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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您去過一次韓式三溫暖 SPA World
一定會再去！
一定會再去
！
是一間圓頂屋子，還沒走近就感覺陣
陣熱浪鋪面而來，打開門探頭一看，
裏面黑乎乎的，中間一個通紅的火爐
子燒得旺旺的，看著就怪嚇人的，我
沒敢進去。第四次去的時候，看到幾
個美國人滿頭大汗地從 Fire Dome 火焰
山鑽出來，連呼過癮。他們說，沒進
去時覺得害怕，進去以後才知道，這
個火焰洞是最好的！我聽了以後心裏
癢癢的，猶豫半天之後終於鼓起勇氣
，和朋友一起鑽進了火焰山，裏面幽
暗幽暗的，只有中間的火爐子紅彤彤
亮堂堂的，整個屋子是圓形，屋頂又
高又深像個煙囪，圍著火爐的地上鋪
了厚厚一圈麻袋片，地上已經躺了幾
個人，正發出啊啊這樣快意的呻吟，
我們趕緊也在麻袋片上坐了下來，一
分鐘以後，臉上開始冒出豆大的汗珠
，接著全身汗如雨下，我不由得深深
地吸了一口氣，一股烤新鮮松木的清
香鑽進了我的肺裏，我一邊擦汗一邊
貪婪地呼吸著森林的氣息，感覺通體
（本報記者黃梅子）因為去年的
新冠禁足，我在家上班將近半年時間
，每天躺在床上抱著電腦寫稿、刷劇
，床上放著一堆高枕頭，別提多舒服
了！可是半年以後，問題就來了，我
的脖子、腰都非常痛，痛得只能大把
吃止痛片，我幾乎每天都在痛苦中睡
去，又在痛苦中醒來。於是我開始了
漫漫求醫路，按摩、針灸、貼膏藥、
艾灸、牽引理療，花了很多錢，效果
是有一些，但依然很痛。
去年底，我老板李蔚華董事長告
訴我，休斯頓新開了一家全美國最大
的韓式三溫暖 Spa World,派我去采訪一
下。於是，我受命去了一趟位於 Katy
的 Spa World，體驗了一天幹蒸，當時
不但痛快淋漓地出了一身汗，而且背
痛脖子痛都消失了！最主要的是，第
二天疼痛也比之前輕了許多。從此，
我就迷上了韓式三溫暖，每周都要去
一次 Spa World，在裏面待上一天，只
要$29.25，所有的幹蒸、濕蒸房隨便
蒸，不但能消痛排毒減肥，而且我每
次都感到心理壓力也釋放不少，出一
身汗，煩心的事兒也跟著排出去了！
Spa World 剛剛裝修完畢不久正在
試營業，是全美最大最豪華的韓式三
溫暖。我們經常在韓劇裏看到，韓國

人心情不好離家出走或者心情大好需
要慶祝，都跑去三溫暖，在裏面蒸桑
拿、聊天會友、吃飯喝酒、K 歌打球，
待上整整一天，什麽都能在三溫暖裏
搞定。當時一邊看電視一邊想，這一
天得花多少錢啊？我去了 Spa world 之
後才明白，其實韓式三溫暖是按天收
費，只要買張票就可以在裏面玩一整
天，幾乎所有項目都是隨便玩（當然
吃飯喝酒要另外收費）。Spa World 簡
直就是一個夢中樂園，沒進去之前，
你都想象不到這麽豪華這麽舒適，這
麽多項目，竟然只要 29 美元就可以在
裏面流連玩耍一整天，這是一座皇宮
！Spa World 除了有標準配備的蒸汽桑
拿浴和熱水池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
幹蒸房，我最喜歡的是 Fire Dome 火焰
山，也是俗稱的俄羅斯浴，我前三次
去 Spa World 都沒敢去嘗試火焰山，這

舒暢，好像血液被清潔了一遍，一瞬
間，有金庸筆下被打通任督二脈的的
感覺，妙不可言！那一天，我進了火
焰山三次，減了 3 磅體重！背痛脖子痛
通通好了，真是神奇！可惜為了健康
，每次不能超過 15 分鐘，否則我真恨
不得躺在裏面睡上一覺！
以後我會陸續給大家介紹我第二
喜歡的鹽蒸房和豆豆房以及微波房，
您最好自己親自去體驗一下，包您去
了一次絕對會去第二次！
Spa World 位於 Katy Mills Mall 附近
，是一棟獨棟建築，停車方便。走進
大門，在前臺交過錢之後，換上拖鞋
進到男女分浴區，穿上浴袍、搭上大
毛巾就開始體驗啦……走進大廳裏，
只覺得突然一下豁然開朗，好像進到
城堡裏一樣，高聳的屋頂、現代而溫

暖的色調、豪華而上檔次的石材和裝
修，再打眼仔細一看，裏面別有洞天
，各式各樣的三溫暖房間鱗次櫛比地
排列著，有人穿著浴袍頭紮毛巾愜意
地紮堆一邊汗蒸一邊聊天，也有人單
獨待在汗蒸房裏汗流如註、獨自享受
孤獨……Spa World 的三溫暖有巖鹽浴
、火焰山、豆豆房、冰蒸房、玉石房
、紫外線房、森林房等不同的房間，
這些房間的溫度和類型都不同，別忘
了，最好帶片面膜去敷敷敷……特別
還要推薦 Spa World 的韓國海鮮辣拉面
，贈送新鮮的韓國白菜泡菜和日本大
根，泡菜可以免費續盤，價錢才 12 元
！真的好酸爽！
只有您親自到過 Spa world，您才
會知道這裏是多麽物超所值。整棟大
樓就像一座主題樂園城堡，所有的家
具都是韓式花梨木鑲銅家具，區域按
功能劃分，區與區之間的玻璃櫃中陳
列著真正的韓國古董，陳列館中身著
綢緞韓式禮服的人偶與真人比例一樣
，人偶頭上真正的古董珠寶熠熠生輝
，散發出低調的奢華氣息。整
棟 Spa world 面積六萬尺，花了
巨資裝修，可容納幾千人同時
玩耍。一樓為三溫暖區域，二
樓是酒吧餐廳休閑區，客人在
此玩球休息看電影吃東西，還
有酒吧咖啡吧以及戶外露臺燒
烤吧，可以舉辦各種 party 和家
庭聚會，露臺上備有許多躺椅
讓客人在這裏曬太陽做日光浴
或休憩賞景。
如果您家有小孩怎麽辦？

