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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 great idea for a restaurant, we have the
perfect busy location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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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FARM
Organic Spring 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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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距離，共同防疫. 與他人至少保持6英尺的安全社交距離,
H Mart與您共同應對COVID-19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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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Seedless Gr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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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my M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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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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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M/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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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zen Thinly Sliced
Pork Single Belly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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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
Boneless Pork
Picnic Ch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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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SAT/SUN ONLY

Fresh
Whole Chicken

DAMTUH 15 Multi
Grains Mix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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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0.71 OZ X 40 STICKS/BOX

H MART SMART LIMIT
CARD ONLY 2

CORN CHIPS/JOLLY PONG/
CARAMEL CORNS PEANUTS
15.52-17.64 OZ

HAIO Canned Whe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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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OZ

$

ORGANIC

All natural certified delicious

TONGTONGBAY
Frozen Half Cut
Swimming C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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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10-20’S/LB

2 L/1.5 LB/PKG

13.99

$

$

Headless
White Shrimp

9.99
Frozen Beltfish

ORGANIC FARM Organic
Green Mung 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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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OZ/PKG

26-30’S/LB

700-1000’S/LB

6.99

$

TODAY’S FARM
Organic Milk

ORGANIC FARM Organic
Peeled Roasted Chest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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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B

WHOLE/2%/1% - 64 FL OZ

3.52 OZ

4.99 6.99 3.9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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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 TASTE
Singapore La Mian

LEE KUM KEE
Premium
Oyster Sauce

HADAY
Seasoning
Soy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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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Y(6.2 OZ X 4 EA/PKG)

18 FL OZ

25.36 FL OZ

8.82 FL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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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I CRAB(5.6 OZ X 4 EA/PKG)/

CROWN Snack

1.59 10.99 8.99 5.99

Frozen Scallop

8.99

FRI/SAT/SUN ONLY

$

at shockingly low prices

$

H MART SMART LIMIT
CARD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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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9

FRI/SAT/SUN ONLY

H MART SMART LIMIT
CARD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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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SOFT - 16 OZ/PKG

Marinated Beef
Ribeye Roll Bulgogi

KIJANG SUHYUP
Dried Anchovy

SUNLEE
Buddha
Jasmine
Rice

$

BOX

Fresh Beef
Ribeye Roll Steak

Live King Cr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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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JINGA Tofu

at unbeatable low prices

SEAFOOD

$

24.99

Oriental Sweet Potato

Marinated
Boneless
Chicken Thigh

$

BO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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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T

SugarBee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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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CS/PKG

$

1.29

$

22.99

$

Packed Gar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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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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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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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1.49

BOX

體驗獨一無二的頂級韓國特產展銷會

ZESPRI SunGold Kiwi

$

19.99

Chinese Egg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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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egra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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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c Fuji Apple

ᴿₕ㏒ਾ⋏㨒 1 LB/PKG

3 LB/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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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r t積極倡導維持適當社交距離

'Tis the season for holiday feasts! H Mart is your #1 holiday helper!
Bring new ideas to your Thanksgiving today!

Clementine

Follow us @hmart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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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KOH
Canned
Young Green
Jackfruit
in Brine

HON BAIU
Cooking
Wine

CHIN-SU
Chili Sauce

$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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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MICHIU
750 mL

TASTE
NIRVANA
Canned
Thai Tea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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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OZ

ORIGINAL/16.2 FL OZ

27.99 $11.49 $4.49 $2.99 $0.79 $3.99 $1.79 $1.99

H MART Seedless
Frozen Durian Monthong

SHAO MEI Ice Bar

NATURE’S YOKE Organic
Grade A Large Brown Eggs

16 OZ

SELECTED VARIETIES/10.58 FL OZ

1 DOZ/P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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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OF PEACE
Ginger
Chews
㯇㌌㌱ࡍ

ORIGINAL/LEMON/MANGO/
MANDARIN ORANGE - 4 OZ

KüHAUS
Fan Style
Ceramic Heater

KüHAUS
Cool Mistt
Humidifier
fier

WHITE/EA

HHELLO
E HOME Eco Tech 3D Pot HELLO HOME Women’s
⫦ؓу㋎䦁㌱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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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Stripe Sl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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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9

TRANSPARENT
RENT
4 L/EA

$64.99

PIN
PINK(26/28
CM)/
ᇬቻᤌ䷁
BLUE(26/28 CM) $44.99/49.99 RED/BEIGE MIX(M/L)

$6.99

10.99 $5.99 $3.99 $1.29 $53.99 $38.99 $26.99/29.99 $3.99

$

EA

ON
CARROLLTON
2625
Old Denton Rd.
#200,
Carrollton,
TX 75007

HOUSTON

PLANO

1302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3320
K Ave.
Plano,
TX 75074

HOUSTONBELLAIRE
989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PAIR

AUSTIN

KATY

11301
Lakeline Blvd.
Austin,
TX 78717

23119
Colonial Pkwy.
Katy,
TX 77449

During the editing process there may be mistypes or misprints. Each branch may be subject to limited availability, as well as their sale prices. Some products may be sold out. If the product is not listed as a boxed sale item, It cannot be purchased as a boxed unit. All H Marts accept every major credi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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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
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
第一次治療$
第一次治療
$49 元 Coupon
Coupon！
！
（本報記者黃梅子）步入中年，不少人會
發現膝關節靈活不比從前，患有膝關節炎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的風險也隨著年
紀大了而提高。膝關節炎由軟骨及其周圍細胞
耗損而引發，屬於相當常見的人體老化疾病之
一。膝關節炎病發是由關節細胞耗損程度和修
復程度失去平衡而導致，癥狀包括關節疼痛、
僵硬和功能減弱。情況嚴重時，還需要手術治
療。
還有一部分患者下肢疼痛是 Lateral
Patel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髕骨外側壓縮
綜合癥。另有些患者是因為頸椎腰椎或坐骨神
經引起的下肢疼痛。還有些患者是車禍後遺癥
，有些人在車禍過去幾年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各
種疼痛。
總之，不管您是哪種原因引起的下肢疼，
都要引起重視，積極做康復治療，不管是膝關
節炎還是車禍後遺癥，康復治療總是比動手術
更保險。康復治療一定要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
，否則有可能使得病情惡化。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引進最新的多功能下肢牽引治療
儀，幫您減輕疼痛，快速恢復健康！這個機器
經過 FDA 批準，是目前最先進最有效的下肢疼
痛治療儀，其組成包括固定裝置，放松裝置，
牽張裝置，能刺激雙腿內側肌群及穴位，可通

