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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編輯黃梅子的話：人到中年，中
年危機隨之而來，尤其是家庭主婦，
孩子大了，自己卻與社會脫節了，知
識過時了，技能缺失，想找工作卻到
處碰壁。中年人應該事業有成、家庭
幸福，但是有相當部分的中年人感到
失望低落，郁郁不得誌。事業、健康
、家庭、婚姻都可能受到極大的挑戰
。人都有老的一天，我們又該如何應
對？如何積極地尋找機會？這裏有一
位讀者Sherry給我們的來信，她看了
《美南日報》上思科電腦學校“十萬
年薪不是夢”的廣告之後，勇敢地邁
出了自己的第一步，現在，她已經獲
得了年薪十多萬的工作，從2020年9

月30 日開始正式上班了！我這裏全
文轉發Sherry的感謝信，希望能給同
樣迷茫的朋友們一點希望。

中年大媽的華麗轉身
我是Sherry，一名標準的全職媽

媽，過去的10年裏，我的生活除了繁
忙的親子活動，就是波濤洶湧的鬥子
戰爭。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緊張過去
了。如今，孩子們都大了，依賴我的
時間越來越少了，閑暇和空余時間也
越來越多。習慣了緊張節奏的我，既
有點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打發這多余
的時間了。

經朋友鼓勵，我決定重回職場。
但是10年的空缺，專業早已丟失。重

新學習一個新的專業，周期又太長。
我一片茫然，心中不禁膽怯，頓失了
信心和熱情。正在一籌莫展中，LAN-
ECERT的廣告映入我的眼簾：一紙認
證讓零基礎小白變大牛，十萬年薪不
是夢！！！

零基礎？真的？我半信半疑的打
通LANECERT的電話，電話那頭的劉老
師具體而生動的跟我介紹的什麽是
CCIE，課程安排，以及如何有效而快
捷的學習並通過CCIE的考試。在劉老
師的鼓勵下，我收拾起對自己學習能
力的懷疑，2019年 1月9日，我開始
了ＣＣＮＡ 課程的學習。經過一個
月的學習，我的興趣越來越濃，信心

也越來越大。接著，又用了一個月的
時間完成了CCNP課程學習。經過劉
老師的再度評估和肯定，我踏上了Ｃ
ＣＩＥ的學習征程。

經過６個月每天６－７小時的高
強度訓練和學習，我終於在2019年７
月10日如願的拿下了ＣＣＩＥ的考試
，正式成為了一名“思科認證互聯網
專家”！“打鐵須趁熱！”劉老師說
。在他的督促和幫助下，我積極地修
改簡歷。 功夫不負有心人！兩個月
後，我順利地收獲一個ＪＯＢ ＯＦ
ＦＥＲ， 2019年9月30日是開始工
作的第一天，實現了我重返職場的夢
想。

各位準備學習或者正在學習ＣＣ
ＩＥ的朋友，請你一定相信自己，相
信ＬＡＮＥＣＥＲＴ，堅持夢想，
也為自己來一個華麗的轉身！！！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話：972-268-7129（達拉斯），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洛杉磯），Cell:
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系我們，可預約免
費公開課。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

大，有經驗者優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
樂於助人，一定經濟實力者

市場開拓者若幹名， 無區域，年
齡，性別，背景限製。有意請附履歷
書到 info@lanecert.com

中年大媽的華麗轉身中年大媽的華麗轉身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
也是如此，尤其因為新冠疫情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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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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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重推出優惠折扣，五月底為止
由於之前的“清明新墓產發布會”

活動反應熱烈，需求廣大，因此，Me-
morial Oaks宣布，五月也有優惠折扣，
即日起至五月底為止。

這個優惠包括高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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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Off。許多
家庭給予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為最
受華裔人士裡歡的墓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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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達面對做好生前計畫豁達面對做好生前計畫 無後顧之憂無後顧之憂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推出優惠推出優惠 華裔最喜歡的風水寶地華裔最喜歡的風水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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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佛洛伊德逝世周年，全美各地都發起了紀念遊行活動。自喬
治·弗洛伊德被害以來的這一年，佛洛伊德家人的生活發生了重
大改變，弟弟Philonise Floyd 說道那段回憶已經非常模糊。

在喬治佛洛伊德逝世的一周年，拜登總統也會見了佛洛伊德
的家人，但 Philonise坦言，他對於政府有些失望，因為拜登政
府曾經在上任時指出，會在佛洛依德逝世一周年時，通過以哥哥
名字命名的警察改革法案，但該法案目前仍然是未竟之至。

佛洛伊德的家人利用自己的非營利組織來促進警察改革，例
如2021年3月通過眾議院的《喬治·弗洛伊德司法政策法案》，
而Philonise甚至參加了國際司法委員會，他指出，在這之前他
的工作是一名卡車司機，從未想像自己會過上這種行動主義者的
生活。

如今的他，因為哥哥的逝世已經是休士頓Third Ward家喻戶
曉的人。他指出，許多民眾會邊安慰他們邊掉淚，讓他難以忘記

失去家人的痛苦。
Philonise指出，每當看到民眾為佛洛伊德所畫的紀念壁畫他

都非常感激，認為社會又離康復和種族平等更進一步，也認為喬
治佛洛伊德的精神將會隨著這些紀念而永存下去。

圖片來源：路透社

夏天的腳步逐漸逼近，休士頓Humble市海濱私
人潟湖暑期將對外開放，Balmoral 是位於Humble
的私人社區，這個社區最著名的就是裡面的私人水
晶瀉湖，過去這個瀉湖只會給社區居民使用，但它
將在5月31日至6月6日的上午11點至晚上8點，
舉行夏季開球活動，活動對公眾開放。