帶著小孩一起去 Spa World 啊！這裏有
專為小朋友設計的 Spa world kid’s，
安裝有大型滑梯、泳池和各種幼兒玩
樂設施，並且有專人照看小孩（要另
外收費）），來 Spa world 玩樂的年輕
夫婦可以把幼兒委托給這裏的看護人
員，然後盡情享受溫馨的一天。
Spa World 目前新張試營業，提供
25%的折扣，成人周一至周五$29.25，
兒 童 $15 元 ； 周 末 成 人 $36.75, 兒 童
$18.75。當然您也可以購買會員，那就
更劃算了，具體情況請上官網查詢
http://www.spaworldhouston.com， 也
可以去 Spa world 咨詢前臺。
去 Spa World 放松享受一番吧！不
用擔心新冠病毒，因為病毒在高溫下
不能存活！Let’s go !!
Spa World
地 址 ： 929 Westgreen Blvd, Katy,
TX77450
電話：346-978-6684
網址：www.spaworldhouston.com
營業時間：每天 10am-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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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知識問答
人感染乙肝數十年也不會感到不適
。如果出現病症，可能的症狀包括
發燒，疲勞，食慾不振，胃痛，胃
部不適，嘔吐，尿色深，淺色糞便
，關節疼痛，皮膚和眼睛發黃。

問: 為什麼乙肝對亞太裔
族群的影響要超過其他族裔？

答: 人類感染乙肝已有數千年之
久，在世界某些區域包括亞太地區
較為常見。在這些地區中有多達 20%
的人會感染乙肝病毒。在高感染率
國家出生的人有很大的感染風險，
這也是為什麼在美國的亞太裔中，
平均每十二個人就有一個人會感染
乙肝。正因為如此，亞太裔也是肝
癌患病的高危群體。但是通過醫療
護理及治療，許多肝癌病例是可以
避免的。

問: 為什麼檢測乙肝對亞
太裔族群非常重要？

答: 乙肝檢測能夠拯救生命！即
使乙肝病毒多年來一直在悄然無息
地對他們的肝臟造成傷害, 大部分慢
性乙肝患者都沒有任何症狀。

問: 乙肝有治療方式嗎？
問: 什麼是乙型病毒性肝
炎？

問: 乙肝有哪些傳播途徑
？

答: 乙肝通過血液以及其他體液
直接接觸傳播。許多慢性乙肝患者
是在分娩期間以及初生嬰儿期被感
染的。乙肝不是遺傳病也不會被遺
傳。

問: 乙肝不會通過哪些渠
道傳播？

答: 乙型病毒性肝炎（簡稱乙肝
）是一種由乙肝病毒引起的對人類
肝臟造成傷害的傳染性疾病。一部
分人在接觸乙肝病毒之後沒有辦法
抵抗感染，並會被病毒伴隨終生。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患有慢性乙
肝的人群會轉為更嚴重的肝臟疾病
，其中包括肝硬化和肝癌。目前慢
性乙肝在世界範圍內已成為引發肝
癌的首要原因。

問: 乙肝有多普遍？

答: 乙肝病毒在世界範圍內都非
常普遍。現在全球有接近 3 億人患有
慢性乙肝，其中在美國的慢性乙肝
患者有 200 萬左右。在美國，每年約
有 2000 人因乙肝相關的肝臟疾病死

有乙肝，他們能夠幫助觀察您的肝
臟健康狀況以及評估您是否需要用
藥，這些藥物能夠停止病毒在您體
內繼續繁殖。醫生還可以給您提供
關鍵的飲食建議，並在您服用任何
药物或草藥之前進行評估，因為部
分草藥可能會造成肝臟損害。

亡。

問: 乙肝有哪些症狀？

答: 乙肝通常沒有症狀，有許多

答: 對於一名乙肝患者來說，了
解有效的治療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可以幫助他們緩解肝臟損傷
甚至預防肝癌。如果醫生知道您患

答: 乙肝不會通過日常接觸或者
唾液傳播。如果您和乙肝患者一同
居住，您可以放心與他們一起用餐
，分享食物餐具以及讓他們幫忙準
備食物。擁抱，咳嗽，打噴嚏以及
接吻也不會傳播乙肝病毒。您無需
在家中替乙肝患者準備單獨的餐具
或居住區域。

問: 乙肝能夠預防嗎？

答: 現在已經有安全有效的疫苗
能夠預防人們被乙肝傳染。但不幸
的是有許多人在注射疫苗前就已經
被感染。目前初生嬰兒例行接種乙
肝疫苗已經在全美國以及許多其他
國家及地區執行。任何與乙肝患者
一起生活的人也應該注射疫苗以防
乙肝傳染。

cdc.gov/knowhepatitisb/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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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全心的投入 做最好的自己
譚秋晴創紀錄連任斯坦福市市議員

（休斯頓/ 蓋軍報道）2021 年 5 月 1 日深夜，位於斯坦福市（Stafford）市議員選舉經過緊張激
烈的鏖戰終於落下帷幕，華人市議員譚秋晴不負眾望，以 77%比 23%的絕對優勢創下記錄，開啟未
來三年新的連任里程。
依稀記得，兩年前，譚秋晴第一次勝選的慶功之夜，那是經過多少個日夜的沖刺和兩次復舉
之後的最後勝出，譚秋晴用沙啞的嗓音向所有在場的支持者表示感謝：我將不負眾望，未來將更
加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績。
兩年後的今天，譚秋晴做到了。
回首兩年來的路程，對她來講，可謂櫛風沐雨，砥礪前行，加上突發的全球範圍內的新冠疫
情的肆虐，對於剛剛加入市政工作的她可謂是充滿了一個又一個的挑戰。但有著三十年金融業豐
富經驗和十二年國會議員助理背景的譚秋晴卻始終信奉：凡事只要用心去做，盡力去做，只問耕
耘，就一定會迎來收穫的季節。
滴水能穿石，為支持斯坦福（StaffordMunicipal School District）學區樂隊能夠順利參加 2020 年
1 月 1 日在紐奧良市舉行的美國大學美式足球決賽中場表演，譚秋晴面對這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務，她馬不停蹄的奔走在社會各界，短短的時間內，從一筆筆小的金額，積少成多，一共募集了
近八萬美元，當看到 192 名孩子們齊刷刷的站在球場上做精彩的表演，一圓心中的夢想，當晚電
視臺向全美實況轉播，此情此景，譚秋晴流下了激動地眼淚，這一刻，她覺得自己的付出是如此
的倍感驕傲和值得。
為了促進該市的商業經濟的發展，她利用自己豐富的金融背景和專業管理的才能，做好城市
的預算工作，並用開放的心態為城市築巢引鳳，註入活力。 2019 年 10 月她力邀美國金鷹企業聯盟
總商會簡稱 AGEEA 落戶斯坦福市，並成為該會主席團名譽主席。斯坦福市是黃金三角的位置，在
59 號路和 Murpy Road 及 90 號公路環繞整個城市，交通便利，車流不息，是連接 Sugarland 以及
Downtown 的必經之地，目前大型的商家包括 Cosco Business Center 已經開始在此投資布局,未來這
塊價值窪地將大有潛力，譚秋晴希望更多的華人企業家和國際投資機構能夠落戶合作，打造一流
的國際商業區。
面對疫情，為幫助中小企業能順利申請 EIDL 政府補助貸款及資金，她聯手 SBA 總部休斯頓主
管 Mark Winchester 作中英文雙語講解，上傳於華文媒體及網路平臺，成功協助許多小型商家順利
申請補助資金。
2020 年疫情肆虐最嚴重的時候，譚秋晴不顧自己身為高風險人群，連絡華裔社團及企業集資
募款捐助 PPE 給第一線人員，在她的促成下，9 月再捐贈一批口罩給 Stafford Municipal School District 教職員工使用，並協調聯邦政府以及 Houston Bank 舉辦多次 Food Drive 及施打防疫針。
十幾年前， 譚秋晴將第一個華人浸入式中文課程帶到 SMSD，現在 SMSD 花費 6,200 萬打造了
第一所 STEM 明星學校，她努力推廣及協助招生，對接給華裔家庭，以確保更多華裔優秀子女享

