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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丽最爱吃老公做的香酥鲤

鱼，这天，她又拉着老公去买鱼

。一到菜市场，老公突然有急事

，就赶着回去了，讓丽丽自己挑

鱼。丽丽看了一眼身边的鱼摊，

急忙喊：“老公，这儿的小鲤鱼

咋样 ?”老公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在这时，旁边一个小伙子

冲丽丽微笑道：“哎呀，美女，

你居然知道我姓龚 !不过，我好像

没那么老吧，你该叫我小龚才对

呀 !”

丽丽一瞧，是鱼摊老板，笑

道：“你真姓龚 ?算了吧 !”

“那还有假……”小伙子表情

滑稽，信誓旦旦的。丽丽觉得这

人挺好玩，就买了他的鲤鱼。

这时，一个老大娘来了，打

量着小伙子问：“老头子让我来

买小周的鲤鱼，请问你是小周吗 ?

”

小伙子赶忙热情地说：“是

呀，大娘，我就是小舟 !”大娘乐

了，买完鲤鱼就走了。

丽 丽 很 吃 惊 ， 忍 不 住 问 ：

“大娘眼神不好，你怎么可以骗

她 !”

小伙子说：“我没骗她啊 !”

“那你到底姓龚还是姓周 ?”

“我……”小伙子顿时语塞。

这时，一个老大爷冲小伙子

喊：“小李子，来两斤上好的鲤

鱼 !”

小伙子热情应声：“好嘞，

大爷，这就给您挑 !”很快，小伙

子挑好了鱼，老大爷拿着鱼就走

了 。 丽 丽 看 呆 了 ， 她 嘲 讽 道 ：

“速度挺快啊，怕被认出来吧?”

小伙子一听乐了：“这位大爷

是我的老熟客，你一定误会了 !”

丽丽气呼呼地说：“我误会 ?

你一会儿姓龚，一会儿姓周，现

在又姓李了，我看你就是个大骗

子 !”

“美女呀，你真误会了 !”小

伙子无奈道，“我叫龚小舟，因

卖小鲤鱼出名，绰号‘小鲤子。

”

你到底姓啥

张凡喜欢旅游，妻子陈莉则喜

欢宅在家里。尽管如此，夫妻俩

依然恩恩爱爱。

这天吃饭时，张凡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陈莉问他怎么了，张

凡支支吾吾地说：“我前段时间

不是刚去过黄山嘛，那帮驴友现

在又叫我一起去泰山……”

陈莉哈哈一笑：“我还以为是

什么大事呢，不就是出去旅游吗?

你去就是了，不趁年轻的时候多

出去走走，难不成还等老了再去?

”

张凡如释重负，興奋地想，难

得妻子如此体谅自己啊。

路上，张凡和驴友们说起了自

己的贤妻，大家都羡慕不已，只

有向来没有口德的老王，揶揄道

：“你以为她真的那么好心?我看

呀，不见得，说不定人家巴不得

你出来玩呢 !”

还别说，被老王这么一点拨，

张凡便有些担心了，整个旅程都

心不在焉。他左思右想，决定提

前赶回去。

这天，张凡回到家里已是凌晨

三点。为不惊动妻子，他悄悄打

开房门，借助手机微弱的灯光，

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再定睛一

看，天呀，床上居然真睡着两个

人 !

顿时，张凡急火攻心，只觉气

喘胸闷，两眼一黑，就晕倒在地

了。

陈莉被响声惊醒，一看是张凡

倒在地上，不由得尖叫一声，推

醒身旁熟睡中的妹妹。妹妹睡眼

惺忪，问道：“姐，你干吗?”

陈莉指着张凡说：“你姐夫这

是怎么啦?突然回来不说，还躺尸 !

”

妹妹看了看地上的张凡，再瞧

瞧陈莉，笑得直不起腰：“姐夫

的胆子也忒小了吧?咱俩昨天聊得

太晚，你忘记撕下面膜，就把他

吓成这样 !”

夜半归来

谭明自己长相一般，可偏偏喜欢在

马路上看美女，用他自己的话说养养眼

也是好的。

这天黄昏，他正走在街上，迎面过

来一个女孩，身材很棒，穿着时髦，他

这眼珠子立刻就不听自个儿使唤了。

女孩发现他呆呆的样子，嫣然一笑

：“大哥，怎么一个人出来呀?”

谭明见她主动和自己搭话，不由一

愣：难道她是那种女人?

女孩看到他愣在那里，又靠近了一

点，说：“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

谭明一听这话，忙不由自主地点点

头。

就这么着，谭明有些恍惚地跟着女

孩到了路边花园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女

孩子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他也没听进

去，只听到“试验”什么的。正当他要

调整状态好好迎接这次难得的艳遇时，

突然感到腰部有点隐隐的痛，急忙低头

一看，原来女孩手里多了一把寒光逼人

的匕首。他马上清醒了：遇上打劫的了

，劫匪还是个美女。

谭明忙翻遍衣兜，摸出钱包，颤抖

着捧给她。

可女孩并没有接，她一改刚才的温

顺，怒瞪着杏眼，朝自己胳膊上猛地刺

去。谭明眼睁睁地看着利刃插进了她白

嫩的皮肤，鲜血倏地涌了出来，“啪啪

”往下滴，在夕阳的照耀下，红得有些

吓人。

谭明顿时目瞪口呆，看着她那痛

苦不堪的样子，知道这是一招十分利

害的自残。他早在报纸上看到过报道

，这时候，只要这女孩一叫喊，行人

就会立刻把他扭进派出所，到那时候

，不仅要给她治好伤，还要赔付一大

笔医疗费，弄不好还会因伤害罪坐牢

，这真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

也是屎了。

谭明认栽了，愣愣地坐在那里等着

女孩子提要求。

女孩见他吓傻了，突然哈哈大笑起

来，拔出匕首，又恢复了娇声娇气样子

：“大哥，我不是说了给你做个试验看

看嘛，怎么还这么吃惊啊，我是刀具厂

的推销员，这是我们新研制出来的小型

尖刀，刀柄上有个开关，看是刀刃刺进

了皮肤，其实是缩进了刀柄，流出来的

血也是暗藏在刀柄里的染料。如果不信

，你看—”

女孩又向他演示了一遍，然后掏出

面巾纸擦掉了“血迹”。他仔细一看，

女孩胳膊上确实没有一点伤痕。

“大哥，您看这把刀多神奇呀，才

二十块钱，买一把吧，要是去讨债，准

能令您满意。”

谭明终于明白了女孩的意图，松了

一口气，忙从钱包里掏了 100块钱，说

是要买五个，其实他又不讨债，哪里用

得着这道具，可他心想，还是买了走人

太平，不买的话，这美女还不定生出什

么新招来!

