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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回

家路上，突

然听见树丛

里的，他走过去，发现一只蜥蜴不知被

谁钉在树枝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卢克

心一软，拔掉了蜥蜴身上的钉子。

没想到，得救后的小蜥蜴开口说话

了：“好心人，为了表达我的谢意，请

收下这个礼物。”

没等卢克回过神来，小蜥蜴已经没

了踪影，地上只剩下一根装满绿颜色神

秘液体的试管。

卢克捡起一看，只见试管上写着

“神奇69”几个字，在字下面还有一行

说明：涂上它，你就会拥有神奇的力量

。

卢克心中一动，半信半疑地拧开试

管，绿色的液体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但他没多想，就把液体均匀地涂在了

双手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卢克耐着性

子等了大半天，什么也没发生，手上却

散发着一阵阵臭味。

卢克慌忙跑去洗手，却怎么也洗不

掉。看看时间不早了，卢克只好找来一

副橡胶手套戴上去上班。

难为情的是，卢克的秘密很快就被

大伙发现了。在老板的逼问下，他只好

不情愿地摘下了手套。一刹那，大家都

捂着鼻子跑光了。

不出所料，没过几天，老板辞退了

卢克，理由是卢克身患怪病，严重影响

公司的正常运作。

沮丧不堪的卢克只得开始四处找工

作。这天，他偶然遇到了幼时的邻居艾

米丽。艾米丽和他客套了几句，红着脸

说：“听说你这几天正在找工作，不嫌

弃的话，不如就来我这儿帮忙吧!”

卢克迟疑了片刻，把实情一股脑地

说了出来。艾米丽听了，笑着说：“难

道你忘了我家开的可是驯马场，别人都

嫌马场太臭，你不会嫌弃吧?”

听了这话，卢克喜不自禁，答应下

来。可到了那里，他才听说了一个秘密

：原来，艾米丽从小就喜欢自己，但她

知道卢克一直心有所属，所以才把这份

爱藏在心底。直到她听说卢克遇到了难

处，才想试一试，上次的偶遇就是她精

心策划的。

那一晚，卢克失眠了。经过一夜的

思考，他下定决心，接受艾米丽的爱。

恋爱的日子过得飞快，但卢克一想

到自己的双手，就忧心忡忡。他每天要

洗很多次手，希望能洗掉这恶心的东西

。

这天，他洗完手，双手依然恶臭无

比，他越想越气，抓起一个玻璃杯，狠

狠地砸向了镜子，碎玻璃一块块落在了

洗手盆里。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碎

玻璃在坠入洗手水的瞬间，竟自动拼接

在了一起!

卢克目瞪口呆，又试了几次，终于

明白过来，涂了“神奇69”，自己的洗

手水就拥有复原一切的魔力!他灵光一

闪，决定要用这神奇的洗手水创造财富

!

说干就干，卢克在电视台登出广告

，不出所料，他的生意好得惊人。

一天，卢克暗恋多年的丽莎突然来

访。丽莎从包里取出一个被摔成了两半

的工艺品，小心翼翼地递到了卢克手中

。

第二天，卢克把完美如初的工艺品

还给丽莎时，丽莎难掩激动之情，连问

卢克是怎么做到的。为了满足小小的虚

荣心，卢克把神秘液体的事跟丽莎全盘

托出了。

两人越聊越激动，丽莎突然含情脉

脉地对他说：“卢克，你知道我为什么

一直单身吗?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一直

在等你。”

面对丽莎突然的表白，卢克又一次

失眠了。他整整想了一夜，最终想明白

了：他对艾米丽的感情充其量只能算友

情加感激，而他对丽莎，才是真正的爱

情。想清楚这一点后，他下决心要和艾

米丽分手。

天亮后，卢克来到驯马场，想向艾

米丽提出分手，却没见到她。伙计们告

诉她，艾米丽今早驯马的时候出了意外

，被一匹烈马甩了下来，眼下已经在医

院了。

卢克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医院，得知

艾米丽的命虽保住了，但她的双腿正面

临截肢。

卢克惊呆了，他明白在这样的状况

下，无论如何都不该向艾米丽提分手，

但如果让他用下半生的时间去照顾一个

不爱的人，他又觉得有些不甘。就在他

左右为难时，突然眼前一亮，对呀，可

以试试用洗手水帮艾米丽康复啊!

两人商量好后，卢克火速为艾米丽

办了出院手续，把她接回了家。可就在

卢克洗完手时，突然，他发现自己手背

上出现了一行红色的字：“神奇功效只

有69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这时，零点的钟声敲响，卢克发现

，自己的双手恢复了肉色，他突然意识

到，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神奇的力量了，

不禁发起了呆。

艾米丽发觉他的异样，问他在想什

么。卢克长叹了口气，把水盆放到艾米

丽跟前，伸手给她看。艾米丽笑笑，指

了指门外，示意他先出去回避一下。

等了半天，艾米丽才笑容满面地让

卢克进屋。卢克看到，艾米丽可以站起

来了，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样子十

分难看。

卢克心想，或许要再等等，艾米丽

才能彻底康复，却没想到一连几天过去

，艾米丽的腿还是没有什么改观。

这一天，卢克正琢磨着到底该不该

向艾米丽提出分手，突然他接到了丽莎

的电话，丽莎声称帮卢克联系到了一个

大客户，那个大客户不小心把一个价值

千万元的古董瓷瓶打碎了，如果他能把

瓷瓶复原，那个大客户愿出三百万。

卢克犹豫了一会儿，把洗手水失效

的事儿告诉了丽莎。电话那头，丽莎沉

默了许久，接着就是“嘟嘟嘟”的挂断

声。

卢克这才明白，丽莎看上的不是他

，只是他的神奇之手，他沮丧极了，来

到一家小酒馆，一直喝到酒馆打烊，才

踉踉跄跄地出来。

踏出酒馆的一瞬间，卢克一个趔趄

，从台阶上滚了下去，眼睛正好扎在一

堆碎玻璃上……

再次醒来，卢克已经躺在医院里，

眼前黑漆漆的。卢克这才意识到：自己

瞎了!再也看不见了!他懊悔、丧气，发

疯般地要坐起来。

耳边传来温柔的女声，是艾米丽：

“相信我，一定会好的!”

