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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快800瓦多重充電(從10%到
80%只需18分鐘)

• 對外充電(V2L)功能可利用 IO-
NIQ 5來為小型電器甚至其他電動車充
電

• 行駛距離高達三百哩
• IONIQ 5 的車主將可在 Electrify

America在全國持續擴展的充電站無限
制充電(每次充電三十分鐘)

• IONIQ 5是現代全新IONIQ電動
車系列中的第一款車型

北美現代汽車隆重揭幕全新 IONIQ
5電動跨界休旅車。IONIQ 5的設計受到
現代汽車 「45」 概念車的啟發，行駛距
離高達三百哩，並備有級矩內最佳的充
電功能，從10%到80%只需18分鐘。IO-
NIQ 5搭載現代汽車獨有的電動全球模
塊化平台(E-GMP)，可提供更大的內部
空間以及優化的性能。IONIQ 5是現代
汽車集團在2025年之前推出23款電池
電動汽車(BEV)並在全球銷售一百萬台
BEV計畫中的一部分。IONIQ 5將於今年
秋季開始銷售，並將為買家提供預訂計
畫與特殊優惠。

北美現代汽車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José Muñoz表示： 「IONIQ 5將會把現
代汽車品牌帶給全新的消費者。一旦坐
在方向盤前，他們就會被行駛距離、動
力、舒適度、內部空間，以及先進科技
所震驚。擁有一台 IONIQ 5將會是一個
只有IONIQ品牌才能提供的全新體驗與
生活方式。」

時尚洗鍊的設計連接了過去、現在

，與未來
IONIQ 5的漸進式設計代表了對過

去規範的背離，探索了專用BEV平台所
提供的嶄新設計自由。IONIQ 5的設計
語言靈感來自在2019年德國國際車展上
亮相的 「45」 概念電動車。IONIQ 5捕
捉了許多概念車的特徵與細節。

適合每位客戶的電動馬達與電池配
置

IONIQ 5提供了一系列的驅動馬達
，以滿足每位客戶的需求。客戶可以將
77.4kWh的電池組與兩種電動馬達佈局
搭配組合，可以僅使用後方馬達或是前
後馬達同時使用。頂配的雙馬達配置為
全輪驅動(AWD)，可產生320匹馬力(前
方馬達74kW + 後方馬達 165kW)和 446
ft.-lbs的扭力。具有這個配置的IONIQ 5
可在不到五秒的時間內從 0 加速到
60MPH。只帶有後方馬達的的配置則可
提供225匹馬力(168kw)、58 ft.-lbs的扭
力，以及兩輪驅動。

配備單一馬達(兩輪驅動)時，IONIQ
5 充電一次之後的最大行駛距離高達
300哩。雙馬達四輪驅動的SE與SEL車
款的行駛距離則高達269哩。頂級Lim-
ited 全輪驅動車款的行駛距離則高達
244 哩。所有配置的最高時速皆為
115MPH，並可拖曳容量高達一千五百磅
的拖車。

快速充電
IONIQ 5 的 E-GMP 可以支持 400-V

和800-V的充電設備。800-V充電能力
為E-GMP的標準配備，並無須額外的組
件或適配器即可支持400-V充電。多重
充電系統是世界首創的專利科技，可通
過操作馬達和逆變器將 400V 升壓至
800V，以實現穩定的充電兼容性。

藉由350kW的充電器，IONIQ 5可
在18分鐘內從10%充電到80%。如果車
主只有五分鐘的時間，IONIQ 5可使用
350kW的快速充電器恢復約68哩的行
駛距離。標準的10.9kW車載充電器則是
使用二級充電，可在六小時43分鐘內充
滿電。

兩年無限制充電
近期，北美現代汽車與 Electrify

America合作，在全新的Electrify Ameri-
ca的APP中為2021 Kona Electric和IONIQ
插電式轎車的車主提供250kWh的直流
快速充電服務。Electrify America在全國
設立了六百多個充電站，提供方便快速
的充電，讓車主能充份享受駕駛他們的
電動車。為了支持我們 IONIQ 5的客戶
，北美現代汽車將持續與Electrify Amer-
ica合作，讓車主在購車日起兩年內無限
制地在充電站充電，每次充電時間三十
分鐘。Electrify America計畫在2021年底
設立大約八百個充電站，配備超過三千
五百個超快速充電器。北美現代汽車將
在 IONIQ 5秋季上市銷售時提供更多有
關充電計畫的詳情。

對外充電功能(V2L)

IONIQ 5還提供了創新的對外充電
V2L功能，可讓客戶自由使用任何電動
設備或是為其充電，像是電動自行車與
露營設備，猶如一台帶有車輪的充電器
。V2L甚至還可以用來為標準電動車充
電。這個功能非常適合在各種情況場合(
像是停電、戶外派對、露營等)為必需用
品供電(使用標準 120 伏特插座提供
1.9kW的最大功率)。V2L功能是藉由可
選的附件適配器啟動，適配器是插在
IONIQ 5外部的充電端口。除了外部電
源插座外，Limited配置的 IONIQ 5後排
座椅下方還有第二個插座，能為筆記型
電腦、手機，和其他設備充電。

靈活可定制的智能室內設計
IONIQ 5車內最顯著的特點是可以

前後滑動5.5吋的Universal Island中控
台。這個可移動的中控台，加上平坦的
車內地板以及位於方向盤後方的換檔選
擇器能讓駕駛人在狹窄的停車位從兩側
自由進出車輛。

第一和第二排的乘客可以享用Uni-
versal Island的杯架、15瓦無線電話充
電器，以及USB插座。這個中控台足夠
容納一個大型手提包。

線控換檔選擇器易於使用。駕駛人
只需將其向前旋轉即可向前行駛，向後
旋轉就能倒車。停車的話則只需按一個
按鈕。換檔選擇器經過人體工學研究，
讓駕駛人更輕鬆地駕馭車輛。隱藏式的
環境照明則讓車內氛圍更加舒適。

創新的連結功能
IONIQ 5無縫融合了先進科技，以

增強客戶的數位體驗。寬大且可配置的

雙駕駛艙配備了12吋全觸控式信息娛樂
屏幕以及無罩的12吋數位儀表盤，可根
據客戶需求客制。

IONIQ 5的信息娛樂系統可以根據
當前充電狀態，提供實際行駛路線地圖
更新。系統的車輛連結服務還有助於搜
索和規劃包含沿路充電站的最佳路線。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在
IONIQ 5的寬屏幕上所有功能一覽無遺
。此外，IONIQ 5還提供了藍牙多連結
服務，可以同時配對兩台設備。IONIQ 5
的導航系統附帶三年的Bluelink®信息娛
樂/地圖更新。

SmartSence先進駕駛人輔助系統確
保頂級安全性與便利性

IONIQ 5 還配備了更高級的現代
SmartSense，即為先進的駕駛人輔助系
統，以確保最高水平的道路安全性與便
利性。IONIQ 5是現代第一款提供公路
駕駛輔助系統2(HDA2)的車型。其他輔
助系統包含智能巡航、前方避免碰撞輔
助(FCA)、盲點避免碰撞輔助(BCA)、智能
速限輔助(ISLA)、駕駛人注意力警示
(DAW)、遠光燈輔助(HBA)、安全離車輔
助(SEA)、遠程智能停車輔助(RSPA)等。

IONIQ：未完待續，敬請期待
IONIQ 5是現代汽車專門電動車系

列中的第一款車，它的上市讓現代汽車
更接近致力於打造環保車輛的目標。繼
推出 IONIQ 5之後，現代汽車將擴大其
電動車產品，推出中型電動轎車IONIQ
6，以及大型電動休旅車IONIQ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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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現代汽車華人粉絲俱樂部Face-
book

###

全新現代全新現代IONIQIONIQ 55 電動休旅車隆重登場電動休旅車隆重登場

(本報休斯頓訊) 今年美南國建
會年度會議中，將主辦一場難得的
線上健康講座，由三位名醫跨海輪
流上陣，邀請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上
網，共享一埸難得的好康健康視訊
會議。

此次健康講座，特別邀請了三
位醫生，包括台灣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李光申副院長、插管防疫箱
發明人賴賢勇醫師、以及矽谷執業
中醫黃成志醫師，內容非常精彩。

講座於美中時間6/12（星期六
）晚上 7:30 舉行，在美南國建會
Health Session 演講中，講座主題如
下: Covid-19 後遺症的中醫治療(黃
成志醫師)、插管防疫箱設計在防疫
作戰中的貢獻(賴賢勇醫師)、Cell