Balmoral 社區因為這個瀉湖成為了當地旅遊亮
點，湖裡最深處可達八英尺，可以從事各類水上活

動，每到夏天都會成為休士頓民眾的消暑勝地。
如果嫌德州的海水不夠藍，這個人造的海灘瀉

湖擁有白色沙灘和碧綠的海水，並提供各種活動，
如立槳衝浪，充氣蹦床，沙灘排球，草地遊戲等，
是闔家放鬆的好去處。

夏天到了夏天到了！！休士頓休士頓HumbleHumble市市
水晶潟湖暑期將對外開放水晶潟湖暑期將對外開放

佛洛伊德逝世周年佛洛伊德逝世周年，，其家人其家人
生活所產生的轉變生活所產生的轉變

5G將與大數據等技術深度融合
規模化推進有待突破

5G網絡是支撐經濟社會數字化、網

絡化、智能化轉型的關鍵基礎設施。作

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的關鍵

技術之一，5G將與大數據、雲計算、人

工智能等技術深度融合，為經濟社會各

領域發展賦能。同時，5G規模化推進還

有待進一步突破。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國5G網絡

發展領先。”在日前舉行的2021世界電

信和信息社會日大會上，工業和信息化

部副部長劉烈宏表示，在歐洲電信標準

化協會聲明的5G標準必要專利中，我國

企業繼續保持全球領先。5G正加快融入

千行百業，助力其數字化轉型。

最大規模商用網絡建成
“截至3月底，我國累計建成5G基

站81.9萬個，占全球70%以上，5G終端

連接數超過2.8億，全球最大規模5G商

用網絡已在中國建成。”中國信息通信

研究院副院長王誌勤介紹，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均已完成5G獨立組

網規模部署，為行業應用奠定良好網絡

基礎。

5G網絡催生出的新應用新場景，將

拉動雲計算、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邊

緣計算等信息與通信技術的持續創新。

運營商、互聯網企業紛紛看好雲計算與

數據中心市場。2020年，數據中心建設

投資達3000億元，未來3年，這一數字

將增至1.4萬億元——來自中國信息通信

研究院的預測表明，未來數據中心產業

將是一片藍海。

“5G推動數字產業化發展的同時，

將有力提升我國產業數字化水平，發展

潛力巨大。預計到2025年，5G將帶動

1.2萬億元的網絡建設投資，產生8萬億

元相關信息消費，直接帶來經濟增加值

2.93萬億元。”劉烈宏表示。

5G網絡質量和終端供給能力顯著增

強。中國信通院5G雲測平臺實測數據顯

示，一季度，我國5G用戶體驗下載速度

為374.2Mbps，上傳速率為31.4Mbps，均

為4G的10倍以上。國際測速機構3月份

數據顯示，我國移動網絡速率在全球排

名第4位，固定寬帶速率在全球排名第

16位。

行業產業應用陸續落地
“目前，我國5G融合應用已經邁過

創意階段開始落地，有近1300個‘綻放

杯’大賽參賽項目實現商用。”王誌勤

介紹，在工廠、醫療等領域已構建有望

規模商用的應用場景，並形成以運營商

、行業服務商、行業客戶為主導的商業

合作模式。

在製造業生產環節，5G與超高清視

頻、傳感器、控製系統等結合，完成質

量檢測、AGV(自動導航車)運輸、生產

數據實時監測等，助力提質增效。“5G

憑借其大帶寬、低時延、廣連接的特點

，能夠幫助我們完成許多以前無法實現

的工作。”在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的聯塑

智慧工廠內，聯塑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

黃金朝介紹，公司2019年與中國移動廣

東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簽訂戰略協議，

共同打造管道建材製造業“5G+智能製

造”應用標桿項目。

由於聯塑生產的建材管道產品廣泛

應用於水、電、煤、通信等地下封閉場

景，更是港珠澳大橋、北京大興國際機

場等超級工程背後的“潛行者”，因

此，對產品的質量及安全性能要求極

高。“以前，我們都是人工判斷產品

是否存在缺陷，效率低、易出錯。如

今，高清攝像頭拍攝的管道和金屬件切

面圖像，通過5G網絡傳到雲端，輔以人

工智能技術，就能快速計算出產品缺陷

檢測結果，有效提高產品良率。”黃金

朝表示。

“以前，工廠內的AGV是通過WiFi

連接，有時會受到電磁幹擾，而且小車

在經過不同無線接入點時容易出現網絡

連接不穩定問題，導致車輛停頓，影響

運輸效率。”廣東移動佛山分公司5G應

用模塊產品總監余夢影介紹，5G可以為

移動中的AGV提供穩定可靠的網絡運行

環境，讓其與全自動工序無縫配合，產

品分揀更快。

在醫療領域，遠程會診、移動監護

、5G救護車已經在各級診療機構從試驗

走向臨床。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德村村衛

生室，前來就診的村民告訴記者，過去

看病總要往鄉鎮醫院跑，甚至還要到市

級醫院去，不僅浪費時間，還可能耽誤

病情。如今，村衛生室的醫生利用5G網

絡、遠程醫療平臺和工作站一體機，就

能將身體檢查結果遠程連接到上級醫院

掛號進行實時診斷。

“我們對海南省7家三甲醫院、18

個市縣的縣級醫院、340家鄉鎮級醫療機

構和2693家村衛生室進行了5G智慧化升

級。在6家三甲醫院，分別設置了遠程

診斷中心，通過5G網絡與基層醫療機構

進行遠程診斷，讓患者不進城就可享受

優質醫療資源。”海南聯通交付中心負

責人範永安說。

短板不足需要盡快補齊
“雖然5G發展已經完成了從0到1

的跨越，但接下來如何實現從1到N的

推廣復製，還要經歷非常艱難的過程。”

王誌勤坦言，在商用層面，需求側仍然

認為5G網絡使用成本高、終端設備價格

昂貴，而供給側卻礙於行業需求碎片化

嚴重，許多應用定製化程度較高，仍停

留在“樣板間”階段，投入產出比低，

商業模式不清晰，一時間無法實現規模

化發展。

“目前我國5G行業應用處於起步階

段，仍需進一步將技術與場景適配，從而

實現規模復製。”王誌勤建議，要加快構

建5G應用標準，完成行業間協議互通、

標準互認；堅持適度超前原則，加強重點

領域、重點行業網絡建設，提高網絡服務

質量；持續研發創新，突破技術和產業化

瓶頸，推動5G終端產品走向成熟……

北京郵電大學經管學院兼職教授葛

頎認為，5G的大帶寬、低時延和海量接

入能力，實現了移動通信從面向個人服

務的專用技術向面向千行百業的通用技

術的轉型，充分顯示了5G作為社會信息

化基礎設施的潛力和能力。與專用技術

重在功能和性能不同，通用技術的應用

推廣更為關鍵的是成本和效益。

“只有客戶用得起的通用技術，才

是真正的好技術。5G基站采購成本高、

運維電費貴和應用數字化集成難等需要

盡快突破，才有可能真正改變社會。”

