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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 Or 老兵免費學
老兵免費學】
】高薪
高薪、
、穩定
穩定、
、升職加薪
只用 4 個月 Offer 拿手軟 ！

當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們懷揣
夢想來到美國時，心中是否有一絲焦
慮，害怕找不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
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想要
在美國找工作或者更換工作並非易事
。
再加上天災、疫情、經濟不景氣
，即使擁有綠卡和公民身份的新移民
，也面臨著失業，被裁員，乃至找不
到長期穩定高薪工作的風險。
事實上，技術專家總是頗受世界
五百強名企的青睞，但不是人人都能
成為專家。 究竟是不甘心地離開，還
是踏實鑽研某個專業博一搏? 有人選擇
了後者。
您可能聽說過一家公司叫做思科 Cisco
，但很少有人知道什麽是“CCIE”。
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是美國 Cisco（思科）公司推出
的專家級考試認證，被認為是 IT 業內
權威的專家級技能證書，具有終極 IT
專家認證的美稱。
CCIE 共有 7 類技術認證：
CCIE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 企 業
構架
CCIE Enterprise Wireless 企業無線
CCIE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
CCIE Security 安全
CCIE Service Provider 服務運營商
CCIE Collaboration 協作
CCDE Design （網絡）設計
其中單【企業架構】一項就占據
了信息技術領域近 10 萬的專家級工作
崗位。
取得 CCIE 認證代表了你在專業技
術領域中成為一位極具競爭力的人，
不僅可以找到薪資豐厚的好工作（一
般都有 10 萬美元的起薪），還能得到
整個行業的認同。

快 捷 培 訓 （LaneCert.Inc） 是 美 國
州勞動局授權的正規職業學校，提供
Cisco System, Data Analyst, Juniper,
Microsoft 和其他 IT 培訓，致力於幫助更
多的人成為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LaneCert 提供理論加實操，行業認
證，就業服務三位一體（培訓、實習
和就業一條龍）服務，幫助學生順利
通過 CCIE 考試，並且幫助就業，找到
高薪工作。
如果你低收入乃至沒有工作，或
者是退伍軍人，都可以申請政府項目
(WIOA or Gi Bill）免費學習。
學校創始人是 Jeffrey Liu，他早年從電
子科技大學無線電專業畢業，成為了
電視機廠的一位電子設計師。但不甘
平庸的他感受到了這份工作的無趣，
無意之中了解到思科認證互聯網專家
CCIE 認證。 用了 10 個月的時間，Jeffrey 攻克了英語和電腦難關的同時，完
成了 CCNP 的培訓，成為中國第一代
Cisco 網絡工程師之一。
之後，他又用了三年時間，考了
三次，終於在 2003 年 8 月 4 日取得了
路由和交換 CCIE 的認證。
2004 年技術移民加拿大，成為加
拿大公民。2007 年 Jeffrey 考過了安全
CCIE， 2009 年 又 考 過 了 IP 電 話 CCIE

（Collaboration）。
在 2012 年 3 月，他被 AT&T 雇到美
國做高級網絡架構師，2014 年 6 月又
通過了電信營運商 CCIE。在為 AT&T 工
作三年之後，2015 年 7 月又成為 AT&T
專業技術架構師。
在這個行業中摸爬滾打多年的
Jeffrey 劉，心裏一直感謝當年把 CCIE
介紹給他的梁先生。
2014 年當 Jeffrey 劉 50 歲時，他決
定開辦一所學校將自己所學用來幫助
更多想要像他一樣取得成功的人。
於 是 2014 年 ， LaneCertInc 快 捷 培 訓
2014 年在達拉斯成立，2017 年 5 月在
休斯頓，2019 年 12 月在洛杉磯，2020
年 9 月在聖地亞哥，依次成立了分校。
學校名稱 Lane，意味著通往成功
的一條高速大道。Cert，則代表著 CCIE

的 Certification。 整體寓意是幫助學生
快速獲得行業認證，成為 Cisco 互聯網
專家。
眾所周知，互聯網是高新技術，
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中 CCIE 這

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
Cisco 互聯網專家（CCIE）的職能
是設計和維護互聯網高速公路，Jeffrey
劉認為它是數據時代的首選工作，因
為 Cisco 互聯網操作系統相對獨立，對
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
任何人只要勝任工作即可。
這個工作職位缺口大；
工作薪水好；
工作相對輕松；
聘請 CCIE 的往往是大公司，容易
解決身份問題。
問
為什麽選擇 LaneCert Inc
（1）精英式訓練
普通大學成批培養出來的多是基
層，中層。
LaneCert 培養的頂級專家，由行業

專家授課，Lab Assistant 手把手、一對
一指導真機實操，因材施教。
線上理論，線下實操，遵循獨家
教材設計路線教學，使學員輕松通過
業界都望而卻步的 CCIE 認證考試。
我們的學員無論什麽年齡段，結
課後，通過職業規劃和行業內推，在
幾周內就能高薪就業。
（2）就職式培養
全方位打造包裝——專業學習、
實操訓練，專業考證、簡歷修改，模
擬面試，崗位內推……
所學即所用，與實際工作掛鉤，
不與行業脫節，畢業後直接進入頂級
專家高薪行列。
100%實習崗位，保證就業，更為
F-1 留學生提供 CPT、OPT 乃至 H1B，叫

您無後顧之憂。
（3）項目周期短
800 小時培訓，平均 3-4 個月，包
教包會，直到就業為止。
（4）因材施教，包教包會
4 個月的項目，提供一年的服務。
根據學員情況可調整教學進度，
因材施教，每一位目標成功的學員都
能成為業內精英。

思科電腦學校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 話 ： 972-268-7129 （ 達 拉 斯 ） ，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 （ 洛 杉 磯 ） ， Cell:
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系我們，可預約
免費公開課。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
大，有經驗者優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
樂於助人，一定經濟實力者
市場開拓者若幹名， 無區域，年
齡，性別，背景限制。有意請附履歷
書到 info@lanecert.com

休城工商

報稅季節!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提供出色服務
報稅季節!
客戶遍及全美 擁有行業內最頂尖的專家
(本報休斯頓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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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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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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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喬遷更省心 搬家時要注意哪些事
搬家時要注意哪些事?
?
四季搬家公司 價格實惠 品質有保證
【本報休斯頓報導】無論是個人或
是公司，當需要搬家的時候，因為面臨
全面性的變動，就需要有周詳的準備與
計畫，同時，找個可靠而專業的搬遷團
隊來協助，能夠省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不用那麼操心。休斯頓地區的四季搬
家 與 倉 儲 公 司 (All Seasons Moving ＆
Storage)，在業界擁有三十五年的搬家經
歷，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靠的態度，
在糖城和大休斯頓地區贏得良好的聲譽
。
搬家時注意這些事項，會讓過程更
容易進行:
1. 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標明內
容物，最好分區，例如主臥室、主衛生
間、客房、書房、廚房等，標明¬一、
二、三、四等數字，等搬過去之後要歸
位會節省很多時間。
2. 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打包好，小
東西不要零零散散的放著，全部放入箱
子裡。大多數的搬家公司是每小時計費
，如果能採取措施減少搬家時間，將有