受優質教學資源，目前已有 62 位優秀學生通過考試高分錄取，未來該校將成為師資強勁，生源優
異的名校，吸引更多的華裔子弟入學。
譚秋晴曾感慨，參加了選舉，才真正懂得美國民主社會的政治體系，才能真正了解到美國最
基層的民眾和民生，同時也深刻的意識到，小城市的選舉更能體現你所付出的努力，因為你的一
舉一動，市民的眼睛都能看得見，他們會口耳相傳，並用自己的選票為你的表現作出回應，那些
誇誇其談而不能踏實務業的政界人物都走不遠。 努力終究會得到承認，在今年 1 月份的市政會議
上，經投票一致通過，譚秋晴被推選為副市長。
譚秋晴特別感謝在從政的道路上，給她指點和幫助的最多的前斯坦福市已故老市長 Leonard
Scarcella 和國會議員 AL Green。Leonard Scarcella 市長連任市長一職 50 年，25 次參選並次次勝出連
任，終身未婚，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斯坦福市和這裏的市民，他坦言，這裏就是我的家，
這裏有我的家人。在他人生的最後時刻，還不忘教授譚秋晴有關市政預算的各個環節，老市長的
教誨和期待讓譚秋晴深受感動。
作為國會議員 AL Green 長達 12 年的助理，譚秋晴從他身上學到了以民為先，處處為民眾著想
的做事風格，此次選舉，譚秋晴還獲得了國會議員 AL Green 等六位市長的支持背書，產生了有力
的影響，功不可沒，這兩位人生道師，都讓她受益匪淺。
市議員待遇微薄，僅有車馬服務補貼，有朋友對此不解並問譚秋晴，是什麼讓她對市政這項
工作全身心投入？譚秋晴表示，她想做一名開拓者，一改亞裔在參政議政方面不積極不熱情的現
狀，讓更多的人意識到，優秀的亞裔不能只做“啞裔”，我們的聲音需要讓美國主流社會所傾聽
，特別是今天頻頻發生在美國的仇視亞裔事件，更要喚起大家參與政治的意識。
同時，譚秋晴也希望自己也是一塊鋪路石，讓更多的亞裔後代從小就耳濡目染，樹立參政從
政的信念並為之努力，這次參加選舉造勢的有不少亞裔高中生，譚秋晴給他們進行細致系統的培
訓，讓他們了解選舉的全過程，鼓勵更多的華人優秀人才走上從政的道路。
譚秋晴坦言，參加選舉最大的動力是來自於那些一路相伴，風雨同舟的選民，無論是哪個族
裔，無論是什麼膚色，也無論男女老幼，是她們的眼光，她們的呼喊，才讓她無所畏懼，一路向
前。
再次感謝賴清陽、李迎霞夫婦提供的競選總部；兩次選舉中，戴著氧氣桶坐著輪椅參加投票
的 Mrs. Ray； 感謝住在斯坦福市的僑領徐松煥夫婦的呼朋引伴，熱心付出；感謝選舉義工 Coco
Wan ，Kathy Qin，Sue Xu 等人以及明星學校家長們的全力助選; 感謝 Alice Ma ，Rachel Gai 等參
加兩屆全程選舉高中生義工的幫助，更要感謝所有華人同胞不遺余力的慷慨捐款做為選戰的經費
，以及那些默默無聞的支持者，你們的每一票都是一種激勵，更是一種鞭策。
好風憑借力，未來的成功仍將留給努力奉獻以及孜孜以求的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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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參議院批准了
免槍證就帶槍的法案
經過週三的辯論後，得克薩斯
州參議院以 18 票對 13 票通過了眾
議院 HB 1927 法案。這項法案將
允許 21 歲及以上、合格的德州持
槍者現在不用槍證，就能公開、或
隱蔽攜帶槍枝。
接下來怎麼走？
德州眾議院於 4 月中旬通過了
該法案。最初它是由眾議員 Matt
Schaefer（R-Tyler）撰寫的。隨
著本屆參議院會期只剩下不到一個
月，議員們都加緊馬力在法案的推
動上，參議院也對這項法案加了ㄧ

些修正，因此該法案現在將回到眾
議院，確保內容是否能夠通過。州
長格雷格·雅培（Greg Abbott）此
前曾表示，他會把該法案簽署為法
律。
目前，德州人必須獲得攜帶許
可證。在此之前必須要上課、通過
筆試和射擊測試並提交指紋後才能
得到許可證。
法案引起得雙方爭議
該法案的支持者指出，這項法
案將會幫助消除獲得許可方面的困
難，例如時間和金錢。

但反對者認為取消必要的槍支
安全和操作培訓，對公眾來說是危
險的。奧斯汀警察局臨時負責人
喬·查孔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
對手槍運載工具的培訓對於公共安
全至關重要。他於 4 月 29 日舉行
了新聞發布會，宣布反對該法案。
查孔表示： 「取消這些保障措施將
使我們的街道安全性降低，並增加
執法人員的工作難度。」
（封面圖片：路透社）

FDA 有望在下週批准輝瑞 12 歲
以上青少年的疫苗
一位聯邦官員和一位知情人士指
出，預計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將
在下週批准輝瑞公司針對 12 歲及以上
的年輕人的新冠疫苗，並在下一個學
期開始前為學生們進行施打。事實上
在對成年人施打的這段日子以來，輝
瑞公司就已經發現疫苗對於 16 歲以上
的青少年也有保護力。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聯邦官員在
預告 FDA 行動的情況下說，預計該機
構將在下周初甚至可能更早地擴大對
輝瑞公司的兩劑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並補充說，預計今年秋天某個時候
，FDA 將批准甚至更小的孩子使用輝
瑞。
在 FDA 採取行動之後，將舉行聯
邦疫苗諮詢委員會會議，討論是否建