葛頎說。

新疆“綠色金融”改革創新多點開花 專營機構達到59家
綜合報導 4年來，“綠色金融”改革創新在新

疆各地多點開花。截至目前，共有銀行業金融機構

綠色專營機構59家，非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專營

機構7家，實現了試驗區內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專

營機構全覆蓋。

2017年6月，中國國務院批復新疆哈密市、昌

吉州、克拉瑪依市成為全國首批綠色金融改革創新

試驗區。

記者近日從中國人民銀行烏魯木齊中心支行獲

悉，該支行4年來積極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為新疆

經濟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4年間，三個試驗區已建設了各有側重、各具特色

的綠色金融試驗區。同時，還有非銀行業金融機構

綠色專營機構也參與其中。

中國人民銀行烏魯木齊中心支行金融研究處

處長郇誌堅稱，新疆作為全國首批綠色金融改革

創新試驗區之一，綠色金融發展和改革取得了可

喜的成效，綠色項目庫建設初具規模，新疆成為

首個建設綠色項目庫的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

。截至2021年 3月末，綠色項目庫覆蓋地區由上

述三地試驗區擴展到烏魯木齊市、伊犁州等11個

地州市。

此外，綠色信貸規模持續擴大。發揮再貸

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工具的精準滴灌作用，

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綠色領域信貸支持力度，

保持資金投放合理增長。截至 2021 年 3 月末，

新疆金融機構綠色貸款余額逾 2403 億元人民幣

，占各項貸款的 10.2%，同比增長 11.1%。主要

投向清潔能源產業、基礎設施綠色升級以及節

能環保產業。

郇誌堅說：“當前綠色發展越來越受到關

註，下一步，新疆綠色金融繼續加大綠色產業發

展信貸支持。引導金融機構按照綠色融資只增不

減、非綠融資只減不增的原則，降低對高碳行業

的信貸投入，增加綠色信貸投放。組織三地試驗

區金融機構根據自身數據基礎和業務能力，有步

驟地推進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工作，為在全國

金融機構全面復製、推廣積累先進經驗和最佳實

踐。”

據悉，綠色金融是指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

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即對環保

、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等領域的

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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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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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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不断有人养，不断有人丢。”

孙锦荣采购了专业设备，为寻找丢

失的宠物提供支撑。

将丢失的猫交给饲主后，孙锦荣配

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重逢回家的宝

贝越来越多，我头上的头发越来越少。

”并配了一个睡觉的表情。

夜晚是孙锦荣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

。他常常要背着十几斤重的包，打起精

神一头扎进黑夜里。有时像个猎人，攀

爬围墙是常态，遇到草丛、杂物堆等较

为复杂的地形，需要手持夜视仪和生命

探测仪扫视，有时又像个大夫，拿着听

诊器模样的设备贴在管道上听动静……

做这些，目的只有一个——找回丢

失的宠物。因而，在自我介绍时，孙锦

荣常常自称“宠物侦探”。

“破案”

“您别着急啊，我先了解下猫咪的

基本信息，它是怎么丢的呢？”孙锦荣

一边与丢失宠物的饲主交谈，一边记下

要点。

今年40岁的孙锦荣自2013年成立找

猫寻狗宠物侦探所以来，已为饲主找回

上千只宠物。在他看来，每一次寻找宠

物的过程，都相当于是一次“破案”。

为了更方便“破案”，除了夜视仪

、生命探测仪，孙锦荣还购买了无人机

等专业设备。与外在的硬件设备相比，

宠物侦探的专业技能及心理素质更为重

要。寻找宠物“破案”过程中，宠物侦

探不仅要有长时间蹲点的体力和耐心，

更要做到细心谨慎，明察秋毫。

有一次，一位饲主丢了心爱的金毛

犬，孙锦荣团队经过询问、查找监控视

频，终于在凌晨两点找到了线索。监控

视频画面里，最后带着金毛犬一起消失

的，是一位女士。

寻找丢失的宠物时常需要调看监控

视频获取有关线索。

通过摸排走访，团队成员了解到，

当时确实有一位女士带着狗上了辆红色

的轿车，于是对周围停车场逐一排查、

询问，最终将线索锁定在了一个工业园

区——一位在园区内工作的女士曾向同

事透露，自己捡到了一只金毛犬。

经过协商，双方约定当天下午会面

，但心急的饲主避开了宠物侦探团队，

单独与对方见了面。结果出乎所有人的

意料，女士带来的狗，并不是饲主丢失

的金毛犬。

就在大家感到沮丧的时候，孙锦荣

他们发现了一丝蹊跷——明明监控显示

的狗带有白色花纹，饲主见到的却没有

——狗被调包了。

这种情况，孙锦荣还是第一次见到

。之前遇到的，要么说没捡到，要么就

是不还，从来没有带另外一只狗来调包

的。这位女士为什么要这样做？

后来，团队成员才得知，在事发前

一个星期，这位女士也丢失了一只金毛

犬，心力交瘁时刚好碰到了饲主走丢的

金毛犬，以为是上天再给她的一次机会

，自然不舍得还，这才出此下策。在双

方协商之下，女士最终归还了金毛犬。

并不是每次都能有这样好的结局，

一无所获时，也会深感压力。孙锦荣记

得，几年前，他去广州寻找一只猫，除

了吃饭上厕所，一天徒步50多公里，身

心俱疲，找寻依旧无果。“没找到不代

表它不在这里，可能只是此时此刻它没

有出现在这个区域。”他只能这么安慰

自己。

“三不接”

之所以投身宠物侦探行业，孙锦荣

形容自己是“误打误撞”。起初，他在

上海一家宠物救助机构工作，经常会收

到各种流浪猫、流浪狗的线索。因此，

在救助宠物的同时，他还要寻找宠物，

找的次数多了就积累了些经验，找回的

成功率也就高了。渐渐地，孙锦荣在周

边养宠人群中积累了一定知名度。

孙锦荣在宠物救助机构工作时，经

常收到流浪猫狗的线索。

每次成功找到宠物，看到宠物和饲

主团聚的时刻，都让他特别有成就感，

觉得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但寻宠这件事情既耗费精力，也耗

费金钱，完全靠自掏腰包去做并不长久

。孙锦荣意识到，得有持续性的收入来

维持这种工作激情，决定全职寻宠。

2013年，他创立了寻宠的机构，开始了

收费寻宠业务。

彼时，人们对这种新兴的职业接触

很少，也并不了解，刚开始扩展业务时

，孙锦荣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被当成骗

子，有人干脆将会面的地点选在了派出

所。这种被怀疑的滋味并不好受，而从

兼职转向全身心投入，也让他倍感压力

。

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那一年，韩

寒公司一名员工丢失了一只狗，韩寒发

微博求助。后来孙锦荣接手，尽管最终

未能找到这只狗，但孙锦荣第一次感到

，自己的这个职业终于获得认可了。

提高宠物的找回率是专业寻宠无法

回避的目标，经过不断的实践摸索，孙

锦荣团队已达到80%的找回率，最快的

时候，几分钟就能找回丢失的宠物。渐

渐的，孙锦荣将目标客户聚焦在中高端

人群，以上海为例，团队寻宠收费从最

初的200元每人每天，到现在的800元每

人每天。出差去外地，包含往返机票费

用，每人每天6000元左右。如果饲主要

求孙锦荣出马寻宠，两三天起步，费用

上万不等。最贵的一次寻宠收费超过3

万元。

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寻宠规则

，“不是什么业务都接，也有选择。”

孙锦荣表示，他有“三不接”。一般情

况下，宠物丢失时间超过一周的订单不

接，因为一旦丢失超过一周，宠物往往

不是遭遇意外，就是被人收养，形成了

新的依赖关系。“我们的时间要留给那

些有概率可以逆转的业务。”