就在卢克对艾米丽的话半信半疑时

，他闻到了一股无比熟悉的臭味，是自

己曾经拥有的洗手水?

在艾米丽的帮助下，卢克洗过双眼

。不一会儿，他觉得眼前有了一线光明

，他揉了揉眼睛，模模糊糊地看到：艾

米丽正关切地注视着自己!

卢克兴奋地把艾米丽抱了起来，一

迭声地问：“你是从哪弄到洗手水的?

”艾米丽告诉他，那天当她得知神奇的

洗手水只剩下了最后一份时，她只用了

一半治了腿;另一半洗手水她收藏了起来

。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担心有一天卢

克会发生意外。

听了艾米丽的话后，卢克这才明白

，为什么一向灵验的洗手水，却没让艾

米丽的双腿彻底康复……

一个月后，在一间教堂里，卢克戴

着一副眼镜，在亲友们的祝福声中，微

笑地看着自己的新娘艾米丽，正一瘸一

拐地向自己走来。

蜥
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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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闺蜜和我说，为了让自己

更瘦更美，以后每天都要跑够8公里。

立完 flag后，她确实每天在朋友圈

打卡，觉得只有每天不间断地跑，才算

做到了自律。

当我觉得她已经逐渐习惯这种生活

方式后，她却宣布放弃，理由是实在坚

持不下去了。

朋友圈里，经常有人晒自己的运动

轨迹，动辄好几公里。认为坚持跑步，

才是健康自律的。

只是，像闺蜜这样，不顾自己的身

体条件，随着大众的热闹，打着自律的

旗号参加的，也大有人在。

在我看来，这种自律，只是浮于表

面的“自嗨式自律”，或者说，是违背

自己身体、心理条件的“自虐式自律”

。

我把这两种自律，统称为“伪自律

”，伪自律不仅没有办法达成既定目标

，反而会平生出许多焦虑与挫败感来。

那么，真正的自律，是什么样的？

真正的自律，来自于对自我的了解

有一段时间，我的一位作者朋友，

也爱上了早起打卡，每天 5：45分，准

时打卡，一边感慨早起的空气都是清新

舒畅的，一边晒出自己自制的早餐，面

包、燕麦片、烤培根、再加一份水果沙

拉。

俨然一副“生命因早起而美好”的

模样。

但是，这份早起的美好，好像并没

有坚持太久，两个月以后，我发现她依

旧会在凌晨发一些有关生活感悟的文字

，也依旧会在两点以后，为我的某条朋

友圈点赞。

不久前见面，兜兜转转聊到早起这

件事，问她，是否还在坚持？

她笑着摆摆手说：

“早就放弃了。早起千般好，只是

不适合我。写作多年，早已习惯了在夜

深人静时，随着喷涌的思路完成一天的

写作任务。

早起之后，偏偏没有写字的冲动，

文字明显丧失了灵气，想想，觉得算了

，若用早起换低质量的文字，我不愿意

。”

我对朋友的放弃，抱以百分百的支

持。

早起很好，能享用一份美味的早餐

很好，但如果这些都不适合自己，与自

己最主要的人生目标背道而驰，又何必

苦苦执着呢？

自律虽好，但是，与自己的身体条

件、生活习惯严重不符的自律，往往得

不偿失。

真正的自律，来自对自己的了解，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达成某种既定

的目标，成为更好的自己。

真正的自律，是日常的点滴努力

我喜欢作家严歌苓，除了她文笔的

流畅与美感，以及故事所展现出来的极

强画面感外，更敬佩她每隔一两年，就

有新作问世的高质高效。

她每天写作 6小时，隔天游泳 1000

米，与很多 996、007的工作一族相比，

这样的工作量，真的算不得庞大。但，

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这样连续几十年的持续产出，必是

与自律分不开的。

可是，在她的自律中，却没有喧闹

的打卡，甚至没有苦行僧式的坚持，有

的只是优雅从容。

严歌苓喜欢把自己称作“写字佬”