議為 12 至 15 歲的兒童注射疫苗。在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採納委員會的建
議後，才可以開始注射，預計這些程
序要數天後才能完成。
輝瑞公司在 3 月下旬發布了一項
針對 2260 名 12 至 15 歲的美國志願者
進行的疫苗研究的初步結果，結果顯
示，完全接種疫苗的青少年中都沒有
染上新冠。
該公司表示，孩子們的副作用類
似於年輕人。主要的副作用是疼痛，
發燒，發冷和疲勞，特別是在第二劑
後。該研究將繼續跟踪參與者兩年，
以獲取有關長期保護和安全的更多信
息。
PC: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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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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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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翻譯王喆：說我引起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婚變，純粹是謠言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近日，在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
金 會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任 翻 譯 的 王 喆 （Shelly
Wang) 在社交媒體上否認了盛傳她參與了比爾和梅琳達·蓋茨離
婚的謠言。王喆自 2015 年 3 月以來一直擔任該基金會的口譯工作
。
據稱，現年 36 歲的王喆在中國社交媒體網站微博上寫道：
“我以為謠言會自己消失，但沒想到謠言會越來越瘋狂地傳播。
”
她繼續說：“我可以讀幾本書，為什麽要花些時間在毫無根
據的謠言上呢？
“我要感謝大家的關注，並在過去的 24 小時內通過私人信
息消除了謠言。”
她以一個標題為“＃蓋茨離婚，一些惡人謠言侮辱一個無辜
的中國女孩”的故事的鏈接結束了她的信息。
根據她的 LinkedIn 個人資料（筆者核實此鏈接此後已被禁用
），王喆于 2012 年 9 月成為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口譯員，並參與了多個 TED 會
議。（TED Conferences LLC 是一家美國媒體組織，該組織以
“值得傳播的思想”為口號，在線免費發布演講以分發。）
王喆于 2013 年 4 月以口譯員的身份加入 TED 會議，並領導

了一支將 TED 活動翻譯成中文、法文、德文、日文、韓文、俄
文和西班牙文的團隊。
她還曾擔任耶魯大學管理學院和哈佛商學院的口譯員。
關于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婚姻破裂的原因鮮為人知，但他們
確實在周一的聯合聲明中說：“經過深思熟慮和我們關系上的大
量工作，我們已決定終止我們的婚姻關系。在過去的 27 年中，
我們已經養育了叁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孩子，並建立了一個在世界
範圍內運作的基金會，以使所有人都能過上健康、富有成效的生
活。”
他們繼續說：“我們繼續對這一使命抱有信念，並將繼續在
基金會工作。但是，我們不再相信我們可以在下一個階段的生活
像夫妻一樣共同成長。我們要求我們家庭的個人空間和私密性，
我們開始協商這種新生活。”
65 與 56 的逆轉，為再會前女友提供方便
根據《紐約郵報》報道，現年 65 歲的比爾和 56 歲的梅琳達
確實簽署了一項騙人的協議，這使比爾每年都能與前女友一起在
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舒適海灘小屋度假。
這位微軟億萬富翁創始人在 1997 年對《時代》（Times) 雜
志的采訪中說，他在 1994 年與梅琳達結婚時就確保了這項離奇
的與前女經常約會安排是與梅琳達婚姻交易的一部分。

蓋茨說：“我們可以在討論生物技術時玩推杆遊戲。”
消息人士告訴了蓋茨與和女友安·溫布拉德（Ann Winblad）
的私密之旅。安·溫布拉德現在與演員凱文·克萊恩（Kevin Kline
）的偵探兄弟亞曆克斯·克萊恩（Alex Kline）幸福地結婚。
蓋茨甚至在向妻子梅琳達求婚之前，已尋求得到溫布拉德的
批准。
他說：“當我打算與梅琳達結婚時，我打電話給安，並征求
她的同意。”這位蓋茨前女友沒有梅琳達漂亮，也缺乏公衆的魅
力，並且已是有夫之婦，不知道為什麽會使蓋茨終身難忘。
梅琳達周一提出了離婚訴訟，說她和比爾于 1994 年元旦在
夏威夷結婚時，沒有婚前協議分配他們估計的 1300 億美元資金
。
作為世界第四大富翁，比爾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他用經濟
實力來積聚令人羨慕的房地、股票、跑車、稀有書籍和藝術品等
。
比爾和梅琳達簽署了財和財分割的離婚合同，有關條款沒有
在華盛頓州金縣（King County)高級法院的文件中披露。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紀實文學

中国老房子里喜怒哀乐，都藏在这些照片中
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其
乐融融。
一间屋子里，一盏灯下，同时
住着老少三代人是什么滋味，现代
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但在几十年
前，这种情况却普遍存在。
可惜在影像记录手段并不普及
的年代，许多在今天看来有价值的
事情，并没有被系统地记录下来，
使得今天的我们在试图了解过去时
仍需要费一番口舌，还未必能说得
清楚。
比如，那些照片中记录的普通
人的生活场景：一间屋子里，几个
人围坐在一起吃个团圆饭之类，这
就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缩
影。

室内
在我的记忆中，30～40 年前的
中国，即使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
，两至三代人住在一间 10 多平方米
的房子里绝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有
的厨房是几家公用，有的甚至只是
在露天或过道中放一个煤球炉。
一个家如果能有这样的厨房，
就可以接待外宾了。
室内
卫生间这个词在那时也还没有
出现，住平房的人上厕所时要出门
走上一段路。至于夏天想在家里洗
个澡，面对一大家子有男有女的情
况，窘况可想而知。
好在 30～40 年前，北京的夏天
没有现在这么热，有时人们用水擦
擦身就对付了。到了冬天，公共澡
堂是有经济条件的人们的好去处。
当时，住房主要是靠单位分配，享
有私房的情况不多，且这两类住房
的情况千差万别。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想
不热闹都不行。
1950 年代，中国的人口出生率
猛增，10 年工夫多出 2 亿多人。那
时候，很少听说过谁家孩子一人住
一间屋子，两人住一间都算宽敞的
。
几个小孩跟父母同住一间屋都

属于普遍现象。那时候，普通居民
家里也没什么摆设，除了必要的家
具，剩下的地方摆的都是床。那时
也没有装修这么一说，普通居民家
里一进门就是水泥地，还有砖地和
土地的家庭，所以人们也不需要考
虑进门换鞋的问题。
小屋子里椅子都不多，床沿就
是当年的沙发。
讲究一点的人家也不过如此-摆
下一张床，剩下的地方就不多了。

