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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本報記者黃梅子）拜登總統上台
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將所有駐紮在阿
富汗的美軍撤回美國，總統沉痛地說，
不能將美國的下一代再無謂地犧牲掉了
。說起來，這個阿富汗還真是厲害啊，
無論什麼大國去打阿富汗，最後都是灰
溜溜地走人，所以阿富汗也被稱為帝國
墳場。自古以來亞洲有無數的強大帝國
曾經佔領過阿富汗，比如波斯帝國，亞
力山大帝國和大唐帝國。但是沒有一個
帝國能夠長期支配阿富汗，最多也只是
短期的佔領。

蘇聯和美國也出兵入侵過阿富汗，
當世界霸主遇上並不是很強大的阿富汗
，為什麼反而會被它拖垮呢？

阿富汗位於亞洲中南部，是亞洲各
個文明進行交流的交通要道，從這裡出
發，向東可以到遠東文明區，達向西可
以到達波斯文明區，向南可以到達印度
文明區，向北可以到達中亞文明區，正
是因為擁有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
歷史上的許多強大帝國都將阿富汗地區
定為擴張的目標。佔據了阿富汗，便相
當於打通了進軍整個亞洲大陸的一個堅
實基礎。

只是阿富汗全境多為高原山區，地
勢險要而環境惡劣，居住在這裡的居民

也以強悍尚武而著稱，所
以歷史上佔領了阿富汗的
帝國似乎都沒有好下場，
從公元前4世紀的亞歷山大
到20世紀80年代的前蘇聯
，2000 年間數個帝國與征
服者都在阿富汗遭受了挫
折，並從此走向衰落乃至
滅亡，阿富汗似乎對大國
的戰略計劃施加了“魔咒
”：只要覬覦阿富汗，就
會引火燒身，最終導致自
身走向衰亡。這一屬性讓
阿富汗獲得一了響亮的外
號：帝國墳場。
阿富汗民風彪悍、再加上

地形複雜，人民非常善於
游擊戰，所以很容易把外
國軍隊拖垮。如果說僅僅
擊退了歷史上某個大國的
入 侵 ， 就 可 以 被 稱 之 為
“帝國墳場”，那越南也
該是（擊退過漢明法美）
，南非也該是，朝鮮也該

是，埃塞俄比亞也該是，二戰前的日本
也該是。而且有些國家的戰績比阿富汗
更好看，可為什麼獨獨阿富汗被稱為帝
國墳場呢？

阿富汗號稱中亞的十字路口，偏於
內陸，國土多山，信奉伊斯蘭教。阿富
汗本國的軍力實際很弱小，近代一直頻
繁被侵略而不是出擊就足以證明，但是
民眾很能忍。侵略軍往往能迅速正面擊
破阿富汗的正規軍，但是無法徹底剿滅
阿富汗抵抗武裝。

阿富汗總是能贏到最後，靠的不是
打敗敵人，而是拖死敵人。這點和越南
很相似，迫使敵人意識到抵抗運動會永
遠無休無止，戰略上會一直失血而不是
收益所以主動撤軍。

由於阿富汗處於中亞、東亞、南亞
和西亞的交叉點，也許是歷史巧合，往
往處於兩方大國角力的焦點位置，要么
是英國和沙俄，要么是美國和蘇聯。當
一方試圖進行控制時，另一方總有辦法
對阿富汗進行各種超出阿富汗本國國力
的支援，導致陷入其中的一方不得不與
阿富汗游擊隊抵抗軍在崇山峻嶺之間打
一場顯示不出武器代差的低級別的長期
消耗戰爭。類似情況中國也有過，當年
國共打仗時胡宗南幾十万精銳部隊就被

拖死在陝北。
阿富汗在歷史上打敗過英國、蘇聯

和美國等大國，首先我們來看近代英阿
戰爭，英國的失敗：

以第二次英阿戰爭為例，那是1878
年至1880年間發生的英國與阿富汗之間
的戰爭，由於當時的沙皇俄國置身事外
，拒絕出兵援阿富汗，兩個月英軍就佔
領了阿富汗全境，但隨後英軍在阿富汗
民眾的游擊海洋裡堅持了兩年被迫撤離
。

首先阿富汗的地理和宗教因素就極
不適合海權強國和基督國家的介入，容
易激起猛烈的抵抗。歷史上進入阿富汗
的通道也很有限，英軍數次進攻阿富汗
都面臨後路被截斷的窘境。且阿富汗本
國的土地貧瘠、資源又少，駐軍從外部
獲得補給的代價巨大。駐守大國會面臨
高昂的治安維穩成本。
接下來說說蘇聯的失敗：

1979年蘇軍閃電入侵阿富汗，僅僅
一周，蘇聯就快速地拿下了阿富汗；但
隨後，蘇軍重複了英軍的錯誤，陷入了
在異域與異族人在山區長期打游擊的泥
潭。
最後的致命一擊來自自家後院起火，戈
爾巴喬夫上台後的蘇聯政權顯示出搖搖
欲墜的架勢，1989年蘇聯自動從阿富汗
撤軍，此時離蘇聯解體僅剩2年多。
蘇軍最初完成對阿富汗的佔領後，馬上
扶持了親蘇政權，並立即將進攻矛頭指
向以反政府武裝，展開了“全面進攻”
。游擊隊則根據內線作戰的優勢，在阿
富汗的崇山峻嶺間廣泛開展游擊戰，使
蘇軍摩托化部隊無法發揮其兵力兵器優
勢，被迫停止全面進攻。

隨後蘇軍開始“重點進攻”，目標
指向游擊隊的主要根據地，實施“掃蕩
”和“圍剿”，但阿富汗堅持游擊戰，
在蘇軍大掃蕩之後又回到根據地，並不
斷發展壯大，迫使蘇軍放棄“重點進攻
”。

1986年，雙方邊打邊談，整體局勢
形成了 蘇軍控制主要城市與交通線、游
擊隊控制廣大農村，“農村包圍城市”
，但雙方均不能短期取勝的僵持狀態，
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蘇聯在阿富汗的戰事經年累月久拖不決
，在國內國外也逐步引發了巨大的輿論
壓力，鑑於整體局勢的變化，戈爾巴喬
夫最終在1988年同意蘇軍將逐步撤離，

1989年2月撤軍完畢。
蘇聯若想徹底消滅阿富汗抵抗力量大約
需要50萬軍隊，但阿富汗的地理因素和
運輸制約限制了蘇聯只能在阿富汗供應
大約10萬軍隊的作戰，而且是輕裝的摩
托步兵師，高峰時期也不過12萬人，補
給主要通過2~3條戰略公路艱難維持，
由於阿富汗國土有五分之四都是山地，
所以運輸補給的車輛是阿富汗游擊隊絕
好的襲擊目標。

蘇聯也缺乏有效手段阻止別國向阿
富汗抵抗力量提供支援，當然蘇聯也是
有幫手的，那就是自己為傀儡政權訓練
的皇協軍——阿富汗國民軍，不過國民
軍在蘇軍撤離後被塔利班擊垮。
從戰損比上看，蘇軍的戰鬥力其實極其
厲害。十年間，蘇軍傷亡累計 5 萬人
（戰死約 1.2 萬），但是阿富汗的死亡
則在 50 萬~130 萬，我不知道這是不是
阿富汗全部包括國民軍的數量，還有
550萬阿富汗人（國民總數的1/3）流亡
國外成為難民。因此蘇軍在阿富汗的戰
鬥，應該是很英勇的，至少比大英帝國
在平原上和阿富汗人面對面都能被打敗
不可同日而語，蘇聯在阿富汗絕不是輸
在戰斗上和士氣上，而是輸在戰略上，
輸在自己國內的問題上。

-由史可鑑，戰爭初期，大國想一
舉擊破阿富汗的正規軍力往往難度不大
，扶持一個傀儡也不難，但難在幾個方
面。
1.沒有切斷阿富汗外援
2.無法得民心
3.不服水土，不適應山地游擊戰
4.長期超支國力
我們再來說一下美國：

