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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如果进行一场当代中国现象级小吃的

评选，那么螺蛳粉的夺冠毫无疑问。

种臭得让人欲罢不能的汤粉，似乎有

种神奇力量，在几年之内，霸占了大街小

巷的小吃摊。甚至连从前袋装泡面的生意

，也被它抢走了相当份额。

但螺蛳粉的前缀“柳州”，却被很多

人忽略了。这座既不够网红，也不够大众

，甚至让大多中国人都搞不清楚方位的城

市，究竟何德何能，成为螺蛳粉的策源地

？

柳州及其周边，也许是中国大西南最

宜居的地区之一。在地理学上，这里有一

个专属名词“桂柳河谷”。桂，就是桂林

；柳，就是柳州；河谷，就是由漓江、柳

江等密集河网冲刷而成的，一片地势平旷

、水草肥沃的谷地。

作为典型的亚热带季风区，柳州一年

中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夏天，来自东南亚的

热气流会裹挟着湿润的水汽北上，迎头撞

上广西的十万大山，形成连绵不断的雨水

。东亚大陆降水量最大的内陆气候由此形

成。

与此同时，桂柳河谷地面上的岩溶喀

斯特保水性极差，降水最终成为地面上的

河网，源源不断地向外流淌。河流凿刻出

了风光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也让大量小型

水生动物有了栖身之所。

比如螺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先后在

桂林甑皮岩和柳州白莲洞两个史前人类遗

址中，发现了时间达两万年之久的螺蛳壳

堆积遗迹。

最有意思的是，这些螺壳的尾部都用

石头砸出小洞。显然，它们不是自然死亡

堆积，而是人类为了方便啜吸螺肉，有意

识地进行处理甚至烹饪——今天很多地区

，依然这样处理螺蛳。

没错，作为当地最易得的蛋白质来源

，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柳州地区就有

吃螺蛳的习俗。漫长的时间跨度为技术的

精进带来了空间，爆炒螺蛳、辣煮螺蛳、

清汤螺蛳、螺蛳煲、酿螺蛳……柳州本地

螺蛳吃法之丰富，在别处并不多见。

除了螺蛳之外，丰富的降水和温暖的

气候，还给柳州地区带来了另一种特产

——酸笋。

事实上，竹笋生长周期快、可食用时

限短、保存难度高。将笋轻度发酵，形成

酵母菌落优势，以延长保鲜期，并获得更

多带来鲜味的氨基酸，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食俗。明朝人顾岕在《海槎余录》中记载

了海南岛上人们煮出竹笋里的苦水，并在

井中浸泡两三天后，拆成细丝的酸笋；清

朝的《红楼梦》则记载了江南人贾宝玉以

酸笋鸡皮汤解酒的故事。

作为地理标签，酸笋能在广西、在柳

州固定下来，与当地的气候地理不无关系

。漫长而湿润的夏季，为当地带来了充裕

的竹笋供应，不仅多，且长得粗壮如手臂

。一顿吃不完的，自然要想办法克服竹笋

易腐的特性，加以妥善保存不浪费。

到了冬季，当地的气候会发生180度

大逆转，干冷少雨的气候，再加上喀斯特

地貌保水性差，这意味着一年里有几个月

不可能出产竹笋。此时，夏季制作保存的

酸笋就成了满足人们餐桌念想的恩物。

广西酸笋有两种，用清泉水浸泡的和

用淘米水浸泡的。后者的笋能与水中的淀

粉一起发酵，会带有比较浓厚的臭气，滋

味也较为丰富，常用来制作笋炒牛肉、酸

笋黄豆焖船丁鱼这些需要入味的菜肴；而

清泉水浸泡的酸笋则酸味更加轻灵锐利，

在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面、桂林米粉、

侗族风味酸辣汤等小吃里作为爽口配菜更

加常见。

所以，螺蛳粉是臭的，但并不会比其

他广西的米粉和酸辣汤更夸张。如果臭味

过于张扬的话，也许这碗螺蛳粉并不正宗

。

自然赋予柳州的滋味，当然不是成就

螺蛳粉传奇的全部。真正让这座城市登上

历史舞台的，是一条名叫“灵渠”的运河

。

这条由秦始皇修建的运河，在中国的

基建史上并不夺目，无论修建年代、工艺

和长度，都不算出类拔萃，但它却历史性

地打通了湘江和漓江，让长江水系和珠江

水系在这里连接。

从此，南岭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天险，

秦帝国雄壮的大军得以从水路溯流而上，

占据富饶的珠三角平原。此后的千年里，

南粤不再是羁縻之地，而是与中原王朝文

化相通、人才交流频繁的自古以来。

柳州，就是这条水路连接线上重要的

中转站。

很多人也许注意到，虽然湖南、江西

与广东接壤，但饮食口味却呈现出截然不

同的风味。湘菜重油重辣，浓郁可口；赣

菜香辣入味饱含烟火气息。它们与注重食

材原汁原味的粤菜，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

子。即便湖南南部的郴州，江西南部的赣

州，与广东北部的韶关直线距离只有一百

余公里，但相互之间丝毫没有相互影响的

痕迹。

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古代，支离

破碎的南岭没有畅行无阻的交通。人们从

湘赣地区进入广东，必须经由灵渠，取道

广西东部的桂林、柳州。

两种饮食审美的真正碰撞，正是在柳州。

螺蛳粉的汤头，很显然就是这种碰撞

的产物：一方面，它用猪骨、螺肉炖出浓

郁的汤头，这是典型的广式老火靓汤的做

派；另一方面，它又加入了八角、肉桂、

丁香、辣椒等复合香辛料调味，上桌前还

要浇上一大勺醋和一大勺辣椒红油。湘赣

菜系的热烈奔放，和粤广菜系的原汁原味

，在此处相得益彰。

灵渠的开凿，除了让两种饮食文化激

烈碰撞之外，还为广西带来了另一种食物

的因缘：米粉。

从性价比来看，小麦直接煮食口感很

差，只有磨粉做面条，才能充分发挥其长

处；但稻米碾碎制作成条状，显然是多此

一举的行为。稻米原粒直接烹饪就能获得

极佳的口感，大费周章磨碎、塑形，并不

能让味觉提升层次。

但对于古代那些躲避战乱、贬谪发配

来到稻米种植区的北方人来说，米制品是

一种能很好的面食替代品。山西人柳宗元

在被贬官柳州之后，写下了“穷陇西之麦

、殚江南之稻，以为兄寿

”的句子，代表他了对于

南北主食文化的理解。

广西的米粉文化，

就在一代代从前热爱吃面

的，以客家人为代表的移

民推动下，成为当地饮食

的显学。

在广西，每个地方

都有独特的米粉，只有想

不到，没有做不了。比如

桂林米粉、南宁老友粉、

钦州猪脚粉、融安融水滤

粉、武鸣生榨粉、玉林生

料粉、宾阳酸粉、罗城大

头粉、桥圩鸭肉粉、百色烧鸭粉、平果卷

粉、全州红油粉、蒲庙生榨粉、罗秀米粉

、天等鸡肉粉……

螺蛳粉，无疑是它们中最名声显赫的

那一位。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螺蛳、酸笋

、汤头调味和米粉四大灵魂齐备的时候，

只需临门一脚，让人魂牵梦萦的美味就能

诞生。

这一脚，来得比想象要更晚，也更凌

厉。

建国后，因为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宜居

的自然环境，同为桂柳河谷核心城市的桂

林和柳州，分别被寄予了不同的发展任务

：桂林以旅游业为重，成为印在人民币上

的中国风景代表；而柳州则大力发展新中

国更需要的重工业，短短几十年间，柳工

、柳钢、柳汽等大型工业企业应运而生。

工业城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为

了迎合工人们倒班的需求，柳州的夜生活

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包括电影院的晚场

电影、夜市里的繁盛小商品贸易，以及工

人们热爱的夜宵文化。

螺蛳粉，是将柳州各种传统食材物产

、烹饪手法，以夜宵小吃为展现形式的一

种完美表达。

先把螺肉煮化在酸笋骨汤里，加入提

前准备、易于操作的花生、木耳、腐竹、

黄花菜等码子。最后用鲜汤烫粉上桌，让

前来宵夜的人们，以最快速度享受到一碗

油水重、鲜味足的米粉，补充下工后劳

累的身体，慰藉深夜疲乏的心灵。

虽然螺蛳粉的历史，看起来只有短

短几十年。但其中一吟一啄、一汤一菜

，无不隐藏了柳州积淀已久的风情。与

此同时，螺蛳粉出身于草根微末，行走

于江湖市井的饮食性格，也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它终能登上美味神坛的结果。

所有的滋味，都有来处和归途。

螺蛳粉，为什么是柳州？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同為平民王妃同為平民王妃 為何黛安娜得民心為何黛安娜得民心 梅根討人厭梅根討人厭？？
（本報記者黃梅子）前幾天，