看见美女躲着走

阿海来城里好几年了，一直靠乞讨

为生。近年来，他发现在城里乞讨是越

来越难了。

阿海有个"乞友",叫阿明。阿明年纪

大，入行早，传言他一年乞讨得来的钱

，能回家乡盖上一幢三层高的楼房。阿

海想去请教阿明几招，解解燃眉之急。

阿明听了阿海的倾诉，指点道："讨

饭这事，不能一成不变，你身世编得再

惨，一个人跪在那儿已经没啥用了，你

得带‘伴侣！"

阿海一听就愁了："讨饭还得带媳妇

儿？可我没媳妇儿啊！"

阿明笑了，说："所谓‘伴侣，是说

你得带个娃！"

阿海更愁了："老哥，我连媳妇儿都

没有，哪来的娃？"

阿明也够义气，他答应把自己四岁

的娃借给阿海用几天。

第二天，阿海带着娃去乞讨，收入

果然比之前好。路人心疼孩子，总会多

给点。可没过多久，这个办法也不灵了

，甚至有人怀疑孩子是阿海拐来的，嚷

着要报警。

阿海又愁眉苦脸地去找阿明，到了

阿明的地盘，阿海远远地望去，惊讶地

发现，短短一上午，摆在阿明面前的破

碗，居然已经盛满了钱。阿海感到奇怪

：娃都被我借走了，阿明还有什么法宝

呀？

再一细看，阿明神情无奈地坐在路

边，在他旁边立着一块纸牌，纸牌边匍

匐着两团黑影。

阿海走上前一看，原来那黑影是两

只可爱的小狗，牌子上写着："请各位爱

狗人士多獻爱心，我饿着不打紧，爱犬

已经好几天没口粮了……"

阿海一拍脑袋，嘀咕道："原来管用

的‘伴侣是这个啊！"

乞
讨
伴
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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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里，

有这么一段话：

我的不幸，在于我缺乏拒绝

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

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

合的裂痕。

有时候，违心的答应，非但

不能有个圆满结局，反而会事与

愿违，平添许多麻烦。

与其随口答应，倒不如认真

拒绝。

在综艺节目《女儿们的男朋

友》中，演员张潮的女儿张晔子

，讲述了她童年的往事。

她说：“我小的时候，我爸

答应我周六日来接我，说好早上

十点，可他永远不出现在我家，

永远。

早上九点，我就起来，然后

我妈还给我梳洗打扮，扎小辫。

因为很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就好

像要跟一个人约会一样。然后我

就坐在那儿等到十点，给他打电

话他也不接。

这个电话，永远刻在我的脑

海里面，包括我爸的呼机号。每

次我都会说，急呼三次 7388，而

且是急呼三次。他不回电话也不

接，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就找

不见了。我当时特别生他的气。

”

看看完女儿的视频，张潮解

释道：“离异以后，晔子就判给

她妈了。而且我工作也比较忙，

有时候根本就回不去，但是你又

不能不答应她。”

当时，不少嘉宾都劝张潮：

“其实你回不去就应该告诉她，

今天来不了。”

答应了又履行不了，比一开

始不答应，还更让人失望。

生活中的大多数难过，都是

由期待落空造成的。一次次期待

落空，一次次等待熬成失望，是

对一个人彻底的伤害。

给了一个人希望，又亲手掐

灭这希望，比一开始不给希望，

还更让人难过。

随口答应，不如认真拒绝。

因为你不知道，你随口答应之后

，对方的满心雀跃，你言而无信

之后，对方的黯然神伤。

这空欢喜一场，就像是一场

灾难。

向来有“铁哥们”之称的大

左和帆子，前段时间大吵了一架

。

大左的孩子想上市里的重点

中学，可分数差了几分。

一向重视孩子教育的大左，

一下子犯了难，若是让孩子进一

般的学校，他不甘心，想进重点

高中，分数又不够。

思来想去，大左下定决心，

一定要想办法让孩子进重点学校

。他找到了帆子，想请帆子帮帮

忙。

虽然心中并无把握，但帆子

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他打

了好几个电话，拜访了好几个朋

友，把能问的人都问了个遍，可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没办法

”。

当帆子吞吞吐吐地跟大左说

事情没办成的时候，大左勃然大

怒：

没办法你早跟我说呀，你答

应了，我就以为你办得到，也

没 再 去 拜 托 其 他 人 ， 把 希 望

全 都 寄 托 在 你 这 儿 。 明 天 就

报 名 了 ， 你 现 在 才 和 我 说 不

行 ， 这 不 是 耽 误 孩 子 上 学 吗

？

曾 经 看 过 这 么 一 段 话 ：

“ 我 们 都 是 成 年 人 了 ， 你 不

用 对 我 撒 谎 、 婉 转 ， 顾 左 右

言 其 他 ， 我 并 不 生 气 你 的 拒

绝 ， 我 只 是 生 气 你 在 浪 费 我

的时间。”

直截了当的拒绝，是对彼此

的成全。既不耽误别人，也不消

耗自己。

“对不起，我帮不了”，这

句话说出口的那一刹那，或许很

难，可是说完之后，你却会有种

如释重负的快感。

逞强答应，不如干脆拒绝。

既不堵死别人的退路，也给自己

减负。

若是打肿脸充胖子，对于超

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逞强地

应下了，结果竭尽全力之后，

还是无能为力，不仅害别人误

事，自己还吃力不讨好。

答应了又做不到，是对自身

声誉的损耗。

只会徒增别人对自己的负面

评价，还会招来嫌弃、埋怨和

指责。

齐白石出名后，不少亲朋好

友都上门求画。

一开始，他碍于情面，不好

意思拒绝，便一一应允。结果

，前来求画的人越来越多，甚

至有的人拿完画出了门，又回

头让他补画个花鸟鱼虫，再题

个字。日子一久，齐白石被折

腾得疲惫不堪，还生了一场病

。

这场病让齐白石想通了，觉

得再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

计。于是，他在客厅贴了一张

告示，写道：

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恥，

请照润格出钱。

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十元

，藤萝加蜜蜂，每只二十元。

告示一出，来求画的人也少

了，齐白石终于可以得空休息

了。

不懂拒绝，就是在过被动的

人生。

来者不拒的答应，只会把自

己累垮。被别人的请求裹挟着向

前走，肩上的担子会越来越重，

身上的负担会越来越多。

违心答应，不如直接拒绝。

学会拒绝，才能活得不纠结

。

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减掉

那些勉为其难，减掉那些心不甘

和情不愿，你会发现，日子多了

几分岁月静好，少了几分负重前

行。

随口答应，不如认真拒绝；

逞强答应，不如干脆拒绝；

违心答应，不如直接拒绝。

拒绝，是通往快意人生最干

脆利落的捷径。

并不是你答应的越多，在别

人心中的形象就会越好，自己的

日子就会越舒坦。

来者不拒的答应，只会自

讨苦吃。适当的拒绝，才能减

少不必要的麻烦，去除多余的

累赘。

随
口
答
应
，
不
如
认
真
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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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年，秦国都城内，一群制陶

匠在热火朝天地搅黏土、做陶坯、烧火窑

—为秦二世的姝妃造百禽俑“百鸟朝凤”

。

这百禽俑虽不比兵马俑工程庞大，

却让督工的大将刘括伤透了脑筋。姝妃想

要这百禽俑多些色彩，可陶珠上色的颜料

不耐高温，一烤就花。而且，姝妃还要求

给凤尾续上羽毛，这让陶匠们颇为头疼。

“大人，我有办法。”一个身材矮

小，名叫潘生的年轻陶匠上前一步说，

“不如尝试一下炼丹的法子，那丹药五颜

六色的，在炼丹炉里烧制七七四十九天也

不变色，反而愈加鲜亮。小人觉得此法可

。以借用于给这陶珠上色。”