户外
过去的孩子们没有宅在家里的
条件，不仅房间小，也没什么玩具
，小人书就那么几本，早看腻了。
所以，除非天气条件不允许，孩子
们平常都是在户外的广阔天地里折
腾。
我曾看过这样一张老照片：夜
色中的天安门广场上有许多人坐在
地上，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书。那是
当时的真实状态，老百姓家里不仅
没地方，灯光也比大街上亮不到哪
儿去，爱学习的人们就只能这样借
着广场上的灯光学习。
原先一家 4、5 个孩子不稀奇，
白天一块出去玩，晚上睡在一个屋
子里，亲情的感觉不言自明。
然而，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
北京人住的还算是宽敞的。论住房
的拥挤程度，上海的情况我是亲眼
所见。尤其夏天，在大街上过夜的
上海人不在少数。
记得 1984 年 7 月，我出差到上海
，亲眼见到了这壮观的一幕：讲着
上海话的大姑娘、小伙子们，白天
忙忙碌碌，到了晚上就睡在马路中
间自己家“占领”的那块仅能放下
两张竹床的小天地里。一到晚上，
狭小的居室里温度时常超过 35 摄氏
度，一丝凉风都没有。
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室外就是
他们的大公园。

商品房出现
中国人买商品房，或许是改革

开放以来发生在人民消费生活中最
大的事件之一，房子是家庭生活消
费中真正的“大件”，与之相比，
其他东西都是小件。相传建国之初
，作家老舍从美国归来定居北京，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故想自己
掏钱购房，后经周总理批准，才买
了一个小四合院。由此看来，那时
在北京买房已不是钱的问题，而是
需要获得批准。
1960 年代的北京，大街上很少
能看到高层建筑。
天津自发的换房市场。过去房
子不能买卖，但可以交换。
北京的房屋开始作为商品供有
需求者合法购买，应该始于 21 世
纪头一两年。我记得那时坐在北
京出租车里，收音机中不时传来
售房信息，当时出售的房屋基本
都在三环以内，售价每平方米
3000 元 左 右 ， 首 付 极 低 。 即 使 这
样，能拿得出这笔钱的人也是极
少。大部分人住着单位分配的房
子，让他们拿自己辛辛苦苦攒下
来的那点儿钱去购买商品房，人
们很难接受这种观念。
过去北京没有三环，如今的二
环就位于当年城墙外护城河的位置
。
但到了 2003 年底，“买房子”
这个对一般家庭来讲都不敢想的奢
望，开始升温，并成为许多家庭在
饭桌上讨论的头等大事。那时，位
于北京陶然亭公园北门附近的楼盘
“陶然北岸”售价每平方米 5800 元
左右，而如今，这个楼盘每平方米
的售价大约在 10 万元上下。
曾经几代人住的北京小院，如
今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如今，北京城中心的老房子已
被新建的高楼大厦所包围。
房子这个事情，有人越说越高
兴，有人越说越后悔，还有人越说
越生气，总之百感交集，一言难尽
。如今的北京，一间小屋子里住着
一家三代、六七口人的时代一去不
复返了，如果真的还能找到这样的
一家子，开玩笑地说，也应该算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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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運動員名單及
參賽項目
運動員

●港隊在今屆比賽將穿上新戰衣
作戰。
作戰
。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圖片

參賽項目

李慧詩 (女)

爭先賽、凱林賽、
團體競速賽

李海恩 (女)

爭先賽、凱林賽、
計時賽、
團體競速賽

楊礎搖 (女)

團體競速賽

羅子駿 (男)

爭先賽、凱林賽、
計時賽

杜棹熙 (男)

爭先賽、凱林賽

●李慧詩
李慧詩（
（中）和杜棹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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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波折，“2021UCI國家盃場地單車賽”終於落實在下周四至日（5月13至16日）
假將軍澳單車館閉門舉行，原定派出超過 10 人參賽的港隊最終宣布只有 5 人出戰，總教練
沈金康希望以今次比賽作為李慧詩東京奧運前的最後調整。
UCI 國家盃場地單車賽”是國際
“2021單車總會（UCI）改革國際場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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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距離車手正於內地備戰全運會未有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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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昕無緣直通賽男單 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直通 WTT
大滿貫．世乒賽”於 5 日上演多場比賽，其中奧
運冠軍、世界排名第 2 位的國乒名將許昕意外於
小組賽出局，未能晉級8強。
本次大賽的單打比賽分為小組循環賽和淘汰
賽兩個階段。男女單打各 36 名選手分別分為 8 個
小組，每組第 1 名才能晉級淘汰賽。結果許昕首
戰以 2：3 不敵 16 歲的海南小將林詩棟；第 2 輪面
對 19 歲的河南小將牛冠凱亦僅於領先兩局下險勝
3：2。結果在男單 B 組，許昕雖和林詩棟同得 2 勝
1 負累積 5 分，但計算小分林詩棟領先，許昕宣告
無緣晉級8強。
在本次比賽中接連受到兩位小將衝擊後，許
昕賽後表示想跟上年輕人的速度反令自己節奏和
優勢被打亂；他又透露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曾給
他支招，要他不要與速度快的選手去硬碰，而是
要在周旋的過程中發揮自己的優勢，找到贏球的
方法。
經過 5 日早上比賽後，樊振東、林詩棟、馬
龍、方博、梁靖崑、王楚欽、徐晨皓和周啟豪晉
級男單 8 強；殺入女單 8 強的則有陳夢、孫穎莎、
王曼昱、朱雨玲、劉詩雯、王藝迪、陳幸同、劉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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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振東淘汰林詩棟

而到昨晚 8 強比賽，樊振東面對林詩棟在早
段一度陷於苦戰，最終贏 4：2 過關；至於女單陳
夢則以 4：0 擊敗劉斐。混雙比賽方面，金牌組合
許昕/劉詩雯則以2：4不敵周雨/陳幸同被淘汰。
●許昕在比賽中
回球。
回球
。 新華社

車賽程及長遠發展所訂定的全新場地賽事，是次
比賽以“隔離泡泡”的形式舉行，雖然不招待現
場觀眾，不過市民屆時仍可透過電視轉播支持本
地運動員。
港隊作為東道主原定派出超過 10 人出戰，
不過最終參賽名單只有李慧詩、李海恩、羅子
駿、杜棹熙及楊礎搖 5 名運動員，總教練沈金
康表示中、長距離車手正於內地備戰9月份的
全運會未有回港：“中、長途的港隊運動員
將要參加中國公路錦標賽及中國場地單車錦
標賽，實在趕不及回港參加國家盃，所以考
慮到兩場錦標賽，跟準備在今年9月舉辦的
全國運動會有緊密關係，故決定中、長途
運動員不回來參加今次國家盃場地比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圖片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今次賽事亦是李慧詩相隔 14 個月後首度出戰
世界級國際賽事，沈金康希望能藉這場大賽作為
李慧詩備戰的最後調整：“李慧詩已經超過 1 年沒
有比賽，希望通過國家盃比賽，在東京奧運會前
修訂最後階段的訓練；而李海恩在 4 月尾舉行的中
國場地單車聯賽受到隔離措施影響成績，故對照
着奧運會可能實施跟國家盃相同的賽前隔離方
式，亦希望她們透過今次經驗，對奧運會有好的
結果。”