在校学生的订单不接，“不少大学

生是拿着父母的钱在学校偷偷养猫。”

孙锦荣担心，一旦接了这种订单，会打

乱学生的正常生活，甚至学生们可能为

了支付高额的寻宠费用而借贷。

老年人寻宠的订单不接，除非子女

知情。孙锦荣希望，由这些老年人的子

女替父母考量寻宠事务。“有些老人可

能是拿着养老钱寻宠，万一宠物没找到

，还会影响本来的生活。”

寻宠行业的发展，意味着大量宠物

的丢失，孙锦荣告诉《中国慈善家》，

当下中国很多养宠的人缺乏安全防护教

育，比如出门遛狗不牵狗绳，养猫不关

窗，“不断有人养，不断的有人丢。”

找回上千只丢失的宠物后，孙锦荣

也在思考自己新的使命，从单纯的提高

宠物找回率，到如何避免宠物丢失的悲

剧发生。为此，他时常在社交平台分享

相关经验和知识。

陪伴与治愈

孙锦荣观察到，中国当下年轻人依

赖宠物的生活方式，类似于日本的低欲

望社会。人们的消费不再过于关注品牌

，而是注重品质、内容及情感寄托。他

也深知，对于饲主而言，宠物不仅是家

庭成员，更是心灵寄托，甚至能治愈一

些心理疾病。

不干这行，很难想象宠物对一些人

的重要程度。曾经有一位患有抑郁症的

女孩找到孙锦荣团队，请他们帮忙寻找

自己丢失的猫。孙锦荣和团队去到河南

，和女孩的沟通却并不顺利，问到关于

猫的情况，焦急的女孩经常答非所问，

给孙锦荣寻猫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所幸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一个地下室的

通风管道里找到走丢的猫咪。

这只猫的名字叫“赵海苔”，赵是

这家人的姓。一见到失而复得的赵海苔

，女孩的父亲有些失态，“你跑哪去了

？赵海苔！”他大喊着。女孩的母亲悬

着的心也落地，她向孙锦荣解释，猫走

丢后，孩子的父亲内疚得几天都没睡好

觉。

重获猫咪的女孩抱着猫，脸上挂满

笑容。这只猫曾救过她的命，原来，女

孩患有抑郁症，有一次拿着刀片准备割

腕自杀，关键时刻，赵海苔扑上来，叼

走了她手中的刀片，避免了一场悲剧。

因为有了猫的陪伴，女孩渐渐从抑郁症

中走了出来，如今与外人交谈不再逃避

，变得开朗起来。

这件事对孙锦荣触动很大，他开始

觉得，自己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帮人找

到宠物那么简单，某种程度上，还充当

了宠物和饲主之间的情感纽带。

宠物与饲主之间不仅是陪伴治愈的

关系，也是付出、爱与责任。天津的刘

女士曾捡到一只流浪狗，还给狗取了一

个文艺的名字，叫“花瓣”，但是由于

工作的原因，刘女士没有办法直接收养

，暂时送到了当地的流浪狗救助基地。

自那以后，刘女士经常给救助基地

寄狗粮，隔段时间也会去探望花瓣，两

年间未曾间断。两年后，因为工作调动

，她终于有机会把花瓣接回来饲养。但

是，当刘女士领着花瓣快要到家的时候

，马路口有小孩在放鞭炮。花瓣受到惊

吓，慌乱逃窜，不知跑到哪里躲了起来

。

孙锦荣团队成员赶到现场了解线索

，制定寻找方案，当天下午在一处草丛

里找到了花瓣。刘女士跑过去抱起了它

，似乎感受到这份爱，花瓣竟然流下了

眼泪。刘女士也哭了，“既然我救助了

它，这条生命我就得认真对待，负责到

底。”

这些事情经历多了，孙锦荣开始钻

研宠物的各种知识，学习鸟叫，观察公

园里的流浪猫、流浪狗，也会根据它们

的活动规律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做梦

都在找宠物。”团队找猫相对多一些，

经常需要跟随猫的习性晚上熬夜工作，

有成员还因此眼睛视力受到影响，出现

了职业病。

家人的态度也随着孙锦荣的努力而

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反对到渐渐支持，

他的父亲也被“收编”进了寻宠团队，

负责后勤工作。

孙锦荣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

多丢失的宠物尽早与饲主团聚。为此，

他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制定了新的目标，

“寻找一万只宠物。”

寻
宠
的
猎
人

【本報訊】近日由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主辦的名家經典《春
天的傳奇》文藝晚會和《五月的暢想》全球名家名唱大型音樂盛
會兩場雲端文藝活動圓滿落下帷幕。這兩場中西文化交融的饕餮
文藝盛宴在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YouTube頻道、美南國際電視
台、佛州華語廣播電視台、紐約eStarTV、密西根中文廣播電視
台、西雅圖中文廣播電視台、UPlive和愛奇藝、優酷、騰訊、
CVNTV美國網絡電視台等媒體上進行了廣泛傳播，兩場晚會吸
引了2萬次的網上觀眾點擊觀看，並被網友紛紛轉發，美評不斷
。

這兩場雲端文藝活動均由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總策劃兼總導

演陳連紅女士執導。陳連紅女士說：“在全球新冠疫情仍然陰雲
不散的時刻，我希望能通過我們密集上演的雲端文藝活動，全球
的華僑華人和熱愛中國文化的人們奏響春天的樂章。讓大家在音
樂中享受春天的和煦溫暖，絢麗多姿和蓬勃生機。有音樂陪伴，
陰霾終將過去，春天從不缺席。”

《五月的暢想》名家名唱音樂會由多名海內外著名藝術家擔
綱表演，其中有享譽中外的著名歌星韓磊，荷蘭籍歌唱家籍曉蘭
、英國籍歌唱家朱珍、彜族歌唱家王美玉，鋼琴演奏家康天鐸，
韓夢傑、著名歌手遊美靈、達人秀冠軍得主張心心、王世霞、關
公模仿秀祝斌傑，京劇表演藝術家樊豫珍、虞曉梅，男高音歌唱

家李文一、達拉斯歌唱家劉
香等。

《春天的傳奇》文藝晚會呈
現了諸多名家名作，其中有
著名作曲家音樂大師陳川、
陳小奇、歌星容中爾甲、歌
星楊鈺瑩、音樂大師著名作
曲家張宏光、張雁林、作家
蟈子等叁十多位音樂人的作
品精彩上演。

自去年年底成立以來，北美
亞洲國際大舞台已成功推出了以《春暖花開又一春》大型綜藝文
藝晚會，明星彙聚，重磅嘉賓陣容以及我們自創兒童劇《白雪公
主遇西遊記和七個小矮人》，以《春天的祝福》主題的環球名家
名誦大型詩歌故事音樂會、《春天的傳奇》文藝晚會、《五月的
暢想》名家名唱音樂會等多場雲端文藝演出，受到海內外文藝愛
好者的擁躉。