， 她说：

“我是一个像所有去上班的这些律

师和会计一样，反正到了点我就坐在我

的写字桌旁边，我对写作这个事情是有

一种很平常的心态，那就是我是靠写字

来养家活口的”。

相比于严歌苓把“自律”化作日常

的生活，很多人的自律，更像是一种间

歇性对生活的不甘，于是，疯狂自虐。

有朋友在屯了一冬天的脂肪后，眼

看又一年春暖花开，穿裙子的季节到了

，于是，一天三节私教课，疯狂加练。

也有读者留言给我，在荒废了几年

英语后，为了四级考试成绩好，规定自

己一天背200个单词。

这样的间歇性自虐，结果往往在预

料之中。前面减肥的朋友，在两周以后

，对健身房厌恶到不愿意再踏进去半步

，以一顿热腾腾的火锅结束了自己的减

肥之旅。

后面背英文单词的读者，在一周以

后，认定自己不是学英语的料，再一次

放弃。

我们常常对自律有许多不切实际的

假想，以为自律，就一定要挑战自己的

意志力，一定要做别人所不能及。其实

，那些真正自律的人——

往往只是在你每顿吃到扶墙走的时

候，选择只吃七分饱；

只是在你每日匆匆赶车上班的时候

，选择早起 30分钟，让自己看起来更从

容；

只是在你刷手机停不下来的时候，

选择拿起书，读上那么几页……

真正的自律，从来都不等于自虐，

它是长久的、溶于生活每一瞬间的好习

惯，和寂静无声的努力。

真正的自律，是发自心底的热爱

坚持从来都是不容易的，除非你真

的喜欢。

纪元老师在《哪有没时间这回事：

自律的力量》一书中，把自律分成了三

个等级，分别是初级自律、中级自律以

及高级自律。

初级的自律关注的是如何高效处理

任务，执着于各类时间管理的工具。

中级的自律聚焦于习惯的养成，他

们会关注身体健康、滋养大脑、保持平

和的情绪状态、维系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发展高层次的兴趣爱好。

最高级的自律，则懂得充分发挥优

势，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

这三个等级，看起来要通过升级打怪

，一一进阶，但是，其实这三个等级中，

亦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玄机。那就是：

如果一开始就能够寻找到人生之所

热爱，并以此作为人生目标，那么，自

律会跨过初级与中级两个层级，直接进

入高级。

因为，你不需要学习如何管理时间

，你的全部时间与精力，会自然而然的

流向你所专注的事情。这对于你来说不

是习惯，不是工作，而是你最热爱的生

活本身。

比如，村上春树。

他最热爱的只有一件事，便是写作

，所以，日日坚持早上四点起床写作。

同时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是要以

良好的身体素质为支撑的。

于是，为了更好的写作，他决定每

天跑步一个小时，然后，又因为这份坚

持，成为了真正的跑者。

再比如，比尔· 盖茨。

1977年，他因为对于软件的热爱，

放弃了数学专业，后来，一路把热爱做

成最伟大的事业，领导微软25年。

又在 2002年，毅然把首席执行官的

工作交给鲍尔默，而自己专注于软件的

创新，只因为技术本身让他可以更快乐

、更有激情。

比尔· 盖茨曾说：“每天清晨当你醒

来的时候，都会为技术进步给人类的发

展和改进而激动不已。”足见他对技术

的痴迷于热情。

带着这份热情，他根本无需自律，

就是最专注、最执着的技术人。

我们追求自律，因为自律帮我们收

起了惰性，带着我们实现了许许多多的

人生目标。但自律终究是手段、是工具

，而不是目标。

在自律之上，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

、寻找自己的热爱、然后把这份自我的

觉知与热爱，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工作和

努力中，才能真正成为那个期待中的自

己。

这两种“自律”，正在透支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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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一个活跃着各种各样神秘

生物的国度，尤其是在与美国阿拉斯加

州接壤的地区，更是频繁的

传出神秘生物的目击传说，

而且更让人们感到毛骨悚然的

是，这些神秘生物往往具有强

烈的攻击性。他们或是躲在林

子深处攻击徒步旅行者，或是

藏在漆黑看不见的地方攻击过

往行人，其中最著名的非温迪

戈莫属，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

讲关于神秘的温迪戈传说。

“温迪戈”一词源于美国

和加拿大阿尔冈昆族印第安

人的传说，属于"音译词"指

贪婪地恶魔。

由于温迪戈一般都是独来

独往的，所以在加拿大的一些地区，也

称其为“独自漂泊的邪灵”又因其常出

没于露冬之际，故而又被称为“雪怪”

