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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目前宣
布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
配套支持措施。開放三胎政策的消息
發布後，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事關
經濟發展，也事關國計民生。與三胎
政策、鼓勵生育相對的，是另一個難
題 —— 養老問題。這兩個問題，也
成為一個人口問題的一體兩面。

養老問題是人口的重要議題，也
是未來中國乃至全球的大問題。全球
正以驚人的速度邁向老齡化。根據報
告，到2020年，13個國家將成為“超
高齡”國，即20%以上的人口超過65
歲，而到2030年“超高齡”國家數量
將升至34個。

中國不僅面臨全球共性的養老問
題，也需要解決特有的養老挑戰，預
計2025年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增至3億
人，2022年起預計將保持在 1000萬
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老年人口眾多
，社會撫養比提升，加上連續二十多

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中國形成了數
量眾多的4-2-1或者4-2-2家庭形態
，傳統意義的“養兒防老”很難解決
中國當下及未來的養老問題。

由於中國實行了40年的獨生子女
政策，波及兩代人，所以 80後、90

後是社會養老壓力最大的群體 ，在
2021的時間節點上站在出生人口的角
度來看，目前60後及之前的人口已經
邁入了老齡化的大軍，70後的人口已
經50歲以上，80後的人口40歲以上
，90後的人口正處於而立之年。80後

進入40歲，正處於父母60歲+老齡化
、子女K12教育的階段，作為典型的
“中國三明治“，是當前家庭養老壓
力最大的社會群體。

而在未來，80後還將成為自身養
老壓力最大的群體。2050年，中國的
老年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1/3， 每一
個成年勞動力需要贍養1.6個老人。這
意味著，當80後步入60歲，勞動力
成本大幅提升，養老產品的價格將數
倍於當下，80後需要為自己養老支付
更高的成本。

這意味著從2013年起，每年新增60
歲+老人數量都在800萬-1000萬，而
從 2022 年 起 ， 即 將 迎 來 的 是
1962-1975年連續14年的嬰兒潮（出
生人口＞2000 萬/年）人群進入 60
歲+且增速會更快。對應的影響是，
80後一代將連續承擔父母和自身養老
壓力。

中國的兩個老年人口重要變量。
一是一線新一線城市戶籍老齡化程度
高，截至2019年底，約60%的一線新
一線城市已步入深度老齡化，其中老
齡化程度最高的上海60歲以上人口占
比更高達35.2%。 同期，全國平均老
年人口撫養比為17.8%，山東、四川
、重慶、上海、遼寧、江蘇、安徽
（按降序）等省市老年人口撫養比均
超過20%，這意味著上述區域每5個

勞動年齡人口就要負擔1個老年人口
。 與此同時，從2017年起一線新一線
城市持續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但高企的房價，使得年輕人要麼靠
近市區租房，要麼靠近郊區買房。隨
著 8090 後打工人們的爸媽集中在
2020年進入50-60歲+，慢/重病的增
加將帶來（新）一線城市異地就醫的
需求明顯增加。這不僅會帶來有限的
優質醫療資源競爭更激烈，也帶來了
新問題——老人來了住在哪裏？這兩
個問題都將對本地戶籍的老年人造成
長期影響。這也意味著，未來一線、
新一線城市將面臨“戶籍老齡化+異
地就醫/養老”疊加升級的巨大養老壓
力。

二是 農民工老齡化將對中國養老
產業帶來深遠影響。農民工群體越來
越老，加上農民工自身的社會保障不
足，本身就面臨巨大的養老難題。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陳鐵
梅、德州資深律師陳文、社會活動家
楊勁濤談中國 「開放三胎」 真能拯救
高齡化社會嗎？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iTalkBB
平臺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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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中國中國 「「開放三胎開放三胎」」 真能拯救高齡化社會嗎真能拯救高齡化社會嗎？？