秦始皇迷信长生不老，生前酷爱炼

丹。刘括也曾有幸目睹，那刚出炉的丹丸

冒着热气，珠光圆润，什么颜色都有。病

急乱投医，这方法或可一试。但刘括心中

也隐隐有些担心，秦始皇在位时喜欢炼丹

，丹料处郑大人一度备受器重。现如今秦

二世继位，不愛仙丹爱美人，重用会冶陶

的刘括，连调动城外守军的虎符都交其保

管—郑大人失了势，说不定会看他不顺眼

，故意不答应供给丹料。

谁知，郑大人二话不说，直接批了

两大车丹料给刘括。

两车丹料包括硝石、硫磺、石棉、

石英和各种药材。刘括对炼丹一窍不通，

潘生主动请缨：“大人交给我就好，只求

这百禽俑完工后，您别忘了我就成。”刘

括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回去后，潘生率众陶匠在火窑旁架

起一座丹炉，陶珠入炉，硝石等入料，然

后给陶珠烘焙上各种颜色。炙烤后，陶珠

果真一颗颗五颜六色，煞是好看。

百禽俑的上色工序已完成，羽毛的

难题却还没有着落，刘括又犯了愁。潘生

提议：“既是凤尾，普通家禽的羽毛肯定

难以胜任，就算可以，一时阐也弄不来那

么多。不如用弓箭末端的箭羽代替？”

刘括略加思忖，觉得可行。他手握

城外守军的虎符，只要内城一声令下，随

时可以调兵增援，弃用弓箭算得了什么？

他立即命人把兵器库里的弓箭都搬

来，拔掉末端箭羽，挑选质地优良的进行

染色、加工，最后将这几百根“羽毛”粘

到凤尾上。

完工后，刘括立即命人销毁剩余的

丹料与箭羽，郑大人那边也没留记录，完

成“百鸟朝凤”的功劳，自然只会落到自

己的头上。下月初姝妃的庆生宴上，他只

需坐等秦二世嘉奖即可，至于潘生，随便

打发点儿赏赐就可以了。

深夜，刘括刚睡下，忽听得门外声

音大噪。

“有刺客！”

刘括赶紧掌灯起床，刘营的士兵早

已守在门口，等候主帅调遣。

“当心！”刘括猿臂一挥，摊开蒲

手，掌心多了三枚寒光闪闪的箭镖。大伙

儿倒吸了一口凉气，若非刘将军身手了得

，他们就没命了。

夜色下，一个蒙面黑衣人形似鬼魅

，在营地间来回穿梭，他频频扣动袖里箭

镖，地上倒着几名刘营护卫的尸体。刘括

心中一凛，抗秦逆贼袭击城池的事也曾有

过，但潜进营中闹事还是头一遭，看他迂

回的路线，竟对地形了如指掌！

刘括猛然记起工地的百禽俑！莫非

黑衣人还有其他同伙，是为了盗俑而来？

他赶紧派人去工地查看。

片刻，快马回报，称百禽俑完好无

损，并且箭羽都已经插好，唯独负责续凤

尾的潘生不见了。这个黑衣人会是潘生吗

？借着月光，刘括仔细打量黑衣人，马上

打消了这个猜疑。潘生身材矮小，而那黑

衣人比较高大。那这个人夜袭又是所为何

事？刘括忽然心中“咯噔”一下，转身飞

奔至存放虎符的房间。只见厢房的窗棂断

了几根，被风一吹“吱嘎”作响。刘括急

忙用钥匙打开房门，绕到堂后，从案台下

方摸出一只铁盒。他颤抖着双手选出一枚

钥匙，插入锁眼打开了铁盒—半只虎符还

在。

刘括不禁长嘘了一口气。整个营地

，除了给姝妃庆生的百禽俑，用来调兵的

虎符就是最重要之物。

虎符由青铜打造，外形是一头奔虎

，从中间一劈两半，其中一半交给守城将

帅，另一半由皇帝保存，只有两只虎符同

时合并，才能调动一座城池的兵马。

既然这两样都没丢，只死掉个把士

兵，刘括便放心了。一低头，他发现脚上

的靴子沾了什么东西，用手指揩了一瞧，

是陶土。这个房间怎么会有陶土？未及深

究，屋外士兵来报：那黑衣人慌不择路，

跳下城头跑了。城墙十丈高，径直跳下去

还不摔个好歹？刘括想了想，没有把那半

只虎符重新放回铁盒，而是带在了身上，

他认为这样才是最保险的。

时间匆匆，转眼来到次月初，姝妃

生辰之日。

秦二世在宫殿设宴庆祝，群臣悉数

列席。刘括是此次制陶的最大功臣，席位

靠前，紧挨着秦二世。高堂之上，却不见

此宴主角—姝妃。

“爱妃说去温酒，怎么这么久还没

回来？”秦二世有些不耐烦。一旁服侍的

小太监躬身道：“姝妃娘娘说了，虎骨酒

火候最难掌握，热不好会伤身，必须由她

亲手为皇上调试。”

殿中央摆着完工的“百鸟朝凤”，

最中间的凤俑绚丽夺目，凤尾插满箭羽做

的羽毛，雍容中带有一丝锐气，配上百颗

色彩斑斓的陶珠，说不尽的奢华贵重。

屏风后面，姝妃走了出来，端着浅

浅的一壶酒：“大王，快趁热喝。”小太

监用试毒银针在酒里搅了搅，没发现异样

。秦二世一把将姝妃搂进怀里，红颜配美

酒，很快喝了个精光。

侧卧君怀，姝妃用手指在秦二世胸

口画魂，娇嗔道：“皇上，听说那凤俑浴

火可以显影，映照一方天子，降祥瑞之气

。”

秦二世酒意正酣，他继承了秦始皇

的迷信，再加上美人开口，立即吩咐一旁

的太监点火，要看凤俑浴火助兴。

“等等！点火一事，还是请刘大人

来吧，陶俑毕竟是他制作完成的。”姝妃

娇滴滴道，端着空壶起身，“我去后面给

皇上添酒。”

刘括欣然应允，捧来几只炭炉，在

陶俑周围点了把火。

火苗漫过各种飞禽，逐渐向凤凰

靠拢，众人屏息凝神，紧张地盯着凤

俑。渐渐地，凤尾的羽毛与陶珠一同

被火焰覆盖。突然，“嘭”的一声，

百禽俑整个炸了！爆炸气浪将点火的

刘括掀翻，几位将军和秦二世也受了

伤，群臣喊着“保护皇上”，却都躲

到了玉柱后面……待气浪平息，尘埃

落定，一名大臣壮着胆子查看禽俑碎

片，在陶珠表面发现了硝石，箭羽的

空心处则填满硫磺。硫磺和硝石，都

是制造火药的材料，放在一起的话，

遇火极易爆炸，有人故意设计了这场

爆炸，意图行刺！

殿上大乱，秦二世倒在龙书案后

，被爆炸气浪波及，有些胸闷气短，

命令一旁为他抚心的小太监：“快

……快……拿来……”小太监不明所以

，带着哭腔询问：“皇上，到底什么

快拿来啊？”

“天上有逆贼！”殿外，闻声赶

来的御林军大喊。

受伤倒地的秦二世、刘括抬眼望

去，只见一群抗秦义士身上绑着巨大

的纸鸢，从高耸的城头降落，落点就

在宫殿门前。为了制作百禽俑，兵器

库的弓箭被拔去箭羽续了凤尾，导致

御林军无箭可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越来越多。

“皇上，你着急找的是这个吧？

”落地后，为首的黑衣客说。他手持

半只青铜打造的虎符，正是那晚袭击

刘营之人。刘括认出了他，失声喊道

：“郑大人！原来是你！你……暗中

加入了抗秦组织！”不仅如此，抗秦

义士纷纷落地，占领整座宫殿，刘括

在他们当中看到了潘生！

“朕的虎符怎么会在你手上？”

秦二世瞠目结舌。郑大人手中的虎符

，正是调动城外守军的半只皇帝符。

“是我趁温酒之际，从龙榻下盗

走，偷送出宫的。”此时，躲过爆炸

的姝妃再度出现在殿上，紧挨着潘生

，站到了郑大人这边，“多谢皇上为

我办的庆生宴，上下齐贺，各处守备

都松懈了不少。”

