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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拜登投拜登投22兆拼基礎建設兆拼基礎建設，，如何有助於與中國競爭如何有助於與中國競爭？？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總統
拜登3月31日在匹茲堡宣布規模2兆
美元的基礎建設計畫。白宮預計將
創造數以百萬的工作機會，應對中
國的崛起，幫助美國與中國競爭。
這個 「重建美好」 （Build Back Better
）政策將包括修復基礎建設、能源
轉型、幼兒教育及完善長者照護。
且為籌措資金，同時將企業稅稅率
由21%提升至28%。

拜登在匹茲堡發演說時表示，
半個多世紀前的太空項目投資，創

造了許多現代的科技，包括食物處
理方式、電腦晶片、導航系統GPS。
他呼籲美國一定要投資未來，投資
未來的國家，就能夠掌握未來！美
國目前的基礎建設在全世界排名第
13，而中國是美國的3倍！基礎建設
投資將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工作機會
，促進經濟成長，讓美國在全球更
有競爭力，增強國家安全利益，並
讓美國在未來與中國競爭的時候，
立於不敗之地。
計畫還包括用於培訓數百萬工人，

以及用於支持工會和為老年人及殘
疾人士提供居家照顧的資金，同時
增加看護人員的薪資。

計劃中許多項目所需的資金，
遠超過去幾任政府大規模計畫的支
出。在基礎設施部分：用於研發的
資金總額為1800億美元，用於整修
公路和橋樑的資金為1,150億美元，
用於發展大眾運輸的資金為850億美
元，用於整修鐵路的資金為800億美
元。另外則有420億美元用於修建港
口和機場，1,000億美元用於寬頻網

路，1,110億美元用於水利基礎設施
（包括450億美元替換自來水鉛管，
減少兒童因引用含鉛水而成長遲緩
等問題）。該計劃將修復美國境內
一萬座、包含10座極具經濟重要性
的橋樑，它計畫使全國20％的校車
電氣化，並投資3,000億美元來促進
先進製造業，包括一項為期四年的
計劃，補充國家戰略性藥品庫存，
包括疫苗，以備未來可能的病毒大
流行之用。

拜登政府在實現這些目標的同
時也希望能縮小種族間經濟地位的
差距，這樣的差距有些是早前聯邦
政府的政策所導致，例如用州際公
路劃分不同種族的社區，或是在黑
人和西班牙裔社區的附近建設港口
或發電廠，造成空氣汙染而影響他
們的健康。

拜登政府也預計將4,000億美元
用於薪水過低且不被尊重的居家看
護上，她們大多是有色人種的女性
。

拜登應對氣候變遷的承諾貫穿
整個投資計劃，道路、橋樑和機場
將變得更能抵禦全球暖化、氣候變
遷帶來的猛烈暴風雨、洪水和大火
。投入研發資金可以幫助推動尖端
清潔能源技術的突破，使上百萬棟
建物其更加節能。

拜登政府對氣候變遷的關註集
中在轉型、現代化美國的兩個最大
的溫室氣體汙染源：汽車工業及發
電廠。

該計劃將斥資1,740億美元在鼓
勵製造和購買電動汽車上，現今電
動車僅占美國所有車輛的2％，為鼓
勵在美國而非中國生產電動汽車電
池，該計畫提供公司稅收抵免和其
他誘因，降低美國電動車的價格，
而美國也將建設約50萬個電動汽車
充電站。

該計畫也提出將以1,000億美元
更新電網，以使其更牢靠、更不易
停電，避免最近德州造成嚴重破壞
的大規模停電的情況再度發生，同
時建設更多管線以讓風力和太陽能
發電廠供電到大城市。

該草案同時提議創建 「乾淨電
力標準」 （Clean Electricity Standard
），這實際上是一項聯邦命令，要
求美國一定比例的電力必須通過零
碳排的清潔能源（例如風能、太陽
能或核能）來發電，但是這項命令
必須由國會通過授權，而過去二十
年來試圖闖關國會的類似法案最後
都以失敗告終。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Vi-
van和全美政治領袖基金會主席李恕
信博士、美南新聞總編輯蓋軍談拜
登投2兆拼基礎建設，如何有助於與
中國競爭？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iTalk-
BB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
com，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
，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
也是如此，尤其去年的新冠疫情，讓不
少人失去至親。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
亡是每個人終將面臨的大課題，不管貧
富貴賤，無論種族、職業，上至總統下
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
對死亡、以及該怎麼準備身後之事，似
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趁早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
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
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50
萬人，甚至，在疫情嚴重時期，有些地
方還傳出醫院太平間不夠、或是墓地滿

員的狀況，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
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
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
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
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
什麼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我們降
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

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
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
後代子孫，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
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

方上演著，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
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
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
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
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
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
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
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
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
孫之間有差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
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
。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
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多年

前做生前預先計劃，購買了預付的喪葬
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去
使用這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費用
，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
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
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
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
，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
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
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
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
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

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
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
前付款時，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
。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
為 2,000 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
漲了許多，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
價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
通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
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
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
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

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例如像:爸爸會
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材嗎？媽媽
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嗎？如
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多
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
先計劃，使家人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

內進行。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
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
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
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
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
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
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

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
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
禮應如何安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
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
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
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
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
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
受的心情。

清明節優惠折扣延長至4/18
由於三月的“清明新墓產發布會”

活動反應熱烈，需求廣大，並有今年最
大的折扣，因此，Memorial Oaks宣布，
將把優惠期延長到四月，即日起至四月
18日為止，是全年最大的折扣優惠。

這個優惠包括高達 18% Off 生前計
劃墓產優惠折扣，60 個月 0%利率，無
需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 12% Off。
這是今年最好的優惠折扣，僅在四月18
日之前有效。許多家庭給予 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既有墓地又有殯儀館
的複合型服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禮一
條龍式服務。

洽 詢 電 話 ： 832-913-5888。 Me-
morial Oaks 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日昇日落日昇日落 為何做好生前計畫如此重要為何做好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清明節優惠折扣延長至清明節優惠折扣延長至44//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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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