关于温迪戈的外貌描述有很多。

有人说温迪戈是一种骨骼与心脏由

冰构成，通体透明的怪物，他的眼睛布

满血丝，身高20-30英尺，巨大的嘴里，

长满尖锐突出的长牙，呼吸时气息通过

残次不齐的齿缝，会发出刺耳的嗤嗤声

，像是传说中的恶魔。

也有人说：“温迪戈身形瘦削，形

如枯槁，巨大的骨架上包裹着死灰色干

燥皮肤，眼窝塌陷，浑身散发着鲜血与

腐败的气息，仿佛刚从墓穴里爬出来的

活尸”。

甚至还有人说：“温迪戈是一头有

着人类身躯仗着，长着驯鹿头颅的怪物

，他的身体早已腐烂，内脏暴露在空气

外，并不时从嘴里骇人的嚎叫声”，

因而在流行文化中，温迪戈也被描

绘成具有雪怪、驯鹿等多重特征的模样

”。

虽说外形描述大不相同，但是在所

有的传说故事中，温迪戈所代表的的含

义都是一致的，他们是暴食与贪婪地化

身，他们喜食人类，并且永远处于饥饿

之中，所以一旦他们从冬眠中苏醒，便

会四处捕杀人类或是隐藏在深夜里，趁

着行人不注意，将他掠走圈养。

作家奥利弗、霍，在其《突变体和

怪物》里是这样形容的，在 17世纪当欧

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到这片土地时。他

们就遭遇了温迪戈这种奇异生物，而根

据当时的一些记载描述，这种奇异生物

就像是恶魔的化身，其不仅有着发光的

眼睛，还有锋利的獠牙和长长的舌头，

只要听到他的嚎叫声就意味着死亡，在

我刚开始读这本书时，第一感觉就是咱

中国的黑白无常的山寨版产物啊。

历史上著名的温迪戈事件，斯威夫

特事件就是与此相关，据说在 1978年的

冬天，斯威夫特残忍的将一家七口杀害

吃掉，

这一案件就引起了整个加拿大的震

动。据斯威夫特回忆，吃掉同类就会拥

有超能力，成为温迪戈。如果吃的够多

，多年后就会“进化”成传说的生物

————温迪戈。并且拥有超越常人的

寿命。

世界十大神秘怪兽传说！温迪戈传说

她叫玛丽（Mary），一头五吨重的

雌性亚洲象，她还被人称为“杀人玛丽

”，因为谋杀被绞死在美国的一个小镇

。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9世纪末，幼年的玛丽被猎人捕捉

，辗转卖给了一个美国马戏团。马戏团

的老板叫斯帕克斯，这是一个以异国动

物、小丑和杂技演员为特色的旅行马戏

团，名叫“斯帕克斯世界著名表演”。

经过几年的训练，玛丽成为马戏团

的明星。她是一头温顺聪明的大象，是

马戏团动物棒球队的冠军投手，还会演

奏好多首简单的乐曲。

1916年 9月 12日，马戏团来到田纳

西州沙利文县的欧文镇（Erwin），如同

往常一样，动物游行引起了镇里居民的

极大兴趣，不少人出门观看。

但是，意外发生了。

骑在玛丽背上的驯兽师，是 38岁的

沃尔特· 埃尔德里奇，他是一个没有驯兽

经验的临时工，头一天刚刚被雇用，他

唯一依仗的是一根带有锋利钩子的长棍

。

途中，玛丽看到路边一块丢弃的西

瓜皮，停下脚步用鼻子卷起来吃，埃尔

德里奇不耐烦了，用铁钩使劲击打她的

耳朵。

玛丽突然大发雷霆，掀翻了鲁莽的

埃尔德里奇，把他扔到地上并用巨脚踩

到他的头上，碾碎了它。

人群被吓坏了，一个铁匠掏出手枪

对玛丽开了五枪，但并没对大象造成多

大伤害。随后，玛丽被独自栓在马戏团

帐篷外的一块空场。

大象杀人事件发生后，当地报纸开

始耸人听闻的报道，描绘道“这头野兽充

满力量，将可怜的埃尔德里奇抛在空中，

将她的巨型象牙杀死了他。接着还践踏了

尸体，好像在寻求杀气腾腾的胜利……”

小镇被激怒了，所有人都高呼“杀

死大象”，同时，欧文镇和附近几个城

镇的负责人威胁说，如果玛丽不处死，

不允许马戏团进入。

老板斯帕克斯非常舍不得，但他不

得不妥协：公开处死玛丽。

但是，如何杀死一头五吨重的厚皮

动物？手枪已经证明没什么用。人们提

出各种异想天开的残酷建议，比如将玛

丽的前后腿绑在相向而行的两条铁轨上

，让两列火车碾死她。

再比如，将玛丽电死。早在 1903年

，纽约一头名叫“Topsy”的大象在踩死

人后，被电击方式处死。但是，这个偏

远小镇的电力不足以电

死大象。

最终，小镇决定用

古老的谋杀罪行刑方式

：绞刑。

玛丽是蓄意谋杀吗

？还是正当防卫？但是

，她只是一头大象，没

有律师，没有辩护词。

第二天，玛丽被剥

去了金色马鞍和蓝色羽毛

头饰，在帐篷外的小雨中

站着。目击者称她害怕地

颤抖着，好像知道即将降

临的可怕命运。

下午 4点钟，行刑

开始。

玛丽的脖子被绑上铁链，一辆 100

吨起重机——平时它用于吊起铁路车厢

——吊起了她。

第一次行刑没有成功，当起重机将

她悬挂到半空时，链条猛地断裂，她臀

部重重的落在地面，坐在那里茫然无措

。

第二次，换上了更结实的铁链，这

一次玛丽被吊到了空中，她发出尖叫，

并在空中停留了 30分钟。直到一名兽医

宣布她死亡，才降到地上，挖掘了一个

大坑埋了。

这张拍摄于当天的著名照片，显示

玛丽在起重机上毫无生气地悬挂着，令

人心碎。

当晚，一头与玛丽一起工作多年的

大象逃出铁笼，痛苦地叫着奔跑着，但

被抓了回来。

这是一个虐待动物的悲伤故事，人

类为了娱乐而捕捉和驯养动物表演，但

这些事违背了动物的本性，发生的悲剧

绝对不该由动物承担。从一百年前的马

戏团，到今天的动物园，这样的事情还

在发生，但公开吊死一头大象，在全世

界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最后，说下欧文镇——一个远在田

纳西州东部以外很少有人听过的小镇，

因为吊死大象而恶名在外。多年来，玛

丽死亡的耻辱一直困扰着欧文镇居民，

今天，该镇一直在试图弥补这一过错，

他们每年都举行为期一周的纪念和保护

大象活动，筹款帮助大象的生存。

这头被吊死的大象做了什么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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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炫富連累中國紅十字會募捐一落千丈的郭美

美，因開設賭場罪獲刑 5 年，於今日淩晨 2 時 35 分左

右，她一身黑衣低調步出監獄大門，結束 5 年牢獄生

涯。服刑期間，郭美美未曾獲得減刑。

內地報導指，淩晨 2 時 35 分左右，監獄門口一聲
鐵門聲響，郭美美走了出來。郭美美戴著黑色口罩、
黑 T 恤、黑長裙，深色鴨舌帽壓得很低，一名中年女
子從車上下來後直接走向監獄大門接走她。門口有幾
名身份不明人士等候郭美美上車，她全程不發一言，
見到記者拍攝也無遮擋動作，十分淡定，隨後迅速離
開了監獄區域。

出生于 1991 年的郭美美，2011 年因 " 紅十會事件
" 引發關注。2014 年，郭美美因涉嫌開設賭場罪被捕。

警方並查明，她以每次高達數十萬（人民幣；下同）
的價碼，多次進行性交易。

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顯示，2015 年 9 月 10 日，北
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判被告郭美美觸犯開設賭場罪，
判處有期徒刑 5 年，並罰款 5 萬元（約 5.7 萬港元）。

2011 年 6 月 21 日 淩 晨， 微 博 取 名 為 " 郭 美 美
baby"、實名認證身份為 " 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 "
的用戶，發出一條博文：" 小白限行把小 MINI 開出遛
遛～開著有點不習慣。" 郭美美因為 2011 年這一條 "
炫富微博 " 而進入公眾視野。這一博文引發線民圍觀轉
載，郭美美大量炫富微博，包括展示名牌手袋、豪宅、
豪車的圖片，被線民一一找出。因其採用虛假的實名
認證身份 " 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 "，引發輿論對於