英國王子哈裏梅根夫婦上了美國脫
口秀女王奧普拉的訪談節目，引起
全世界輿論嘩然，連英國女王伊麗
莎白都不得不親自發表聲明來公關
此事件。哈裏王子的妻子美國女演
員梅根在節目中說，他們夫婦“叛
出”王室是為了過上安寧平靜的生
活，他們選擇說出“真相”，以壹
種讓王室成員惴惴不安、普通群眾
瞠目結舌的方式揭開以厚厚宮墻為
簾的深宮生活。

哈裏兩口子是打算用這個訪談
來結束生命中的這壹章，告別過去
，從此走向新的未來。但這種做法
雖然非常爽快，但卻對哈裏出生的
家庭——王室——和王室賴以生存
的君主制產生動搖根基的打擊。

由於梅根的膚色，這個主題無
法避免。梅根自從當上公爵夫人之
後起，壹直與丈夫對外抗議，他們
認為，由於梅根的膚色，她就壹直
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英國王室因
為公爵夫人的膚色對她“兩副面孔

”相待，而且有王室成員在她和哈
裏的第壹個兒子出生前，私自議論
孩子將會有多黑。這對於她和哈裏
王子來說，帶來了心靈創傷。

梅根特地戴著戴安娜王妃的遺
物——壹個鑽石手鐲——上節目。
哈裏王子壹直覺得愛妻梅根以及兩
人的小家庭就像母親戴妃在世時壹
樣，飽受媒體的摧殘。哈裏王子表
示，能跟妻子壹起上節目讓自己感
到寬慰愉快。因為多年前，他的母
親是壹個人孤孤單單經歷這個過程
的。

據梅根說，自己在王室過的日
子和遭受的磨難“幾乎活不下去了
”。當然，這主要是在批判英國媒
體，次要是說別的機構。梅根覺得
百口莫辯，為了保護家庭和自己，
被迫逃離英國。

凡是記得1997年威爾士王妃戴
安娜(Diana, the Princess of Wales)葬
禮的人都難以忘記她的兩個幼子
——威廉和哈裏王子——在她的靈
柩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時緩緩走在 後面的痛苦景象。他們扣著手，低 垂著頭。哈裏穿著西裝顯得那麽瘦

小。
那張照片多年來壹直縈繞不去

，幽靈般提醒人們王子們經歷了怎
樣充滿創傷的童年。當哈裏王子和
妻子梅根接受奧普拉采訪時，它再
次出現在背景中。

雖然英國小報喜歡把梅根塑造
成溫莎公爵夫人那樣的反派角色
——壹個離過婚的美國女人，在
1936年拐走了他們的國王，和他壹
起過上淒苦的流亡生活，造成了無
法彌補的家庭裂痕——但哈裏和梅
根似乎決心把她反而定位為當今的
戴安娜，壹個被姻親虐待的女人，
非但沒有罪過，反而還是被罪行侵
害的壹方。

哈裏王子經常痛苦地提起多年
前戴安娜的遭遇，她與查爾斯王子
離婚後被逐出王室，後來被狗仔隊

窮追不舍，在巴黎某地下通道內的
壹場車禍中去世。在節目中，哈裏
王子再次提起這個話題，將母親和
妻子的遭遇相提並論，並在談到戴
安娜時說，自己“在整個過程中都
感覺到了她的存在”。

但是，也有壹些民眾更喜歡戴
安娜王妃，認為她單純美麗，而梅
根是心機婊。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美南時事
通》主持人陳鐵梅和德州資深律師
陳文、旅美社會觀察家楊勁濤聊為
什麽同為平民王妃，戴安娜招人喜
歡，而梅根惹人厭？

如果您想收看《美南時事通》
，請關註美南新聞網站 scdaily.com
，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
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主持人主持人：：陳鐵梅陳鐵梅

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 哈利梅根夫婦接受采訪哈利梅根夫婦接受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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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親子教育

孩子天真浪漫，单纯可爱，他们的

世界很简单，生活充满美好。做父母的

总是尽心竭力地保护着他们，让他们尽

可能的远离危险，无忧无虑地长大。

可孩子越大，离开父母视线的时间

就越长，孩子需要独自面对这个社会的

时间就会越长，这个时候，安全防范意

识就非常重要了。

父母需要教会孩子辨别坏人，培养

防范意识，这是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点

，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课本上所必学

的语文数学英语等义务课程。

尤其是女孩子，更要懂得男女有别

，稍大一点，就该教会她关于性方面的

知识。避免和陌生男人有过度亲密的肢

体接触，不与陌生男子独处。

可有的家长非但不教孩子基本的性

知识，还反对别人教。

去年，有个网友在网络平台上分享

了一个案例，引发争论。

女孩9岁，学校里有一个老师怀孕

了，班上的同学对此十分好奇。班主任

便借机科普了一下关于男女有别，以及

怀孕的知识。

结果女孩的母亲非但没有为此高兴

，反而十分生气。她非常不理解班主任

的行为，不仅拉黑班主任，还要去校长

那里状告班主任，并且还在网络平台上

大肆吐槽该老师的行为。

该母亲认为，自己的女儿才9岁，

根本不应该接受性启蒙，更是称怀孕的

知识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母亲扬言：“孩子还小，不能

听，不能知道。”

或许在你眼里，你的女儿还小，还

是个宝宝。但在坏人眼里，9岁的孩子

一点也不小，反而刚刚好。如果她刚好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男女有别，不知道

性为何物，那对于坏人来说是再好不过

的事情。

我们总在教孩子善良，希望他们心

中有大爱，能爱自己，爱父母，爱老师

，爱朋友之外，也能尊重身边的每个人

，以善待人。但是，善良的前提应该是

建立在能够保护自己的前提之下，善良

之前也要懂得什么是人心隔肚皮。

2008年，在韩国发生一起恶性犯罪

事件。

有个叫娜英的小女孩，她才8岁的

时候，在一次上学途中，被一个恶魔抓

住，并侵犯虐待，致使盆骨骨折，大肠

坏死，多处器官被破坏，终身都要挂屎

尿袋，而且生育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这个案件便是电影《素媛》中，8

岁小女孩素媛的原型。

通过电影可知晓，素媛出事的那天

，下着小雨，素媛是在上学的途中，遇

上了恶魔。这个恶魔是个流浪汉，流浪

汉开口说想要素媛用伞遮一下他，善良

的素媛没有拒绝，结果酿成了悲剧。

这个流浪汉对素媛进行了惨无人道

的施暴和侵犯。

电影本身就已经让人愤恨不已，让

人心寒至极，更让人压抑难受到握紧拳

头，可你我都应该知道，电影终归是电

影，而背后的现实状况往往更可怕。

别以悲剧只会发生在国外。

黑龙江一名4岁女童失踪一夜，第

二天被54岁男邻居送回家，家人发现孩

子已遭受侵害，全身是伤，直接送去了

ICU抢救。

所以，为人父母者，你别觉得孩子

还小就不去教育她，恶魔不会因为你的

孩子小，就停止他们的犯罪。就应该在

孩子慢慢懂事的时候，开始教导。

近日又发生一件惨案，湖南岳阳一

名17岁少女与一男同学相约去玩，结果

失踪7天，被找到时已遇害，遗体仅用

一张床单包裹。

我们几乎可以猜想到这个如花般的

少女，她经历了什么，但我们谁也无法

去想象她的父母该有多么的心痛与绝望

。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血案，难道还

不能让家长们警醒吗？

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请告诉你的

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非必要不要和异

性独处，尤其是晚上，尤其是陌生的异

性。

人心隔肚皮，

你永远不知道对面

坐着的是人还是魔

鬼。

最好的办法就

是远离危险，不要

试探人性，人性往

往禁不住诱惑，禁

不住考验。

性知识的缺乏

，还会酿成其他的

悲剧。

新闻里不时就

会报道，某某大学

生生完小孩将其遗

弃，甚至将刚出生

的婴儿从楼上抛下。

性知识的匮乏，使得这些女生不懂

得保护自己，致使意外怀孕，甚至她们

在怀孕初期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身怀六甲

了。等到怀胎六月，甚至即将临盆，才

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愤怒的同时，更为她们感到悲哀

。

女孩子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男女

身体上的差异，造就了无防范的性行为

过后，受伤害最大的一定是女生。

曾经有一个女生在去医院人流的时

候，表现得满不在乎，母亲在一旁哭得

伤心不已，她本人却无所谓，甚至叫嚣

：“孩子打掉不就好了吗？”