(本報休斯頓報導) 後疫情時代，全
球職場發生大轉動，企業因應疫情而轉
型，工作型態也隨之轉變。不少行業沉
入谷底，也有一些專業廣受歡迎，身價
居高不下。如何化危機為轉機，選擇
「對」的專業就太重要了，一句話，有

高新技術在身就不用愁啦。因應疫情的
變動，休斯頓社區大學(HCC)協助學子
與民眾攀升高科技生涯，學成之後快速
地就能找到工作。

休斯頓社區大學(簡稱HCC)是 休斯
頓最著名的社區大學，HCC擠身為全美
最大的社區大學之一，已在大休斯頓地
區服務了40多年，目前每學期給數萬名
學生提供副學士學位和證書課程。

讓自己在職場上更勝一籌
您知道嗎？休斯頓社區大學最快幾

個月就能獲得文憑證書，師資雄厚、學
費低廉，在信息技術和高級製造業贏得
高薪不是夢，學習兩年就可以獲得副學
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只要再讀兩年
，就能取得學士學位。無論是高中畢業

生，或是在職人士，若希望在職場上更
勝一籌，就到HCC選擇理想的課程。

HCC通過靈活的方式，來提供學生
優質的教育，有在線課程或校園內的面
對面課程，或兩者兼而有之。HCC還提
供快捷計劃，以幫助學生快速獲得認證
，從而盡早找到理想的工作。

HCC有許多校區，其中，西南校區
與華裔人士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直接
提供學術與技術課程給華裔朋友，涵蓋
高級製造、信息技術、數字通信、視覺
和表演藝術、商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在信息技術方面，像是網路安全、
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數碼遊戲機
模擬、地理信息科學、商業無人機操作
等，都是熱門項目。在高級製造業方面
，包括三維打印(3D printing)、AutoCAD
製圖、計算機數控操作、製造業工程技
術、機械技術等等，市場的需求都頗高
。

HCC西南校區共有四個校園，每個
校園提供多樣化不同的課程，讓學生很

便捷就可以到適合他們的校園，選擇他
們喜愛的專業接受教育，包括:WEST
LOOP 校園、STAFFORD 校園、MIS-
SOURI CITY 校園、及 BRAYS OAKS
校園。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業之
後沒有上四年制大學的這一群學生能夠
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續學習的場所，
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與改變生活的機會
，讓學生達成更好的人生目標。

HCC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群，
不論是應屆學生、還是尋求成人教育的
在職人士，都是HCC的服務對象。社區

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來滿足不同行業
的技能需求，讓學生畢業後找到工作、
或在HCC獲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後進入
四年制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位。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HCC

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繼續深造
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年制大學，
HCC學分普遍被四年制大學承認，可直
接報讀大三的課程，繼續大學課程的後
兩年，以取得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HCC畢業
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有所長，
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提
供一邊工作、一邊在HCC進修的機會，
提升專業水平，在HCC取得證書後可以
在職場更上層樓，與行業需求最新的技
術相接軌。對現有工作不滿意的人，若
是希望轉換行業，HCC提供大量高新技
術課程，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力，換
取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的三維
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全（Cy-
bersecurity）很紅火，學生來 HCC 進修
，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以開闢新的職
業機會，獲取高薪。2020年，HCC成為
德州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社區大學
創設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
簡稱AI)副學士學位課程。

在西南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HCC和美國勞工部聯手
建立的高級製造業學徒項目，學生一邊
在HCC學習一邊經由學徒項目在製造業
類公司當帶薪學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

，就能成為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
提高。另外，HCC有夜校、以及週末的
課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是學
費便宜很多，學生在HCC上頭兩年，然
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這樣子學費
可以省很多。例如，若是住在HCC校區
範圍內的學生，在休斯頓大學修一門課
的費用可以在 HCC 修 6 門課。如果是
HCC校區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多實
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可以選擇
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上課時間更
有彈性，且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這
些好處都讓不少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HCC的教授也在
其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樣，教學
同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少。