Therapy for Osteoarthritis of Knee(膝
關節骨關節炎的細胞療法，李光申
醫師)。

會議時間總長約在3小時左右
，由三位跨海輪流主講，並開放問
答。歡迎有興趣的民眾把握機會參
加。

＊報名連結註冊網址：
https://www.acap-usa.
org/06-12-2021-health

＊使用手機，請下載會議
用GoToWebinar 的App

美南國建會年度會議線上健康講座美南國建會年度會議線上健康講座
三位名醫跨海輪流上陣三位名醫跨海輪流上陣 精彩可期精彩可期

報稅即將截止報稅即將截止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提供傑出服務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提供傑出服務
客戶遍及全美客戶遍及全美 擁有行業內最頂尖的專家擁有行業內最頂尖的專家

(本報休斯頓報導) 今年德州居民提交報稅資料
的截止日期為6月15日，這是因為在二月時德州遭
遇百年一見的雪災，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宣布德州人可以延期兩個月交稅，然而，
時間過得很快，報稅即將截止了，還沒有報稅的民
眾與老闆們都要加緊行動啦。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Capital Partners Accounting)
提供出色的會計、稅務、財務盈利能力、業務策略
解決方案和諮詢服務，客戶遍及全美。公司以客戶
為中心，擁有行業內最專業的專家，陣容極為堅強
。公司致力於與客戶建立可信賴的長期關係，服務
讓客戶滿意而肯定。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的認證會計師不斷獲得行業相關
的最新知識，並通過新的認證，以確保團隊掌握會
計領域的所有最新信息，包括法律、規定和技術的
最新資訊。

幫助客戶做稅務籌劃(tax planning)，讓客戶免
於擔心，我們深入了解客戶的業務目標，讓稅務籌
劃需求都掌握在專家手中，請放心交給我們!

專業服務:包括公司成立、會計簿計、薪資申報
、財務報告、稅局審計、各類保險。

報稅服務:公司報稅、合夥報稅、個人報稅 海
外報稅、非營利報稅、電子報稅。

投資計畫:EB-5投資移民、退休計劃、遺產規
劃、醫療保險。

以上所有稅務難題，永鴻注冊會計師樓的會計
師都會精心為您處理，通過與永鴻合作，您將與真
正為您取得長期成功而投入的專業人士一起工作，
並且能夠保護您的企業資產、減少債務，並在未來

的業務中蓬勃發展。
隨著疫情逐漸減緩，休斯頓的經濟逐漸復甦，

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公司，在面臨困難與考驗的時候
，若是能找到專業的會計師協助，可提供理性客觀
、以及切合實際的有用建議，並提出許多業主可能
尚未考慮到的問題，使業主能掌握核心關鍵。目前
正值報稅季節，加上之前新冠疫情對公司行號的影
響，如果能找到好的會計師，定能幫助企業克服困
難，處理危機，同時節省許多稅金。

永 鴻 注 冊 會 計 師 樓 電 話: 832-559-2999。
E-mail: info@partnerbooks.com。 休 士 頓 辦 公 室:
9788 Clarewood Dr.,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36(
請事先預約)。紐約法拉盛辦公室:136-56 39th
Ave., Suite 410, Flushing, NY 11354。紐約布魯克林
辦 公 室:812 60th Street, Room 7FL Brooklyn, NY
11220

網站www.partner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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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炎炎夏天即將到來，各項沁涼消暑水上
活動也吸引了人潮參與。今年 8 月 14 日

Magnolia Garden Park將會舉行一場水上電
影之夜活動，當晚將會在水面上的40英呎大

螢幕播放熱門電影 「鋸齒鯊」 （The Meg）
，並配有立體環繞音響，讓民眾有身歷其境
的水上觀影體驗。

民眾可以攜帶游泳圈、立槳、獨木舟一
同戲水，但觀影時主辦方呼籲所有人都應該
坐在游泳圈上，以保障安全，如果沒有泳圈
也可以現場租借。

除此之外，現場也會有食物餐車，小遊
戲，是非常適合呼朋引伴、或是闔家參與的
獨特水上活動。如果有14歲以下孩童， 需要
有成人陪伴，若事12歲以下者還需要穿戴救

生衣。
此次活動採售票形式，每人19.99元，購

票日期即將於近期公布，詳情請見主辦方臉
書社團 「Movie On The Water - Houston」
。

圖 片 來 源 ： Movie On The Water -
Houston 臉書社團

德州一名El paso的天
兵媽媽 Casey Garcia，為
了測試女兒學校的保安系統
是否真的安全，竟然以身試
法，將自己扮成小女生試圖
闖關，隨後被相關單位逮捕
。

Garcia 先是穿著黃色
帽T、戴黑口罩和大鏡框潛
入女兒學校位於San Eliz-
ario 的 Garcia Enriquez 中
學，並將全程拍下來上傳到
Youtube。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Garcia 先是在校內餐廳用

餐後，甚至還去上了幾堂課
，一直到某一堂課的教師發
現他不是校內學生，她才去
向校長自首。

隨後 Garcia 遭到警方
拘留了一天，被釋放後她還
向學校喊話，指出她對學校
安全性的疑慮仍然存在。
San Elizario獨立學區總監
Jeannie Meza-Chavez 本
月3日也發表聲明指出，雖
然這名家長違反安全，但校
方向她保證，目前學校正在
評估各項安全措施。

德州媽媽以身試法德州媽媽以身試法，，扮小女生闖女兒校被捕扮小女生闖女兒校被捕

夏天來了夏天來了！！休士頓休士頓 「「水上電影院水上電影院」」
今夏即將開張今夏即將開張

侨 乡 广 东

广东社会各界迅速行动，奋战抗击疫情第一线
时隔 270 多天，广东再次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迅速引

起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警觉和重视。全社会上下同心、闻令而动，

广州、深圳、佛山等地迅速行动，从医护人员到公安民警，从社区

工作者到各地志愿者，各司其职、尽其所能，连日奋战在抗击疫情

第一线。

不畏炎热酷暑，不惧倾盆大雨，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把疫情

控制住，把健康守护好。

自觉担当 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

病毒已经改头换面——感染者中已检测的基因测序结果高度同

源，均为传播速度极快的变异株。在不到 10 天的时间，已经出现

五代传播个案，传播速度之快、代际传播时间之短，是此前未曾遇

到过的。

对手跑得快，我们必须比它跑得更快；防线要筑牢，全员都得

快速行动起来。

筑牢防线，需要果敢且有力的措施。

核酸检测是发现病毒、精准防控的有力武器。为了切断病毒传

播途径，广东迅速启动大规模核酸检测：白天检测不完，就连夜进行；

只检测重点人员不够，就全员检测；检测一轮不够，就紧接着再来

第二轮。就这样，不断扩大排查范围，持续升级防控措施。

核酸检测排查、流行病学调查、重点场所管控、每日新闻发

布……从排查发现疑似病例之后，这样的工作已经成为常态。重点

区域封闭管理，校外培训紧急叫停，离穗出粤严格控制……只要对

阻断传播链、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有效的措施，果断执行，绝不含糊。

当前疫情防控压力较大的广州，为减少人员聚集可能带来的传播风

险，已暂停疫苗的社会接种，但广东其他地区仍在积极有序推进疫

苗接种工作，体现出的正是科学分类、精准施策的有效做法。

筑牢防线，需要主动且担当的自觉。

五六月间的广东已进入酷暑时节，又恰遇“龙舟水”，常常是

上午烈日当头，下午却大雨突降。即便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各地

的核酸检测工作现场，仍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广州荔湾区白鹤洞街、番禺区南浦岛上，在佛山南海桂城街

道广场，在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核酸采样点前排起了长龙。白天，

群众打着遮阳伞，耐心等待取样；夜间，街巷灯火通明，排队依然

有序；遇上大雨，还能淡定地保持“广式队形”不变，按计划完成

核酸检测。每个人主动配合、自护自爱，就是对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硬仗最大的支持。

筑牢防线，需要信任与关爱的加持。

在广州荔湾区岭南街，看见全身被汗水湿透的工作人员，有热

心市民捐赠了饮用水，没有留下姓名，外卖单上这样备注：“不要

打我电话，直接送到中心台给医护人员！”在佛山禅城南庄镇绿岛

广场核酸检测点，连夜工作了 10 个小时的医护人员，一大早便收

到了热乎乎的爱心早餐，“牛肉粉、肠粉、南瓜饼，自己挑。你们

辛苦了！”送餐过来的群众这样说。

就在 6 月 1 日晚，位于中风险地区的佛山市南海区华福御水岸

小区里，灯光闪烁，人声鼎沸，人们自发站在阳台，挥舞着手机电

筒大声高唱《听我说谢谢你》，歌声一浪接着一浪。疫情无情，人

间有爱。

帮人帮己 合力阻击共同敌人

“我马上到！”

“通宵也可以。”

“只要有需要，我会一直在。”