她根本不知道堕胎、流产、引产的

危害，对身体造成的损伤有多大，那子

宫刮了一遍又一遍，刮得比纸还薄，以

后想当妈妈的时候该怎么怀孕？

而那名腹中被打掉的孩子何其无辜

，他还在肚子里，还没来得及看一眼世

界，就被无情扼杀。

正是性知识的匮乏，生命起源的懵

懂无知，对生命的敬畏全无，才造就害

人害己的境地。

中国的家长都太含蓄了，羞于给孩

子普及男女之别，性安全，性保护，性

病，才导致上述情况的发生。

孩子在询问家长，自己是怎么来到

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的家长就开始胡

编乱造了，什么神仙送的，天上掉下来

的，甚至充话费送的。这都是什么乱七

八糟的借口。

孩子比家长想象中更早熟，更急需

这些知识来防身。再者，你的孩子一无

所知，但别有用心的人却了如指掌，这

更加重了孩子受到的伤害。

除了女生，男生也有可能成为犯罪

分子侵害的对象。

曾经发生过一起案件，一男子在寻

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另一名自称招聘

的男子。招聘者将应聘者带到了宾馆客

房里面，声称在这里才不会被打扰。应

聘者在喝下了招聘者事先准备好的饮料

后不省人事。

等应聘者再次醒来时，发现招聘者

早已不见踪影，而自己的身体大感不适

，于是前往医院就医，结果发现自己被

侵犯了。

现实就是这么荒诞，什么事都有可

能发生，无论年龄，无论性别，都有可

能成为被害者。

所以从小开始，无论男女，家长都

应该教会孩子，什么场所是不能去的，

无论那个人是谁，无论理由有多充分。

尽可能在公共场合进行社交活动，不要

喝别人提供的饮料，尤其是已经开封的

。

犯罪分子无处不在，只有提高自己

的防范意识，才能尽可能的远离危险。

只有懂得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保护

自己。

有一个父亲，他曾在自己女儿的随

身背包里放了一盒避孕套。他跟女儿说

：“你长大了，爸爸的话你也听不进去

多少了，但一定要保护自己啊。”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看似不痛不痒

，但却饱含一位父亲对女儿满满的不放

心，让我这样一个局外人感到鼻子酸涩

。

这是一个父亲最低的底线了。

不管承不承认，孩子都在一天天的

长大，渐行渐远，总有一天要独自面对

生活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家长

一定要将最基本的性知识教育给孩子，

让他们懂得保护自己。

你不教，等坏人来教的时候，他就

会以毁掉孩子一生的代价来让你的孩子

学会这些东西。等那时候再来后悔，一

切就太晚了。

请尽早让孩子学会性知识，性知识

不是可耻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必须掌握

的生活常识而已。

家长应该及早告诉孩子：人性，有“恶”的一面
孩子在父母的呵护中长大，他们的童年是美好的，但当孩子逐渐长大，他

们的社交范围将慢慢扩大，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多，面对的环境也将越来越复杂

，这时候，就很有可能会遇到居心不良的人，家长应该及早告知她人性中“恶

”的一面，教会她如何保护自己。

侨 乡 广 东

93 个县、671 亿元！广东在全国脱贫攻坚中显担当
脱贫攻坚，对广东来说是“一场战

役，两个战场”，一个是省内战场，一

个是东西部扶贫协作战场。广东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东西部扶贫协作，按照

“中央要求、当地所需、广东所能”，

担最重的任务，啃最硬的骨头，交最靓

的答卷。 

2016 年至今，广东累计投入帮扶

资金 671 亿元，帮扶广西、四川、贵州

和云南 4 省（区）14 个市（州）共 93

个贫困县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拿真金 
671 亿元资金跨省帮扶贫困
地区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广东承

担了帮扶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 4 省

（区）14 个市（州）共 93 个贫困县的

东西部扶贫协作任务。在东部 9 省市中，

是帮扶任务最重、帮扶数量最多的，帮

扶的地区也是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

最大的。 

　　如何啃下最硬的骨头？广东尽锐

出战，真帮实扶，为助力脱贫贡献广东

力量。 

　　来自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

示：2016 年以来，广东累计援助各类

资金 671 亿元，其中，财政援助资金

171 亿元；落实国家下达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任务，为贫困

地区筹集资金 379 亿元；把东西部扶贫

协作纳入“10·17”全国扶贫日和“6·30”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筹集社会帮扶资

金 120 亿元。2018 年、2020 年两次举

办粤桂扶贫协作大型募捐活动，募集社

会资金 9.88 亿元。 

　　另外，广东发动企业结对帮扶，引

导 13710 家企业实际到位投资 3592 亿

元，吸纳中西部地区贫困劳动力在粤务

工 387 万。目前，广东协作 4 省（区）

93 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下真功 
借助“三项工程”创新就业
扶贫
 

　　向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广东，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上同样勇于尝试，通

过消费、就业等方式，帮助当地脱贫，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广东扶贫经

验。 

　　围绕“全产业链”体系化的消费扶

贫模式，广东创新建立东西部扶贫协

作产品交易市场，推动扶贫协作产品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成

立省市两级消费扶贫工作专班，将广东

“6·30”扶贫济困日活动引入消费扶贫，

动员社会各界“以购代捐”“以买代帮”。

有关数据显示，近三年，广东消费扶贫

累计兑现金额 587 亿元。 

　　借助“三项工程”创新就业扶贫，

广东把扶贫协作地区贫困劳动力纳入

“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

工程，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截至目

前，广东已举办劳务培训班 6655 期，

培训 43 万人次，帮助贫困人口 81 万人

实现就业。其中，创新的“格力班”“大

洋班”“广汽班”等订单式职教模式，

免费招收了 14161 名贫困生到广东接受

职业教育。 

　　广东还建立“三大基地”培养致富

带头人。2015 年，在佛山南海首创粤

桂扶贫协作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

训基地，采取“双培双带双促”培育模

式，先后辐射带动扶贫协作四省（区）

培训 2.9 万人，创业成功 7384 人。去

年 11 月，在清远市连江口镇连樟村碧

桂园（“1+1+1 培训模式”）和广州

市增城区石滩镇幸福田园，新建两个

全国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实训基地，

进一步创新了培训模式，完善了培训体

系。 

用真情 
全面改善贫困居民生活条件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过程中，广

东派出党政干部 480 人，专业技术人才

9597 人等一批精兵强将。同时，进一

步推动结对帮扶向学校、医院和镇村延

伸，共有 307 个镇与扶贫协作地区 366

个贫困乡镇结对，943 个村（社区）、

2446 家企业及 457 家社会组织与扶贫

协作地区 3984 个贫困村结对帮扶，459

家医院、1217 个学校与扶贫协作地区

799 家医院、1341 个学校结对帮扶。其

中，广州对毕节和黔南、深圳对河池和

百色的深度贫困村实施结对帮扶全覆

盖。 

　　广东还把东西部扶贫协作与稳边

固疆有机结合，帮扶贫困边民实施危房

改造帮扶、教育帮扶、医疗卫生帮扶、

信息化建设帮扶等“六项帮扶”。 

　　在凉山、怒江、百色等深度贫困地

区，广东援建了 76 个易地搬迁点，搞

好生活设施和产业、就业等 N 项配套，

补齐“3+1”（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和饮水）方面的短板，以完善

配套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援建模式。 

　　深圳龙岗区帮扶百色市靖西大莫

村全面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把一个没有

水喝、没有产业、没有手机信号的贫困

村，打造成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美丽

乡村，让贫困边民安居边境、乐业边境、

稳在边境。 

　　据悉，自 2017 年国家开展东西部

扶贫协作成效考核以来，广东连续三年

在考核中评价为“好”等次。财政援助

资金、社会帮扶资金、派出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才、引导企业实际投资额、消费

扶贫、稳岗就业、社会力量助力挂牌督

战投入、完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任务等九项指标名

列全国第一。 

谋新路 
打造东西协作产业新高地
 

　　今年，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东西部协作依然任重而道远。下一

步，广东将继续担当起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的使命任务。 

　　记者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广东将强化帮扶接续，坚持突出工作重

点，强化举措实效，在继续做好原引进

项目后续扶持的基础上，扎实推进产业

合作，促进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抓好

劳务协作，完善易地搬迁后续帮扶，巩

固拓展消费扶贫成果，推动科技协作，

不断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工作机制。 

同时，广东将着眼推动东西部协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集中支持协作地

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坚持深化探索

创新，强化协作共赢，以西部大开发、

“双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为平台，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副产品集散