為大眾提供免費課程

HCC西南校區的公關傳播行銷部主
任鄭通表示，HCC的學生在拿到副學士
學位後，大多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學
校也有專門的就職部門幫助學生找到工
作。

HCC對於符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免
學費課程，詳情可洽713-718-5381。亦
有為所有公眾開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
情可洽713-718-5350。還有為50歲以上
年長者開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情可洽

713-718-5350 或前往網址
https://hccs.edu/community-learning。

讓你在職場上贏得先機讓你在職場上贏得先機 與高新技術接軌與高新技術接軌
HCCHCC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

報名入學  hccs.edu/apply | hccs.edu/virtual-lobby | 713.718.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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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疫情之下也有許多行業受惠，隨著人們
的出行模式改變，美國 「房車旅行」 成為最
熱門的旅行方式之一。這樣說走就走、任性
而行、又能減少接觸的旅遊模式，在疫情的
催化之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根據美國露營車產業協會 (RVIA) 的預估
指出，RV 的出貨量到了 2020年底突破了
43 萬輛，比2019年同期成長了6%，並有望
在2021年創下銷售量53萬的新高。但這項

報告也指出，隨著
供應鏈問題和勞動
力短缺，可能會對
後續出貨造成問題
。

RV旅遊在地廣人
稀的德州一帶也是
特別盛行，不論往
西開到新墨西哥的
白沙國家公園、瓜
達洛普山國家公園
，感受徜徉在天地
間的純粹。或是往

東到紐奧良、佛羅里達等大城市來場人文之
旅，都是絕佳的旅遊路線。許多國家公園或
是城市中也有RV 露營地或停車場，一天的
停車費約20到40美金不等。

房車雖小，但內部卻是五臟俱全，這種

旅行方式除了能夠幫助省下住旅店的費用，
還能更有彈性的開車到想去的目的地，不論
是湖邊、海邊、森林中、夜晚的星空下... 想
停下腳步欣賞怎麼樣的風景都能自己決定。
除此之外，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自炊，不論
是家族旅遊、或是三五好友相約，一起下廚
也是增進感情的好方法。

總體來說，疫情之下對房車市場產生了
刺激，對於不想買房車，但卻又想要體驗一
次這種旅行模式的人，也有許多私人的租房
車網站如Outdoorsy、RVshare，或是美國最
大的房車公司Cruise America等可供租賃。

一名奧斯汀Killeen市的華裔居
民戴德生Hudson Tai 失蹤多日，戴
德生年67歲，以開Uber維生，上
個月25日晚間8時接到一通電話後
便出門接客，之後戴太太多次嘗試
聯繫卻無果，直到次日凌晨1時，
收到了來自戴德生聯絡短訊之後就

音訊全無。
離奇的是隔天戴德生所開的車

，卻出現在其租屋處前面，家人和
附近鄰居都沒人目擊是誰將車開回
來的，戴太太隨後也向Killeen警局
報案，僑社民眾也熱心在各個社團
張貼尋人啟事，盼望戴德生能早日

歸來。
根據影像指出，戴德生身高5

呎8吋，體重165磅，有些許白髮
，失踪前身穿海軍藍和淺藍相間的
條紋Polo衫、藍色牛仔褲和黑色拖
鞋。若有任何相關信息，請致電
254-501-8800 與當地警察局聯繫

德州華人德州華人UberUber司機司機
失蹤多日失蹤多日

你這樣玩過嗎你這樣玩過嗎？？美美國國 「「房車經濟房車經濟」」火火，，
20212021年年 RVRV銷量有望創歷史新高銷量有望創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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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王福生與出席第四屆編輯休斯敦非洲日世界名人網總王福生與出席第四屆編輯休斯敦非洲日（（休斯頓非洲日休斯頓非洲日））商商
業論壇的北極駐美國大使喀爾費拉楊森業論壇的北極駐美國大使喀爾費拉楊森Kerfalla YansaneKerfalla Yansane在其下榻酒店合影在其下榻酒店合影。。。。