德州本地新聞

跪坐扭臀、回眸塌腰、内衣紧绷、暧昧

特写，你以为这是在拍那种小电影？不，这

只是一组儿童内衣的产品宣传图。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当然不会主动摆出

让人想入非非的姿势。但当他们这样做时，

我相信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会感

到生理上的不适。

拍摄这些图片的商家，或许只希望提高

销量。但当儿童被贴上软色情的标签，他们

的未来或许会逐渐失控。

儿童软色情成了一门生意

软色情的“软”在于，画面中没有直接

出现性器官和性行为，却充满了挑逗、诱惑

的姿势、文字，给人以性暗示。

在互联网上，很多儿童在不知情、不自愿

的情况下，就变成了软色情营销链的主角。

你用过这种萌娃表情包吗？

七八岁的萌娃身前，被p上“和我一起睡

”“馋你身子很久了”等等具有挑逗性的文

字，你有没有感到一丝违和？

这些萌娃，本不该“说出”下流的话。

但不法商家却打着软色情的擦边球，利用萌

娃规避风险，赚取流量。

在某宝上，这样的表情包十块钱就能买

到上百张。如果你不想花钱，网上也能白嫖

到资源，只要关注公众号、添加微信好友就

能免费领取。

想要清除这些表情包十分困难，举报一

家，还会有无数家。

在短视频平台，“软色情”也几乎无孔

不入。

在#儿童舞蹈##一字马#等标签下，女孩

们穿着紧身的舞蹈衣，下腰、劈叉。但在有

心人的镜头下，这些动作似乎变了味。

一旁的“家长”帮忙压腿、抻腰，手却不

老实地摸胸摸臀。还有些视频，镜头视角是，

给女孩的下半身特写，明显带有诱导性。

在评论区，哥哥、叔叔们还说出“等你

14岁”“叔叔就喜欢这样的”等等不堪入目

的发言。

儿童软色情是如何盯上你家孩子的？

为了赚取流量，发布者和评论者开着软色情

的玩笑，将孩子当成意淫的对象，毫无底线

地跨过了净土与色情的分界线，消费她们的

身体。

不法分子是如何利用儿童赚钱的？

在这背后，是一条条儿童色情产业链。

常见的套路，比如借招募童模、童星之名，

向想要快速成名的孩子们骗取裸照。

不法分子会谎称需要面试，以检查身材

比例、有没有疤痕等理由，诱骗儿童脱衣、

走秀、跳舞，甚至威胁儿童裸聊，作出淫秽

动作。

为了掩盖恶行，他们还会给儿童洗脑，

要瞒住父母，等成名后再告诉家人。这样即

使发生了惨剧，家长也可能全然不知。

当不法分子拿到裸照后，摇身一变成了

资源帝。他们潜伏在社群、论坛、直播网站

中，用鱼龙混杂的信息做保护伞，将视频明

码标价，卖给爱好者。

在一个名为“独家天籁之声”的QQ群里

，群主靠出售男童色情视频非法牟利。群内

严格实行分级管理，最高级的VIP会员要999

元/月，但最多也只能观看60次视频。

从诱骗诱拍，到分销交易，严格的产业

链条，让警方很难追溯到源头。更细思极恐

的是，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操控这一

切。

2019 年，全球最大的色情儿童网站

“Welcome to Video”被查封。该网站在2015

年-2018年间，共流出25万段儿童色情视频，

总收益共262万人民币。

当警方试图抓捕网站经营者时，发现在

锁定的三百多名用户中，竟然有一位是美国

的前联邦探员。谁也想不到，一个应该制止

犯罪的人，本身就是从犯。

更令人发指的，是父母对孩子下手。

4000 块钱卖掉 14岁女儿初夜、强迫 12

岁幼女卖淫30次，类似的新闻，网络上一

抓一大把。孩子们也许挣扎过、呐喊过，

但更多是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就陷入了

深渊。

恋童癖的狩猎场

借助互联网的“隐身衣”，社交网

络成了恋童癖的狩猎场。

在中国，20.6%的未成年网民，都曾

在网上遭遇过淫秽色情内容的骚扰。

在国外，儿童也并不安全。纪录片

《落入法网》中，制作团队找来3位童

颜女子，伪装成12岁女孩，结识不同年

龄的男子。仅仅10天，就钓来2458名潜

在性罪犯者。

男性群体中，恋童癖的比例是3-5%

，他们往往会盯上6-14岁的儿童。

在恋童癖的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

待捕的羔羊。

面对成年人都无法避免的性侵犯，你很

难想象，孩子们遇到会怎么样。

2020年，美国警方通过暗网抓捕到两个

菲律宾皮条客。在他们手下，有100多个女孩

是嫖客的“玩具”。这些女孩还不到15岁，

最小的只有5岁。

在全世界，每天都有无数性交易发生。

每进行一次交易，就有一个无辜的孩子被强

奸。

有研究估计，全球大约有11.8%的人在童

年时遭遇过性侵，这其中，女生比例为18.0%

，男生为7.6%。这意味着，全球每十个人中

，就有一人在童年时期遭遇过性侵。

但这些数字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统计数

据，需要被受害者说出来。但出于社会舆论

压力，或是性知识的缺乏，受害者往往会保

持沉默，年纪更小的孩子，甚至意识不到自

己受到了伤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授推断，针对中

小学生的性侵案，隐案比例是1：7。也就是

说，每曝光一起儿童性侵案，就有7起案件已

经发生了。

惨剧发生后，孩子们并不会因为罪犯被

捕，就摆脱阴霾。他们会更容易换上抑郁症

、焦虑症、双向情感焦虑等疾病。

一项面向儿童性侵受害者的调查显示，

超过9成的受访者认为性侵害的阴影持续至今

，在罪恶、羞耻、抑郁等情绪的折磨下，有

20.9%的受访者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16.5%曾作出自残甚至自杀行为。他们会厌恶

异性、无法与异性正常接触，或者改变性取

向。

作家林奕含，13岁时被补习班老师诱奸

，重度抑郁多年，最终不忍折磨，在26岁的

年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最后，她将自己

的故事编写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为

最后的控诉。

面对这些迟来的控诉，我们应该如何阻

止这些悲剧发生呢？

如何保护孩子？

| 法律保护

首先，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我国

性同意年龄是14周岁，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

、幼童发生性关系，不管对方是否同意，都

构成犯罪。

针对性侵问题，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写入了入职查询和从业限制制

度，有猥亵、性侵等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

为人，将被列入黑名单。

对于互联网软色情乱象，还增设了“网

络保护”专章。

面对泯灭良知的性侵犯者，我们绝不姑

息，绝不手软。

| 家长重视

其次，家长要做好性教育。

根据2015年女童保护基金数据显示：超

过40%的孩子不知道哪里是隐私部位，23%的

孩子不知道性教育。

父母要教给孩子男大避母、女大避父的

常识，不要给熟人或者陌生人摸身体。

要让孩子牢记自我保护三部曲：

No：你有权说“不行”，无论是谁

Off：你要立即离开

Talk：告诉你信任的大人或报警

此外，也要警惕熟人作案，据调查，70%

的性侵案件都来自熟人。他们可能是邻居、

老师、父亲、兄弟……正因为如此，孩子们

更容易放松警惕。

| 网民举报

最后，要靠我们的自觉。当色情内容出

现在我们身边时，选择不谈、不理会，假装

看不见时，我们，或许已经成为了施暴者的

同谋。

作为普通网民，我们能做的，就是：

1、拒绝使用儿童软色情表情包；

2、举报每一个被算法推到你面前的儿童

软色情、性剥削的视频；

3、不要因为任何理由去搜索、传播关于

儿童性虐待的视频和图片，哪怕只是出于好

奇，都可能会在无形中助长儿童色情产业。

你可以登录以下这些网站进行举报，将

那些恶意的苗头掐灭。

童星苏· 莱恩，曾这样抨击自己的成名作

：“我个人的毁灭可以追溯到《洛丽塔》。

《洛丽塔》让我成为了一个这个年纪不应当

成为的欲望的对象。”