基地和生产供应基地等建设，打造东

西协作产业合作、产品流通等新高地，

推动科技、教育、医疗、文化、旅游、

生态等方面深度协作，形成更加稳定、

更加广泛的区域大协作格局，为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新发展格局打下基础。

（许悦 粤农轩 ）

广东一家科技企业在贵州建立的生产工厂 邓勃 摄

广东广州对口援建的贵州毕节市纳雍天河实验学校里，1260 名孩子开心享受校园时光 邓勃 摄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记者从省

扶贫办获悉，现行标准下广东 2277 个相

对贫困村全部出列，161.5 万相对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一个个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扶贫玩

具车间机器“嗒嗒”不停、5G 基站让

村民高速上网……清远市英德市连江口

镇连樟村从省定贫困村“逆袭”为明星

村，2019 年有劳动能力贫困户人均收入

20758.8 元，实现高质量脱贫出列。

这是广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

影。截至目前，广东 2277 个相对贫困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0739 元，村均集体

收入达 33.5 万元，全省贫困群众全部实

现“两不愁三保障”。 

“脱贫攻坚，不仅富了农民口袋，

还富了他们的脑袋。”省委农办、省扶

贫办专职副主任梁健说。

韶关市始兴县红梨村村民叶素华因

病致贫，一度负债累累。在他的人生低

谷期，省委编办驻村帮扶干部解开了他

的“心结”，激发了他干事创业的动力。

4 年受帮扶，通过发展养鸡事业，叶素华

成为全村致富带头人，年收入近 10 万元。

贫困户面貌焕然一新的背后，是一

套广东特色的战贫之策——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政

治责任；始终坚持精准方略，因村因户

因人精准分类施策；始终坚持大扶贫格

局，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始终坚持内源式发展，推动扶贫与扶志

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

力；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扶贫

开发体制机制。

这样一组数字可以管窥广东脱贫攻

坚成效：2016 年以来，全省派出驻镇（街

道）工作组 1112 个、驻村工作队 1.2 万个、

工作队员 6.5 万人，发动 10630 家企业参

与“万企帮万村”行动，实施特色产业

扶贫项目 6.3 万个，带动贫困户 62.8 万人，

年人均产业增收 2476 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黄进 黄应来 王彪）

广东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茂名火龙果靠带货变成致富果 林奕余 摄

揭阳市揭西县坪上镇供港蔬菜基地项目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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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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實文學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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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

虽戚必疏。——汉· 韩婴

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

时代，想要在拨乱纷纷的社会中

，寻找到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的朋

友，绝对是人生的一大幸运。

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

有永远的利益。现代社会把这句

话彻底地发扬光大。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都因为

一个“利”字，正所谓无利不起

早，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如果想要在这样的社会中

站稳脚跟，少不了在尔虞我诈的

复杂关系中，找到自己的角色。

可是当深夜来临，我们摘下面

具，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可以坦诚

相待的知己好友，说说心事。

找一个靠谱的人，往往会让这

冰冷的世界，感觉到一丝暖意，

会让自己对陌生冷漠的社会，产

生一丝丝的珍惜。

那什么才是靠谱?

简而言之就是凡事有交代，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人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就是

身处一个靠谱的圈子中，有一个

靠谱的朋友。

一个靠谱的人身上一定会有这些特征。遇到

了就一定牢牢抓住，必定会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温

暖。

一言九鼎、遵守承诺

从前有一个商人，有一次他乘船过河的时候

，因船漏水翻落而跌入水中。

于是他大声的向着在江中打鱼的一位渔夫呼

救，并承诺只要渔夫救了他，他将给渔夫100两

酬金。

可是当渔夫救了他之后，他却出尔反尔，只

拿出了10两酬金。

后来又是这个商人，又一次因船出现问题，

而落入水中，而上一次救了他的渔夫恰巧也在眼

前。

但这一次，他无论怎样对于渔夫承诺，渔夫

也没有救他。最终他落了个溺水而亡的可悲下场

。

一个人的金字招牌就是他的一言九鼎，我们

交朋友无非就是想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因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不一定是圣人，但一

定会是个君子。

他们所应允的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自

然会全力以赴的完成承诺。

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心中总是有着满满的安

全感。

信守承诺与己于人都是一种尊重。做人以德

为先，待人以诚为先，做事以勤为先。

一个人行走世界最强的底气不是财富，也不

是外表。而是无可挑剔的人品。

靠谱的人深知言行一致的重要性，所以他们

从不轻易许诺。但只要许诺必当全力以赴，不让

别人失望。

谨言慎行

之前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小沙弥很

聪明，接受和领会能力都很快。

但慢慢的禅师发现，小沙弥虽然聪明伶俐，

但心浮气躁，骄傲自满。

于是禅师决定点化一下聪明的小沙尼。

禅师送给了小沙弥一盆含苞待放的夜来香。

第二天一早，小沙弥欣喜若狂，并当着众僧

的面大声的对禅师说，您送给我的这盆花太奇妙

了。

他晚上开放，清香四溢，可是一到早晨，他

又收敛起了美丽的花瓣。

这时禅师点了点头，用温和的语气问到，它

晚上开花的时候没有吵到你吧。

没有啊。小沙弥依然兴奋地说，他的开放和

闭合都是静悄悄的。那会打扰到我呢。

嗯，原来是这样。老衲还以为花开的时候得

吵闹炫耀一番呢。

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

靠谱的人往往很实在，说实话做实事。从不

夸大自己的实力，也不会做虚情假意的事情。人

心难测。

你的无心之举，无心之言往往就会成为刺伤

你的敌人。

所谓言多必失，沉默是金，说话做事情三思

而后行。

花开无声，芬芳自来

靠谱的人就像这盆夜来香一样，为人气力低

调，但身上靠谱的魅力却是无法掩盖的。

道德经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保持低调不张扬是一种修养，都是成就大事

的一种方式。

而靠谱的人身上，就是有着这样大智若愚的

特性。

亲切，尽心尽力，敢担当。它不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能力。

愿意力挽狂澜，承担更大责任，只靠心是不

够的。

没有能力输出的话，再漂亮也只是一句空话

罢了。

一个靠谱的人在可见的困难面前会想好多种

对策。

然后遇难而乐，遇难而上，坚持到底，从不

会轻言放弃。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女主角罗子君

第一次上班。

在地铁上被挤掉了一只高跟鞋。

她打不到车，害怕迟到，打电话求助男主角

贺涵。

贺涵的车虽然顺路，但他就是不肯帮她。下

班之后，贺涵给罗子君就上了一课。

实战之前必须预演，以排除一切意外的可能

。

没有人在乎你所谓的特殊情况，更没有人有

心情有时间去听你解释。

如果出了问题，那么就一定是你有什么地方

没有做好。

他的人从不会将自己置于举目无亲、无计可

施的困局之中。

做事滴水不漏，让一切尽在掌握中，使他们

的能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将工作交给靠谱

的人做的原因。

他们深厚的专业能力与专业素养会让所承诺

的事情无惊无险的完成。

没有人不会犯错。

所有的完美都是私下千百倍预演所成就的。

所以对靠谱的人来说，许下的承诺不仅是一

句话。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人这一生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和靠谱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一种被放在心上