“在你饮酒作乐之时，驻扎城外

的数万精兵全被我调走了，你已是孤

立无援。”郑大人淡淡地说。

“不可能！另半只将帅虎符一直

在我身上，你们如何可以调兵？”刘

括强撑着伸手入怀，连睡觉都揣着的

半只虎符，并未遗失。

潘生冷笑一声，拿出与刘括一模

一样的半只将帅虎符，与郑大人手中

的皇帝虎符对上，子母口相合，切口

严丝合缝，组成一头青铜奔虎。原来

，那一夜虎符未被盗，却被印下了模

具！

“父亲，我与大哥替你报仇了，

你在天之灵看到了吗？”姝妃忍不住

掩面而泣，靠在了潘生肩膀上。

原来，潘生、潘姝是一对兄妹，

二人生自陶匠世家。当年，他们的父

亲被秦始皇召去修兵马俑，最后被刘

括以陪葬之名坑杀在陵墓之中。潘家

兄妹为了复仇，投身到郑大人所在的

抗秦組织，在郑大人的筹划下，潘姝

凭借美貌被秦二世纳为嫔妃，而潘生

则应征成为制陶工匠，来到刘括身边

。

秦二世自知大势已去，央求道：

“郑爱卿，求你放朕一条生路吧！”

看着这失魂落魄的帝王拼命往龙

书案后面躲，郑大人愈发心生厌恶，

大手一挥，潘生持刀向秦二世走去。

就在此时，耳旁突然传来“咔咔

”两声，秦二世竟然闪身钻进了一条

密道中。这个机密，连与他同床共枕

的潘姝也丝毫不知……

古今奇闻：仇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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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媒體報道，33 歲日本“女神級”演員蒼井優
5 日被曝閃電結婚！過去曾與包括岡田準壹、大森南朋
和熟男演員鈴木浩介傳過緋聞，不過最後女神的真命天
子，卻爆出是日本搞笑團體南海甜心的成員山裏亮太！
42 歲的山裏亮太昵稱為“小山”，常現身綜藝節目《男
女糾察隊》。

5 日淩晨有網友傳出壹張翻攝報紙頭版的照片，
標題寫道“閃婚！四月開始交往蒼井優跟山ちゃん結
婚”，照片迅速流傳開了，在深夜震驚日本網友。隨後
更流傳出全版報道，內容寫道，兩人從 4 月開始交往，
1 個多月後就閃電結婚，牽起愛的橋梁的邱比特就是曾
與蒼井優合作電影《扶桑花女孩》的南海甜心的另壹名
成員山崎靜代。

報道內文中寫道，蒼井優因合作《扶桑花女孩》與
山崎靜代成為好友，而她其實壹直相當尊敬山裏亮太，
也常常和山崎靜代提起這件事並強調：“真的非常尊敬

他。”今年三個人有了餐敘，男女雙方見過面後對彼此
都有點意思，於是順利發展成戀愛關系。

交往時間雖短，但不難看出兩人是以結婚為前提交
往，山裏亮太今年曾在壹次電視采訪中，提到關於“蒼
井”的話題，當時他還表示：“有做出入贅蒼井家的幻
想。”透露想冠上妻姓變成“蒼井亮太”。不過由於兩
人交往相當保密，也幾乎沒有走漏風聲，因此當媒體得
知他們交往甚至結婚的消息時也很震驚。

有趣的是，山裏亮太的搭擋山崎靜代曾在廣播中
提到蒼井優非常尊敬小山，不過她當時也開玩笑說：
“兩個人絕對不可能啦，如果真的發展成戀愛關系，大
家請安心，我會盡全力拆散他們。”沒想到卻成了兩
人的紅娘。而蒼井優和山裏亮太看似風馬牛不相幹，
但其實兩人都非常喜歡偶像女團，山裏亮太是桃色幸
運草的鐵粉，蒼井優則喜歡“早安家族”旗下女團
ANGERME，興趣其實非常相近。

香港周日爆發了比上周百萬人示威更大規模的示

威，示威者不僅要求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還

要求特首林鄭問責下臺。林鄭如不下臺，他們會繼續遊

行，並會發動罷工罷市行動。現在有壹個不得不問的問

題，林鄭月娥還能撐多久？

上周日爆發百萬人示威後，中國駐港大使劉曉明出
來分辨，北京並沒有指示香港修訂條例，這被有些分析
人士解釋為北京有意與林鄭切割，但劉曉明又補充說北
京支持香港修例，這種矛盾的說法似乎顯示，北京要跟
自己壹手支持的特首林鄭切割，政治風險其實很高，但
是不切割，香港局勢可能會持續動蕩，會不會影響到大
陸沿海，風險同樣很高。

這裏就有壹個付出多大代價的問題，對北京而言，
是早日跟林鄭切割，會減少香港的風險和進壹步的撕

目前此消息僅有翻攝報紙頭版的照片流出，尚未有
相關外電網絡新聞上線。不過結婚消息爆出已經震驚日
本甚至全亞洲網友。日本網友在推特大喊：“這不是真
的！”、“天啊！今天是世界末日吧？”大陸網友也在
微博驚訝大呼：“真的沒想過這個組合！”、“我以為
蒼井優都喜歡演員。”、“果然美女最後都不會嫁給帥
哥。”但也有人說：“女神也會喜歡宅男，覺得充滿希
望。”即使在深夜也引起熱烈討論。

                                                                ( 文學城 )

裂，還是繼續支持林鄭管治，因為北京根本不認為這次
修法有錯，不讓示威者的訴求“得逞”，從而減輕當局
眼中的另外壹個更大的風險，就是會使示威者“得寸進
尺”，把矛頭從特首壹步步轉向特首身後的北京？

北京如果放棄林鄭，實質上等於自打耳光，因為，
北京自始至終壹直支持修例，但是即便是北京要求香港
修例，林鄭月娥也可提出時機是否合適，主流民意若何
的建議，據指林鄭月娥以為立法會建制派占多數，修法
自動過關，結果遭遇到這樣的爆炸性局面，不僅港府成
了千人所指，連帶的連北京當局的形象也更加暗淡。

公開層面，北京還在力挺林鄭月娥，北京當局駐香
港的中聯辦周日約見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據
與會人士稱，北京堅定支持林鄭月娥，呼籲共度難關。
不過，路透社 16 日引述壹位定期與北京高層會面的消
息來源稱，北京認為香港政府對修法爭議的處理方式相
當拙劣，僅僅壹周前，北京看起來仍不可能放棄修法，
但局勢惡化，迫使北京放棄。報道引述倫敦大學學者曾
銳生表示，在習近平面對中美貿易沖突，和可能將於月
底與日本 G20 出席特習會之際，林鄭月娥無疑為他制
造了“巨大的尷尬”。但他認為，北京不會立刻讓她下
臺，因為這將釋放出軟弱的信息。

另外的分析也認為北京不會輕易放棄對林鄭月娥的
支持。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禎對中央社表示，泛
民肯定會窮追猛打，要求林鄭月娥下臺，但是能否為北

京方面接受，泛民還需要估計自己的政治能力。在他看
來，北京高層至今仍然支持林鄭月娥，北京處理這次事
件的手法上既支持林鄭月娥，但又要讓民怨有所宣泄，
此時不會撤換林鄭月娥，泛民方面不能高估自己的政治
能量。前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則認為局勢會
緩和下來，他認為，北京在泛民要求林鄭下臺以及抨擊
警隊兩個問題上不會讓步，反而會強化林鄭月娥和警隊
的管治能力。