不怀好意的是成年人，而承受后果的，

却是无辜的孩子。这个世界不应如此黑白颠

倒。

孩子不该过早地袒露在异性的凝视下，

他们的美好面孔，也不应该成为色情片的一

部分。过早地催熟，只会给他们留下需要用

一生来治愈的创伤。

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对儿童软色情内容

多些警惕、敢于发声，或许，才能给孩子们

换来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儿
童
软
色
情
是
如
何
盯
上
你
家
孩
子
的
？

(本報訊)官方數據顯示，全球至少297萬4651人死於
2019冠狀病毒疾病，至少1億3821萬3350例確診。

疫情從2019年12月爆發，迄今絕大多數感染者都已
康復。但有些人在痊癒後數週甚至數個月內，仍持續感
受到症狀。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當局每天提供的統計，不
包括俄羅斯、西班牙和英國等3國的統計單位其後提出的
重新估算數據，且數據只是實際染疫總數的一部分，因
為許多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一直未被檢測出。

全球14日通報新增1萬3427人病歿、77萬6939起確
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數最多國家依序為
巴西（3459死）、印度（1038死）與美國（859死）。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56萬4405人病故、
3142萬2228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36萬1884人喪生、
1367萬3507例確診）、墨西哥（21萬812人喪生、229萬

1246例確診）、印度（17萬3123人喪生、1407萬4564例
確診）及英國（12萬7161人喪生、437萬8305例確診）
。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捷克是死亡率最高
國家，每10萬人就有264人染疫喪命；接下來依序為匈
牙利（251人）、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233人）、蒙特
內哥羅（224人）、保加利亞（212人）。

從區域來看，歐洲累計101萬1815死、4718萬1750例確
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計84萬6330死、2665萬
4271 例確診；美國和加拿大共計 58 萬 7835 死、3250 萬
6610例確診。

亞洲共計29萬431死、2030萬9384例確診；中東地
區共計12萬490死、713萬5628例確診；非洲共計11萬
6741 死、438 萬 4944 例確診；大洋洲共計 1009 死、4 萬
768例確診。

全球逾1億3821萬例確診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

（本報訊）過敏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21世紀重點防治的
疾病之一。據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有超過40%的兒
童受過敏問題困擾，且患病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美國麻省總醫
院研究人員領導的一項研究發現了過敏的潛在標誌物和新的治療
策略，有望改善過敏的診斷和治療。該研究結果已發表於《自然
》雜誌。

過敏通常由IgE抗體引起。這些抗體會與如花生等過敏原結

合，並觸發反應釋放出一系列導致過敏症狀的分子，極
端情況下可能會危及生命。然而讓研究人員困惑的是，
許多人血液中有過敏原特異性IgE抗體，但卻從未出現過
敏症狀。比如，在體內存在花生特異性IgE抗體（或花生
皮膚點刺試驗呈陽性）的人群中，大約有一半的人對花
生並不過敏。此外，一些具有過敏體質的人在症狀消失
之後，在其體內血液中仍能檢測到過敏原特異性IgE抗體
。

因此，美國麻省總醫院免疫和炎症疾病研究中心的
Robert Anthony博士及其同事比較了對花生過敏人群與無
過敏症人群的IgE抗體。據分析結果顯示，花生過敏人群

的IgE抗體中一種名為唾液酸（sialic acid）的特殊醣類分子有所
增加。研究人員還在動物模型試驗中發現，在IgE抗體中添加唾
液酸會增強由該抗體引發的過敏反應，而從IgE抗體中除去唾液
酸，則可抑制這些反應並減輕過敏症狀。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量化IgE抗體上的唾液酸可作為更
準確診斷過敏性疾病的標誌物，而去除IgE抗體中的唾液酸可作
為治療過敏症患者的一種新策略。 ” Anthony博士表示。

為更深入地了解過敏症及其病因，研究人員還需進一步研究
唾液酸影響IgE抗體活性的機制。該研究團隊正規劃研究如何從
IgE抗體中去除唾液酸以減輕過敏症，並開發有效的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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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麻省總醫院最新研究發現有望改善過敏的診斷和治療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B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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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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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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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牙周病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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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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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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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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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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翁丁——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

，今年大年初三的时候，在一场大火

里，彻底消失了。

这里原本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

地方：物资平均分配，生活自给自足

，日常生活基本从来不用钱，干完活

大家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没有争吵

，也没有功利算计，谈恋爱表白，就

像念诗……

过去十年来，刘春雨导演一直在

拍摄翁丁，记录了它十年来的变迁。

他亲眼目睹翁丁靠发展旅游，摘掉了

贫困县的帽子，却也因为游客和消费

主义的闯入，变成了一个“想象中的

佤族村落”。他和我们聊起了他拍摄

翁丁十年的见闻，翁丁的每个人都曾

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镜头前，“一个个

文化的发展，文明的更替，背后就是

这样的一声叹息。”

