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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讓現代汽車助您牛年扭轉乾坤讓現代汽車助您牛年扭轉乾坤
滿載心安滿載心安!!

隨著2021正式到來，雖然COVID-19所帶來的疾苦
與不確定性仍舊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現代汽車將始
終為您提供頂尖的性能與安全性，讓您在行車上安心無
憂，能夠將心力花在其他地方。現代汽車也希望通過此
次抽獎活動，讓您的牛年好運連連！

作為現代汽車的旗艦車型之一，全新的2021 Santa
Fe讓您享受精湛科技和安全功能，以及大膽設計與卓越
性能。現代Santa Fe象徵著現代汽車致力於為客戶提供
安全與舒適的高品質車輛的承諾。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今年二月百年
一遇的大風雪後，有些民眾遭受 「天價
」的電費之痛，遇此打擊之後，才正視
電費的重要，無論是家庭用電、商業用
電，到底怎麼做才能節約? 如何才能避
免電費暴增?

新冠疫情之後，宅家的人多了，用
電免不了也增加，而做生意的店家更少
不了用電，您知道如何聰明用電而省錢
嗎？休斯頓有30多個電力公司，各家收
費規則與服務都不同，如果選對電力公
司，知道用電技巧，則省心又省錢。

比較過數家電力公司，家庭主婦劉
太太最後選擇用 Reliant 電力公司，原
因是Reliant服務好，口碑信譽俱佳，是
德州規模最大的一家，曾獲BBB 的年度
Excellent 最優獎，無論是規模或服務，
都獲得專業肯定。

Reliant 電力公司提供住家和商業用
電、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防盜系
統等服務，加上有華人專門為華裔社區
服務，劉太太曾換過幾家電力公司後，
最後又回到Reliant，感覺還是Reliant的
服務比較周到。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紹，轉用

Reliant 的電，Reliant有華語的市場負責
人員幫忙，她叫林玉儀(Yuyi Lin)，協助
接電等相關事項，覺得她服務很親切，
尤其是解釋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 Reliant 電力公司

休斯頓的華裔市場，國語、粵語和英文
都相當流利，在Reliant銷售電力9年多
，曾在I10 Ranch 99大華內的Reliant 門
市部銷售電力7 年，為住戶和商業提供
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續約等服務
。與她合作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
，說她在解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楚，非
常靠譜。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另一位用戶楊先生表示，有些電力

公司希望招攬客戶，只說了部分用電收
費，等到用戶實際上收到電費通知，收
費往往高出很多。而 Reliant 電力公司
的林小姐，會據實說明每一項的收費，

能源費用是多少？輸電費用是多少？月
費是多少？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用戶同
意之後才簽約。

另外，有些公司一千度與兩千度的
用電有很大的費用差別，或是有隱藏費
用，用戶以為找到便宜的計畫，但實際
上 卻 吃 虧 了 。 例 如 ， 1001kWh 與
1999kWh 同 價 ， 如 果 你 平 時 用 1001
kWh 左右就虧了，用 1999kkwh 比較合
算。所以，要根據自家用電量來選擇不
同計劃。按標準，電力公司都要提供
2000 kwh 的平均價，但有時 1999 kwh
和 2000 kwh 會差很遠，有人一看 2000
KWh 均價便宜就簽了，但實際上，他
們可能用不到2000 kwh 。

因此，提醒民眾，在找電力公司時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找一家信譽
優良、誠實可靠的電力公司才是上策。

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
如果是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有
合同的話，能源費Energy Charge是固定
的，價格比較便宜。另一方面，沒有合
同的，好處是沒有罰金，可以隨時走。
沒有合同的比較適合房東或經紀人出租
房子，短期用電。

輸電費，無論你用那個電力公司，
會上下浮動。輸電費是由電線桿公司如
Center Point 來決定的。輸送費主要受
天氣影響，例如預測到大的自然災害將
來臨，可能花大量人工去修理電線桿，
費用就會高點。Houston 的電線桿公司
是 Center Point，不管用那個電力公司
，輸電費在同一電線桿公司區域是統一

價。
今年2月寒流，由於電供不應求，

電批發價到嚇死人的天價。德州最多只
能收客人每KWH $9，有個公司的合同
隨批發價浮動， 有不少客人寒流那幾天
，每KWH付$9。那個月，不少客人付
超過千元的電費，這個公司已經倒閉了
。

也有一些電力公司因沒有事先買足
夠電而要付天價批發價而倒閉，倒閉之
後，會將用戶轉手給其它公司，變成沒
有合同的狀態。若沒有合同，電價會改
變，所以最好能改成有合同的，比較有
保障。

合同過期前，如果你是 Reliant 客
戶，Reliant會寫信通知你續約，如果不
續約，電價也會變，所以最好能續約。

商業用電的訣竅，告訴您如何省錢
在商業用電的部分，知道秘訣和不

知道，所交的電費會相差很多，有技巧
地用電，將會幫你省下很多錢。商業電
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的，我們分別來了
解如下：

第一部分是 Energy Charge：
電的量度單位是千瓦時（KWH)，

Energy Charge 這部分是電力公司決定的
價格。通常天然氣、油、太陽能、風能
、天氣和供求關係等等來影響 Energy
Charge。

Nodal Pass Through: 有時候，如果某
城市高峰期不夠電用，會向別的城市要
電，如果長途運輸電，運輸過程中電會
損耗很多，所以有些公司有這項收費，
一般是用電量少的合約，Reliant 公司的
Energy Charge已經包含這部分在裡面，
用電量大的公司，可包可不包，看具體
合同而定。

第二部分是用電的速度 Demand
(KW) ：

Demand 是你用電的速度。比如說
接滿同樣大小的一缸水，你可以打開水
龍頭慢慢地裝一個小時，也可以快快用
15分鐘裝滿。家居用電一般怎么用沒什
麼區別，用多少算多少。但是，商業用
電差別可大，越快裝滿越貴。

商業用電受15分鐘的用電與平常用
電的比例影響。如果你某個15分鐘用電
很多，Demand 大，電線桿公司會為你
準備大的用電量，會收貴很多。這部分
費用由電線桿公司收，並非電力公司決

定。休斯頓的電線桿公司是Center Point
。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很多錢
比如一家 Home Depot，晚上要給

機器充電，起初全部機器一齊充電，結
果發現電費很貴。後來分開時段來充電
，電費就便宜多了。所以盡量不要集中
在15分鐘一齊用電，這樣子能省很多。
上述情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越貴
。

通電ID
家庭住戶也可憑駕照、社安號、外

國護照通電。剛來美國憑護照辦電，多
數要查證件，一般提前5天辦比較好，
因為查證件需要1-2个工作曰。大部分
人，如果不需查證件，找林玉儀辦，只
要5pm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網上有
些公司要幾天。

如轉換到Re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
消原來公司，Reliant會替客戶把原來公
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原來公司斷電，
反而造成公司交接手之中停了電。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人提
供特別服務，通電很容易，讓管理房屋
更有效率。

詳情請洽 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
(Yuyi Lin)， 電 話: 713-898-8043。
Email: Yuyi.Lin@nrg.com。 微 信/Line
ID: yuyilin2005

如何節省電費如何節省電費?? 家庭與商業用電的省錢技巧家庭與商業用電的省錢技巧
老字號老字號ReliantReliant 電力公司服務好電力公司服務好，，獲專業肯定獲專業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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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

德州本地新聞

同学聚会，一个女同学抱怨说她的

儿子学习成绩差、性格叛逆、脾气倔强

，总是跟她拌嘴，经常怼得她一愣一愣

的。

我问她怎么应对这种情况。

她说“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管不了

就不管呗，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怎

样就怎样，反正我是无能为力、彻底放

飞自我了”。

我说：“这样做恐怕也不行”。

她反问道：“你们心理咨询师不是

经常说要包容，要无条件接纳吗？我什

么都包容，什么都由着他，不正是你说

的无条件接纳吗？”