不過，這種把要求林鄭月娥下臺的訴求僅僅歸結為
“泛民”的訴求似乎有點把握失準，這壹次的反送中遠
遠超過泛民的範圍，為什麽，因為港人不信任中國大陸
的法治，萬壹修例通過，人人都有可能被引渡到大陸受
審，因此才激起差不多全港人上街反對。

另外，如果把香港施政的錯失全歸咎於林鄭月娥並
不公平，自從習近平上臺後，中共對香港變得極為強
硬，將香港“高度自治”變成“中央給予地方的自由”，
“中央對地方有全面管制權”，還不顧承諾，公然取消
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特首”，結果導致兩年前的“占中
運動”。港人這次之所以對修例反應如此強烈，同習近
平上臺後嚴厲打壓港人自由空間密不可分。

現在最有可能的是，北京在權衡局勢，香港局勢成
了西方譴責中共霸道的有壹個支點，在貿易戰壓力下，
北京犧牲林鄭月娥，把她當作替罪羊的可能性在增大。

                                                                 ( 法廣網 )

蒼井優被曝戀愛 1 個月閃電結婚！
    對象是大9歲諧星

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 還能堅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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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總統與中國的貿易戰促使人們對兩個經濟

體的緊密聯系展開廣泛的反思，令壹些制造商開始縮

減在中國的供應鏈，而美國當局也開始限制向中國企

業出口關鍵技術。

現在另壹個重要領域也受到密切關註，那就是金
融市場。貿易專家及其他人士敦促特朗普政府保持強
硬立場，他們正在討論白宮是否應該限制中國進入華
爾街。近年來，中國公司通過美國金融市場籌集了數
百億美元。

特朗普的前首席策略師史蒂芬·K·班農 (Stephen K. 
Bannon) 表示，政府內外仍在繼續努力，重新思考中國
在美國股市中的角色，部分原因是中國公司對其最終
所有者缺乏披露。

“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 (Nasdaq) 違反了它
們對機構投資者、對辛勤工作的美國人的退休金的受
托責任，”班農說。“這是可恥的。應該立即終止所
有這壹切。”

據壹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國電子商務巨頭阿裏巴巴
目前也在考慮到中國的半自治城市香港上市，進壹步
加劇了這方面的討論。5 年前，阿裏巴巴在紐約的首次
公開募股極為成功。由於是未公開的討論，這位人士
要求匿名，他表示，出於地緣政治方面的擔憂，這壹
舉措本來不被考慮。

隨著美國加大其他貿易壁壘，太平洋兩岸金融業的
前景開始發生變化，這是兩國經濟在更大範圍內實現
脫鉤的壹部分。

“越來越多的人呼籲美方完全脫鉤，導致中國企
業重新評估他們對美國的依賴，不僅是在技術方面，
也包括金融市場等其他資源，”位於北京的重要研
究機構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rtion) 高級研究員莫天安 (Andy Mok) 表示。

長期以來，中國壹直將華爾街視為盟友。1990 年
代末，中國政府曾呼籲金融業高管遊說克林頓政府，
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高盛 (Goldman Sachs) 和
黑石集團 (Blackstone Group) 等大公司的高管經常會見
中國高層領導人。他們還充當中間人，就中國和華爾
街如何看待貿易戰向特朗普政府官員提供咨詢。

大銀行將這個快速增長的國家視為重要的業務來
源，盡管它們在中國受到嚴格控制的金融體系中基本
無法參與競爭。近年來，中國公司通過美國金融市場
籌集了數百億美元。華爾街銀行通過向中國企業提供
首次公開募股和收購美國企業及房地產的咨詢服務，
賺取了大筆費用。

“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企業家，我們期待著他們的加
入，”納斯達克上市服務高級副總裁小羅伯特·H·麥
庫伊 (Robert H. McCooey Jr.) 說。特朗普政府尚未宣布

任何封殺舉措，中國企業可以繼續享受進入美國市場
的機會。就在兩周前，星巴克 (Starbucks) 的中國
競爭對手瑞幸咖啡在紐約上市首日迎來股價大
漲，不過此後壹直走低。

但壹些政府官員和議員對中國公司在美
國資本市場和主要股指上的表現越來越懷
疑。

今年 4 月，包括佛羅裏達州共和黨人馬
可·盧比奧 (Marco Rubio) 在內的壹個兩黨
參議員團體致信政府，呼籲對在美上市的壹
些中國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要求，稱這些公司構
成國家安全風險，並參與了人權侵犯行動。

信中點名指出海康威視公司，由於在監視和大規
模拘禁主要為穆斯林少數民族的維吾爾人方面發揮了
作用，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禁止該公司購買美國的零
部件。海康威視是 MSCI 股指的壹部分，其投資者包
括瑞銀 (UBS)、摩根大通 (J. P. Morgan) 以及加州和紐
約教師的公共養老基金。

“如果美國人知道，他們的退休金和其他投資資
金正在資助與中國政府安全機構和惡行有關的中國公
司，他們很可能會感到非常不安，甚至憤怒，”信中
寫道。

目前還不清楚總統和他目前的顧問們在多大程度
上認同這壹看法。但如果華盛頓真的采取行動，中國
也有辦法反擊。

根據壹項估計，以國家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為主
的中國實體至少持有美國 2000 億美元的股份，如中國
領導人決定予以出售，這可能會是壹件額外的武器。
據知情人士透露，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清楚自己有
這樣壹個極端的選擇。因該問題的政治和外交敏感性，
他們堅持要求匿名。

此舉可能會震動被特朗普引為成功晴雨表的的美
國股市。多年來，政策制定者、經濟學家和銀行家壹
直在問，如果中國突然大量拋售其所持有的 1.3 萬億美
元美國國債，美國經濟可能會遭受怎樣的影響。

出售股票可能會比減持債券威力大。較之於美國
政府債券，股市更容易對較小規模的資金做出反應，
因為國庫券的市場實在太龐大了。

曾長期供職於財政部、現任倫敦貨幣金融機構官方
論 壇 (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
美國分論壇主席的馬克·索貝爾 (Mark Sobel) 表示，中
國不太可能迅速拋售股份。這麽做不僅將令美國不快，
也可能意味著在股價暫時處於低位時出售，有損中國
資產的投資回報率。

“以我的經驗來看，中國的儲備經理人壹直都是
專業行事，尋求促進金融穩定性，”索貝爾在郵件中

寫
道 。

紐 約 外 交 關 系 委
員 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經濟學家
布拉德·塞策 (Brad Setser) 稱，以往需要額外資金用於
幣值管理時，中國政府機構會悄悄地逐步出售他們持
有的美國股票，。

開始改變其與美國金融市場關系的中國公司，如
今面臨其舉動是否關涉貿易的質疑。

此 前 主 要 在 香 港 交 易 的 上 海 計 算 機 芯 片 制 造
商 中 芯 國 際 集 成 電 路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要 將 其 美 國 存
托股票從紐約證券交易所轉至受關註度低得多的場外
交易市場。通稱為中芯國際的這家公司將這個決定歸
因於其在紐約的股票交易量太小。

“中芯國際長期以來壹直在考慮此次遷移，與貿
易戰無關”，也與圍繞中國科技公司華為的跨太平洋
爭端無關，中芯國際在壹則回復記者詢問的聲明中寫
道。“遷移需要長期準備，因時機恰逢當前的貿易交
鋒，可能會引起誤解。”