20212021年年55月月2525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美中醫學交流中心主任吳薇在休斯敦中國城京苑福福餐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美中醫學交流中心主任吳薇在休斯敦中國城京苑福福餐
廳巧逢活躍在休斯敦一段年玲的著名小品李五和廳巧逢活躍在休斯敦一段年玲的著名小品李五和NasaNasa太空工程師唐先生太空工程師唐先生。。應約聯合影視了以我們付錢應約聯合影視了以我們付錢
給你給你22美元名的美元名的C&D Scrach MedalC&D Scrach Medal公司董事長公司董事長，，聽他講述與中國做商業聽他講述與中國做商業3030年與球星姚明葉莉夫婦之間年與球星姚明葉莉夫婦之間
的難忘往事的難忘往事，，C&DC&D總部的展品訪問總部的展品訪問，，被世界名人網網友親切的名人博物館被世界名人網網友親切的名人博物館。。 2021202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王福生與出席第四屆編輯休斯敦非洲日世界名人網總王福生與出席第四屆編輯休斯敦非洲日（（休斯頓非洲日休斯頓非洲日））商業論商業論

壇的北極駐美國大使喀爾費拉楊森壇的北極駐美國大使喀爾費拉楊森Kerfalla YansaneKerfalla Yansane在其下榻酒店合影在其下榻酒店合影。。。。

20212021年年55月月2222日晨日晨，，DN Commercial REDN Commercial RE跨界丹尼跨界丹尼（（Danny Nguyen)Danny Nguyen) 身穿標有身穿標有204204號的運動衫參加號的運動衫參加
了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糖城星座場體育館了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糖城星座場體育館Impact A HeroImpact A Hero組織的慈悲善健行長跑活動組織的慈悲善健行長跑活動。。阮丹尼阮丹尼(Danny(Danny
Nguyen)Nguyen) 國務院德州農工大學女生國務院德州農工大學女生，，是休斯敦是休斯敦DN Commerical REDN Commerical RE商業地產投資開十多年前曾創始商業地產投資開十多年前曾創始
休斯登越移民商會休斯登越移民商會，，是休斯敦地產協會是休斯敦地產協會HARHAR，，休斯敦大海亞裔顧問專家會主席休斯敦大海亞裔顧問專家會主席。。 20102010年競選密蘇年競選密蘇
里市不城市可行性成功並獲得連任里市不城市可行性成功並獲得連任。。工作之餘工作之餘，，與世界著名的熱書作家與世界著名的熱書作家““心靈雞心靈雞””湯湯””作者傑克作者傑克··
坎菲爾德聯手出版周書坎菲爾德聯手出版周書《《成功的靈魂成功的靈魂》》第第11卷卷：：世界的故事的主人和普通人講述了他們康世界的故事的主人和普通人講述了他們康、、財富和財富和
成功之心的核心策略成功之心的核心策略”，”，被商業地產的聖經被商業地產的聖經。。杜杜，，Danny NguyenDanny Nguyen 每天凌晨每天凌晨 44 點起床點起床，，堅持鍛煉兩堅持鍛煉兩
小時小時，，培養了瘋狂的體格和堅持不懈培養了瘋狂的體格和堅持不懈，，每天參加的每天參加的 1010KK 健跑健跑，，即健身即健身，，又慈善又慈善，，成為成為 DannyDanny
NguyenNguyen職業生涯的一個縮影職業生涯的一個縮影。。

20212021年年55月月2626日日，，位於休斯敦上城區位於休斯敦上城區GalleriaGalleria的的Holiday Inn Express Staybridge ComboHoliday Inn Express Staybridge Combo大酒店盛大開幕大酒店盛大開幕，，大休斯敦地區旅館協會大休斯敦地區旅館協會
不分區理事不分區理事、、華裔成功企業家華裔成功企業家Grace Jacobson(Grace Jacobson(右右))出席剪彩儀式並向東主出席剪彩儀式並向東主American Liberty HospitalityAmerican Liberty Hospitality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NickNick
Massad Jr.Massad Jr.致以最熱烈的祝賀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20212021 NiNiáánn 55 yuyuèè 2626 rrìì, w, wèèiyiyúú xixiūūssīīddūūn shn shààng chng chéénn