經活絡，緩解肌肉攣縮，激活運動神經元，恢
復下肢運動功能。李醫生還有儀器測試足底，
電腦掃描足部定做康復鞋墊，能很大程度地緩
解下肢疼痛以及行走困難。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膝關節炎的病因，常居
潮濕、寒冷環境的人多有癥狀，與溫度低，引
起血運障礙有關。第二是體重因素，肥胖和粗
壯體型的人中發病率較高。第三是年齡因素，
從中年到老年，隨年齡增長，常發生關節軟骨
退行性變，關節多年積累性勞損是重要因素。
第四，營養不良也有可能致病，關節軟骨內沒
有血管，其營養依靠從關節液中吸取。軟骨的
修復是靠外層的軟骨細胞分裂繁殖和軟骨細胞
分泌基質來完成的，由於營養和氧供應不足，
影響到軟骨細胞的增殖時，就會導致軟骨基質
減少，軟骨新生不足而變軟弱，極易在負重部
位發生磨損。
髕股關節綜合征占到了所有運動相關的膝
關節問題的 25-40%，在膝關節功能障礙與運
動損傷中十分常見。髖股疼痛綜合征風險最大
的人群是跑步者，騎自行車者，籃球運動員以
及相關跑跳較多的愛好者到運動員，當然主要
還是動作模式問題與過度不正確使用所引起，
病癥發作可能是由於慢性損傷或者單次急性損
傷直接引起，癥狀包括膝關節彌漫性疼痛和局

部髕下疼痛。髕骨周圍和下方、膝蓋前部、膝
蓋骨的內側邊緣經常有壓痛，髕骨周圍後方發
生持續的鈍疼疼痛，運動後有時會出現腫脹。
在上下山坡、上下樓梯、久坐起身時，髕股關
節位置疼痛往往更嚴重。膝蓋彎曲時可能伴隨
發出哢哢聲 「關節噪音 」 ，髕股關節綜合癥
往往伴隨著大腿肌肉 「股四頭肌」 的肌張力異
常，髕骨周圍的圓圈性疼痛範圍，久坐後癥狀
加劇，無力疼痛伴有膝關節屈曲減少。
髕骨與股骨組成髕股關節，髕骨關節和我
們的脛股關節共組成了我們身體上著名的——
膝關節，而我們的髕股關節形成在髕骨和股骨
遠端之間，可謂是在夾縫中成長。治療中最重
要的第一步是避免使問題惡化的活動，並且及
時休息，光嚷嚷“疼”而不去治療的人是打算
坐輪椅過下半生？
我們的髕骨本身沒有血液和淋巴液供應，
所以一旦損傷恢復會非常的緩慢，停止進一步
的損害是十分必要的。
李醫生治療下肢疼痛，先用電腦掃描儀掃
描足部，幫您定製復健矯正鞋墊，能極大地緩
解走路時的疼痛，然後再用下肢牽引治療儀來
復健治療，配合使用醫用去痛風濕乳液和營養
素，是目前治療下肢疼痛的最佳治療組合。您
攜帶這篇文章可以在第一次檢查和體驗治療時

抵 49 元錢。
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午。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71
71 汽車維脩大全
汽車維脩大全((十)
31、化油器車發動機熱車不易起動。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發動機熱車狀態不易起動
，這也就是自動阻風門系統出現了故障，造成
阻風門不能自動打開或是不能完全打開。車輛
在行駛時，由於節氣門開度較大，因此在大的
進氣壓力下，空氣流沖擊偏離中心軸的阻風門
，使得阻風門此時能全開，但是在發動機低速
或怠速時，節氣門開度很小，因而進氣壓力不
大，此時阻風門只能處於半開或者開度很小狀
態。在阻風門的作用下，進入氣缸的混合氣較
濃，如果發動機此時停止運轉，阻風門將關閉
，等再起動發動機時，過濃的混合氣進入氣缸
將火花塞打濕，使得發動機很難起動。遇到此
情況時可採取將加速踏板全部踩下，將阻風門
和節氣門全開，轉動起動機，通過吸入新鮮空
氣將過濃的混合氣沖淡，使發動機起動。當火
花塞嚴重淹濕時，可拆下晾乾，但重要的是要

去修理廠找出阻風門不能全開的原因。
32、車輛在行駛中高速行駛時排氣管冒黑
煙。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車輛在中、高速
時冒黑煙是自己駕駛進不易察覺的。不過，可
以採用計算燃油消耗量來確定。化油器發動機
主要由以下四種原因造成：油平面過高，造成
混合氣過濃；真空省油器失靈，造成不適當的
加濃混合氣；主空氣量孔沫管堵塞；空氣濾清
器堵塞。應首先檢察空氣濾清器濾芯是否堵塞
。若堵塞，會在高速時排黑煙，動力性、經濟
性惡化，此時應更換空氣濾芯。然後檢查化油
器，上述操作需要專業的人員進行。還有就是
對點火系統和發動機要進行整體檢測。
33、冬季時，車輛的天窗不能開啟。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在冬季，在室外停放的車輛，

因頭天晚上車內溫度較高致使飄落在天窗周圍
的冰雪溶化，而隔夜後，車輛的整體溫度降低
，溶化的雪水凝結成冰，所以，極易使天窗玻
璃與密封膠框凍住。如強行打開天窗易使天窗
電動機及橡膠密封條損壞，因此要待車內溫度
上升確認解凍後再打開天窗。同樣，冬季洗車
時，即使熱水洗車如未完全擦淨，車輛在行駛
中天窗邊緣殘留水分也會凍住，所以洗車後應
打開天窗，以便擦乾周圍水分。另外，天窗密
封條表面經過噴漆或植絨處理，為避免凍住，
噴漆處理膠條最好用軟布擦乾，再塗上些滑石
粉。而植絨處理膠條擦乾即可，切勿粘上油汙
。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休城工商