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是有旅居美國休斯敦市的著名藝術家陳
連紅女士主辦，旨在通過組織系列大型中外文藝演出活動，彙聚
全球藝術家、音樂家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

歌唱春天 贊美五月
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兩場大型雲端演出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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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距離
2022年北京冬奧還有250餘天。香港文匯報記者
26日從北京冬奧組委召開的發布會上獲悉，通過
綠電（指在電力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為零
或趨近於零）交易平台，北京、延慶和張家口三
大賽區在賽時將實現所有場館100%使用綠色電
力。同時，國家速滑館等4個冰上場館在冬奧會
歷史上將首次使用最清潔、最低碳的二氧化碳跨
臨界直冷製冰技術，清潔能源車輛比例也將創歷
屆冬奧會最高。

北京冬奧組委規劃建設部部長劉玉民介紹，
北京冬奧全部場館的照明、運行和交通等用電均
由張家口的光伏發電和風力發電提供。張北柔性
直流電網試驗示範工程於2020年投入運行，每年
向北京地區輸送141億千瓦時的清潔電力，滿足
北京和張家口地區冬奧場館用電需求。建立跨區
域綠電交易機制，通過綠電交易平台，賽時將實
現奧運史上首次所有場館100％使用綠色電力。

“截至目前，在現有政策和場館條件允許的
前提下，已有19個場館在建設期提前用上綠電，
賽時北京冬奧會所有場館將實現清潔能源供

應。”劉玉民指出，到2022年冬殘奧會結束時，
冬奧會場館預計共消耗綠電約4億度，預計可減
少標煤燃燒12.8萬噸，減排二氧化碳32萬噸。

而且，國家速滑館、首都體育館、首體短道
速滑訓練館、五棵松冰球訓練館等4個冰上場館
在冬奧會歷史上首次使用最清潔、最低碳的二氧
化碳跨臨界直冷製冰技術，不僅減少了傳統製冷
劑對臭氧層的破壞，而且大幅降低製冷系統能
耗，製冷過程中產生的高品質餘熱還可以回收利
用，用於運動員生活熱水、冰面維護澆冰等，與
傳統製冷方式相比，可實現節能30%以上。這在
奧運歷史尚屬首次，獲得國際奧委會肯定。

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的交通服務工作，將
從冬奧會開幕前14天開始，至冬殘奧會閉幕後3
天結束，共計55天。

北京冬奧組委交通部副部長趙同安介紹，按
照車輛籌措方案，北京冬奧會使用的賽事交通服
務用車的能源類型包括：氫燃料車、純電動車、
天然氣車、混合動力車及傳統能源車。節能與清
潔能源車輛在小客車中佔比100%，在全部車輛中
佔比85.84%，為歷屆冬奧會最高。

首用二氧化碳製冷節能30%以上
北京冬奧場館全用綠電

低碳能源：可再生能源滿足場館常規電力消費
需求，賽時所有場館全部使用綠色
電力。

低碳場館：充分利用現有場館辦賽，場館建設
滿足綠色建築評價標準。

低碳交通：節能與清潔能源車輛在全部車輛中
佔比85.84%，為歷屆冬奧會最高。

北京冬奧低碳節能措施

●● 組委會在京召開新聞發布組委會在京召開新聞發布
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攝

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在京啟動

中
國
女
排
世
界
聯
賽
不
敵
日
本

中國國足備戰世盃外進入關鍵階段
中國國家足球隊（國足）為了備戰周日展開的世界盃亞洲區40強

外圍賽（世盃外），近日一直在蘇州太湖足球運動中心訓練場進行

場地訓練，中場主力吳曦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國足球員對世盃外每

一個對手皆有一定了解，而自己則希望能起到承上啟下作用，通過

自己的努力給球隊帶來收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雖然有朱婷等主力缺陣，但中國女
排於當地時間周二舉行的2021年世
界女排聯賽首輪反勝韓國隊。然而
球隊於26日晚的次輪比賽卻連輸3
局不敵日本。

根據中國女排總教練郎平的部
署，在賽期前期階段球隊將僅以張常
寧為首，務求鍛煉新人，到後期才將
會派出仍未到達意大利的朱婷等主力
球員，尋找比賽狀態應付之後東奧比
賽。

張常寧於對韓國賽後表示：“在
第一局比賽我們有些緊張，壓力有點
大。但是比賽中我們大家互相鼓勵，
相互配合，最終贏得了比賽的勝
利。”

然而，主教練郎平在26日晚的第
2輪比賽繼續試陣，正選陣容未有派
出張常寧，結果國家隊連輸3局得分
皆未能超過20分，以13：25、19：
25和17：25落敗。中國女排將於今
晚迎戰首周的最後一個對手泰國。

本次世界女排聯賽以“安全氣
泡”形式舉辦，選手與當地民眾等非
賽事相關人員被嚴格隔離開來。處於
“安全氣泡”期間，選手將每4天接
受一次核酸檢測，離開“安全氣泡”
之前，還將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國足總身價
接近2510萬歐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總部於德國的權威性足

球資訊網站《轉會市場》，日前更新了國足球員的最新身
價。根據資料顯示，國足目前的總身價為2,510萬歐元，當中
以艾克森和武磊身價最高，均達到400萬歐元身價。
國足主帥李鐵徵召了27名球員出戰世盃外，根據《轉會市

場》更新的資料，這27位球員平均年齡為29.56歲，合共身價為
2,510萬歐元。至於當中身價最高球員為艾克森和武磊，同樣為
400萬歐元；國足還有3位球員身價達到100萬歐元或以上，分別
為費南多（250萬歐元），阿蘭（220萬歐元）以及韋世豪（100萬
歐元）。
另一方面，《轉會市場》資料顯示暫時有5位球員的身價低於30

萬歐元，其中門將董春雨身價為27.5萬歐元，于大寶身價為25萬歐
元，鄭錚為22.5萬歐元，蒿俊閔為27.5萬歐元；身價最低的則是河北隊
的尹鴻博，其身價為12.5萬歐元。

盼能盼能盼能
承上啟下承上啟下承上啟下

吳
曦
吳
曦
吳
曦

●張稀哲
和一眾歸化兵
已取得默契。

新華社

●吳曦希望
自己可於中場帶
來承上啟下作
用。 新華社

●艾克森和
武磊為國足身
價最高球員。

中新社

●李鐵和教
練組已就世盃外

對手作詳細分析部
署。 新華社

國足於周日（30日）晚上將出戰關島，由於
今次世盃外比賽賽程十分頻密，部分球評

家或傳媒均擔心會影響國足球員的表現，吳曦在
訪問中被問到這問題時，則指各界其實不用太過
擔心：“去年的中超球季和今年前幾輪聯賽，賽
程其實也一樣非常密集，因此隊員普遍已經感
受、適應過這種密集式比賽，相信隊友們主要只
會關注怎樣進行賽後恢復。無疑，國足已很長時
間沒有踢過國際賽了，為了更快地適應比賽節
奏，我們需要在場上控制好心態，保持注意力高
度集中。”