20212021年年55月月2222日日，，哈里斯郡公共健康衛生署聯合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為廣大民眾免費接種新哈里斯郡公共健康衛生署聯合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為廣大民眾免費接種新
冠疫苗冠疫苗。。新冠疫苗接種從上午新冠疫苗接種從上午99點開始點開始，，全程免費全程免費，，接種疫苗不需要提供健康保險或移民信息接種疫苗不需要提供健康保險或移民信息，，也不限郡縣也不限郡縣。。既接既接
受提前註冊的民眾受提前註冊的民眾，，也歡迎現場排隊即打也歡迎現場排隊即打，，為廣大民眾種新冠疫苗帶來了便利為廣大民眾種新冠疫苗帶來了便利，，受到了民眾的歡迎受到了民眾的歡迎。。中國人活動中國人活動
中心新任的董事長彭梅女士中心新任的董事長彭梅女士、、楊德清執行長和執委們踴躍擔任義工楊德清執行長和執委們踴躍擔任義工，，中心辦公室主任周愛萍中心辦公室主任周愛萍、、中心經理小秦均在中心經理小秦均在
現場協助登記現場協助登記，，並為不熟悉的華裔承擔翻譯工作並為不熟悉的華裔承擔翻譯工作，，方便了不少不熟悉施打疫苗的民眾方便了不少不熟悉施打疫苗的民眾。。

20212021年年55月月2222日下午日下午，，藍色傳奇音樂表演表演舞台藍色傳奇音樂表演表演舞台，，休斯敦藍色傳奇花遊隊參加了休斯敦藍色傳奇花遊隊參加了20212021年全國花樣游泳大年全國花樣游泳大
賽賽，，在多個項目中獲得大獎在多個項目中獲得大獎，，刷新了休斯敦歷史上最好的表現刷新了休斯敦歷史上最好的表現。。

休斯頓休斯頓··西爾維斯特西爾維斯特··特納授授特納授授，，予予44月月2424日為日為《《休斯頓藍色傳奇游泳日休斯頓藍色傳奇游泳日》。》。成立的年輕女孩成立的年輕女孩，，能獲得能獲得
這樣的組織這樣的組織，，是對故事和作業的辛苦夏天的獎勵是對故事和作業的辛苦夏天的獎勵：：比賽中獲得了比賽中獲得了1212歲以下組集體歲以下組集體、、雙人雙人、、單人冠軍軍單人冠軍軍。。花花
樣游泳冠軍樣游泳冠軍，，1010歲以下組雙人冠軍歲以下組雙人冠軍、、單人冠軍單人冠軍、、88歲組以下單人冠軍歲組以下單人冠軍。。同時還有花樣游泳一些亞軍同時還有花樣游泳一些亞軍，，季斬軍季斬軍
囊中囊中。。李婧表示李婧表示；；開心和驕傲是舞台的開心和驕傲是舞台的，，我一直和孩子們說走下領獎想要走得更遠我一直和孩子們說走下領獎想要走得更遠，，飛得更高飛得更高，，就需要更就需要更
多的深度為李婧在市政府接受褒獎狀多的深度為李婧在市政府接受褒獎狀。。

20212021年年55月月2121日日，，德州醫學中心舉行盛大反對亞裔憎恨集會德州醫學中心舉行盛大反對亞裔憎恨集會TMC Stop Asian Hate RallyTMC Stop Asian Hate Rally順利結束後順利結束後，，主辦人黃仕霞博士主辦人黃仕霞博士、、白先慎教授白先慎教授、、施慧倫博士施慧倫博士
Dr Helen ShihDr Helen Shih、、OCAOCA主任主任Dabbie ChenDabbie Chen等集體接受華文媒體採訪等集體接受華文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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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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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从未有这样一条新闻，会让人无比期

待它是谣言。

从未有这样一位普通人的离开，会让

举国上下齐悲齐哀。

我们祈祷，我们期盼奇迹，袁老终究

还是没有挺过来，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虽然，从去年开始就有陆续报道称，

袁老身体不适；虽然，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

、世事无常乃常态，天下并没有不散的筵席

......