美國在戰爭初期的道義上和輿論上
其實是佔據很大優勢的。那時候剛剛遭
受了911恐怖襲擊事件傷亡慘重，小布
什委員長的國民政府之前本是弱勢政府
，此事後則通電全國表示地無分南北、
人無分老幼，皆要反恐作戰，結果國內
記者一反常態都是愛國愛黨的表現，國
際上的輿論也是一片同情，小布什居然
翻身成了強勢政府。

軍事技術上的優勢使得美國人同樣
勢如破竹得擊潰了阿富汗塔利班軍隊，
代價幾乎微乎其微。但阿富汗不是一個
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而是部族制的
國家，中央的軍隊垮了，但是底層的部
族長老們不服，長期堅持打游擊戰，慢
慢地拖垮美軍。

美軍也有自己的優勢。首先是精確
打擊能力，相較於前蘇聯，美國的精確
打擊能力的確可以降低傷亡，而不至於
激起很大的民憤；針對山地作戰，使用
了鑽地炸彈和雲爆彈藥。不過徹底清剿
還是很難做到，因為空軍炸彈管夠，地
面部隊不足。

美軍像蘇聯一樣，扶持起來一個親
美的政府，也同樣在訓練著皇協軍的阿

富汗國民警察部隊。在民心爭奪上，似
乎吸取了曾經過來人的不少教訓，盡量
不去招惹阿富汗人的宗教信仰，而是依
靠阿富汗國民軍去搜索清真寺等敏感目
標區。不過殺人少並不能抵消 那“侵略
者+異族人+異教徒”的光環還在頭上帶
著，時間久了總會有足夠多的極端主義
年輕人願意搞聖戰。

最後一個，國力超支，這個幸虧美
國的家底比1989年的蘇聯家底厚得多，
不過家底厚只能代表能挺的更久，失血
對身體的負面影響略輕微，而不代表國
力超支的問題本身能解決。過分的透支
，會影響到美國在其他方向的力量和經
濟增長，。美軍的技術優勢太強，比70
年代的美軍自己和80年代的蘇聯軍隊強
得太多，強十倍都不止，而且經濟底子
太好，但這反過來也是個缺點，讓美國
以為技術上的優勢可以彌補戰略上的擴
張失誤。

阿富汗國民軍的實力正在慢慢提升
，周邊國家包括中國也願意幫牠戰後重
建，建立一個世俗化的國家。美軍也逐
步把維護治安等工作轉交阿富汗現政府
，既可以減少美軍傷亡，脫離阿富汗，
也能保住這個“槍桿子下出民主”的親
美政權，這起碼說明美軍做的比前兩任
征服者做的要好得多。

阿富汗就屬於那種看似香餑餑但是
吃下去不好消化那種，沒有那胃口就容
易被噎死，要么你練就一副鐵齒銅牙，
要么只能極其耐心得長時間慢慢磨慢慢
啃。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英國、還是蘇
聯，亦或是現在的美國，都難以消滅在
阿富汗人心目中的仇恨情緒，除了侵略
者屬性，還有異族人屬性和異教徒屬性
，都是來者不善，帶著征服者的態度，
說不定還是來佔便宜的。蘇聯在阿富汗
那麼多年，居然都不肯花錢給人家好好
修條路，給別人方便，也給自己補給方
便。

長期駐軍在阿富汗失血的結果，會
讓很多大國覺得難堪，猶如一塊雞肋，
看著駐守在四通之地，實際上卻無法有
效控制反而被牽制兵力，本指望能威懾
四方，卻不想自身深陷泥潭。如果一直
處理不好在阿富汗的實際收益和損失的
失衡問題，最終的結局一定是有人忍不
住要撤軍。不管是奧巴馬還是戈爾巴喬
夫，換成其他人也一樣。

要介入阿富汗，最好不要是侵略者
的身份，如果是以建設者和幫助者的名
義介入是最好不過的（美軍的口號是解
放者，也算有效果的）。同時要對阿富
汗周邊國家都實行友好關係——當然也
盡量要同阿富汗本國政府的關係特別好
——以免在佔據這個十字路口時被四面
圍攻。

美南國際電視15.3《生活故事會》

帝國墳場阿富汗

(本報休斯頓報
導) 以為社區民眾提
供醫療服務而著名的
希望診所，近年來與
社區多方結合，每年
舉辦回饋社區活動，
多次在其位於中國城
的總部一樓分發食物
、水、洗手液、袋子
、口罩、新冠疫情健
康教育等給需要的社
區民眾。此次，則是
為 小 朋 友 返 校 (back
to school)舉辦活動，
時間是在 7 月 30 日(
星期六)上午 10 點至
下午 2 點，地點於蓮
花廟寺，歡迎家長們
帶孩子參與。

學童返校活動將
邀請小朋友們帶著自
行車、踏板車或滑板
來參加活動， 將獲
得免費的頭盔，並贈送免費500個背包及學習用品。

活動內容還包括: 血糖和膽固醇篩查，糖尿病患者可免費獲
贈血糖儀(由VAPhA提供)、登記WIC計劃，Amazon SNAP援助
計劃，免費視力篩查、為5歲以上及成人提供新冠病毒疫苗(任
何劑次包括加強劑)

活動時間: 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10 點至下午 2 點。
活動地點: 蓮花廟寺(6709 Sugarland Howell Rd, Houston,

TX 77083)
關於希望診所

希望診所是一家全日制聯邦認可的健康中心（FQHC，
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每年有十萬以上的患者到希
望診所就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希望診所為弱勢民眾提供醫
療保健服務，無論患者的支付能力如何，希望診所會為那些沒有
投保、投保不足、或是英語能力有限的民眾和低收入患者提供服
務。
希望診所(HOPE Clinic)成立於2002年，目前已有近300位醫療專
業人員，為休斯頓第二大聯邦合格的健康中心，診所在指定的醫
療服務欠缺的地區(MUA)內建立富有同情心的醫療保健服務，希
望幫助社區民眾的醫療與健康。

希望診所的使命，是在文化和語言能力上為大休斯頓的所有

民眾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診所接受各種保險及沒有保險的人，
包括 Medicaid， CHIP， 以及 Medicare。甚至，希望診所還可以
幫助病患申請Medicaid和CHIP，讓民眾幾乎不需要費用就可以
涵蓋醫生就診、住院和處方費用，而且全年都可申請。這項協助
，讓許多低收入病患受惠良多。
多種語言溝通

希望診所的獨特之處，還在於診所能夠以30多種不同語言
提供服務，讓患者能以自己熟悉的語言與醫師溝通，包括：中文
、廣東話、英文、越南語、韓語、緬甸語、阿拉伯語、和西班牙

語等等，希望能了解病患的情況和需求， 將病患與醫療專業人
員聯繫起來，對患者健康情況有充分了解。

同時，希望診所的時間非常靈活，也比許多醫療單位的工作
時間來得長，包括星期六的時間，診所按照病患的日程安排幫病
患看診。民眾可以打電話預約，也可以在需要時來到診所獲得所
需的幫助。

希望診所電話：713-773-0803(可選擇中文)，希望診所總部
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120, Houston, Texas 77036

學童返校(back to school)活動 週六於蓮花廟寺舉行
贈送免費背包及學習用品並提供新冠疫苗

⼩朋友們帶你的⾃⾏⾞, 踏板⾞或滑板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將獲得免費的頭盔!
⾎糖和膽固醇篩查, 糖尿病患者可免費獲贈⾎糖儀(由VAPhA提供)

為5歲以上及成⼈提供新冠病毒疫苗(任何劑次包括加強劑)
登記WIC計劃, Amazon SNAP援助計劃, 免費視⼒篩查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STAR & Texas 
Health Steps Programs