兩小將與高手較量汲取經驗
李慧詩今屆賽事將出戰爭先賽、凱林賽以及
與李海恩及楊礎搖攜手出戰團體競速賽，而李海
恩除了以上 3 個項目更會參加計時賽。至於羅子駿
及杜棹熙曾於亞洲盃賽事名列前茅，今次兩名小
將將出戰爭先賽、凱林賽及計時賽等項目，希望
與世界級高手同場較量有助他們汲取經驗。

商界經驗豐富料助改善內部管理

譚秋朗任香港足總首位本地行政總裁

●譚秋朗出任足總首位本地行
政總裁。
政總裁
。
足總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香港足總自去年 6 月溫達倫離
任後，行政總裁位置一直懸空，足
總 5 日宣布曾於多間跨國企業工作
的譚秋朗將成為首位本地行政總
裁，主席貝鈞奇希望他於商界的經
驗可改善足總的管理問題。
足總之前三任行政總裁均為外籍人士，不過去年
的審計報告卻批評足總管治不力及賬目混亂，經過近
一年懸空後，足總終於宣布新任行政總裁人選，由出
身於商界的譚秋朗成為首任本地行政總裁。譚秋朗畢

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曾在跨國企業索斯
科（Southco）出任亞洲大中華區總經理，但沒有體育
總會或體育相關工作背景，足總稱他“熱愛運動，過
往多年有參與劍擊運動”。譚秋朗則表示期望將商界
管理經驗，與運動及文化藝術結合，為香港足球運動
推上一個新台階，提升香港人對足球的熱情。
至於足總主席貝鈞奇則希望以譚秋朗的管理能
力為香港足球注入新思維，改善機構內部管治：
“在管理及會務發展方面更為完善，讓更多人認識
香港足球運動，達至全民足球，將香港足球發展推
向高峰。”

江蘇隊衛冕 全國體操錦標賽男團冠軍
2021 年全國體操錦標賽暨東京奧運會選
拔賽、第十四屆全運會體操資格賽日前在四
川省成都市開賽。獲得此次比賽全能成績前
八名的運動員進入東京奧運會團體陣容大名
單；獲得此次比賽單項冠軍並具有衝擊奧運
金牌實力的運動員進入東京奧運會單項大名
單。此次比賽吸引了全國各地的 21 支隊伍約
300名體操運動員參賽。
衛冕冠軍江蘇男團在首日比賽，則以總分
335.658 分再次奪冠。本次賽事的團體比賽採
取6-5-4賽制（即每隊每項最多6人報名、最多
5人參賽、取4個最好成績），預賽成績決定團
體名次，以及個人全能決賽和單項決賽的參賽
資格。另外，獲得團體前12名的運動隊、個人
全能前24名和各單項前8名的運動員，將獲得
參加第14屆全運會體操決賽的資格。最終，湖

●冠軍江蘇
隊（中）、
亞軍湖南隊
（左）和季
軍廣西隊在
頒 獎 儀 式
上。 新華社
南體操隊和廣西體操隊分別以 331.825 分和
331.224分獲得男團亞軍和季軍。
肖若騰、鄒敬園、鄧書弟、林超攀、孫
煒、張博恆則代表各自所屬隊伍，組成國家
聯合一組同場競技。受傷病狀態等因素影
響，4 位主力出現了失誤：林超攀和鄒敬園在
鞍馬項目上掉械；林超攀、鄧書弟和孫煒的

跳馬落地均有較大失誤；孫煒的雙槓下法也
出現了失誤。
“我對我自己的這種臨場發揮的表現還
是報以肯定的，因為恢復的時間也比較短，
之前有傷病影響，所以說發揮得還是相當不
錯的。”肖若騰在賽後說。
●新華社、中新社

故事天地
星期五

赴约
话说淮阳有位姓叶的书生，名字
已不知道了。他十分擅长文章词赋，
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只不过命运不
济，科场上总不如意。
恰逢关东的丁乘鹤来到淮阳当县
令，看到叶生的文章后，惊奇不已，
立马召来叶生跟他对谈，两人谈得非
常愉悦。之后丁公便请叶生来官府读
书，还时常赐钱财粮食接济他的家人
。
到了科考的时候，丁公在考官面
前极力称赞叶生，就要把叶生定为第
一名了。丁公对叶生抱有很大的期望
，考试结束后迫不及待地要来他的文
章，阅读后更加赞叹不已。怎料天不
遂人愿，好文章没有好命运，到了放
榜的日子，叶生竟名落孙山了。叶生
非常沮丧，觉得愧对知己，以至于日
渐消瘦，神情变得跟木偶一样痴呆。
丁公知道后，连忙召叶生过来劝
慰他，叶生感动得涕泗横流。丁公更
加怜惜他了，相约任期满后就带他一
起北上。叶生很感激，辞别丁公后就
待在家里闭门不出。没过多久，叶生
就病倒在床，丁公常叫人来探望，吃
了上百服药，总不见效。
恰巧丁公因冒犯了上级而被罢免
，即将卸任离开。他写了一封信给叶
生，这样说道：“我回家的日期早就
定好了，之所以迟迟不动身，是在等
待你啊。你一来，我们就可以走了。