阿裏巴巴談論在中國大陸或香港出售股份壹事已
久，因而不清楚貿易戰在其考量當中起到了怎樣的作
用，或者是否有作用。阿裏巴巴共同創始人馬雲在去
年 1 月的壹次大會上曾表示，他會考慮是否要在香港
也上市。

對阿裏巴巴而言，在香港上市可讓更多中國投資
人把錢投給他們很多人每天在用的公司。彭博社早先
曾報道阿裏巴巴在加緊討論在港上市的計劃。

隨著貿易戰的持續進行，上述北京研究機構的莫
天安表示，中國公司如今會謹慎看待對美國金融市場
的依賴。“中方沒有脫鉤的意願，”他說，“但減少
風險敞口可能是個明智的管理決定。”

                                                             ( 紐約時報 )

蒼井優被曝戀愛 1 個月閃電結婚！
    對象是大9歲諧星

中美貿易戰的下一個戰場：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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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若有靈，保佑我有生之年只有笑，沒有淚，

活得像火花。行嗎？好嗎？永別了！我愛！”淒美哀

怨聲中，瓊瑤作別了丈夫平鑫濤。5 月 23 日，臺灣

皇冠文化集團創始人平鑫濤過世，享年 92 歲。近 10

天之後，妻子瓊瑤從悲痛中平息，在社交網站發千字

長文悼念丈夫。

文中寫道，就在丈夫去世前幾天，他們還度過了
壹個“相對兩無言，默默不得語”的 40 周年結婚紀
念日。丈夫生命的最後 3 小時，瓊瑤壹直握著他的
手，送他最後壹程，並在之後采取花葬方式送走了對
方。

這篇悼文，延續瓊瑤壹貫唯美的文風，不僅改寫
了蘇軾的《水龍吟》——“三分離恨，二分塵土，壹
分流水。細看來，花落花飛，點點都是離人淚”，還
用了自己的歌詞——“聚也依依，散也依依！生也依
依，死也依依！依依又依依，再見不可期……”，字
字句句充滿著傷感與不舍。

但涕淚之外，提及往事，瓊瑤依然話語尖銳，“當
初明明是妳拼命追求我，長達 16 年。讓我受了多少
委屈……我忍了多少？天知地知，妳知我知。”回顧
兩人的愛情，平鑫濤為瓊瑤出版了 65 本書，本本風
靡，壹手將她打造成“言情教母”；瓊瑤也壹路拉著
皇冠集團扶搖直上，讓平鑫濤成為華語出版界的巨
擘。但相互扶持的背後，他們之間始終夾雜著“小三
上位”的背景，這也壹直是瓊瑤最被詬病的黑歷史。

千帆過盡，愛人辭世，瓊瑤訴盡衷腸，也希望將

生命中這根最傷人的“刺”徹底拔掉。
瓊瑤式”一見鐘情

瓊瑤和平鑫濤的第壹次相識很“瓊瑤”。當年平
鑫濤到車站接瓊瑤，川流的人群之中，壹眼便認出了
那個“壹身黑衣、瘦瘦小小”的女子。平鑫濤對她說：
“妳壹定就是瓊瑤！”被問為什麽，他回答：“我是
從《窗外》認出妳，從《六個夢》認出妳，從《煙雨
蒙蒙》裏認出妳。” 話語間，他仿佛就是瓊瑤劇中
的男主角。

彼時，名不見經傳的瓊瑤投稿給平鑫濤的《皇
冠》雜誌，每壹篇都得到發表，還意外接到了約稿來
信，寫信的人正是社長平鑫濤。平鑫濤在信中對瓊瑤
的小說《窗外》大加贊賞，“連續三個晚上，不眠不
休，壹口氣讀完。這是本不可多得的佳作，妳需要再
接再厲”。《窗外》經雜誌全文刊發後，瓊瑤壹時間
名聲大噪，卻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因為瓊瑤在小說中通過回憶初戀，表達了對父母
拆散她愛情的憎恨，使自己壹下子陷入和父母、丈夫
的家庭糾葛中，整個人脆弱不堪，抗拒回家。平鑫濤
把這些都看在眼裏，每天送瓊瑤回家，在巷口偷偷看
她。看著瓊瑤在家門口徘徊 20 分鐘，平鑫濤的內心
對這個女子充滿了憐惜。

多年後，平鑫濤形容那個畫面時稱，瓊瑤小小的
個子，穿著壹身黑色衣服，在冬天的冷風下走來走
去，好像有萬斤的壓力壓在肩上，那種難負重荷的樣
子，讓他終生難忘。

而另壹邊，瓊瑤的出現，也拯救了深陷泥沼的
《皇冠》雜誌社。平鑫濤自言：“熬到第 9 年，我們
終於遇到了壹個瓊瑤，《皇冠》真的要起飛了。”

“投之以桃李，報之以瓊瑤。”兩人在約稿、改
稿、交流、出版中暗生情愫。但擺在面前最大的問題
是，當時他們都是有家室的人。瓊瑤和丈夫的感情早
已破裂，很快辦妥離婚。平鑫濤這邊則棘手很多，他
的妻子叫林婉珍，娘家是做紡織的，家境殷實，當初
全力資助平鑫濤創辦了皇冠雜誌社。

受傳統道德觀約束，瓊瑤不願破壞別人的家庭，
但依舊陷入這段感情，無法自拔。兩人分分合合、吵
吵鬧鬧，很“瓊瑤式”地折騰了 10 年。在對方的離
婚拉鋸戰期間，瓊瑤和平鑫濤還發生了壹起車禍，後
來，瓊瑤這樣描述當時的生離死別：“在那壹瞬間，
我覺得，沒有天，沒有地，沒有世界，沒有宇宙，這
世上只剩下我們兩個，壹個在車內，壹個在車外，再
有的就是生或死……我們站在風口，兩人都在發抖，
不禁抱頭痛哭……”

這段瓊瑤眼中的生死戀情，對林婉珍而言，卻是
莫大的屈辱。據林婉珍的兒子平雲說：“當時母親
絕望到尋死，但顧慮 3 個孩子年幼，只好繼續堅強求
生。”

而真正壓垮林婉珍的是壹封瓊瑤寫給平鑫濤的情
書，“窗外正稀裏嘩啦下著小雨，妳來了，寂寞就從
門縫裏出去”。林婉珍後來回憶：“薄薄的兩張稿紙，
卻幾乎壓垮了我。”

丈夫去世後，

被稱“小三鼻祖”的瓊瑤發千字         

                         悼文訴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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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當平鑫濤再次拿著親手寫的離婚協議
書來找林婉珍簽字時，林婉珍終於答應了。3 年後，
平鑫濤和瓊瑤低調結婚。

被“小三鼻祖”困擾一輩子

壹個平鑫濤成就了瓊瑤“言情教母”的美譽，也
讓她背上了“小三鼻祖”的罵名。那段時間，瓊瑤被
罵得很慘。經常是她在家寫著小說，就忽然有讀者打
來電話，大罵她“狐貍精”“破壞別人家庭”。她很
苦惱，但也自知萬事有因果，食得鹹魚抵得渴吧。

好在 40 年的婚姻中，他們壹直相愛如初，婚姻
幸福穩定。平鑫濤說，婚後他和瓊瑤真的很少吵架，
“壹年壹小吵，十年壹大吵而已”。他們的相愛、和
睦，也確實有目共睹。直到七八十歲，平鑫濤還給朝
夕相處的瓊瑤寫肉麻的情書：“我滿街亂逛，看畫看
花，故作瀟灑，我還是無法瀟灑！倒不如關在空屋
裏，想妳，想妳！還有壹車子的花，等妳，等妳……”

