《千里之外》时，方文山

说，“小哥差点泪洒录音棚。”

“我送你离开 天涯之外

你是否还在

琴声何来 生死难猜

用一生去等待”

——《千里之外》

他把一腔的深情，一生的遗憾，都唱

作词，微笑着传递给听众。

这些年，他不是没有机会脱单。

歌手江蕙曾多次示爱，无果，最后发

誓60岁的时候一定要嫁给费玉清。

但他说，“说出口的爱，哪怕在错过

之后，也无法轻易改变。”

痴人太痴情，那抹白月光一辈子都照

在心头上。

所以在分别后，费玉清每年都会在日

本待上一周，在某一个地方，等某一位女

士。

问及，他淡淡地说，“只是每年都会

来走一走。”

三十多年，风雨无阻。

即使她从未赴约。

“我就是为了等一个人

忘了自己的青春

谁叫我答应过她

等白了头也不负心”

——《等一个人》

痴人洁傲如寒梅，绝不向谁低头，但

一次痴情，余生便只为伊人飘香。

无怨，也无悔。

痴人的死心眼

费玉清的痴，痴得有些死心眼。

一旦认定了一个人，一件事，就必须

从一而终，一心一意。

爱情如此，唱歌亦是如此。

听着黄梅调、上海滩七大歌后长大的

费玉清，练就了独特的费式唱腔。

17岁那年，他被姐姐推上秀场。

在流行蛤蟆镜、喇叭裤的年代，这个

痴人却是一身笔挺的西装，严谨的三七分

发型，不像歌手，倒像是公务员。

在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里，显得格格不

入。

台下的观众等着他出丑，可一出声，

所有人都安静了。

清亮而悠长，娓娓动人，无可挑剔。

连台湾的音乐教父刘家昌都说，“小

哥是台湾最美的声音。”

随后，《梦驼铃》、《一剪梅》、

《晚安曲》金曲频出，费玉清迅速走红。

彼时人云，“论华语乐坛情歌之最，

女有邓丽君，男有费玉清。”

但音乐圈更新换代得快，红一时，不

代表能红一辈子。

别人都在紧跟潮流，生怕被落下，可

痴人费玉清，还是痴痴地唱着那些老歌。

他说，每首歌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是

一个时代的音符。

在他的歌声里，保留着中国风的记忆

与柔情。

连周杰伦也叹服，“我觉得可以把中

国风的歌曲唱得这么传神的，真的只有他

了。”

出道46年，痴人费玉清只穿西装，只

梳三七分，头微微仰起，微笑地唱过一首

又一首。

在他的演唱会上，只有一人，一桌，

一瓶水，一手帕。

累了，就喝口水，擦擦汗，和观众们

聊会天，然后接着唱。

“既然站在这个台上，有些歌迷甚至

偕老带幼、一家三代来看演唱会，我要对

得起他们，这份责任感还是要有的。”

费玉清身上有一种痴人与生俱来的死

心眼，能做到100分，绝不做99分，不计

较得失，也没想过迎合时代，只是痴痴地

吟唱着，岁月遗留的美。

痴人很爱多管闲事

娱乐圈这个大染缸，能把人变成鬼，

神变成魔，能独善其身已是不易。

但痴人偏要多管闲事。

费玉清喜欢趴在窗户上看夜景，偶尔

有人在楼下打架斗殴，他就拿起手机报警

，直到警察来了才放心。

张学友比赛出道时，身为评委的费玉

清，在后台耐心地教他唱歌。

朋友白冰冰的女儿遭人绑架杀害，终

日以泪洗面，甚至试图自杀。

费玉清就天天去陪她，给她讲笑话、

编段子，实在不行，直接把人拉到猪圈里

，让她对着猪诉苦。

痴人爱管闲事，认识的、不认识的，

他都要管。

2008年汶川地震，他安静地捐了100

多万美金。

2009年起，他每年都会向慈善机构捐

款1000万新台币（人民币约220万元）。

多年来以「张叔叔」的名义，资助了

400多名贫困学生，低调到没几个人知晓。

他说，“小时候家境贫寒，总害怕同

学看到自己的午饭只有葡萄干，所以长大

后有钱了，就要不遗余力的帮助其他困难

的人。”