”书信传到叶生的病床前，叶生看后
泪流不止，随即回了一封信，说：
“我这病恐怕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请您先行出发吧。”丁公不忍一个人
离开，暂且继续等待。
过了几天，看门的仆人忽然通报
说叶生来了。丁公大喜，出门迎接，
嘘寒问暖。叶生看似好多了，说到：
“因我这贱体患病，耽误了您这么长
时间，心里难以安宁。现在终于有幸
跟您一同出行了。”丁公于是打点好
行装，一早就出发了。
到了乡里，丁公命儿子拜叶生为
老师，日日夜夜用功不断。丁公的儿
子名叫再昌，时年十六岁，还不能作
文。但他非常聪慧，文章看过两三遍
就不会遗忘了，过了一年，就能下笔
成文了。再加上丁公的用心，丁公子
顺利地进入县里学习。叶生再将平生
应付考试的文章都抄录下来教给丁公
子，结果到了乡试的时候，共七个考
题，全部押中，毫无遗漏，丁公子一
举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
丁公对叶生说：“您随便抖露点
才华就让小儿成名，怎奈自己却受不
到重用啊。”叶生就说：“命中注定
罢了。能有机会借您儿子的福气让我
的文章得以吐口气，使天下人知道我
沦落半辈子，并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
，就足慰平生了。再说，人能有一知
己就可以无憾了，何必非要做官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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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发迹呢。”丁公怕叶生待
得太久而贻误了岁考，便劝他
回家。叶生听后闷闷不乐，丁
公也不好强求，嘱咐儿子到了
京城，一定要为叶生纳个监生
。
丁公子好运连连，参加会试
便考中了进士，被授予部中主
政一职。上任时与叶生一同前
往，并送他进太学国子监读书
，与他朝夕相处。又过了一年
，叶生参加顺天府乡试，终于
考中了举人。当时正逢丁公子
奉派主管南河公务，他就对叶
生说：“此去离您的家乡不远
。先生已经功成名就，当衣锦
还乡，岂不快哉。”叶生也很
欣喜。他们择定吉日上路。到
了淮阳县界，丁公子派仆人用
马车护送叶生回家了。
到了家，叶生看到自家的门
户很萧条，心里非常难过。他
慢慢走到院子里。妻子正好拿
着簸箕从屋里出来，猛然看到
叶生，吓得扔了簸箕就跑。叶
生面容凄惨地说：“我现在已
经中了举人，不同以往了。怎
么才三四年不见，竟不认识我
了？”妻子站在远处对他说：
“你死了很久了，怎么又说显
贵了呢？之所以一直停放着你的棺木
没有埋葬，实在是因为家里穷、儿子
又太小的缘故。如今大儿子已经成人
，正要选择墓地为你安葬。请不要作
怪来惊吓活人。”
叶生听完这些话，非常惆怅。他
进了屋，见到自已的棺材还停放在堂
上，便一下子扑倒在地，消失匿迹了
。妻子惊恐地看着，只见叶生的衣帽
鞋袜瞬间脱落在地上。她悲痛极了，
抱起地上的衣服大哭起来。
儿子从学堂回来，看见门前停着
马车。他问明车夫的来历，吓得急忙
跑去告诉母亲。母亲流着眼泪把见到
的情景告诉了儿子。娘俩又仔细询问
了护送叶生的仆人，才得知了事情的
始末。
仆人返还后，如实禀告了主人。
丁公子听后泪流不止。他立即乘车奔
到叶生的灵堂祭拜，出钱办理丧事，
并用举人的葬礼安葬了叶生。又送了
不少钱财给叶生的儿子，还为他请了
老师教读。
后来丁公子向学使推荐，让叶生
的儿子得以进入县学读书。
异史氏说：魂魄跟随知己竟忘了
自己已经死了，别人听了不信，我却
深信不疑啊。两情相悦的情侣，可以
离魂相随；交心的知己，纵使千里亦
可与好友梦中相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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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匪
民国十几年的时候,
豫东一带活跃着一支女
匪。队伍里多是穷苦出
身的姑娘,而匪首却是位
大家闺秀。至于这位小
姐是如何沦入匪道的,已
无从考究。她们杀富济
贫,不骚扰百姓。打舍绑
票,也多是有钱人家。
女匪绑票不同男匪,
她们大多是“文绑”,极
少动枪动刀。先派一位
精明伶俐的女匪徒,化妆
一番,潜入富豪之家当女
仆,混上半年仨月,看熟了
道儿,定下日期,等外围接
应一到,便轻而易举地抱
走了人家的孩子。然后
托中人送书一封,好让主
家准备钱财。
这一年秋天,她们又抱了陈州一富
商之家的独生子。那富商是城里的首富
,已娶了七房姨太太,方生下这一后嗣。
七夫人很有学识,见娇儿被绑,悲痛欲绝,
几经思索,便给女匪首写了一封信:
我愿意长跪在您面前哀求,看在上
帝的面子上,把孩子安全地还给我,免除
我的痛苦。
我以一个母亲和你同属女性的身份
,请你三思你所做的事对我全家造成的
伤害。我要回孩子的愿望比要世界上任
何东西都强烈,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来
换回我的儿子,请你告诉我你的条件。
女匪首看了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很
是欣赏,一时来了兴致,便回信一封:
我不愿跪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也不
愿别人跪在我的面前。我只请求你看在
上帝的面上,把我所需要的东西安全地
送给我,免除我的人生之苦。我以一个
女性的身份,请你理解你我命运的不同!
一哲人说:谁都希望不跟着命运走,到头
来,命运却又主宰着那么多人!由于命运
之神把我推上了匪道,因而我需要生存
和向一切富人报复的愿望比要世界上任
何东西都强烈!我愿意为你保全你的儿
子,请你拿出三千大洋来,于本月×日在我
随时通知你的地点换回你的儿子!为保
险起见,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夫人接到女匪首的信,颇为惊讶!
她万没想到女匪首竟也如此知书识礼,
文采照人!她产生了见见那才女的心情,
当下准备三千大洋,等到匪首的通知,亲
自坐船去了城东的芦苇荡里。
女匪首并不失约,等观察四下无动静

后,便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一只小船上。大
红斗篷,迎风招展,于碧绿的青纱帐中,犹
如一朵硕大的红牡丹,映衬出眉目的秀丽
和端庄。七夫人惊愕片刻,才发现那个曾
在她府上当过丫环的女匪正逗着她的孩
子玩儿,她那颗悬挂的心才落了下来,忙让
人亮出大洋,让女匪首过钱。女匪首笑笑,
打出一声呼哨,芦苇荡里旋即窜出一叶小
舟,上面有女匪二,各佩枪刀,接过大洋过
了数,又箭般地驰进芦苇荡的深处,淹没在
一望无际的绿色里。这时候,只见女匪打
了一下手势两船靠拢。那女匪递过孩子,
交给夫人。可万没想到,孩子竟不愿找他
的生身母亲,又哭又嚎,紧紧地搂抱住了女
匪的肩头。
夫人惊诧万分,痛心地流下了泪水,
对女匪说:“万没想到,你们首先绑走了
孩子的灵魂,令我颤栗!”
女匪首大笑,说:“孩子毕竟是孩子,
每一个女人向他施舍母爱,他都将会得
到温暖!尊敬的夫人,这些是用金钱买不
到的!常言说:生身没有养身重!你想过没
有,当你抱走你儿子的时候,我的这位妹
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夫人抬起头,那女匪正在伤心地抹
眼泪,好似有着和她同样的悲哀!
夫人感动了,对女匪首央求:“让这
位妹子还回我府当丫环吧?”
女匪首望了夫人一眼,说:“由于她
已暴露了身份,我认为不太合适!你若想
让你的儿子快乐地回去,夺回那用金钱
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我们这里住上几
日!”
七夫人秀眉紧蹙,迟疑片刻,毅然上
了匪首的小舟……

鳥語花香

一度遮天蔽日的北美鹦鹉群
被当作农业害鸟捕杀，如今彻底灭绝
19 世纪上半叶到访北美大陆的旅人，
可能时不时就会被空中出现的遮天蔽日的
鸟群所吸引。
组成这些鸟群的成员长得像鸽子，却
有着长长的尾羽，雄鸟的胸腹部是漂亮的
浅棕红色，它们就是大名鼎鼎的旅鸽（Ectopistes migratorius）。如果在五大湖以南
遇到类似的鸟群飞舞，在由羽毛构成的一
片灰色、黑色和棕红色“浪潮”当中，有
时还会有一些黄色和绿色的身影闪现，这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卡罗莱纳长尾鹦
鹉（Conuropsis carolinensis）。如果所处于