翁丁是在云南澜沧江畔的一个小

村落，隶属于沧源县。澜沧江是全世

界最迅猛的河流之一，翁丁就隐藏在

江边的群山之中。翁丁的“翁”是水

，“丁”是接，翁丁在佤语的意思是

两条河水交汇的地方。

1998年翁丁开始接待游客，根据沧

源县旅游局的统计数据，那时游客一年

只有300人。2004年，因为举办了首届

司岗里“摸你黑”狂欢节，沧源县成功

出圈。来翁丁的游客量成指数增长，到

2016年，最高峰时有30万人次。

2006 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报道了翁丁，称它为“中国最后一个

原始部落”。这里保留了完整的佤族

传统杆栏式茅草房及各式建筑，也完

整保留了原始佤族的风土人情，可说

是一个活生生的佤族文化博物馆。

很快，翁丁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非

物质遗产文化保护名录，建成了翁丁寨

系原始部落文化旅游区。贫穷落后的面

貌开始改变了，生活方式的冲突也来了

。翁丁人有自己独有的“火塘文化”，

跟现代化的居住方式如何调和？老寨很

难改造，要不要集体搬迁到新村？村民

开始陷入与外来文化的不断拉锯中。

“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称

谓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在 2021年的这场大火之前，2013年，

翁丁也曾烧起过一场熊熊大火。那场

火给当时陷入胶着的拉锯战画上了一

个暂停符。因为火灾，考虑到居住、

旅游安全，县里决定与旅游公司合作

，离开古寨，选址建新寨。

刘春雨导演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介入拍摄的。

到 2018 年，翁丁新村的搬迁终于

陆续完成。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的是，2021 年，寨子里又烧起了一场

大火，而且这次火势凶猛，基本上把

老寨烧得干干净净。

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火，但翁

丁都有足够的韧性留存下来。但这一

次，“崇拜火的翁丁，却消失在大火

里”，刘春雨说这是一个隐喻。

以下是刘春雨的自述：

2021 年 2 月 14 日，那一天是翁丁

新村的佤历新年，村民全部都在新村

里过年正在他们做饭的时候，老寨起

火了，蔓延得极快。

我当时没有在现场。村民后来给

我发来了现场视频，背后全是哭声。

我认为自己不是《翁丁》的导演

，老天爷才是最好的一个导演，我和

它的子民都只是一个记录者。

初到翁丁，简直是世外桃源

2012 年当时我给央视拍一部《民

族故事》的纪录片，每个民族拍一集

，我负责云南的佤族。《中国国家地

理》说翁丁是最后一个原始部落，我

的直觉是要去看看。

我第一次去翁丁村的时候，真的

被震撼到了。四面是山，右侧是一片

很好的水田，整个村子就在水田旁，

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

翁丁存在的历史其实说法不一。

后来我问了临沧市文联的一位作家伊

蒙红木，她曾把中国和缅甸的佤族村

落都走了一遍，推测翁丁有250年的历

史，误差上下不会超过三十年。

翁丁村落选择在这里定居，是因

为当时翁丁属于猎人头部落，他们是

被猎头的。在300年前左右，他们是被

傣族土司赶过来的。

猎人头的习俗：每年必须要去其

他的部落砍一个人头回来，祭自己部

落的谷神，谷子才会丰收饱满。这样

的习俗一直持续到1951年前后。

我和村民聊天，他们对人很真诚，

没有夹杂着任何一种在你身上会得到什

么东西的功利。遇上谁家结婚了，全村

人都会一起帮忙打点，吃饭、打歌、跳

舞。谁家生小孩了，感觉全村都在给他

养大，基本上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他们的精神上极其富足，说话特

别有诗意，比如说示爱的时候，说天

边的鸟，后边还有一只鸟，它会一直

跟随着你，这片天空是我们的。

火塘是翁丁人的心脏

1958 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给翁丁拍过一个人类学的纪录片，跟

没被烧毁前的翁丁，简直一模一样。

我拍的是第6代寨主杨岩一家。寨

主是原始制度里最大的权力持有人。

别人来看望他的时候，说他是寨主的

时候，他其实是很自豪的，他会拿出

镖枪来给别人看，象征着寨主地位。

每天在火塘边喝茶，是他认为最

好的事了。

佤族号称“不熄的火塘”。火塘

就是他们的心脏。翁丁村每家每户都

有一个火塘，基本上在屋子正中间的

位置。他们以火起居，都是几百年这

样传下来的。

他们的思想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在神的指引下完成的，山神、水神、

火神、树神，指引他们的每一个选择

。万物有灵，是他们的民族信仰。

在那里呆久了，你会感觉翁丁就

是一个从远古的平行空间过来的，原

封不动的一个样本。

我从 30岁开始拍，本来以为半年

或者一年就拍完了，没想到一拍就是

10年。

到 2017 年，接触时间长了，他们

的生活我都跟他们一起经历了。寨主

还邀请我坐他的凳子，那是一张全村

最高的凳子。我说我是外人不能坐，

寨主说，没事你坐。我感觉他们把我

当成家里人了。他们甚至给我介绍佤

族的女孩，想把我变成翁丁的女婿。

这 10年没有什么最开心，最不开

心的，就是没想到自己能有那么大的

决心去做这件事。房子和车，在我的

观念里都不是最重要的。我想给自己

这10年有一个交代。

这些事情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说，

家里只是知道我在拍翁丁很多年了。

他们问，电视上能看到翁丁的片子，

是不是我拍的？我说不是。我拍的不

是这样的。那你拍的是什么样的？我

说我还在做。后来他们也不问了。

惋惜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认为这

可能是翁丁最好的一个结局。这一场

大火实际上也是它离开世上的一个祭

祀仪式，“你让我的孩子走了，我也

不会让其他人住进来”。

一个一个文化的发展，一个文明

的更替，其实是变迁，背后就是这样

的一声叹息。得到了一些东西，也会

失去一些东西。

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脫穎而出全國才藝大賽”
（Starbound National Talent Competition ）區域舞蹈視頻比賽
(Regional Dance Competition Virtual) 於 4 月 3 日評選出比賽結果
，休斯頓亞美舞蹈學校（DAA Dance Academy )再創佳績，多名
學生取得優異的成績。

學生Serena Hou的獨舞《你走之前》獲得抒情類高級金獎第
一名和總積分第二名。（Super senior solo “Before you go” won
High gold 1st place in lyrical and 2nd place overall）。

學生Phoenix Chen的舞蹈《我到處走走》獲得了精英金獎，
和第一名。（Senior solo “Everywhere I go ” won Elite Gold and
1st place overall）。

學生Saranna Zhang 的舞蹈《愛是...》獲得高級金獎。（Su-

per senior solo “Love is...” won High gold award）。
學生Clarissa Chen的舞蹈《我是誰》獲得高級金獎和總積分

第叁名。（Teen solo “Who am I” won High gold and 3rd place
overall）。

學生 Isabella Truong 、 Nadia Truong、Maya Tsai、和 Tara
Diep的集體舞蹈《詩的花瓣》獲得精英金獎和總積分第一名。
（senior small group “Petals of Poetry” won Elite gold and 1st
place overall）。

亞美舞蹈學校成立于2001年，是休斯頓著名的舞蹈學校，
旨在促進和弘揚中國豐富的文化遺，針對青少年的教育計劃和社
區活動，亞美舞蹈學校的學生，提供美國主流社會的演出機會。
疫情前每年舉辦50多次免費的全市演出，使50,000多人受益。

亞美舞蹈學校與當地一流的公司合作，例如休斯頓芭蕾舞團，
Ad Deum舞蹈公司，Revolve舞蹈公司等，將東方和西方的舞蹈
結合在一起，培養了無數的專業藝術家。

亞美舞蹈學校在4、5月份有兩場精彩的室外演出：
1. IFEST -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在St. Thomas University，
時間：4月15日晚上7點
地址：St. Thomas University - 3800 Montrose Blvd. 77006
2. 亞美舞蹈團將共同主持 “Celebrate, Stop the Hate”

which is a Stop Asian Hate event at Houston Social Beer Garden.
活動時間：5月1日 ，星期六4-10pm 舉辦，亞美舞蹈學校

將于5-7pm. 演出。請看海報：https://fb.me/e/1kXh5pEsv

“脫穎而出全國才藝大賽”區域舞蹈視頻比賽 亞美舞蹈學校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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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0-2021 年球季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
（CBA）日前展開了常規賽最後5場較量，在備
受關注的季後賽席位爭奪戰中，龍獅105：94擊
退新疆，北控99：106不敵青島。在戰績相同的
情況下，龍獅憑藉相互間的勝負關係力壓北控，
搶得季後賽最後一張入場券。