……

疫情警报再度拉响。5 月 28 日，一则志愿者招募令在微信群里

发出，“我要报名”的响应此起彼伏，“让我来做”的承诺坚决笃定。

感动如潮水在网络上蔓延，“广州志愿者群聊记录看哭了”还冲上

了热搜话题。

跨越白昼与黑夜，不惧烈日和暴雨，广东的“红马甲”一直活

跃在“白衣天使”“蓝衣卫士”身边，维持秩序、录入信息、答疑

解惑、搬运物资……用生命守护生命，用爱心守卫家园。

他们闻“疫”而动，主动请战。

“请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拒绝我！”5 月 24 日，广州市海珠区瑞

宝街新开设疫苗接种点志愿服务，头发花白的琼姨迅速报名上岗。

看到她汗流浃背，工作人员劝她休息一下。琼姨不假思索婉拒：“还

有很多人排队呢？没关系，不要看我年纪大，只要我做志愿服务就

不感觉到累。”年轻人也“不甘落后”，得知荔湾区龙津街需要志

愿者，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陈同学、王同学一下课就赶到当地加入

服务。

他们冲锋在前，忘我投入。

在各大服务点，很多志愿者的喉咙都沙哑了，但依然在细心指

引。深圳盐田，和美志愿者服务队的黄远雄忙前忙后，甚至都忘记

了吃饭。佛山南海的志愿者陈灿宏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顶着火

辣的阳光，踩着三轮车，为隔离小区的居民送去青菜、大米、鸡蛋

等生活物资，乐此不疲。

他们同声同气，温暖彼此。

“上个月我在这里接种疫苗，志愿者的服务让我很感动。我也

住在宝安，希望这次抗疫能为大家服务。”深圳的外籍志愿者 Paul 说。

这几天广州市越秀区平安志愿者王莉萍连续熬夜，但街坊们的连声

“谢谢”就足以化解她的疲劳。从 5 月 21 日至 5 月 30 日，广东各

地已有超过 6 万名（次）志愿者挺在防控一线。几乎无处不在的“红

马甲”，手牵着手汇聚成一道道亮光，驱散疫情的阴霾。正如“广

州街坊”志愿者、今年 62 岁的陈叔所言：“众志成城，一定可以

战胜疫情！”

因为命运与共，所以感同身受；因为信任理解，所以处处有爱。

在广州生活了 40 年的本土漫画师、插画师刘志泉目睹了医护人员

模糊了镜片、打湿了口罩、浸透了防护服的一幕幕，深受感动与震撼，

创作了羊城“白甲军”出战的漫画发表在微博上，致敬奋战在一线

的医护人员，也为所生活的城市加油打气。

上下同心 各显神通守家园

一边是大规模检测排查，另一边，生活物资供应企业、防疫物

资生产企业，也开足马力，力保供应。

保供应，稳物价。广东各大商贸企业响应号召，夜以继日保障

城市生活必需品供应。

广州商控集团搭建起 5 台移动零售车、2 个服务点的供应矩阵，

让“移动超市”进驻社区，将生活物资送到居民家门口；盒马鲜生

召集全公司员工及“小马哥”全天候在岗，保障门店正常运营及物

流配送运力充足；本来生活网推出应急生态蔬菜保供包，下单后 24

小时发货，全程冷链，无接触配送，努力保障市民足不出户就有新

鲜蔬菜上桌。

严把关，备足货。各类防疫物资源源不断地出产、上架、送达

终端。

香雪制药的生产车间 24 小时不停运转，确保口罩、防护服、

护目镜防疫物资不缺货、不断货；在立白集团生产基地，产品原材

料储备、供应充足，消毒液的生产能力达 70 吨 / 天，能够很好地满

足市场需求；健民医药店，口罩出入库的量比平时增加了 19.5 倍，

公司储运部还组建了党员突击队，严把口罩质量关，及时把防疫物

资送到一线。提效率，靠科技。为了和病毒拼速度，科技创新的力

量也被应用上场。

6 月 1 日，金域医学推出的首个“猎鹰号”气膜方舱实验室正

式投入使用。移动方舱实验室“随到随检、即采即检”，可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收样检测，提高核酸检测效率。金域医学副总裁李慧源

说，随着气膜方舱实验室、集装箱实验室等与总部实验室结合，接

下来若按照 5 混 1 的形式，核酸检测产能有望达日均 130 万人份。

广州实验室的“猎鹰号”移动 P2+ 核酸检测车已前来支援，这

是基于格力全国首台移动 P2+ 核酸检测车研究成果的衍生产品。“科

学技术是战胜疫情的关键力量。”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说。

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大力弘

扬伟大抗疫精神，广东一定能守好中国“南大门”，打好打赢这场

硬仗！

（洪奕宜 胡良光 昌道励 吴晓娴）

6 月 1 日，广东首个“猎鹰号”气膜方舱实验室正
式投入使用。彭琳 昌道励 摄

广州一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为市民做核酸检测。
符超军 摄

近日，身在美国的香港同胞余先生委托律师向江门恩平市人民

法院提交跨境立案申请。立案庭法官线上视频见证并确认了余先生

的身份信息和委托书，用时仅 3 分 59 秒就为余先生成功办理了跨

境立案。

余先生和朋友聂某相识于荷属圣马丁，2017 年聂某回到恩平市

做生意，分四次向余先生借款 310 万，借款到期后却未按约定归还。

余先生想提起民事诉讼，但受疫情防控影响，办理进出境手续耗时

耗力，让他一筹莫展。

根据中国最高法院《关于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

的若干规定》和恩平法院《跨境网上立案操作指南》，恩平法院立

案法官向余先生详细介绍了跨境立案的具体流程、步骤、当事人所

需提供的材料等事项，指导他注册“广东移动微法院”小程序，完

成身份认证和诉讼委托等流程。

当天 8 时 30 分，余先生登录“广东移动微法院”小程序并使

用香港居民身份证登录完成身份核验，代理律师向法院提交跨境立

案申请。恩平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立案法官仔细审核余先生的代理律

师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据，认定材料符合规定，予以网上立

案，全程仅用时 3 分 59 秒。

这是恩平法院推出跨境立案服务以来，首例跨境立案。今年来，

恩平法院已受理涉侨案件 24 件，受理各类网上立案 1636 件，审核

通过率 99.16%。

（李霭莹 黄海磊 牟玉春）

江门恩平法院：不到 4 分钟为华侨“云立案”

网上立案现场。受访者供图

5 月 26 日，汕头正大体育馆改造工程通过竣工验收，成为汕

头亚青会 25 个场馆建设项目中首个竣工验收的场馆。亚青会期间，

该馆将进行羽毛球比赛。

建成于 1999 年的汕头正大体育馆，去年 6 月进行全面改造，

包括升级现有体育馆、室外场地，新建综合训练馆及重新规划道

路系统等。

经过改造的体育馆主馆，外立面新增铝板幕墙，场外增设垂

直升降电梯，场内更换木地板，升级通风制冷系统，并设有 3000

多席的观众区。同时，规划设置多个功能用房，满足赛事期间运

动员准备、新闻采访、体育展示、安保运行、电视转播等不同功

能需要。

除了主馆，该工程还新建了综合训练馆。该馆高 6 层，建筑

面积 4700 多平方米，亚青会期间将作为羽毛球比赛的配套热身训

练场地和赛事运营管理中心，日常则作为体育训练场地和各种办

公用房，具备储存器材、运动员宿舍、训练馆、办公用房等功能。

此外，室外场地也升级规划 165 个停车位，设置充电桩，满

足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场馆内的道路系统进行重新规划，

铺设沥青路面。据了解，该馆通过竣工验收后，接下来将进入场

馆测试和赛事准备阶段。

（杨立轩）

汕头亚青会首个比赛场馆竣工验收
运动会期间该馆将进行羽毛球比赛

汕头正大体育馆是首个竣工验收的亚青会场馆。
杨立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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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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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PasadenaPasadena 66月月1515日決選提前投票將於日決選提前投票將於66月月1111日結束日結束
休士頓, Texas州） – Pasadena市議會議員B區

和市議會議員E區決選的提前投票將於的最後一天
是明天，也就是 6 月 11 日星期五。投票站開放時
間為上午 7:00 至晚上 7:00。到目前為止，已有
430 人親自投票，367 人進行了郵遞選票，目前共
計有 797 名選民參與此次選舉。

在提前投票期間，選民可以在縣選務辦公室

或Park View Intermediate學校進行投票。本次選舉
共有14,809人有資格投票。

選舉日是 6 月 15 日星期二，地點開放時間為
上午 7:00 至晚上 7:00。

查找此次選舉的選票樣本和候選人，請訪問
HarrisVotes.com/SampleBallots。

提前投票地點

縣選務辦公室，1001 Preston, 4th Floor, Hous-
ton, Texas 77002

Park View Intermediate 學 校 ， 3003 Dabney
Drive, Pasadena, Texas 77502

選舉日投票地點
Nelda Sullivan Middle School, 1112 Queens

Road, Pasadena, Texas, 77502

Park View Intermediate School, 3003 Dabney
Drive, Pasadena, Texas 77502

有關縣選務部門更多信息，請訪問 Harris-
Votes.com，並在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上
關注@HarrisVotes。