的踏实感，从不会感受到失望的心寒。

和不靠谱的人在一起，永远都要做好随时收

拾烂摊子。

一份信任托付给虚伪的人，叫做无依无靠。

所以只有靠谱的人才值得我们的真心对待。

你的交心，只会让自己更安心。

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以己度人的靠谱之人，

也能遇到那个值得托付的靠谱之人。

相伴越过坎途之后。余生即是阳光。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華盛頓耗資1.9萬億美元的冠狀
病毒一攬子計劃將提供廣泛的好處，可以幫助仍在受到這場新冠
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經濟影響而苦苦掙紮的美國人。

衆議院周叁通過了該法案，總統拜登在本周五簽署該法案鋪
平了道路。

美國人可以從立法中受益的方案如下：
該法案向年收入低于160,000美元的已婚夫婦，年收入低于

120,000美元的戶主和年收入低于80,000美元的個人提供每人最
高價值1,400美元的直接現金付款。

這次刺激性付款的時間將比過去更快，對于符合條件的人，
新的付款將使12月份批准的600美元支票的基礎上再加1,400美
元，使獲益者的總金額達到2,000美元。

收入低于$ 75,000的個人將獲得全部$ 1,400。年收入低于15
萬美元的已婚夫婦將獲得2,800美元。有子女的家庭每名受撫養
者還有資格獲得1,400美元的額外補貼。年收入低于112,500美元
的戶主還將獲得全額1,400美元，外加每名受撫養人的1,400美元
。

收入值將基于納稅人的最近的稅務申報表。如果他們在付款
發送之時已經提交了2020年的申報表，則國稅局將根據其2020
年調整後的總收入來確定資格。如果不是這樣，它將基于2019
年的納稅申報單或去年通過在線門戶網站提交的信息提供給那些
通常不提交納稅申報表的人（人人都有）。

如果您失業 有失業救濟金
失業者將獲得聯邦每周3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並在9月6

日之前獲得這筆款項。此外，兩個主要的大流行失業救濟計劃將
延長至同一時期。支票可能很快就會到賬，但失業者可能不得不
等待收益。

該法案還要求對年收入低于15萬美元的家庭免征首筆10,200
美元的失業稅。

自由職業者、零工、獨立承包商和受大流行影響的某些人可
以通過大流行失業援助計劃獲得收益，而大流行緊急失業補償計
劃則增加了傳統州失業系統中那些人的支付期限。

失業的美國人將于本周末開始在這兩個計劃中用盡福利，屆

時12月份9000億美元救助計劃中的准備金將逐步淘汰。
作12月交易的一部分，300美元的增強功能也將在本周末結

束。
如果您處于饑餓狀態 有食品劵
到9月止，食品券領取者的福利將增加15％，而不是在6月

底到期。
如果子女的學校選擇關閉，則其子女學校關閉的家庭可能可

以在整個夏天獲得大流行EBT福利。該計劃提供了資金，以取
代孩子在學校得到的免費和減價的飯菜。

如果您拖欠租金或抵押貸款 有援助金
該法案將向州和地方政府撥款約200億美元，以幫助低收入

家庭償還租金，租金援助和水電費。
它授權約100億美元幫助陷入困境的房主支付抵押，公用事

業和財稅。
該法案還提供了50億美元，以幫助各州和地區通過提供安

全的，遠離社會的住房來幫助那些有無家可歸風險的人們。另外
有50億美元用于無家可歸者的緊急住房補貼。

如果您有孩子 可申請補貼
許多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將能夠在2021年申請更大的兒童

稅收抵免。特別是低收入父母將受益。
符合條件的家庭可以每個6歲以下的孩子獲得$ 3,600的兒童

稅收抵免，每個18歲以下的孩子獲得$ 3,000的稅收抵免，目前
的抵免額每個17歲以下的孩子$ 2,000。

信貸額的增加部分將提供給年收入不超過$ 75,000的單親父
母和年收入不超過$ 150,000的聯合申報人。

稅收抵免也將全額退還，以便更多的低收入父母可以利用它
。另外，家庭可以每月付款，而不是每年一次的一次性付款，目
的是使他們更容易負擔費用。

兒童保育服務付費的家庭可以得到一些額外的援助。該法案
將兒童保育提供者提供390億美元，其中一些必須用于幫助掙紮
支付這筆費用的家庭。

如果您生病了 可帶薪休假
如果您生病，隔離或照顧病痛的親人或孩子停課，這些賬單

可能會激勵您的雇主提供帶薪病假和家事假。
與拜登最初的提議不同，該法案並未恢複先前的科維德救濟

計劃中批准的強制性帶薪家庭和病假。但是它將繼續自願選擇在
10月1日之前提供福利的雇主提供稅收抵免。

去年，國會保證許多工人如果與Covid簽約或被隔離，將支
付兩周的薪水。它還那些與學校停課的孩子一起待在家裏的人提
供了額外的10周帶薪家庭假。這些福利于12月到期。

如果您需要健康保險 可以減免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有資格獲得兩年的“可負擔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Act）更高的聯邦保費補貼。
參保者將支付的收入不超過其收入的8.5％，低于目前的近

10％。此外，那些收入超過當前聯邦貧困線上限400％的人-個
人約51,000美元，四口之家約104,800美元，到2021年將有資格
獲得幫助。

較低收入的參保人可以在兩年內完全取消其保費，而那些領
取失業救濟金的人可以在2021年簽署無保費的保險。

此外，希望通過COBRA保留其雇主健康保險計劃的下崗工
人從4月到9月底將不會支付任何保費。

如果您經營一家小型企業 可獲得資助
該法案緊急傷害災難貸款計劃提供了150億美元，該計劃提

供了來自小型企業管理局的長期低息貸款。受到嚴重影響且工人
人數少于10人的小型企業將優先獲得部分資金。

它還專門針對酒吧和餐館的新贈款計劃提供了250億美元。
符合條件的企業可能會獲得最高1000萬美元的資金，並且可以
將這筆錢用于各種支出，包括工資，抵押和租金，公用事業以及
食品和飲料。

目前正在接受第二輪貸款申請的“薪水保護計劃”將再獲得
70億美元的資助，這些賬單將使更多的非營利組織有資格獲得資
助。

另外1.75億美元將用于宣傳和推廣，創建“社區導航器計劃
”以幫助定位符合條件的企業。

聯邦政府1.9萬億美元刺激計劃的具體實施方案

德州重新開放德州重新開放，，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竭力打造優惠廣告套餐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竭力打造優惠廣告套餐
【本報訊】德克薩斯州長決定從3月10起

取消戴口罩令並宣布德州企業100%開放，並著
眼於更美好的未來重新啓動經濟，商家帶來可
持續發展的好消息。

重新啓動經濟不僅僅是重啓企業，更重要
的是要撥動開關，對企業來講需要更多的客戶
。因此，客戶與企業之間的聯繫必不可少，廣
告對企業的介紹和客戶的需求顯得尤其重要。
廣告效應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適應疫情之後
各企業、各部門經濟發展的需求，美南新聞電

視傳媒集團竭力打造新聞電視多媒體平台，推
廣優惠廣告套餐。

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集報紙、電視、
iTalkBB、LED 廣告站、美南新聞網、Youtube
、Facebook、今日頭條、西瓜視頻、抖音/Tik-
Tok、Instagram、微信公眾號於一體，打造新聞
電視多媒體平台，客戶提供優惠廣告套餐，服
務內容包括：

1.在報紙和電視台做廣告，免費將廣告內容
放入上述的所有多媒體平台，顧客可以用手機

隨時查看廣告內容。
2.如果僅做LED街道廣告，每月只需交300

美元，$300/ month。
3.免費在美南新聞網 www.Scdaily.com 和

《美南日報》發表商家經營項目介紹以及客戶
對業主的評價。

4.特別贊助商錄制1-2分鍾的商家介紹，並
在美南新聞聯播的片頭或片尾插播視頻和相關
廣告。

5.婚喪喜事提供特別優惠價格，尤其新生兒

、婚禮、慶典在《美南日報》發表靚照。
6.疫情期間所有客戶提供 25%-30%的優惠

。
7.免費客戶贈送500/1000張彩色明信片。
疫情過後重新開放的新階段，我們將使新

客戶與您的聯繫變得容易，您的業務發展變得
更快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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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雯懷念當球員的日孫雯懷念當球員的日
子子。。 新華社新華社