H Mart舉辦年度台灣食品節
Mart 舉辦年度台灣食品節，
，各州分店輪番上演
把道地台灣美味帶給你，
把道地台灣美味帶給你
，購物滿額還有贈品派發
購物滿額還有贈品派發！
！
(本報休斯頓報導) H Mart 超市今年再度舉行
「
台灣食品節」，活動將於 11 月中開始在全美指定
分店輪番上演，H Mart 誠摯邀請各位，一同來品嘗
道地的寶島風味,讓您人在北美也能享受最道地的寶
島風情! 一年一度的台灣食品節,今年正好跟感恩佳
節同在十一月，快來 H Mart 為身邊的親朋好友挑選
來自台灣、最貼心最特別的禮品吧!
市集文化風行台灣，當中匯聚不少傳統民間智
慧，亦展現當代的無限創意。穿梭於美食攤檔之間
，即可尋覓跨時代的舊滋新味。立即來 H Mart 吃盡
台灣，發掘經典及創新美味！H Mart 表示，今年的
「台灣味，滿足您的台灣胃!」 ，推出多款台灣當
地傳統的美食、人氣特產、甜點等等。 獨家特集近
百款台灣人氣商品，由平價商品到只能在台灣才買
的到的最受歡迎伴手禮，這次食品節都有!
此次 「台灣食品節」展銷的地方特產品包括台
灣金錦町土鳳梨酥、金箔蜂蜜蛋糕、鱻活一號深海
龍虎斑、阿聰師貢貢香烘焙芋頭條、果蒔制研所零
添加果乾、奕順軒三星蔥蛋捲、小琉球必買－王老
師手工麻花捲、萬丹椒朋友香麻辣醬、桃城雞排台
式雞排調理懶人包、師園蒜味鹽酥雞脆片、 馬祖老
酒麵線等正宗台灣食品。
全 美 H Mart 多 店 將 全 力 參 與 此 次 活 動: 11/
12-11/25：南加州 Diamond Bar/Arcadia/San Diego
店 ； 11/19-12/2： 北 加 州 San Jose/De Anza/San
Francisco 店 ； 11/26-12/9: 德 州 Carrollton/Plano/
Houston 百利大道/Austin/Katy 店，亞利桑那 Mesa
店。
「
H Mart 台灣食品節 2021」專屬禮遇︰推廣期
間 ， 於 H Mart 指 定 活 動 分 店 ， 憑 發 票 消 費 「
H
Mart 台灣食品節 2021」推廣產品淨額滿$100 刀或以
上，可獲贈阿喵夜市環保袋一件* (贈品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創立於 1982 年的美國亞洲超市品牌 H Mart，引
領全新型態的食品生活體驗店，為美國消費者提供
來自亞洲各地最優質的商品，目前的分店橫跨美國
14 個州，是全美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領先亞洲超市
品牌之一。
H Mart 集團看準亞裔市場的消費力， 此次特
別與台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OTOP(One Town
One Product)及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合作，引進
台灣特色食品，期望能以舒適購物環境，多樣獨特
商品種類，打造全新購物體驗。
更多活動信息及活動店鋪信息請見 H Mart 官網、臉
書、Instagram及微信公眾號(ID: hmartofficial)。
關於 H Mart
H Mart 集團為北美最大之亞洲食品零售連鎖超
市集團, 從 1982 年在紐約皇后區開設第一家店以來
，目前已有超過 90 間分店。
H Mart 為北美地區提供了齊全的亞洲食品以及
各種西方生活用品，有別於一般傳統超市, H Mart
還以其超市內的美食廣場而聞名，這對經營了三十
多年的超市來說, 是一大創新。

H Mart 被 全 國 零 售 聯 合 會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排名為發展最快的零售商之一 (排名第

13) 。超市新聞 (Supermarket News) 將 H Mart 列為
美國及加拿大前 50 大的連鎖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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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Jude Children’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憑藉
Inspiration44 Advanced Research Center 開啟下一個科學發現時代
Inspiration

以 Jared Isaacman 領導的歷史性太空任務命
名的新研究中心
支持耗資 $115 億美元的 St. Jude 六年戰略擴張
計劃
孟菲斯，田納西州（2021 年 11 月 9 日）——
今天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將其
625,000 平方英尺的全新研究設施命名為 Inspiration4 Advanced Research Center， 以 紀 念 Inspiration4， 即 由 Shift4 Payments 首 席 執 行 官 Jared
Isaacman 領導的世界上第一個環繞地球軌道運行
的全民用太空任務。
「太空之旅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和這些孩
子的每天經歷相比簡直不值一提。」 Isaacman 說
，他個人為 St. Jude 投放了超過 $1.25 億美元。
「很榮幸我們的任務能夠與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相連結，St. Jude 的每一位支持
者均祈望實現一個讓每個孩子都能生存和發展的
世界，我感到十分榮幸能與他們並肩合作。」
這次為期三天的太空飛行任務的四名機組人
員還包括 St. Jude 的醫師助理兼癌症倖存者 Hayley Arceneaux、Sian Proctor 博士和 Chris Sembros-

ki。在軌期間，機組人員收集數據以幫助理解太空
對人體的影響，並通過實時視訊通話與 St. Jude 的
患者聊天。到目前為止，Inspiration4 已為 St. Jude
籌集超過 $2.4 億美元的承付款。
在歡呼聲和掌聲中，Isaacman 和其他團員一
起登上新研究中心的台階，旁邊有一面寫著該中
心名稱的橫幅。儀式結束後，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的籌款和宣傳組織 ALSAC 的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 Richard C. Shadyac Jr. 與團員參觀了
該中心，並由前 St. Jude 患者帶領參觀了該醫院。
「團隊精神、探索精神和勇氣構成了 Inspiration4 團隊的精髓，這也促使 St. Jude 的研究人員
加快對兒童重症疾病的認識和治療。」 St. Jude 的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醫學博士 James R. Downing
表示。 「該中心旨在培養創造力和互動性，激勵
科學家不斷拓展發現領域。團隊的旅程提醒我們
的患者永遠不要停止對夢想的追求。」
近 60 年來，St. Jude 一直站在兒科癌症護理
和 研 究 的 前 沿 ， 原 因 是 對 Inspiration4 Advanced
Research Center（於 2021 年 4 月成立）等資源進
行了戰略投資。該設施可容納多達 1,000 名專注於
變革科學的員工，旨在促進許多科學領域的合作
，包括發育神經生物學、免疫學、細胞和分子生
物學、基因編輯、代謝組學、高級顯微鏡學、表
觀遺傳學和基因組學。在這裡，我們可以使用先
進的計算生物學技術、人工智能、基因編輯以及
借助全球最先進的顯微鏡來分析細胞樣本。我們
將在現場設立一個生物儲藏室存放腫瘤樣本，與
任何地方的研究人員共享。這些成熟的資源和跨
學科的合作讓 St. Jude 在兒科癌症和其他災難性疾
病的研究方面保持領先地位，並有助於招募全球