慈濟捐贈臺灣的防疫物資統計慈濟捐贈臺灣的防疫物資統計。。

2021年6月3日／德州休士頓訊
臺灣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

在五月中旬出現新一波的高峰，為了
協助臺灣民眾共渡嚴峻的疫情難關，
慈濟基金會立即啟動防疫暨紓困計畫
，預計首波將投入十億新臺幣（近
3600萬美元）。慈濟美國即日起啟動
【故鄉有災疫，大家來關懷。臺灣加
油！】的募款行動，凝聚美國僑界的
愛心，協助臺灣讓疫情降溫。

本次募款行動已獲善心大德支持
，每一元的善款都將得到等額捐贈，
您捐的每一元，都會倍增為兩元。讓
關懷臺灣的愛心，加倍增長，轉化為
更多的防疫醫療物資與生活必須的紓

困物資，幫助臺灣緩解嚴峻的疫情。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陳濟弘表示

，臺灣這一波疫情爆發，所有在美國
的僑胞都非常關切。去年美國社會也
經歷過疫情高峰，僑界對臺灣民眾所
面臨的情況感同身受，更瞭解只有做
好個人防疫措施、普遍篩檢與大規模
接種疫苗，才能讓新冠肺炎疫情緩解
消弭。慈濟美國期盼僑胞一同伸出援
手，幫助臺灣度過這一波的疫情困境
。

自疫情爆發後，慈濟立即啟動關
懷機制，提供全臺灣各警消、醫療、
縣市政府各類防疫物資，並針對日益
吃緊的醫療負擔，採購500台製氧機

、30台呼吸器、搭建30座篩檢站、
60萬快篩試劑、2萬件防護衣、8萬
只N95口罩、15萬個防疫面罩等醫療
類防疫物資，並感恩聯電公司捐贈
160萬只手套。共計慈濟已在臺灣捐
贈了95萬7千多件的防疫物資。

慈濟志工也已在第一時間把這些
救命的物資，送入全臺各地醫療院及
第一線警消單位；並針對受疫情影響
的2萬5千多戶弱勢家庭，提供提供
急難救助金，及生活所需的 「安心生
活箱」 或 「生活物資卡」 ；弱勢家庭
學生的居家線上學習，更是疫情中的
要項，慈濟已提供5,000台筆記型電
腦及超過4萬個4G分享器，幫助學子
能安心在家學習。

瞭解臺灣民眾急需疫苗，慈濟已
主動與被動接觸多種疫苗取得管道，
包括聯合國14個組織、世界衛生組織
；慈濟美國總會也與輝瑞、莫德納等
藥廠接觸，將視臺灣政策規定與作業
流程，協助取得疫苗。

美國疫情嚴峻時，臺灣愛心物資
不間斷地跨海及時送達，如今臺灣陷
入疫情危機，讓身在遠方的我們同心
共濟，一起守護我們心靈的故鄉。每
一元的捐款都有善心大德加倍做等額
捐款，讓愛心加速倍增，幫助故鄉早
日消弭疫情： https://donate.tzuchi.
us/zh/TWCOVIDrelief

了解更多臺灣慈濟防疫行動：
https://tzuchi.us/zh/TWCOVIDre-
lief-UPDATE

瞭解更多慈濟美國馳援疫情的資
訊 ： tzuchi.us/zh/coronavirus， 或 透
過手機應用程式 「一指積善 （Tzu
Chi Connect）」 ，隨時關注慈濟美國
的動態。

關於慈濟美國
1966年，證嚴法師因不忍眾生受

貧病所苦，發願盡其畢生之力量，救
世濟貧，在臺灣花蓮創辦 「佛教克難
慈濟功德會 」 。證嚴法師鼓勵最初的
成員：三十位家庭主婦，從每天的買
菜錢裡省下臺幣五毛錢，存進竹筒裡
，儲蓄救濟金。慈濟志工依循積小錢

，行大善的 「竹筒歲月 」 精神，超過
半個世紀以來，已幫助全世界124個
國家。

美國慈濟於1989年在南加州成立
，是符合美國稅法501(c)(3)的非營利
慈善組織，至今全美已有65個分支聯
點。慈濟美國和美國人民肩併肩，經
歷多場重大天災與災後重建的急難救
助工作，深耕社區拓展慈善、醫療、
教育、人文四大志業。

進一步了解慈濟美國請見 tzuchi.
us/zh。

【【慈濟美國募款行動慈濟美國募款行動】】
故鄉有災疫故鄉有災疫，，大家來關懷大家來關懷。。臺灣加油臺灣加油！！

慈濟在臺灣防疫期間預期投入的急難救助款分配圖慈濟在臺灣防疫期間預期投入的急難救助款分配圖。。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弗吉尼亞州一位華裔母親在移民
美國之前經曆了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她週二在學校董事會
的一次公開會議上，其對有爭議的種族理論進行了激烈而尖銳的
批評。

這位母親名叫範佛利特茜（Xi Van Fleet音譯），她告訴勞
登縣學校董事會成員（Loudoun County School Board members）
：“我對我們學校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震驚，你現在正在教導、
訓練我們的孩子成為社會主義的戰士，並憎恨我們的國家和我們
的曆史。”

她將被批評者嘲笑為一種“新種族主義”（neo-racism），
並將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 CRT )比作中國的文化
大革命，那是一場由毛澤東領導的清洗運動，從1966年到1976
年造成50 萬至2000 萬人死亡。 （文化大革命期間估計死亡的人
數差異很大，許多細節已經幾十年來一直處於保密狀態。）

範弗利特的兒子於 2015 年從勞登高中畢業，她於週叁晚間
獨家與福克斯新聞分享了她在中國四川省長大的一些經曆。

她說，文化大革命在她6 歲那年就開始了，通過懸掛“大海
報”在走廊上和食堂裏，學生們可以在那裏對任何被認為意識形
態不純的人發表批評，從而立即使學生和老師相互對抗。

範弗利特說：“其中一位女老師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因為她
喜歡穿漂亮的衣服。”“所以學生們攻擊她並向她吐口水。她滿
身是口水……口頭攻擊很快就變成了暴力行為。”

她說，共產主文小分隊會襲擊房屋並摧毀中國過去的文化、
曆史、政府或宗教的任何遺跡。

她說：“所有被認為是‘舊’思想、封建主義的東西、花瓶
、佛像等都被取出並砸碎。”

她接著說：“如果我們聽到有人說任何表明對毛澤東缺乏完
全忠誠的事情，我們被要求檢討。” “有人舉報了他們的父母

，他們的父母最終進了監獄。”
她說她在 26 歲時終於前往美國，在那裏她立即找到以前從

未享受過的自由。
她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如此自由的國家，這意味著我可以

免費獲得各種信息——關於某一問題的正反兩方面的書籍。”
然而，在美國當前的政治和文化氛圍中，她覺得這種自由正

在受到侵蝕。
她說： “對我和很多中國人來說，我們逃離了共產主義，

現在我們在美國又體驗共產主義，這令人心碎。”
在她向學校董事會發表講話時，官員們只給她一分鍾的時間

限制，她將當時在中國看到的情況與她今天在美國看到的情況進
行了直接對比。

她說：“共產主義政權使用同樣的批判理論來分裂人民，唯
一的區別是他們使用階級（Class)而不是種族(Race）。”

她說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目睹了學生和老師“互相反對”，
並看到學校為了“政治正確”而改名。

她繼續說道：“我們被教導要譴責我們的文化遺產，紅衛兵
摧毀了任何非共產主義的東西……雕像、書籍和其它任何東西。
” “我們也被鼓勵相互舉報，就像美國學生平等大使計劃和偏
見報告系統（the Student Equity Ambassador program and the bias
reporting system）一樣。”

她說：“這確實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美國版。” “批判種
族理論的根源在於文化馬克思主義，它不應該在我們學校佔有一
席之地。”

她的演講在勞登以南125 英裏的裏士滿舉行的第二屆弗吉尼
亞大會期間弗吉尼亞人帕特裏克·亨利（Patrick Henry）宣布“給
我自由或給我死亡”246 年之後發表的。

範弗利特週叁在電話中說：“我只是想讓美國人知道，他們

的特權是在美國生活，這只是最大的特權。”“我認為很多人都
沒有理解。他們認為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反對種族主義'聽起
來不錯，但他們基本上是在打破'反對種族主義'的製度。”

近幾個月來，勞登縣學校董事會加大了對包括批判種族理論
在內的左翼政策的支持力度。

為了支持範弗利特的觀點，勞登縣的一群家長和老師被指控
“敲詐勒索”並恐嚇對激進提案提出質疑的保守派家長。

共和黨政治行動委員會（PAC) 弗吉尼亞項目主任大衛·戈登
說，左翼編制了一份“勞登縣的反種族主義父母”在社區中直言
不諱的保守派成員名單，以便跟蹤、攻擊和限制他們——甚至嚇
唬他們進行自我審查。