我在心里暗暗叫苦道：包容或者说

无条件接纳并不等于纵容啊。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分不清包容

与纵容的区别，以为包容就是纵容。

我的一个好哥们就经常被老婆抱怨

不够包容，原因是他会在半夜11点以后

提醒妻子不要再玩手机了，早点睡觉。

还有一次，当他忙于整理办公资料时，

提醒正在玩手机的妻子去陪陪儿子，以

防止他看电视的时间过长……诸如此类

。对此，他委屈而疑惑地对我吐苦水道

：“这跟包不包容有什么关系？难道我

什么都不能做，也什么都不能说吗？”

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很有必要认真

聊一聊无条件接纳（包容）与纵容的话

题。

所谓接纳，是指承认某一事物存在

的客观性，不评价、不判断、不赞成、

不反对、不支持、不否定、不定性、不

下结论。“我看到了”、“我了解了”

、“我知晓了”，仅此而已。而无条件

接纳，只是进一步强调接纳时不能附加

任何条件。实际上，附带任何条件的接

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接纳。

所谓纵容是指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某

个事物或者可能会导致某个事物出现的

发展趋势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任其自

由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场景来更好

理解接纳（包容）与纵容的概念。

家长带着孩子逛超市，孩子想买巧

克力（孩子长蛀牙而且正在换牙，因此

家长并不想给孩子买巧克力），家长有

以下几种回应方式：

（一）“你牙齿都烂光了，还想吃

巧克力。”——这是在否定孩子想吃巧

克力的想法，不是接纳。

（二）“不就是没给你买巧克力嘛

，你至于那么不高兴吗？”——这是在

评判孩子的情绪，不是接纳。

（三）家长什么都不说，直接同意

，孩子高高兴兴地买了巧克力。——对

于巧克力可能会影响孩子牙齿健康这一

后果，家长没有与孩子进行任何沟通，

更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完全听

任孩子只图口腹之欲的短视行为，这是

典型的纵容。

（四）“妈妈（爸爸）知道你很想

吃巧克力”。——对于孩子想吃巧克力

的想法，家长没有予以否定、指责和评

价，而是表达了理解、予以了关注，这

才是接纳。

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会问：“然

后呢？”

现实生活中，仅仅做到做到这一步

还不够，因为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没有得

到解决，接下来还要进行真诚地沟通。

回到买巧克力的例子中，孩子毕竟

还小，无法理性评估巧克力对牙齿的危

害性，这就需要家长对孩子进行引导教

育，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并给出耐

心细致的解释。

莫把纵容当包容——“包容”与“纵容

”简析

家长可以这样表达：“妈妈（爸爸

）不想给你买，因为妈妈（爸爸）担心

巧克力会损坏你刚刚长出的新牙，我们

换一种东西吧！”

听了这样的解释，大部分孩子都会

听从家长的意见，放弃想要购买巧克力

的想法。

那么又有人会说，如果孩子不依不

饶，赖着不走，非要买怎么办？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需要家长本

着包容（接纳）孩子的心态去进一步沟

通。至于究竟买不买巧克力，要视具体

情况而定（理性评估、权衡巧克力带来

的危害与孩子愿望长期得不到满足的危

害）。而且，沟通的结果（买不买）不

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引导孩子学会

理性表达自己的需求、设身处地地理解

他人的需求。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包容与纵容的

异同。

两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表现形

式上都是不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强加给

对方，不强行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

行事。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包容是基于信任，相信对方（问题

当事人）是自身问题的专家和权威，对

方有能力以他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去处理

好自身的问题。与此同时，还会把真实

的观点和感受分享给对方，作为对方决

策的参考。在对方处理问题的过程中，

还会予以帮助和支持。

而纵容是基于恐惧，一方面不敢向

对方（问题当事人）表达真实的观点和

感受（因害怕受到伤害而不敢敞开内心

世界的思维模式已经固化）；另一方面

不敢也无力解决因双方观点不一致可能

引发的冲突（有过多次失败经历），因

此只能任由对方恣意妄为。

另外，就对象来看，包容与纵容也

是完全不同的：

接纳针对的是已然发生的事件或者

客观存在的事物，我们除了接纳别无他

法，这是非常现实而理性的，因为木已

成舟、覆水难收，谁也没有办法回到过

去去改变它。

纵容针对的是正在发生的事物或者可

能会导致某个事物出现的发展趋势，而未

来还没有到来，是有可能通过介入干预来

改变其发展趋势并最终改变结局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纵容完全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完全放

弃了个人在事物未来发展变化中的主观

能动作用，显得过于消极而退缩——在

有可能改变的情况下选择了放弃，不会

留下遗憾吗？

回过头来分析那位女同学管教儿子

的话题。

如果她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并彻底放飞自我的话，那么她的这种做

法绝不是无条件接纳，理由如下：

第一，对于儿子学习成绩不好这一

现实，她有诸多抱怨，只是不敢在儿子

面前表达，因此只能算作是一种隐忍，

绝不是接纳。

第二，之前与孩子的交流沟通大都

以失败告终，引发儿子越来越强烈的对

抗情绪。鉴于此，她直接选择放弃沟通

，这是明显的逃避，绝不是接纳。

第三，眼看着孩子的学习成绩没有

起色，她不去想办法帮助孩子，而是采

取了不管不顾、放任自流的态度，完全

放弃了自己作为家长在孩子个人成长和

人格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的监督和引导

职责，这是典型的纵容，更不可能是接

纳。

而那个被妻子抱怨的哥们，他并没

有指责妻子（即便妻子的行为确实有些

不合时宜），只是做了一些善意的提醒

而已，而这些提醒都是出于他对妻子、

对孩子的关爱和担忧。

后来我对这位哥们说：“你老婆想

要的不是包容，而是纵容。”

综上所述，包容和接纳不代表毫无

立场、原则和底线，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争执与冲突，真诚沟通和观点碰撞是才

是关键，否则就是逃避，是隐忍，是纵

容。

莫把纵容当包容——“包容”与“纵容”简析

(本報訊)儘管冠狀病毒仍在持續大流行，但對於富豪
來說，去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據《福布斯》報導，“過
去一年，平均每17小時就有一位新的億萬富翁誕生。全
球最富有的人總共比一年前增加了5萬億美元。”

休斯頓被稱為是一個多元化的文化中心，有許多德
克薩斯人躋身《福布斯》“ 2021年最富有的人”的“全
球億萬富翁名單”。

休斯頓文化地圖上的約翰·埃根（John Egan）分析了
眾多企業家，發現達拉斯-沃思堡地區在得克薩斯州的億
萬富翁人數最多排名第一，一共27位。休斯頓緊隨其後
，為17人。奧斯汀（Austin）有10人，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3人。

福布斯利用3月5日以來的股價和匯率來計算淨資產
，並分析了全球200位富豪的排名。

德克薩斯州新入住的伊隆·馬斯克（Elon Musk），
特斯拉和Space X的首席執行官，以1,510億美元的淨資

產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名第二，僅次於全球首富傑
夫·貝索斯（Jeff Bezos）。

休斯頓的理查德·金德（Richard Kinder）在全球億萬
富翁榜上排名第369位，仍然是休斯頓首富，身家為70
億美元。休斯頓的前五位億萬富翁包括丹尼·阿瓦拉
（Dannine Avara），斯科特·鄧肯（Scott Duncan）和米
蘭·弗朗茨（Milane Frantz），他們全都在石油管道行業
工作。羅伯特·布羅克曼（Robert Brockman）從事軟件工
作，在休斯頓億萬富翁名單中排名第三。