自
身
角
色
轉
變

自
身
角
色
轉
變

●●孫雯談及自身角孫雯談及自身角
色轉變色轉變。。 新華社新華社

●●白莉莉在白莉莉在 20062006 年亞洲盃嚴重受年亞洲盃嚴重受
傷傷，，打擊球員生涯打擊球員生涯。。 新華社新華社

從女足傳奇到足球管理者

在亞洲足協早前舉辦“亞洲足協女足日”活動

之際，中國足協副主席孫雯接受了亞洲足協“這是

我的比賽”欄目的採訪，講述了自己從一名足球運

動員到一名足球管理者的轉變，同時分享了對現階

段女足運動的看法。

在這篇題為《孫雯——中國傳奇球員
鼓舞人心的故事》的訪談中，亞洲

足協評價孫雯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女足運
動員之一。文章介紹稱，孫雯曾代表國
家隊參加4屆女足世界盃。令人印象最
深刻的是1999年，孫雯以隊長身份率領
中國女足打入世界盃決賽，只是在最終
的12碼大戰中惜敗於美國隊。她獲得這
屆世界盃的金球獎和金靴獎，也被評選
為1999年亞洲最佳女子足球運動員。她
還被評為國際足協20世紀最佳女子足球
運動員。

不過，當被問及1999年的世界盃
之旅，孫雯提到，自己對於冠軍和個人
的頭銜並不是特別看重。“跟隊友在一
起，大家一起奮鬥，踢出一些漂亮的配
合，最終能夠射門，那對我來說是非常
難能可貴的一個經歷。”她說，“一些
伴隨着比賽的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細節
和畫面，也會給我帶來一種溫暖的回
憶。比如說放煙花，在場的球迷跟我們
的互動等等。”

歐洲女足崛起帶來挑戰
孫雯認為，自己現在從事的足球管

理者的角色與運動員的角色有着顯著的
差別。“尤其是在宏觀層面的考量中，
需要有更好的綜合協調能力，包括思維
的開拓性，包括對整體的把握，應該說

更瑣碎，但更有挑戰。”她同時也承
認，自己“特別想念在球場的日子”。

2019年女足世界盃，孫雯作為女
足世界盃技術分析小組的成員參與分析
了所有52場比賽。在她看來，現在的
女足運動與自己踢球時相比有了很大進
步，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現在的女足在
每個位置上都有許多優秀球員；歐洲女
足崛起，意味着中國等亞洲球隊將面臨
更大的挑戰。此外，包括國際足協在內
的各方都為推廣女足運動做出了很大努
力。

現代社會多誘惑影響發展
孫雯認為，球員只有通過高級別和

高水平的賽事才能獲得提高，舉辦賽
事，尤其是舉辦專業聯賽，是提升女足
運動水平的關鍵。

對於現在的女足運動員，孫雯說，
與她所處時期相比，現在的女足運動員
在自身條件、環境、硬件設施等有着更
好的條件，但也面臨着時代的一些問
題，尤其是如何在更多的誘惑下在紛繁
社會中找尋自我定位並成長。她寄語現
在的女足運動員，一定要做“更好的自
己，更好的團隊”。“如果我們在對自
己準確的評估和定位下，不斷地去挑戰
自我，那麼我相信未來10年肯定會有
一個好的結果。”她說。 ●新華社

貝多芬的那句“扼住命運的喉嚨”，一直
讓面對逆境的人們產生共鳴，其中包括運動生
涯因韌帶嚴重損傷而殘酷結束的中國女足前國
腳白莉莉，但她已經寫下人生新的篇章……近
日，在國際婦女節來臨之際，國際足協在官網
撰文並寫下這段話，對“鏗鏘玫瑰”的名將給
予高度評價。

作為主帥馬良行執教時期的主力中場，白
莉莉是國家女足2006年亞洲盃冠軍隊的一員，
但她在準決賽嚴重受傷，那場球成了她的謝幕
之戰。頒獎儀式上，隊友們推着輪椅上的白莉
莉，抱起冠軍獎盃。合影中的她，保持了樂觀
的笑容。

“說實話，當時我不知道
傷勢有多重。”白莉莉說，42
歲的她，目前是亞洲足協女子
足球發展部主管。“我當時就
想盡快康復，因為下一年
（2007年）是在中國舉行的世
界盃……但最終我知道，那個
過去的自己，再也回不來了。
受傷前我處於生涯巔峰，但隨
後不得不退役，真的太殘酷
了。”

兩年做過四次手術，重返
綠茵場的希望逐漸消失，在面
對事業和命運的殘酷挑戰時，

這位上海姑娘沒有被挫折擊倒，卻以被國際足
協評價為“嶄新而激動人心的”職業發展，重
新崛起。

告別球員生涯後，白莉莉從事足球培訓工
作。她參與了一些校園足球項目，還作為助理
參加了國際足協和亞洲足協在中國的草根足球
項目。“哀嘆過去沒用。必須扎扎實實做點
事，把想法付諸實踐，才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抱
負。”白莉莉回憶說。

為更好地準備事業新階段，白莉莉參加了
亞洲足協教練課程，在2016年拿到職業級教練
證書。在中國女足U17隊擔任教練員後，她加

入亞洲足協工作。“回想
起來，正是作為青少年教
練的那些年，培養了我新
的能力。”她說，“通過
我的例子，我能證明，女
孩們可以通過足球擁有光
明的未來。女球員需要提
升場上和場下的能力，需
要實現全面發展。”

國際足協女足官員薩
拉巴里曼說，白莉莉通過
她的工作，贏得尊重和欽
佩。“我希望看到更多像
她一樣的前球員參與女足
管理工作。” ●新華社

國際足協點讚國家女足前隊員白莉莉

●●孫雯孫雯（（前左二前左二））關注女足發展關注女足發展。。 新華社新華社

祖記歐聯夢難圓 C朗慘成箭靶 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
4月10日虛擬方式舉行

●香港傑出運動員頒獎禮將改以虛擬方式舉
行。 奧委會圖片●●比比比比((左左))表現完勝表現完勝CC朗朗。。法新社法新社

●●夏蘭特夏蘭特((左左))頂贏迪亞高頂贏迪亞高
卡路士卡路士。。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梁志達） 基
斯坦奴朗拿度
（C朗）在曼
聯和皇家馬德

里時期合共協助球隊贏得過5次
歐洲聯賽冠軍盃錦標，2018年祖
雲達斯將他延攬麾下，正是希望
能藉助這位葡萄牙“球王”之
力，一圓歐聯冠軍夢。可惜，
“祖記”先是8強出局，這兩屆
甚至連續止步16強；今次加時飲
恨遭波圖踢出局，C朗更需負上
很大責任。

祖記首回合落後1：2，次回
合返主場輸12碼再失一球，下半
場憑費達歷高基艾沙先後接應C
朗及古達度助攻起孖追成2：1，
其間波圖更有達利美被逐。雙方
加時作賽，10人應戰的波圖由沙
治奧奧利華拉主射罰球，排人牆
的C朗和拉比奧特下意識“驚
波”跳起轉身，皮球在C朗腳下
穿過飛入龍門左下角。波圖取得
較多作客入球，此時祖記要多追
兩球才可晉級，雖然拉比奧特追
回一城，但臨尾中楣又食“詐

糊”，注定無力回天。
C朗慘成眾矢之的，前冠軍

名帥卡比路在評述中說：“我踢
球那時代做得人牆就不可驚波，
他們卻害怕轉身跳起躲避，不可
原諒。”祖記教頭派路也直言，
兩回合合計4次失誤鑄成大錯，包
括這次人牆，“他們轉身可能是
覺得球距離遠，沒意識到失球危
險，這是錯誤，通常不會發
生。”C朗加盟以來祖記在歐聯卻
先後被阿積士、里昂及波圖淘
汰，近兩年更止步16強，今屆意
甲甚至很可能9連冠斷纜，故亦開
始有聲音認為祖記是否有必要續
留C朗。C朗的多年葡萄牙國足及
皇馬戰友比比，是役在波圖後防
則表現出色凍結了C朗，歷來與C
朗對戰299分鐘一球未失。