本週早些時候，一名法官命令學區恢複被停職的小學體育教
師拜倫·克羅斯的職位，此前他因在上個月關於新跨性別政策的
聽證會的公眾評論部分發表意見而受到懲罰。

克羅斯宣稱他不會“肯定生出來的男孩可以是女孩，反之亦
然，因為這違反了我的宗教信仰，這是對孩子說謊，是對孩子的
虐待，是對我們的上帝的犯罪。”

他公開反對一項地區政策提案，該提案要求教師和其他學校
工作人員用他們喜歡的名字、代詞和性別來稱呼變性人為“性別
廣泛或跨性別的學生”。

範弗利特的支持者伊恩·普賴爾 （Ian Prior ）是勞登學校兩
名學生的父親，他說範弗利特週叁對學校董事會的言論“應該作
為一個嚴厲的警告”。

他說：“我認為一段時間以來，學校系統真的把這些東西放
在我們眼皮底下，而我們只是沒有意識到。” “當您的孩子上
學並讓他們通過這些門檻時，您就相信學校系統會完成他們應該
做的工作……而目前新冠病毒大流行，父母可以看到的所有信息
，這種遠程學習可以準確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華裔母親批評學校董事會的種族理論：
美國版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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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琦的敌人，不是薇娅
618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但行业

的变动仍在持续。

与去年双十一风头无两的高光时刻

相比，在疫情之后的第一个大促活动

618上，直播带货一哥李佳琦的声量却

似乎大不如前了。

在直播江湖里，李佳琦和薇娅是常

被拿来对比的“双巨头”，不过，如果

对直播带货的观察依然停留在李佳琦和

薇娅上，可能已经有些过时。

在刚过去的618大促中，从草根做

起的头部主播不再是平台的唯一主角，

传统意义上的各路名人得到了更多追捧

：

在刘涛、汪涵开播后，淘宝直播在

明星带货上持续发力，618期间列出了

包含吴亦凡、朱一龙、鹿晗、迪丽热巴

等300多位明星的开播日程表，几乎集

齐了半个娱乐圈。

京东直播请了上百位明星，除了常

见的品牌合作直播，还举办了包含马东

、大张伟、郭麒麟、林允等名人的“一

起热爱趴”，以及将二手玫瑰、草莓音

乐节、崔健等演出导入线上直播间。

快手直播不再总是熟悉的“老铁”

，呼声颇高的“姐姐”张雨绮成了快手

电商代言人。6月16日晚，张雨绮和辛

巴联手卖货，还上演了给iPhone“任性

降价”的戏码。

在罗永浩、陈赫、苏世民等名人入

场后，抖音继续加码名人直播，618期

间，抖音举办明星直播巡演，牵手杨迪

、肖骁、柳岩、袁弘等一众艺人。

无论是在APP显要位置的推广、对

Push位的利用，还是在舆论上的造势，

各平台对自家的明星直播都给到相当大

的资源倾斜，明星直播也给出了可观的

成绩，比如刘涛在最近一场聚划算直播

的下单金额超2.12亿；京东“一起热爱

趴”成交额破4.75亿；张雨绮首秀4小

时支付金额超过2.23亿等。

热闹声中，李佳琦们的声势似乎变

弱了。

去年双十一，李佳琦可谓如日中天

，人物稿铺天盖地，带着“创收10亿”