此外，吳曦在訪問中亦提到了主帥李鐵對
自己的寄望：“我們對今次世盃外所有對手的進
攻、防守，都會有針對性的部署，教練組也給我
們發了對手每個球隊、每個關鍵人物的視頻，我
們也會去看。李鐵教練相信會把我放在中場中路
的位置，他希望我可以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而
我亦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球隊帶來收
穫。”當談到隊員面對封閉式訓練，會否因而感

到苦悶時，吳曦則透露球員在經歷
過中超比賽後，對這種封閉式環
境已經很熟悉。這次隊伍每個
人的房間內都布置了球員個人
的照片等，乾淨整潔有家的感
覺。

張稀哲大讚武磊狀態佳
另一方面，中場張稀哲亦接受了

媒體訪問，並談到了在西班牙球隊愛
斯賓奴踢罷西乙回歸的武磊，以及
歸化球員艾克森和阿蘭：“國足在
一起作戰時間比較長，現在武磊也
回來了，他的狀態很好，我們在進
攻上會比以前更強。至於艾克森
和阿蘭，我和他們的配合絕對沒
有問題，大家已經有了很好的默
契，大家都準備好了，很期待對
關島的首場比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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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故事天地

“洁白的仙鹤，请把双翅借我，不

会远走高飞，到理塘转转就回”。这首

仓央嘉措的诗歌，借着四川理塘的当红

明星丁真之口，再度唱响了大江南北。

仓央嘉措羡慕的是哪一种鹤呢？考虑到

诗人出生在西藏南部的达旺地区，一生

在青藏高原度过，那么不难猜出仙鹤的

身份：它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黑颈鹤。

终生在高原生活的鹤

对于黑颈鹤来说，仙气绝对称得上

，就是洁白这个词可能有点消受不起。

黑颈鹤鸟如其名，有着黑色的头颈部，

此外用于飞翔的羽毛也是深黑色，这样

的配色可能有助于他们在寒冷的高原更

好地吸收阳光带来的热量。

我国是鹤类大国，全世界15种鹤里

有9种都能在我国见到，而黑颈鹤是其

中唯一一种在高原生长繁殖的鹤类。不

过，相比于名声在外却难得一见的丹顶

鹤、白鹤，黑颈鹤可能是普通人最容易

见到的鹤。在夏季，无论你是在若尔盖

的花海漫步还是在青海湖边自驾游，都

有可能看到黑颈鹤成双成对的身影，还

有黄绒绒的小鹤在亦步亦趋。冬天来临

，许多黑颈鹤会飞到南方更低海拔的区

域，并且常常集成数十只的大群。贵州

的草海，云南的大山包湿地，西藏的林

芝，都是冬日观赏黑颈鹤的好去处。

在西藏南部林芝地区越冬的黑颈鹤

，大约在三月中旬时踏上北返青海湖的

路程。这段一千公里的迁徙之旅，黑颈

鹤只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来完成。在地

形复杂，气候多变的高原地区，黑颈鹤

能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保持十公里以上的

时速，最多一天就要迁徙数百公里。相

比之下，同样的迁徙路线，黑颈鹤在秋

季时就显得轻松愉快许多：它们会花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在秋季迁徙上，和春季

相比，它们不仅飞得更为悠哉，还会在

更多的地方驻足停留，走更多的弯路。

为什么春季迁徙显得很着急，而秋

季迁徙则悠闲得仿佛是在旅游呢？第一

次踏上迁徙之旅的小鹤，缺乏长距离飞

行的经验，需要父母的指点与帮助，也

需要更多的中途休息来补充能量。相比

之下，春季准备返回的鸟儿都想尽早赶

回繁殖地，从而抢占更优质的区域和资

源，为接下来的繁殖大计做好准备，赢

在起跑线上。不光是黑颈鹤，大多数迁

徙的鸟类中都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对于

有着明确领域性的黑颈鹤而言，这一点

可能非常重要：适宜的生活环境是稀缺

资源，想要占领就要早点出发。

察言观色的黑颈鹤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艰辛的迁徙之路

，关键在于出发之前能吃得饱，吃得好

。冬日的高原湿地一片萧瑟，在野外能

吃到的食物相比草长莺飞的春季来说十

分有限：除了植物块茎，草根和少量的

昆虫鱼类之外，收割后的耕地里残留的

小麦，玉米和马铃薯，就成了许多黑颈

鹤抵御寒冬的重要食物来源。

漫长的岁月里，黑颈鹤逐渐习惯了

与务农的当地人和平相处，甚至能通过

服饰来分辨淡定的当地居民和难以预判

的外来游客。1986年，在拉达克地区的

研究人员苦于无法接近观察黑颈鹤，该

怎么办呢？可能是得到了当地人的指点

，他们换上了藏族的传统服饰，果然黑

颈鹤就不再对他们敬而远之了。

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技能，在其

他鸟类中也有过报道：在广西的海滩上

，研究人员换上了渔民穿的长筒水鞋，

碎花袖套和竹笠帽之后，各种水鸟果然

提高了自己的容忍度，相比穿着冲锋衣

时更容易接近。这大概也是它们和人类

长期共存后，逐渐掌握的生存智慧。

鹤类的生存危机

有意思的是，农业改变了黑颈鹤的食

谱，畜牧业也给黑颈鹤提供了意想不到的

食堂。草原上的牦牛生产了大量的粪便，

这些热气腾腾的营养物质吸引来了产卵的

苍蝇、找食吃的屎壳郎，成为了草场上昆

虫的热点活动区域。相比于没有牦牛，草

长得茂盛的草地，黑颈鹤会更青睐被牦牛

啃过的，参差不平的草地。低矮的草能让

黑颈鹤方便地找到藏匿的昆虫，牲畜的粪

便更是寻找高营养的昆虫幼虫的好去处。

当你看到黑颈鹤在啄一坨牛粪时，请不要

惊讶——它只是想吃点嘎嘣脆的。

既然如此，那么更大面积的耕地，

更多的放牧是不是更利于黑颈鹤生存呢

？不断扩张的耕地和牧场会挤占湿地的

空间，对于成长期的小鹤来说，动物蛋

白的营养也要比粮食作物更高，能更好

地保证它们的生长。适度的放牧可能会

带给黑颈鹤更多的食物来源，但是过度

的放牧很可能会改变草地的生态平衡。

在青海的年保玉则参与野外工作时，我

听到了一句俗语：“Chongchong飞走，

湿地干掉”。“chongchong (音)”是黑

颈鹤的藏语名字，黑颈鹤的动态反映了

高原湿地的变化。随着湿地枯竭，依赖

这种环境的黑颈鹤数量也会越来越少。

对于在东亚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的鹤

来说，黑颈鹤的命运还相对让人放心一些

。于我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繁殖的白鹤、白

头鹤和白枕鹤，在长江中下游的越冬地被

不断地压缩；丹顶鹤贵为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却被无故圈养，成了笼中囚徒；赤颈

鹤更是从云南西南部消失，在国内野外灭

绝。黑颈鹤和簔羽鹤靠着其相对偏远的生

存区域，仍然保留有较好的继续生存的机

会。希望有一天，这些仙鹤能和大熊猫一

样，早日摘掉濒危的帽子，让它们高亢的

鸣声继续在荒野中回响。

黑颈鹤有多聪明？它能“看人下菜碟”