夏蘭特連場起孖締紀錄
10日凌晨另一場，德甲多蒙

特主場被西甲西維爾逼和2：2，
仍以總比數5：4晉級8強，艾寧
夏蘭特更成為首位連續4場歐聯梅
開二度的球員，這位挪威新星只
用14場便斬獲歐聯第20球，比哈
利卡尼的原紀錄少用了10場。

香港文匯報訊
“國泰航空 2019
年度香港傑出運動
員選舉”頒獎典
禮，將於2021年 4
月10日假西九龍文
化區舉行及攝製，
以一個嶄新形式公
布結果。

鑑於新冠肺炎
疫情於 2020 年爆
發，原定2020年 3
月舉行的頒獎典禮多次延期。港協暨奧委會最終決定以突破的新意
念，務求把選舉結果以一個全新面貌呈現全港市民眼前。有別於一
般線上頒獎典禮，大會將運用延展實境（XR）科技，把現場頒獎
的情景配合虛擬的元素，製作一條現實與虛擬世界交錯的影片以公
布結果。此外，屆時亦會以“敢動藝術”主題，展示多項由本地藝
術家聯同運動員特意合作製作的藝術品。今次選舉將會是體育、藝
術與科技的結合。

這屆選舉設6個獎項，除備受矚目的8個“香港傑出運動員”
（8傑）及“國泰航空星中之星香港傑出運動員大獎”外，還有
“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香港最佳運動隊伍”、“香港最佳
運動組合”、“香港最具潛質運動員”及“香港最具特出表現
獎”。所有獎項的公眾、記者及評審團投票已於去年2月完成。

港協暨奧委會稍後將推出一系列的宣傳活動，與市民一起慶祝
這項體壇盛事。市民可密切留意活動網頁 https://sportstar2019.hko-
lympic.org/和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fo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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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对于热恋中的情侣们而言，前几天

刚过去的情人节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

美好时刻；而对于单身的我们而言，这

一天或许便不那么友好了。自封“万物

灵长”的人类对“脱单”这件事尚且充

满执念，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为了传宗

接代更是绞尽脑汁。

我们来回忆一下，在追求异性的时

候人类的各种行为：穿着打扮，弹奏歌

唱，赠送礼物，展示实力等等。而这些

行为在自然界的动物身上均能得到体现

：例如一些蛙类会以鸣叫吸引异性，一

些鸟类会以鲜艳的羽毛吸引异性，一些

猿猴会以食物来换取接近异性的机会，

一些鹿科动物会用夸张的大角打斗来争

取异性青睐等等，我们将这些举动统一

归纳在动物行为学的范畴中。

小鱼帮我捧回诺奖

所谓动物行为，可以说是动物的感

觉和认识以及对感觉和认识的反应活动

，而动物行为学就是通过观察探索这些

人的世界中所不能想象的行为，解答其

谜而发现关于动物行为一般规律的学问

。时至今日动物行为学蓬勃发展，并把

动物行为与生命科学中许多分支学科相

互渗透在一起，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领

域，而这距离其初次进入大众视野也不

过才70年整。

1951 年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

）的《本能的研究》以英文出版，书中

以“行为学之父”劳伦斯（Konrad

Lorenz）的本能论和廷伯根的本能分析

为中心阐述了动物行为的研究方法和结

果，并由此拉开了这门自然学科的帷幕

（两位也因此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

理学奖）。这一自欧洲兴起的学科，是

从自然科学角度对动物习性进行研究的

最初学术领域，当时的行为学家们着眼

于动物们所特有的本能行为，并在探究

动物行为的基本结构方面取得了优异的

成果。而对于本能的分析最早要从廷伯

根的一个实验说起。

对于自幼喜欢博物学的廷伯根而言

，野外无疑是最好的观察动物行为的场

所，他甚至在实验室上的门上写了“向

自然学习，不向书本学习”（study na-

ture and not books）。在一次行为学实

验中，廷伯根将一种他儿时的宠物选作

了实验对象，这也是后来著名的行为学

模式生物——三刺鱼（Gasterosteus acu-

leatus）。

三刺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

的小型鱼类，在海水和淡水中都能看到

，因背部有三根高耸用于防御大鱼吞食

的棘刺而得名。作为一种易于获得，便

于饲养观察，繁殖周期短且行为特征鲜

明的小鱼，三刺鱼可以说是理想的动物

行为学观察对象，而后续的实验也证实

了这一点。

奶爸加渣男

三刺鱼有着与众不同的繁殖习性。

廷伯根在模拟野外环境的水族箱中观察

发现，每到初春雄性三刺鱼便开始单独

活动，占据一些自认为合适的区域划作

领地，并在其中筑巢。筑巢的习性在其

他鱼类中虽然也存在，例如之间我介绍

过斗鱼的泡巢，但三刺鱼的筑巢方式却

是其中最独树一帜的。每到繁殖季节，

雄性三刺鱼便会将领地中的水草等材料

收集起来，之后它的肾脏会分泌一种粘

液，这种黏液异常坚韧，从泄殖腔排出

后可以拉成丝状，雄性三刺鱼便利用这

些特殊的粘液，将水草等捆成一团变成

一个可以用于产卵的“爱巢”。

之后当有“大肚子”的雌鱼经过门

前，雄鱼便会殷勤的跳起“Z”形舞蹈

吸引雌鱼，廷伯根在观察中发现这种舞

蹈还暗含攻击的架势，一旦雌鱼不理不

睬，雄鱼便会立刻转为攻（渣）击（男

）姿态，将雌鱼驱逐出领地。若是雌鱼

给予回应，雄鱼便会引导其进入巢穴，

甚至还会在洞口摆出姿势，示意女士优

先。雌鱼入巢后，雄鱼便会用吻部轻触

雌鱼尾部，促使其产卵并授精。

而当产卵过程结束后，雄鱼便会一

改温柔丈夫的模样，将雌鱼驱逐（一些

观点认为雄鱼此举是为了保护鱼卵，一

些雌性产卵后急于补充能量可能会吞噬

鱼卵，甚至一些雌性在产卵前就会吞食

其他雌性留下的鱼卵），之后便会故技

重施，等待下一条雌鱼上门。一些雄鱼

甚至会窃取其他巢穴中的鱼卵到自己家

中，营造自己颇受欢迎儿孙满堂的景象

以吸引雌鱼。

之后雄性三刺鱼又摇身一变为深情

奶爸，独自抚育鱼卵孵化，并会用鱼鳍

扇动水流，使受精卵获得更多氧气。而

当一周后鱼卵孵化为幼鱼，雄鱼还会在

窝边继续守护，甚至幼鱼游得太远还会

被其捉回巢中。

对着汽车 “吃醋”

