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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現代20212021 ElantraElantra與與Santa FeSanta Fe
榮獲榮獲IIHSIIHS最佳安全首選大獎最佳安全首選大獎

20212021 Hyundai ElantraHyundai Elantra

• 現代汽車在美國市場現提
供九種獲得最佳安全首選(TSP)/最
佳安全首選+(TSP+)大獎的車型(配
備特定大燈)

• 所有現代汽車的休旅車型
都有最佳安全首選或最佳安全首選+
的保證

• 現代汽車在現今汽車業界
裡的 TSP/TSP+的數量與其他品牌
並列第三名

配備特定大燈的現代2021 San-
ta Fe與 Elantra榮獲公路安全保險協

會(IIHS)頒發的2021年最佳安全首選
大獎(TSP)。Elantra與Santa Fe分別為
現代汽車獲得2021年最佳安全首選
殊榮的第八和第九款車型。現代汽
車現有七款獲得 TSP 的車型，獲得
TSP+的則有兩款車型，且所有休旅
車款皆有TSP或TSP+的殊榮。在配備
可選的前方預防碰撞系統以及LED大
燈的情況下，現代汽車在現今業界
中獲得的TSP與TSP+的車型數量與其
他品牌並列第三名。

北美現代汽車首席安全官Brian
Latouf表示：這些最高評比證明了現

代汽車對汽車安全性的承諾。
作為汽車業界中安全功能的領
導者以及 IIHS的表彰是我們品
牌的基礎。我們會持續努力為
我們的客戶提供出色的行車安
全。“

要獲得TSP，車輛必須在II-
HS的六項防撞性評估測試中獲
得良好的評分，其中包含駕駛
人與乘客的側邊小型重疊前方
、中度重疊前方與側面、車頂
強度，以及頭枕的測試。車輛
還必須配備在車輛對車輛以及
車輛對行人的碰撞測試中獲得
高級或是頂級評分的前方預防
碰撞系統，以及獲得良好或可
接受評分的大燈。要獲得最高
級的TSP+評級，獲得良好或是
可接受評分的大燈必須是所有
車型的標準配備。

安全提示

請切記行車時必須隨時係好安
全帶，並為所有兒童乘客採用適當
的約束裝置。

北美現代汽車
我們在北美現代汽車深信每個

人都應得更好的車。從我們設計和
製造汽車的方式到我們對待顧客的
方式，讓事情變得更好是我們所做
一切的核心。現代富有尖端科技的
SUV、房車、休旅車，以及替代能源
車款皆有現代保固計畫的背書，這
是我們讓顧客能有更好經驗的承諾
。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百
二十間經銷商銷售，並且將近一半
的車輛是在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代
汽車製造廠建造。北美現代汽車的
總部位於加州噴泉谷，為韓國現代
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請至 www.HyundaiNews.com 查
詢更多北美現代汽車相關新聞

20212021 Santa FeSanta Fe

作者:符永豐(美福保健藥局經理)、
呂岳勳(美福保健藥局家庭藥師)

一、前言
便秘已是現今最為常見的通病，尤

其是在大都市生活的人。在 「工業時代
革命」及 「電腦時代革命」後，大部分
人員長時間在辦公室作業。一坐最短時
間是一、二小時，有時在趕作業進度時
，長達四、五小時坐不離席已司空見慣
。由於工作忙碌，忘了補充水分以致體
內水份持續的流失，且常以 「速食」來
果腹，加上工作的壓力，這些種種因素
相加起來，久而久之便導致便秘。

二、便祕的定義
便秘是指因糞便過於太硬或太乾，

而排便不順或難以排泄的狀況。一般而
言，正常如厠次數約每天三次到每週三
次之間。不同患者對便秘的敘述也盡不
相同。最常見描述的有用力排便、糞便
硬結塊狀、沒有完全排空感覺、及排便
次數減少。便秘在醫學上被定義為每週
如厠少於三次，嚴重便秘則每週如厠少
於一次。便秘也可以與腹瀉交替呈現。

三、便秘的產生
直腸裡面大部分時間是空的，當結

腸的糞便進入直腸後，刺激直腸上的感
受器，通過排便反射，使我們產生排便
意向，於是直腸收縮，肛門括約肌鬆弛
，橫膈肌和腹肌收縮，憋氣，腹壓增加
，將糞便排出體外，這是正常排便過程
。

便秘常見的疾病有結腸慣性及骨盆
腔功能障礙。此外，其他原因如藥物

（止痛藥、胃藥、抗膽鹼藥物等）、排
便習慣不良、低纖維飲食、瀉藥過度濫
用、荷爾蒙失調、及懷孕期間雄激素及
雌激素的變化。此外，久坐、及不正確
如厠的姿勢也會導致便秘。

四、臨床症狀
包括:排便不順、如厠後排便不全感

、糞便呈硬塊狀、腹部膨脹感、肛門裂
痕或血便（硬塊糞便強行通過肛門時）
、偶爾糞便淤積於結腸內而引起腹痛

五、如厠座姿與便秘的關係
「一根腸子通到底」，則一路順暢

無阻。如圖一左邊座姿上半身與下半身
呈90度、腸子折彎，不易排便。圖右邊
上半身往前傾，腳跟踩在小板凳上。此
時身體與下半身呈35度，直腸被拉直易
於異便排出。

六、為何每天必須補充大量的水份
如圖二所示，左邊為每天攝取及體

內新陳代謝產生的水份。右邊為體內從
各方管道所排出的水份。雙邊水份不平
衡時，易導致便秘的產生。

七、如何緩解便秘的困擾
1.遠離垃圾食物、多多進食含有高

纖維的食物。
2.工作不忘運動：改善骨盆腔失調

及增加腸道的蠕動。
3.足量補充一天流失的水份，且分

次攝取。
4.如厠時採取腸道 「拉直」座姿，

腳踩小板凳。
5保持良好排便習慣。
6.保持愉悅心情，適當的調節身心

靈。
八、治療
在評估和治療便

秘方面時，有幾個
原則須注意:1.區別
急性（近期發作）
和慢性便秘。避免
忽略了應緊急治療
的疾病。2.儘早治
療，採用危害最小
的治療方式，以防
止便秘現象惡化。
防止因頻繁使用刺
激性排便藥物對結
腸造成的潛在性的
損害。3.如果對輕
微藥物治療沒有預
期效果，則需要評
估慢性便秘的成因

。
九、藥物治療
1.中藥
藥名及其功效
大黃:瀉下攻積，清熱瀉火，涼血解

毒，逐瘀通經。
芒硝:瀉下攻積，潤燥軟堅，清熱消

腫。
番瀉葉:瀉下通便。
蘆薈:瀉下通便，清肝，殺蟲。
火麻仁:潤腸通便。
郁李仁:潤腸通便，利水消腫。
松子仁:潤腸通便、潤肺止咳。
2.便秘成藥
● 潤滑劑瀉藥(lubricant laxative):

這類藥物通常僅適用於短期便祕。長期
使用，可能會影響維生素的吸收，尤其
是懷孕期間、吞嚥機制受損的病人，少
量的吞嚥油性潤滑劑瀉劑可能會進入肺
部而引肺炎。此外，礦物油還可能會降
低某些藥物如血液稀釋藥如Coumadin和
口服避孕藥的吸收，降低其藥效性。

● 糞便軟化劑(emollient laxatives):
屬此類藥物如Docusate可增加結腸中水
的含量，使大便軟化。Docusate服用後
一星期後才見效。它可能影響腸道對礦
物油和某些藥物的吸收。

● 高滲透性瀉劑:是不可吸收的化
合物，其主要功能保留結腸內水分的再
吸收而達到軟化糞便的效果。最常見的
高 滲 透 性 產 品 的 有 乳 果 糖 （ 例 如
Kristalose）、山梨糖醇（sorbitol)、和聚
乙二醇（例如MiraLax）。這些產品可長
期安心使用，並且幾乎沒有副作用。這

些藥物可能被結腸中細菌消化轉化為氣
體，導致腸胃有脹氣的現象。可酌減量
避免副作用的產生，其中聚乙二醇的作
用較小。

● 鹽類瀉劑：含有不可吸收的離
子如鎂、硫酸根、磷酸根及檸檬酸根。
這些離子將水份帶入結腸中，數小時後
達到軟化糞便的效果。鎂對結腸有刺激
作用，且腎功能受損者若長期服用含鎂
產品會有鎂中毒。

● 刺激性瀉劑:增加小腸和結腸的
蠕動、及減少結腸中水的再回收，達到
軟化糞便的效果。刺激性產品非常有效
，但會引起嚴重的腹瀉，導致脫水和電
解質（尤其是鉀）流失。它們也比其他
類型的瀉藥更容易引起腸痙攣。如前所
述，長期使用刺激性瀉藥可能會損害結
腸並使病情惡化。Ducolax是一種刺激性
的瀉藥，會影響結腸的神經，進而刺激
結腸的肌肉以推動結腸中糞便的推進。
此外，還有灌腸製劑及肛門塞劑，對於
無法口服或小孩有所助益。選購時應告
訴藥師您的病況，藥師會提供您最安全
，副作用最低，及最有效的瀉劑。