清單上最值得注意的也許是，在娛樂領域之外，大
多數億萬富翁都在管道以及石油和天然氣領域工作。

休斯頓其他賺錢的人包括運動隊老闆蒂爾曼·費爾蒂
塔（Tillman Fertitta），吉姆·克蘭（Jim Crane），珍妮
絲·麥克奈爾（Janice McNair）和前火箭隊老闆萊斯利·亞
歷山大（Leslie Alexander）。

《福布斯》報導: 德州億萬富翁人數增多

（本報訊）“ 我們的研究結果並不一定意味著疫苗不能預
防新冠，只是免疫反應的抗體部分可能難以識別一些新的變種
” ——Alejandro Balazs博士，醫學部助理研究員

導致COVID-19的SARS-CoV-2病毒在大流行期間發生了
變異。病毒的新變種在世界各地出現，包括可能具有更強的傳播
或逃避免疫系統能力的變種。這種變異已經在加利福尼亞、丹麥
、英國、南非和巴西/日本被發現。了解COVID-19疫苗對這些
變種的效果如何，對阻止新冠全球大流行至關重要，這也是麻省
總醫院Ragon研究所、麻省理工學院（MIT）及哈佛大學的新研
究課題。

在最近發表在《Cell》雜誌上的一項研究中，麻省總醫院
Ragon研究所核心成員Alejandro Balazs博士發現，輝瑞和莫德納
疫苗誘導的中和抗體對首次在巴西/日本和南非發現的變種的有
效性明顯較低。 Balazs的團隊利用他們測量艾滋病毒中和抗體的
經驗，為新冠創建了類似的分析方法，比較了抗體對原毒株和新

變種病株的效果。
“我們能夠利用現有的獨特高通量能力，並將其應用於

SARS-CoV-2研究。”麻省總醫院醫學部助理研究員、
哈佛醫學院醫學部助理教授Balazs博士說：“ 當我們測
試這些新毒株對抗疫苗誘導的中和抗體時，我們發現與
最初的SARS-CoV-2病毒相比，在南非首次發現的三種
新毒株對中和的抵抗力要高的20-40倍，巴西和日本首
次發現的兩種毒株的抵抗力是原毒株的5-7倍。 ”

Balazs解釋說，中和抗體的工作原理是與病毒緊密結合
，阻止其進入細胞，從而防止感染。就像鎖裡的鑰匙一
樣，只有當抗體的形狀和病毒的形狀完全匹配時，這種

結合才會發生。如果病毒的形狀在抗體附著的地方發生變化——
既SARS-CoV-2病毒的刺突蛋白——那麼抗體可能不再能夠識
別和中和病毒，這種病毒被描述為具有中和抗性。

麻省總醫院病理科住院醫師、該研究的第一作者 Wilfredo
Garcia-Beltran博士說：“ 我們發現刺突蛋白特定部分（稱為受
體結合域）的變異更有可能幫助病毒抵抗中和抗體。 ” 南非的
三種變種抵抗力最強，他們在受體結合域中都有三個變異。這可
能導致它們對中和抗體的高抗性。

目前，所有獲批的COVID-19疫苗都是通過誘導人體產生
針對SARS-CoV-2刺突蛋白的免疫反應(包括抗體)來發揮作用的
。雖然這些變種抵抗中和抗體的能力令人擔憂，但這並不意味著
疫苗就不會有效。

“除了抗體，人體還有其他免疫保護方法，”Balazs 說。
“我們的研究結果並不一定意味著疫苗不能預防新冠，只是免疫
反應的抗體部分可能難以識別一些新的變種。 ”

與所有病毒一樣，SARS-CoV-2預計會在傳播過程中繼續
變異。了解哪些變異最有可能使病毒逃避疫苗產生的免疫力，可
以幫助研究人員開發下一代疫苗，對新的變種病毒起到免疫效果
。它還可以幫助研究人員開發更有效的預防方法，例如無論發生
哪種突變，都能對抗各種變異的廣泛保護性疫苗。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參考：

原 文 鏈 接 ： https://www.massgeneral.org/news/press-release/
Vaccine-induced-antibodies-may-be-less-effective-against-sever-
al-new-sars-cov-2-variants

《Cell》 ：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1)
00298-1

新冠疫苗誘導的抗體對幾種新的SARS-CoV-2（新冠病毒）變種效果降低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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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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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一场流行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

的工作、生活、学习，却毁了肯尼亚许

多少女的一生。

今年3月，在首次报告新冠病毒感

染病例后的第3天，肯尼亚政府决定关

闭所有学校。

疫情局势紧张，国内学校也推迟了

开学，线上教育也迅速被敲定为国内学

生教育的解决方案。

用手机、电脑、ipad上网课，替代

了去学校上课，疫情似乎对我们的学习

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放眼全球，有超过15亿的学生群

体，因为这场疫情，无法正常地回到学

校开学上学。

对于60%人口都住在贫民窟的肯尼

亚而言，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又何谈线

上教育呢？

肯尼亚有超过80%的公立学校学生

无法接受线上教育。国家统一安排的广

播课程，是60%拥有收音机的学生唯一

的“课堂”。

在这种艰难处境下，肯尼亚女孩还

面临着割礼、童婚、怀孕的风险。

2020年1月至5月期间，肯尼亚怀孕

的少女人数超过15万，其中首都内罗毕

就有近1.2万人怀孕，而真实的数字可能

更高，因为许多怀孕少女没有就诊。

19岁的女孩贝拉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本是一名高三的学生，而现在她已经

怀孕好几个月了。

在学校时，贝拉是一名狂热的历史

爱好者，喜欢在课间休息时和朋友们一

起打乒乓球，一起幻想着美好的未来。

可一场疫情，打破了这个美丽的梦。

学校关闭，由于缺乏电力和互联网

接入，她无法继续远程学习。

经济受创，贝拉一家难以维持生活。

于是贝拉开始在街上帮人洗衣服，

以补贴家用。

在洗衣服的时候，贝拉遇到了一个

年长的顾客，这位顾客说，只要贝拉愿

意和他发生性关系，就会支付给她1000

肯尼亚先令（约60元人民币）或1500先

令（约90元人民币）。

这些钱是她洗衣服工钱的3倍，贝

拉心动了。

一个月后，贝拉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那个顾客早已经不知所踪。

因为计划外的怀孕，母亲十分愤怒

，甚至还殴打了她。

贝拉说：“如果没有这场大流行，

我就会去上学。就不会洗衣服，就不会

遇到那个人，就不会发生了。”

可一切都没有如果，就算学校开学

，她也无法返回继续上课，她目前正在

通过国际慈善组织，接受社会支持和现

金。

15岁的萨拉，目前的工作是为别人

洗衣服，父亲是一名石匠。疫情开始后

，他们的工作全都没了，粮食也变少了

，萨拉整天食不果腹。

有一天，有一群女孩告诉萨拉，她

们知道怎么能得到食物、衣服和卫生巾

，萨拉信以为真，懵懵懂懂地跟着她们

来到了一个地方。

萨拉被这些女孩带到了一个男孩那里

，说这个男孩会帮助她，给她买薯片，说

完就离开了，只留下了萨拉一个人。

可面前这位16岁的男孩却说，想要

获得食物可以，但是要用身体来交换。

萨拉知道自己受骗了，准备逃跑时，却

被男孩推到房间强奸了。

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感

到很惭愧，希望上帝能把我带走。”

母亲知道后

，找到了那个男

孩。他承认了强

奸，但当萨拉母

亲向警方举报时

，他与家人一起

连夜逃离了当地

。

莎拉的父亲

得知后暴跳如雷

，几次拿着砍刀

回家，扬言要杀

了萨拉和萨拉的

母亲。

母亲带着几

个孩子逃离了家

，几个星期以来

，母女几人只能

睡在附近的一个

市场摊铺里。

莎 拉 说 ：

“如果学校不停

课，这一切都不

会发生。我会在学校，而不会在街上闲

逛，我甚至不会向一个男孩要食物，因

为我会在学校吃午饭。”