助於節省不少搬家費用。
3.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減少要搬
運的東西，把多餘或不用的捐出去，或
是來個車庫大拍賣(garage sale)，新家就
要有新的開始。
4. 用顏色色標來分區。將您的新居
的每個房間指定一種顏色，例如廚房用
黃色，餐廳用橘色等，將顏色貼紙貼在
包裝箱子上，然後在新居中，把匹配的
顏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這樣，
搬運人員就知道應該把東西放在哪裡，
提高搬運的效率。
5.使用旅行行李箱，把個人幾天之
內要用的東西放行李箱裡，搬過去後，
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品的時間，同時
也節省空間，節省運費。
6.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
，有些人常忘了要收拾自己的閒雜物品
，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7.準備充足的箱子，幫助您在打包
過程中更輕鬆，同時預留幾個箱子，以
備搬家天最後一分鐘還有東西沒收到。

8. 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不要隨
便包裝。質量好的包裝箱對物品的保護
有很大幫助，最終省的還是自己荷包。
9.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10.如果有含易碎物品，要在箱子上
清楚地標明，工作人員會額外謹慎的搬
運。
四季搬家公司
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或是公司行
號、乃至於大企業喬遷，或者特殊搬遷
如：鋼琴、展場、繪畫等，四季搬家都
能圓滿的達成客戶的期待。在搬家過程
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而四季搬家
訓練有素、專業的搬運工都會努力做到
，讓客戶盡可能減少搬遷過程的壓力。
四季搬家領有政府認證執照，提供
免費估價。公司有各種大小貨車，專門
長短途搬運，對需頻繁搬運的公司或個
人還有特別優待，同時，也優惠前往
Austin, San Antonio, Dallas 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當天服務
，當天打電話，當天搬家，可以隨機應

變。當然，一般人都會事先準備，不會
當天才聯絡，不過，仍可看出四季搬家
與倉儲公司的調度能力強，可以彈性配
合客戶的需要。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
要儲存空間，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有
倉儲服務，安全的保存客戶的物品。
特殊的搬運
此外，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特
殊的搬運，例如大型美術繪畫作品、各
類鋼琴、古董或其它需要額外保護的物

品，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提供服務，
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新的地點。
在過去，已經為許多個人、學校、大學
、教會、或專業鋼琴家等進行鋼琴的搬
遷。工作人員攜帶特別的設備和襯墊，
確保客戶的珍貴財產搬遷無損。
四 季 搬 家 與 倉 儲 公 司 (All Seasons
Moving ＆ Storage) 連 絡 電 話:(281)
903-7688、 832-867-5467， 或 上 網:
www.allseasonsmove.com。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或是公司行號喬遷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
或是公司行號喬遷、
、鋼
琴搬遷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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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逼近1億5000萬例確診 病歿超過315萬
(本報訊)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球至少 315 萬 2646
人死於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
至少 1 億 4954 萬 1720 例確診。
疫情從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爆發，迄今絕大多數感染
者都已康復。但有些人在痊癒後數週甚至數個月內，仍
持續感受到症狀。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當局每天提供的統計，不
包括俄羅斯、西班牙和英國等 3 國的統計單位其後提出的
重新估算數據，且數據只是實際染疫總數的一部分，因
為許多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一直未被檢測出。
全球 28 日通報新增 1 萬 4955 人病歿、86 萬 3564 起確
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數最多國家依序為
印度（3645 死）、巴西（3163 死）、美國（948 死）。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 57 萬 4329 人病故、
3223 萬 20 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39 萬 8185 人喪生、

1452 萬 1289 例確診）、墨西哥（21 萬 5918 人喪生、233
萬 6944 例 確 診 ） 、 印 度 （20 萬 4832 人 喪 生 、 1837 萬
6524 例確診）及英國（12 萬 7480 人喪生、441 萬 1797 例
確診）。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匈牙利是死亡率最
高國家，每 10 萬人就有 281 人染疫喪命；接下來依序為
捷克（273 人）、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258 人）、蒙特
內哥羅（236 人）和保加利亞（233 人）。
從區域來看，歐洲累計 106 萬 2703 死、5008 萬 8085
例確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計 90 萬 9450 死、
2853 萬 2402 例確診；美國和加拿大共計 59 萬 8428 死、
3342 萬 9674 例確診。
亞洲共計 33 萬 514 死、2517 萬 9401 例確診；中東地
區共計 12 萬 9378 死、773 萬 2681 例確診；非洲共計 12 萬
1128 死、453 萬 6416 例確診；大洋洲共計 1045 死、4 萬
3062 例確診。

醫師叮囑 確保重返校園孩童的安全
（本報訊）（ SUNITA SOHRABJI 報導／Ethnic Media Services）
舊金山加大（UCSF）小兒傳染病學專家李醫師（Brian Lee
）表示，即使兒童還未接種疫苗，他們可以也應該要安全重返校
園。
李 醫 師 在 4 月 22 日 舊 金 山 加 大 亞 裔 健 康 研 究 院 （Asian
Health Institute）舉辦的市民大會上說： 「我也是家長，我也擔
心我的孩子回到學校後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所以我了解家長們的
焦慮。」李醫師任職舊金山加大貝尼奧夫兒童醫院（Benioff
Children’s Hospitals），這裡是他的出生地，屋崙則是他的成長
地，他也是舊金山加大醫學院的臨床小兒醫學教授。
目前，年滿 16 歲的青少年已可接種輝瑞（Pfizer）新冠疫苗
，輝瑞也正在提交 12 歲到 15 歲兒童接種疫苗的試驗數據。李醫
師預測，12 歲到 15 歲的兒童今年夏季有機會接種輝瑞疫苗。
莫德納（Moderna）和嬌生（Johnson and Johnson）疫苗正在
對 6 個月幼兒到 17 歲青少年進行試驗。李醫師也預測，在學校秋
季重開之前，大部分學生應該都可符合資格接種疫苗。
不過，李醫師提出美國小兒醫學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diatrics）的觀點表示，就算還未接種疫苗，兒童還是可以回
到學校接受面對面教學，即便位於高病毒傳播率的社區中，學校
的傳播風險仍然很低。
李醫師指出，以舊金山為例，全市公立學校約有 2 萬名學生