这个痴人，甚至操心流浪猫狗，捐钱

给相关机构，希望苦命的毛孩子能过得好

些。

从业多年，费玉清赚的钱大部分都拿

去管闲事了。

自己的日子反倒清苦，裤子破了自己

缝，一把刮胡刀用了五六年，一根皮带系

了十几年。

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痴人，总愿意

在这个恶意充盈的世界上，身体力行地做

一个好人。

扪心自问，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

痴人的软肋

痴人对唱歌的痴情，对世间的痴念，

常让人误以为，他会永远站在那，直到生

命老去。

可是，2019年，费玉清还是亲笔写下

了告别信。

“当父母都去世后，我顿时失去了人

生的归属，没有了他们的关注与分享，绚

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孤独。”

唱了46年的费玉清，决定封麦。

好友方芳说：“我知道，他这一辈子

最爱的就是唱歌。他决定封麦，内心必定

天人交战。”

痴人可以坚强地放弃爱情，也可以从

容地放下事业，唯有家人，是他一生的软

肋。

他记得，母亲爱听歌。

高兴了，唱卓依婷的《月下对口》；

不高兴了，唱龚秋霞的《秋水伊人》。

于是拿起麦克风，唱了46年。

他记得，父亲的认真。

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始终正装待客，

以示尊重。

于是他西装登台，穿了46年。

他清楚地记得父母给予的每一分爱，

却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

2010年，母亲离世，费玉清嚎啕大哭

，拉着哥哥的手，恳求晚一点下葬，再让

他多看几眼。

3年后的舞台上，他想起母亲，依然

哽咽不能自已。

那几分钟里，没有歌声，只有轻柔的

伴奏在静静流淌。

2017年，父亲离世，费玉清却嬉笑如

常。

因为父亲说过，“你不要管我，努力完

成跟別人的合约，做一个艺人该做的事。”

他记在心上，唱歌时认真深情，待人

时风趣幽默。

只有在忌日的那天，情绪低落，格外

安静。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如今双亲已逝，所有一切都变得风

轻云淡。

痴人终于不再执着于痴念，决定把

时间留给自己，去养一养母亲爱的花草

，去看一看父亲说过的风景，好好享受

余生。

“我走出了丛丛森林

又看到了夕阳红”

——《南屏晚钟》

2019年11月7日，他唱完最后一首

歌，哽咽着告别舞台和观众。

“各位朋友，再见，谢谢大家！有

缘再相逢，别客气对我打招呼。”

从此，他做回了张彦亭，世间再无

费玉清。

费玉清不止“污”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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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最近的科学新闻提到一项研究结果，说是经过更多次数的咀

嚼后，可以增加食物热效应，等于是减少了食物热量。这么说

，细嚼慢咽是不是真的可以有助于减肥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所

顾虑的“细嚼慢咽会升血糖”的问题，又是否有道理呢？咱们

今天就来分析一下。

你吃完饭感觉身体热乎

是因为“食物热效应”