最優秀的人才，加快新療法和新療法的研究。
「Inspiration4 幫助激勵全世界團結起來，為
兒童癌症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尋找治療方法。
」 Shadyac 表示。 「我們非常感謝 Jared 的非凡眼
光、領導力和慷慨，感謝 Sian Proctor 博士、Chris
Sembroski 和我們的 Hayley Arceneaux 的奉獻和無
畏精神。今天，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來紀念他們
的豐功偉績，同時也要感謝他們以及數以百萬計
的捐助者，他們相信 St. Jude 的使命正在改變著世
界各地兒童的生活。」
除了 Isaacman 的承諾之外，還有 100 多名個
人和組織向 Inspiration4 Advanced Research Center
捐款。舉例來說，發育神經生物學系的所在樓層
以 Sky High for Kids 命名。這項關鍵支持有助於盡
力確保孩子從該中心的研究中受益。
Inspiration4 Advanced Research Center 是 St.
Jude 正在進行的擴建項目一部分，包括可容納
140 個 單 位 的 新 建 患 者 家 庭 住 宅 The Domino’ s
Village，以及擬建的門診樓和診所辦公樓，這些將
增加 St. Jude 每年接受治療的新癌症患者人數。全
球數百萬人的捐款讓這些重要的擴張項目成為可
能，推動了總價值 115 億美元的 St. Jude 六年戰略
計 劃 ， 其 中 包 括 將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的全球投資增加三倍，以每年協助全球
40 多萬名癌症兒童。
有關影片和照片資產，請造訪電子媒體工具
包。
關於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正在引
領世界瞭解、治療和戰勝兒童癌症和其他威脅生
命的疾病。其目的很明確：尋找治療方法。拯救

兒童。（Finding cures. Saving children®）。它是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指定的唯一專門針對兒童的
綜合癌症中心。自 50 多年前醫院開業以來，St.
Jude 發明的治療方法已幫助將兒童癌症的總體存
活率從 20%提高到 80%以上。St. Jude 在沒有兒童
死於癌症前不會止步。St. Jude 免費分享它的發現
，每一名在 St. Jude 獲救的兒童都意味著全世界的
醫生和科學家可以利用這些知識來拯救成千上萬
的兒童。家庭永遠不會收到 St. Jude 的治療、旅行
、住房或食物帳單，因為這些家庭應該擔心的應
該僅是如何幫助他們的孩子活下去。造訪 St. Jude
Inspire，瞭解 St. Jude 關於希望、力量、愛和仁慈
的強大故事。透過瀏覽 stjude.org，在 Facebook 上
點讚 St. Jude，在 Twitter、Instagram 和 TikTok 上關
注 St. Jude，並訂閱其 YouTube 頻道，加入 St. Jude
的使命。

家合保險（
家合保險
（Jenny Xu Insurance）
Insurance）為您解答
為您解答2022
2022年個人健康保險重大變化
年個人健康保險重大變化
申 請/開 放 註 冊 時 間 延 長 ： 11/
01/2021 –01/15/2022
今年補貼有很大提高，很多家庭
可以享受$0 保費、或$0 掛號費；
利好消息 取消了收入上限。很
多高收入家庭，也可以申請奧巴馬健
保補貼；
Molina 銅計劃將自動轉為銀計劃
，保費有很大增加。 請盡快聯系我們
；
保險公司除了 Ambetter、 Oscar
、 Community Health Care、 Molina
、 BCBSTX、Friday 之外，今年增加了
Aetna、 United Health Care 和 Bright

Health；
健保網絡有很大變化：比如
Community Care 銅計劃取消了 Methodist； 但很多保險公司提供了更廣泛
的診所服務, 客戶有了更多選擇。
溫馨提醒，在選擇保險計劃時，
不要只看費用，更要確定您的家庭醫
生，或心儀的醫院是否接受該保險。
請致電家合保險 – 713-773-0040，
或微信 JennyXuIns 了解更多詳情。家
和保險服務大休士頓地區二十多年，
專業周到，誠信細致。詳情請聯系
Jennifer，葉小姐，Sarah 或 Jenn。

新聞圖片

暴雨過後印度金奈街道變“
暴雨過後印度金奈街道變
“泳池
泳池”
” 兒童戲水玩耍

重要水庫首次幹涸
敘利亞伊德利蔔省

韓國展出空中出租車
首爾計劃 2025 年商用化

韓國首爾，
韓國首爾
，Volocopter 2X 空中出租車在演示活動中亮相
空中出租車在演示活動中亮相。
。韓國國
土交通部表示，為了緩解首爾的交通擁堵狀況
土交通部表示，
為了緩解首爾的交通擁堵狀況，
，計劃最早在 2025 年底
實現 「無人機出租車
無人機出租車」」 的商用化
的商用化。
。

廣告
星期五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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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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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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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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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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 現正限量特惠中 歡迎把握時機

(本報記者秦鴻鈞 ）提起全美 「中國城」 的歷
史，休士頓西南區中國城的發展，可說是奇蹟中
的奇蹟，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內，休市西南區的
快速發展令人嘖舌，而位於休士頓中國城最具黃
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更是此黃金地點
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佔盡地利的優勢。 「百樂
公寓」 位於中國城生意最紅火的商場- 「敦煌商場
」 旁，並且距離數百家亞洲獨特的餐館和商店僅
幾步之遙。百樂公寓內的住戶可輕鬆直達鄰近的
高速公路，包括：Sam Houston 八號公路和 69 州
際公路，和 Westpark Pkwy 付費高速公路。使您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輕鬆往來大休士地區，休士

頓市中心，IAH 喬治布什洲際機場，和世界頂尖
的醫療中心。
「百樂公寓」 是一個提供舒適和便利生活的
公寓社區。他們有一臥室、兩臥室和三臥室三種
戶型。這些戶型並配備了電灶，冰箱和洗碗機。
由他們努力工作且專業的管理和維護人員，以確
保公寓居民擁有舒適和享受的生活。
在 「百樂公寓」 居住，可說是休市的 「天之
驕子」 ！因為該公寓匯聚了敦煌、王朝、黃金廣
場的豐富機能，得天獨厚享有衣食住行育樂的便
利，與各大超級市場：H Mart 、大中華、百佳、
惠康等超市及各美食餐廳、排隊名店、醫療院所