和教職員，僅有 5 名學生在學校裡感染到病毒。
李醫師表示，保護措施無法消除感染風險，但可以大幅降低
風險。兩歲以上兒童必須佩戴貼合性良好、可遮住口、鼻、下巴
的口罩，最好隨身多帶一個口罩，在口罩破裂時可以替換。學生
若發燒超過華氏 100.4 度，應該留在家中休息。
在教室裡，學生座位間的距離應至少保持 3 英呎，學校應該
採取群組制，讓同樣的學生維持在同一組活動。為了避免學生擁
擠在走廊上，最好由教師前往不同教室上課，而非讓學生到不同
教室上課。
李醫師還建議，學校戶外區域可以設置為面對面教學場地，
特別是天氣好的時候，教室可以打開門窗改善室內通風程度。
李醫師說，使用肥皂和清水清潔很重要，但不需要每日進行
消毒工作。
李醫師表示，兒童即使感染到新冠病毒，大部分都沒有症狀
，或只有輕微症狀。
根據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公布的
數據，18 歲以下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需要住院的不到 2%，死亡
率只有 0.03%，而這些需要住院的病人四成以上都有潛在疾病，
例如肥胖症、慢性肺部疾病或神經系統疾病，所以比較容易感染
病毒。
感染新冠病毒的兒童會出現的症狀包括發燒、咳嗽、頭痛、
肌肉疼痛和喉嚨痛，較不常見的症狀包括腹瀉、反胃、嘔吐、腹

痛和失去味覺或嗅覺。
另一個比較讓人擔心的是小兒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又稱 MIS-C），這是一
種與新冠病毒有關，極為罕見但十分嚴重的發炎症狀，會影響到
多重器官，尤其是心臟，以 8 到 9 歲的兒童出現得最多，症狀可
持續二到四周。
李醫師指出，美國小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表示，兒童並非新冠病毒的主要傳播者。
然而，新冠疫情會損害兒童的身心健康。李醫師引用 CDC
數據表示，過去 15 個月來，由於學校改為網路教學，使 36%的女
童和 19%的男童出現焦慮症狀，31%的女童和 18%的男童出現憂
鬱症狀，兒童與家人和朋友相處時變得較為退縮，並表現出較多
的敵對行為。
李醫師說： 「我在我的孩子身上看到這些現象，他們花很多
時間待在自己房間裡，盯著 iPad 看，很少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或
運動，嘮叨是沒有用的。」李醫師指出，三分之二上網課的兒童
運動量減少，超過三分之一的兒童精神健康狀況惡化。
此外，因為突發精神健康問題前往急診室的兒童增加了 24%
，青少年增加了 31%。
李醫師說： 「面對面教學的好處遠大於風險，學生的學業會
進步，身體和精神健康會獲得改善。」

休城工商

風光無限， 就在你的發現之中
風光無限，
恆豐銀行杯攝影大賽作品踴躍
繫，就目
前情況看
，參賽民
眾踴躍，
很多作品
從不同的
視角，大
大展現了

自三月開始的恆豐銀行杯攝影大賽，進入
四月中旬開始，陸陸續續的收到了很許多攝影
愛好者的作品，作為銀行，本次活動目的重在
活躍社區文化活動，促進企業和社區的緊密聯

的用心，真是高手在民間！
為適應新趨勢發展，本次大賽，將采取線
上線下評比，線下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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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已接近 5 月 6 日截稿最後期限，目前還沒
有將作品列印出來寄交銀行的攝影愛好者，煩
請儘快在截稿前將列印好的照片送交。

德州的美麗風光，深深感受到了社區
民眾對大德州的熱愛， 從目前收到
的作品看，幾乎每個攝影作品都主題
鮮明，構圖精緻，著實感受到攝影者

(政海楓聲
政海楓聲)) 「阿差
阿差」」 「東洋
「東洋」」 正堪憂 楊楚楓
我說的 「 阿差
阿差」
」 ， 是廣東人指印度人
而言 。 至於 「 東洋
而言。
東洋」
」 ， 是日本人的另外一
個廣東話叫法。
個廣東話叫法
。 這兩大亞洲國家
這兩大亞洲國家‘，
‘，受到
受到
新冠病毒為禍人間已有一年多，
新冠病毒為禍人間已有一年多
， 不但未在
兩國各地區消滅，
兩國各地區消滅
， 4 月以來
月以來，
， 更在亞洲出
現反撲之勢。
現反撲之勢
。 以阿差為例
以阿差為例，
， 近日其國內疫
情的重災區，
情的重災區
， 成了世界的焦點中的焦點
成了世界的焦點中的焦點，
，
接連 5 天的單日新增感染人數
天的單日新增感染人數，
，31
31、
、33
33、
、
35 萬，每天都在增加
每天都在增加，
，創了世界紀錄
創了世界紀錄。
。同
樣難兄難弟的日本，
樣難兄難弟的日本
， 則被奧運這個燙手山
芋重傷了，
芋重傷了
， 如今分分鐘經濟救不了
如今分分鐘經濟救不了，
， 疫情
更如決堤。
更如決堤
。
印度的疫情令人觸目驚心，
印度的疫情令人觸目驚心
， 4 月中
月中，
，

每日新增確診數字還只有約 20 萬宗
萬宗，
，短短
一周至 21 日 ， 便增至 31 萬 ， 至 26 日更逾
35 萬人
萬人。
。印度疫情失控
印度疫情失控，
，主要是被超級變
種病毒即 B1617 攻佔
攻佔，
，目前 60
60%
%患者
患者，
，都
是感染了這個變異病毒，
是感染了這個變異病毒
， 更可怕的是
更可怕的是，
，當
地發現懷疑 3 重突變的新冠病毒足迹
重突變的新冠病毒足迹。
。要
知道，
知道
， 變種病毒株感染的病患
變種病毒株感染的病患，
， 由醫治到
疫苗研製，
疫苗研製
， 都是全新課題
都是全新課題，
， 每一項都需要
時間研究，
時間研究
， 但病毒卻一點不客氣
但病毒卻一點不客氣，
， 傳播愈
來愈快，
來愈快
， 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 每 4 分鐘
便有一條生命被奪走，
便有一條生命被奪走
， 連印度總理莫迪也
悲嘆，
悲嘆
，疫情成了 「撼動印度的風暴
撼動印度的風暴」
」 ！
今次對病毒查找不足，
今次對病毒查找不足
， 皆因印度上下

輕率，早在去年 10 月，當地專家委員會已
輕率，
經發出翌年 2 月疫情會受控的預測
月疫情會受控的預測，
， 印度
社會迅即由樂觀走向失控，
社會迅即由樂觀走向失控
， 今年 3 月的地
方選舉、
方選舉
、 宗教節日一一肆無忌憚地上演
宗教節日一一肆無忌憚地上演。
。
當印度高層因為英國牛津大學研發的阿斯
利康疫苗以印度為主要生產基地，
利康疫苗以印度為主要生產基地
， 陶醉在
疫苗生產大國的地位時，
疫苗生產大國的地位時
， 卻不知變種病毒
已經迅速蔓延。
已經迅速蔓延
。 驕傲得太早
驕傲得太早，
， 反撲得太烈
，造成如今的大不幸
造成如今的大不幸。
。
另一個煩惱國是日本，
另一個煩惱國是日本
， 日本政府在拖
拉幾天後，
拉幾天後
， 終於狠下心來
終於狠下心來，
， 東京
東京、
、 大阪
大阪、
、
京都、
京都
、 兵庫 4 個都府縣都頒布了緊急事態
宣言，
宣言
， 自本月 25 日起
日起，
， 有限度封禁 17 天