、“惊动外媒”等词语的标题及文章在

大众面前迅速造神。但今年，这样的情

景很难再现，现在搜索“618”和“李

佳琦”，出现最多的是“邓伦李佳琦

618直播”，热度该归谁，很难说清。

根据小葫芦的监测数据，李佳琦6

月18日直播的总销售额为2.23亿元，只

看销售额的话，李佳琦仍是淘宝直播平

台最头部的主播，但相继入场的明星和

名人们，无疑正在稀释他的影响力。

江湖里仍有李佳琦的位置，只是风

云变幻太快，曾经能够呼风唤雨的龙头

位置已经不再那么坚不可摧。

看上去，李佳琦的“新对手”是涌

入直播间的明星们，但细究之后不难发

现，直播带货行业变天了才是一切改变

发生的根本原因。

被时代选中的李佳琦

从李佳琦们到名人，平台喜新厌旧

的背后，是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行业格

局。

曾经，明星带货与车祸现场几乎是

划等号的。

去年下半年，李湘、王祖蓝等明星

试水直播带货，但其在现实世界的名望

并未在直播间取得理想转化。衬托之下

，李佳琦、薇娅两大头部主播的力量被

进一步放大，两位的声望在2019年双十

一达到峰值。此后，时有传统名人做客

直播间，但主角始终是草根出身的主播

，而非名人。

疫情让看似模式已基本确定的行业

发生了巨大变化。

电商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之间本来边

界清晰：前者的流量靠交易变成营收，

后者靠内容聚集流量，通过广告和导流

抽佣来变现，双方合作大于竞争。

疫情促使直播带货兴起后，内容流

量的电商价值被迅速放大。为了吃到红

利，流量和用户粘性上更

胜一筹的短视频平台，在

短时间内无法快速打造超

级带货主播的现实困境下

，选择借力名人影响力。

抖音签下罗永浩是平

台发力名人直播带货的标

志性事件之一。

今年4月，罗永浩的

抖音直播首秀带出了1.9

亿的销售额，同时也把

“在抖音也能买买买”的

电商认知进一步播撒到了

B端和C端，嗅到流量红

利的商家闻风而动，纷纷

提高在短视频平台的营销

预算——即便ROI暂时不

如相对成熟的淘宝直播。

罗永浩是否是一名成

功的主播尚存争议，但他

对名人直播带货风潮的兴

起功不可没。在罗永浩之

后，陈赫、王祖蓝等明星

也走进抖音直播间。

面对抖音砸钱砸人的

姿态，快手不甘示弱，进

一步加大了对明星做客快手直播间的宣

传力度：618期间，快手头牌主播辛巴

与张雨绮的直播利用iPhone补贴造梗，

引发不小讨论。

抖快暗自掰手腕的同时，曾经的直

播带货平台老大哥淘宝直播快速跟进。

就在陈赫直播首秀的前后，5月14

日，刘涛在淘宝直播首次开播，三小时

卖光1.48亿；5月17号，汪涵淘宝直播

带货首秀，最终成交额破1.56亿；5月

22日，京东直播拉上了京东零售集团

CEO徐雷，在直播里直接开始卖房。

到了6月，平台更不会放过618这

个时间窗口，直播间里顿时众星云集，

行业进入明星资源的“军备竞赛”中。

名人成为今年618期间各家的主打

牌，背后原因不难理解：

电商平台获客成本高昂，自带流量

的明星能帮平台带来增量。

当前的直播带货更偏冲动消费，变

现逻辑是将用户注意力转化为交易，是

传统货架电商的补充，而明星的影响力

能进一步放大直播带货的优势。

同时，明星们自身也有行业几近停

摆后，需“再就业”的现实需求。

具体到各家平台上，打名人牌的出

发点及策略又各有不同。

抖音想借势名人快速打开直播带货

的局面。

淘宝直播虽是直播带货的先行者，

但在行业竞争骤然升级时，只靠薇娅和

李佳琦已经满足不了竞争需要，孵化刘

涛、汪涵等明星专业主播，为的是在竞

争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快手请来张雨绮，选品升级意图

“攻入五环内”；网易创始人丁磊也做

客快手直播间，安利自家好物。

京东直播采取了“泛娱乐+社交直

播”的差异化打法，试图用综艺和演唱

会来吸引流量，进行话题营销，在社交

平台形成裂变。

整体来说，一方面，平台各怀心思

，都有加码名人带货的意愿；另一方面

，商战中“囚徒困境”的存在，也让各

家的比拼无法轻易停歇。

就这样，被时代选中的李佳琦们，

如今也正面临被时代背弃的危险。

但与直播带货界初代网红李佳琦、

薇娅、辛巴等头部主播相比，名人直播

带货真的能帮助平台打开更大局面吗？

值得肯定的是，尽管此前明星直播

带货看上去难言顺利，但在今年诸多平

台共同发力、探索的背景下，名人直播

带货的路已经越来越顺畅。

除了继续邀请当红艺人，平台正在

有意识地孵化兼备人气和销售能力的专

业明星主播。以淘宝直播为例，化名

“刘一刀”的刘涛是这类主播中战力最

高的角色，618期间，汪涵、林依轮、

吉杰在淘宝直播主播Top 20里同样榜上

有名。

结合明星影响力和带货业务的同时

，平台还在尝试放大直播的内容属性，

用内容话题度形成“破圈”效应。

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直播带货虽

然火，但也存在“弱传播性”的问题。

一场直播动辄3、4小时，且大部分时间

都在卖东西，难有吸引人的剪辑片段，

即使人气爆棚如李佳琦也是如此。但如

今，社交媒体上的直播片段越来越多。

平台也在有意造梗，为直播打造出

更浓厚的综艺感，比如李佳琦和演员金

靖的“唢呐-铜锣”battle、张雨绮让辛

巴“崩溃”、王耀庆在薇娅直播间里大

跳《无价之姐》等，平台把做综艺的思

路植入直播带货中，内容哪怕和带货无

关，也能吸引潜在流量。

顶流艺人+专业主播+内容出圈，平

台在明星带货上逐渐形成套路，在获得

正面反馈后，进而投入更多资源。

但事情的B面是，名人入局虽然将

直播带货的热度再推上一个台阶，却并

未破解直播带货当前存在的问题，狂欢

过后，行业自我迭代必将迎来洗牌期。

火拼之后的下一步？

对于近期各平台频秀肌肉、直播带

货金额屡创新高的现象，前淘宝直播负

责人赵圆圆的评价是：吹牛。

6月9日、11日，赵圆圆连发微博

，直指直播带货行业目前“个个都在放

卫星”、“薇娅李佳琦觉都不睡打拼了

四年却输给了吹牛”。

赵圆圆的言论虽然犀利，但也并非

脱离实情。

当前，直播带货行业存在看似互斥

的两个现象：一方面，上亿的直播销售

额不断冲击消费者和商家的神经，明星

、老板又先后为直播站台；另一方面，

行业人士在热潮中都形成共识——直播

带货还处于初级阶段。

行业会形成“初级阶段”的判断主

要在于市场环境乱、马太效应严重。从

公开报道中不难发现，随着直播带货越

来越火，乱象也层出不穷：

用户在直播买到的东西“货不对板

”，或是质量低劣，售后基本不存在。

直播数据浮夸，MCN机构靠假数据

招商，坑位费高昂。直播看似帮商家拿

下大量订单，但货品随后又被大量退回

。

机构向商家保证业绩，但对赌的前

提是先拿高昂服务费。对赌期内，机构

将服务费投入金融市场，业绩没完成也

只需把本金还给商家，实际上把直播带

货做成了金融业务。

对于各种乱象，业内人士心知肚明

。李佳琦期间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

时也表示，“直播行业现在是风口，不

规范、造假的情况肯定是有的”。

因此，名人群体的加入虽然在短时

内可以提升直播带货的热度，但并不能

解决直播带货存在的本质问题。而且，

名人主播的加入，虽然可以稀释头部主

播的影响力，但也存在进一步固化平台

头部效应的风险。

回到行业本身，灰色地带和套利空

间之所以会形成，资源分配不均是主要

原因。

直播带货兴起后，MCN机构如雨后

春笋，商家持续投入，各方都想在热潮

中乘风破浪。但问题是，撑起直播行业

业绩的只是少数头部主播，中腰部力量

无力消化涌入的需求。行业环境如此，

参与者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走旁门左道

。

马太效应带来的困境，商家苦，平

台也苦。

对于平台来说，直播业务和少数头

部主播强绑定，会有“鸡蛋都放在一个

篮子”里的风险。

快手和辛巴的关系是平台和主播博

弈的典型例子。今年4月，因网上约架

、喊话平台，辛巴被快手封禁，但仅过

了一个多月，短暂退网的辛巴又回归快

手，并给出了总销售额12.5亿的复出成

绩。有意思的是，辛巴复出的时间正好

是618前夕，平台用“台柱子”拼业绩

的意图不难看出。

按照招商证券的报告数据，快手电

商直播去年的GMV是400-450亿，辛巴

团队则宣称去年的销售额为133亿。也

就是说，辛巴团队撑起了快手电商直播

的小半江山，平台很难不受掣肘。

麻烦的是，即使主播和平台之间相

安无事，头部固化也给直播业务本身带

来隐患。

由于头部主播虹吸效应明显，产生

的溢价让中小商家失去入局的可能，就

算是掏得起钱的大商家，直播带货本身

可能也不赚钱。当然，商家醉翁之意不

在酒，花大钱也要跟头部主播合作的目

的在于清库存、打广告。

在疫情的特殊时期，直播带货为商

家清库存提供了有力渠道，但这个“剑

指万亿体量”的产业能做的显然不应止

步于此。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勇在财

报电话会中也曾表示，直播带货最终要

看整个商业价值能否被实现，销售带来

的用户在未来是否能够被持续经营，而

不只是一次性的销售。

另一类商家把直播当作广告投放渠

道，以期获得高曝光、搜索流量、以及

名人背书。有品牌告诉「深响」，头部

主播坑位费虽然贵，但考虑到对品牌价

值的意义，ROI其实要高于传统的广告

投放，直播是现在的“流量洼地”；反

之，如果不和头部合作，品牌的“爆张

力”不足。

把直播当作广告用是聪明的玩法，

但平台未必乐见其成。

一方面，直播的广告价值被放大

，平台本身的广告业务收入将被分流

；另一方面，所谓的“洼地”其实是

平台在直播发展期流量分配不均的结

果。站在平台的角度，如何平衡各项

业务，实现最佳的货币化率才是该考

虑的重点。

早些年，淘宝直播重点打造李佳琦

和薇娅两位超级主播，为的是在商家端

普及直播带货，招商的同时吸引产业链

上的其他玩家入局，但随着直播带货热

度不断提高，超级主播的阶段性使命已

经完成。

行业需要走向下一步，而大家的共

同指向是：去中心化。

从平台纷纷加码明星带货的动作来

看，其去中心化进程的思路是：凭借明

星影响力，加速直播带货在B端和C端

的渗透，做大直播盘子，进而优化资源

分配和直播生态，但这不是个简单的活

。

去中心化意味着原先的头部主播的

地位将被模糊，由于头部主播拥有可观

的粉丝粘性和议价权，平台如何平衡好

利益纠葛，十分考验其运营能力。要实

现平稳过渡，做大流量盘子是让新老玩

家都“有肉吃”的最佳路径。

一家在抖音直播有多次合作经验的

品牌告诉「深响」，在抖音做直播的问

题是流量忽高忽低，在她看来，平台是

有意为之，因为抖音并不希望出现把其

他人远远抛开的“李佳琦”。

对于直播江湖当前的头部力量来说

，在去中心化浪潮中如何迎接冲击是首

要问题，但换个角度看，变化之中也不

乏机遇。

以明星带货为例，明星并非专业销

售人员，经纪公司也缺乏直播MCN机

构在电商领域的积累，合作是实现优势

互补的有效路径，目前联手的例子已经

不少，比如兰渡文化和魔筷科技共同创

立了魔碟传媒，前者擅长综艺营销，后

者则是网红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明星主

播林依轮的签约MCN机构，正是薇娅

背后的谦寻文化等。

从普及直播，到抢流量做大生态，

直播带货的重要性越来越高，“铁打的

平台，流水的主播”是平台们正在努力

的方向。历史的进程不可阻挡，是对抗

还是顺应新浪潮，“李佳琦”们已经迎

来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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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故事天地