、金融機構如華美銀行、Chase Bank、 恆豐銀行
、美南銀行、富國銀行 Wells Fargo、國泰銀行...
都在輕鬆步行可達的距離內，真實生活享有出繁
華、入寧靜的優越！
「百樂公寓」 因位於敦煌廣場隔壁，更是幾

分鐘步行可至中國城各個超市及餐廳。在此居住
，真可謂 「天之驕子」 ！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
，現正舉辦限量優惠中，歡迎電話洽詢詳情。
「百樂公寓」 地址：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2-8100

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圖為位於 Westcenter Dr.與
Dr. 與 Westpark 交口進口處右手邊第三棟大樓的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 所在地的大樓外觀
所在地的大樓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新冠病毒又出來新變體了
，比 Delta 變體更兇悍
變體更兇悍，
，出現抗原漂移的
出現抗原漂移的，
，致死率高
達 35
35%
% ! 美國日增新病例突破 10 萬 ， 美國首席傳染
病專家福奇說：
病專家福奇說
： 事情變得更糟糕
事情變得更糟糕！
！ 這種新冠病毒的
新變體就是剛被命名的 SARS-CoVSARS-CoV-2
2 變異株
變異株。
。根據
英國政府緊急研究發現，
英國政府緊急研究發現
， 新冠病毒未來可能出現
新冠病毒未來可能出現”
”
抗原漂移”
抗原漂移
” 的變異可能— 也就是當病毒突變到一定
程度時，
程度時
， 先前的抗體不再起作用
先前的抗體不再起作用，
， 從而導致感染率
和死亡率進一步增。
和死亡率進一步增
。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接種新
冠疫苗（
冠疫苗
（ 如正處於發熱
如正處於發熱、
、 感染等疾病
感染等疾病、
、 急性病及妊
娠期婦女，
娠期婦女
， 慢性病人群醫生建議暫緩接種新冠疫苗
）因此
因此，
，每個人都應作個人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
每個人都應作個人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 對
自己目前身體狀況有所了解，
自己目前身體狀況有所了解
， 是安心
是安心，
， 也是面對現
實應採取的應對。
實應採取的應對
。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是最靠近中

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 位於西南區中
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國城八號公路與 Westpark Dr. 交口附近
交口附近。
。 他們以棉
簽 取 樣 核 酸 檢 測 SARS-COVSARS-COV-2
2Nucleic Acid
RT-PCR testing, 手指端取樣血清抗體 IgG/IgM 測試
， 取樣後 12
12-24 小時之內出結果
小時之內出結果。
。 大部分保險可報
銷檢測費用，
銷檢測費用
， 也可自費檢測
也可自費檢測。
。 無需預約
無需預約，
， 可以直接
前來。
前來
。 請戴口罩來實驗室檢測
請戴口罩來實驗室檢測，
， 提前打電話預約可
以減少等待時間，
以減少等待時間
，於室內或車內檢測
於室內或車內檢測。
。
營業時間：
營業時間
：周一到周五 8:00
00amam-5
5:00
00pm,
pm, 周六
周六：
：
8:00
00amam-4
4:00
00pm,
pm, 周日休息
周日休息，
，緊急情況需先預約
緊急情況需先預約。
。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地址
地址：
： 3707 Westcenter
Dr. Suite 100
100,, Houston ,TX 77042
77042,, 聯 系 電 話 ：
713713
-266
266-0808
0808，
， E-Mail: info@auspiciouslab.
com, www.auspiciouslab.com

休城社區

加州盜竊猖獗 舊金山Target超市盜竊
嫌疑人因盜竊超過4萬美元被捕

【美南新聞泉深】一名 41 歲的美國婦女被當局稱為“多產
的零售盜竊犯”，她因涉嫌從舊金山的 Target 超市竊取價值超
過 40,000 美元的物品而面臨多項指控。該超市經常被無恥的小
偷竊取大量商品所困擾，有時在保安人員和顧客在場的情況下盜
竊仍然發生，迫使該市的多個門店關閉。
盜竊賊名叫阿齊扎·格雷夫斯 （Aziza Graves），她在 Stonestown Galleria 的同一個 Target 超市當場被捕，據稱她在那裡參
與了 120 起盜竊事件。檢察官說，盜竊發生在 2020 年 10 月至今
年 11 月之間。
舊金山警察局長比爾·斯科特（Bill Scott）在一份聲明中說
：“本案中的嫌疑人是一個特別厚顏無恥和多產的零售盜竊犯。
” “我們希望這起案件——就像我們與當地檢察官合作處理的
許多其它案件一樣——向潛在的入店行竊者發出強烈信息，即舊

金山不會容忍他們的違法行為。”
格雷夫斯被指控犯有八項重大盜竊重罪和 120 項輕微盜竊罪
。在 Target 超市聯繫舊金山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要求進行調查後，
她被抓獲。
當局表示，作為涉嫌計劃的一部分，格雷夫斯在從 Target
商店選擇商品後使用自助結賬機進行虛假交易，她會掃描這些物
品，並據稱以 1 美元或有時一美分的現金付款，但她會在沒有完
成交易的情況下帶著物品離開商店。
犯罪嫌疑人和一批盜竊犯協同作案，迫使零售商虧本，限制
營業時間，並在某些情況下被迫關閉商店。
整個夏天，Target 減少了其舊金山五個地點的營業時間。今
年 10 月，Walgreens 關閉了舊金山市的五個地點，因為盜竊仍在
繼續。

Walgreens 發言人當時在一份聲明中說：“由於持續有組織
的零售犯罪，我們做出了關閉舊金山五家商店的艱難決定。”
“每家商店都會將處方藥轉移到附近一英里範圍內的 Walgreens
地點，我們希望將商店的團隊成員安置在附近的其它地點。”
最近幾個月，舊金山發生了一些最無恥的零售盜竊行為。在
視頻拍攝的一起事件中，有人看到 Walgreens 內的一名小偷將物
品扔進垃圾袋，然後放在自行車上，拉著物品直接從過道走出門
，店員和保安也無法阻擋。
今年早些時候，加州零售商協會表示，舊金山、洛杉磯和薩
克拉門托這三個城市的一些有組織的零售犯罪是全國最高的。
格雷夫斯被關押在監獄中，預計將於 11 月 18 日週四出庭。
根據監獄記錄，她的案件尚未獲得保釋。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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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磊 射 入 12 碼 逼 和 澳 洲