免費500個背包,
 學習⽤品

Sponsors:

Participants:

星期六
2022 年 7 ⽉ 30 ⽇
上午 10 點⾄下午 2 點

蓮花廟寺
6709 Sugarland Howell Rd, Houston,

TX 7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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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秦鴻鈞 ）想開店做生意的準老
闆、老闆娘請留意。 「凱旋地產」的阿芳為您
提供以下最新地產消息--

位於休斯敦中國城心臟部位的王朝商場出
租一樓店面，發財好位置，單位靠近Corporate
大街，大落地玻璃窗，寬敞明亮，14呎層高，
數以百計的停車位.目前有2300呎左右可供出租
。價格實惠，租期靈活。歡迎有意向的老闆聯
繫

芳姐洽談: 281-928-6080
" 看 另 王 朝 二 樓 有 3 個 辦 公 室 出 租 ，

1200-1600/呎，其中兩個可打通。
每一位成功的地產經紀，都有他成功的心

得和歷練，而德州房地產全職經紀人阿芳（Su-
san Chang ),她的成功，則來自她不同凡人的歷
練和啟發。自1998年從北京來美定居，迄今已
二十年有餘。不同的是，期間她曾輾轉數個國
家和地區，如美國加州洛杉磯，澳大利亞的珀
斯，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和亞洲四小龍之一的
新加坡，直到今天的德州休士頓。

這四次的搬進搬出，每個人避之唯恐不及
的麻煩，對於阿芳，卻成了她無形的資產，她

日後走入地產業的珍貴經驗和心路歷程。因為
她每搬一次家，她都會經歷一次買房和租房的
過程，因此，她比任何經紀更了解其中的步驟
和過望將來有機會可以幫到有遷居需要的朋友
，不論是在美國跨州遷移或是國際之間的的工
作調動或是移民落戶她都頗有心得。

除了本身的歷練，對房地產行業的熱愛，
使她從業近五年，不僅累積了豐富的房地產買
賣和租賃經驗，也使她建立了良好的專業人士
關係網。再加上她自身的學位經驗— 她擁有
University of Houston 行為科學學士學位，使她
在談判及社交中運籌帷幄，了解客戶心理並促
成雙方滿意的交易。因此，阿芳（Susan Chang )
在休士頓經紀人協會的客戶評分高達4.95/5。

阿芳表示： 她非常感謝眾多熱情洋溢的客
戶給他五星的鼓勵。在業界一路走來她都是以
客戶的需求作為自己的首要原則，她認真聽取
了客戶的需求，並以自己專業的素養和經驗為
客戶提供建議，使客戶能快速的作出決定，順
利搬遷落戶或投資置業

阿芳的業務範圍包括整個大 Houston 及其
周邊區域。包括：Memorial City, Spring Branch,

Sugar Land, Katy, Medical Center, Heights,
Galleria, Energy Corridor, Cypress, Bellaire,
West University, River Oaks, Pearland。她將
為您提供下列服務：
. 精準市場估價
. 推薦可靠的裝修師傅
. 提供房子的歷史以及周邊信息
. 處理所有所需文件資料
. 談判價格並為客戶爭取最大利益
.協調過戶手續
. 介紹保險稅務機構
.Open house
. 精美宣傳資料
. 使用付費免費英文中文媒體促銷
. 精英團隊合作
. 管理房產：催繳房租、定期查房、協調修
理
休士頓讀者如果有買房、賣房、出租管理的
需求者，請立即聯絡本刊鄭重推薦的阿芳
（Susan Chang )和她的團隊，您將會很快對為人
坦誠、大氣的阿芳留下深刻的印象，並接受她
專業、嚴謹的服務。

阿 芳 — 金 非 地 產 投 資 電 話/短 信 ：
281-928-6080， 微 信 ： Karonsuka2819286080,
郵箱：susanchanghouston@gmail.com

「凱旋地產 」 最新地產消息
五星級地產經紀阿芳，為客戶爭取最大利益

圖為阿芳近期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攝圖為阿芳近期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攝。。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美食佳餚陪你歡度中秋節美食佳餚陪你歡度中秋節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冠疫情讓全世界的人
度過了一個難忘的2020、2021、2022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常工作，開會，上
課（網上進行），但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密切交

流，總覺得日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得單調
乏味。而宅在家久了，卻也發覺了過去忙亂生活
中忽略的美好～ 如 「美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外，更愉快的是

「外賣」 的樂趣 ! 同樣是花錢採購，為什麼不
品嚐一些更專業的師傅的手藝 ? 而在休士頓開
業 二十年的 「中美酒樓」 雖然位於休市西南
一隅，而不少的休市大老闆們，下班時寧可忍
受塞車之不便，也要趕到 「中美酒樓 」 買幾
道李老闆的拿手菜，再趕回Sugar Landt的家
，全家老小 「大塊朵頤」 一番，這是疫情期間
最大的樂趣， 「中美酒樓」 憑其地道的粵菜絕
活，讓這些宅在家悶壞了的人又重拾 「生」 之
樂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親自主㕑，所以
他的成品，絕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馬虎，
著名的招牌菜如：北京鴨、鹹魚煎肉、南瓜芋
頭炆臘味、芹菜什菇炒臘味、玉子豆腐、滑蛋蝦
仁、菜膽靈芝菇、豉椒或白灼桂花腸、節瓜粉絲
蝦米煲，以及特別推薦的菜色如：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釀三寶、西汁蝦球、羊腩煲等等
，該餐館還全天供應新推出的超值特價菜，每道
$5.5 元，歡迎品嚐，中秋節即將來臨，是闔家歡

度中秋節的首選。

「中美酒樓」位於Bissonnet 與Leawood
(Boone Rd. 往西一條街）交口，地址： 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 ）

498-1280

美國國務院委任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為2023年APEC商貿諮詢理事會主席
美國國務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於 7 月

25日宣布任命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Dominic Ng） 為 2023 年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組 織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
商貿諮詢理事會（ABAC）主席。作為2023年APEC
峰會的主辦方，美國有權委任當年的ABAC主席。
在職期間，吳建民將與其他商貿諮詢理事會代表一

同，為APEC的領導人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推動
區內經濟持續發展。

ABAC於1995年成立。每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經濟體最多可委任三位代表，目前，吳建民是美國
唯一的商貿咨詢理事會代表，同時也是 2022 年與
2024年的ABAC聯合主席。

擬議的規則將加強 「平價醫療法案」第1557條
，該條款禁止基於種族，膚色，國籍，性別，年齡
和殘疾的歧視。

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
部將宣佈一項擬議規則，以加強“平價醫療法案”
（ACA）第1557條，該條款禁止在某些健康計劃和
活動中基於種族，膚色，國籍，性別，年齡和殘疾
的歧視。

關於性別，包括性取向和性別認同，擬議的規
則將鞏固對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一致的針對歧視的
保護。 博斯托克訴克萊頓縣案。

加強這一規則是拜登 - 哈裡斯政府的一項重大
成就，並促進了有色人種社區，婦女，LGBTQI +個
人，殘疾人，英語水準有限（LEP）和老年人的性別
和健康平等以及公民權利。

HHS宣佈加強醫療保健領域非歧視保護的擬議規則

高血脂的危害很多，包括導致腦中風、肝功損害，破
壞人體抵抗力等。高血脂還是導致冠心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血脂與心腦血管疾病有密切關係：

1、高血脂會使血液粘稠度增高。高血脂會導致動脈血
管內膠原纖維增加和肝內膽固醇堆積，血液中的纖維蛋白
原與血小板粘連，形成微栓，使血液循環放慢、淤滯，血
氧供應受影響。

2、高血脂是造成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
）的主要原因之一。高血脂使血液流速變慢並在血管上產
生沉積，損害動脈血管內皮最終導致血管硬化，從而造成
冠狀動脈狹窄或堵塞，引起心絞痛甚至心肌梗死。