在肯尼亚，像这样的女孩还有很多。

15岁的拿俄米，由于在疫情期间不

能去上学，整天待在家里，被邻居侵犯

了。

同样15岁的卡罗，在去年4月被一

个16岁男孩性侵后，很不幸地怀孕了。

一直以来，肯尼亚是非洲少女怀孕

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新冠疫情期间

，这个问题雪上加霜。

但她不敢告诉家人，因为如果父亲

知道这件事，她们连同两个小妹妹都要

父亲殴打并赶出去，她们将无家可归。

17岁的菲斯是个孤儿，和叔叔住在

一起，却经常遭到虐待。

疫情席卷而来，叔叔家的生计陷入

困顿。她将被卖给一个老头，换钱养活

叔叔家人。

女孩们的遭遇令人同情，地位低下

、不被待见，或许是每个肯尼亚女孩生

来的宿命。

肯尼亚女性在教育、健康、就业和

政治参与等方面均面临着不平等待遇。

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是这些弱势女

性的生命之光。目前，肯尼亚有上百个

NGO组织试图帮助女性摆脱贫困、早婚

早孕、割礼、缺乏教育、家暴等问题。

疫情暴发之前，她们原本都可以得

到校园和非政府组织的保护。

可由于学校关闭，老师纷纷停工，

因为担心感染，一些常驻肯尼亚的国际

组织的工作人员也离开了。

家长们告诉孩子，新冠病毒会一直

存在，学校也永远不会开学了，不要待

在家里浪费时间了，干脆嫁人算了，还

能给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还有的家长，趁这段时间让女儿接

受割礼，也就是外阴割除手术，这种传

统其实早已被肯尼亚政府禁止。

学校开学时，如果有女孩被发现可

能会接受割礼，同学会向老师报告，学

校会报警，这会阻止很多家长给女儿实

施割礼。

如今，女孩们的安全网不在了，她

们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

另一方面，在肯尼亚，年轻人缺乏

足够的性教育，“月经羞耻”和性羞耻

在当地普遍存在，很少有父母愿意与孩

子谈论生理卫生知识。

许多父母甚至没有能力为女儿提供

干净的卫生用品。

学校开放的时候，政府曾经给女生

们发放卫生护垫，但学校停课后，这项

福利也随之停止了。

在这段时间里，少女们为了换取几

片卫生巾，被迫与男性发生性关系。而

男性以卫生巾为诱饵，强迫少女发生性

关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因为不懂得避孕，怀孕的几率也很

大。在肯尼亚，除非母体身体原因，堕

胎是违法的，她们只能把孩子生下来，

而她们的未来也将面临更贫困的生活，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她们是全球最弱势的儿童，教育是

唯一改变她们命运的途径。但疫情来临

时，这条路彻底被堵死了。

肯尼亚少女的遭遇让人心痛，可想

要帮她们也并没有那么容易。

唯有珍惜此刻我们拥有的生活，毕

竟，我们不以为意的平凡，是多少人梦

寐以求的幸福。

疫情下的肯尼亚少女
艰难处境：割礼、性侵、怀孕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中部時間4月7日晚， NBA
常規賽繼續進行，休斯頓火箭主場迎戰達拉斯獨行俠。此役火箭
沃爾傷愈複出狀態火爆，聯手伍德打出高效表現。獨行狹東契奇
則手感不佳，全場26投僅9中。最終火箭以102:93爆冷擊敗獨行
俠，結束五連敗，同時終結了對手的五連勝。

四節比分（獨行俠在前）：23:24，19:23，22:28，29:27
火箭沃爾說：“我們沒有停止戰鬥。” “我們做了一些重

大的嘗試，並做出了一些重大貢獻。”
火箭伍德說：“最終讓我的控球後衛回來是一件好事。”

“約翰簡化了我的工作。他是我們第四節的X因子。”
具體數據：
獨行俠方面，波爾津吉斯砍下23分12籃板，東契奇23分9

籃板5助攻，小哈達威18分6籃板，布倫森14分，首發出場的理
查德森全場只得到可憐的1分。

火箭方面，沃爾貢獻31分7助攻，伍德22分10籃板，小波
特14分，奧利尼克10分18籃板。

首節伊始，火箭率先進入狀態，伍德和沃爾各中一記叁分，
帶領火箭打出12:2的夢幻開局。東契奇立刻挺身而出，裏突外投
連拿8分止住頹勢。沃爾展現出良好的身體狀態，多次利用速度
直殺籃下上籃得手，小哈達威則在替補登場後連中兩記叁分穩住
局面。首節結束時，火箭暫時領先獨行俠1分。

進入次節，布倫森進攻端十分活躍，裏突外投連拿5分，波
神也中投叁分接連命中，獨行俠一度將比分反超。沃爾回到場上
後狀態依舊出色，自己強攻得手之後還頻頻助攻伍德得分。小波
特和奧利尼克則聯手中叁記叁分重新確立優勢，半場戰罷，火箭
以47:42領先獨行俠。

異邊再戰，伍德接管了火箭進攻，他短短四分鍾就連中叁個
3分獨得12分，沃爾也續上火力，多次錯位單挑波爾津吉斯得手

。獨行俠則只能依靠東契奇和波神的零敲碎打苦苦支撐。斯特
林-布朗登場後手感火熱，接連命中兩記3分，叁節比賽結束，
火箭的領先優勢已經來到11分。

進入末節爭奪，小哈達威連投帶罰拿下6分率隊追分，泰特
則用強硬的空切上籃穩住局面。東契奇回到場上後手感回暖，中
投投都能精准命中，史密斯則連中兩記叁分，獨行俠一舉將比分
追平。關鍵時刻沃爾再度發力，一次強硬突破上籃得手後，又在
東契奇面前打成2+1，幫助火箭有驚無險地拿下一場勝利。

雙方首發：
獨行俠：東契奇、約什·理查德森、芬尼·史密斯、梅利、波

爾津吉斯
火箭：沃爾、凱文·波特、泰特、奧利尼克、伍德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火箭沃爾傷愈複出狀態火爆 102:93擊敗獨行俠結束五連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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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五棵松體育館業主單位華熙國際
集團董事長趙燕表示：“五棵

松參與了2008年的奧運會籃球（比賽），然後又
是2022年冬奧會的冰球（比賽），所以我們希望
能把這兩次奧運會的遺產很好地結合起來，把它打
造成中國的冰籃聖地。”

北京冬奧會上，五棵松體育館將作為冰球競賽館
亮相。作為全國首座兩種尺寸可轉換冰球賽場，五棵
松體育館可以在原有“30米×60米”的冰面和奧運
標準的“26米×60米”冰面之間轉換，以達到承辦
冰球、短道速滑、花樣滑冰三項賽事的標準。

2016年，五棵松體育館同時成為籃球和冰球
兩個項目主場，舉辦“冰籃背靠背”比賽逐漸成為
家常便飯。2020年4月30日，這裡啟動冬奧改造工

程，歷時8個月完成，五棵松體育館利用新科技、
新理念、新材料，在節能降耗、綜合利用、競賽觀
賽等方面實現提升。本次冰上測試活動中，“子彈
時間”“自由視角”“雲轉播”、體溫計“創口
貼”、物流機器人等一眾“黑科技”集體亮相，讓
人們對“科技冬奧”有了更直觀的認識。

如何用好奧運遺產見功夫
在如今的五棵松體育館打冰球是種什麼體

驗？測試活動的參賽者自然最有發言權，參賽小
隊員徐宇陽說：“這個場地可能是我上過的最舒
服的冰面了，有專業的製冰團隊是不一樣的，場
館的保障工作對我們運動員的保障非常好，體驗
到（國家隊）前輩們之後要進行比賽的場館，我