結論
我們的腸道如同排水管一樣，應時

時保持暢通，定時添加水管 「通樂」製
劑，以防止阻塞、及保持順暢無阻。如
果您不希望 「肚子一堆大便」，那您必
需每天補足身體流失的水量，攝取足量
的 「纖維」，以保持腸道暢通。別忘了
，規律的運動是增加腸道蠕動不可缺少
的項目。

美 福 藥 局 藥 物 諮 詢 專 線 ：
281-506-2453。地址：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5, Houston, TX77036(中國
城敦煌廣場旁)。

【【醫藥專欄醫藥專欄】】暢快人生暢快人生------談便秘談便秘

上廁所坐姿與排便的關係上廁所坐姿與排便的關係

本文作者符永豐本文作者符永豐((右右))、、呂岳勳呂岳勳

體內若水份不平衡時體內若水份不平衡時，，易導致便秘的產生易導致便秘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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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聯邦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10日
批准輝瑞疫苗在美國的接種對象擴大至
12至15歲青少年，希望能夠透過擴大
接種範圍，讓全國學生在明年秋季能夠
安全返校，也讓許多家庭的生活能夠重
回正軌。

在 FDA 通過以後，還需要等待
CDC公布施打方針，如果CDC如期支

持為該年齡層接種輝瑞疫苗，就能真正
展開施打。

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加拿大率先將
疫苗接種範圍擴大至12歲以上。

在輝瑞的臨床數據中顯示，2260
名12至15歲的參與者中，接種完出現
發燒症狀者占20%，16至25歲組則約
佔17%，和成人接種後的反應如出一轍

。
除了為青少年接種以外，輝瑞也將

觸手伸向了年紀更小的年齡層，輝瑞公
司從今年三月已經展開了5至11歲孩童
的疫苗臨床試驗，4月時甚至將臨床試
驗擴大至2至5歲孩童，目前該公司下
一步的計畫是6個月至2歲的幼童。

（封面圖片：路透社）

55月月1515日周六全美亞太社區集會日周六全美亞太社區集會““共同反對仇視共同反對仇視””

美國的商業賭場在今年前三個月達
到了有史以來最好的季度，因為在
COVID-19大流行以及互聯網和體育博
彩的推動下，客戶繼續回鍋，這有助於
增加收入數字。

3月是一個特別好的月份：有12個
州報告了有史以來最高的每月賭博收入
水平。賭場業的國家貿易組織美國遊戲
協會周二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的商業
賭場在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超過了111
億美元。這與該行業歷史上最好的季度
，也就是2019年第三季度在伯仲之間。

其中，體育博彩收入在今年創下了
新的季度記錄，達9.61億美元，比去年
同期增長270％，並超過了2019年全年
的9.09億美元。

這些數字對行業高管來說更令人振
奮，因為他們必須遵守防疫方針，想盡
辦法在限制病毒傳播速度的容客限制下
運營。在25個商業娛樂場州中，有14
個州將本季度的娛樂場使用率限制在
50％以下，佔全國商業娛樂場的75％以
上。

（封面圖片：路透社）

學生也能打疫苗學生也能打疫苗！！FDAFDA批准批准1212到到1515歲歲
青少年打輝瑞疫苗青少年打輝瑞疫苗

美國賭場有史以來最好的季度美國賭場有史以來最好的季度
，，COVIDCOVID後有望再上升後有望再上升

五月是美國亞太傳統月，此傳
統在1992年正式簽署法案，為紀
念美國鐵路建成中華裔勞工的貢獻
。本周末15日，全美各大亞太社
區組織，聯合舉辦東西海岸16個
城市共同參加的集會（包括紐約，
華盛頓DC，洛杉磯，聖地亞哥，
休士頓等）。活動以”Unity
Agaist Hate 共同反對仇視“為主
題， 突出亞太社區對美國建國曆

史中做出的努力，同時反對種族歧
視和對亞太裔的暴力。活動主網頁
請參考：https://www.
communityagainsthate.org/

休士頓集會，由美國非黨派亞
太公益事務組織APAPA 負責承辦
，並由德州議員，休士頓華裔代表
，各社區組織和代表共同出席。美
國華人聯合會 UCA 將贈送參會者
“黃哨子”（由”Yellow Whistle

“組織提供，黃哨子在緊急情況下
用于報警）。歡迎家長和學生們參
加。

活動時間：5月15日，周六，
中午1點（中部時間）

地點：Fort Bend County
Justice Center

1422 Eugene Heimann Cir.
Richmond, TX 77469

網上鏈接：https://www.
facebook.com/events/
824826488124598/?ti=ls

華裔聯系人：
APAPA-Houston 理事，美國華人
聯合會UCA理事Dr.Helen Shih施
慧倫博士

消博會讓世界
“抓住了中國市場的機遇”

這場亞太地區規模最大的消費精品

展，給全球客商和廣大消費者帶來了什

麼？展館內外，有著諸多答案：“抓住

了中國消費市場的機遇”“簽約規模超

出了預期”“結識不少有合作意向的新

客戶”“好東西是真多，被種草了”

“已下單，等著收快遞”……

共享機遇，收獲滿滿。海南國際會

展中心內，五洲交匯、萬商雲集，大家

共同感受著首屆消博會的蓬勃活力、動

人魅力。

“結識不少有合作意向的新客戶”
“我們一共來了上百名員工，即便

這樣，每天還是忙不過來。”談起參加

首屆消博會的感受，高培總裁伍蘇國直

言“太火爆了！”

作為新西蘭知名乳品品牌，高培此

次展出了草飼奶粉、全脂奶粉、脫脂奶

粉、羊奶粉等多個品類，並首發了冰純

系列高端營養品新品。伍蘇國介紹，這

次首發的新品中，高培冰純益生菌最

受關註，每天都有采購商過來談合作

，現場體驗臺前，基本全天都有觀眾

排隊。“借助消博會這個平臺，我們結

識了不少有合作意向的新客戶和有購買

力的消費者，短短4天就和100多家企業

簽了約。”

逛展、咨詢、洽談、簽約……首屆

消博會為全球客商提供了一個消費精品

展示交易的平臺，來自約70個國家和地

區的1505家企業參展。

在旅居生活和服務消費展區，歐

姆龍展位人氣爆棚：最快15秒鐘就能

測出人體真實體溫，誤差不超過0.1攝

氏度，一款預測式新品體溫計成為不

少采購商咨詢的重點；一面智能屏，

可以測出心跳、心情、壓力指數，現

場觀眾紛紛圍觀、體驗……參加首屆

消博會，歐姆龍鉚足了勁，帶來眾多

當家產品。

歐姆龍健康醫療(中國)有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趙耀表示，歐姆龍以往多

是參加一些專業領域的展會，這次是

“破圈”來到首屆消博會，與更多客

戶和消費者直接面對面溝通、交流，

收獲很大。“以我們展出的提供慢病

篩查服務的MMC健康便利店為例，這

次與陜西、山東、重慶、新疆、上海

等地的多家醫藥連鎖店進行了簽約，不

少現場觀眾表示會後還要到當地的店裏

好好體驗一下。”

在戴爾展位，一款高端遊戲品牌

“外星人”電腦，吸引了眾多遊戲發燒

友的目光。戴爾科技集團全球副總裁周

兵介紹，這幾天，除了和一些企業的簽

約，展臺上觀眾的互動體驗也是特別熱

鬧，不少人現場體驗了這款外星人電腦

之後，直接掃碼下單。“最近，我們的

線上銷量明顯增長。”

“將全球精品尖貨裝進購物車”
賣得熱鬧，買得也帶勁。首屆消

博會上，超 3萬名采購商加力“買買

買”，直呼“要將全球精品尖貨裝進購

物車。”

美國的和牛、塞浦路斯的汁、德國

的牛奶……開展第二天，中糧進口食品

有限公司便從多國參展商手裏訂購了價

值1.4億元人民幣的進口食品。公司總經

理劉孟澤表示：“借助消博會這一平

臺，我們把全球好產品介紹給中國消費

者，讓大家有健康、安全、愉悅的消費

體驗，也為我們未來的業務打下一個非

常好的基礎。”