國足

出線希望

保住

中國國家足球隊（國足）於周二晚舉行的亞洲區
世界盃外圍賽 12 強戰 B 組分組賽，憑武磊下半場射
入 12 碼以 1：1 逼和澳洲。雖然國足賽後依然落後第 3

位的澳洲 6 分，但在尚餘 4 輪比賽下，總算保住出線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國足主教練李鐵是役安
排 4 位歸化球員蔣光

●艾克森（右
前）與澳洲球
員在比賽中拚
搶。
新華社

●武磊在比賽中慶祝入球
武磊在比賽中慶祝入球。
。 新華社

終找到最佳陣容 國足隨時再創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在首循環 3 球淨負對手
下，國足是役卻成功逼和澳洲，從全場表現來看，國足這
場更能夠和對手做到互有攻守，表現可說是 12 強賽 6 場賽
事中最好一場。在賽後，4 名歸化球員加上“外流兵”武

●國足終於找到最強陣容
國足終於找到最強陣容。
。

新華社

太、艾克森、阿蘭和洛國富同時
正選上陣，其中後三者和効力西甲
愛斯賓奴的前鋒武磊合組攻擊線；值
得注意的是，這是李鐵首次全數安排 4
位歸化球員同時正選上陣。
在一眾歸化球員的出色發揮下，首
循環曾 3 球淨負澳洲的國足此役變得和澳
洲能互有攻守，其中阿蘭和武磊皆有機會先
開紀錄只是未能把握。站穩陣腳的澳洲在上
半場 37 分鐘憑杜克的頭槌先開紀錄，但球隊
之後未能拉開比分，更在 69 分鐘因有球員在
自己禁區犯手球，球證在 VAR 協助下判罰 12
碼，武磊主射得手助國足追平1：1完場。
今場比賽後，國足以 6 戰得 5 分續排第 5
位，沙特阿拉伯 6 戰得 16 分排第 1 位，日本以
6 戰得 12 分排第 2 位，澳洲以 6 戰得 11 分排名
第 3 位，由於賽制上分組首兩名直接晉級，第
3 名則可踢附加賽，故國足今戰拿 1 分總算保
住出線希望，但由於目前距離殺入附加賽位
置有 6 分差距，在只餘下 4 輪比賽下，國足
餘下對日本、越南、沙特和阿曼的比賽差
不多必須全勝，更要前列3支球隊再有些
意外失分才可望後上保留晉級的希望。

周冠宇成就自己夢與願
感謝一路難與險

磊的組合，已被認定該是國足現時的最佳陣
容，如能保持今場表現，之後 4 場分組賽絕對
有力再創驚喜。
國足主帥李鐵在之前 5 場分組賽，皆未試過
盡派 4 名歸化球員同時正選上陣，而由於球隊過
去 5 場賽事無論成績和場上表現均平平，李鐵的排
兵布陣難免受到不少質疑。直到今輪比賽，蔣光
太、艾克森、阿蘭和洛國富終於同時正選落場，其中
後三者憑他們出色的技術和體能，與武磊明顯有較佳化
學作用，合力為澳洲防線帶來重大威脅。
賽後，無論內地媒體和球迷皆對國足今場表現表示讚
賞，但卻同時對球隊要到第 6 場 12 強賽才找到最佳陣容感
到可惜。然而正如內地某些媒體所言，“只要路是對的，
便不怕路遠。”國足只要好好總結這次經驗，維持派出最
佳和最適合陣容出賽，餘下 4 場無論面對日本還是沙特阿
拉伯皆會有力一戰，為球迷再次帶來驚喜。

11 月 16 日，一級方程式（F1）愛快羅密歐車隊
官宣，中國車手周冠宇正式加盟該隊，成為中國歷
史上首位 F1 車手。而周冠宇立即接受了訪問，讓大
家了解他的心情與這一路走來的艱辛。
“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感覺像是在做夢一樣，
感覺不太真實，但又很激動，有種心中期盼已久的
東西終於落地的感覺。”周冠宇說，“畢竟成為 F1
車手本來就是我一直夢寐以求的，如今可以真正實
現對我來說意義非常大。”
“成為 F1 車手一直是我的夢想，這一路走來遇
到的困難和艱辛，不是親身經歷是很難體會得到
的。所以，如今可以真正把自己小時候的夢想轉化
為現實，我覺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周冠宇坦言，“我感謝這一路的艱辛磨煉了我，更
感恩一路以來所有幫助過我的人。面對一年只有 20
個席位的激烈競爭，可以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員，是
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當被問及成為 F1 車手中國第一人的成功因素，
周冠宇認為關鍵因素是自己的堅持和團隊的配合。
“F1 這條路非常難走，尤其是像現在有了超級駕照
40 分的機制，你不但需要確保自己按照國際汽聯的
規定在 3 年內拿到足夠多的積分，還需要在 F2 錦標
賽中有出色的表現，讓 F1 車隊們看到你的實力，願
意將你招入麾下。”
對一名中國車手而言，進階之路更為不易，從
程叢夫到馬青驊，曾經也有中國車手與 F1 無限接
近，但終因種種原因又擦肩而過。“前輩們的努力
給了我很多激勵和鼓舞，但在成為 F1 車手的這條道
路上，並沒有引路人告訴我怎麼選擇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和我的團隊要自己一路摸索。”周冠宇說，
“我很感謝中國汽聯、中國大獎賽，還有很多中國
賽車的從業人員以及車迷們的幫助和支持，我也非
常期待自己可以早日在中國大獎賽上開着 F1 賽車向
世界展示我們中國人的風采。”
●新華社

了，我為他們感到驕傲。從我接手球隊以來，說
過最多的就是不管面對什麼對手，任何困難都不能
放棄，這兩年球隊在這方面有很大改變。再者我們
的球員太不容易了，這麼長時間封閉、密集比賽，
他們一直在咬牙，我為他們感到自豪。毫無疑問我
們水平不高，但我們在努力提高自己，來到 12 強
賽目的就是讓自己越來越好。”李鐵亦表示，知道
外界有很多有關他臨場調動，或有關歸化球員使用
的探討，他會虛心接受正確的意見。
至於澳洲隊主教練阿諾特賽後則對戰果感失
望：“這是一場令人非常失望的比賽，但從積極
角度來看我們沒有落敗，並取得 1 分。要知道 12
強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每1分都有意義。”