  美國收穫了女足世界盃的冠軍，隊長梅根·拉皮
諾和她的團隊為自己的國家爭得了榮譽。但現在的問
題是，川普要如何表彰這群為國爭光的姑娘們？

  美國女足在 7 日與荷蘭對陣的女足世界盃決賽中
獲勝，而身為美國總統的川普則在本國女足姑娘們奪
冠後兩小時才表示祝賀。

  早在女足世界盃進行過程中，媒體就曾多次曝出
拉皮諾與川普不和的消息。此前梅根·拉皮諾曾公開
表示：“如果美國女足奪得世界盃冠軍，我們不會前
往白宮接受表彰。”隨後美國總統川普在自己的社交
帳號上回應稱，梅根·拉皮諾應該先閉嘴完成自己的
工作，美國女足還沒有奪得冠軍呢。

  但現在，這位美國女足的明星前鋒帶領自己的球隊

紅十字會捐款去向問題的討論與猜測。
此後，中國紅十字公開聲明，稱郭美美與紅十字會

無關。在微博上一直塑造自己光鮮亮麗形象的郭美美，
被捕後經警方查證：" 郭美美通過網上聯絡、熟人介紹
及主動搭訕等多種方式，多次與人進行性交易，每次
的價碼達數十萬元。"

新華社 2014 年曾刊文披露，郭美美向警方招認她
簽約南方一演藝公司，公司安排她每年不少於 50 次的
" 夜場商演 "，每次支付報酬 5 萬元，這是她的主要收
入來源。但警方核查，郭美美所謂的"商演"不足20場，
更多的卻是借 " 商演 " 為名從事性交易。

                                                            ( 蘋果日報 )

走向了輝煌，她完成了此前川普口中所說的“工作”，
而下一步川普應該怎麼做呢？對此美國媒體 CNN 發表
了名為《世界盃冠軍把川普總統逼入絕境》的文章。

  對於川普向女足姑娘們的祝賀，美國網友們認為：
女足姑娘們仍然不會去白宮接受表彰。更有網友評論
道：美國會以這些姑娘們為傲，但她們不會以川普為
傲。事實上，這已經不是川普在任以來第一次與美國
體育界發生衝突了。早在 2016 年，NFL 一名叫柯林·
卡佩尼克的球員，因為覺得美國社會歧視黑人，於是
在比賽前奏美國國歌升國旗時，他並沒有像其他運動
員那樣手扶胸口致敬，而是坐在板凳上以示“抗議”。
2017 年 9 月，川普在的阿拉巴馬州的集會演講上再次
提及此事，“我們以美國為榮，我們也尊重美國的國
旗！你們難道不想看看 NFL 的老闆們說：把那個傢伙
（指卡佩尼克）趕走！他被解雇了！”

  川普的行為立馬在 NFL 聯盟引起軒然大波。兩天
后的 NFL，僅僅當天的 13 場比賽當中，就有大約 130
名球員拒唱國歌和拒對國旗敬禮，以表達對美國總統
川普的不滿。很快 NBA 的球員也開始支持柯林·卡佩
尼克的行為，湖人等球隊在國歌儀式時拒絕傳統的將
右手放在胸口的國歌禮，甚至也有球員用單膝下跪的
方式表達不滿。NBA 巨星詹姆斯在談及此事時表示：
“他們的行為充滿了力量，這不是不尊重國旗，而是

關乎平等。”同時他還表示，川普在用體育這個平臺
分離美國運動員，體育應該是每個人都能享受的平臺，
自己不會讓任何人利用它分離美國運動員。

  2017 年在 NBA 球隊勇士獲得冠軍之後，其當家
球星庫裡、杜蘭特和湯普森公開表示，自己不會到白
宮接受川普表彰。而略顯尷尬的川普也沒有示弱，立
即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上表示：“既然如此猶豫，
邀請就此取消。”隨後詹姆斯站出來怒懟川普：“是
庫裡先說的不去，根本無所謂的邀請，前往白宮接受
表彰是一份榮耀，直到你出現為止。”2018 年 6 月，
NFL 冠軍老鷹隊同樣沒有多少人前往白宮接受表彰，
以至於最後官方不得不尷尬地發表聲明稱，由於參與
慶祝活動的人過少，白宮不得不取消這次活動。

  如今美國女足奪得了世界盃冠軍，而川普有可能
又要面臨一次新的尷尬了。

                                                                （觀察者）

美國女足姑娘把川普“逼入絕境”

郭美美出獄了：淩晨2時

步出囚牢一身黑衣不發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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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搜索引擎巨頭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周三（7 月 3
日）在北京演講時，遭到一名男子潑水。一時之間，
李彥宏和百度以往的一些爭議事件迅速成為熱門話題。
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周四（4 日）早上通報，已經對
擾亂百度公司活動現場秩序的嫌疑人程某某處以行政
拘留 5 日的處罰。

 演講現場被潑水

 李彥宏當時正出席 2019 年百度 AI 開發者大會。
在他演講過程中，突然有一名佩戴胸卡的黑衣男子衝
上台，拿著一個礦泉水瓶子從李彥宏頭頂澆了下去。
從現場視頻可以看到，李彥宏用手抹了抹臉上的水，
然後說了一句英文：「What's your problem?（你有毛病
啊？）」事發後，潑水的男子被工作人員控制，場面
一度陷入沉默。隨後李彥宏重新開始演講，並調侃說：
「大家看到在 AI 前進的道路上還是會有各種各樣想不
到的事情會發生，但是我們前行的決心不會改變。」

 百度發言人對 BBC 表示，不了解該男子潑水的原
因，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處理。百度周三晚間表示，肇
事者用微博直播等高調的形式安排了一個惡劣的現場
襲擊，行為讓人覺得不齒也讓人感到不安。百度隨後
還稱，肇事者已經被公安機關帶走並調查。