。 這 4 個重要地方在奧運不足 3 個月後便
舉行的時刻，
舉行的時刻
， 竟煞停很多商業及消費活動
以阻止疫情重燃，
以阻止疫情重燃
， 可見問題嚴重
可見問題嚴重。
。 事實上
， 專家擔心的是日本也走上印度的路
專家擔心的是日本也走上印度的路，
，早
在上月，
在上月
，日本已發現最少 80 多宗變種病毒
感染個案，
感染個案
， 現在幾個都會的感染個案已超
越上一波高峰，
越上一波高峰
， 變種病毒的憂慮愈來愈深
。
以日本政府及東京都政府誓要把奧運
辦下去的決心，
辦下去的決心
， 今次緊急事態宣言恐怕是
最後的掙扎，
最後的掙扎
， 若還是躲不過變種病毒侵襲
，日本恐與印度一樣大禍臨頭呀
日本恐與印度一樣大禍臨頭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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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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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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將第25批星鏈寬帶衛星發射入地球軌道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馬斯
克的 SpaceX 周叁晚上從佛羅裏達
州海邊的卡納維拉爾角（ Cape
Canaveral）成功發射了 60 顆星鏈
（Starlink）寬帶衛星進入地球軌
道，這些衛星部署在地球上方約
180 英裏（290 公裏）的軌道上。
據美國《太空網》（Space.
com）報道，獵鷹 9 號火箭是在
美國東部時間 4 月 29 日淩晨零點
之前從太空發射綜合體發射的，
幾分鍾後，火箭的第一節段降落
在佛羅裏達州海岸附近的一艘名

“僅閱讀指令”的無人船上。
據 太 空 飛 行 網 站 （Spaceflightnow.com）稱，這些星鏈衛
星在地球上方約 180 英裏的軌道
上部署。據報道，SpaceX 現在已
經向地球軌道發射了 1,500 多顆
星鏈衛星。
星鏈衛星可目前已加入公司
Beta 計劃(Beta program)的 10,000
多個用戶提供互聯網鏈接。
自 2019 年 5 月以來，SpaceX
已第 25 批發射星鏈寬帶衛星入太
空，目標是向全球各地，包括無

寬帶的偏遠地區提供互聯網服務
，也區域寬帶受到限制的國家的
公民免費提供無幹擾、無封鎖、
無限制的星鏈寬帶衛星互聯網服
務。
上周，SpaceX 從卡納維拉爾
角發送了四名宇航員前往國際空
間站。這是該公司不到一年的第
叁次送宇航員入太空。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
作者）

紀實文學

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们

"被父母遗弃，往往是一个孩子一生
难以愈合的创伤。在现实中，这些孩子
面临第一重关口，有一个地方可以活下
去。更深远的问题是，他们如何成长，
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相遇
王学丽第一次遇到张龙和张鑫的时候
，这两个男孩正坐在铁东一家超市的台阶
上，衣衫满是污渍破洞，嘴里漫不经心地
叼着牙签。那是齐齐哈尔的冬日黄昏，雪
花随着最后一缕日光飘落下来。
一个女孩刚好路过，脚下一滑，差
点摔倒。张龙和张鑫夸张地大笑起来，
女孩抓紧妈妈的手，回头瞪了他们一眼
，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侧目。目光中心
的两个男孩，看上去都不到十岁，脸上
带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不屑，冰冷地打
量人群。
夜幕下，下班的人流行色匆匆，很多
人会刻意绕开两个男孩，留下一块孤岛。
王学丽恰巧路过，不知不觉停步。她
家里也有大致同龄的孩子，忍不住多看几
眼。男孩坐在风里，是黑龙江冬日的北风
，却并不颤抖，脚趾从鞋子的缝隙里勾出
来，像晒日光浴那样懒洋洋的。
她心里剧烈抖了一下，像被一种磁
力拽过去，拉住其中一个男孩的手：
“走，跟阿姨走，阿姨带你们去买好吃
的。”这个突兀的举动吓到了男孩。对

方连忙把手扯回来，身体本能地往后缩
，警惕地看着王学丽，像一只受伤的小
兽，随时预备逃跑。
其实王学丽自己也被这个行为吓了
一跳。停了一瞬，她看着两个孩子的眼
睛，极力让自己的声音恳切：“跟阿姨
走吧，你们想吃什么阿姨就给你们买什
么”。
男孩目光融化了一些。王学丽又重
复那句话，试图拉男孩的手，这次，她
感觉掌心里的小手稍微柔软，这也给了
她某种鼓励，她直视着男孩的眼睛，听
到男孩小心翼翼地问：“真的么，买什
么都可以么？”
“当然。”王学丽说。
进了超市，两个男孩看见什么都想
拿。王学丽跟在后边。
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们
初识
雪花飘落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地方。
这对男孩是两兄弟，相依为命。他
们的妈妈在十七岁没结婚的时候生下老
大张龙，又两年，生了老二张鑫。那时
她自己还是个孩子，也没有认真地打算做
一个母亲。徒有四壁的出租屋，孩子的昼
夜哭闹和男友的挣不到钱都令她崩溃。没
几年，妈妈不辞而别，再没多久，爸爸也
消失了。两个幼小的孩子起初跟着爷爷生
活，爷爷现在也八十多岁了。

全部的故事，就是这样了。在这家
超市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两个男孩，也
都能和王学丽讲几句。两个孩子几乎天
天来这里，坐在台阶上看行人，很晚才
回到位于棚改区的小屋，看样子也根本
不想回去。
越听，王学丽越沉重。那天，她送
两个男孩回家。拿着一怀抱食物的男孩
愉快地同意了。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王学丽不敢相
信这个城市还有这样的地方。那是一片
昔日的棚户区，都是低矮的平房，很少
有人住了，一部分已经塌陷了，荒凉一
片。进了大门，屋内狭小局促的空间让
人窒息。炕上一片狼藉，肮脏的被褥像
是捡来的——她瞬间意识到这个类比不
对劲，因为它的肮脏超越了普通人想象
的丢弃状态。床角胡乱堆放着喝完的廉
价酒瓶。
邻居说，两个孩子饥一顿饱一顿，
旷课逃学又打架，出门“不走寻常路”
。有时邻居偶然抬头，就看见他们从房
顶一闪而过。还有，肚子饿了他们到超
市趁人不备拿起食物就跑，没有钱上网
，就抢同学的零花钱。有了钱好几天不
回家，吃住都在网吧。
王学丽每隔三天去男孩家里一次，洗
衣服，打扫，买食物。信任慢慢生长起来
，小兄弟也愿意听她的话，喊她阿姨。