那一年，我正上小学三年

级，家中突发变故，父亲腰椎

病复发住了一个月医院，出院

后，医生特地嘱咐：一个月之

内，不能干重活，尽量避免劳

累。

于是乎，所有的担子都交

到了母亲的肩上。父亲一病，

我再没了之前的闲适，每天都

被母亲叫起来去地里做事，就

为了早点干完地里的活儿，母

亲好去帮人家做小工，挣钱来

给我交学费。

小半个夏天，在做完了地里的农活之

后，照料父亲的活儿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母亲算准我开学的日子，连续帮人家

做了半个月的小工，才匆匆赶回了家里。

夜里，母亲侍候父亲躺下后，把我叫

到了我的床边。她从布满补丁的淡蓝色裤

子口袋里掏出来一大把钱扔在了床单上，

大都是些面值很小的钞票，其中，“一毛

”的最多。

母亲屁股一扭，顺势坐在了床边，她

抬起布满老茧的手，慢悠悠地从床单上拾

起来皱巴巴的钞票，把它们一张张抹平。

“去把你爹床头柜上的那个小箱子抱过

来。”母亲数钱的同时，转过头吩咐我。

“好嘞。”我应了一声，随即站起来

，身子向后退的同时，眼睛盯着床单上的

钞票，它们对我来说，是零食、是玩具、

也是课本。

我家房子很小，只有三个房间，我的

在这头，靠近院子里的李子树；中间是堂

屋，高高悬挂起来的家神底下，放了一张

掉漆的方木桌；父亲和母亲的房间，在另

一头，透过房间另一侧的窗户，可以看到

一大片农田，那里有我又恨又爱的青蛙。

我进了父亲的房间，抬头一看，父亲

尚未入眠，正靠在竖起来的枕头上，手里

捧着他最爱的《射雕英雄传》，聚精会神

地看着。

父亲看得入迷，全然没有注意到我走进

了屋子。我怕吵到他，放慢了脚步，蹑手蹑

脚地挪向那个四四方方的小木箱，正是它，

困住了父亲的病，也困住我家的发展。

母亲从来不让我碰那个箱子，那个箱

子就是我的禁忌。在我更小的时候，母亲

把我抱在怀里，对我说——小箱子里关着

一只怪兽，它会激起人们的贪念，使人犯

错。

后来我在不经意之间看到，母亲把卖

粮食和打小工赚来的钱，都妥善地放到了

里面，可见那个箱子，的确关了一只怪兽

。

我走到床边，轻轻地捧起箱子，这一

刻，我仿佛掌握了全世界，我俨然成了家

里的太上长老，掌握着生杀大权。

可惜好景不长，一道声音使我的心思

由梦境变成了现实——你在干什么？

这是我父亲的声音，他因为常年吸烟

，说话声略有些沙哑，听起来像个病入膏

肓的老人。

“我……我妈让我拿的。”我像是做

了坏事被当场捉住后的情形，有些局促不

安，说话也没有了底气。

“哦，你去吧。”他对我挥了挥手，

又低下头去看他的小说了。

我抱着小箱子，灰溜溜地出了门，隐

隐约约听到后头传来父亲的嘟嚷：他该交

学费了。语气中夹杂着无奈，还有一丝淡

淡的忧愁。

是啊，我的确该交学费了，马上快开

学了，也不知道母亲有没有给我凑够学费

？

我回了自己的屋，小心翼翼地把箱子

放在了床上，随后就规规矩矩地坐回了小

板凳上。

我趴在小桌上写作业的同时，余光瞥

向母亲。只见她从箱子里拿出来一本书，

如同父亲那样，翻动着书页，发出一阵沙

沙声。

一张张薄薄的纸从书里掉了出来，落

在床单上。我伸长了脖子去望，那纸花花

绿绿的，大小不一，还印着头像，原来是

钞票。

母亲把钱放在手心里，蘸着口水，一

张张数着——一块、两块……十一块、十

一块一毛四。

母亲清脆的声音，到这里戛然而止。

她似乎有些发愁，眉头一皱，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难道发现我偷看了？

母亲把所有的钱都放进了箱子里，随

即锁上了箱子。

她转过来的一刹那，我赶紧低下了头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心虚地看着桌上

那只用了一半的铅笔。

母亲出了门去，回了她自己的房间，

我听到“砰”的一声，便知道她关上了房

间的门，接着就传来两道争执的声音。

转眼间，整个暑假就过完了。今天是

报名的日子，早上起来，母亲破天荒换了

一件崭新的花衬衣，又把她那垂到腰间的

枯黄的头发辫成了马尾辫。

吃过早饭后，母亲牵着我，出了门。

方圆五公里之内，只有一所小学，在

镇上。原先村里也有一个小学，后来小学

唯一的老师王大爷病故后，找不到老师来

教书，就倒了。所以我们要上学，须得去

三公里以外的镇上。

从我家到镇上，要下一个陡峭的大坡

，再走一段尘土飞扬的土路。

我跟在母亲后头，不情不愿地慢慢走

着。我有些不开心，昨天跟胡子玩弹珠，

把我攒了很久的弹珠都输光了，本来今天

想去翻本的，没想到却开学了。

开学真可怕，要面对王老师那张阴沉沉

的脸和他手里的竹条，自从上次做错一道数

学题被他抽过一鞭过，我就恨上了他。

我和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商量了一

下后，去田坎上捉了一条蛇，放在了他的

讲台桌箱里，不过却没有吓到他，反而把

我喜欢的小花吓得哇哇哭。

小花知道是我们捉的蛇后，再也没跟

我说过话，所以，我更恨王老师了，还给

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王棒槌”。

不知不觉中，我和母亲走到了镇上。

她带着我进了一个理发店，我有些疑

惑，我上个赶场天才剪过头，头发也不长

啊！

店里，那个胖嘟嘟的女人正给一个小

孩剪头发。女人不时更换着手上的工具，

一会儿是剪刀，一会儿换成了剃刀，整个

过程十分流畅，就跟我父亲揍我时一样，

丝毫不拖泥带水。

母亲走上前去，与她攀谈，她一边剪

头发，一边迎合着。

“大妹子，你看我这个头发，能卖多

少钱？”母亲把自己的长辫子拎了起来，

放在女人眼前晃。

“嗯？你这个头发，发质枯黄，分叉

严重，不值钱的。”女人瞥了一眼，如此

说道。

“诶，你看着给吧。”母亲有些不开

心。

“我只能给两毛五，你看要是可以，

我就收了。”说话的同时，女人拿起来一

块海绵，往那小孩脖子上刷去。

“不是，你看，能不能再多一点，孩

子开学了，这学费也没凑齐，大妹子，你

帮个忙吧！”母亲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

手指向我。

那女人顺着母亲指的方向，望了我一

眼，欲言又止，终究没有吱声。过了一会

儿，才缓缓开口：“行吧，看在你孩子的

份上，我最多给你三毛，再多我就亏了。

”

“不是，我……”母亲似乎不甘心。

“停，别说了，不卖就算了，我这是

做生意，又不是做慈善。”那女人打断了

母亲的声音。

“诶，那好吧。”

咔嚓！母亲用一头长发，换来了两张

皱巴巴的钞票——一张面值一毛、一张面

值两毛。

看到母亲那短短的头发，我心里很不

是滋味。

我跟着母亲，走到了学校门口，那两

扇红色的大门早已打开，身旁的人来来往

往，有的往里进，有的走出来，进去的是

希望，出来的生活。

母亲牵着我来到教学楼下，嘱咐我站

在原地等她，而她则走进了教学楼，上了

楼梯，消失在转角处。

过了快十分钟，母亲走了出来。来到

我面前时，脸色很不好看，牵着我的手把

我往校门口拉。

“妈，怎么了？今天不报名吗？”我

扭头过去望她，带着疑惑。

“嗯，今天不报，咱们过几天再来。

”听到我的问题，母亲的脸色变了一下，

又被她瞬间隐藏下去了。

我当然开心，不上学就可以玩了。我

要去把我输掉的弹珠赢回来，我要去山上

的草丛里捉蛐蛐喂我的猫，我还要去河里

摸螃蟹……

回到家里，我走到水龙头下，侧着脖

子喝了一大口水，而母亲早已进了房间。

透过窗户玻璃，我看到父母又在争执

。他们的谈话传到我耳朵里，狠狠刺痛了

我的心。

“学费不够，还差一点。”“差多少？

”“三块多。”“啊，这怎么办？能借到吗

？”“借的买药钱都没还，找谁啊？”“唉

，都是我拖累了你们。”“说这话干啥，你

是孩子他爹啊！”“唉，那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问学校老师，人家说交不齐，就

不让念了。”“先缓一缓吧，先让他在家帮

着把地里的玉米收了，卖了钱再去念吧。”

“唉，也只好这样了！”

我站在窗外，听到这个消息，浑然不觉

得难过，相反，我还很开心，因为我再也不

用面对王棒槌和那堆看不懂的数学题了。

我进了房间，把书包往床上一扔，去

院子里拾来一棵细长的木棍，在床上扫了

半天，终于滚出来两颗弹珠。

我揣着弹珠，兴高采烈地出了门，预

备去找胡子翻本去了。

就这样，我玩了几天，忽然觉得很乏

味，我有点想小花了。

我坐在李子树上，双手撑着下巴，想

着小花，想到我们一起去学校门前的田里

捉蛐蛐，想到我们一起躲在桌子底下做游

戏，想到小花头上别的蝴蝶发卡。

“爹，我想去念书。”“啊？爹也识

字，爹教你也可以。”“不行，我就要去

念书。”“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我就是不听，我就要去念书！”“你

再说，老子揍你！”“呜呜呜……”

我回了房间里，关着门，扑在床上，

用被子蒙着头，不敢让自己哭得太大声，

因为哭的声音越大，挨揍越疼。

恍惚间，我听到门外传来一声无奈的

叹息。

我认命了，每天跟着母亲去地里干活

，干得浑身都是稀泥，干得我头昏眼花。

时间缓缓流淌着，转眼间，又过了几

天。

这天，我去村头掏了一个鸟窝回来，

在进院子的时候，忽然看见了那个我最不

愿意见的人——王棒槌。

他与我那大病初愈的父亲一起，正坐

在院子里谈事情。俩人身前摆了一张木凳

，上面放着两杯浓茶。

我低着头，轻手轻脚迈进了院子，逃

也似的往房间里去，想装作没有看到他，

也渴望他没有发现我。

“小子，你给我过来，来见见你们王

老师。”

听到父亲的话，我脸色顿时垮了下来

，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勉为其难地朝着

他们挪了过去。

“王棒槌，不，王老师好。”“你这

小子，真欠揍。”“算了算了，童言无忌

，哈哈。”“让你见笑了，王老师。”