尼
泊
尔
寺
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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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蓉是从北方小城来上海打工 的

漂亮姑娘，现在浦东一家酒店当前台

服务员。她每月拿着四千块的工资，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休息的时候，她就和男朋友阿超

一起出去。因为口袋里没钱的时候居

多，所以两人大部分时间都是手挽手

地在街上轧马路，日子过得倒也简单

舒服。

可是赵力的出现就好比在平静的

湖水中扔下了一颗大石子，蓉蓉二十

岁的心湖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这个赵力是今天来酒店消费的客人

，他在前台签单的时候对蓉蓉大见钟情

，竭力邀请她晚上一起共进晚餐。

蓉蓉斜靠在员工宿舍的木床上很

犹豫，到底要不要答应赵力齐的约会

呢?赵力走的时候说要是她不来，他就

一直等下去。

“我打听过了，赵力是酒店的高

级会员，绝对的钻石王老五。你还犹

豫个什么劲儿，我要是你呀肯定……

”对床的阿文羡慕地看着蓉蓉说个不

停。

蓉蓉想着在首饰店打工的男友阿

超，然后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忘掉赵力

的潇洒模样。可越是这样，赵力的影

子就越清晰。

九点的时候，蓉蓉忍不住穿好衣

服来到了酒店的餐厅，没想到赵力还

真说话算话地等在那里。

“赵先生，你还没走啊?”蓉蓉又

惊又喜。

“没等到想等的人自然不能走。

”赵力绅士地为蓉蓉拉开了椅子。

接下来的晚餐丰盛得让蓉蓉眼花

缭乱，她虽然在这里干了有一年多，

可是从来没有能在餐厅吃过一顿饭。

嚼着鲜美的澳洲龙虾，看着上海

的夜景，蓉蓉心里给赵力加了不少分

。

接下来的日子，赵力的邀请愈加

频繁，“攻势”更加猛烈。在玫瑰和

巧克力的“夹攻”下，蓉蓉这个小城

姑娘的芳心彻底被赵力俘获了。

蓉蓉不是一个脚踏两条船的人，

她决定和阿超分手。

晚上，蓉蓉来到了阿超工作的首

饰店。阿超看到蓉蓉来很高兴，又是

倒水又是拿零食，他兴奋地对蓉蓉说:

“我今天是双喜临门，一是顺利通过

成人高考两门必修课，二是终于攒够

了八千块给你买上次看中的那套婚纱

....”

可是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蓉蓉打断

了。

“我们分手吧。”蓉蓉鼓起勇气

说。

“别闹了，我又是哪儿惹你不高

兴了?”阿超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

“我另外有喜欢的人了， 对不起

。”蓉蓉说得很艰难。

“我不会放弃的。”阿超闷闷地

回了一声。

蓉蓉的生日到了 ，那天姐妹们给

她在宿舍里办了一个生日聚会。蓉蓉

分蛋糕的时候，大家纷纷把礼物掏出

来。

就在这个时刻，阿超出人意料地

来了。阿超把手心里的一个小盒子递

给蓉蓉说:“每年都忘了给你买生日礼

物，今年我可没敢忘。”说着，毫不

示弱地看了一旁的赵力一眼。蓉蓉打

开盒子，里面是一枚细细的戒指。

蓉蓉记得第一次在阿超的首饰店

里看见这枚戒指的时候她嚷着要，可

当时的阿超摇头说太贵了。

还没等蓉蓉回过神来，赵力也递

给她一只盒子，打开一看，里面竟然

是一枚蓝宝石戒指。

赵力替蓉蓉戴在了手上，蓝蓝的

宝石衬得蓉蓉的手白皙粉嫩，更加好

看。“我的天啊，太美了。”阿文尖

叫着。阿超穿好外套，在赵力鄙视的

目光里推开门走了出去。

可是没多久，蓉蓉发现赵力对自

已不如刚开始那么好了，甚至有意无

意地躲着自己。她打赵力的手机总是

关机，打公司电话，秘书每次都说他

在开会。

蓉蓉把自己的烦恼和阿文说了，

阿文给她出了个主意:“你就搞个突然

袭击，去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东西。

”

蓉蓉第一次在没有给赵力打电话

的情况下就到了他的公司，下班的时

候，她看见赵力挽着一个漂亮的女同

事一起上了他那辆白色的小轿车。

蓉蓉试着给他拨了一个电话，那

头的赵力说:“蓉蓉啊，我要加班，正

开着会呢，晚饭你自己吃吧。”

挂了电话，蓉蓉的眼泪就下来了。

刚回到宿舍，蓉蓉的眼泪还没干

，老家的电话来了。原来是她爸爸的

肾结石需要开刀，家里一时凑不出这

么多钱，家里让蓉蓉想想办法。蓉蓉

平时没有存钱的习惯，姐妹们的积蓄

又都有自己的用场，她实在是找不到

人借。想来想去，她决定把手上的蓝

宝石戒指给卖掉。一来她对赵力已经

彻底失望了,二来也可以救了家里的急

。可是怎么个卖法呢?蓉蓉觉得自己对

首饰完全是一窍不通，被人坑了也不

知道。

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去找了阿超

，毕竟阿超不会对她耍心眼。

阿超听完蓉蓉的话，握紧拳头骂

了一句:“王八蛋，太欺负人了。”

蓉蓉摇摇头说:“算了，我现在也

顾不了别的，就想快点把戒指卖了好

给爸爸治病。你懂首饰，替我估个价

吧。”

阿超从抽屉里拿出了专用的镊子

和眼镜，调好了光线后开始验看。

突然，阿超手上的镊子打了个滑

，戒指掉在了柜台上。

“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蓉蓉问。

“没有，手出汗了。”阿超把工

具收起来。

“你觉得能卖什么价钱?一万块钱

应该不成问题吧。”蓉蓉急切地想知

道。

“这.....不好说，要按照市价。”

阿超回答道。

“那你倒是说个价呀。”

“现在宝石卖不出什么好价钱，我

让老板给个优惠价，不过我看最多也就

八千。” 阿超用行家的口吻说道。

“行，那你就看着办吧。尽快让

你老板把钱给我吧，我赶着回家看爸

爸。”蓉蓉嘱咐道。

晚上蓉蓉正收拾行李的时候，阿

超就带着钱来了。

蓉蓉打开包数了数，整整八千，

分毫不差。蓉蓉惊讶地说:“怎么这么

快?”