在说吃饭对减肥的影响这件事之前，咱们先科普一下“食物热

效应”这个概念。简单说，就是吃饭之后身体的散热量会比饭前额

外增加。这种效应会让人感觉饭后身体更加温暖。很多人在冬天都

有这样的体会，吃饭之前饿着肚子感觉特别冷，吃饱了身体就热乎

乎的不怕冷了。

换个角度说，食物热效应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吃进去的部分食

物热量当成热量散发出来了，这部分就不能再用来长肥肉了。

吃饭多咀嚼可以多消耗热量？

其实也就十几千卡，不如控制食量

可能有些朋友会很高兴：看来，吃高热量食物，只要多咀嚼就

可以放心吃了！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和多咀嚼所消耗的热量

相比，多吃几口时，食物热量的增加会远远大于咀嚼消耗的那点热

量。比如一个轻体力活动的成年女性，一天的能量摄入标准是1800

千卡。对于一餐600多千卡的正餐来说，多咀嚼只能多消耗十几千卡

的热量，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多咀嚼没有意义。有研究提示，对胖人来

说，以及不容易控制食量的人来说，这个多咀嚼的策略可能尤其有

效。因为同样的食物量，在刻意增加咀嚼次数时，可以降低食欲，

避免饮食过量，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

吃饭多咀嚼食物

可帮助养成“口淡”的饮食习惯

其实吃饭增加咀嚼的有益作用，还有不少。

第一，多咀嚼食物可以帮助更容易品尝出食物的滋味。一般来

说，那些快餐食物都很咸，因为在快速咀嚼和吞咽时，味蕾来不及

体会食物的原味，也来不及充分体会咸味，所以口味必须要调味很

重才能觉得好吃。多咀嚼，还能让人更好地体会食物本身的美味，

不需要那么多的咸味和甜味调味品。米饭、馒头越嚼越甜，原味蔬

菜认真嚼嚼也有一种清爽的甜香。

第二，对于同样一种食物，如果更细致地咀嚼，不仅有利消化

，还容易控制食欲。口腔加工是消化过程的开始。食物被嚼碎，并

和唾液混合形成食团。唾液中含有少量酶类，特别是唾液淀粉酶，

可以对淀粉进行少量的消化。胃里有胃蛋白酶，它们作用于鱼肉蛋

类，能释放出少量氨基酸和小肽。

所以，食物咀嚼得细，就会更容易产生“早期消化产物”。这

些小分子会给身体“报信”，让身体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从而更有

针对性地释放相关的消化液，并通知各器官做好处理相应食物成分

的准备，使消化吸收更为顺畅。

第三，多咀嚼几次，延长进食的时间，还能让大脑有更多的机

会来了解自己到底吃进去了多少东西。否则，若吃得太快，大脑来

不及充分感觉到饱，就已经摄入了过量的食物，直到胃肠里的“物

理感受器”觉得胀了再停嘴，就晚了。

真正容易长胖的是

那些容易咀嚼的食物

还要强调的是，所谓多咀嚼，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同样的

食物增加咀嚼，二是多吃需要咀嚼的食物，两者都有意义。选择需

要嚼才能咽下去的食物，就不需要自己刻意控制咀嚼次数了，只需

要选择正确的食物，自然就能让进食速度降下来。

真正容易让人长胖的，都是那些特别容易嚼、特别容易咽下去

、吃起来可以速度很快的东西，比如饼干曲奇、蛋糕慕斯、面包奶

黄包……哪个很耐嚼？碳水化合物爱好者喜欢的那些东西，能暴食

的那些食物，都是可以快速吞下的食物。

反过来说，那些需要更多咀嚼的食物，往往不太容易让人多吃

。比如说，生胡萝卜、西蓝花、青菜、燕麦粒等。黑米、红米等糙

米和精白米相比，就明显需要多嚼几次才能咽下去。

同样都是肉，那种脂肪渗入肉丝当中的软糯多汁的肉，和那些

需要用力嚼的瘦肉，哪个容易多吃？不信您琢磨一下，五花肉、排

骨和肥羊、肥牛的口感，再想想鸡胸肉、牛腱子的口感。

糖尿病人可以多咀嚼食物

不必为控血糖而囫囵吞枣

多咀嚼对餐后血糖的效果比较不确定，目前大部分研究并未发

现多咀嚼能降低餐后血糖，甚至对碳水化合物类食物来说，多咀嚼

可能会增大消化前期的血糖变异性，使血糖升高稍微早一些，降低

也稍微早一些。嚼烂了之后，食物颗粒小了，更好消化了，被唾液

淀粉酶作用得更充分了，碳水化合物的血糖上升速度理应上升快一

点。

但一项实验表明，如果按血糖曲线下面积来算，不同咀嚼性的

碳水食物之间差异并不太大，比如米饭和年糕。也许有些人会有点

失望，原来细嚼慢咽不能降低血糖反应啊？其实不用失望，这些研

究结果至少能说明，多咀嚼并不会让你血糖反应更高。所以，糖尿

病人也可以认真嚼烂食物，不必为了控血糖而囫囵吞枣。

总之，细嚼慢咽，降低进食速度，既能让人更好地体会食物的

味道，又能帮助人们控制食欲，还能降低对盐、糖调料的需求。而

选择需要咀嚼的食物，也能帮助人更好地控制食量。

认真咀嚼有益健康，也有益预防肥胖，这个结论是没错的。

细嚼慢咽，对减肥和控血糖有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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