本輪前，聯賽已有11支球隊鎖定了季後賽名
額，最後一席將在北控與龍獅之間產生。從戰績
上看，領先1個勝場的北控只要在末輪戰勝青
島，便可躋身季後賽。而龍獅若想突圍，除了取
勝之外，還要寄望於北控輸球。

北控與青島的對決一波三折。北控一度建立
了兩位數的領先優勢。然而易邊後重振旗鼓的青

島在亞當斯的引領下掀起追分高潮，並在第3節
結束時以72：71實現反超。末節，孤注一擲的北
控依靠個人單打維持局面，但效率不高。隨着亞
當斯與趙泰隆相繼命中3分，青島瞬間拉開分差
並最終帶走勝利。

已無路可退的龍獅本輪遭遇常規賽第4名的
新疆，在摩爾與哈斯的合作下，求勝慾望更強的
龍獅連續打出進攻高潮，並在末節一度奠定了20
分的優勢，讓比賽提前進入了垃圾時間。

至此本季CBA常規賽全部結束，廣東以46
勝6負領跑積分榜，遼寧、浙江、新疆分列第2至
4名，山東、青島、廣廈、深圳、北京、吉林、
四川、龍獅分列第5至12名。 ●新華社

大量奧運資格懸而未決

港隊戰將爭上

東奧尾班車

東京奧運雖然幾可肯定會於7月如期舉行，不過由於近一年來體壇多次停擺，大部分資

格賽需要延期甚至取消，導致大量奧運資格懸而未決。雖然距離東奧開幕不足100天，多支

港隊代表如劍擊、羽毛球、田徑及馬拉松仍需要為奧運入場券而努力，力爭搭上東奧“尾班

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香港劍擊隊目前雖然於男子花劍及女子重劍奪得8個奧運名額，不過其
他項目卻仍未有收穫，本月25及26日假烏茲別克舉行的亞洲及大洋

洲區奧運資格賽將是他們的最後機會，港隊確定派出四人名單出戰，包括
女子花劍張楚瑩、男子重劍何瑋桁、男子佩劍羅浩天及女子佩劍林衍蕙。
今屆亞洲及大洋洲區奧運資格賽於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舉行，每個項目
只有最終獲勝的選手可以出戰奧運，港隊中呼聲最高的當屬女花世界排名
56的張楚瑩，這名27歲劍手在13名參賽者中排名第二高，主要對手將是
有主場之利的烏茲別克選手Yana Alborova，而男重世界排名67的何瑋桁
亦有望挑戰奧運入場券，不過他將要面對世界排名62、曾出戰倫敦奧運的
越南好手阮進日。

姚潔貞只餘哥本哈根賽機會
除了劍擊，港隊羽毛球、田徑

及馬拉松項目亦迎來爭入奧運的最
後直路，港羽成員李卓耀目前世界
排名第18位，必須躋身前16才有望
晉身奧運，由於世界羽壇早前多個
奧運計分賽取消，李卓耀在6月截
數前要壓過對手只餘印度、馬來西
亞及新加坡賽三個機會，但由於各
國防疫及隔離措施仍然持續，李卓
耀在緊湊行程下不易搶分。

至於香港“欄后”呂麗瑤及馬
拉松姚潔貞亦同樣面對因賽事取消
或未能離港比賽導致搶分困難的問
題，其中姚潔貞要達到2小時29分
30秒的奧運入圍標準只餘5月哥本
哈根賽一個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
京奧運開幕14日進入倒數100天，不
過目前有關各國及地區運動員以及相
關人士的防疫措施仍未有具體明確公
布，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表明有
必要為所有出戰奧運的香港運動員接
種疫苗，以確保他們的健康和安全。

第64屆香港體育節開幕禮14日在
奧運大樓舉行，開幕典禮主禮嘉賓包
括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體育節
籌備委員會主席余國樑以及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副署長（康樂事務）李碧
茜。今屆體育節以“從新出發，凝聚
你我”為主題推廣本地全民運動。適
逢東京奧運倒數100天，港協暨奧委
會會長霍震霆以遲來的春天來形容今
屆奧運，他希望國際奧委會可以盡快
公布防疫指引，相信所有運動員出發
前必須接種疫苗才可出戰奧運：“屆
時預計有超過 6萬人到日本參加奧
運，相信國際奧委會會公布防疫指
引，中國已提供一批疫苗予國際奧委
會，相信出戰奧運的香港運動員一定
要接種疫苗。”

另外今屆奧運不會招待外國觀
眾，香港市民只能透過電視轉播欣賞
賽事，但由於轉播費高達3,500萬美
元，目前仍未有香港電視台表示購買
意願，霍震霆希望政府可以出手介
入，從市民利益角度出發提供協助。

霍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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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將
赴
日
前
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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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佳惠：
珍惜在國家隊的每場比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4月
13日下午，東京奧運會女足亞洲區預選賽附加
賽第二回合的較量，中國女足以兩回合總比分
4︰3淘汰韓國女足，獲得東京奧運會入場券。
作為中國女足的元老，河南女足隊長婁佳惠表
示，“很珍惜現在代表國家隊參加的每一場比
賽，很感動在我足球生涯中去和團隊一起分享這
份喜悅！我相信在奧運會的賽場上，我們一定會
有好的表現！”

婁佳惠在兩場附加賽中都以主力隊員身份出
場，第2回合中國女足的第一個入球，正是婁佳
惠用自己的積極拚搶，為球隊爭得了一個前場自
由球機會。

婁佳惠在此次比賽中從習慣的前鋒位置改為
閘位位置。婁佳惠說：“在國家隊12年了，一
直在努力超越自己。自從賈導（賈秀全）帶隊以
來，出於教練員對我的信任，他希望我能在閘位
的這個角色發揮自己的特點，慢慢地也習慣並且
喜歡上了這個位置！這兩場比賽，我對第一場的
比賽比較滿意，第二場還是欠缺一點穩健，後衛
線上幾個都是年輕隊員，我覺得我應該起到更好
的帶頭作用！”

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17歲的婁佳惠成為
中國女足第一個在大賽中登場的90後球員。如
今卻漸漸變身球隊元老。回憶起2008年，看看
現在，婁佳惠形容心情大不相同，“小的時候希
望自己能夠在場上表現好，發揮好，以後的路還

長！但是現在是老隊員了，更應該用自己的付
出，帶領着大家去拚搏！”

婁佳惠說，“很珍惜現在代表國家隊參加的
每一場比賽，很感動在我足球生涯中去和團隊一
起分享這份喜悅！我相信我們在奧運會的賽場上
一定會有好表現！”

龍獅擠掉北控 殺入CBA季後賽

新球季中超開幕之際，廣州隊一線隊35人、
預備隊名單出爐，其中一線隊中11人、預備隊全
部30人都來自恒大足校。

據了解，此次恒大足校入選廣州隊一線隊的
11名球員年齡在16至20歲之間，包括2001年齡
段的譚凱元、王世龍、侯煜、陳鄭烽、張智豪，
2004年齡段的楊德江、駱俊涵、郭嘉宇、吳俊
豪，2005年齡段的李星賢、陳冠軒。