阿超笑着说:“老板听说你有急用

就把店里的现金凑了给你。”

送蓉蓉上火车的时候，阿超千叮

万嘱，蓉蓉笑他好像要把一辈子的话

都说完似的。

火车开动的时候，阿超追着火车

跑了好长一段路。蓉蓉心想这次回来

一定要好好谢谢他。

蓉蓉从老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

个月后了，她到首饰店找阿超，可是

阿超不在。

正在蓉蓉奇怪的当口，老板走了

进来。“上次戒指的事真是谢谢你了

。”蓉蓉向老板道谢。

“什么戒指”?老板一头雾水。

“就是你花八千块收下的那枚戒指呀

。”蓉蓉提醒他。

“哦，你是说那个蓝宝石的?”老

板皱了皱眉头。

“是啊，就是那个。”蓉蓉说。

“那个是假的，虽然仿得很好，

一眼看不出来是假的，但经过专业检

验还是能看出来。根本不值钱。”老

板解释道。

“那你给我的八千块钱是怎么回

事?”蓉蓉傻了。

“我没有给过你钱。阿超从来没

有和我提过收购戒指的事情。我看他

一直在琢磨一个蓝宝石戒指就拿来看

了看。他说买个假的回家给妹妹玩的

。”老板回忆着说。

原来阿超知道要是把实情告诉蓉

蓉，那一定会伤了她的自尊心，好强

的蓉蓉也一定不会接受他的钱。

蓉蓉忽然想起了她去找阿超的那

一晚，那时阿超兴奋地告诉她自己有

了八千元的积蓄给她买婚纱。

“阿超去哪里了?”蓉蓉拉着老板

问。

“他走了。”老板说，“他走的时

候说如果你来找他就把这封信给你。”

蓉蓉打开信，信上是阿超隽永的

字体:

小蓉，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刚

开始我确实恨过你，不过后来我想通

了，这一年来变的不只是你，还有我

。在这个国际大都市里，我们开始追

求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都市

生活，但这并不是错。我走了，并不

是离开这个城市，而是去努力实现人

生的目标。也许我再回来的那一刻就

有足够的能力呵护你了。保重。

信里还夹着那枚蓉蓉曾经那么喜欢的

蓝宝石戒指，蓉蓉拿起戒指扔在了垃

圾桶里。她戴上了那枚细细的银戒指

，等着阿超回来。

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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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來集講壇

華人公民教育論壇華人公民教育論壇((系列二系列二))
題目：亞裔成為美國主流成

員
時間：5月30日（日）
美西時間下午4：00-6：00
美東時間晚上7：00-9：00
主持人：舊金山 KGO-TV 的

ABC7新聞記者David Louie主持
。

嘉賓：
1， 聯 邦 法 官 Judge Troy L.

Nunley法官。
2，第六代亞裔美國人張偉明

,Generations LLC 總裁 Raymond

Chong。
3，第一代亞裔美國人連培德

教授，聖塔巴巴拉加大分校政
治學教授。

4，第二代亞裔美國人陳文心
，美國北極星組織行政總裁
Catherine Chen。

內容：
“公民教育論壇”首期講座

取得較好的社區反饋之後，本
期就“亞裔美國人歷史、領導
力和參政”，邀請四位嘉賓與
我們分享他們的視角。這四位

嘉賓包含分別為第一代、第二
代、第六代的三位華人和一位
非裔聯邦法官。嘉賓對話時間1
小時，然後有1小時問答時間，
歡迎關註華人政治地位和影響
力的廣大網友積極參與這一次
難得的華人不同代際、華人與
其他族裔的交流。

Eventbrite報名鏈接：
https://www.eventbrite.com/

e/asian-american-histo-
ry-leadership-and-politi-

cal-participation-tick-
ets-154905086283

網絡直播：
https://zoom.us/j/

91531341881?pwd=NVBO-
aG1ub01wYWt1MGloZWtuTFEr-
dz09

ID： 915 3134 1881
密碼：2021

聯 系 方 式 ： www.uscivicfo-
rum.org; uscivicforum@gmail.
com

為着名房地產經紀李春甫先生為着名房地產經紀李春甫先生。。

著名房地產經紀李春甫先生著名房地產經紀李春甫先生
專攻民用房屋買賣租賃及管理專攻民用房屋買賣租賃及管理

（本報記者秦鴻鈞 ）買賣房地產，找
對的房地產經紀很重要，不僅能讓您省時
間、省錢，還可省卻買賣地產後貸款 ，過
戶等一系列繁瑣的事宜。地產經紀李春甫
，英文名Paul Li ,來美生活已20多年，為
人誠懇，做事認真負責，是一位深具愛心
、耐心，對生活充滿熱愛的一個人，從事

房地產銷售已五年以上,成功的幫助了許多
境外人士，本地人及外州客戶以優惠價格
買到心儀的房子, 不但實現個人居住的夢
想，也幫境外及外州人士獲取地產投資的
實際利益！

如他幫助境外許女士購票Spring地區
一套住房（見圖 ），27w 新房，全A 學
區，並一手管理次房，以2300的租金出
租次房，讓客戶真正省錢省心，實現資產
增長。

又如他成功的幫助外州客戶林先生夫
婦購入Bridgland 小區住房一套，（見圖
）是客戶不在本的情況下遠程看房，幫助
客戶協調過戶手續，做到客戶搬到休士頓
當天，即可立即過戶，當天入住。

又他幫助本地客戶周先生從賣方（公
司 ），性價比高，23.5w ,三車位2300餘
呎，新區好學校，迄今房價也是漲了不少
。

李春甫房產經紀，是一位深具誠信、
耐心、經驗豐富的好經紀，他又精通英語
，普通話，廣東話，對任何客戶皆無語言
障礙。且資源豐富，以人為本，所有皆以
顧客至上，服務迅速周到。且在購買的全
程，可協助貸款，過戶。並專攻民用房屋
買賣、租賃及房屋管理。

買房、賣房。請隨時致電房產經紀李
春甫先生：832-684-6419，您的滿意，
將是李春甫團隊不懈的追求 ！

【佛光山開山的故事 - 心定和
尚】

5/30(日) 北美時間
美西 PDT：4:30 PM
美中 CDT：6:30 PM
美東 EDT：7:30 PM

Youtube: BLIA國際佛光會

https://youtube.com/c/bliawhq

Zoom:
ID：823 8717 7352
Passcode：2021
https://us02web.zoom.us/j/
82387177352?pwd=
Tm0wN1JmNkp0MjZBUnZ0eDc-
wcG0wZ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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