各省份交易團也不甘落後。陜西省

推動當地12家企業與消博會參展商簽訂

合作協議，金額達15.36億元，產品囊括

水果、化妝品、酒飲等；浙江省100多

家采購企業參展，單日簽下25個項目，

簽約金額達609億元；廣東省組織“粵

貿全國”供采對接洽談會，6家粵企當

場與境內外多家企業簽下合計1.13億元

的合作項目……

從國外到國內，從展品到商品……

企業大力采購的同時，各顯神通，讓更

多全球好貨從消博會“飛進”尋常百姓

家。

作為此次消博會第一批采購商中

的一員，京東集團簽下多個大單。展

會期間，京東與雀巢、費列羅、索尼、

美孚、費加羅、巴黎水、恒天然等多家

品牌達成戰略合作，覆蓋快消、醫藥、

個護、3C家電等領域。京東集團副總

裁韓瑞介紹，為更好、更直接地滿足

消費者購買優質進口商品的需求，消

博會期間，京東國際和京東秒殺聯手

，推出上百款專享價進口好物。“我

們致力於通過自己積累的供應鏈能力

以及技術優勢，為全國消費者提供更

好的購物體驗。”

進口好貨快速到手，物流是關鍵一

環。首屆消博會開展第一天，菜鳥網絡

科技有限公司與海控全球精品(海口)免

稅城有限公司簽約，為全球精品提供全

鏈路物流服務，包括港到倉、保稅倉、

門店倉和門店-提貨點等。“我們將圍繞

海南加大全球物流能力投入，為全球商

家提供全鏈路智慧物流服務。”菜鳥國

際供應鏈總經理趙劍表示，菜鳥已自建

免稅品專用卡班車隊，在消博會期間正

式運行。

“我們還要參加下一屆消博會”
“參加首屆消博會，很過癮！”伍

蘇國透露，5月8日上午，高培已經搶先

報名了第二屆消博會，“這麼好的平臺

，我們要一直參加，希望消博會越辦越

好。”

采訪期間，記者從不少參展商那裏

得到了與伍蘇國類似的答案：“我們還

要參加下一屆消博會”。

“首日參展結束後，企業開了個內

部總結會，大家細算了第一天的收獲

並對後期進行了評估，得出的結論很

一致：看好消博會，值得繼續參加。”

趙耀說，歐姆龍十分看好海南自由貿

易港建設，對於消博會後的合作機遇

充滿期待。未來，歐姆龍將秉持“用

心守護健康”的理念，以更開放的姿態

，全力發揮“互聯網+智慧醫療”新產

業力量，攜手業內合作夥伴，為推進中

國大健康產業做大做強貢獻力量。

從會上到會下，消博會的溢出效應

正加快顯現。“戴爾這次不僅在消博會

上推出了眾多電腦新品，還在海南三亞

海棠灣國際免稅城落地了ALIENWARE

外星人在中國大陸地區的第一家免稅店

，這也是海棠灣免稅城的第一家電子數

碼類專賣店。”周兵說。

對於戴爾的入駐，中免集團副總經

理趙鳳表示，高端電子數碼品類一直是

中免集團著重關註的領域之一，此次與

戴爾的合作，進一步滿足了消費者對高

端產品的多樣化需求，助力海南國際旅

遊消費中心建設。“我們期待ALIEN-

WARE外星人的到來，以其獨特的品牌

魅力，為海南旅客帶來更多消費選擇，

實現共贏。”

透過消博會，更多企業堅定了深耕

中國市場的決心與信心。首屆消博會上

，復星旅遊文化集團攜旗下多個全球品

牌亮相，包括法國精致一價全包連鎖度

假村品牌、希臘野奢精品酒店先鋒品牌

等。“我們將繼續深耕海南，依托自貿

港優勢，在持續打造更多世界級文旅項

目的同時，加速旅遊零售業務的拓展，

助力海南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建設。”復

星旅文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錢建農說。

美國泰佩思琦集團亞太區總裁、

蔻馳中國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楊葆焱

表示，中國是全球消費市場增長的重

要驅動力，中國消費升級的新趨勢給

世界經濟帶來新機遇。未來3年內，公

司希望能在海南再新開10家以上零售和

免稅門店。

乘興而來，滿意而歸。首屆消博會

已落幕，但各國共享中國市場機遇的精

彩故事還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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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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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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紀實文學

这两个监狱戏剧项目经历了种种波折，既有遗

憾也有收获。

闻小炜希望服刑人员能在戏剧中看到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

高墙、电网、整齐划一的囚服和严丝合缝的管理

……这是人们对监狱的一般想象。但是，当华东政法大

学刑事法学院讲师、犯罪学学者张筱叶第一次来到这所

监狱的时候，发现实际情况和想象其实不太一样。

那是2014年，当时在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

院攻读应用戏剧专业研究生的张筱叶来到春城监狱

（化名）。这是一所位于中国北方的一间大型监狱，

在一尘不染的操场旁，矗立着看起来有了些年头的监

舍，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的建筑。

这里没有特别高的围墙，也看不到吓人的电网

，所以看起来更像是一所普通的职业学校。

张筱叶既不是服刑人员，也不是来这里探监。

她来到这里是出于一个非常特别的目的——把戏剧带

到监狱里来。

是让服刑人员看戏吗？也不是。她是来这里组

织戏剧活动，也就是说，让服刑人员来演戏。

初次尝试

监狱戏剧，顾名思义，是应用戏剧在监狱场景

中的应用。张筱叶第一次接触监狱戏剧是2013年在

英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当时，应用戏剧专业的

课程设置了一周的监狱戏剧课，学校请来大雁剧场公

司（Geese Theatre Company）的演员Andy Watson

来授课。

二十多年前，位于英国伯明翰的大雁剧场公司

就开始在监狱中和服刑人员一起开展戏剧活动，此后

监狱戏剧逐步推广到其他国家。这些戏剧项目有着针

对服刑人员的明确的矫治目标，通过戏剧的方式探索

情绪和内心。

在英文中，“改造（Rehabilitate）”一词也有

“康复”的之意，而组织、排演戏剧的过程，就是一

个治疗与学习的过程。

课程虽然仅有一周的时间，但张筱叶对监狱戏

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发现，这在中国还是一个空

白。临近毕业时，她决定回国尝试开展监狱戏剧项目

，为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做准备。

但国内的情况与国外截然不同，把英国的监狱

戏剧项目完全照搬过来肯定是不行的。首先，怎么让

监狱给戏剧项目开绿灯就是一个大问题。张筱叶一边

拿着大雁剧场公司编著的指导手册准备课程，一边在

发愁怎么敲开监狱体系的大门。

接下来好几个月时间里，她都在忙着联系监狱

，期间经历了监狱方的爽约和反悔——联系上了某个

监狱，万事俱备的时候对方又突然说“你不要来了”

。

有一次，张筱叶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报道，内容

是一位雕塑专业的女生到一所监狱去做绘画治疗。张

筱叶辗转联系上这位女生，并在她的帮助下终于获得

进入春城监狱的许可，那是2014年的6月。

在春城监狱，张筱叶的戏剧项目被安排在临出

监队落地。这个监队里的都是三个月内就刑满释放的

人员，不需要进行劳动。针对他们的特点，张筱叶把

“回归社会生活”作为戏剧项目的主题。她把临出监

队的犯人分成两组，每组15个人，做了为期五天、

每天五小时的戏剧工作坊。

夏城监狱戏剧社活动每半年一期，在每周监狱

教育日中为服刑人员举办戏剧活动。

第一天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在监狱高压的管

理体系之下，15名犯人穿着一模一样的囚服，剃着

一模一样的光头，有着一模一样的坐姿和表情。

张筱叶努力让他们投入这个“论坛剧场”，让

所有人就“回归社会生活”这一主题进行讨论，自主

创作编写相关的短剧。“论坛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共

识，而是在身体-语言的对话中，在论坛剧场本身的

结构中进行向外与向内的思考。”张筱叶说。

但她的努力并不太成功。好不容易有一位服刑

人员写了一个剧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狱友小李出

狱回家，找不到工作，当地有一个超市老板知道他的

情况后让他到超市打工。有一天，老板发现账目不对

，少了东西。想到小李有前科，他觉得可能是小李动

了手脚。结果小李恼羞成怒，争执之下，小李拿起桌

上的剪刀捅了老板，小李又戴上手铐，回到了监狱。

张筱叶觉得剧本很有意义，与他商量能否在工

作坊中与其他人一起演出，但被一口回绝了，“你是

没服过刑你不知道，监狱里没有信任。我跟他们演，

他们肯定会嘲笑我，我可不愿丢人。”