 潑水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強烈反響，一些網友
譴責肇事者的無禮行為，給李彥宏的反應點讚；但也
有許多網友回想起了魏則西事件，稱李彥宏應該反思
百度的企業道德問題。微博網友「胡蘿蔔翻身」說：「這
種行為不應該被提倡，人身攻擊不可取。」微博網友

「胖子趙祥松」則表示：「這件事，不知道能不能讓
百度反思自己在履行企業公民責任上的問題。如果真
能這樣，一瓶礦泉水改良和幫助它成為受人尊敬的互
聯網企業，也不失為一段佳話。」

百度主要從事搜索引擎服務，與阿里巴巴集團和騰
訊並稱中國互聯網三大巨頭企業。但是百度因為其審
查政策、競價排名機制等問題備受批評和質疑。2016
年 4 月，患有罕見癌症滑膜肉瘤的中國大學生魏則西
在網上披露了自己的求醫過程，他稱通過百度搜索到
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並在該院進行治療，但隨後
才得知該院療法無效。魏則西在 2016 年
4 月 12 日去世。同年 5 月，中國國家網
信辦進駐百度調查後認為，百度競價排
名機制存在付費競價權重過高、商業推
廣標識不清等問題，影響了搜索結果的
公正性和客觀性，容易誤導網民。

今年 1 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傳
播學博士方可成在微信公眾號發文稱，
搜索引擎百度已死，百度過於偏袒百度
旗下品牌，搜索結果優先顯示百度自媒
體 平 台「 百 家 號 」 等 自 家 平 台 信 息，
「Baidu.com 已經不是你尋找中文互聯網
內容的地方，而是百度自家的站內搜索；
它將你引向的不是中文互聯網中的優質
精神食糧，而是囤積在自家的腐臭變質
內容」。

人工智能

百度在 2019AI 開發者大會上介紹了他們在人工智
能領域的一些新進展。百度宣佈，其智能音箱如今可
以聽懂英語，不需喚醒詞就可以激活。這與亞馬遜和
谷歌的產品有所不同，亞馬遜和谷歌的產品仍需要喚
醒詞激活產品。百度還宣佈，將很快推出中國最大規
模的無人駕駛出租車隊。百度副總裁、智能駕駛事業
群組總經理李震宇稱，這個項目將首先落地湖南省長
沙市。

                                                     （CNN 中文网）

美國女足姑娘把川普“逼入絕境”

百度李彥宏遭潑水背後的

互聯網企業責任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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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 25 歲了。

1999 年，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對跟隨自己打
拼 5 年的亞馬遜創業團隊說了一句話：「誰都無法保
證 Amazon.com 能成功。我們在做的這件事很複雜。」
那時，亞馬遜已經在網上賣了 5 年書。從一個網上書
商，到全球第二大上市公司，擁有線下實體店、自有
品牌、最先進的物流系統，創辦人貝索斯成為全球首
富，亞馬遜過去 25 年走過一條什麼樣的路？

亞馬遜的創新精神、理念和實踐在這些圖表中展露
無遺。

2018 年，它成為繼蘋果公司之後全球第二家價值
達 1 萬億美元的上市公司，公司市值全球第二，僅次
於微軟公司。營收圖表上也寫著成功二字。到今年年
底，亞馬遜的銷售額預計將達到創紀錄的 2750.6 億美
元，2020 年突破 3200 億美元。

亞馬遜和貝索斯的成功部分歸功於全球擴張，但
最主要的還是廣泛涉獵各個不同的領域。流媒體服務、
流媒體設備、雲服務和最新開闢的食品雜貨，不但為
亞馬遜開闢了收入來源，也使它跟其他行業的巨頭站
到同一張擂台上角力，比如臉書、谷歌和 Netflix 視頻
網站。

一切都從不起眼的網上書店開始。

1995 年：亞馬遜推出網上售書業務

貝索斯在做了幾年網上書商後，曾感概地回憶，當
年有許多人說風涼話，都說這些電腦專業的人不懂怎
麼賣書，對圖書業一竅不通。後來的歷史證明，亞馬
遜很會做書商生意。當然，電子書的問世是它成為美
國第一大書商的重要契機，而亞馬遜及時抓住了這個
機遇，也是關鍵因素之一。

1999 年：亞馬遜成為全球最大的網上銷售平台

1990 年代後期，亞馬遜決定開始增加網上銷售的
商品種類，除了書籍，還兼賣音樂和影視碟片。

然後，電子設備、玩具、家電和廚房用品等都迅速
進入了貝索斯的網上零售王國。成功的電商背後一定
有堅實的倉儲和物流為依托。亞馬遜比這更進一步的

是建立了覆蓋美國全國的倉儲網絡。
僅僅過了 10 年，亞馬遜就成為美國和世界最大的

網商。
2005 年：亞馬遜推出高級會員服務

亞馬遜商場 2000 年啟動，數千家小商戶進駐。亞
馬遜覺得應該設法在送貨方面優惠那些忠實的老客戶。
於是，2005 年推出了高級會員（Prime）服務，許多商
品可以享受次日送貨服務，還可以免費享受亞馬遜網

亞馬遜：七張圖看懂電商巨頭

                          25 年成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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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視頻及音樂播放。這個服務的付費訂戶現在超過
了 1 億，在世界同行中名列第二。

2007 年：亞馬遜推出首款自有品牌產品 Kindle

亞馬遜家大業大了之後，也沒忘記初心，自己原本
是賣書的網商。2007 年，貝索斯看準了電子書行將走
紅的時機，推出 Kindle，後來就成了電子閱讀器領域
的主角。競爭自然極其激烈、殘酷，尤其是考慮到對
手包括蘋果和谷歌。那是在 2010 年代早期 。進入智能
設備和人工智能時代，亞馬遜又率先推出 Echo 音箱，
配上亞馬遜自家的人工智能系統 Alexa 的聲音。亞馬遜
現在是美國第三大智能設備銷售商。