很興奮。”
想要成為冰籃聖地，除了舉辦冬奧會賽事之

外，在未來用好奧運遺產則更見功夫。趙燕表
示：“我們為2022年冬奧會後的運營做了很多改
造升級，目的是使我們的奧運遺產能夠很好地發
揮社會效益，同時在它的運營當中也能有很好的
經濟效益。”
“我們有一個冰上運動中心，叫‘冰菱

花’，這次測試活動是第一次投入運營，接下來
我們要利用這半年多的時間，讓它進一步對社會
開放，通過各種活動，比如體育賽事、冰上俱樂
部的運營活動來測試我們的設施和服務運營能
力，更好地為2022年冬奧會服務，未來能夠更好
地反饋給社會。”趙燕說。 ●新華社

日前從杭州亞組委獲悉日前從杭州亞組委獲悉，，由中建八局投由中建八局投
資建造運營的杭州資建造運營的杭州““亞運三館亞運三館””正式建成交正式建成交
付付，，標誌着標誌着““亞運三館亞運三館””由建設期正式轉入由建設期正式轉入
賽事服務期賽事服務期，，各項賽事保障工作全面開啟各項賽事保障工作全面開啟。。

今年上半年將進行壓力測試相關活動今年上半年將進行壓力測試相關活動。。
““亞運三館亞運三館””位於杭州位於杭州，，包括主體育包括主體育

館館、、游泳館游泳館、、綜合訓練館及相關配套設施綜合訓練館及相關配套設施，，
總建築面積達總建築面積達5858萬㎡萬㎡；；其中主體育館設座其中主體育館設座
位位11..88萬個萬個，，游泳館設座位游泳館設座位66,,000000個個。。
主體育館和游泳館採用雙館合一的設計主體育館和游泳館採用雙館合一的設計

理念理念，，採用獨特的流線造型採用獨特的流線造型，，結合雙層全覆蓋結合雙層全覆蓋
銀白色金屬屋面銀白色金屬屋面，，和兩翼張開的平台形式和兩翼張開的平台形式，，是是
世界上最大的兩館連接體非線性造型世界上最大的兩館連接體非線性造型。。綜合訓綜合訓
練館建築外形以良渚文化練館建築外形以良渚文化((中國新石器文化遺中國新石器文化遺
址之一址之一))的玉器代表的玉器代表————玉琮的簡潔形態為設玉琮的簡潔形態為設
計理念計理念，，為全球最大的為全球最大的““玉琮玉琮””建築建築。。
根據規劃根據規劃，，杭州亞運會期間主體育館將杭州亞運會期間主體育館將

承擔籃球比賽承擔籃球比賽，，同時借助同時借助““籃冰籃冰””轉換功轉換功
能能，，還可進行冰球還可進行冰球、、花樣滑冰花樣滑冰、、短道速滑短道速滑、、
冰壺等運動項目冰壺等運動項目；；游泳館將承擔游泳游泳館將承擔游泳、、跳水跳水
和花樣游泳的比賽和花樣游泳的比賽；；綜合訓練館則將承擔籃綜合訓練館則將承擔籃
球球、、摔跤摔跤、、排球排球、、跆拳道和手球五大比賽的跆拳道和手球五大比賽的
訓練任務訓練任務。。
亞運會結束後亞運會結束後，“，“亞運三館亞運三館””將進入賽將進入賽

後運營期後運營期。。屆時主體育館將承辦大型頂級賽屆時主體育館將承辦大型頂級賽
事事、、優質演藝活動優質演藝活動。。游泳館運營內容將涵蓋游泳館運營內容將涵蓋
水上賽事水上賽事、、演藝活動演藝活動、、水上體育培訓及兒童水上體育培訓及兒童
戲水池開放等大眾健身活動戲水池開放等大眾健身活動。。綜合訓練館將綜合訓練館將
面向民眾開放面向民眾開放，，提供籃球提供籃球、、羽毛球等全民健羽毛球等全民健
身空間身空間。。 ●●中新網中新網

“亞運三館”正式交付進入亞運服務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方龍
獅首奪菁英盃冠軍！憑藉艾華度和林恩許各
建一功，東方7日晚於旺角大球場以2：0擊
敗愉園，奪得今季首項錦標外，亦是球隊史
上首個菁英盃冠軍。

雖然由於理文的退賽事件引起球迷杯
葛，不過今屆菁英盃決賽亦吸引2,243名球
迷入場欣賞，被看高一線的東方龍獅今仗
精銳盡出，費蘭度、盧卡斯及辛祖悉數上
陣，中場亦有迪高及利馬坐鎮陣容完整。
而決賽席位失而復得的愉園則繼續以年輕

球員為骨幹，雙方開賽初段互有攻守，愉
園憑藉積極的跑動製造出不少攻勢，不過
把握力一般未有太大威脅，而東方站穩陣
腳後漸漸掌握比賽節奏，更藉一次死球機
會打破僵局，中堅艾華度接應利馬傳送一
頂破網成1：0完半場。

換邊後愉園試圖加強攻勢，不過東方的
反擊更具威脅，幸好愉園門將屠俊翹有水準
演出才不致多失，愉園其後換入前鋒艾迪比
帝傾巢而出，可惜始終無法撕破東方穩健的
防線，最後東方龍獅在尾段再憑林恩許入

波，以2：0擊敗愉園捧走今屆菁英盃冠
軍，亦是球隊首度染指此項錦標，為東方接
下來的亞洲及本地雙線作戰打下強心針。

兩球淨勝愉園 東方龍獅首奪菁英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女足國
家隊於8日下午3時，出戰作客韓國隊的東京奧
運會女足預選賽附加賽首回合賽事。國足主帥賈
秀全賽前表示，希望可以教練身份和女足隊員們
一起拿到這張奧運會入場券。
國家隊在4月5日抵達韓國，據傳媒報道，

球隊入境時未有按慣例被韓國方面提供快捷通
道，手續亦非常多，被指有意為難，但主帥賈秀
全於7日記者會被問到此問題時，則表示認同有
關方面的做法：“其實我不這麼認為。從另一個
角度看，這正是韓國政府對中國女足負責的表
現。雖然過關時間很長，要填很多東西，但是我
們理解，我沒有什麼怨言，也感謝韓國防疫部門
如此負責，如此認真的做好這些防疫工作。”

據傳媒報道，國家隊為備戰是次兩回合比
賽，今年已組織多期集訓，入選的球員更缺席了
本身在球會的訓練和比賽，包括正在舉行的2021
年全國女足錦標賽；而為了避免技戰術及陣容曝
光，集訓更是一直閉門進行。根據賽前消息指，
吳海燕、王霜、唐佳麗和王珊珊等主力球員是役
相信皆可候命。

賈秀全於7日記者會則表示，希望可以教練
身份和女足隊員們一起拿到這張奧運會入場券：
“我在球員時代曾代表國家參加過奧運會，我更
希望這次通過中國女足的出色發揮，能夠作為教
練和女足隊員們一起拿到這張奧運會的入場
券。”

韓國女足雖然有外流車路士女足的池笑然，

以及被曼城女足外借到白禮頓的李金玟壓陣，但
整體實力仍被指不及國家女足；韓國女足主帥貝
爾賽前亦承認此點，但表示球隊希望創造歷史：
“我非常了解中國隊的實力，可能她們會佔據優
勢，但是我們想創造歷史，這就是我們的動力。
雖然我們已經1年多沒有比賽，但球隊花了很多
時間作準備，會全力以赴獲得想要的結果。”