“没事，没事。”“你先回屋里，我跟老

师谈点事。”

父亲看出了我的窘态，给了我一个台阶下

，我顺势溜进了屋里，不过并没有回房间

，抬了一张凳子，坐在门槛边，偷听他们

说话。

唉，也不知道王棒槌会不会跟我父亲

告状？真愁啊，早知道就不捉弄他了。

“怎么不让孩子去念书呢？”“唉，

学费没凑齐，学校不收啊。”“想想办法

嘛，再苦不能苦孩子啊，他一个孩子，不

念书能去干嘛？你说是不是？”“诶，是

这个理，确实是没办法了，想着等地里的

玉米收了卖钱，再让他去念书嘛！”

王棒槌听了这话，就沉默了，他挠了

挠头发，一时也没了说辞。

两个相对而坐的人，各自不动声色地

端起凳子上的茶来，细细地品，以掩饰尴

尬。

良久，王棒槌突然出了声，向我父亲询

问道：“学费还差多少？我来想办法。”

父亲思考了一下，说：“还差三块五

毛六。”

王棒槌略微沉思了一下，就从兜里掏

出来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

白帕子。

这张普普通通的白帕子，跟乡下老人

用来搽鼻涕的一样，随处可见，算不得稀

罕物什。

王棒槌缓缓掀开四四方方的白帕子，

隔着老远，我看到里面有一小叠皱巴巴的

钞票，看起来像是放了很久。

只见他把白帕子摊在膝盖上，从里面

摸出来几张，手指灵动地扒拉几下，数了

一下，又从里面抽出来几张。

父亲怔怔看着他，没有说话，但脸

上已经露出了激动和渴望的神情。

王棒槌麻溜地把白帕子整理好，塞

进塑料袋里，最后小心翼翼放回了兜里

，又按了下口袋，防止塑料袋掉出来。

他把膝盖上的钱缓缓递给了父亲，

一边递过去，一边说：“这钱，算我借

你的，先让孩子去学校吧，等你收了玉

米再还我。”

父亲佯装推辞了一番，就收下了。

他一个劲儿地向王棒槌道谢，并且要留

他下来吃晚饭，但被王棒槌拒绝了。

不久之后，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后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常常

以这件亲身经历过的事来激励自己，使

自己不畏挫折，勇敢前行。

三
块
五
毛
六

在构思这篇文章的当天，我震惊地

收到了“达尔文拱门”因常年海浪侵蚀

坍塌的消息。作为加拉帕戈斯群岛著名

的地标，以达尔文为名的拱门见证了进

化论在这里诞生，也目睹了物种灭绝向

这里蔓延。加拉帕戈斯象龟或许是加拉

帕戈斯群岛上最广为人知的物种了。无

独有偶，在万里之外的一片印度洋小岛

上，同样生活着一群龟中巨人——亚达

伯拉象龟。

亚达伯拉象龟的曾用属名Dipsochel-

ys 意为“巨龟”还不够，种名gigantea

也有“伟岸，巨大”之意。的确，作为

雄性平均壳长可达120厘米，平均体重

超过250公斤的庞然大物，亚达伯拉象

龟的巨大身躯带给了当时人们巨大的视

觉冲击。

为什么象龟这么大？

道理大家都懂，但为什么亚达伯拉

象龟这么大？这里就要涉及到一个充满

争议的概念——“岛屿效应”了。1964

年，一位叫J•布里斯托•福斯特的生

物学家发表论文，提出在岛屿定居后小

型动物会趋向于演化为更大体积，这一

推论被后人称作“岛屿效应”或“福斯

特法则”。

亚达伯拉象龟巨大的体型是否也是岛

屿法则的结果呢？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发现

，与亚达伯拉象龟这一类群最接近的，是

一类分布于马达加斯加的蛛网龟，这是一

类壳长不超过15公分的小型陆龟。

这些进入荒岛的小型陆龟在缺乏竞

争和天敌的情况下体型迅速增大，变大

的身躯也使得它们能够应对更加恶劣且

不稳定的岛屿气候，同时获取更加广泛

的食物来源，在食物相对贫瘠的孤岛上

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亚达伯拉象龟的

祖先们在岛屿上无忧无虑地啃食植物，

繁衍生息，甚至学会了集群在山洞中躲

避恶劣的天气，直至变成了今天的这般

庞然大物。

然而巨型化并非没有止境，巨型化

往往会受到食物气候等环境的限制，当

达到某一平衡临界值时巨型化便会趋于

停滞，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亚达伯拉象龟

体型巨大，但比起大陆上的许多大型动

物依然逊色不少的缘故。

有意思的是，动物进入岛屿并非都

会巨型化，当大象、老虎甚至人属等大

型动物从环境丰饶的大陆进入小岛后，

体型非但没有变大，反而出现了“侏儒

化”。变小后所需的食物等资源更少，

繁衍周期更短且更容易适应环境。此外

巨型化的时间往往相对漫长，而侏儒化

在短短几千年里便会出现形态上的较大

改变，两种现象往往会同时存在于一个

岛屿生态系统中。

超长待机，漂流天下

既然加拉帕戈斯象龟和亚达伯拉象

龟长得这么像，那它们是不是近亲？从

分子演化的结果来看，两类象龟均是于

群岛中独立起源，亲缘关系大概相当于

我们智人和南方古猿。之所以会有着如

此相似的形态，完全是因为两类象龟所

处的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塞舌尔群

岛）气候等环境因素十分相近，生物学

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趋同演化。

有趣的是，处于干旱岛屿的加拉帕

戈斯象龟，背壳前半部高高翘起，犹如

一幅马鞍，四肢和脖颈也变得更加修长

，能够像长颈鹿般吃到更高的植被，在

恶劣的环境中获得更多的食物。而在万

里之遥的塞舌尔群岛上，生活在更加干

旱岛屿上的塞舌尔象龟，同样演化出了

马鞍形的背甲。本来并非一类，但有一

定亲缘关系的a和b，经过进一步演化出

现了外形相似的aa和bb，这一现象被称

为平行演化。

这些巨龟们的祖先是怎么到孤岛上

来的？尽管长期的陆地演化使陆龟不擅

长游泳，但这并不意味着亚达伯拉象龟

是旱鸭子。一方面陆龟宽大的背甲可以

提供足够的浮力，顺着海浪长时间漂流

，甚至还能将脑袋伸出水面进食；另一

方面陆龟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可以在没

有淡水的情况下“待机”6个月甚至更

长。加之巨龟动辄上百岁的寿命，更是

为这种奇葩的漂流扩散方式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于是便有了今天加拉帕戈斯和

塞舌尔群岛上形形色色的庞然大物。

人类食欲的牺牲品

体型大、寿命长、繁衍也不太困难，

这是不是意味着象龟在群岛上可以为所欲

为？然而事实很残酷，不少种类的巨龟滑

向了灭绝的深渊，究其原因几乎都是人类

活动破坏了岛上脆弱的生态平衡。

在大航海时代前，曾有包括亚达伯

拉象龟在内的18种巨龟，生活在西印度

洋各个小岛以及马达加斯加区域。但是

欧洲航海者发现巨龟不但能提供大量鲜

肉，不用喂食还可以生存很久，其背甲

还可作为容器，是非常理想的肉类补给

，人们称它们为活罐头。因此在16~19

世纪，每艘海船经过印度洋的小岛时都

会装上大量的巨龟（1842年曾有船队一

次装走了1200只巨龟，达尔文也捉过加

岛的象龟作为小猎犬号上的食物补给）

，这些巨龟只有一小部分被带到世界各

地圈养，大部分则沦为了人类的口粮。

塞舌尔群岛的象龟群落，只剩下了

亚达伯拉环礁上最后一点点种群。并非

人类手下留情，而是因为亚达伯拉环礁

没有淡水，人类不会到这里来补充供给

。后来发现的塞舌尔巨龟和塞舌尔鞍背

龟则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圈养个体后代

，野生种群早已灭绝。

时至今日，由于保护得当，亚达伯

拉环礁上的象龟数量已经达到了十万只

以上，可以说是暂时摆脱了灭绝的阴霾

。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巨龟们也在各自

的客乡里延续，不用再担心哪一天又会

沦为食物的命运，其中一些人工繁殖的

个体还会在各国贸易渠道间流通。

但需要注意的是，亚达伯拉象龟属

于《华盛顿公约》附录Ⅱ的物种，依据

我国法律个人禁止饲养，机构则需要相

关手续和合法驯养证明。由于亚达伯拉

象龟体型和食量都十分巨大，绝大部分

的家庭难以满足养好它的条件，因此弃

养甚至照顾不周导致象龟死亡屡屡发生

。真的爱它，就让它在家园里快乐生活

，不要将人类延续了几个世纪的贪婪带

回家中。

500斤的巨龟，
曾经被人类当成“活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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