上一季，恒大足校有譚凱元、王世龍、帕爾
曼江3人進入一線隊。此次11人入選一線隊，讓
廣州隊的陣容進一步年輕化。新一季，廣州隊一
線隊平均年齡為25歲，較2018年啟動年輕化戰
略時的30歲下降了5歲。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入選的11人場上位置配
置完整，剛好可以組成一套“433”的出場陣容。
也就是說，廣州隊在某些比賽中，甚至可以排出
“全恒大足校”陣容出戰。

此次入選的最年輕球員李星賢今年3月底剛
滿16歲，曾在“恒大盃”馬德里足球冠軍賽8戰
射入9球，上賽季破格升入一線隊訓練。同為16
歲的楊德江曾是中國國少隊隊長，今年在一線隊
季前熱身賽中已有入球。

據統計，上賽季，恒大足校有近40名球員被
外借至中超、中甲球隊鍛煉，共計出場超200
次、攻入10球。其中陳鄭烽等球員新賽季回歸廣
州並晉身至一線隊。 ●新華社

廣州隊新季重用青訓球員

●●婁佳惠接受視頻採訪婁佳惠接受視頻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攝

●● 羅浩天仍有望取得奧運入場羅浩天仍有望取得奧運入場
券券。。 中新社中新社

●●張楚瑩張楚瑩（（右二右二））獲入獲入
場券呼聲最高場券呼聲最高。。 法新社法新社

●● 姚潔貞只餘姚潔貞只餘55月哥本月哥本
哈根賽一個機會哈根賽一個機會。。
姚潔貞姚潔貞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 香港第香港第6464屆體育節屆體育節
正式揭幕正式揭幕。。 中通社中通社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
致辭致辭。。 港協暨奧委會圖片港協暨奧委會圖片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4月15日（星期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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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故事天地

河岸上长着我从未见过的水果和蔬菜。蓝色

的菜花，香喷喷的，味道跟温热焦脆的肉差不多

。花冠里充满了蜂蜜，甚至它们的叶子都可以吃

——那味道和烤过的白面包片一样。

莫尔斯（Walter Moers）的奇幻小说《蓝熊

船长的十三条半命》里，虚构了一个天堂般美丽

的“美食岛”，岛上长满奇异的水果和蔬菜，小

河里流着牛奶，可可树的果实落在河中就变成了

巧克力牛奶。然而这个岛其实是一棵巨大的食肉

植物幻化而成，岛上的人被糜烂生活养肥之后，

就会被它一口吞掉。

热带小岛上存在富饶“天堂”的幻想，并不

是莫尔斯一人的原创。我们甚至可以指出它的原

型：波利尼西亚群岛。

“天堂”与“神的礼物”