3、高血脂會導致高血壓。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形成以後
，血管的彈性降低，心肌功能也發生紊亂，緊張素轉換酶
也會大量啟動，誘使腎上腺分泌升壓素，導致血壓升高。

巴西原裝進口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含有大量的黃酮
類、萜烯類成分，具有很好的降血脂、淨化血液、保護血管的作
用。這類物質抗氧化性能很強，是對付自由基的有力武器，能保
護血管不過早變脆、變硬、失去彈性；對高血脂、高膽固醇、高
血液粘稠度有明顯調節作用。對動脈粥樣硬化有防治作用，能有
效抑制血栓形成、保護心腦血管、改善血液循環狀態及造血機能
。綠蜂膠還能使心臟收縮力增強、呼吸加深、血壓穩定，從動力
源頭對人體的健康活力提供保障。

臨床研究顯示綠蜂膠使血脂下降35%，總有效率達80%以上

。權威醫學機構進行了蜂膠治療高血脂
的臨床研究，療程2-3個月，結果患者
的血清甘油三脂、膽固醇均顯著下降，
平均下降 35%左右，總有效率在 80%以
上，且出現持續、累進的作用，更可喜的是對頑固性高血脂患者
也有效。世界許多國家的臨床研究均取得滿意效果，證實綠蜂膠
降低血脂療效確切、穩定，而無不良反應，是理想的天然降血脂
之品。
使心腦血管問題的發生綠明顯減少。高血脂症可以使心腦血管意
外增多。如果血脂水準下降1%，心腦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可下降

2%。因此，降低血脂水準是預防和治療心腦血管疾病的重要而
有效的手段。研究發現，高血脂症患者在使用綠蜂膠後，心腦血
管疾病的發生率可下降10-23%，起到保護心腦血管健康的作用
。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諮詢熱線：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 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與高血脂的調理
別讓血脂成為心臟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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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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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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僑鄉廣東

侨 乡 广 东

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
云推介与项目对接会举行

7 月 18 日，中国侨商投资 ( 广东 ) 大会云推

介与项目对接会在广州举行。会议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办。会议在深圳市、东莞市、中山市、

江门市、肇庆市设分会场。来自海内外 55 个国

家和地区的 300 多名知名华商参会。

据了解，此次云推介旨在让广大侨商朋友进

一步了解广东省最新的营商环境、投资机会、优

惠政策和资源优势，研大势赢先机，深交流促合

作，办实事强服务。今年 9 月，由中国侨联和广

东省政府主办的中国侨商投资 ( 广东 ) 大会将在

广州举行。中国侨商投资大会是中国侨联打造的

全新品牌，旨在为广大侨胞和地方政府搭建合作

共赢的平台，为新时代新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汇

聚侨界力量。会上，还举行了“中国侨商投资 ( 广

东 ) 大会线上系统”上线仪式。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贸促会、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中山市、

江门市、肇庆市分别作营商环境推介。

徐雯雯

广东美丽侨村：云浮市新兴县簕竹镇广东美丽侨村：云浮市新兴县簕竹镇
簕竹镇是云浮市新兴县华侨最多的乡镇之

一。簕竹镇现户籍总人口约 1.6 万人，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簕竹镇祖籍的海外华侨就有约 1.3

万人，占新兴县总华侨人数的 46%。   

今年以来，簕竹镇政府以美丽圩镇创建为契

机，不断加大“侨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共投资约 1000 万元，修缮了华侨叶氏先祖的镬

耳屋，建成华侨文化展馆、华侨文化广场、簕竹

古码头、“锦水拖蓝”观景台、竹文化长廊、华

侨古街、张珠故居等，打造华侨文化交流基地，

将红光社区着力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侨

村。讲好华侨家国故事，复现当年以著名爱国华

侨张珠为首的带领下，到南洋艰苦创业的情境，

弘扬爱国爱家精神；打造簕竹侨乡特色的“华侨

古街”和“骑楼风情街”，展现红光社区的侨乡

风情。至华侨文化展馆筹办以来，得到海外华侨

大力支持，奔走相告，热心捐出了 58 件文物用

于华侨文化展馆展览。

宗禾

红光社区华侨文化展馆

红光社区锦水拖蓝亲水平台

      近日，深圳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深

圳市国际职业资格视同职

称认可目录（2022 年）》，

试点开展国际职业资格视

同职称认可工作，允许持

有目录内国际职业资格的

专业人才（不限国籍、户

籍），视同为取得工程系

列相应职称，可按有关规

定申报高一层级职称评审。

     目录包括 25 项国际职

业资格，主要集中在工程

技术领域，涉及绿色建筑、

人工智能、勘察设计等专

业，覆盖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及中国香港、中国

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此举

迈出了深圳市国际职业资

格与国内职称制度有效衔

接的第一步，有助于进一

步释放制度红利吸引国际

化人才。

便
利
国
际
专
业
人
才
职
称
评
审

深
圳
出
台
国
际
职
业
资
格
认
可
目
录

      作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之

一，深圳近两年在实施高度便利化的境外专

业人才制度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22 年初，

发布《深圳市境外职业资格便利执业认可清

单》，允许持有清单内境外职业资格的专业

人员按照相关实施办法，在深圳备案登记后

执业，提供专业服务。首批清单涵盖 6 大领域，

包括税务师、注册建筑师、注册城乡规划师、

医师、船员资格、导游等 20 项职业资格。截

至目前，已有超过 400 名境外专业人才在深

执业。

相关负责人介绍，前期发布的执业认可

清单，重在打破执业壁垒，以直接免试备案、

以培代考、专业科目免考等方式，解决执业

准入难题，本次发布的目录是直接为国际专

业人才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下一步，深

圳将建立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优化职称评审

流程，并积极探索视同职称更多应用场景，

更好地支持国际专业人才来深创新创业。

李定

【美南新聞泉深】了認真落實習近
平總書記“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
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
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
提煉出來、展示出來”的重要指示精神
，助力文化強國、踐行文化強省，經過
幾年的精心創作，“書寫經典”——劉
興華書法展7月10起在甘肅美術館展出
。

文化強省之強，文化強民之強。此
次展出劉興華書法作品120余幅、理論
文章 10 余篇、以及多個出版物等內容
，主要以中國傳統文化、經典詩詞歌賦
、邊塞詩主，在內容提煉、藝術創作上
嚴格要求，充分展示了優秀傳統文化薪
火相傳的中國（甘肅）故事，以喜聞樂
見的書法形式，書寫了在甘肅傳唱千年
的詩篇，奏響了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
化自信的旋律。

據悉，此次展覽部分作品，將捐贈
給東鄉幾所希望小學，助力鄉村文化建
設和鄉村書法教育。

展覽得到了中國文化百年老店“榮
寶齋”的大力支持，恰逢榮寶齋成立
350周年，榮寶齋雜志隆重推出專刊、
專版助力宣傳，也是對甘肅文化工作者
、書法踐行者的大力支持。

展覽由甘肅省文聯主辦，甘肅省書
協、甘肅美術館、甘肅書法院承辦，讀

著文化（上海）公司、蘇州遠道文
化集團協辦，著名書法家、書法評
論家、策展人吳川淮策展，中國書
法國際傳播研究所擔當此次展覽的
學術支持單位。
甘肅省政協原副主席、甘肅省延安
精神研究會會長李沛文、甘肅省人
大原副主任程有清、甘肅省文化和
旅遊廳一級巡視員都偉、甘肅省文
化和旅遊廳二級巡視員王開江，中
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尚墨、甘肅省書
法家協會副主席張萬勝、李維君，
甘肅省書協副主席、蘭州市書協主
席汪志剛、甘肅省書法家協會顧問
、蘭州市書協原主席陳永革、蘭州
市文聯副主席秦萬虎、蘭州市書協
副主席、秘書長郎照玉、蘭州市書
協副主席趙望來等出席開幕式並剪
彩。
書法界、文藝界、社會各界300多
人參觀展覽。
劉興華藝術簡曆
劉興華，九叁學社社員。中國書法