唯一的北美本土鹦鹉
从今天美国东部的佛罗里达州南部
，北到北卡罗莱纳州的海滨，西至得克
萨斯州东部、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
和内布拉斯加州，都曾有过卡罗莱纳长
尾鹦鹉的身影。事实上，鸟类学家还把
该种分为了两个亚种，以阿巴拉契亚山
脉为界，东边为指名亚种（C. c. carolinensis），西边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生活的
则是 ludovicianus 亚种。北美原住民很早
也就认识了这种生活在温带的鹦鹉，曾
生活在佛罗里达一带的塞米诺尔人
（Seminoles）就称它们为“puzzi la nee
”，意即“黄色的头”。而随着欧洲移
民的迁入，旧世界的人们也开始逐渐意
识到这种鹦鹉的存在。
1758 年，瑞典植物学家卡尔· 林奈
根据 1731 年出版的《卡罗莱纳、佛罗里
达和巴哈马群岛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书中的插图描述命名了卡
罗莱纳长尾鹦鹉。有意思的是，尽管学
名和俗名里往往都带有卡罗莱纳（Carolina）这个地名，而且林奈命名时所依据
插图参照的标本据信也源自南卡罗莱纳
，但是现今保存下来的该种标本里面却
没有发现采集自南北卡罗莱纳州的。所
以，该种长尾鹦鹉的名字存有误导，卡
罗莱纳并非它们分布集中的地方。

林奈命名卡罗莱纳长尾鹦鹉之后不
到 20 年，北美大陆东侧爆发了美国独立
战争。1776 年 7 月 4 日，大陆会议通过
《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
成立。然而，人们在见证这个新兴国家
诞生的同时，也目睹着卡罗莱纳长尾鹦
鹉种群的逐步衰落。进入 19 世纪，在一
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它们的数量以肉眼
可见的速度持续减少，直至灭亡。

一起走向死亡
美国著名博物学家约翰· 詹姆斯· 奥
杜邦曾在 1831 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鹦鹉正在迅速地减少，在 25 年
前它们还大量出没在有些地方，如今已
经几乎再也见不到了……现在辛辛那提
以北的地方只能遇见很少的个体，你要
到俄亥俄河的河口一带才会看到较多的
鹦鹉。我认为沿密西西比河流域，它们
的数量已经不到 15 年前的一半了。”到
了 19 世纪中叶，它们仅在佛罗里达境内
还保有相对健康的种群。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要知道
，当欧洲移民最初见到这些鹦鹉的时候
，往往会因为它们大量集群取食农作物
和破坏果园收成，而将其视为一种“害
鸟”大肆猎杀。卡罗莱纳长尾鹦鹉的一
个习性，可能使得人们的猎杀更具有毁
灭性。当一群鹦鹉中一部分同伴被击落
之后，群体内的其他成员却并不会四散

逃走，反而会
较高的纬度，当年的人们还能有幸一睹通
在空中边盘旋
常出现于热带的鹦鹉，却在冰天雪地之间
边发出紧张的
刺耳叫声，最
飞舞的奇景。
终还会降落到
伤亡同伴的周
围。如此一来，猎手们可以很容易地杀 外最后的确切目击记录。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在佛罗里达中部、南卡罗莱纳和
掉整群的长尾鹦鹉。
作为农业“害鸟”被消灭的同时， 乔治亚还有过一些未被确证的目击记录
卡罗莱纳长尾鹦鹉还被捕捉供应宠物市 。那之后，再没有人在野外见过它们。
场，甚至还出口到了欧洲。猎人会单纯
与旅鸽共赴深渊
出于娱乐去射杀它们，也会为了获取羽
关于卡罗莱纳长尾鹦鹉灭绝的原因
毛去装饰时尚女帽而捕猎它们。当卡罗
莱纳长尾鹦鹉变得越来越罕见，跟大海 ，人们曾有过各种猜测，除了人类的大
雀濒临灭绝时相似的剧情再次上演，出 肆捕杀之外，砍伐森林导致的栖息地丧
于物以稀为贵的心态，标本藏家、鸟卵 失、从欧洲引入的蜜蜂与长尾鹦鹉竞争
收集者、意图饲养的个人和机构不惜重 树洞巢址、某种未知的疾病等，都被怀
金想要获得一只长尾鹦鹉（无论死活） 疑为灭绝的原因。
2020 年，《当代生物学》上发表一
。
大 海 雀 （Pinguinus impennis） 在 即 项基于该种基因组的研究，在所获得的
将被捕杀至灭绝的时候，人们猎杀它的 数据当中，没有发现该种存在近交现象
欲望不减反增，收藏家都希望获得一个 ，说明它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
珍 贵 的 标 本 ， 来 炫 耀 自 己 的 财 富 | 了灭亡。也没有在该种基因组当中，发
现病毒存在过的证据，所以结果也不支
Mike Pennington / Wikimedia Commons
1901 年 4 月 18 日，有人在佛罗里达 持疾病导致灭绝的假说。种种迹象表明
的东海岸采获了一只卡罗莱纳长尾鹦鹉 ，卡罗莱纳长尾鹦鹉的灭绝极有可能完
的标本，也是有据可查从野外获取的最 全要归咎于我们人类。
这项研究还揭示了跟卡罗莱纳长尾
后一个该种标本。三年后，著名鸟类学
家弗兰克· 查普曼在佛罗里达奥基乔比湖 鹦鹉有关的另一个谜团。根据历史记载
边见到了一群 13 只，被认为是该种在野 ，该种偏好取食苍耳，而苍耳种子内含

有羧基苍术苷，是一种能够抑制线粒体
能量产生的致命毒素。早期博物学家曾
描述，单是卡罗莱纳长尾鹦鹉含有苍耳
种子的肠胃，就足以毒死家猫。长尾鹦
鹉为什么不会中毒呢？现在人们发现该
种的基因组中存在三个遗传变异，可能
与适应含有羧基苍术苷的食物有关。
或许是因为都取食大量的种子，需
要矿物质来中和食物中的某些化学成分
，早期记载当中不乏卡罗莱纳长尾鹦鹉
和旅鸽大群聚集，一起饮用咸水或啄食
含盐的泥土的描述。而这对难兄难弟的
命运，竟也如此相似。
1914 年 9 月 1 日的中午，世界上的
最后一只旅鸽——“玛莎”在美国辛辛
那提动物园与世长辞。不到四年之后，
同一家动物园里，相似的悲剧再次上演
：一只名叫“印加”（Inca）的雄性卡
罗莱纳长尾鹦鹉去世。它和它的伴侣
“珍女士”（Lady Jane）在动物园内生
活了约 32 年，像其他圈养的长尾鹦鹉一
样，都没能在人工环境下开枝散叶。北
美大陆唯一的原生鹦鹉物种，就这样步
旅鸽的后尘，无可挽回地堕入了深渊。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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