奧運附加賽首回合
國家女足客場無懼“韓”流

長

話

短

說

張帥查爾斯頓網賽首輪遭淘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日前在美國

查爾斯頓舉行的女子網球公開賽首輪賽事，中
國網球選手張帥、王欣瑜均不敵對手遭淘汰。
張帥首輪面對世界排名第72位的加拿大18歲
新星費爾迪絲，後者僅花了一個多小時連贏
6：3、6：1過關；至於王欣瑜則是不敵前美網
冠軍史提芬絲。

男子冰壺賽國家隊戰勝韓國
日前在加拿大卡爾加里進行的2021年男子

冰壺世錦賽第13輪循環賽中，中國隊以8：5
戰勝韓國，這也是國家隊於本屆世錦賽的第二
場勝利。中國隊是役狀態不錯，前兩局獲得
3：0的領先優勢，隨後雙方比分交替上升，不
過總體而言國家隊發揮更為出色，最終以8：5
獲得勝利。 ●新華社

從籃球場變成冰球場，五棵松體育館需要 6個小時，那打造一座冰籃聖地呢？

經過為期5天的實戰演練，“相約北京”冰上測試活動冰球賽事在五棵松體育館順

利收官，完成了一次對標冬奧會賽事要求的測試。承辦過奧運男籃比

賽、男籃世界盃、CBA聯賽的五棵松，是國內當之無愧的籃球

聖地，如今它正以 2022年北京冬奧會為坐

標，一步步邁向成為冰上聖殿的目標。

冰上聖
殿之路

冰上聖
殿之路五棵松邁向

五棵松邁向順利完成“相約北京”冰球賽事測試
●●五棵松邁向冰上聖殿之路五棵松邁向冰上聖殿之路。。新華社新華社

●參加測試活動的參賽者均指體育館的冰面非常舒服。
中新社

●●場館工作人員技巧純熟場館工作人員技巧純熟，，能快速轉換能快速轉換
場地場地。。 北京冬奧組委官網圖片北京冬奧組委官網圖片

●●吳海燕吳海燕（（前前））將帶領將帶領
國家隊衝擊東京奧運國家隊衝擊東京奧運
資格資格。。新華社新華社

●●池笑然是韓國隊的中池笑然是韓國隊的中
場核心場核心。。 美聯社美聯社

●●““亞運三館亞運三館””正式交付正式交付。。中新社中新社

●●東方球員賽後大合照東方球員賽後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艾華度艾華度（（左左））替東方先開紀替東方先開紀
錄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4月8日（星期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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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故事天地

周平安是个养牛专业户。前不久，他从

荷兰引进了两头种牛，打算繁殖后卖给乡

亲们致富。可是，这两头宝贝牛还没运到

家，就出事了，运牛车开到半路，一头撞

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车子撞毁了，所幸

人和牛都没事，但是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

，有一头牛逃走了。

处理完事故，周平安就开始找牛，他到

公路周边的小村里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

，真让他给打听着了。有人提供线索，说

是十里外有一个小财屯，村里有个放羊的

老汉，最近捡到了一头牛，无人认领。

周平安听了，马上开车去了小财屯。到

了村里，逢人便打听，还真有这回事，原

来那个放羊的老汉叫老郭。周平安驱车赶

到老郭放羊的地方，远远地就看到羊群之

中，有一头体格硕壮的大牛，周平安笑了

，这就是自己引进的那头牛。

周平安下了车，快步走到老郭面前，说

明了来意。这个老郭听完之后，不急不慢

地甩着鞭子说：“你说的好像是真事，我

信了，但是按照祖上的规矩，你要证明这

牛是你的，你才能牵走。”

周平安不由得佩服起眼前的这个放羊人

，老郭做得对，对于捡来的东西，不能有

人认领就给，也要提防骗子。要证明这头

牛是自己的，这好办，周平安有备而来，

他拿出买牛的手续证明，递给老郭。老郭

草草看一眼，就说：“这手续只能证明你

买过牛，但不能证明我捡的这头牛就是你

买的。”

周平安愣了愣，想想老郭说得对。周

平安又折回家里，把车祸认定的材料和现

场照片统统都取来，递到了老郭的手里。

老郭看了看材料，说：“这只能证明出车

祸了，还是不能证明这头牛就是你的。”

周平安听了，反复琢磨老郭的话，别小

看老郭是放羊的，逻辑性很强，说得在理

。周平安反过来问老郭：“怎么才算是证

明？”

老郭说：“按祖上的规矩，我不能告诉

你，这要你自己去想。我也不是为难你，还

有一个人来认牛，我也没有办法确认谁是牛

的主人，谁能证明，我就把牛交给谁。”

周平安坚决支持老郭的想法：“千万不

能随便把牛给了别人，一定要能够证明才

行！”周平安告别老郭，并没有回家，而

是去了小财屯，跟村长打听，这郭老汉嘴

里说的祖上的规矩到底是什么。村长想了

半天，才说：“祖上的规矩多了，也不清

楚这个老郭说的是哪一条。依我看，老郭

是不想给你了，你得意思意思。”

还是村长说得对，一个放羊的，突然捡

头牛，失主无法证明是自己的，你牵不走，

不就成了人家的吗？给一些补偿是必要的。

周平安又找到老郭，从口袋里拿出三千

元钱，递到老郭面前。老郭看了看钱，问

：“这牛到底是不是你的？”

周平安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不是我

的，我会这么费劲地来找你吗？”

老郭慢条斯理地说：“是你的牛，你给

我钱干什么？你是买牛还是找牛？你要是

这样，你也不用证明了。”

周平安以为老郭嫌钱少，又加了一千元

钱。老郭说：“再不把钱收起来，按照祖

上的规矩，再也不让你进村了。”

周平安只好郁闷地回去了。他灵机一动

，来到了镇政府，镇领导听说他引进种牛

为乡亲共同致富，当即就给他开出证明，

上面写得十分清楚，证明周平安丢了一头

牛，小财屯放羊人老郭捡的牛，就是周平

安的。周平安很有信心地回到了小财屯，

他把证明递到老郭的面前，跟老郭商量：

“有了这个证明，您老就不用担心自己有

责任了，这回您可以把牛交给我了吧。”

老郭接过证明，看了老半天，说：“这

里有好多字我不认识，你帮我念一念。”

周平安给老郭念了一遍，就过去伸手牵

牛，老郭立刻沉下脸说：“慢！这是一张

假证明。”

周平安急了：“哪里假了？镇政府的红

章盖在那里，还会假吗？”

老郭摇摇头说：“俺没说章是假的，俺

说这个证明是假的，镇政府只能证明你丢

了牛，而且还是听你说的，这个证明没有

用。你是丢了牛，可是单子上说，我捡的

牛是你丢的，这就是假的，镇政府来人看

了吗？镇政府认识你丢的牛吗？他们连看

都没看，就知道我捡的牛是你丢的？”

周平安被问得哑口无言，眼看着自己的

牛就在眼前，可就是牵不走，想想老郭也

没有什么错，人家是捡了东西，也没说不

还，只是让你证明是你的。看来这牛暂时

是没办法牵回去了，周平安一狠心，这牛

先不要了，让老郭养着吧。

过了半个多月，周平安家里突然来了一

个人，竟然是老郭找上门来。周平安以为

老郭想通了来送牛，可老郭是一个人来的

，并没牵着牛来。老郭进门后，让周平安

快点提供证明，不然，他要把牛杀了卖肉

。周平安听完，头上的汗都淌下来了，牛

可以在老郭家里养着，但是不能杀，他要

做种牛的，于是他跟老郭说：“牛不是你

的，你没有权杀。”

老郭内疚地说：“我没办法了，这头牛

太能吃，我养不起了，我准备杀了牛，卖

了肉，钱给牛的主人存着，等找到真正的

主人，把钱还给人家。”