國際傳播研究所所長助理，中國創意文
化業研究所所長助理。國家一級美術師
。中國人民大學文化業研究院特聘專家
，蘭州大學客座教授，甘肅政法大學客
座教授。獨立策展人。中國書法家協會
會員。中國楹聯學會會員，甘肅省延安
精神研究會會員。

書法理論：《從唐代楷書看佛教對
書法文化的影響》、《從孔彪碑探微漢
代刻石隸書的書刻意趣》、《叁國孫吳
碑刻《谷朗碑》書法考略》、北魏刻石
《賈思伯碑》書法賞析、從褚遂良《孟
法師碑》蠡識初唐銘石楷書。《藝術IP
：從中國書法說起》、《文化育苗：解
讀上海文創50條》等。

書法展覽：當代書畫百家作品展
（貴陽:2016）、紀念紅軍長征勝利 80
周年甘肅/江西書畫作品展（南昌：
2016）、啓航新時代——中國當代書畫
名家作品展（北京：2018）、新時代書
畫先鋒人物共慶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暨
第叁屆“古建與書畫之美”作品展（宜
賓：2019）、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七十周年暨第二屆“唐韻清風”書畫名
家北京國際邀請展（北京：2019）、慶
祝中國海軍成立七十周年暨“醉美青島
”國際書畫名家交流展（青島：2019）
、第七屆濟南藝術品博覽會（濟南：

2019）、慶祝中泰建交 44 周年暨中泰
藝術家聯合會成立二十周年“中泰一家
親”國際書畫交流展（泰國曼谷:2019
）、日本（東京）慶國慶七十周年書畫
展（東京：2019）、慶祝中阿建交 70
周年書畫展（北京:2019）、“和諧隴
原 體健民睿”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七十周年書畫攝影展（蘭州：2019）
、“大美無疆 共通共享”2019 中外文
化國際交流展（北京:2019）、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紀念一
代偉人毛主席誕辰126周年暨韶山國際
邀請展（韶山：2019）、2019“中韓墨
韻”韓中書畫名家交流展（韓國仁川:
2019）、國家藝術基金項目：寫意精神
——中國書法創作世界巡展（埃及:
2020）、以藝抗疫清美光華藝術家捐贈
作品展（榮寶齋：2020）等。

作品出版：啓航新時代——慶祝改
革開放 40 周年大型文獻類珍藏郵冊
（中國郵政）、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七十周年暨大型文獻類珍藏郵冊（中
國郵政）、非你莫“鼠”——中國當代
書畫百強主題明信片——中國當代書法
名家劉興華作品《福》、《梅華觀春》
（中國郵政）。《新媒體影響力指數報
告（2019-2020）》（中國社科出版社
）

書法發表：國家核心期刊《文化月
刊》70 周年特刊（2019 年 10 月刊）、
《榮寶齋》大型藝術月刊（2022年4月
）、《當代書畫百家作品邀請展作品集
》（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 年）、
《2019 中韓藝術名家書畫展作品集》
（韓國仁川美術館：2019）、蘭州日報
整版（2020年11月12日）。以及新華
網、人民網、中國網、央廣網、中青在
線、騰訊、搜狐、新浪等多次全面報道
。

作品收藏：書法作品被聯合國、文
化和旅遊部、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
、釣魚台國賓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
社會科學院、中國發展研究院、新華社
、中央電視台、半月談雜志社、泰國文
化部、泰國中華商會、中泰藝術家聯合
會、中國駐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埃及等多國大使館，阿爾巴尼亞、肯尼
亞等多國駐中國大使館，韓國仁川市政
府、韓國仁川美術館、日本東京都美術
館等單位和相關文化機構、文化名人、
收藏家收藏。

書寫經典——劉興華書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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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授

勳

名

單

金紫荊星章
林大輝 體育學院主席

銀紫荊星章
張家朗 劍擊

何詩蓓 游泳

李慧詩 單車

沈金康 單車隊總教練

銅紫荊星章
梁育榮 硬地滾球

鄧勵 香港賽艇協會前主席

鄭兆康 劍擊隊總教練

榮譽勳章
劉慕裳 空手道

李皓晴 乒乓球

杜凱琹 乒乓球

蘇慧音 乒乓球

梁鴻德 香港單車總會主席

陳江華 乒乓球隊總教練

陳劍虹 游泳隊總教練

Richard William Bishop 何詩蓓教練

Gregory Andre Maurice Koenig 男子花劍隊教練

William Nicholas Thomas 空手道隊總教練

楊世模 奧運港隊首席物理治療師

黃君恒 硬地滾球

劉慧茵 硬地滾球

王婷莛 乒乓球

陳浩源 羽毛球

郭克榮 硬地滾球隊總教練

陳栩 殘奧女子乒乓球隊教練

劉南銘 殘疾人羽毛球隊總教練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李思穎 單車

梁淑盈 殘疾人全運游泳隊教練

李銘業 乒乓球

唐志銘 乒乓球

張淬淇 游泳

黃漢彥 游泳

3232名體育界人士名體育界人士獲授勳嘉許獲授勳嘉許
對香港體育貢獻被認同和肯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東亞盃最後一
輪比賽於27日順利完成，港足以0：1不敵國足，
成為賽事“三零部隊”。

港足在頭兩場比賽先後以0：6不敵日本，及
0：3不敵韓國，是役面對上輪以0：0悶和日本的
國足，一直能與對手拉成均勢。上半場12分鐘，
國足中場戴偉浚開出角球，蔣聖龍頭球攻門被港
隊的梁冠聰在門前解圍；至於港足在上半場完場

前亦有一次黃金機會，安永佳在球隊一次角球攻
勢中門前起腳，可惜被國足門將韓佳奇擋出，雙
方半場踢成0：0平手。下半場港足在初段反佔得
上風，一直壓着國足但卻未能製造太多具威脅埋
門，到67分鐘，孫銘謙解圍時省中國足球員，球
落在國足前鋒譚龍腳下，這位34歲射手直接抽射
建功，助國足以1球淨勝港足，以3戰得4分排第
3名結束今次東亞盃比賽；至於港足3戰全敗，沒

有入球並失掉10球，以0分排第4位結束賽事。
然而，港足今場比賽表現其實尚算不俗，數

據上球隊全場有15次射門，較國足的6次還要
多，但全場僅兩腳中目標，顯示在把握力上仍有
很大進步空間。

同日較後時間比賽，日本以3：0擊敗韓國，
賽後以3戰得7分，1分反壓韓國獲得今屆賽事冠
軍。

譚龍一箭定江山 港足僅負國足表現有交代

◆譚龍（左）在比賽中射門。 新華社

李慧詩在去年東京奧運場地單車爭先賽奪
得銅牌，連同2012年倫敦奧運的凱林賽銅牌，
個人運動生涯共累積兩面奧運獎牌，雖然年屆
35歲的她早前表明會逐漸淡出運動員身份，不
過為社會作出貢獻的目標卻未曾改變。

正在日本備戰當地賽事的李慧詩希望繼續以
生命影響生命，為社會帶來體育獨有的正能量：
“首先想多謝政府對運動員的支持及肯定，亦多
謝奧委會、體院及總會的工作人員，在我參與的
三屆奧運會給予我很多照顧和幫助，希望運動員
的精神可以繼續影響這個社會，帶給大家正能
量，大家都要加油！”