她和邻居也渐渐熟悉，却渐渐发现，
越把她不当外人，邻居说起两个男孩语气
就更差，措辞也更强烈，有一次直言，两
个孩子这样，可以说“不可救药”。
王学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男孩需
要的可能不仅仅是生存上的帮助，他们
还有人生，需要未来。再三考量，王学
丽把这件事情报给了一些爱心机构。
接力
一年来，更多人陆续加入两个男孩
的故事。
李肇星第一个志愿者。他的第一件
事是要找到男孩的父母。一个迫在眉睫
的问题是，爷爷已经衰老到再也无力照
看他们了。
他们找到街道，社区，派出所，费
尽周折。得知他们的母亲早已去了河北
，在当地结婚，又生了三个小孩，生活
依然潦倒。她无奈地表示，再也无力照
看更多的小孩了。
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妈妈的
电话彻底变成空号。李肇星没有告诉两
个男孩。
最后，志愿者决定把孩子送往福利机
构。张龙和张鑫听说后开始不断地逃跑，
他们以为那是农村，他们不想去人生地不
熟的农村。宁肯住搂洞，住网吧。
李肇星发现，两个男孩已经野惯了
。有一次带他们去买了新鞋子新衣服，
洗了澡理了发，说好第二天去接他们，
大清早到了，发现男孩早已没了踪影。
衰老又醉酒的爷爷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第一次进机构，两个男孩不习惯来
自学校的任何约束，偷偷地跑掉了。那
么小的年纪，居然找到了汽车站，打算
独自乘车回到四十公里之外的家。
侯传喜也是一名义工，他和曾经的
张龙和张鑫一样，也是“边缘少年”，
在街头流浪。他觉得两个男孩就像曾经
的他。
他是“追捕”张龙和张鑫最积极的
人，他觉得他们会去网吧，就经常去网
吧蹲守。一连好几个夜晚，终于看见了
张龙和张鑫，他们沉浸在游戏当中。怕
惊走了他们，就在慢慢地靠近。
这很像电影镜头。网吧的灯突然灭
了，一切陷入黑暗，只有电脑发出幽暗
的光亮。
侯传喜不知该不该再靠近，犹豫间
，突然有陌生人袭击了他——那个网吧
鱼龙混杂。一瞬间，不知什么武器，他
臂膀上突然一阵疼痛，转身，一个高大
的背影快速地消失在混乱中。两个男孩
没事，但看呆了，乖乖地跟他回去。好
在伤口并不是很深。
不是唯一一次。两兄弟和义工们一
直展开猫捉老鼠的游戏，在外面躲躲藏
藏。有次，几个义工昼夜寻找，发现他

们住进了一个偏僻小区的一辆报废的汽
车内，天气越来越冷了。好不容易把他
们抓到学校，老师怕他们把别的同学带
坏了，反反复复表示已经绝望了，让他
们走；回家，邻居也把他们当成了害群
之马，因为他们莫名其妙地把邻居的仓
房点燃了。还偷东西，被人追着打。何
去何从成了一个难题。
结局
2016 年 6 月，两个男孩被送到了儿
童福利院，在那里，他们开始了新生活
。张龙 15 岁，张鑫 13 岁了。这一次，他
们没有逃跑。
刚开始，两个男孩很好奇，什么都
是新的，新的房间干净的被褥，每个人
一张新的小床。新的玩伴，新的玩具。
玩具，这个在记忆里也是全新的。
两个男孩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玩具。准确
地说，他们心中并没有“玩”的概念。
第一次，接过属于他们的新玩具，男孩
只是困惑地看着它，第一个反应是把它
破坏掉。两个男孩一直这么对待他们所
不理解的东西。
他们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孩子
，他们野蛮地生长，生命力极强。像撒
在野地上的种子，风刮到哪里都无所谓
。谁也不知道他们会长成什么样的植物
，结出什么样的果子。
新鲜劲一过，张龙和张鑫就不习惯
了。一些流浪的习惯被带到了福利院。
比如，不讲卫生，不会与小朋友相处，
自由散漫。像笼中之鸟，永远发脾气想
要挣脱。
福利院的孩子们早晨不到七点钟起
床，起床后自己叠被子穿衣洗漱，去食
堂吃完饭，再去学校学习。张龙张鑫习
惯性赖床，看见小伙伴的东西，喜欢就
拿，不给就抢，像两只小兽，有强烈的
领地意识。一开始，生活老师慢慢引导
，甚至帮他们洗澡换洗衣服。
长时间的集体生活，像流水慢慢改
变着他们心里的坚硬。他们一天天学会
了怎么与别人相处。现在，在老师眼里
，兄弟俩就是普通的小孩，没有什么特
别，每天早晨吃完饭上学，回到福利院
写作业，吃完饭跟小伙伴玩耍。至多，
稍微调皮一点，或者心里有更多事情，
有时露出仍然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表情。
嗯，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
小孩子应有的样子，学习不是太好，写
作业有时候要老师催促。但身体健康，
慢慢长大。就是这样了。
如果我们在讲一个故事，那么这一
定是个美好结尾。可能，也会留一些缺
憾，比如，第一次去机构，两个男孩注
意到，那里的每一位小朋友，都有一位
妈妈。他们低下头害羞地说，他们也想
要一位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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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總決賽首回合 力挫遼寧贏先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曉莉）憑藉第二節建立的 11

●遼寧控衛
郭艾倫（左）遭
廣東球員胡明軒
偷擊。
新華社

分領先優勢，衛冕冠軍廣東隊最

粵籃

終在 27 日晚進行的 2020-2021 賽季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總決賽首回合

比賽中以 88：83 擊敗遼寧隊，在三場兩勝制

的總決賽中佔得先機，距隊史第 11 座總冠軍獎盃

再邁近一步。

向第 11 座

CBA 總決賽史上第三次上演遼粵大戰。
這是據中新社報道，此前兩次均以廣東隊奪冠而

告終。但在 2017-2018 賽季，遼粵大戰曾在準決賽
中上演，遼寧隊以總比分 4：1 戰勝廣東隊，並在
當賽季獲得隊史上的首個總冠軍殊榮。
作為上個賽季的冠亞軍和本賽季常規賽前兩
名，遼粵再次會師總決賽可謂眾望所歸。相對於
核心球員易建聯和最佳外援馬尚雙雙缺陣的廣東
隊，本賽季成功補強的遼寧隊在陣容上更加完
整、均衡。但 16 次躋身總決賽的“十冠王”廣東
隊在經驗、鬥志和整體配合等方面更具優勢。
此役開始，雙方球員都有些緊張，進攻均乏
善可陳，投籃命中率都不高，首節廣東隊僅以
17：16 領先。第二節，經驗豐富的廣東隊穩住陣
腳，逐漸佔據場上優勢，上半場結束時，以 41：
29領先對手12分。
下半場，有所復甦的遼寧隊以 9：2 開局，第
三節將分差縮小到 5 分（55：60）。郭艾倫單節
獨得 15 分，承包了遼寧全隊此節得分（26 分）的
一半以上。但在廣東隊的嚴密防守下，遼寧隊始
終難以組織起流暢的進攻，最終以83：88敗北。