直到项目结束，论坛剧场并未实现计划内的监

狱内部的公开演出。

回到监狱去

无独有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闻小炜也在

2015年开始进行监狱戏剧的实践。闻小炜曾经因为

一场交通肇事而入狱服刑。他在狱中发现，监狱中不

少人依然法律意识淡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自我的

情绪管理都有很多问题。在回到正常生活之后，他开

始思考自己的专业——戏剧能为服刑人员做些什么。

闻小炜的戏剧项目最终在上海郊区的夏城监狱

（化名）进行。与张筱叶在春城监狱的实践不同，夏

城监狱戏剧项目是一个长期性的项目，面向的人员来

自普通监区，这些服刑人员日常要参与劳动，只有在

教育日时才能参与戏剧项目。

张筱叶告诉《中国慈善家》，普通监区服刑人

员一周的安排一般可以用“5+1+1”来概括，即五天

劳动；一天教育，需要上基础文化课、扫盲课、职业

培训等课程；周日是休息日，自由活动。这样的模式

也是中国大多数普通监狱的常态。

闻小炜的戏剧项目设在监狱的心理教育中心。

在他看来，监狱戏剧首先要让服刑人员看到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

在夏城监狱每周三的教育日，戏剧社经常会有

“抢水瓶”练习。参与活动的人被分成两组，每个人

身上有一个代号，相同代号的人要抢同一个水瓶。练

习的规则是，第一个抢到水瓶的人可以得分安全回到

队伍中；如果没有最先抢到水瓶，参与者在对方抢到

水瓶时触碰到对方的肩膀，则得1分，对方不得分。

闻小炜希望，通过类似的练习可以让服刑人员

正视社会的竞争机制，看到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相协

作，看到个体与社会的连接。

2019年8月29日，俄罗斯乌兰乌德女子监狱的

犯人在戏剧场景中演出。

最开始，戏剧社几乎无人问津，没一个报名的

。闻小炜只能一间一间监舍去游说，告诉服刑人员戏

剧的价值是什么。渐渐地，大家口口相传，戏剧社报

名人数爆满，乃至供不应求，闻小炜又不得不往外推

人了。

常态化管理时期，夏城监狱戏剧社每期会有30

个学员，每期时间跨度为半年。闻小炜十分看重戏剧

的教育和矫正功能，对于一些无法适应监狱环境、不

服管教、不遵守监狱规章制度的服刑人员，他会适当

延长参与时间。

2015年，张筱叶来到香港攻读犯罪学博士学位

。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她加入了闻小炜在夏城的监

狱戏剧项目。与一年前在春城监狱的实践不同的是，

张筱叶开始更多地以研究者的角度介入这个项目，除

了参与项目运作，她更多是站在第三方立场观察外来

社会力量如何与服刑人员、监狱方互动。

遗憾和收获

在夏城监狱，闻小炜和张筱叶尝试发起了剧目

排演和人生故事剧场。他们打算排演《等待戈多》，

把剧本提交给了监狱方审核。

这是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 贝克特的荒

诞剧，以两个流浪汉苦等“戈多”，而“戈多”不来

的情节，喻示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表达了世

界未知、人生无常的存在主义思想。

这出戏的内容通过了监狱方的审核，狱方还给

剧社买了《等待戈多》的原著。本来剧社对它寄予厚

望，但偏偏生不逢时，在时间安排上与监狱内部的纪

念红军长征的主题演出撞车，大半成员无法参加剧社

活动。

无奈之下，闻小炜和张筱叶改变计划，做小型

的人生故事分享会。他们让剧社成员采访周围监舍里

的人，收集素材，然后再尝试进行虚构创作。结果，

二十个人中只有两人真正做了采访，其他人的反馈是

：“就算我去采访，对方也不会跟我说真话，没有意

义。”

从春城的论坛剧场到夏城的剧目排演和人生故

事剧场，张筱叶认为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尝试。实际

上，这样的失败早已显现端倪。在进入春城监狱之前

，张筱叶曾和监狱教育科的民警沟通。她发现，对方

会从自己对心理学和戏剧的理解给她提建议。

“他们觉得，应该努力让参与的服刑人员哭，

要直击他们的心灵，讲一些让他们特别痛苦的事情。

”张筱叶从而意识到，认罪悔罪是中国监狱系统中非

常重要的概念。监狱方与她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方认

为戏剧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刺痛人心，而她认为戏剧本

身的确具有净化的功能，但这一功能是在剧场中自然

发生的。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尝试。闻小

炜认为，戏剧社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为服刑人员提供了

一个安全的、假定性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空间中不

断试错、总结，让他们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角落，

提醒他们作为人存在的价值。

不少服刑人员出狱后依然和闻小炜保持着联系

。比如前服刑人员刘磊，因为背负着犯罪记录，他在

出狱后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闻小炜说，按照刘磊原

来的个性，他一定会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

但是刘磊告诉他，剧社带给他最大的改变是让

他接受自己的过往，正视自己的缺陷。“即便我去找

工作，老板说你有犯罪记录我们不能够用你，我不会

生气了，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这

是我要面对的事情，但是我不会放弃。”

在两个监狱戏剧项目中，让张筱叶印象最深刻

的是，服刑人员对于与外界接触的渴望。对他们而言

，戏剧本身带给他们什么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们

更在意与戏剧老师们相处的过程。

“比如说，老师怎么用一种开放和平等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张筱叶说，“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关

系，对他们来说可能比戏剧的内容更重要。”

监狱中的戏剧课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特斯拉和SpaceX 首席執行官埃
隆·馬斯克（Elon Musk）表示，特斯拉將放棄接受比特幣作為該
公司電動汽車的付款計劃，理由是這種加密貨幣在被看好幾個月
後付出了很高的環境代價。

馬斯克在周三的推特上說：“我們擔心化石燃料在比特幣採
礦和交易中的迅速使用，特別是煤炭，其排放量是所有燃料中最
差的。 “從各個層面上講，加密貨幣都是一個好主意，我們相
信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但這不能給環境帶來巨大的損失。 ”

特斯拉沒有立即回應有關此舉措的疑問，包括客戶用比特幣

購買了多少輛汽車，以及馬斯克此前是否意識到比特幣對環境的
影響。

根據加密貨幣新聞網站Coindesk的數據，比特幣的價格仍然
超過50,000美元，但在馬斯克發推文之後立即下跌了4.5％。

開採（或創造）數字貨幣的環境成本已經有很多年的文獻記
載，近幾個月來圍繞它們的爭論重新燃起，因為基於加密貨幣的
代幣（稱為NFT）迅速普及。

特斯拉和馬斯克至少在幾個月前就看好比特幣，該公司在2月份

披露已在比特幣上投資15 億美元，
並放言使用該加密貨幣購買汽車。
馬斯克在 3 月底發布推文說，人們
“現在可以用比特幣購買特斯拉汽
車了”。

過去曾對加密貨幣表示懷疑的馬
斯克，今年早些時候在社交媒體
Clubhouse的一次採訪中表示，他認
為比特幣即將“被傳統金融人士廣
泛接受”。他說他八年前已買了這
種數字貨幣。

馬斯克週三表示，在找到更清潔
的能源後，特斯拉仍有計劃使用比
特幣。

他說：“特斯拉將不會出售任何
比特幣，並且我們打算在採礦業過
渡到更可持續的能源後立即將其用

於交易。” “我們還在研究使用其它不到比特幣能量/交易量
1％的加密貨幣。”

比特幣並不是馬斯克最近幾週吹捧的唯一加密貨幣。他還一
再大肆宣傳以狗為主題的狗狗幣，向其5400萬追隨者發布推文
，甚至當馬斯克在母親節之前的《週六夜場》主持節目時，狗狗
幣的價格卻暴跌，她的媽媽甚至在節目中說，她不希望母親節的
禮物是比特幣。

（圖片來自己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馬斯克吹捧比特幣數月之後
突然改口說特斯拉將停止接受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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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各支球隊各有難處。曼城
雖然繼續保持着“不差錢”的風範，賽季

前引入了幾名身價不算低的新援，但本賽季開局
異常慢熱。他們2：5慘敗給李斯特城、0：2不
敵熱刺，甚至在“升班馬”列斯聯身上也沒能全
取3分。前12輪只拿下20分，算得上是哥迪奧
拿執教以來的最差開局，到去年聖誕賽期也只排
在積分榜第8位。

季中曾受困疫情 聖誕僅居第8
曼城雖然沒有遭遇衛冕冠軍利物浦那般缺兵

少將，但去年12月時曾短暫受困於隊內爆發的
新冠疫情，而隊史第一射手阿古路又是術後養
傷，又是染疫隔離，久久不能登場。然而，隨着
賽程的推進，堅持傳控、全面前壓的曼城憑藉多
點開花迎來了一波15連勝，從而在積分榜上實
現了追上、反超前，而後穩健領跑的好戲。

根據WhoScored.com數據，曼城是本賽季英
超入球最多（72球）、失球最少（26球）、場均
控球率最高（60.9％）、場均射門最多（15.9次）
及被對手射門最少（7次），以及傳球準確率最高

（89.2％）的球隊，奪冠可謂實至名歸；但回看曼
城的爭霸旅程，這次精彩的逆轉卻是殊不簡單。

“這個賽季以至這個英超冠軍和以往的都不
一樣。”哥迪奧拿說：“這是最艱難的一個。我
們會一直牢記我們是如何實現本賽季的勝利的。
我為成為這支球隊的領隊，帶領這些球員，感到
無比驕傲。”他說，“他們是如此特別，在這個
賽季面臨着各種限制，經歷了各種困難，然後還
能保持異乎尋常的穩固。每一天，他們都在為取
得成功而拚搏，一直在追求做得更好，他們一直
是如此堅韌。”