沈金康：
榮譽屬於熱愛單車運動的人

香港體壇近年成績斐然，去年的東京奧運更

是取得一金兩銀三銅的歷史性佳績，來到今年

的授勳名單香港體育界亦是大豐收，有32名

運動員、教練及體育界人士獲頒授勳銜或被

嘉獎，當中包括李慧詩、張家朗、何詩蓓

及劉慕裳等一眾東奧英雄，他們均認

為獲得授勳是對本地體育貢獻的認

同和肯定，希望未來繼續以運

動員精神為社會帶來正能

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張家朗：
對獲銀紫荊星章感到光榮

李慧詩：盼繼續為香港帶來正面影響

香港單車隊能夠在近20年間攀上世
界頂尖之列，總教練沈金康絕對功不可
沒，多年來培養出黃金寶、郭灝霆、黃
蘊瑤及李慧詩等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的出色運動員，在奧運、亞運及全運等
大型賽事奪獎無數，目前身在日本的他
將榮譽歸功於團隊及所有支持本地單車
運動的市民：“我接到獲授銀紫荊星章
的消息後十分激動，作為一名單車教
練，我的工作十分平凡，培養運動員在
國際賽事為港爭光是每位教練該有的責

任，能夠拿到好成績主要是因為運動員
的艱苦付出，是他們追求理想的激情，
激勵了我和整個團隊。銀紫荊星章的真
正獲得者應該屬於所有教練團隊、按摩
師、機械師、科研人員、香港單車總
會、體院同事以及支持我們的廣大市
民。”

沈金康更強調香港單車隊不會滿足
於現狀，會在政府及各界支持下爭取更
多獎牌，尤其是明年在杭州舉辦的亞運
會。

現年 25 歲
的張家朗已成
為香港體壇的
重要“icon”，
先是去年勇奪
東 京 奧 運 金
牌，早前又歷
史性摘下世錦
賽銅牌，多場
熱血反勝更成
為經典，對於
今次獲頒授銀
紫荊星章，張
家朗表示是一
個額外獎勵：
“能獲頒銀紫
荊星章我感到
十分光榮，這
是對我努力的
一個證明及額
外獎勵，覺得
十分榮幸和開
心。”

鄭兆康：
對自己多年努力的肯定對自己多年努力的肯定
香港劍擊隊近年獲獎無數，去年東京奧運更於男子花劍個人

賽歷史性奪金，作為總教練的鄭兆康在今次授勳亦成為銅紫荊星
章得主，作為前國手的他在輪椅劍擊及劍擊隊任教超過20年，他
表示今次獲獎是對自己多年努力和付出的肯定：“多謝政府頒銅
紫荊星章給我，這是對我在香港劍擊界多年努力的認同和肯定，
我很慶幸自己可以看到香港劍擊運動正向着健康向上的勢頭發
展，這份獎勵會成為我繼續努力工作的動力，希望通過各界共同
努力繼續幫助香港劍擊發展。”

隨着東奧熱潮後更多年輕一輩參與到劍擊運動當中，加上訓
練環境及配套愈趨完善，鄭兆康相信香港劍擊運動發展會愈來愈
好。

李思穎：
望延續香港單車榮耀
香港單車隊新星李思穎

去年在全運會創造歷史，成
為首位奪得全運會女子公路
賽金牌的香港車手，年僅21
歲的她今次獲頒發行政長官
社區服務獎狀，李思穎感謝
教練和隊友成就了今天的自
己：“沒他們支持和配合是
無可能在全運會成功得獎，
希望未來有更好成績，為香
港及單車隊爭光。”

◆◆李慧詩獲銀紫荊星章李慧詩獲銀紫荊星章。。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沈金康獲銀紫荊沈金康獲銀紫荊
星章星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鄭兆康獲銅紫荊星章。資料圖片

◆張家朗獲銀紫荊星章。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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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小时候去饭店，父母问我想要吃什么，我总

是会回答，鱼香肉丝。

然后，我就会迎来两双“无可救药”的眼神

。毕竟，在我当时生活的城市里，鱼虾蟹贝才是

主流美味。

但是，鱼香肉丝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很有

吸引力啊。

醋的酸、糖的甜、姜的辛，再加上一点点辣

味，各种味道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既能满足肉食主义者，又能恰到好处的下饭

，更何况看起来红红绿绿、黑黑黄黄，颜色十分

艳丽。

长大之后，去过很多城市，也吃过许多不同

的鱼香肉丝，这才发现，在相似的外表背后，隐

藏着不一样的味道和灵魂。

01鱼香肉丝里的鱼到底在哪儿？

关于鱼香肉丝，有个经典段子。说的是一个

人在饭馆点了道鱼香肉丝，但翻来翻去，只发现

了猪肉丝，并没有见到鱼，于是叫来厨师质问。

厨师也不含糊：“鱼香肉丝里头哪来的鱼？如果

和鱼相干，你把我脑壳砍了！”

鱼香肉丝里没有鱼、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既然没有鱼，为什么还要

叫鱼香肉丝呢？

鱼香肉丝是川菜的代表之一，但出现不过百

年时间。晚清的《成都通览》《四季菜铺摘录》

等川菜菜谱中都还没有鱼香肉丝的影子。

《四川省志· 川菜志》中认为，鱼香肉丝是

在1911年由川菜厨师首创。

汪曾祺先生曾在《川菜杂忆》中写道：1948

年他曾在北京大学宿舍寄住过半年，常去吃一家

四川小馆子，点得最多就是回锅肉、鱼香肉丝等

大路菜。

在民国时期，鱼香肉丝不仅成为四川家庭的

常见饮食，还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了。

至于鱼香肉丝里到底有没有鱼？有两种说法

。

四川作家车辐所著的《川菜杂谈》中写道：

“用二荆条与鲫鱼同泡于菜坛内，保鲜长久，质

地脆健，咸香味微带酸，余味回甜。鱼香味泡海

椒是做菜必不可少的作料，要做好鱼香味的菜肴

，就在马路边、幺店子的小馆子中，也可吃到很

爨味的鱼香味道。”