●大量中國隊球迷入場助威。

李鐵：面對困難不能放棄
雖然未能全取 3 分，但李
鐵於賽後記者會仍對球員的發揮
表示滿意：“球隊表現比上次
踢澳洲時要好，我們賽前
目標是努力給對手製造
困難，竭盡全力把最
好的一面呈現出
來，而球員
們 做 到

新華社

世盃外 12 強賽 B 組積分表
排名

球隊

1
2

勝

和 負

球差 分

沙特阿拉伯 5

1

0

+6

16

日本

4

0

2

+2

12

3

澳洲

3

2

1

+5

11

4

阿曼

2

1

3

-1

7

5

中國

1

2

3

-4

5

6

越南

0

0

6

-8

0

“鄧謝配”
反勝闖印尼羽賽次圈

●鄧俊文/謝影雪反勝晉級。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印尼羽毛球賽於 17
日上演多場賽事，其中“鄧謝配”鄧俊文／謝影雪，在
混雙以2：1反勝印尼組合殺入次圈。
在完成德國賽後，一眾港將本周又出戰印尼羽毛
球賽，其中伍家朗於日前賽事直落兩局輕取印尼球手
瓦多約，順利殺入次圈16強。至於李卓耀於17日出戰
丹麥球星安賽龍，李卓耀一如預期落於下風，終輸局
數10：21、14：21出局。
17 日另有多組港將出場，其中“鄧謝配”鄧俊文
／謝影雪，首圈對戰印尼的里瓦爾迪／門塔里組合，首
局完全陷於劣勢，並以 14：21 先輸一局。到第 2 局，
“鄧謝配”終於開始發揮水準，在後半段完全控制大
局下以 21：13 扳平；到第 3 局，“鄧謝配”亦是一直
處於領先狀態，最終以21：11再下一城過關。

高敬萍冀組大灣區青少年體育聯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11
月 16 日，廣州國際青少年教育體育大
會在廣州保利世貿博覽館召開，與會業
界專家圍繞“體教融合下大灣區青少年
體育發展”、“體教融合機制的破
解”、“如何促進學校體育更好發
展”、“中考體育改革趨勢”、“AI科
技下的學校體育新生天”、“體育運動
與安全的國際經驗”等議題發表主旨演
講，建言大灣區體育事業發展。
中國賽艇協會副主席、廣東省青
少年體育聯合會會長高敬萍、廣東省

學生體育藝術聯合會會長朱征宇、全
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
劉江南等十餘位體育界專業人士和代
表出席本次大會。
高敬萍在會上提出建議，借助粵
港澳三地共辦全運會契機，三地共同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體育聯盟，
以青少年體育運動和文化交流為加強
中華文化認同感的重要推動力。高敬
萍指，當前，粵港澳大灣區正加速融
合發展，三地將在 2025 年首次承辦全
國運動會，大灣區將迎來共同打造體

育品牌賽事的歷史機遇。
高敬萍在發言中說，粵港澳三地
同理連枝，一些體育傳統如龍舟、舞
龍舞獅等所凝聚的宗族文化是三地文
化共通的重要寫照，借助三地共辦全
運會的歷史契機，成立大灣區青少年
體育聯盟，有利於加強粵港澳三地體
育融合，培養大灣區後備體育人。而
三地青少年通過體育運動深化交流也
有助加強港澳青少年對中華文化的認
同感，對於青少年家國教育有重要作
用，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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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旅館公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旅館公會張榮昇夫婦,,陳清亮
旅館公會張榮昇夫婦
陳清亮,,嚴杰夫婦
嚴杰夫婦,,、合作金庫王文清協
理,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僑務委員劉秀美
僑務委員劉秀美,,咨詢委員黎淑瑛
咨詢委員黎淑瑛,,
榮光會丁方印

社團代表歡迎 2021 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台灣選手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休士頓國際机場歡迎
2021 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台灣選手

休士頓台鄉會宋明麗,,吳宏傑
休士頓台鄉會宋明麗

台商會周政賢夫婦,,張智嘉
台商會周政賢夫婦
張智嘉,,張世勳
張世勳,,徐世鋼

合作金庫協理,,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
合作金庫協理

婚姻觀

中年人的婚姻真相：
被高估的爱情，都输给了人性
作家王臣曾说：“世间所有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在结婚的那一瞬间，我们对未来都
充满甜蜜的想象。
可事实是，婚后的生活往往不会按
照预想的那样进行。
听过很多关于婚姻的故事后，才真
正明白，幸福的婚姻有千万种，但煎熬
的婚姻大抵相同。
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一种生活。
大部分婚姻，想离离不了，想过过
不好。
周国平说：“一部分人，把婚姻过
成好的人间；一部分人，把婚姻过成糟
透了的地狱。”
其实，无论和谁结婚，都要避免这
3 种状态！
巨婴式婚姻
在综艺节目《再见，爱人》里，佟
晨洁透露，和魏巍结婚的 7 年里，她无
数次想过离婚。
丈夫魏巍，在这段婚姻里，最让人
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哄不好的暴脾气。
节目中，一次夫妻两人开车出门，
因为佟晨洁是上海本地人，所有她没有
开导航，自动担任魏巍的人肉导航，结
果佟晨洁低头回个信息的工夫，魏巍就
开错道了。
于是他大发脾气，佟晨洁怎么都哄
不好。
最后，魏巍直接把车停在红绿灯路
口，打开车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还有一次，魏巍语出惊人：“我不
做饭是因为我要让她感觉到，没有她，
我活不下去。”
此话一出，惊呆众人，佟晨洁只能
笑着缓解现场尴尬的气氛，大家也一笑
而过。
魏巍却感觉大家都在嘲笑他，又生
气了，愤然离席。
佟晨洁怕他不开心，去房车安慰他
，但魏巍难以释怀，依然很生气，两人
在房车外又争执了一番。
这样的事情，7 年来，已经发生过
无数次。
夫妻俩每次有不愉快，如果佟晨洁
不去哄丈夫，他就会一直生闷气。
很多时候，之所以会先低下头去哄