三大聯賽“戴帽”哥帥衝大耳盃
哥迪奧拿收下主帥生涯的第3座英超冠軍，

追平雲加和摩連奴，在英超史上僅次於帶領曼聯
勇奪13冠的傳奇領隊費格遜。哥帥由此亦實現
了西甲、德甲和英超各奪三冠的三大聯賽“帽子
戲法”，而本月29日，哥帥更還有可能實現更
偉大的目標，就是在歐聯決賽擊敗車路士，讓曼
城歷史性登上歐洲之巔捧起大耳盃，實現隊史首
個“三冠王”。

先苦後甜先苦後甜1515連捷奠勝基連捷奠勝基 攻守傳射數據均錄最佳攻守傳射數據均錄最佳

綜合新華社報道，對正選陣容進行了大幅輪換的曼聯，在當地時

間11日晚主場1：2敗給李斯特城，意味着同城對手曼城提前3輪拿下

英超冠軍。這是“藍月亮”4年來的第3個英超桂冠，雖然造出了極具

說服力的數據，然而綜觀全季的戰況，主帥哥迪奧拿將之形容為“最

艱難的一個冠軍”亦不為過。接下來，他們還有可能實現更大的成

就，就是歐洲聯賽冠軍盃錦標，成就球隊史上首個“三冠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志達）曼
城後來居上以一枝
獨秀的姿態登頂英
超，除了是哥迪奧
拿針對性強化後防起了效果，一班中
後場球員如根度簡、菲爾科頓、魯賓
戴亞斯、史東斯和奇雲迪布尼的出色
表現，更是絕對功不可沒。

曼城上賽季38輪聯賽失35球，
場均失近1球，成為曼城只能屈居亞
軍的絆腳石。哥帥季後針對性地強化
後防，其中以6,800萬歐元高昂身價
來投的魯賓戴亞斯，其出色的指揮及
補位能力，隨着賽季的推進漸漸展現
了出來，在其激發下史東斯也鹹魚翻
生，守而優則攻聯賽斬獲4球。兩人
組成穩陣的中堅組合，成為曼城爭霸
的資本。

阿古路雖然長時間缺陣，曼城
卻將不利因素轉化為優點，成功減少
了對個別球員的依賴，全季聯賽有多
達16人取得入球，冠絕英超20隊，
令敵衛更加難於防範。全季入球最多
的，是之前一直擔當副選角色的根度
簡，這位德國籍中場賽季中段大爆

發，是協助球隊走出困境的一路奇
兵，聯賽開季至今斬獲了13個“士
哥”列隊內最多。

科頓進步神速有望更上層樓
奇雲迪布尼的11個助攻，雖然

搶眼程度不及過往，然而他在比賽中
發揮的大局觀和傳球視野，依然是曼
城策動攻勢不可或缺的節拍機。風頭
蓋過這位比利時球星的決不能不提菲
爾科頓，年僅20歲的他獲提拔上一
線隊後近兩年發揮出其過人的天賦潛
質，今個球季各項賽事更以14入球
10助攻成為曼城本季入球和助攻皆
上雙的第一人。

曼城以現時的原班人馬，加上
新秀科頓繼續累積經驗，相信已絕
對有力爭取衛冕；而阿古路離隊
後，曼城會補回哪位超級前鋒，更
將是今夏備受球迷關注的其中一個
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由於48小時
後還有一場英超補賽，曼聯12日主場迎戰李斯
特城，考慮到已穩奪前四兼無必要為死敵利物浦
的爭四開路，一口氣輪換上
多名副選，結果以1：2為對
手“送上”3分，幫助他們
穩住前四的歐聯資格，假如
“雙紅會”戰勝利物浦，更
可粉碎“紅軍”的爭四希
望。

只餘格連活特連續踢正
選的曼聯是役輪換了10人，

開賽10分鐘“李城”19歲小將勞基湯馬士便取得
其英超處子球；之後格連活特為紅魔扳平，李城
下半場由守將蘇恩古頭槌奠勝。密集賽程下為留

力下周歐霸冠軍戰而被迫
“讓賽”，紅魔主帥蘇斯克
查展望來季說，“如果要能
夠同他們（曼城）一起接受
挑戰，我們就需要加強陣
容。”紅魔下戰主場若擊敗
利物浦，便可將死敵推入餘
下3輪落後前四7分的爭四
絕境。

多
點
開
花

中
後
場
功
臣
搶
威

紅魔讓“李”補賽誓多踩利記一腳

曼城曼城四年三冠四年三冠
今季最艱難今季最艱難

●●李城李城1919歲新星勞基湯馬士歲新星勞基湯馬士((右右))攻入個攻入個
人首個英超人首個英超““士哥士哥”。”。 法新社法新社

●●曼城不僅有奇雲曼城不僅有奇雲
迪布尼迪布尼((右右))策動進策動進
攻攻，，還有菲爾科頓還有菲爾科頓
進步神速進步神速，，為球隊為球隊
增添活力增添活力。。法新社法新社

●●曼城提前封王曼城提前封王，，大批藍月亮球迷大批藍月亮球迷
聚集於主場外慶祝聚集於主場外慶祝。。 路透社路透社

●●哥迪奧拿自哥迪奧拿自20182018//1919年賽季後年賽季後，，
帶領曼城再捧英超獎盃帶領曼城再捧英超獎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根度簡根度簡((左三左三))以以1212個入球位列隊內首席射手個入球位列隊內首席射手，，
成為中場奇兵成為中場奇兵；；魯賓戴亞斯魯賓戴亞斯((右二右二))則與一班隊則與一班隊
友友，，為曼城築起了一道穩健的屏障為曼城築起了一道穩健的屏障。。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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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國全國跳水冠軍賽暨東京奧運會選拔
賽、全運會跳水資格賽於日前展開，首個比賽日
共進行了男、女雙人3米跳板，男、女雙人10米
跳台四個奧運項目的決賽，國家隊主力組合沒有
遇到太多挑戰，新舊組合均順利過關。

中國跳水隊共安排了3站東京奧運選拔賽，
去年的石家莊站和今年1月的武漢站後，本次上
海站的比賽是最後一站，將選取運動員成績較好
的兩站比賽來進行綜合排序。

當日首先進行的女子雙人10米台決賽中，15
歲的上海小將陳芋汐搭檔17歲的北京選手張家
齊，兩人在2019年世錦賽後開始配對，彼此間默
契十足，最終以354.00分摘得桂冠。賽後接受採
訪時，二人均表示對即將踏上的東京奧運會賽場
很有信心，後面訓練要在細節方面下功夫。

男子雙人三米板決賽中，謝思埸沒有和老搭

檔曹緣組合，而是和2019年世錦賽男子一米板冠
軍王宗源組成配對。雖然在動作同步上出現小瑕
疵，但謝思埸與王宗源還是以462.78分的成績輕
鬆奪冠。賽後談及比自己年長且經驗豐富的謝思
埸，王宗源表示：“我最欣賞的就是他在比賽時
非常冷靜，能很專注地把比賽完成。”

女子雙人3米跳板決賽上，世錦賽冠軍施廷
懋和王涵沒有遇到太大挑戰，最終以346.80分的
成績奪得冠軍。王涵賽後接受採訪時表示，受疫
情影響，很久沒有比過國際大賽，而這次賽事有
特意準備英語播報方式，可以提前感受下奧運會
賽場的氣氛，“我們倆今天也模擬了一下在奧運
會賽場的心態，希望能找到那種奧運會比賽的感
覺。”

晚間男子雙人十米台決賽同樣出現了新組
合，陳艾森和楊健雖然才配合了一周的時間，但

在比賽中無論難度系數還是完成質量上都首屈一
指，最終以461.28分奪得冠軍。賽後陳艾森表示
兩人的搭檔時間較短，各方面還都需要提升，而
動作上覺得自己有些方面沒有跳好，動作穩定性
還需進一步加強。 ●中新社

●●奧運冠軍吳奧運冠軍吳
敏霞敏霞（（中中））現現
場觀摩比賽場觀摩比賽。。

中新社中新社

全國跳水冠軍賽首日 國家隊新舊組合順利過關 短說
長話

中國鐵人盃本月下旬在豫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2021年

中國鐵人三項聯賽暨全國冠軍盃賽（U系列）將於
本月22日至23日在河南省睢縣北湖景區舉行，報
名參賽的運動員超過700人。鐵人三項賽是一項集
廣泛性、挑戰性和觀賞性於一體的新型綜合性體育
項目，由公開水域游泳、公路自行車、公路長跑三
個項目組成，全程總長度達到51.5公里。

中國女足6月集結備戰東奧
女足國家隊主帥賈秀全透露國家隊將於6月

集結備戰東京奧運會。賈秀全介紹，奧預賽附加
賽兩回合對陣韓國隊後，隊伍進行了封閉隔離，
期間球員沒能系統訓練，聯賽正好讓她們恢復狀
態。賈秀全說，6月上旬，國家隊將在大連或北京
集結，進行一個月的奧運會備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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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故事天地