而瓊瑤更是在平鑫濤得了失智癥後，依然要每天
都問他“妳愛不愛我”。在瓊瑤看來，從初相識到結
婚，16 年的感情糾葛，換來 40 年的恩愛相守，付出
也值得。

但耿耿於懷的終究會是林婉珍。2018 年，平鑫
濤前妻林婉珍出版新書《往事浮光》。這個壹向隱忍
不發的女人，在 88 歲高齡時忽然站出來：“是時候
來談談我的版本了。”

雖然 50 多年過去了，可見其意難平。林婉珍在
書中透露，當年丈夫與瓊瑤就在她的眼皮底下“偷
情”，瓊瑤帶著孩子搬到她家對面住，每天下午兩
點，老公下班之後壹定會開車到瓊瑤家相聚。

傭人還告訴林婉珍，瓊瑤會趁著沒人在家時，穿
著新衣服來見平鑫濤，還問他好不好看。兩人行事越
來越高調，某個午夜，林婉珍打電話去瓊瑤家找老
公，瓊瑤竟然說“妳來把他帶走”。

書中甚至道出瓊瑤願意“二女共侍壹夫”的想法：

“如果能夠維持現狀，就不會逼平鑫濤離婚，因為現
在的狀況可以維持四個人的幸福。”“妳的三個孩子
都有爸爸，我的孩子也有爸爸，四個小孩都有溫暖的
家。如果改變現狀，大家就都不幸福了。”這本書在
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瓊瑤壹時被千夫所指。

以瓊瑤的敏感和好勝，她當然不會不在意，但她
也懂得四兩撥千斤，直接引用宋詞《小重山》中的話
“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反擊。此外，
她還附上了壹段和尚“開示語錄”，似乎是在暗示林
婉珍看開點……

雙方各說各話，50 多年的恩怨情仇難以評斷，
但瓊瑤壹直堅持的就是不承認不反駁，“不管小三、
小四都沒關系，我沒把自己放在那上面。”所以，直
到這次平鑫濤離世，瓊瑤還在亡夫的悼詞裏不惜筆墨
再次強調，“沈默是金，沈默是禪，沈默是淚，沈默
是愛。沈默，更是‘忍’！”

堅決不插胃管的倔強

在瓊瑤的小說裏，愛情的力量總是大過壹切，
《壹簾幽夢》中的紫菱可以搶姐夫，《梅花烙》的白
吟霜為愛情耍盡心機還是受人喜愛，《水雲間》男主
拋下發妻非要與千金小姐在壹起……這是瓊瑤式愛
情的經典模式。

現實生活中，只要有了愛情做後盾，瓊瑤也可以
分寸不讓，不懼壹切。2014 年 4 月，瓊瑤發表長微博，
舉報於正編劇的《宮鎖連城》抄襲其著作《梅花烙》。

當時於正迅速回應稱只是“巧合和誤會”，而《宮
鎖連城》的收視率也因該事件迅速提升。憤怒與無奈
之下，70 多歲的瓊瑤不懼被罵“搶風頭、蹭熱點”，
毅然提起訴訟，走上了漫長的維權之路。

勝訴之後，瓊瑤曾表示，打官司的勇氣來自丈
夫，當時壹家人討論要不要起訴時，患病的平鑫濤第
壹個站出來說：“告！不能不戰而降，萬壹輸了，也

要抱著雖敗猶榮的心。”據瓊瑤回憶，平鑫濤滿眼堅
定，那股正氣和力量給了自己最大的勇氣。

2017 年，平鑫濤重病失智後，瓊瑤為了“是否
插鼻胃管治療”與 3 名繼子女產生分歧，吵到最後不
惜大爆粗口：

“去他媽的鼻胃管”，“我錯在年輕時不該認識
妳們的爸爸，不是錯在現在”……

這樣的瘋狂嚇壞了在場的人，大家無法相信眼前
的這個女人，就是曾經寫下充滿愛意的“我的丈夫失
智了！請求妳最後壹個忘記我！”的那個人。

而在瓊瑤的眼裏，丈夫很多時候都在以自己的方
式告訴她，他不想繼續承受活著的痛苦，他需要壹次
解脫。瓊瑤也認為人就應該活得瀟瀟灑灑，不該茍活
於醫療器物之中，所以，她拼盡全力要為丈夫爭取壹
次“自由”。

雖然這場纏鬥以她的失敗告終，但是她也借此向
世人表明了她面對生命的態度。也正是在丈夫住院那
壹年，瓊瑤發出了自己的“笑看死亡書”，在《預約
自己的美好告別》這封信中，她囑咐自己的子女：在
生命的盡頭，堅決“不插胃管”，“不進加護病房”，
“氣切、電擊、葉克膜……這些，全部不要！幫助我
沒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計讓我痛苦地活著，意義
重大！”

沒辦法讓丈夫瀟灑地走，她就要讓自己倔強地死
壹次。像世間的每個人壹樣，瓊瑤也是復雜的。她善
良、浪漫，也任性、倔強。她感動過人，也傷害過
人。但不可否認的是，她畢生都在為愛情掙紮，看著
她送別丈夫時的樣子，環環不禁想起她的那句經典臺
詞——“妳失去了壹條腿算什麽，紫菱失去的可是愛
情！”

這壹次，希望她能像悼詞中說的那樣，“鑫濤，
妳解脫了！我也放下了。”

                                                    ( 環球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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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小蘭 (Elaine Chao) 是美國交通部長，也是參議

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 (Mitch McConnell) 的妻

子，她的家族在美中兩國都有高層政治關系。這使得該

家族在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中占據了非同尋常的

地位。

通過采訪、查閱行業備案和兩國的政府文件，《紐
約時報》發現，趙氏家族和麥康納爾都隨著前者的船運
公司在中國發展出深厚的商業關系而興旺發達。這壹過
程中，趙小蘭是公司的主要推動者之壹。趙小蘭如今負
責監督振興美國海運行業。隨著中國航運業崛起、在全
球占據主導地位，美國的海運業正急劇下滑。以下是時
報調查的五個要點。

趙氏家族與中國政府的關系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

趙 小 蘭 91 歲 的 父 親 趙 錫 成 (James S.C. Chao) 在
1949 年共產黨掌權前逃離中國，在那之前，他曾在上
海壹所大學學習航海專業。期間他壹度和後來的中國國
家主席江澤民是同校同學。

1984 年，中國正逐漸從數十年的動蕩中恢復發展
起來，文件顯示趙家入股了壹家國有海事電子設備制造
商。該公司主要面向中國軍方及其他部門進行銷售，而
且與當時江澤民任部長的電子工業部關系密切。江澤民
在幾年後成為中共領導人，之後趙錫成至少與他有過六
次會面，其中包括 1989 年 8 月在北京中南海的壹次會
面。趙家家庭成員說他們不記得有過這筆投資。

趙氏家族的船運公司業務集中在中國

1964 年，趙錫成建立了總部位於紐約的福茂集團
(Foremost Group)，公司的第壹筆大合同來自美國政府，
在越南戰爭期間將大米運往東南亞。如今，它的大部分
貨船由中國國有造船廠建造，其中壹些由中國政府貸款

提供資金。福茂至少與中國國有鋼鐵制造商簽訂了兩份
長期合同，用這些中國建造和支持的船舶為後者運輸鐵
礦石。

根據近期的航運數據，福茂的貨物中超過 70% 被運
往中國，其中大部分是鐵礦石。這些貨物幫助維系著中
國的工業引擎運轉，而中國鋼鐵制品是中美不斷深化的
貿易爭端中的壹大分歧。福茂將自己描述為壹家小型國
際企業，並表示它並非特別專註於中國。而在這個中國
制造業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裏，大多數散貨船的主要業
務都在中國。