此前7贏首戰全部登頂
賽後遼寧隊主帥楊鳴承認，比賽展示出
己隊與“十冠王”、衛冕冠軍的真實實力差
距。他說：“我還是那句話：拚、學習。我們

易建聯回歸賽場 為隊友打氣

冠軍獎盃邁進
到了懸崖邊，下一場沒有退路，肯定
會全力以赴。還是衝擊廣東，向廣東
隊學習。”
而廣東隊主教練杜鋒則在感慨賽
季一路走來不易的同時，也稱讚幾位老
隊員的重要作用。“非常不容易的一場
比賽。整個聯賽走過來，老隊員帶着幾個
小隊員走到現在，真的不容易。”他讚揚
隊中三位老隊員周鵬、蘇偉和任駿飛的重要
作用，特別是易建聯不在的情況下，蘇偉在
防守端給球隊帶來特別大的支持。
遼粵大戰第二回合較量，若廣東隊再下
一城，便贏得第 11 座總冠軍獎盃。根據統計
數字，廣東隊此前 7 次贏下總決賽首戰，7 次
全部獲得當賽季總冠軍。

●蘇偉（左）
力阻遼寧球員
弗格的進攻。
新華社

● 威姆斯為廣東
隊貢獻全隊最高
的 22
22分
分。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曉莉）在 CBA 總決賽首回合
開賽前數小時，中國籃壇旗
幟性球星易建聯時隔 8 個月後
出現在廣東隊的訓練場，與
隊友們一起練習投籃。事
後，主帥杜鋒硬拉着易建聯
接受傳媒的採訪，但易建聯
只回了一句：“我狀態挺
好，聽教練的安排。”
上賽季總決賽，易建聯遭
遇跟腱斷裂，之後是長時間的
康復。27 日晚，他終於回歸
CBA 總決賽賽場，為廣東隊
加油打氣。當晚，老將蘇偉奮
力補防、曾繁日以及湯普森積
極拚搶籃板，廣東隊上下用拚
勁彌補了內線紙面實力上的不
足，讓遼寧隊內線核心韓德君
全場僅得8分。
廣東後衛趙睿賽後說：
“我們是一個團隊，看到聯
哥回歸大家都很開心，祝願
他早日康復回到球場，很期
待再次和他一起比賽。”
而杜鋒則表示：“阿聯
準備好了，我覺得大家就都
準備好了。”

2021 賽季中超聯賽 27 日繼續第二輪的爭
奪，山東泰山在與廣州隊的強強對話中憑藉外
援費蘭尼補時階段的絕殺，1：0 小勝。兩連勝
的山東泰山隊暫居廣州賽區榜首，而 1 勝 1 平的
廣州隊則創造了該隊 2011 年升入中超以來的最
差開局。
聯賽“八冠王”廣州隊本賽季沒有引進新
援，球隊的核心外援保連奴和塔利斯卡又滯留
國外，導致廣州隊實力大大削弱。而山東泰山
隊本賽季雖然缺少了外援柏利、格德斯，但引
進了萊昂納多、孫準浩、徐新、吉翔、石珂等
重磅球員，實力有增無減。
這場強強對話中，山東泰山隊佔據了場面

● 丹恩奴域在
2、 3 月的 7 場
聯賽中，
聯賽中
， 共取
得 5 個入球
個入球。
。

的優勢，並在上半場創造了兩次較有威脅的射
門，其中萊昂納多禁區內挑球過人後的抽射稍
稍高出橫樑，郭田雨的頭球攻門被蔣光太門線
解圍。
進攻乏術的廣州隊在下半場踢了 10 分鐘後
換上了前鋒阿蘭和艾克森，場面稍有改善，阿
蘭先後兩次射門都較有威脅。眼看雙方將要
0：0 握手言和，山東外援費蘭尼在補時階段接
金敬道右路傳中頭槌破門，完成絕殺。
當天另一場比賽中，滄州雄獅與河南嵩山
龍門在雨戰中互交白卷。本賽季幸運遞補進中
超的滄州雄獅雖然大規模招兵買馬，但尚處於
磨合期，進攻套路並不明顯。這場比賽雙方射

●山東外援費蘭尼慶
祝進球。
祝進球
。
新華社
門寥寥，比賽較為沉悶，首輪都失利的兩隊最
終憑藉這場平局，各取1分。
●新華社

丹恩奴域當選港超每月最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有“黑山伊
巴”美譽的 39 歲傑志前鋒丹恩奴域當選中銀人
壽香港超級聯賽“2月及3月最有價值球員”。
傑志於 2 月及 3 月共進行了 9 場（兩場菁英
盃及 7 場港超聯）賽事，取得 6 勝 2 和 1 負的成
績，其中 1 月才由韓職 FC 大邱免費轉會傑志的
超級前鋒丹恩奴域，在 7 場聯賽中 4 場正選、3
場後備，共取得5個入球。

丹恩奴域坦言：“我一向都相信自己可以
做到的，爭取入球是我的工作，我在體能上仍
可應付。”他續稱，球隊給予他很多幫助，一
切都很完美。“目前球隊在聯賽暫時領先，只
要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理會其他因素，加
上球隊內並沒有球員有傷病的問題，而且目前
賽程對球隊有利，我們很大機會能夠蟬聯聯賽
錦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國際排聯日前
在官網發布公告，荷蘭男排將頂替中國男排參加
2021 年男排國家聯賽。公告稱，由於新冠疫情大
流行造成的旅行限制，以及 14 天隔離政策，中國
排球協會（CVA）決定中國男排退出本賽季國家
聯賽，國際排聯尊重中國排協的決定。
國際排聯稱，鑒於荷蘭隊的體育整體實力和
該國排球的商業潛力，他們將被邀請參加比賽。
據中新網報道，此前，國際排聯曾宣布 2021
年排球國家聯賽將在意大利海濱城市里米尼舉辦，
以安全氣泡的形式舉行來確保運動員安全。根據公
布的賽制，男、女各 16 支參賽隊伍將先進行 15 場
單循環賽，排名前四的隊伍將進入最終的總決賽。
另外，據《新京報》消息，中國男排已於 27
日上午從陝西西安出發，前往日本東京參加奧運測
試賽，共有14名隊員隨隊出征。
5 月 1 日開始，在東京奧運會排球項目比賽場
館——有明體育館，中日男女排 4 支隊伍將先後亮
相，迎來久違的國際比賽，有明體育館也將在奧運
會前進行最後的場館測試。

中國男排退出國家聯賽

山東一球小勝 廣州迎最差開局

● 易建聯
易建聯（
（ 右 ） 在場邊
為隊友打氣加油。
為隊友打氣加油
。新華社

● 中國男
排於今年 1
月痛失東
京奧運入
場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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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洞房