按照1990年出版的《四川泡菜》一书的说法

，泡鱼辣椒是将活鲫鱼与二荆条辣椒同泡，经一

至两个月而成。

很多人以此为据，认为鱼香肉丝也是有鱼的

。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认为，鱼香肉丝这个名字

来源于四川人最传统的烧鱼方式。泡红辣椒、葱

、姜、蒜、糖、盐、酱油等调味，此法源出于四

川民间独具特色的烹鱼调味方法，而今已广泛用

于川味的熟菜中，具有咸、酸、甜、辣、香、鲜

和浓郁的葱、姜、蒜味的特色。

而从实践经验和历史资料中来看，绝大多数

鱼香肉丝都是没有鱼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鱼香味型的菜品开始

在菜谱中大量出现。

无论是重庆市饮食公司编的《重庆名菜谱》

还是成都市饮食公司编的《四川菜谱》第二辑，

出现的鱼香菜用的都是普通泡椒。

不过，《四川菜谱》第三辑中记载的鱼香肉

片，提到了要用泡鱼辣椒。

以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因为鲫鱼与辣椒同

泡，虽然可以增鲜，但对泡菜环境和操作有一定

要求，做起来比较麻烦，实际增鲜效果也不明显

，所以这种做法也就渐渐被人舍弃了。

而鱼香味的菜品却成为川菜的一大支柱。除

了鱼香肉丝，还有鱼香肝片、鱼香豆腐、鱼香蛋

饺、鱼香八块鸡、鱼香腰片、鱼香海参等等。

02一盘完美的鱼香肉丝该是什么样的？

虽说是家常菜，但鱼香肉丝其实特别考验掌

灶者的基本功。

江湖传言，鱼香肉丝是三级厨师的必考菜。

不过厨师证考试早已改革，既没有三级厨师，考

试的菜品也可以自己选择了。

但鱼香肉丝对厨师的考验仍然是实打实的，

刀功、调味、火候都在这道菜里集中体现。做好

鱼香肉丝，不能说你就是个优秀的厨师了，但至

少是个合格的厨师了。

做好鱼香肉丝，从食材上就要讲究起来。

千古之谜，鱼香肉丝里到底有没有鱼？

鱼香肉丝独特的味道，最大的功臣就是泡椒

。四川泡菜发酵是典型的乳酸发酵，乳酸菌赋予

了各种泡菜独特的风味。

泡椒也不例外，它的乳酸香是鱼香肉丝中最

难以取代的风味。

但是离开四川，这种泡辣椒就不太容易买到

，所以也可以用郫县豆瓣酱加以替代，因为豆瓣

酱就是用70%的泡椒和30%的蚕豆发酵六个月而

成的。

也正因为此，豆瓣酱的味道更重、香气也更

丰富，做出来的鱼香肉丝与泡椒还是有所区别。

要使泡椒的味道发挥到最大，还需要葱姜蒜

的配合，浓郁的葱姜蒜气味，也是鱼香肉丝的特

点之一。

肉的话，最常用的就是猪里脊肉，口感嫩，

也很容易切出漂亮的肉丝。也有人偏爱后腿肉，

因为吃起来有肉的弹性，不过后腿上的筋膜较多

，肉丝容易切的不太整齐。

切好的肉丝用盐、料酒、生抽打一个底味，

再浇上水淀粉拌匀。在加热过程中，淀粉可以保

护肉丝的水分不流失

，使肉丝不会变老。

至于配菜，最开

始鱼香肉丝是没有配

菜的，后来出于丰富

口感和平衡成本的考

虑，结合四川当地的

物产，加入青笋丝、

木耳丝或者冬笋丝。

都是些吃起来脆脆的

蔬菜。

糖、保宁醋、料

酒、生抽、水淀粉混

合成碗汁，构成了鱼

香肉丝酸酸甜甜的味

道。因为鱼香肉丝最

后要快速翻炒出锅，一样一样加调料肯定是来不

及的，事先做碗汁是最方便的。

接下来就是对火候的考验了。锅中宽油烧热

，下肉丝，炒散变色之后迅速盛出来。

锅中留底油，小火将泡椒和葱姜蒜煸出香味

，倒入肉丝和配菜迅速炒匀，淋入碗汁转大火，

迅速翻炒至汤汁浓稠即可出锅。千万不要恋战，

一旦过火，肉丝就容易变老。

完美的鱼香肉丝，根根分明，透着红亮的颜

色，汤汁恰到好处的包裹在肉丝表面，既不会黏

成一坨，也不会稀汤寡水的躺在盘子里。

03同一个中国，不同的鱼香肉丝

如今，鱼香肉丝不仅是川菜的代表之一，人

口的流动和饮食文化的交流，早就让它传播到全

国各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家常菜”。

据资料记载，早在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

附近的餐馆中就有鱼香肉片、辣子鸡丁之类的菜。

到了最近几十年，鱼香肉丝得到了近一步的

传播，各地又根据当地的口味和物产加以改良，

于是也形成了许多不同风格的鱼香肉丝。

在距离成都不远的重庆，那里的鱼香肉丝就

与成都有一些区别。

区别主要就在配菜上，成都多是选用青笋丝

、木耳丝，而重庆版鱼香肉丝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加葱白，而且是大量的葱白。整盘菜看起来就是

肉丝+葱白段。

同处西南的贵州，在制作鱼香肉丝时，没有

用泡椒，而是用了更有当地风味的糟辣椒。

糟辣椒就是将新鲜辣椒与仔姜、蒜在盆中捣

碎，再加入白酒和盐发酵而成。看起来跟湖南的

剁椒有点像。

除了做贵州风味的鱼香肉丝，糟辣椒还能用

来做“糟辣鱼”、“糟辣脆皮鱼”等。贵州人吃

蛋炒饭，也喜欢加入糟辣椒。

千里之外的上海，远离泡椒的原产地，豆瓣

酱成为海派鱼香肉丝里的调料主角。再加上当地

人口味偏甜，鱼香肉丝的辣味减轻，酸甜更加突

出。

海派鱼香肉丝也吸收了江南菜肴的精致，葱

姜末改葱姜丝，黄的姜丝、绿的葱丝、白的冬笋

丝、黑的木耳丝/香菇丝，让鱼香肉丝看起来更加

赏心悦目。

到了北方，鱼香肉丝的配菜与原产地四川差的

就比较大的。北方的鱼香肉丝，味道仍是由豆瓣酱

、葱姜蒜、糖醋酱油共同构筑而成，而在配菜上选

择了北方更常见的青椒丝、胡萝卜丝和木耳丝。

虽然颠覆了传统鱼香肉丝的配菜，但这个改

良也算成功。一是青椒搭配胡萝卜，红配绿，颜

色上非常有冲击力，不少北方菜都有这样的搭配

；二是青椒、胡萝卜爆炒之后，口感脆爽，丰富

了鱼香肉丝的口感。

如果有过在北方上学的经历，大概都会吃过

食堂里名为鱼香肉丝的“鱼香胡萝卜丝”吧。

最有颠覆性的鱼香肉丝来自于广东，因为有

不少人说过，在广东吃到过“真有鱼”的鱼香肉

丝。

作为四川人口流入的大省，广东当然也有很

多做得正宗的鱼香肉丝。至于吃出鱼来的鱼香肉

丝，源于一场误会。

不止是川菜里有鱼香味，粤菜里也有鱼香味

，它的来源是霉香鱼（一种通过霉制的咸鱼）。

霉香鱼洗净去骨，剁成细末，与姜蒜末混合

，宽油小火慢炒，炒出香味烹入料酒盛出。

炒好的霉香鱼末一般都是与原料同烹成菜或

用霉香鱼末打芡浇盖于菜肴上。广东菜中的鱼香

豆腐、鱼香排骨，都是用到了霉香鱼末。

而吃到鱼的鱼香肉丝，大概率是用到了这种

做法，实际上并不是川菜意义上的鱼香肉丝。

当然，你还是得感慨中国人民在美食上的创

造力，把一道川菜经典，改良成拥有不同面孔的

国民菜。

千古之谜，鱼香肉丝里到底有没有鱼？

昨天，我家小宝的老师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趟学校。

我心想，坏了，肯定是小宝在学校

惹出什么乱子了，我赶忙和领导请好假

去了学校。

到学校后，老师告诉我：

“你家小宝有点内向胆小，老自己

一个人呆着，不愿意和别的小朋友玩，

作为家长你需要多关注一下”

听到老师这样讲，我直接懵，心想

：

“这是在说我家孩子吗？我家小宝

在家可是天不怕地不怕，整日泼皮耍赖

搅得家里鸡犬不宁的小霸王啊。”

直到我最后带孩子回到家，我还处于恍

惚状态中。

突然我意识到了，大概我家小宝就

是传说中的“窝里横，出门怂”

这类孩子一般表现为，在家里天不

怕地不怕活泼异常。

但是一旦到了陌生的环境或者接触

到了陌生的人，就会变得无助、胆怯、

不合群、无所适从。

对于这类孩子，很多家长都表示

“头秃”，既找不到问题的所在，也不

知道该怎么去平衡孩子在家和在外面的

表现。

源于无规则的爱

电影《奇迹男孩》中有这样一个镜

头，男主奥吉因为天生面部畸形，直到

五年级时才进学校读书。

第一天上学时，同学们都用怪异的

眼光去看他，甚至有的同学拿球砸他，

喊他“丑陋的怪物”，嘲弄他的小辫子

。

奥吉没有反抗，任由同学嘲笑、摆

布，甚至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

可一回到家，奥吉就怒气冲冲地闯

进姐姐的房间，找到梳妆台抽屉里的剪

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姐姐关心地询

问他的情况，他也不理睬，而是狠狠地

摔门跑出去了。

在之后的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到，

奥吉对老师和同学都彬彬有礼，以为好

朋友欺骗了他，十分痛苦，却仍然沉默

忍让，不敢去问清楚到底什么原因。

而在家的奥吉不是这样的，他会冲

父母发脾气，冲姐姐大喊：“滚出去。

”