2018 年下半年，公司不太順，市值一度跌破 1 萬
億美元大關。不過，經過 25 年的成長，亞馬遜已經不
再是單純的網商了。它現在考慮向線下實體店擴展；
不是簡單的開店，而是要推出一種新式購物方式。再
過 25 年，亞馬遜會長成什麼樣？這個問題只有時間能
回答。

亞馬遜：七張圖看懂電商巨頭

                          25 年成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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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五、六月份，國際金融市場上值得記憶的
事件只有一個，那就是國際金價衝破了盤整近四年的
阻力位 1360 美元 / 盎司一線。過去兩三年，本人基於
基本面的研究判定國際金價將再次走出牛市，現在基
本上在技術面上確認了。我們知道，黃金是嚴格意義
上的一般等價物，對於“一般”的內在含義，教科書
大多都不會給出明確的解釋，但從貨幣史上還是可以
得出其最基礎的含義。

貨幣作為一個恒定的信用物，它最基礎的職能之一
就是給所有商品定價，也就是說，金價是所有商品價
格的綜合表現方式。黃金價格的突破，並不代表黃金
自身發生了變化，它所代表的信用千百年來都不變的，
真實的含義是以美元為代表的紙幣無法維護自己的價
值，開啟了新的貶值之旅！在可見的未來，全球經濟
看不到好轉跡象，部分經濟主體的需求甚至開始大幅
下滑，而當經濟潛力不斷下滑和紙幣加速貶值複合在
一起之後，全球經濟極有可能迎來新一輪滯脹。

儘管滯脹的到來，會將不少行業帶入熊市，但對
部分行業或者說投資品種來說，卻是開啟牛市的大好
機會，這是今天需要密切關注的。不妨來看看阿根廷
滯脹時期各行業所處的狀態先。2018 年，阿根廷經濟
增長率 -2.5%，通脹率 47.6%，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
率 -5.8%，通脹率 11.8%。列舉這兩組數字是為了告訴
大家，阿根已經明顯處於一種滯脹狀態了，受此影響，
其各行業也相應地出現變化。

首先，一季度，阿根廷公共消費同比下降 0.2%，
私人消費下降 10.5%。這就導致很多行業處於萎縮狀
態，其中包括：製造業下降了 10.8%，電力、燃氣和水
務下降了 5.2%，建築業下降了 6.8%，批零貿易及維修
業下降了 12.6%……

其次，從本質上來說，當今世界真正的貨幣只有金
銀，而紙幣不過是銀行券。當銀行券加速貶值的時候，
自然會帶來金銀價格的上漲：一季度，以阿根廷比索
表示的黃金價格，上漲了 3.75%，價格的上漲，很自然
地就帶來了這一行業的擴張。

與此同時，那些類貨幣屬性的商品行業，景氣度就
會跟著得到提升，比方說，2019 年一季度，阿根廷漁
業增長了 5.5%，畜牧業和林業增長了 7.7%，類貨幣行

業還包括原油產業等。
此外，滯脹時期，由於內需下滑，就會導致進口下

滑，所以 2019 年一季度阿根廷進口下降了 28%。值得
慶倖的是，阿根廷社會目前還基本處於穩定狀態，出
口競爭力受到的影響不大，僅僅下降了 2.8%。有必要
提醒大家的是，當社會不再穩定時，出口增速也會劇
烈下滑，因為長期的惡性通脹加上社會動盪，將嚴重
破壞本國的出口能力。

現今的委內瑞拉，就正在上演這一幕，由於長期
的惡性通脹和社會動盪，即便是委內瑞拉最強勢的石
油產業，也出現了大幅萎縮。進入惡性滯脹的阿根廷，
像是全球經濟的一個縮影，儘管它的經濟現狀，與美
國為主的世界主要經濟體有所不同，但其不同也僅僅
是輕重程度的不同。

本質上來說，當黃金開啟牛市而經濟增速陷入低迷
的時候，阿根廷今天正在發生的一切，未來也極有可
能在其他經濟體發生。據此我認為，未來真正值得關
注的行業，是金銀為代表的貨幣行業，以及以基礎商
品為代表的類貨幣行業，這將是未來很多年的投資重
點。

波斯灣局勢加劇滯脹預期

可能很多人會說，我有點危言聳聽了，在他們看
來，像阿根廷這樣的惡性通脹，在全球範圍內出現還
是小概率的。我不否認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在當
前，這種小概率是存在的，而其是否會發生取決於波
斯灣局勢的變化！

整個世界，都在忽視波斯灣的局勢變化對世界所帶
來的影響，為何伊朗擊落了美國的無人機之後，川普
( 川普 ) 收回了對伊朗開戰的命令？為何以英法德三國
為代表的歐洲國家，極力反對美國退出伊核協議？

其根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伊朗與以美國、沙特為
首的海合會國家，以及以色列之間的爭端不斷升級。
目前來看，作為挑事者的伊朗是握有王牌的，比方說，
它可以封鎖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

霍爾木茲海峽

一旦出現這種局面，而且在伊朗的眾多中短程導彈
面前，美國又沒能力快速恢復波斯灣航線的話，那便
將導致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和債務體系迅速崩潰。

首先，作為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原油輸出通道，波
斯灣一旦被封鎖，就會造成世界各地的原油供給短缺。
根據高盛的預測，如果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幾周，全
球油價將上漲至 200 ～ 1000 美元 / 桶。

眾所周知，1973-1974 年，世界遭遇過一次石油危

機。1973 年 10 月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石油輸出國
組織為了打擊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佈對一
些國家進行石油禁運（注意，還僅僅是對部分國家實
施石油禁運，這與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所帶來的影響具
有較大差距，當時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主要禁運目標是
美國），便造成了國際油價的大幅上漲。