王平坦是个代驾。礼拜六早上九点，他突

然接到代驾要求，连忙骑车前往。

平坦是三年前干上兼职代驾这一行的，他

的正式工作是在一家面粉厂当电工。三年前，

他买了套六十多平米的房子，贷款四十万，而

他每月的工资仅三千元。他媳妇在一家私立幼

儿园当生活老师，挣得更少，现在孩子读六年

级，升学也是个大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拼命挣

钱。

到了地方，平坦和顾客一打照面，两人都

不由大吃一惊。这顾客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初

中同学高赫。

“啊！平坦，是你！”高赫喊道。

平坦訕讪笑道：“高赫，好久不见！”

其实，平坦和高赫不只是同学，他们曾经

还是关系不错的邻居。可惜后来高赫搬了家，

从那以后，两人就再没见过面。但平坦听到过

高赫的一些消息：高赫做医疗器械的生意，渐

渐打开了局面，当起了大老板。平坦打心底里

佩服人家，高赫从小就头脑活络，相貌又好，

如今飞黄腾达也是理所当然。

没想到，两个老同学再见面，却碰上这么

个尴尬情况：一个衣冠楚楚，精神抖擞；一个

身着紧巴巴的代驾服，面灰气短。

这次高赫找代驾，是要去西安谈业务，因

昨晚应酬没休息好，便想在车上睡一觉。平坦

一听，去西安八百公里，可是一笔大单啊，可

偏偏是给老同学代驾……他叹了口气，给媳妇

去了电话，说明情况便出发了。

路上，平坦小心翼翼地开着车，高赫这车

要好几百万呢，一下就把他给震住了，聊天时

不由自主地高总这高总那的。

高赫笑着说：“平坦，叫我名字，什么总

不总的，我听着就别扭！”

平坦答应下了，可高赫的名字到嘴边时，

忽地就转换成了高总。见他叫惯了，高赫也不

作计较了。

谈到昔日在学校里的情景，他们都很兴奋

。平坦赞扬高赫自小就有交际能力，有经济头

脑，一看就能做大事。

高赫似乎听着很受用，爽快地说：“你有

啥事就说，别客气，老同学嘛，还是老邻居，

大事咱不敢吹，小事还能办！”口气却是大事

也不在话下的意思。

平坦心头不由一紧，他想到了给孩子找学

校的事，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觉得现

在就提未免太唐突了点。

到了西安，车子直接开到了火车站，高赫

早在手机上给平坦买好了火车票，还硬塞给他

三百元钱，留着路上零花。临走时，高赫又道

：“有事就吱声！”

平坦涎着脸道谢，唯唯诺诺，表现得像条

可怜虫。

从西安回来后不久，平坦就给高赫去了电

话，吞吞吐吐地说了想请他帮忙给孩子找学校

的事。高赫十分热情，问明了情况，从容地说

不算个事。

时间不长，平坦高悬着的心就落了下来，

事情办成了。为表感谢，平坦一家请高赫一家

吃饭，选的饭店很高级，点的菜也都上档次。

两家人说说笑笑，相谈甚欢。平坦对高赫佩服

得五体投地，他心想，有这么一位既有能耐又

讲义气的同学，真是自己的福分。酒宴快结束

时，平坦去吧台买单，吧台小姐却说高总早就

签过字了。

又过了不久，高赫把平坦的老婆安排到了

一家物业公司，让她当了个小头目，工资要比

在幼儿园多了不少。有恩当谢，平坦想着法子

给高赫送点东西，高赫倒是收下了，可返还他

的礼物要比他送出的多得多。

因关系非同一般，高赫叫平坦帮忙也不客

气，总是让他干些体力活，平坦也乐意帮忙。

这天，高赫搬了家，住到市中心的一个洋房小

区里，房子是复式结构，隔天他便找了平坦和

三个工人给他抬一块镇宅玉石。

一进小区，平坦便感慨道：“要是我也能

住上这么高档的房子就好了，对面就是个好中

学，也不用担心我女儿的升学问题了！”他笑

着看了看高赫：“要真能搬来，咱俩可就又成

邻居了。”高赫笑了笑，不置可否。

到了高赫家，平坦便和工人们一起搬玉

石。这玉石又大又重，高赫在一边指挥着，

四个人一人一角，吭哧吭哧地往楼上抬。玉

石放稳妥后，高赫边感谢，边往每人手里塞

两包中华烟。平坦说：“嗨，高赫，我就不

用了吧！”高赫笑道：“别搞特殊，都辛苦

了！”

平坦一愣，把香烟揣进了兜里，仰头又

感叹道：“高……总，玉石配豪宅，绝了绝

了！”

一晃就是半年。平坦竟然交了好运，他家

的房子拆迁了。动迁组问平坦要房还是要钱，

平坦毫不犹豫地选了钱，他想和高赫做邻居！

消息先保密，他开始物色那边的二手房。很快

，钱到手了，房子也找上了，就在高赫的前排

。于是，平坦喜滋滋地给高赫去了电话，把事

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最后说：“高赫，咱

俩又能做邻居啦，老同学新邻居，以后咱们来

往起来更方便啦！”

高赫听起来也十分高兴，连说了三个“挺

好”。

就在平坦准备搬家的前几天，他拨通了高

赫的电话，想把这事再跟老同学念叨念叨：

“高赫，我过几天就搬过去……”

高赫打断了平坦的话头，淡淡地说：“我

已经不在那边住了，房子卖掉了”

我想和你做邻居
马家庄有一个大地主，名叫马大福。马家庄的地，差

不多都是他家的。马大福不算坏，收租子也不算狠，因此不

少佃户都愿意种他家的地。

秋收时候，管家王成带着家丁去收租子，小少爷马玉

也要去试试。马大福有三个儿子，他本想让他们专心读书考

试，别管经营的事，偏偏这小儿子倔强，想到的事非干不可

。无奈之下，马大福告诉马玉：“佃户有的好说话，有的不

好说话，碰上不好说话的，你不要硬来，交给管家王成就行

了。”

马玉点头应了。可收了一天租子，傍晚回家后他就呆愣

愣的，茶不思饭不想。马大福急了，问他是不是受了刁蛮佃

户的气，他也不说话。马大福让王成去查到底咋回事，王成

去了半天，回来对马大福说：“老爷，少爷哪是去收租啊，

他是去提亲，被人家给拒绝了。”

马大福又惊又气，惊的是儿子不问自己就敢私自提亲；

气的是方圆百里谁不知道自己家的条件，儿子提亲竟然还被

拒绝？他忙问王成：“是哪家的姑娘？”

王成说：“是庄东头那个外来户张祥如，他女儿叫张月

儿，长得确实标致。听说少爷之前还帮人家在地里干过活，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说起张祥如，马大福有印象，是前两年独自带着女儿来

到马家庄的，听说是个落第秀才。虽说租了他家的地，但种

得不怎么样。不过张家从不欠租子，也不算贫寒。

马大福跟王成说：“既然是读书人，傲气点也正常。这

样吧，要是那姑娘确实不错，我也不反对。虽说是佃户，毕

竟是秀才，做亲家也不丢人。我这小儿子吧，看着眉清目秀

的，其实挺倔的，认准的事不好拧。”

王成吞吞吐吐地说：“可人家不干啊，说高攀不起。”

马大福急了，把马玉叫过来：“你就非要娶张家姑娘吗

？”

马玉坚定地说：“非她不娶。”

马大福叹了口气说：“明天我亲自带着你去提亲！给足

他面子总成了吧？”

第二天，马大福领着马玉，让王成带人抬着彩礼，郑重

其事地来到张祥如家。张祥如倒也以礼相待，听完马大福的

话后，捻着胡须说：“我们这算高攀了，确实不敢答应。”

马大福忍着气说：“张先生，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说

，小儿确实喜欢令嫒。”张祥如微微一笑：“少爷是好孩子

，我不敢答应是因为我老伴没得早，只剩下我和女儿，我是

要招上门女婿的。”

此话一出，马大福顿时变了脸色，王成忍不住喝道：

“老张，你疯了吧？堂堂马家少爷，怎么能给你佃户家当上

门女婿？”马大福气得拉着马玉拂袖而去，王成瞪着张祥如

道：“酸秀才，太不识抬举了吧！”张祥如毫不畏惧：“我

提醒你，我只要松口，随时都是你老爷的亲家，你客气点！

”王成气得一跺脚，也走了。

回到家，马玉彻底病倒了，眼看着他日渐消瘦，马

大福和老婆都心疼得不得了，找了不少医生，都说“心

病还须心药医”。最后老婆对马大福说：“咱家三个儿

子，给出去一个还有两个。如果不给出去，眼看是不行

了。”马大福犹豫道：“只是咱马家少爷倒插门，我这

面子往哪搁？”妻子生气地说：“儿子都要不行了，你

还顾着面子？”马大福跺跺脚：“罢了，我认了。”