但新闻宣布时，我们还是不由得落泪

，始终无法接受“精神信仰”就这样离世，

毕竟，他是那样一个伟大又可爱的老爷子

......

袁老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让国人

、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吃饱饭。甚至，他的

90岁生日愿望也与此相关：第三代杂交水

稻两季亩产3000斤，要早日实现！

我们都为他朴素的愿望而感动，也为

生日视频中他“可可爱爱”的模样心生欢喜

。

当时，大家一边鼓掌，一边唱着生日

歌，将插着“90”字样的生日蛋糕推到袁老

面前。

袁老见状，赶忙从沙发上站起来，健

步走到蛋糕前，待许完生日愿望后，他又郑

重俯下身，一口气吹灭蜡烛，并将第一口蛋

糕喂到了老伴嘴里。

就在生日前一天，袁老特地穿上新衣

服，去到路边一所简陋的理发店，亲手设计

了一个帅帅的发型，让宝藏理发师“小曹”

为自己换上新面貌。

理发过程中，他和小曹不断交谈：

你看，我是胖了还是肿了？

胖了......

而后二人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理完头发后，袁老兴奋地看着镜子中

的自己，说道：哇，又年轻了5岁。

乐观又满怀热情，生活充满仪式感，

理个新发型就这么开心，还真像个稚气未脱

的小孩子。

这次生日后，袁老也喜提“90后梗王

”称号，由原先的“80后”正式晋升为“90

后”。

原因是他在央视的一段采访视频走红

。

他说自己自由散漫习惯了，因为身份

比较特殊，所以上班从不打卡；

他说自己曾经想回家乡看看，不想兴

师动众，可还是书记县长还是来了，悄悄去

根本不可能嘛！

他说自己不爱出名，不想出名，因为

人怕出名猪怕壮，但现在出名了，就要注意

“偶像包袱”。

他说自己是个排球王子，everyday打排

球，还是个游泳健将，70岁以前天天游泳

，是武汉市第一名！

他还说自己从来不吃肥肉，因为不想

变胖，拒绝加入老年队。

他又说自己已经不带博士生了，当被

问到为什么时，他给出的原因也是堪称人间

真实：

辛苦得很，你要指导他搞试验，要修

改他的论文，这麻烦得很，是脑细胞的！

主持人又问：您下面都是精英，好不

好管啊？

袁老的表情和动作亮了！

只见他紧闭双眼、摇头晃脑、双手捂

脸，“哎呀”一声，然后继续挠头抓脸。

无奈与苦闷之情快要溢出屏幕……

原来，遇见生日或采访等大事时，袁

老竟然是这般模样。

自信又乐观，自带笑点与流量，时不

时还要贡献点表情包，这样的段子王怎能不

爱？

人家说，老小老小，就是人老了就像

小孩子。

只是有的老人会变成小孩无赖的一面

，前几年风靡网络的苏大强就是这样；

但也有老人会变成小孩子可爱的一面

：会好好钻研学问，也会为取得好成绩欢呼

雀跃！心中永远热血沸腾！就像袁老。

2019年9月29日，袁老要去北京参加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出发前一天，他特地跑到试验田中跟

“超级稻”告别，告诉他们自己领完奖就回

来。

出发当天，他罕见地穿上正装、打起

领带，家人见状纷纷赞美：非常好，靓得很

，不信你去找下镜子看看！

袁老听后，立马走到镜子旁认真地照

了照，一旁亲友问：袁老，今天帅不帅？

袁老高兴地回答道：“帅！我今天要

去北京领奖，而且是习主席给我颁奖，所以

要穿正装，扎领带，去见习主席！”