當時原油價格從 1973 年的每桶不到 3 美元漲到接
近 12 美元，漲幅約 3 倍。所以，今天一旦出現霍爾木
茲海峽被封鎖的情形，高盛的預計是靠譜的，而且很
靠譜。

彼時的油價暴漲，直接帶來了全球範圍的大通脹，
美國的 GDP 增長下降了 4.7%，歐洲整體下降了 2.5%，
日本下降了 7%。不得不說，這些經濟萎縮的資料與去
年阿根廷的 GDP 資料相比並無本質的差別，甚至更為
嚴重。

遺憾的是，面對這種危局，今天歐洲主要國家的應
對，與 1973—1974 年原油危機時所採用的做法並無二
致。那一次，出於對石油禁運的擔憂，歐洲主要國家
沒敢站出來支持以色列，這一次同樣如此。

有瑞士銀行家預估，一旦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
通脹的爆炸將引爆價值 1200 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
場，導致全球銀行體系集體崩潰，引發前所未有的大
蕭條。這個時候，世界經濟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類
似今天阿根廷一樣的滯脹，雖然目前看尚屬小概率事
件。從種種指標來看，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全球
經濟出現疲軟乃至衰退應該說幾成定局了。當前金價
的突破，正是全球經濟滯脹預期的一種表徵，它給投
資活動帶來的是一種戰略指引。而波斯灣的緊張局勢，
更是加劇了人們的這種預期，所以你會看到，即便是
以色列攻擊伊朗這類謠言，又或者彭斯、普京雙雙召
開緊急會議這類消息，都能短時刺激黃金（包括黃金
期貨）暴漲。

                                                              （文學城）

黃金瘋漲，而一旦這發生 

              就遠不止“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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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與妻子住水下賓館度假，
愛麗絲身材超贊

7 月 5 日，郎朗在自己的社交網站上
曬出了一組照片，原來是郎朗和妻子愛麗
絲一起去馬爾地夫海邊度假了呢，果然就
是新婚小夫妻甜炸的節奏了，看來如今郎
朗和妻子的蜜月是要度個不停了呢。

當天郎朗一身夏日清涼裝，整個人看
上去就是超放鬆的呢。而妻子愛麗絲也是
這是碎花短裙，長髮飄飄，果然就是才子
配佳人的節奏了，網友們都盛讚這兩個人
就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對了，果然就
是甜炸屏了呢。

當天郎朗還和自己的妻子在海邊一起
種植了一個“愛
情樹”，想必這
也是要代替“到
此 一 遊 ” 的 方
式 證 明 自 己 來
過 了， 並 且 是

兩個人一起合力種植的，也是可以見證他
們愛情的成長，也是好浪漫呢。

當天郎朗和愛麗絲在馬爾地夫的酒店
居住，我們發現躺在床上的郎朗十分的享
受，就如同他自己在彈鋼琴享受音樂的樣
子，而這個酒店就是在海底的哦，周邊都
是各式各樣的水生物遊過，這畫面真的是
浪漫極了，看來朗朗和妻子愛麗絲真的是
要甜炸屏的節奏呢。看來做音樂的人連戀
愛都可以這麼浪漫哦。

郎朗與妻子海邊度假，愛麗絲身材超
贊，郎朗住水下賓館一臉享受。如今郎朗
和妻子愛麗絲已經是娛樂圈的一對模範夫
妻了呢，粉絲們也是點贊他們讓人們看到
了愛情該有的樣子呢，希望兩個人也能夠
儘早有寶寶，這樣的話兩個人的音樂事業
就後繼有人了呢！

                                          （文學城）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
Houston Dragon Academy 

Email:  wang3059920@gmail.com
網址： www.houstondragonacademy.org
地址 : 8915 Timberside Dr. Houston TX 77025

713-305-9920  713-858-8768
聯繫電話

憑此廣告，學費減10元！

Better Chinese, More Choices.
多學一門語言，多看一個世界！好中文，助未來！

蝦子海參 八宝鴨 龍蝦沙拉 炒鱔糊 白果魚圓 ……
小籠湯包 生煎包 粢飯糕 豆沙鍋餅 酒釀圓子 ……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原上海五星級飯店錦江酒家大廚
●美南電視《味全小廚房》客座主持人

●丁德忠師傅 主理

堂食消費滿$50
訂座電話：173-995-0985

店址：9968 Bellaire Blvd, Suite 160 Houston, TX 77036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CHUNG WANG正宗港式燒臘在Katy Town隆重開張

*全班人馬來自紐約*
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

營業時間：早上十點半至晚上八點半  逢星期一休息

地址: 23119 Colonia Pkwy Katy, TX 77449  電話: (281)783-8383

常旺燒臘CHINESE BBQ 新張大優惠新張大優惠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贈送叉燒半磅贈送叉燒半磅歡迎光臨品嘗家鄉的味道

Houston
(headquarter)

Austin
Washington D.C.

Atlanta

Boston
Dallas St. Louis

Seattle

Portland

Chicago

Media–Newspaper–Television–Yellow Pages–Printing

SOUTHERN NEWS GROUP

SOUTHERN NEWS GROUP
T 281-498-4310
F 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ad@scdaily.com
www.today-america.com

The Largest Asian Independent
      Multi-media Group In Houston & USA.

 美南報業/電視/網站/傳媒總社

美南國際電視網
Southern Television

美南新聞日報(總社)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休士頓黃頁
Houston Chinese
Yellow Pages

休士頓旅遊指南
Houston Travel Guide

今日美國網站
today-america.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ww.itchouston.org

美南印刷廠
U.S.A. Printing

美國美南拉瑪爾大學環球職業教育中心
Global center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amar University -SNG

美南光聲電訊傳媒集團
Phonoscope-Southern News Group
Telecom Media Group

SOUTHERN NEWS
GROUP

P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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