之所以奥吉会这样，是因为他的背

后有一对规则不清的父母和一个无限宠

溺的姐姐。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曾说过一

句话：“父母一味地妥协，孩子只会从

你们身上学到两样东西--”

第一：发脾气；

第二：只要自己坚持

发脾气，父母迟早都

会妥协。

因为孩子很清楚地知

道，父母永远爱他，

窝里横不仅能达到目

的，还不会被惩罚。

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

的，越是有安全感的

环境，越容易无拘无

束、显露真性情。大

人如此，孩子亦然。

孩子虽小，但潜意识

里有对风险的判断，

这种判断决定了他在

什么场合采取什么态

度。

归其原因，是父母的

宠爱。越是无原则娇

惯孩子的家庭，这种

情况越会变本加厉。

父母的宠溺、纵容与

妥协，很容易变成滋

生“窝里横”的土壤

。

被偏爱的都会有恃无恐，就像《游

戏力》中的一句话：

“他非常确信，他爱的那些人会像

一个水龙头，当他的杯子空了，一定会

给他续杯。”

所以面对孩子这些霸道的小情绪，

家长应该坚定好原则和立场，不轻易妥

协。

家长没原则，导致孩子缺乏社交能力

随着家里电子产品的吸引，导致现

在的父母出去玩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孩

子也只能跟着父母在家宅着，很少与外

界的人接触，与同龄的人玩耍的机会更

是少之又少。

最关键的是，家里的人都对孩子百

依百顺，俯首称臣。久而久之，让孩子

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

当孩子走出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周

围的环境和人都变了，大人也不在身边

，无法提供贴身的保护，孩子此时孤立

无援，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更不知道

怎样亲近他人，继续“耍横”不仅没有

效果，还可能遭到反击，进而产生受挫

感。

之前去幼儿园接孩子回家时，路过

小区公园，看到过一对父子，印象很深

刻。

小区里很多小朋友都在玩足球，带

娃的爸爸，看到儿子也想玩，但是不敢

上前，就直接过去跟小朋友们讲：

“你们可以带小弟弟一起玩吗？”

当时正好每队五个人，每个小孩都

玩得很开心，便直接了当地拒绝了他。

小孩看到爸爸被拒绝，嗷嗷大哭起

来，并对着爸爸大叫：

“我就像玩会球你都办不到，你真

没用，我讨厌你！”

孩子之所以变成这样，其实就是因

为家长没有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反而越

俎代庖，“替”孩子社交。

美国心理学家M· 斯科特· 派克说：

“真正爱的本质之一，就是希望对

方拥有独立的人格。”

所以家长在生活中，无论工作再忙

，也应当多抽出时间，带孩子出门，给

予他们充足的社交时间。

上幼儿园之前，父母需要提前和孩

子沟通，做好心理建设。

如何和小朋友相处，如何向老师表

达自己的想法，遇到了问题应该如何解

决和寻求帮助。

更加重要的，是父母需要以身作则

，亲身示范给孩子，如何正确地与人相

处，慢慢陪伴孩子建立安全感，提升社

交能力。

父母错误的示范

“家长是孩子的镜子，孩子是家长

的影子。”

窝里横的孩子，父母也需要反思，

看看自身有没有一些“坏毛病”。

曾听一位妈妈抱怨，她的老公就是

“影帝”，邻居或者亲戚朋友家里有点

什么事，他总是耐心地帮助别人，而对

待家里的事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所以，“窝里横”有“遗传效果”

，如果你不想让孩子也窝里横，就要以

身作则，做好榜样，把好脾气留给家人

。

父母的情绪对孩子影响很大，有些

父母在家总是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在

孩子的面前吵架，甚至打架，孩子其实

最怕父母吵架和打架，久而久之，孩子

就会变得胆小怕事，懦弱。但是孩子知

道父母是爱自己的，是会宠着自己的，

所以就形成了在家里横，出门胆小的性

格。

“家里横”的孩子，如何引导？

孩子“窝里横”，并不是先天性的

行为，而是后天在家庭教育中养成的习

惯。

想要改变孩子的这种情况，家长首

先要从自身做起。

第一：爱他，但也有底线和原则

我们给孩子的爱，肯定是无条件的

，但要有底线和原则，不然孩子心里没

底，也没安全感。

所谓底线和原则是不触犯他人利益

，遵守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保证自己

安全，不打骂父母等等这些最基本的行

为规范。

第二：教会孩子如何表达和发泄情

绪

在家“窝里横”的孩子，往往表达

能力有限，除了大哭大闹，想不到别的

办法解决问题。

这时，我们需要多点耐心，不要直

接阻止他苦恼，先学着帮助孩子说出自

己的情绪，例如：“妈妈知道你很喜欢

那个玩具，但是不管你怎么哭闹，妈妈

都不会给你买，因为......”

一方面提醒孩子意识到自己情绪的

存在，另一方面也坚定地告诉他，发脾

气不会达到目的。

第三：让孩子多出去走走，增加社

交的机会

多和同龄的小伙伴们玩耍和接触，

让孩子经历一些事情。也许刚开始的时

候孩子还是“怂”的，但是随着经验的

增加，孩子在与人的接触下能够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并作出改变，在不断的相处

中可以总结和反思，改变“怂”的状态

。

经历和见识的积累，都能让孩子变

得越来越大胆，在公共场所不再胆怯。

第四：以身作则，内外如一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想让孩子

不窝里横，家长先要以身作则。不管是

对待外人，还是对待家人，都要拿出一

样的脾气和性格。

每个父母都希望拥有一个在家乖巧

懂事，在外落落大方的孩子。而培养出

一个这样的孩子，需要父母拥有一份会

克制、有原则的爱。

无论是“窝里横”的小霸王还是

“出门怂”的小绵羊，都需要我们用爱

和耐心加以引导，根据孩子的情况，对

症下药。

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健康阳光地成长

，成为真正合格的小小外交官。

孩子在家大魔王，出门小绵羊，作为家长怎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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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休城畫頁

美國德州關帝廟隆重舉行伽藍菩 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德州關帝廟吳華利會長在關聖帝君寶誕大法會介紹出席佳賓德州關帝廟吳華利會長在關聖帝君寶誕大法會介紹出席佳賓

德州關帝廟理事敬邀資深信徒德州關帝廟理事敬邀資深信徒 熱烈出席熱烈出席,, 參與關聖帝君寶誕大法會參與關聖帝君寶誕大法會

法會開始法會開始,, 恭誦佛經恭誦佛經，，宏願眾生宏願眾生，，佛恩關爺佛恩關爺,,保護庇佑保護庇佑,, 風調雨順風調雨順,, 生意生意
興隆興隆,, 合家平安合家平安

美國德州関帝廟美國德州関帝廟77月月1717日星期日吳華利會長隆重舉行伽藍菩日星期日吳華利會長隆重舉行伽藍菩
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信眾共襄盛舉信眾共襄盛舉

德州關帝廟吳華利會長隆重主持舉行伽藍菩薩關聖帝君誕辰大德州關帝廟吳華利會長隆重主持舉行伽藍菩薩關聖帝君誕辰大
法會法會

關帝廟除了在美維持關帝廟除了在美維持,, 發揚關爺正義精神之外發揚關爺正義精神之外，，同時也己經傳同時也己經傳
到許多外界本地民眾到許多外界本地民眾,, 學習我們中國燦爛的特色學習我們中國燦爛的特色,, 優勢文化優勢文化


	0729FRI_B1_Print.pdf (p.1)
	0729FRI_B2_Print.pdf (p.2)
	0729FRI_B3_Print.pdf (p.3)
	0729FRI_B4_Print.pdf (p.4)
	0729FRI_B5_Print.pdf (p.5)
	0729FRI_B6_Print.pdf (p.6)
	0729FRI_B7_Print.pdf (p.7)
	0729FRI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