美國航運業面臨預算削減，在趙小蘭領導下，特朗
普政府對該行業的投入引發質疑。特朗普政府毫無疑問
已經表明，聯邦政府願意利用其影響力推動某些美國工
業部門，比如煤礦和鋼鐵行業。但這些努力並沒有擴展
到趙小蘭領導下的航運業。

在她任期內，交通部預算壹再要求減少旨在支持陷
入蕭條的美國造船和船運業的項目。該部門的預算還要
求縮減建造五艘新訓練艦的計劃，這壹計劃是在奧巴馬
政府時期提出的，目的是培養新壹代美國海員。

交通部官員指出，該部門許多預算削減是受迫於白
宮的壓力，而且有壹些項目此前就是削減的目標，但國
會恢復了對它們的撥款。在特朗普推動各項削減時，國
會也是這樣做的。

在國會幹預下，建造新訓練艦的計劃如今已重回正
軌，整體的海事支出也在增加。但這些削減提議引發了
兩黨對特朗普政府對航運業承諾的質疑。交通部官員
說，趙小蘭壹直是美國海事系統的支持者，她作為該機
構負責人的行為與其家族在中國的生意無關。在中國，

趙家數十年來持續為學生提供獎學金，培養快速發展的
航運業所需的人才。

趙小蘭在壹則聲明中表示，“我的家人都是愛國的
美國人，過著壹種有充實目標的生活，對這個國家貢獻
良多。”趙小蘭與福茂的家族聯系以及她在中國的關系
引發倫理質疑。自 1970 年代末以來，趙小蘭並未在福
茂擔任正式職位，但她多次利用自己的關系和地位來提
升公司的聲譽和知名度。

作為交通部長，她 2017 年在紐約參加了福茂與日
本住友集團 (Sumitomo Group) 的壹場簽約儀式，住友在
美國有公共交通項目，由交通部監管。兩個月後，她取
消了壹次前往中國的旅行。在那之前，美國駐華大使館
的官員就此行提出了倫理方面的疑慮，因為她的辦公室
要求安排其在福茂任職的家人參與行程中的活動 。

交通部並未說明取消旅行的原因，但壹名發言人後
來稱特朗普總統當時召開了壹場內閣會議。在她的任命
聽證會上，趙小蘭沒有提及她的家族與中國航運業的廣
泛聯系。盡管參議院的的問卷要求提名者列出所有榮譽
職位，她也沒有披露其曾在中國獲得的榮譽，比如武漢
市政府的國際顧問。壹名交通部官員稱這是壹個疏忽。

曾擔任政府道德辦公室(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總法律顧問的瑪麗蓮·L·格林 (Marilyn L. Glynn) 認為，
趙小蘭應該回避那些會廣泛影響航運業的決策。“她可
能會想確保她的家族企業不會受到任何政策選擇的不利
影響，或者僅僅是給人這種印象，”格琳說。

交通部發言人否認存在任何利益沖突，稱趙小蘭的
“家族生意不屬於美國船旗航運業務”。福茂首席執行
官趙安吉 (Angela Chao) 稱，姐姐是以“家庭成員”的
身份出席福茂相關活動的。

與趙小蘭的婚姻令米奇·麥康奈爾獲益

趙小蘭與麥康奈爾在 1993 年結婚，但早在婚禮前
幾年，她本人、父母、妹妹和妹夫們就已經向麥康奈爾
提供競選捐款。最開始的壹萬美元是在 1989 年 6 月，
當時他們剛開始約會不久。在接下來的 30 年裏，趙氏
大家庭的 13 名家庭成員總計向麥康奈爾的競選及與其
有關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了超過 100 萬美元的資金。
2008 年，趙錫成送給這對夫婦壹份高達 2500 萬美元的
禮物，幫助麥康奈爾躍升進入最富有的參議員行列。麥
康奈爾在壹份聲明中表示，他為得到家人的支持而自
豪。

                                                             ( 紐約時報 )

紐時刊長篇調查：起底

趙小蘭家族與中國官方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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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百何談感情，
女人都是攢夠了失望才離開的

白百何算是當今女演員中的佼佼者
了，她的演技很自然，能融入進角色裏，
無論是個性十足的醫生陸晨曦還是武功
高強的捉妖師霍小嵐，她都可以演繹的
十分精彩。表演相當從容， 收放自如， 
就像平時的生活壹樣。給人的感覺總是
鄰家大女孩。

兩年前，白百何和陳羽凡承認離婚，

離婚後的白百何陳羽凡互不打擾，各過
各的，曾經是娛樂圈模範夫妻，如今變
成了路人，讓人真的不敢相信愛情了。
不過，很多人不明白，當初兩人那麽的
恩愛，為何悄悄地離婚了呢？必定兩人
孩子已經 11 歲了。

當年，白百何和陳羽凡在拍攝電視
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時因戲生情，
交往兩年後便與陳羽凡結婚，24 歲時候
就為其誕下了兒子。這樣的速度在娛樂
圈女藝人中很少見，可見當時的白百何
愛陳羽凡是多麽的深切。有人說是她沖
動，她說為愛值得。

近日，白百何參加某訪談欄目， 當
主持人問白百何對男人的看法，她認為：
“跟男人相處他帶給妳的快樂，遠遠沒
有麻煩多，女人都是攢夠了失望才離開

的。”這句話被網友解讀為，當初和陳
羽凡離婚，就是對他有太多的失望。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下午，陳羽凡和
女友在室內吸毒被警方發現，陳羽凡因
吸毒、非法持有毒品，被行政拘留。壹
個曾經數千萬人仰慕的走紅歌手，淪落
到吸毒，可見陳羽凡的日常生活是多麽
的負能量。白百何真的攢夠了失望才離
開了他。

近日，有八卦媒體拍攝到了陳羽凡
現身工體附近，坐在車上拿出雪茄點燃，
就開始狂吸，看來應該是煙癮發作了。
網傳陳羽凡煙癮特別大，胡海泉就是忍
受不了陳羽凡吸煙，兩人出行都是分車
坐。白百何這麽精致的女人，怎麽會忍
受了陳羽凡這些嗜好呢？

                                        （文學城）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
Houston Dragon Academy 

Email:  wang3059920@gmail.com
網址： www.houstondragonacademy.org
地址 : 8915 Timberside Dr. Houston TX 77025

713-305-9920  713-858-8768
聯繫電話

憑此廣告，學費減10元！

Better Chinese, More Choices.
多學一門語言，多看一個世界！好中文，助未來！

蝦子海參 八宝鴨 龍蝦沙拉 炒鱔糊 白果魚圓 ……
小籠湯包 生煎包 粢飯糕 豆沙鍋餅 酒釀圓子 ……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原上海五星級飯店錦江酒家大廚
●美南電視《味全小廚房》客座主持人

●丁德忠師傅 主理

堂食消費滿$50
訂座電話：173-995-0985

店址：9968 Bellaire Blvd, Suite 160 Houston, TX 77036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CHUNG WANG正宗港式燒臘在Katy Town隆重開張

*全班人馬來自紐約*
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

營業時間：早上十點半至晚上八點半  逢星期一休息

地址: 23119 Colonia Pkwy Katy, TX 77449  電話: (281)783-8383

常旺燒臘CHINESE BBQ 新張大優惠新張大優惠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贈送叉燒半磅贈送叉燒半磅歡迎光臨品嘗家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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