李春打工回来了，又带回一个女人，
镇上的人就奇怪了，这小子对婚姻就像吃
早点一样随便，咋就总有女人往坑里跳呢
？
李春已经结过三次婚了，都是闪结闪
离。第三次婚姻宣告失败后，李春不想留
在老家受人白眼，就出门打工去了。打工
期间，他认识了同乡梅子，梅子是老公有
了钱后把她给甩了，两人同病相怜，渐渐
走到了一起，觉得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就
一块儿回来了。
李春领了证，就该办婚礼了，可他已
经是“四婚”了，那些亲戚朋友接到邀请
电话，都不愿捧场，不是说那天有事，就
是说跟别的人情撞一块了，“不一定能来
”，弄得李春灰头土脸的。
李春想让老爸出面请人，不料老李一
口回绝：“一个二婚，一个四婚，还办什
么婚礼，就那么住一块儿得了，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李春正绝望呢，表弟金宝来了。李春
冷着脸说：“你来干什么？”
金宝是从乡下赶来的，他也是“不一定
能来”的亲戚之一。金宝大大咧咧地说：
“我说不一定能来，并不代表一定不来嘛。
我知道你为请客的事犯愁，这能怪谁？是你
自己把自己弄成了过街老鼠。不过，客人少
点没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补呀！”
“怎么补？”
“从闹洞房上补呀，只要洞房闹得热
闹，这婚礼一样圆满。”

这倒也是，李春第一次结婚就是金宝
带人闹的洞房，虽然有些出格，但也没伤
大雅，反倒给婚礼增添了别样的喜庆和记
忆。现在，只有东方不亮西方亮了。
金宝看李春同意了，又说：“一婚有
一婚的闹法，二婚有二婚的闹法，你这是
四婚，得有个心理准备。”
李春心想，自己跟梅子都是“过来人
”了，免疫力强，就说：“有啥招尽管使
，这些年你们对我也有气，就当让你们出
气了。”
很快，婚期到了，虽然客人不多，但
毕竟也是像模像样的一次婚礼。婚宴结束
后，金宝带着一帮老表来到了新房，金宝
宣布：“表哥、表嫂，咱们这就开始闹洞
房了。主要是猜谜语，答对了，过关；答
不对，也得‘过关’。”
李春听了哑然失笑，哼，还以为是古
代的才子佳人结秦晋呢，玩文雅！
金宝开口说了起来：“听好啦，第一
题：什么人一下子会变老？限时一分钟。
”李春蒙了，梅子也是一头雾水。很快，
一分钟过去了，金宝大喊一声：“把新娘
架到里屋去！”大家起哄起来，梅子惊叫
了一声，下意识地抓住了李春。闹新房要
是变了味，就变成“闹新娘”了，眼看梅
子被老表们推搡着往里屋走，李春急了：
“金宝，你嫂子脸皮薄，有啥都冲我来吧
。”
金宝一挥手：“也好，先朝新郎官招
呼。表哥，那道题的答案就是‘新娘’，

新娘今天是新娘，明天就是老婆了，所以
会一下子变老。来呀，罚酒！”话音刚落
，有人端来一杯酒。李春满不在乎，就这
呀，算个啥？他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天哪，这不是酒，是芥末掺水。李春
灌得太猛，顿时涕泪交流，五官都挤成了
一团。很快，金宝又出起第二道题：“什
么样的官不能发号施令？”李春仍是云里
雾里，何况芥末劲还没过去。
“答案是‘新郎官’嘛，上烟！”金
宝一声令下，老表们一口气点了六根雪茄
，全塞到李春嘴里去了。李春腮帮子发胀
，烟直往鼻子和眼睛里钻，有苦说不出。
接下来的几题，李春没一道答对的，
金宝整人花样繁多，李春被折腾得够呛。
最后，剩下了三道题，都是二选一：游街
示众对小李飞刀、辣椒抹身对躬耕陇亩、
油漆衬衫对坐井观天。游街示众倒没啥，
招摇、热闹呗，可李春是四婚，算是奇葩
，会演变成真的游街；本地有种辣椒更是
邪乎，抹在身上让人想抠破皮；至于油漆
衬衫，就是用油漆在身上画个衬衫，估计
一个月都难洗掉。李春不想身体再受任何
折磨了，只图眼前清爽，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小李飞刀、躬耕陇亩和坐井观天，尽管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词的喻意。
终于，金宝宣布“闹洞房结束”，李
春还没顾上喘口气，老表们就把他推出门
，塞进了小车。
金宝在车上告诉李春，结束的只是室
内项目，还有露天节目，就是他选的三道

题，李春这才预感到自己掉进了金宝的陷
阱。
车到了乡下，来到一座院子前，老表
们把李春推进院子，又把他绑在一个木制
转盘上。金宝说：“这就是小李飞刀。小
李喜欢玩飞刀，拿假人已经试得很顺手了
，一直想扎活人，今天就给他送个现成的
。”随后，他朝屋里大喊：“小李，赶紧
出来，给你送活人来了！”
很快，一个小伙子出来了，他两眼通
红、呵欠连天，显然是中午喝多了，在睡
觉呢。他见转盘上绑了个活人，眼马上瞪
圆了，又急忙返回屋里，拿了捆飞刀出来
。李春吓坏了：“快放我下来！”
这可由不得他了，小李也不多话，拿
起刀就往他身上掷。别看小李一副醉态，
却不失准头，砰，“啊”——他掷一刀，
李春就叫一声，不一会儿，李春身侧、耳
旁、头顶、腋下、腿裆里都插上了飞刀。
一轮插完，小李拔掉刀，又让人转动木盘
，掷起“转动靶”。
李春魂飞魄散，吓得“哇哇”大哭起
来。等被解下木盘，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正要发作，金宝说：“你可是有言在先的
——‘有啥招尽管使’，你不乐意我就把
表嫂捆来。”
李春只好忍了。
接着，老表们又带李春去“躬耕陇亩
”。所谓“躬耕陇亩”，就是让他把一片
菜地挖了，天黑前挖完，挖不完不准吃晚
饭。
这地足有两分，李春看着都发怵。金
宝威胁道：“这些节目可都是你自己选的
，你要是不干，我的附加项目会让你感觉
挖地是件幸福的事。”
看情形，金宝啥损招都使得出来，李
春只好硬着头皮挖了起来。
渐渐地，夜幕降临，李春筋疲力尽，
地只挖了一分。金宝说：“行了，别吃晚
饭了，直接坐井观天吧。”
李春被带到了村子边上，那里有一口
干涸的老井，有五米多深。老表们用绳子
把李春吊了下去，一哄而散。
这井壁光光的，根本爬不上来。
李春在井里无比煎熬，比坐牢还难受
。天黑透了，他实在受不了啦！本以为意
思一下就行了，没想到都过了一个多小时
，老表们仍是不闻不问。这要“观”到啥
时候？手机早被金宝搜走了，想求救都无
门，他只好大声叫唤起来，可连个鬼影也
没叫来。他又喊起“救命”，边喊边骂金
宝，嗓子都喊哑了，又饥又渴，又冷又乏
，终于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再说梅子，下午金宝把李春带走时，
她并没在意，以为老表们大概还没闹尽兴
。到了晚上，金宝用李春的手机打来电话
说，李春被他留下来喝酒，“不醉不归”
。等过了晚上九点，梅子有些急了，人喝
醉了也得送回家来吧，手机都关了，难道
出了啥意外？她越想越担心，忍不住给公
公打了电话，想让他找辆车，到乡下去看
看。
十几分钟后，老李来了，金宝竟然也跟
着。金宝说，姨父给他打了电话，他就开车
过来了。梅子赶紧问李春喝成啥样了，金宝
眉飞色舞地把李春的“过三关”说了。
梅子听完，惊得脸色都变了，她怒火
满腔：“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你就不怕
他被刀扎着呀？”
“放心，那个小李经常出去表演飞刀，
不会失手的，他只是装作喝醉了。”金宝表
情一下严肃起来，“我就是要治治我这个表
哥。他打小性子顽劣，长大了又喜新厌旧，
拿婚姻不当回事，我们这些老表都跟着丢脸
。让他过回刀，就是让他心里落个‘怕’字
；躬耕陇亩就是让他劳动改造，吃点苦；至
于坐井观天，是磨磨他的性子。以前他动不
动就跟媳妇吵架，打媳妇，我怕他哪天心里
一起腻，把你又给坑了。嫂子，让他受一回
罪，是让他一辈子收心；让你受一时委屈，
是让你一世安稳！”
梅子的心中五味杂陈，忍不住哭了起
来，老李抚抚她的肩，说：“梅子，你是
个好闺女。说实话，我心里早没这个儿子
了，从他第一次离婚就不想认他了，没想
到他还给我来第二出、第三出，我今天能
去婚宴都是冲你的面子。金宝治治他也对
，不然他不会长记性！”
梅子哭着说：“我……理解。”
老李又说：“好了，我做回主，就让
他在井里待一夜吧，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接
他。”
第二天早上，老李、梅子、金宝和老
表们来到井口，把李春拽了上来。李春像
霜打的茄子，连发火的劲头都没有了，只
有满腹委屈：“爸，梅子，他们……太过
分了。”
老李安慰说：“是呀，闹过头了。不过
，金宝说得也有道理，你就当是热身吧。”
“什么热身？”
老李说道：“金宝讲了，这是为你好
，说四婚只是小打小闹，闹五婚才叫闹呢
，现在热热身，到时候你就不怕了。”
李春一下子瘫倒在地，眼泪都吓出来
了：“你们放心，打死我也不会结五婚了
！”