第二天，马大福又找到张祥如，说愿意让儿子倒插门。

张祥如慢悠悠地说：“如此甚好。”于是，双方定了婚期。

马玉听说后，百病全消，乐得一蹦三尺高。马大福怕儿子过

去受苦，拿出一百亩地当“嫁妆”，送给了张家，张家一下

从佃户成了富户。张祥如也不推辞，全庄人都偷偷笑话马大

福，又羡慕张家有个好闺女。王成气得直瞪眼，但也不敢说

什么。

马玉“过门”后，小夫妻俩和和美美。马玉原本就爱读

书，张祥如继续教他读书，但也不让他只读

书，每天也要下地干点活，干多干少无所谓

。马大福听说后十分心疼，让王成跑来求情

：“如今你家有一百亩地，雇人种就行了，

别让少爷下地干活了。”张祥如却淡淡地说

：“他是我张家人，不是马家少爷，不劳费

心了。”王成气得火冒三丈，无奈对方是少

爷的岳丈，他不敢怎样，只得回去添油加醋

地告诉马大福。马大福也是无可奈何。

转眼一年过去了，张月儿生了个大胖小

子，张家自然要庆贺一番。马大福也送了厚

礼，想和张祥如商量，孩子能不能姓马，张

祥如一晃脑袋说：“按规矩来。”马大福酒

喝得也不痛快。

又一年过去了，马大福忽然摊上了官司

。王成收租子时和佃户打斗，误杀了一个老

头。那苦主家又联合了几家佃户，告马大福

为富不仁，欺男霸女。马大福大吃一惊，他

跟知县反复辩解，上下打点花了不少银子，

无奈正赶上朝廷因为连续发生几起地主打佃

户的人命官司，正要震慑一下，所以定要严办。王成被判死

刑，马大福原拟判夺产坐牢三年，最后还是银子起了作用，

只判夺产驱逐，马大福家的财产和土地一下子都没了，就连

已经单独生活的大儿子，家产也被连带罚没。

一夜之间，一家人从地主变成了连佃户都不如的流民。

马大福带着妻儿，走投无路，抱头痛哭。

这时，马玉气喘吁吁地跑来说：“父亲、母亲，

岳丈让我来接你们，快回家吧。”马大福吃惊地问：

“你没受牵连吗？”马玉说：“官府去过，岳丈拿出

入赘文书给他们看，说这是张家，与马家无关。官府

查实后就走了。”马大福想想也无处可去，只好带着

家人跟去了。

张家这两年盖了新房子，足够马大福一大家子居住。马

大福感慨地说：“老哥，想不到当初小儿入赘，今天却救了

我全家。”张祥如微微一笑：“其实我早就想到了。当初我

坚持让马玉入赘，就是防着这一天。”

马大福惊讶地看着张祥如，张祥如叹了口气说：“你人

不坏，就是不管事，你的儿子们也都不管事。那王成大权独

揽，为非作歹，只是你不知道罢了。”马大福吃惊地说：

“王成是我亲戚，他爹救过我，我俩从小一起长大，他不是

坏人啊。”

张祥如说：“就因为这层关系，别人才不敢向你告状。

偶尔有人提起，你也不当回事。王成经常调戏佃户家的女眷

，那些欠租子交不上的人家没少受他欺负。我从不欠租，他

还趁着月儿下地送水时对她动手动脚。当时马玉刚好碰上，

解了围，两个孩子才认识的。”

马大福恨得连连跺脚，张祥如说：“管家如此，我料到

马家早晚会出事，所以才不让月儿嫁过去，一是避免被牵连

，二是给你家留条后路。”

馬大福敬佩地说：“老哥，还是读书人想事甚远啊。”

张祥如哈哈大笑：“读书人也有分别，书呆子是没用的。我

不让马玉关在书房里死读书，就是因为自己当年吃过亏。我

不是什么落第秀才，我也是中过进士的，就是因为死读书，

得罪了高官，才辞官隐姓埋名。学问见识，书里一半，书外

一半。”

马大福由衷地说：“老哥，马玉入赘你家，我高兴。”

张祥如摇摇头说：“月儿是我收养的，我从未婚娶，家

里不给我传递香火，我要你儿子干什么，孩子还是改姓马吧

。我那仇家病死了，我也打算回老家了。”

马大福感动得深鞠一躬：“老哥，孩子不用改姓了，不

管你将来回不回来，马家和张家永远是一家人。”

少
爷
倒
插
门

河水闪耀着粼粼的波光，金色的鸢

尾花盛开在卢瓦尔河畔。一只熊蜂摆动

着毛绒绒的身体，正在向花朵的深处钻

去，它已经感受到了这朵鸢尾花的热情

和甜蜜。疾驰而过的马蹄溅起了泥水，

惊动了正在花朵中的熊蜂，它惊恐地倒

退爬出花朵，肥胖的身体在花丛中上下

翻飞，用嗡嗡嗡的刺耳声音表达着自己

和不满和抗议。

疾驰而过的白色战马对熊蜂的喧嚣

毫无反应，却在不远处河滩上一大丛金

色鸢尾花前停下了脚步，马背上的骑手

跳下了战马，她轻轻摘下了一朵金黄色

的鸢尾花，放在胸前默默祈祷，一面绣

着金色鸢尾纹章白色旗帜在卢瓦尔河畔

的风中猎猎招展。

这一天，是公元1429年4月27日，

不满二十岁的少女贞德接受了法国皇太

子路易的任命，成为法国军队的总指挥

，在这位声称受到“上帝的启示”的少

女带领下，7000名法军士兵跟随着这面

绣着法兰西王室金色鸢尾纹章的白色战

旗，渡过卢瓦尔河，解救被英军围困长

达二百零九天的奥尔良城。

上帝的礼物

在法兰西人的祖先法兰克人曾经生

活过的法兰德斯低地，河流纵横，遍布

湿地。利斯河流域（Lys）沿岸自然生长

着一种能开出金黄色花朵的鸢尾花--黄菖

蒲。公元486年，当法兰克人攻占了北高

卢后，部族首领克洛维开始思考如何建

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传说中，克洛维得

到了上帝送来的礼物，那是一朵金色的

鸢尾花，后来，法国国王便以鸢尾纹章

（Fleur-de-lis）做为王室的标志和徽记。

这个传说虽然来历久远，在历史学

者眼中却不太靠谱。真正将鸢尾花和法

兰西王室结合起来的，是法王路易七世

。根据史料的记载，公元1150年，法王

路易七世（Louis VII le Jeune）在率领

十字军东征开拔前，将三朵鸢尾花图案

印在他的军旗上，以此标志着王室的王

权。

1375年，查理五世把王室标志上的

鸢尾花改为了三片金色的花瓣，象征着

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圣女贞

德便高举绘有金色鸢尾纹章的王室旗帜

与英国人作战，最后被人出卖，被俘后

遭受宗教审判被火刑处死。直到许多年

后，教会宣布为贞德平反昭雪，并在巴

黎圣母院内竖立起她的雕像，尊她为

“圣女贞德”，而她高举的战旗上的金

色鸢尾纹饰也成为了光明、自由和民族

纯洁的国家象征。

无从知晓克洛维一世是否真的得到

了上帝送来的礼物，正如也无从探究鸢

尾纹章是不是真的源自于在法兰德斯低

地河流间的黄菖蒲。法国人有足够的理

由相信，金色的鸢尾花正是出自于上帝

的恩赠，也是它为法兰西带来了幸运和

祝福。法兰德斯蜿延的河流湿地间盛放

的金色鸢尾，那种旺盛蓬勃的生命力，

还有浪漫与优雅，已深深地融入进了法

兰西人的血脉之中。

花瓣上的迷人眼晕

时光荏苒，今天，身材高大挺拔的

黄菖蒲（Iris pseudacorus）是一种初夏季

最常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鸢尾花。黄菖蒲

并不是黄色的菖蒲，它是不折不扣的鸢

尾属植物，因为花色金黄醒目，英文也

称它为黄旗鸢尾（Yellow flag iris），在

国内，还有一些人习惯上称它为“黄花

鸢尾”，中国各地的公园绿地的水畔湖

滨，随时都会见到它们金黄色的身影。

如果轻抚一朵黄菖蒲，你会感受到

它的花被片有着金色丝绸一般的质地，

鸢尾属植物拥有6枚花被片，下部合生

在一起，分为两轮，它们的内轮花被片

较小，直立或者平展，基部会突然变细

成一个小爪子，通常称为“旗瓣”。而

外轮的3枚花被片较大，爪部狭楔形，

常常会向下反折垂起来，所以外轮花被

片被称为“垂瓣”。

和原产于中国的蓝紫色鸢尾花不同

，黄菖蒲的外轮花被片光滑洁净，上面

没有任何的附属物。在它们金黄色花朵

的外轮花被片的基部，有着和金黄主色

调完全不同，如眼影般圆润的深褐色纹

脉，看上去，就像花瓣上，长出了一只

迷人的大眼睛。

“女为悦己者容，花为知己者开”