周平安暗想，这个老郭不简单，捡了牛

，不让失主拿走，还要杀了卖钱，让失主

无计可施，真是绝了。周平安马上拿出五

百元钱，递到老郭手上，说：“我给你点

草料钱，你先养着，等我想出证明的办法

，连同你的操心费一起给你。”

这钱，老郭接了，临走还让周平安快点

想办法，时间长了，他可坚持不住了。唉

，他还有理了。

过了一个多月，周平安家里的母牛开始

闹了起来，周平安发现，这头牛是发情了

，需要配种，他只好拉着这头牛，来到了

老郭的家里，要求用那头牛配种。

老郭摇着头说：“那可不行，我不是牛

的主人，这事要牛的主人先同意，所以要

先证明你是牛的主人。”

周平安一想，做事不能强求，只好低头

拉着牛走了。走着走着，周平安发觉后面的

动静不对，回头一看，他笑了起来，老郭的

那头牛，自己跟着回来了，周平安本想拉着

两头牛一起回家，反正是自己的牛，但是没

得到老郭的认可，自己不能这么做。于是，

他就拉着牛回到了小财屯，对老郭说：“我

的牛放在你这里，你可要看管好，牛都跟我

跑了，你在家里还不知道啊。”

老郭笑了起来：“我是故意让牛跟你走

的，我们祖上有个老规矩，谁家丢了牲畜家

禽，不能光由人来认领，而是要让动物来认

领，跟谁家的动物合群一起走了，才能证明

是谁家的。我不相信你，但是相信牛。”

周平安不敢相信地问道：“你说的祖上

的规矩，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早点告诉

我？”

老郭笑笑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这牛

是你的，我以前是村里的兽医，对牛也有

了解，你说这牛是从国外引进的纯种牛，

我觉得不对，就跟我的老师说了，他正好

去荷兰考察，回来后证实了我的看法，所

以我把这牛多养了些日子。你说引进了两

头，我还想看一看另一头是真的还是假的

，现在都看到了，内情我也明白了，只是

我想问一问，你是上当了，还是存心要欺

骗别人？”

周平安惭愧地低下了头，这两头牛，虽

然是从国外引进的，但并不是纯种的，而

是低价购进的普通牛，他想贴成外国纯种

的标签炒作一番，可以挣到大钱，但现在

，他不想这么做了。他把牛牵回去后，把

这两头牛杀掉卖肉了，因为他从老郭那里

懂得了，牛丢了可以找回来，一旦信任丢

失了，任何证明都无法找回来了。

祖
上
的
规
矩

说起鸟翼蝶，就不得不提最为著

名的亚历山大鸟翼蝶Ornithoptera al-

exandrae。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以及接踵而至的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

的发展，很多珍奇的自然物品，随着

来自远方的原料、货品一起进入了欧

洲人的视野。在这其中鸟翼蝶和其他

外观极具冲击力的昆虫，很快成为贵

族们钟情的收藏品。

很多欧洲研究者和收藏家都对鸟

翼蝶情有独钟，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第二任罗斯柴尔德勋爵莱昂内尔· 沃

尔特，他并没有走上家族传统的银行

家和金融家道路，而是基于个人兴趣

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和昆虫分

类学家。

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常选派和雇

佣一些优秀的采集者，前往世界各地

为他采集各种昆虫。其中一位名为阿

尔伯特· 米克的博物学家，在1906年

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考察

，为他捕获了一种体型巨大的蝴蝶。

其中广为流传的轶事是，这种蝴蝶常

在高树树顶附近盘旋，寻常的采集手

法无效，只能用猎枪将其打下来。

在稍后的1907年，沃尔特以英

王爱德华七世的皇后名字将其命名为

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同时代还发现了

另一种以英国女王命名的维多利亚鸟

翼凤蝶Ornithoptera victoriae，在颜值

和体型上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再说回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它

在鸟翼蝶属中之所以别具特色，除

了“蝶中王后”的美名之外，还有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蝴蝶”这一项

吉尼斯纪录。鸟翼蝶的两性差别十

分巨大，雄性翅膀相对尖锐，有着

各色金属光泽，而雌性翅膀宽阔，

翅面主要以黯淡的棕色，灰色或者

淡黄色为主，但体型比雄性要大很

多，亚历山大鸟翼凤蝶也不例外，

雄性翅面以天鹅绒质感的黑色打底

，布满了金绿色和蓝绿色的斑块，

十分耀眼，而雌性整体为深棕色，

仅点缀着一些灰色的斑块。

亚历山大鸟翼凤蝶的幼虫以多种

马兜铃属植物的嫩叶为食，其中有毒

的马兜铃酸便会在幼虫体内积累，保

护它不成为捕食者的美餐。

和鸟翼蝶有着深厚渊源的“贵人

”除了罗斯柴尔德之外，另一位便是

著名的阿尔弗雷德· 拉塞尔· 华莱士，

他在1854年至1862年几乎游历了整

个马来群岛，记录他八年东南亚旅行

见闻的《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

从1869年出版至今，依旧是几乎所

有进化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和地理学

家等的必读著作。

科学界为了纪念他对于生物地理

学的贡献，提出了著名“华莱士线”

概念，这是一条假想出来的界线，分

开了亚洲和大洋洲的生物区系。事实

上华莱士对于生物地理学的思考与总

结，很大程度源自于他考察过程中在

不同岛屿上见到的鸟翼蝶物种。在

《马来群岛》中提到对鸟翼蝶的见闻

时，他不止一次地惊叹道“这是令人

惊喜的生物！”，红鸟翼凤蝶Orni-

thoptera croesus 和红颈鸟翼凤蝶Tro-

gonoptera brookiana 都是由华莱斯本

人命名并发表的。

如前文所说，鸟翼蝶属受岛屿地

理隔离分化明显，这使得有的种类分

布较狭窄，亚历山大鸟翼凤蝶目前仅

知分布于新几内亚，北部省局部的热

带雨林地区，在当地并不少见，但由

于附近火山喷发，大片栖息地被破坏

，被列入《华盛顿公约》Ⅱ级保护物

种。

由于其巨大的体型和耀眼的色彩

，在蝴蝶收藏家眼中，鸟翼凤蝶是炙

手可热的珍贵种类，价格不菲。相比

固定于精致标本盒中的美丽蝴蝶尸体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和我一样，若是

有机会，宁愿在热带岛屿的雨林中，

一睹这些硕大优雅的蝴蝶滑翔穿过高

树顶端，可望而不可及的身影。

最大的蝴蝶有多大？
有人用鸟枪打它
小时候最喜欢去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家附近的动物园，另一个则是稍远一些的博物馆，而每次去博物馆，我驻足时间

最长的就是昆虫展区，记得当时有一面墙展出了很多色彩艳丽的大蝴蝶，标牌上写着这些是鸟翼蝶属，包含了世界最大的

蝴蝶种类，令当时年少的我印象极为深刻。

鸟翼蝶在整个蝴蝶大家族里面是非常特殊的类群，英文著作或者科普读物里面常出现的Birdwing buttertflies一般就是鸟

翼蝶的英文通俗名称，从字义上就能看出这类蝴蝶身形巨大。实际上，不少种类尤其是雌性的翅展都在12厘米或以上，在

树顶飞翔的时候往往会被认为是小鸟，极为拉风。鸟翼蝶广泛分布于马来、印尼、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热

带岛屿地区，受岛屿的地理隔离影响，很多种类都有分化出了不少亚种。广义的鸟翼蝶现在一般指三个属的种类：鸟翼凤

蝶属Ornithoptera，红颈凤蝶属Trogonoptera以及裳凤蝶属Troides，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鸟翼凤蝶属，不仅平均体型最

大，且全员都是光彩夺目的珍奇种类，绝大多数仅可见于大洋洲的热带雨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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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訊】
眾所皆知美國的醫療費用十分昂貴