这一幕，像极了等待上台领奖的孩子

！

2019年12月18日，第四届国际海水稻

论坛上，袁老激动地列举了4个水稻产量

“奇迹”：

盐碱地亩产800公斤，这是奇迹啊！

山东东营平均产量超过600公斤，这是

奇迹呀！

台州遇到台风产量还有670公斤，这是

奇迹啊！

海水稻产量300公斤，可以养活1亿人

，这是奇迹啊！

说出它们时，90岁袁老脸上油然而生

一种自豪感，那一刻，他是网友眼中“奇迹

的创造者，是真正的奇迹”，更是一个傲娇

的小王子！

2020年11月2日，工作人员在第三代

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不停测算，为

了精确得出晚稻的平均亩产量。

坐在一旁等待结果的袁老有点坐不住

了，一会儿凝神静气听着，一会儿双手交叉

托着下巴焦急等待……

一举一动，宛若一名正在等待考试成

绩的小学生。

当袁老从工作人员嘴中听到“晚稻平

均亩产为911.7公斤”时，双手开始不停鼓

掌，然后开怀大笑，还激动地飚起了英文：

More than excited！

因为在此前的7月份，已测出早稻平均

亩产量为619.06公斤！这也正说明袁老团队

双季稻亩产破1500公斤，上了一个新台阶

。

随后，袁老开心地向大家解释：excit-

ed就是激动，More than excited就是更加

激动。我英语十级，兴奋了就会飚英文！

真是个可亲可敬的老头，听到这个消

息恐怕比当年得知自己得了满分还兴奋！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攻克难题，取得

成果时兴奋溢于言表，甚至一言不合飚英语

，这哪里是庄严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嘛

！分明就是个幽默机智的可爱老头！

前段时间，有一部纪录片火了，名字

叫做《时代我》，记录了8位各界权威人士

的日常生活，袁老就在其中。

正是在这组纪录片中，袁老作为一名

神仙爷爷出圈了。

当问及“袁老是个什么样的爷爷”时

，孙女们这样说：

和蔼可亲，有童趣心，会经常在家里

藏好零食，让我们去偷吃。

她们还说爷爷的弱项是数学，强项是

英语，由于数学不好才选择了农学，因为农

学可以不用学数学。

吃饭时，如果餐桌上没有他喜欢的豌

豆，他就会和保姆撒娇，说不要吃荷兰豆、

就要吃豌豆。

在老伴眼里，生活中的袁老就像孩子

，他热爱身边的一切事物，大到国家、人民

、土地，小到一草一木，农科院里的草绿了

、枝叶发芽了，总是袁老第1个发现。

甚至，袁老去视察稻田时，看到鸭子

，他也会学着“嘎嘎嘎”叫。

2019年，湖南长沙民警上门为袁老办

理身份证。看到民警相机中帅帅的自己时，

袁老开心地笑了起来。

等到录指纹环节时，袁老突然想到了

什么似的，突然举起自己手指向民警炫耀：

我是个螺纹嘞，一pào个螺（湖南方言

）！

引得当场民警羡慕不已，毕竟十个螺

可是十全十美的意思......

不得不说，生活中的袁老，简直就是

个平平无奇的宝藏爷爷。

他爱笑，爱拉小提琴，还爱小动物，

看到萌萌的猫咪时，袁老就走不动了，紧接

着就把“袁花花”带回了家。

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刚果布”，

因为总是被晒得黑黑的。

听见有人说他是男神级人物，他便回

应道：还可以吧，我90岁了，是90后了，

算资深帅哥，Handsome！

他吐槽自己现在没有隐私权了，因为

Everybody wants to take a picture with

me，紧接他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别人邀请他吃火锅，他说现在吃不了

了，但爱吃麻婆豆腐、水煮肉片、鱼香肉丝

，聊着聊着口水就要掉下来咯！

有人跟他交谈说自己从小割稻子，他头

一歪，默默说道：你是哪里的，你吹牛皮！

......