波利尼西亚群岛位于太平洋中南部，包括一

千多个小岛，其中比较著名的地点有塔希提、夏

威夷群岛和萨摩亚，原住民为波利尼西亚人。

1768 年，法国航海家布干维尔（Louis-Anthoine

de Bougainville）和医生科莫尔松（Philibert Com-

merson）到达塔希提，感受了这里迥然不同于欧

洲的风土民情。后来他们宣称，这里就像伊甸园

一样美好。自然赐予丰富的食物，人们不需要劳

动，整天悠闲玩乐，民风淳朴，安定祥和。

航海家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在18

世纪70年代目睹的塔希提葬礼，William Woollett

作 | Wikimedia Commons

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抵达波利尼西亚群岛，

他们发现这里也有战争和凶杀，天堂随之破灭，但

至少有一件事是真的。这里的粮食作物与欧洲世界

迥异，而原住民独特的生活习惯，也同这种粮食紧

密相关。它就是面包树（Artocarpus altilis）。

1769年，植物学家班克斯（Joseph Banks）在

塔希提首次见到面包树，惊叹不已。他说，上帝

诅咒人类要辛苦耕种才有面包吃，但在这里，一

个人只要花一小时种下十棵树，连同儿孙都实现

了“面包自由”。

面包树的衰落

面包树是一种很优秀的粮食作物。一棵面包

树每年结果250~400公斤，而且是全年结果。果

实大小从大橙子到小西瓜不等，富含淀粉的“白

肉”是由花被片演化而成，经过人工选择所以没

有种子。面包果味道像面包又像白薯，烤、煮、

炸、咖喱皆可。比起精加工谷物，面包果的升糖

指数低，而且营养更全面。波利尼西亚人遗传上

普遍易发糖尿病，所以在现代社会，面包果对他

们的健康也颇有帮助。

夏威夷群岛上，曾大片分布着原住民精心栽种

的面包树，这一丰富的食物来源，是夏威夷社会发

展的基石。夏威夷岛民相信，面包果是神的礼物，

神曾经化身为面包树，拯救饥饿的妻儿。

欧洲殖民者心目中“天堂”的破灭，并没有

使他们停下践踏这个奇异世界的脚步。以夏威夷

为例，18世纪欧洲人的到来，使原住民的生活受

到残酷的冲击。数以十万计的面包树，如今所剩

无几。殖民者建立起种植园，我们在高中学过，

单一种植一种作物的经济有个致命的问题：粮食

安全。夏威夷是美国食物自给率最低的州之一，

80~90%的食物依赖进口。

面包树衰败的背后，不仅是食品安全的威胁

，也是夏威夷独特文化的消逝。食品生产和消费

“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地的食品变得千

篇一律的过程，大家都吃麦当劳喝可乐。这是一

种更温柔的对文化多样性的绞杀。

夏威夷文艺复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夏威夷公众对于粮食

自给的意识增强，本土食物的需求大涨。同时兴

起的还有“夏威夷文艺复兴”（Hawaiian renais-

sance）——继承夏威夷的独特文化，唤起人们的

民族自豪感。

在这些活动中，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

，面包果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相比“主流”粮食

作物，科学界对面包树的研究较少，夏威夷各地

的环境又不同，要种好面包果，离不开先辈的经

验。所以在种植面包果的过程中，夏威夷传统的

农业知识自然得到了传承。还有一些人把面包果

园变成了生态旅游的景点，让小朋友来体验种面

包树，学习关于土地和传统的知识。

面包果对于夏威夷文化传承的意义，并不限

于农业方面。新鲜面包果的保质期很短。所以夏

威夷的面包果出口量很少。很大一部分的面包果

，是在亲戚朋友的社交网络之中消化掉的，今天

张三提着果子送给李四，明天李四送给王五。相

比从事其他种植业的农夫，面包果农显得格外热

情好客，他们不仅把多余的果实送给亲朋，还捐

赠给慈善机构和学校。

夏威夷人认为，作为“神的礼物”，面包果

代表了夏威夷文化里慷慨给予的美德，一定要拿

出来与人分享。于是，面包果不仅是不同于汉堡

可乐的“健康粗粮”，也是夏威夷文化独特性的

标志。

波利尼西亚群岛并非天堂，但面包果确实是

灵魂的食物，在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浩荡冲击之

后，热带小岛上的居民，回归到面包树之下，藉

此了解“我是我”。

种下十棵面包树
就有一辈子恰不完的饭

这天，白云县公安局局长陈刚突然接到

一个电话，放下电话，陈刚的额头就出了汗

。

电话是领导打来的，说有个投资商的儿

子阿雄，在万马河玩漂流已经失踪三天了。

这个投资商每年在白云县投资过亿，领导让

陈刚尽快查个水落石出，活要见人，死要见

尸。

万马河绵延十几里，地理环境复杂，这

可怎么找呀？当天，陈刚就和下属一起商讨

对策。突然，有人提议：“陈局，倘若阿雄

真的溺亡，尸体肯定往下游漂了，咱就找这

个地段的水鬼！”水鬼，是对万马河沿岸捞

尸人的称呼。在万马河的下游，有几个捞尸

人会设置关卡，用网兜等拦截上游漂下的浮

尸，之后，高价卖给寻尸人。

陈刚恍然大悟，立刻派人分头寻找。万

马河的下游，有好几条支流，必须逐个排查

。

查了一天，几个支流毫无线索，最后，

只剩下阎王口的水鬼关四爷。一听“关四爷

”三个字，陈刚就愣住了，叹道：“唉，怎

么偏偏要找他呢？”可没办法，陈刚还是带

着一行人，匆匆朝阎王口赶去。

来到阎王口，只见这里水流湍急，地势

最为险峻。陈刚一看，关四爷正在埋头清理

网里的水草呢。陈刚硬着头皮，大声喊道：

“关四爷，近来可好啊？”关四爷抬头看了

看，随即低下头继续清理水草。

陈刚上前几步，赶忙敬烟，关四爷没搭

理，自顾拿起旱烟，蹲下来吸了一口，淡淡

地说：“陈局长，你无事不登三宝殿吧？说

吧，啥事？”陈刚就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关四爷放下烟袋，歪着头问：“陈局长

，你找你的人呗，关我什么事啊？”陈刚尴

尬地说：“关四爷，可别笑话我了！在万马

河上找人，还不得全仰仗你们呀？我们可真

不行！”

关四爷点了点头：“这倒是！不过，这

一年到头，上游漂下的浮尸多了，哪知道你

要找的是谁？应该是个大人物吧，不然，你

也不会急成这样。”

陈刚连连点头：“四爷说得没错，真是

个大人物啊！”

关四爷沉下了脸：“再大的人物又怎样

？泡在河里，还不一个样？你回去吧，我没

工夫招待你！”说完，自顾忙碌了。

陈刚知道关四爷的脾气，只好带着众人

回去了。回到局里，领导的电话又来了，陈

刚急得直跺脚：这可怎么办？倘若阿雄真的

溺亡，其他几个关卡都没有，那肯

定是被关四爷捞着了，估计他这次

要狮子大开口了。

第二天，陈刚独自带着礼品，

又去找关四爷了。一进门，他就不

停地说好话：“四爷，您就行个方

便吧，这个人太重要了，关系到咱

们县的建设呀，您可不能拖后腿啊

！”

关四爷想了想说：“好，最近

我刚捞到一具尸体，你去认认是不

是他？”说完，指了指河中的一棵

树。陈刚抬眼一看，果然，河中漂

着一具浮尸，头朝下，腿拴着绳子

，绳子绑在岸边的一棵大树上。

陈刚走到岸边，戴上手套，翻

了翻浮尸的脸，跑上岸喊道：“不

是他，这人你不是报过局里吗？尸体一直没

人来领……”他掏出一张照片，递给关四爷

，说，“四爷请看，就是这个小伙子！长得

多帅啊！真要是漂下来，就太可惜了！”

关四爷接过照片看了看，挥挥手说：

“回去吧，我没见过这个人！”

陈刚不甘心：“四爷，你别骗我，你肯

定捞着了，就开个价吧！”

关四爷鄙夷地说：“怎么？有钱了不起

啊？有本事自己来捞啊，找我干吗？”

陈刚赔笑道：“我……我不是那意思，

这个投资商在国外就委托我帮着找了。不过

四爷，您这次可捞到宝了，投资商说了，不

管他儿子是死是活，都给一百万……”

关四爷摆了摆手：“谁稀罕！你赶紧走

吧，把东西都带走！”陈刚只好拎着礼品，

怏怏地走了。

一路上，领导的电话又催命似的追来了

：“怎么样，有消息吗？”陈刚支支吾吾地

说：“这个，快……快了！”领导急了：

“什么叫快了？你这个局长怎么当的？投资

商都急得要亲自来找了，最后给你一天时间

，自己看着办！”

陈刚当即派手下再次到处盘查，可直到

第二天下午，仍然没有阿雄的任何消息。正

当陈刚欲哭无泪的时候，手机响了，竟是关

四爷：“陈局长，来阎王口一趟吧，我带你

去见阿雄！”陈刚不禁喜出望外。

很快，陈刚带人匆匆赶到阎王口，一见

关四爷就迫不及待地问：“四爷，人呢？”

关四爷说：“你说阿雄啊，在下游呢！”

顿时，陈刚面如土色，看来，阿雄凶多

吉少了。陈刚知道，“在下游”三个字意味

着什么。这里的水鬼大多唯利是图，浮尸上

报公安局后，倘若久久等不到买主，他们就

会失去耐心，将浮尸漂到下游，随意丢弃。

就这样，陈刚一行人跟着关四爷朝下游

走去。走了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个弯道，

这是万马河的另一个关卡，和阎王口一脉相

承。忽然，陈刚在岸边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忍不住喊道：“阿雄……”

阿雄回过头，看了看陈刚，继续在岸边

掘黄土，他似乎在挖一个墓穴。旁边，有一

个皮肤黝黑的老妇，正在专心地打磨一块墓

碑。老妇的身后，是一大片错落有致的墓地

。那妇人陈刚认识，正是关四爷的老伴！

接着，关四爷道出了原委。原来，阿雄

漂流时失足落水，幸亏他抓住一块浮木，漂

流到阎王口时，已经奄奄一息，是关四爷夫

妇救了他。那天，关四爷看到阿雄的照片，

一眼认出了他。尽管，他对陈刚颇为不满，

但他不希望阿雄的家人太担心，所以才让陈

刚来领人。

陈刚这才明白，关四爷并没像其他水鬼

一样，将无名浮尸漂到下游，而是和老伴一

起，将他们埋在万马河边。刚才，关四婶和

阿雄正在为上次陈刚看见的那个男人做墓穴

。陈刚狐疑地问：“阿雄，你不是过惯了锦

衣玉食的生活么？既然康复了，为什么还要

留在这里呢？你不知道，你老爸都快急疯了

！”