，擁有醫療保險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然
而除了自己購買，美國政府對於65歲的
長者有聯邦政府的 Medicare 醫療保險
，還有收入低的家庭或是某些特殊條件
，政府提供補助；到底誰可以申請？如
何申請？人們俗稱的紅、藍、白卡代表
些麽？補助內容有那些? 資深專業保險
經紀人菲菲，免費開班一系列課程，讓
您由淺入深有系統的，弄懂醫療保險所
有疑問。

曾菲（Jasmin Tseng ）是擁有執照
且超過十年以上的資深保險經紀人，具
有豐富專業保險資歷，無論在長者醫療
保險，還是長期照顧、人壽和年金方面

都有多年豐富的經驗。在大休斯頓地區
擁有廣大的客戶群，常舉辦免費公益講
座服務社區，她也是德州廣播電台中文
台的保險專題嘉賓，經常在電臺上和大
家分享及解答有關各類保險的問題。

經過2020年的疫情影響大家的生
活方式，居家防疫期間，許多民眾要求
菲菲透過電話和網路視訊方式解答保險
問題，隨著疫苗接種腳步的加速，以及
對於網路線上會議的普及，所以菲菲決
定以系列講座和大家分享和提供協助，
同時也提供面對面的實際會談，並增加
了每月兩次的Zoom 線上座談。歡迎大
家踴躍報名參加，將提供小禮物給報名
的朋友摸彩抽獎。

菲菲的座談主題大綱如下：

• 未滿65歲的人， 想要多瞭解
聯邦醫療保險的辦理程式和注意事項

• 已經滿65歲， 還在用公司的
團體保險，何時加入聯邦醫療？ 如何加
入？ 注意事項？ 你問我答。

• Medicaid （俗稱白卡）醫療補
助和 Extra Help 如何獲得醫療保險的說
明 ？

• Medicare Supplement 聯 邦 醫
療輔助計畫的選項 和Medicare Advan-
tage 聯邦醫療優勢計劃的不同。

• 深入了解聯邦醫療。

四月分享；實體講座（萬全保險公
司-會議室）／ 線上座談Zoom Meeting

會談內容： 每堂課針對一個主題

（ 主題內容請來電詢問）
見面座談位址：萬全保險公司-會

議室
Address: 10333 Harwin Drive Ste 180
Houston TX 77036 （請來電登記 281
777-7738）
Zoom 網路上影片分享

（ 請來電登記 281 777-7738 報名

或 电子邮件联系 jasmin.tseng@yahoo.
com）

每場主題開課前二日，會將Zoom
會議連結Email 給您，，請屆時上線參
加，謝謝！
Join Zoom Meeting Meeting ID: 929 962
7681

3 月10號，美國德州州長鑑於德州
己有了充足疫苗與免疫療法藥物，能夠
保護居民免受病毒感染，而染病民眾數
字亦有所下降，因此他特別頒發一紙行
政命令： 「是時候全面開放德州的工商
百業及各大中小學」 。因此自當日起，
解除市民外出戴口罩令、 免除商業及活
動地區場所的人數限制；6 英呎社交距
離的限制。德州作出百分之百地全面開
放！

而巧合的是2 天之後，便是美國德
州校區一年一度春假（Spring Break) 之
期，我眼見疫情己減，想到久無外出旅
遊，因此跟內子兩位姐妹相約，下周假
期之時，同往德州第二大都會達拉斯一
行，以吸納一下春天氣息。

誰料人算不如天算。15 號週一清早
剛起床，手機上接連響起鈴聲，我打開
看，天呀！竟然是一則惡耗，我休斯頓

市頤康詩社社長張景燊傳來一段短訊：
「我懷着悲傷的心情，向大家宣佈，我

頤康會友，培英中學何伯松先生，日前
在加州屋侖Oakland 市中，被種族份子
以暴力搶劫，因重傷逝去。」 頓時，我
感到一陣迷惘痛惜，心境也為之紊亂，
即行知兩位大姨，達城之行改期，我要
安撫一下心潮。

何兄全名為何伯松，乃培英中學尉
社物理化學之高材生，畢業於1963 年。
六十年代跟在澳門定居的印印小姐組織
家庭。何印印與我同是美國世界日報副
刊的常年寫手，因此在休市相遇時，話
題不斷。松柏兄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移民
來美國德州休斯頓後，加入雪佛龍
（Chevron) 石油公司工作，收入不菲。

在休市之內，來自培英中學的校友
有不少： 粗略計算一下，就有曾任職北
京工程部之張景燊、嘉域市頓市醫院教

授王植頤、香港才女朱佩玲等人。何柏
松多年來是德州培英校友會副會長，亦
是我頤康詩社社員，在德州期間，一直
為大家忠誠服務，贏得休市校友會友一
遍讚賞聲音。

5 年前，因為其女兒遷往加州工作.
，因此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休
城，不過我們時時刻刻，仍然保持緊密
聯繫，時有電訊往來，文情不減。

不幸的是其太太，因胃癌惡化，於
3年前仙逝。 更不幸的是上周，剛剛加
州有培英校友在Face Book 上刊登一段
短片，說有位來自休市的培英校友，傳
說在屋侖市內，被種族份子行劫打傷至
死。我們立刻上網翻查，並向各方人士
追查打聽，死者竟然真是何柏松兄！我
們不禁黯然銷魂。想到三年前他己喪偶
，今天他又不幸為壞份子所殺，我等德
州休市相關的校友、會友、朋友們，都

同感悲慟。聽說加州屋侖市也為他下半
期致袞，作為離補美國種族份子因歧視
而殺害他的錯誤，願他一路好走。

我初入頤康，認識何伯松，就覺得
他作風友善，是位容易談得來的朋友，
今次愣號傳來，令人痛惜。美國自從前
總統Trump 說COVID virus 是China virus,
是功夫virus之後，現在影響到全美部分
民眾，對我華裔產生歧視，不時出現語
言毀謗，搶劫，無故打人，以致生命喪
生等等，近期統計，不足一年時間，對
華裔hate crimes 的事件，就己有三千多
宗。現在華裔出街，人人提心吊膽，不
知美國變得如此之糟。更是握腕痛恨美
國政冶的混亂！何兄的不幸，我們更要
驚惕防避！隨著未來美國經濟的衰退，
無法無天的饑民，對弱勢老人的搶刧和
欺騙會愈來愈多，我們這一羣華人，一
定要當心小心為上！惟願何兄一路好走

，家人節哀順變。在天國與太太印印重
聚。

走筆至此，寫下(七言詩） 乙首，
悼念柏松 夫婦

晨曦醒來聞惡耗 驚聞頤康失俊才
柏松印印情鴛侶 天堂再作並蒂開

菲菲免費醫療保險系列講座菲菲免費醫療保險系列講座 紅藍白卡解惑紅藍白卡解惑

 

日期 時間 方式 

              4/ 15 星期四 早上 10：30 AM    實體講座（會議室） 

              4/15 星期四 下午 1：30 PM    線上座谈 Zoom 

              4/24 星期六 早上 10：30 AM 實體講座（會議室） 

              4/24 星期六 下午 1：30 AM 線上座谈 Zoom 

 

曾菲在長者活動中心舉辦免費曾菲在長者活動中心舉辦免費
公益講座情形公益講座情形。。

曾菲在華裔曾菲在華裔 社區為長者舉辦免社區為長者舉辦免
費醫療保險講座情形費醫療保險講座情形。。

曾菲和女兒享受休閒假日時光曾菲和女兒享受休閒假日時光。。專業保險經紀人曾菲專業保險經紀人曾菲
(Jasmin Tseng )(Jasmin Tseng )。。

菲菲免費醫療保險系列講座菲菲免費醫療保險系列講座
紅藍白卡解惑紅藍白卡解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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