鳥語花香

为了做成时尚的帽子
人们杀死的白鹭堆成小山

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
自古以来人们就赞美白鹭的
美丽羽衣，然而对“白鹭为什么
是白的”，至今缺乏一个完备的
科学答案。一个解释是，在捕鱼
时，白肚子和明亮的天空融为一
体，更不容易被发现。虽然白色
比黑色更不显眼，但跟天空比起
来，还远远达不到“融为一体”
。另一个解释是，群居的鸟可能
借助醒目的外表，相互传递信息
。

白色还可能仅仅是一种“缺
省配置”。在水上觅食的大型鸟
类，由于水面开阔，无法隐匿身
形，什么保护色都是不管用的。
所 以 干 脆 交 了 “ 白 卷 ” —— 没 有
任何色素。
从一而终的白鹭
在繁殖期，白鹭会长出修长
、蓬松的羽毛，称为蓑羽。大白
鹭 （Ardea alba） 的 蓑 羽 在 背 上 ，
雪鹭（Egretta thula）则是在背、后
脑和脖子上。这种羽毛的羽小枝

稀少，仿佛纯白的冰花般精致。
法语里这种羽毛称为 aigrette，这也
是英语白鹭（egret）一词的由来。
与其他一些拥有华丽羽毛的
鸟如孔雀、极乐鸟不同，白鹭雌
雄都有蓑羽，也同样全身雪白。
公孔雀交配之后就扬长而去，把
抚育后代的工作全都丢给母孔雀
，而白鹭筑巢和育雏都是夫妻共
同承担。这反映了演化生物学中
一条基本的规律：一个性别对繁
殖后代的付出越少，越容易成为

花心大萝卜。
公孔雀提供的只有精
子，他可以让一大批母
孔雀受孕，所以对他来
说最好的策略是打扮得
花枝招展，招引尽可能
多的母孔雀。公白鹭要
负担差不多一半的养育
责任，即使长得漂亮，
能招引更多的母白鹭，
也没有能力养活更多的
雏鸟，不如朴素一些从
一而终。
傲娇如何相亲
白鹭并非社会性动物
，在繁殖期却要聚集起
来，形成几百甚至上千
只的大群，就像社恐参
加集体相亲。它们演化
出了一系列夸张的动作
，来压抑攻击性，免得
变成群殴。
大白鹭在树上或水边
芦苇丛里筑巢。雄鸟选
定住址后，站直身体，
伸长脖子，婚纱般的蓑
羽蓬散开来，表示自己
占据了这块地盘。而雌
鸟在空中一圈圈飞行，
长腿下垂，长长的脖子
半缩回呈 U 型，降落的
时候脖子伸直，它不是
直接落到雄鸟跟前，而是落到先
前站的位置附近，只是离雄鸟更
近几米。她用这种迂回的方式，
一点点接近有攻击性的雄鸟。
如果雌鸟靠得太近，雄鸟会
大叫一声，用夸张的动作飞扑过
来，但不会真的造成伤害。雄鸟
一次次虚张声势驱赶，雌鸟一次
次小心翼翼接近，在这个过程中
，两方可能都在“相亲”，评估
对方的实力，选择中意的配偶。

随着时间推移，攻击性逐渐消失
，最后两只傲娇的大白鹭“走到
一起”。
《诗经》中有手持鹭羽，舞
蹈祭神的记载，也许就是受到了
白鹭醒目外表的启发。古人相信
奇特的动作和装扮，可以把消息
传递给上天，而动物也是借助夸
张的姿态和外貌来承载信息。虽
然我们难以理解白鹭的“舞姿”
，但也能从奇异的动作中猜测，
有某种意义的存在。
美丽引来杀身之祸
虽然对鹭羽的兴趣古而有之
，古人落后的捕猎技术，并没有
对白鹭造成致命的打击。对白鹭
而 言 ， 真 正 的 灾 难 出 现 在 19 世 纪
末 到 20 世 纪 初 ， 女 帽 和 其 他 女 式
服饰，流行使用羽毛装饰。白鹭
不幸成为了羽毛帽子的完美“素
材”：集群繁殖，育雏时警惕性
会下降，给了猎人接近的机会，
而且雌雄都有漂亮的羽毛。
1896 年的《我们的动物伙伴》
（Our Animal Friends）月刊，描述
了一副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在
一个大白鹭聚居的岛上，树上有
许多巢，但全无一丝生气。鸟蛋
被摔到地上，大白鹭的尸体堆成
了小山，足有两百多只。猎人埋
伏起来，用小口径步枪以减小声
音，每天可以射杀百只以上的白
鹭，割掉长着美丽修长羽毛的皮
。成年白鹭殒命以后，巢中的蛋
和雏鸟也只能等待死亡。
拯救鸟类终结于帽子上的命
运，驱动了野生动物保护者成立
奥 杜 邦 学 会 （Th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 第 一 个 现 代 的 野 生
动物保护组织。经过一番苦战，
终于全面压制了这一血腥的时尚
。奥杜邦学会的会标，就是一只
尾端飘扬着蓑羽的大白鹭。

廣 告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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