此外繁殖季节的雄性三刺鱼还会变

装，它们喉部和腹部逐渐呈现出鲜红色

，眼睛则变为蓝色，这种现象被称为婚

姻色。许多鱼类的雄性都会在繁殖季节

变得更加“型英帅靓正”，例如之前我

介绍过的高体鳑鲏和大马哈鱼。廷伯根

在观察中发现，随着红色婚姻色的出现

，三刺鱼对于红色的敏感程度变高了许

多。不仅其他腹部红色的雄鱼进入领地

会遭到猛烈攻击，就连红色的邮车经过

实验室都会引起雄鱼的不安。随后他设

计了模拟实验，发现雄鱼对像鱼的木块

模型兴趣索然，却对不像鱼的圆形红色

木块模型斗志昂扬。

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实验，廷伯根

确定红色就是引发雄性三刺鱼攻击本

能的刺激物，而繁殖季节的雌鱼因为

仍是银色，因此进入领地并不会遭到

袭击。不仅如此，雄鱼的求偶舞蹈还

能进一步帮助排除已经产卵结束的雌

鱼和吃饱肚子尚未发色的年轻雄鱼。

此外野外的雌鱼还会对颜色更为鲜艳

，巢穴更为精致隐蔽，体格更为健壮

的雄鱼更加青睐，而那些瘦弱的雄鱼

便只能独守空巢。

经过辛苦的观察分析，廷伯根的

实验充分阐明了三刺鱼在繁殖季节定

型行为（本能）表达的条件及其行为

的意义。比如貌似复杂的求偶行为，

其实就是一连串简单的刺激物－反应

过程，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关键刺激

（红色），便能让这些天生设定好的

行为一一展现出来。

随着动物行为学的不断发展，作为

其模式生物的三刺鱼诸多行为也早已有

了诸多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事实上在我

们国家也生活着几种三刺鱼的近亲——

多刺鱼，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中华多刺鱼

（Pungitius sinensis）。它们也有着和三

刺鱼相近的习性，例如繁殖季节筑巢，

雄鱼出现婚姻色（不过，它的婚姻色是

蓝色）等等。一些水族玩家因此将其也

纳入原生观赏鱼的范畴中，在水族箱中

便能欣赏到多刺鱼们精彩的繁殖行为。

遗憾的是这些灵动的小鱼为冷水性

鱼类，只在北方地区广泛分布，知名度

也远不及其近亲三刺鱼。有兴趣也有条

件的读者可以走出家门，在野外观察这

些独特的小精灵，就像百年前尚且年少

的廷伯根那样。

研究这种“流氓鱼”，意外捧回来一个诺奖

鳥語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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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對美國德州華裔居
民來說，真真是開年不利。首先是
2 月14 號週日，幾十萬美籍華人剛
剛渡過2 月12 號週五的牛年新歲春
節活動。儘管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
影響，今年的慶賀春節活動，無論
規模跟氣氛，跟以往己有差天共地
的感覺，但仍有爆竹煙火和醒獅舞
龍，聊勝於無。想不到才過了兩天
，真的是2 天，2 月14 號的白天，
天氣立刻大變！變得周天寒徹，是
北極寒流以 120 年來從未有的凌厲
零下15 度的溫度，突襲美國第一大
州。雖說之前天文台己發出強烈警
告，不過人們多少會認為： 有無哪
麼厲害呀？而事實上真的是風雪交
加，困擾我們近72 小時！最慘的是
全州電網受寒故障，出現大停電，
全州有 400 多萬戶電停水止，日常
生活秩序受到無情打擊。

為此，二月份的下半月，我們
便馬不停蹄，進行賑災救護工作。

那知還未全然喘息過來，3 月3號，
共和黨籍的德州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突然宣佈，因為有了疫苗與
免疫療法藥物，德州已能保護居民
免受病毒感染， 「是時候全面開放
德州」，並且自10日起，解除戴口
罩令與店家人數限制；另一位共和
黨籍的密西西比州州長瑞維斯(Tate
Reeves)，於同一日也附和，自 3 日
起，立即解除所有地方的口罩令，
商家可全面恢復營業，不受限制。
這真是石破天驚的駭人消息。7 天
之後，德州就會 「解封 」，一切公
眾塲所，百分之一百開放營業。而
一年以來疫情期間戴口罩的禁令，
也可以鬆綁。

這位州官話聲剛落，上自美國
總統拜登，即刻公開批評：他犯下
彌天大錯、 「大錯特錯」。下至我
等一眾華矞居民，無論來自任何地
區，衆口一致地抨擊州長，不識審
時度勢，在疫情仍然未停止擴散的

情形下，何解會信口雌黃？
筆者因為在美國校區工作的關

係，隨身就攜帶有一張卡片，上頭
寫著截至3 月4 號為止，仍有51萬
1874名美國人因新冠身亡，而感染
人數已過千萬，因此估計還會有更
多人因此而死去。而總統拜登也說
，要到今年夏天，才能讓每個美國
人，人人都接種疫苗，這需要時間
， 「而且非常關鍵、關鍵、關鍵且
關鍵的是遵循科學」，包括頻繁洗
手、戴上口罩，且保持社交距離。

「我知道你們所有人都清楚此
事，希望我們的民選官員也清楚這
件事。」拜登說。而美國聯邦疾病
防治中心(CDC)主任瓦倫斯基(Ro-
chelle Walensky)也表示， 「現在還
不到鬆綁所有限制的時機。」德州
達拉斯郡衛生局局長華人菲利普. 黃
(Philip Huang) 也 提 醒 當 地 華 人 ：
「大家都希望恢復正常，但現在還

不是時候。因為德州一線醫療人員

仍不足。部分德州的醫師表示，即
便如今個人醫療防護裝備、呼吸機
和病床數都足夠，但第一線醫療人
員不足，士氣不振，將難以應付下
一波疫情。

州長的解封決定太過倉促，若
目標是群體免疫，如今還沒達成，
戴口罩與社交距離，是群體免疫的
重要媒介；休士頓每天還有1000例
新病例，醫院每天收治 200 名新病
人。根據CDC資料，德州最近七天
平均每日有7500起新確診病例，在
每人接種疫苗比率上，德州在50州
中排第47位；德州與密西西比州的
每日新冠死亡人數在美國都在前十
。

基於德州的抗疫情況仍然是如
此嚴重，我們華人自會自求多福，
一於 「睬州長都儍」，外出繼續戴
上口罩、減少聚眾機會、與人保持
6 呎距離。

((美國來鴻美國來鴻))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你有無搞錯你有無搞錯？？楊楚楓楊楚楓

""恆豐銀行杯恆豐銀行杯""
德州風光攝影大賽德州風光攝影大賽
2019年末起始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

， 改變了所有人的社交習慣，飽受疫情
影響，在過去的壹年裡， 社區活動幾乎
全部停止。恆豐銀行作為社區銀行，為
與社區更緊密聯絡，推出"恆豐銀行杯"
德州風光“攝影大賽。

本次大賽，特邀休斯頓資深攝影人
賈忠老師帶隊組成專業評審，將會對本
屆攝影大賽所有參賽作品採取打分的形
式，進行公平，公正，公開的評選。

本次大賽面向廣大攝影愛好者開放
， 廣泛徵集以德州風光及恆豐銀行大樓
為題材的攝影圖片， 本次大賽的優秀攝
影作品將收錄恆豐銀行2022年年曆使用
。

為擴大本次攝影活動的參與性及宣
傳性，所有入選作品除在各媒體刊登宣
傳外，本次攝影作品大賽還開設網絡評
比， 網絡得分最高作品獲"網絡人氣獎
"，網絡得分第二名獲"最受歡迎獎"。
所有參賽作品將由專業評審團評選出12
幅優秀作品入選恆豐銀行2022年年曆。
所有參賽者都將獲得恆豐銀行的精美禮
品，凡是入選作品都將獲得現金獎勵，
詳 情 請 致 電 恆 豐 銀 行 總 行
713-596-2888 ,Jennifer Zhou or Ivy
Tang 諮詢.

恆豐銀行自1998年成立至今, 到如
今已發展成為總資產超過20億,擁有239
名員工的專業團隊,德州休斯頓,達拉斯,

內華達州及加州擁有20家分行
, 發展成為總部設立於德州的大
型社區銀行, 這二十二年來,壹
步壹個腳印,團隊通力協作,秉持
"誠信為本,專業為責"的經營理
念,並始終堅持"以心服務,服務
至心" 原則, 提供優質的專業的
服務給我們的客人, 同時,深耕
於亞裔社區, 努力支持社區的發
展及積極參與社區的活動, 以盡
企業應盡之社會責任。本次推
出的恆豐銀行杯攝影大賽，也
是希望同社區緊密聯絡，調動社區民眾
的參與感，使大賽成為展現德州好風光
的全民參與的群眾性活動。

恆豐銀行杯攝影賽現已開始接受報
名，請致電或郵件至恆豐銀行諮詢報名
詳情。
聯系人： Jennifer Zhou or Ivy Tang

電話： 713-596-2888
郵箱： PR@AFNB.COM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月有陰晴圓缺，
人生也是如此，尤其去年的新冠疫情，
讓許多人失去至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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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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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死亡越想得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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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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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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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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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節VIP新墓產發布會

歡迎參加橡林紀念園殯儀館和墓園
(Memorial Oaks) 在 3月14日(星期日) 上
午十點到下午二點，舉辦的清明節VIP
新墓產發布會，對公眾開放參觀。可預
約 網 上 視 頻 約 會 及 參 觀 。 高 達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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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Off。這是今年最好的優惠折扣，僅
在開放日之前有效。許多家庭給予Me-
morial Oaks 很高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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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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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自己與家人減輕負擔為自己與家人減輕負擔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 33月月1414日舉辦清明節日舉辦清明節VIPVIP新墓產發布會新墓產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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