一个人，是因为很在乎对方，只要对方
开心，自己的不愉快也会被治愈。
但是在对方眼中，这种做法却成了
一种讨好。
人一旦感觉自己被惯着、宠着，就
会油然而生一种骄傲，在另一半面前变
得有恃无恐，甚至把对方当成婚姻里的
仆人。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好，被视作理
所应当，稍不如意，就任性为之。
这样的婚姻也许可以凑合，但必然
没有幸福可言。
在一段婚姻里，做任何事情都要适
度，一方习惯性任性，一方处处退让，
只会让婚姻一步步失去原有的温度。
在亲密关系里，如果总像哄孩子一
样哄对方，幸福一定会远离。
婚姻是两个成年人互相理解、牵手
同行的旅程，所有的情绪、责任，都该
各担一份。
隐忍式婚姻
前段时间，河南平顶山一名 24 岁的
宝妈酒后将家门反锁，坐在窗外的空调
外机上欲跳楼。
若不是失望透顶，哪个母亲能做出
这样的选择？
生下二宝后，她全职在家带娃，每
天不仅要带两个娃，还要包揽全部家务
，因为没有工作，她只能伸手向老公要
钱。
一天早上，宝妈送大宝去幼儿园回
来后，发现炉子上的一壶水已经烧干，
二宝在哇哇大哭，丈夫却在一旁玩着手
机。
这一刻，她彻底爆发了：
“你就不能管管孩子吗？”
丈夫却说：“我在谈业务，我不赚
钱，你们喝西北风。”
一时间，丈夫借口工作而拒绝承担
家庭责任的一幕幕全都涌上心头。
宝妈终于忍不住，抱着二宝摔门而
出。
其实，二宝当初是婆家想要的，如
今生下来，却只有她一个人没日没夜地
辛苦照顾。
有网友看不下去评论道：
“孩子是婆家人嚷嚷着要的，罪可
都是她受的。”

确实，没有一段
婚姻不是带着甜蜜开
始的，但总有夫妻避
免不了坠入婚姻的魔
咒：
曾经，有人说要
为你遮风挡雨，后来
，生活的风风雨雨却
都是他带来的。
所幸，这个 24 岁
的年轻宝妈被及时救
下了。
她被救下以后，老公当面认错，但
是宝妈决定不再忍了，她果断地提出了
离婚，并当场写下离婚协议书，要求房
子和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归她。
有时候，生活真的挺难的，尤其是
婚后生活。
这条新闻的评论区里，感叹女人不
易的评论出奇的多，有网友说，宝妈离
婚选择两个孩子都要，可见平时孩子爸
爸有多不负责任。
“24 岁就生了二胎，这速度确实有
点快了，不愿意生就应该坚持自己的想
法。”
“身为妈妈，只想说，打算生孩子
之前要考虑清楚，不是别人劝你生，你
就得生，别人动动嘴，你就得搭上一辈
子。”
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
一段错误的婚姻，只会给人带来伤
害，与其苦苦忍耐，不如果断结束。
经济学上，有一条“鳄鱼法则”：
一只鳄鱼咬住了你的脚，如果你试
图用手把脚从鳄鱼的嘴里拉出来，鳄鱼
很可能会同时咬住你的手和脚。你越挣
扎，就会被咬得越惨。
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以求
将损失降到最低。
婚姻中，有的时候，你越是忍让，
对方越不在意，最终，你会毫无退路。
要时刻把底线握在自己手中，与其
花心力去忍耐，不如及时止损。
付出型婚姻
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热门话题：“为
什么婚姻中付出越多的人，往往越受伤
？”
点赞最高的一个回答是：“因为你

付出越多，牺牲越大，慢慢就失去了自
我，一旦对方离你而去，你会发现自己
一无所有。”
《父母爱情》里，老丁的前妻王秀
娥的结局让无数网友唏嘘不已。
为了得到丈夫的爱，做个“称职又
省心”的老婆，王秀娥不顾大龄风险产
下第 4 个孩子，结果自己因难产而去世
。
与其说她大意，不如说她从来都没
有在乎过自己，所以丈夫老丁也对她粗
心大意，住在大城市，却让她在家里生
孩子，才导致意外的发生。
记得安杰和王秀娥第一次见面，王
秀娥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来，只有安杰
赶忙上去扶她起来，一旁的丈夫老丁只
是很冷淡地看了一眼，连一句安慰都没
有。
王秀娥一看丈夫不高兴，赶紧尴尬
地打圆场：“没那么娇贵，没那么娇贵
。”
穷日子让她不曾娇贵，丈夫也从来
没有疼惜过她。
她出身农村，没有文化，举止粗俗
，但是勤劳善良，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丁
和孩子，但是这种付出始终换不来丈夫
的回应。
每次她和老丁发生矛盾，她都不停
念叨：“恁打，恁打......”
老丁却满脸厌烦，说她神经病。
虽然老丁没有真打过她，但是这些
话也暴露了王秀娥在这段婚姻里毫无幸
福可言。
一次，老丁和王秀娥吵架，老丁拿
起东西要打她，王秀娥吓得连忙躲开，
委屈地说：“你打，你打，俺都快累死
了，你的心哪儿去了？”

这句话，大概是她在婚姻里唯一的
底气了。
一段好的婚姻不是失去自我、单方
面付出，而是保持独立，也给对方付出
的机会。
爱一个人，可以刻骨铭心，但是一
定不能付出所有，要留三分爱自己。
如果你真的低到尘埃里，那时等来
的一定不是开满鲜花的喜悦，而是一地
鸡毛的悲哀。
看过这样一句话：“那些在婚姻里
一直付出，失去自我的女人，最后只能
依附在婚姻这根‘丝线’上，谨小慎微
，随时都可能将自己陷入绝境。”
婚姻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你人生
的全部，活出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
人生还很长，这一生还有许多事情
需要做，有家人，有亲朋好友，还有自
己的小圈子、小经济，有人世间千般美
景等着我们去欣赏，只有知道如何让自
己快乐，人生才能更精彩。
回到最初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好
的婚姻？
一段婚姻，不是靠哄，靠忍，靠瞎
付出就能获得幸福的，好的婚姻一定是
双向奔赴，共同经营，彼此欣赏的结果
。
好的婚姻，会让人生得到滋养、成
长、升华，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坏的婚姻，会让彼此压抑、折磨、
消耗，让人看不到希望。
遇到称心的人，懂得珍惜守护；遇
见错误的人，也要及时止损。
愿每个人，都能活得清醒独立，不
辜负别人，也不亏欠自己。
婚姻圆满，靠自己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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