，在黄菖蒲金黄的外轮花被片上，这样

一只令人印象深刻、明眸善睐的眼睛如

果不是为了取悦人类，那么，它如此顾

盼生辉又是为了谁？

一天清晨，蜜蜂轻轻的降落于一朵

盛开的黄菖蒲外轮花瓣的迷人眼晕上，

然后便迫不急待地顺着狭窄的传粉通道

爬进了花朵中。当它的长喙开始贪婪地

吮吸隐藏在花朵深处蜜腺中分沁出的甘

甜蜜露时，它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灵魂

彻底地交给了这朵金色的鸢尾花。

所以蜜蜂并不会告诉你，它其实知

道答案。

从适应到扩张

黄菖蒲原产于欧洲中南部和北非的

广阔地域，在中国并没有原生的分布。

不过适应力极强的黄菖蒲在全世界都得

到了广泛的栽培，和它们生活在弗兰德

斯低地河流湿地的祖先相比，无论是外

型特征还是身强体健的个性，都没有太

明显的改变。

黄菖蒲的叶型和菖蒲科的植物菖蒲

（Acorus calamus）有几分神似，它们同

样叶似长剑，植株高大，也都喜爱水生

的环境。不过，虽然它的名字中带着

“菖蒲”二字，黄菖蒲却和菖蒲科的菖

蒲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

黄菖蒲学名 I. pseudacorus

的种加词 pseudacorus 是由

pseudo（假的）和 acorus

（菖蒲属）合成的，意思

就是假的菖蒲。这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鸢尾科鸢尾属

的成员。

黄菖蒲能够直接生活

在水中，它们耐水湿能力

极强，常年被水淹没10cm

左右仍可生长良好。高大

的身材能让自己从水中挺

立于水面，开出大片金黄

的花朵。成功授粉后，绿

色的子房开始渐渐膨大，

花期后黄菖蒲结出了长圆

形的果实。

鸢尾属植物的果实都

是蒴果，这是一类成熟后会自行以各种

方式开裂的果实，鸢尾属的子房是“三

居室”，每套居室都住着许多粒种子。

黄菖蒲的种子里有气室，这让种子能够

漂浮在水面上，并随着水流传播。不仅

如此，黄菖蒲水下发达的根状茎能够进

行营养生殖，这种如杂草一般旺盛的无

性繁殖能力，让它们能很快形成密集的

群落，并四处蔓延占领一大片栖息地。

作为一种对湿地水生环境极为适应

的鸢尾属植物，黄菖蒲表现出了它们隐

藏在基因里的野性和张扬。甚至，在北

美部分地区，这种栽培观赏植物还摆脱

了人类的控制，在自然环境中逸生开来

，显示出了它们适应环境的强悍能力和

侵入性，湿地、森林、溪流、池塘，只

要有水的地方，都是它们生活的天堂。

甚至，黄菖蒲的大量入侵，还破坏了

当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物种多样性。在

黄菖蒲被引入北美大陆许多年以后，美国

农业部把这种极具张扬个性的观赏植物列

入中度入侵物种。在美国的许多地区，黄

菖蒲都被列为有害杂草加以监视和控制，

并禁止在当地随意栽培种植。

看起来，我们似乎也有必要对黄菖

蒲的泛滥保持一点警惕，在初夏季，城

市湿地公园湖滨水面的大片的金黄简直

就是它们拓展领地的成功标志。如何在

观赏价值和原生物种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是公园管理者们亟需探索的课题。

法国王室的象征金色鸢尾
如今是危险的入侵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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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帶給辛苦一生的您最美好的禮物帶給辛苦一生的您最美好的禮物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全新單位出租優惠價月租全新單位出租優惠價月租$$15001500

（本報記者秦鴻鈞 ）隨著嬰兒潮世代慢慢步
入人生的退休行列，使太多的人開始思索人生所
為何來？從最初的漂洋過海，到異地打拼，多少
的亞裔付出比家鄉同齡人更多的艱辛、血淚，才
有今天的成就，和安定的生活。而這些生命的反
思、覺醒和期待，到去年年底看到新落成的 「祥
瑞花園」 高檔老年公寓後，多少人思潮起伏— 他
們看到自己辛苦大半生後最完美的歸宿。

由 「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瓊代表STOA十三
位建築師，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將項目的生活和
生活的意義一起呈現給居住於此的人們。 他們將
此社區重新定義為 「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封閉式退
休社區 」 。該社區提供各種寬敞的一居室到二居
室公寓房，禮賓服務，度假村風格的設施，各種
令人興奮的娛樂活動— 只需搭乘電梯即可到達。
座落在唐人街的心臟地帶，62間豪華公寓提供了
一種生活方式，你可以在其中享受生活的自由，
而不必擔心擁有和維護房屋會帶來的壓力。

「祥瑞花園」 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的中心點，
百利大道與Turtlewood路的交口進入，一片寧靜的
封閉社區內，巍峨矗立了一棟高端大氣的高檔、
精裝修住宅，還有樓頂花園，將附近的公園、走
道、綠樹盡呈眼前，令人有安靜舒適、省心安心

之感。該公寓位置便利，步行可至本頭公廟，地
道美食、咖啡店、美髮沙龍更近在咫尺。地址：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exas 7707

這棟環保建築擁有高品質的設計，如9英尺高
的天花板，花崗岩檯面，創新技術和優雅的大堂
。歡迎您的朋友和家人來到您美麗的公寓住宅。
每間公寓都融合了風水和綠色設計原則，形成和
諧的空間，促進了健康與和平的生活。

「祥瑞花園」 建築共六層，底層為車庫，南北
向採光，帶門禁，每套公寓帶陽台，頂樓為觀景
房帶環繞型陽台。

「祥瑞花園」 共有62套公寓，6種戶型，三個
樣板間，售價：$230,000起至$435,000，其中1室
1衛總面積：799.9 平方英尺，1 室1衛1書房總面積
：1014.8

平方英尺- 有樣板房；2室2衛總面積：1147.3
平方英尺- 有樣板房；2室2衛書房總面積：1512.3
平方英尺- 有樣板房。而HOA Fee: $0.35/sqf

「祥瑞花園」 的豪華設施包括：可無限上網
、膳食（提供多家餐廳訂餐服務、並設計健康菜
譜）和班車服務（提供10miles 內班車接送，為購
物、娛樂、就醫等提供方便）、還有免費享用的
健身中心、圖書館、電影院、卡拉OK、麻將間、

屋頂花園（提供瑜伽，太極等課程+ 廣場舞）並可
享用免費Wi-fi、360度監控、高度照明。每月定期
醫生、護士上門體檢、理療服務、簽約藥房直接
配送。並定期舉辦各類講座和培訓：書法、繪畫
。定期組織活動：棋牌、唱歌、舞蹈、垂釣、出
遊野餐等。並舉辦每月一次的住戶慶生會。

「祥瑞花園」 室內設計講究、一流，包括：
廚房、客廳、起居室配複合式豪華地板，住戶免
費公共區域無限網絡，所有房間配備現代燈具，
不銹鋼單槽洗碗機，不銹鋼洗碗機，強化複合玻
璃鑲嵌櫥櫃，不銹鋼爐具烤箱，一體式不銹鋼微
波爐抽油煙機，不銹鋼帶製冰機功能冰箱，2“
Mini Blinds on Windows, 花崗岩廚房和浴室臺面，
窗戶統一配有2” 迷你百葉窗，臥室高配設計師地
毯，現代化衛生間盥洗室，Multi-split HVAC Sys-
tem, 玻璃淋浴配瓷磚貼面、扶手，多分體式空調
系統等等。讓您在此高端大氣的精裝修住宅內，
安靜舒適的安度晚年，過得怡情盡興，省心安心
。

「祥瑞花園 」 的地址：695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或上網查看：

網站：https://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3D Visual Tour
https://my.matterport.com/show/?m=wtwKsvbh-

Vc6
https://my.matterport.com/show/?m=sTvJN-

zb9gWw
Video
http://goodkarrot.com/Videos/2020/September/

6955%20Turtlewood%20Ct.html
請聯繫總代理（德州地產) (Southwest Realty

Group )Broker:李雄 Kenneth Li :832-734-6888, 或
Agent: 奚玥 Nicole Xi 832-768-2679

「祥瑞花園」 現正舉辦Memorial Day 大優惠活
動：凡全新單位出租，月租優惠價$1500元起，另
有多項優惠，請來 「祥瑞花園」 ，或致電詢問。
餘户不多，先到先得，欲租從速！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開發開發、、設計設計、、營造的營造的
「「世大建設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致詞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致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右為圖右為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總代理總代理，， 「「德州德州
地產地產」」 負責人李雄負責人李雄Kenneth Li,Kenneth Li, 電話電話：：

832832--734734--6888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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