阿雄擦了擦汗说：“我故意没和他联系

的，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很庆幸，漂流

到了阎王口，它让我明白，这世上有比金钱

更有意义的事，就像关四爷夫妇这样，每天

坚守在万马河的岸边，为这些亡灵寻找最后

的栖息地。可是，我父亲的眼里只有钱，我

不想每天过得像行尸走肉一样……”

陈刚听完，沉默不语。只有陈刚知道，

为什么关四爷夫妇会坚守在阎王口，那是因

为，三年前，他们的儿子自助旅游时，也在

万马河上游失踪了。

接到噩耗，夫妻俩哭着找到了陈刚，希

望他打捞儿子的尸体，陈刚却说：“很抱歉

，我真的无能为力。你们知道吗，每年在万

马河失踪的人有多少？如果有人发现，一定

会报案的，所以你们只能等。关键，他失踪

几天了，这里地势险峻，我们公安局不是专

职的捞尸队……”

陈刚后悔的是，当时他连一句安慰的话

都没有，尽管他说得没错，也没有渎职。

后来，关四爷夫妇干脆留在了阎王口，

他们要自己寻找儿子，慢慢地，就成了职业

捞尸人。老两口坚守在这里，只为等到儿子

，可又怕真的等来儿子。三年来，夫妻俩望

眼欲穿。

关四爷两手抱膝，抬头望了望天，说：

“知道吗？每次看见一具浮尸，我和老伴就

心如刀绞，那种感觉，你永远也体会不到

……”

陈刚也红了眼圈：“四爷，对不起，我

……”关四爷摇了摇头：“我已经不怪你了

！我知道，你也有苦衷！我始终相信儿子还

活着，也许，他也像阿雄一样，被哪个好心

人救上岸了呢。”

这时，关四爷的目光触到了那片墓地。

沉默几秒钟后，关四爷低下头，擦了擦眼泪

，说：“倘若，他不幸遇难，希望也有好心

人，像这样将他好好安葬……”

万马河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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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華美銀行昨向休士頓食物銀行華美銀行昨向休士頓食物銀行（（Food Bank )Food Bank )捐款一萬美元捐款一萬美元
援助當地上萬受冬季風暴影響的家庭援助當地上萬受冬季風暴影響的家庭，，並向他們提供糧食並向他們提供糧食

（本報記者秦鴻鈞）華美銀行於昨
（4月12日，星期一）向休士頓食物銀行
（Food Bank )捐款一萬美元，作為社區
重點工作的一部份，以支持當地組織援助
受嚴重天氣危機影響的最大的社區。由於
最近的冬季暴風雨，對休士頓食品銀行的
這筆捐款為糧食不安全的家庭提供了三萬

餐飯。由於家庭在應對COVID-19大流行
帶來的健康和經濟影響，休士頓的家庭現
在首當其衝為襲擊該地區的暴風雨。僅在
2019年，休士頓食品銀行由於氨洩漏被迫
扔掉了我們180萬磅的食物，污染了將近
200萬美元的產品損失。休士頓食品銀行
主要禮品捐贈總監Paula McKenzie表示

：” 我要特別感謝華美銀行的朋友們的支
持，他們將為冬季暴風雪襲擊我們後該地
區需要幫助的家庭提供三萬份餐飯。儘管
風暴已然結束，但這場災難對我們鄰居的
影響將持續數周和數月。除此之外，華美
銀行還向達拉斯的家庭之家捐款一萬美元
，向北德州的救世軍捐款五千美元，還向
休士頓的Target Hunger捐款五千美元。
華美銀行向休士頓食品銀行的奉獻，是德
克薩斯州許多人的一部份，以支持旨在幫
助社區的努力。”在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風暴之後，我們的目標是在我們生活和
工作的社區中幫助組織、幫助人們重新站
起來 “. 華美銀行資深執行總監兼德州市
場負責人Mike Burr說。 “ 對於已一年多
來面對COVID-19 大流行而遭受健康和經
濟影響的人們來說，這埸風暴是另一埸艱
辛。休士頓食品銀行將使用華美銀行的資
金繼續向成千上萬受此影響的家庭提供援
助和糧食資源。”

華美銀行是美國最大25家上市交易
的商業銀行之一，在德州/西南部地區設有
13處服務網點。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現有總資產逾520億美元，股票代碼
EWBC於納斯達克（Nasdaq）證券市場
交易。華美銀行是該集團的全資子公司，

提供企業及個人銀行業務，幫助顧客向前
發展獲得新機遇。華美銀行既有大型全球
經營機構的雄厚資源，又有瞭解德州本地
增長勢頭和獨特需求的銀行專員。為了構
建穩健而充滿活力的社區，華美銀行在推
動小企業、平價房和多元化項目方面進行
了投資。更多資訊，請瀏覽www.east-
westbank.com。

關於休士頓食物銀行
休士頓食物銀行提供服務的德州東南

部地區18個縣的110多萬人被認為沒有食
物保障，即他們缺乏維持健康生活所需的
穩定充足營養食物。休士頓食物銀行透過
1,500個社區合作夥伴的網絡向有需要的
民眾分發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此外，我們
還提供旨在幫助家庭實現長期穩定的項目
和服務，內容包括營養教育、職業培訓、
健康管理以及幫助獲得州資金援助。更多
資訊，請瀏覽 https://www.houstonfood-
bank.org/。

由左至右由左至右：：休士頓食物銀行主要禮品捐贈總監休士頓食物銀行主要禮品捐贈總監Paula McKenziePaula McKenzie、、華華
美銀行資深執行總監兼德州市場負責人美銀行資深執行總監兼德州市場負責人Mike BurrMike Burr，，以及華美銀行以及華美銀行
助理副總裁兼資深市場專員助理副總裁兼資深市場專員Anne LeAnne Le。。

拯救 Lillian (圆圆）
Donor4lillian.com

请参加 Be The Match/SuperJoey/HCC 组织的于 4/18/21 在 HCC 举办的 Donor Drive。
你只需要擦拭口腔内测， 然后将棉签交还工作人员。
年龄： 18-44

捐献的过程 (如果配型成功，1/430）
超过75%的捐献者是通过外周血干细胞（PBSC）捐赠。机器从一只手臂上抽血，提取所
需的细胞，然后通过另一只手臂将剩余的血液返回。

7 岁的家住糖城的Lillian (圆圆）正面临AML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挑战，她和哥哥都

有AML的遗传易感性，治愈的最佳机会是进行骨髓移植。由于少数族裔在美国骨髓登记

处的代表性不足，因此患者找到骨髓匹配的机会也要低得多。77％的白人可以在骨髓库

中找到最合适的人，而只有40％的亚洲人和25％的非洲裔美国人有机会找到匹配。为

了挽救圆圆以及其他孩子，尤其是登记偏少的亚裔的生命，请您考虑注册成为潜在的骨

髓捐赠者。我们需要您的爱心和帮助！

2021年4月18号， 周日 10am-1pm.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outh Main St., Houston, 
TX 77025-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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