这一系列操作，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袁老的智慧头脑无人可及，就连可爱起来也

是直接秒杀一切网红小辈。

因为，只有他的可爱不掺杂一丝矫揉

造作，也没有半分的哗众取宠。

他正如孩子那般美好，总能将千篇一

律的生活过得那样多姿多彩，总能发现生活

中的小美好，总能让人看到这世间最淳朴、

最真实的感情。

可是，为什么上天那么残忍？怎么舍

得带走这么一个可可爱爱的宝藏爷爷？

如今，袁老先生的遗体已从就诊医院

送至殡仪馆。

这一路，成千上万市民冒雨为他送别

，大喊“一路走好”，所有经过车辆为他哀

鸣，念道“英雄尚飨”！

这一去，袁老还是放心不下毕生钟爱

的“杂交水稻”，灵车带他去看了水稻最后

一眼......

袁老曾说过，自己一生有两个梦想：

一是禾下乘凉梦，他梦想稻子长得如高粱般

高，能够让自己睡在底下乘凉；另一个是杂

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让全世界人都能吃饱饭

......

如今，他的两个梦想仍未完成，心中

甚是悲痛：有千言万语想说，却如鲠在喉，

怎么也吐不出来。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因为我不配

评价袁老。

他太高贵、太美好，就像豆瓣上的这

段话：

像袁老这样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是被

普罗米修斯盗下来的火种，他们存在，便是

人间的一束光，驱散了黑暗。

如若没有他，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成

什么样。

袁老曾经给远在天堂的母亲写了一封

信：

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

隔着二十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

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

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

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

，谷子在阳光中哗啵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

出橙黄的颜色。

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

话啊。

如今，袁老去和母亲团圆了，他终于

可以亲口告诉母亲这些说也说不完的话了；

还可以牵着母亲的手，去看那黄橙橙的稻浪

和堆积成垛的稻草，感受稻芒划过手掌的幸

福......

袁老走了，但又何止是他走了而已？

正如网友所言：

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光芒熠熠的人物

，其实和伴随我们的日月星辰没什么区别，

平时你总不大会时常想起他们，你总觉得他

们永远会在。

然而他们却又和日月星辰不同，是西

沉了就不再升起，划过天幕就不再回来。

他的光芒照耀到的地方越多，你越会

感到随着他们的离去，时代的一部分也随之

定稿，后人翻阅时代的书页时，会清晰地看

到这个天体陨落的注脚。

“我不要吃荷兰豆，我就要吃豌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托尼·福西
(Tony Fauci) 的徹頭徹尾的欺詐行為現在已經呈現，並且得到了
廣泛認可，但他的欺騙行為並不總是顯而易見的。去年三月，福
克斯新聞在節目中採訪了福西，對他顯示出尊重，但現在福克斯
新聞又暴露出更多的福西的信息，這些信息主要來自福西自己的
私人電子郵件，下面是福克斯新聞公佈的信息摘要。

我們尊重他，我們認真對待他的回答。我們是美國人，因此
，我們認為負責保護美國免受 COVID 侵害的人必須令人印象深
刻且理性。我們還假設福西是誠實的。

但是我們錯了。很快人們就發現，托尼·福西只是另一個卑
鄙的聯邦官僚——非常政治化，而且經常不誠實。更令人震驚的
是，我們隨後了解到，福西本人也捲入了他被指控與之抗爭的大
流行病。福西支持那些似乎使 COVID 成為可能的怪誕而危險的
病毒功能獲得性實驗。

在一年中積累的證據的刺激下，我們逐漸得出了這些結論。
今晚，我們承擔有母親的責任。由於 Buzzfeed 的信息自由要求
，我們收到了來自福西的數千封電子郵件，這些電子郵件可以追
溯到 2020 年初冬。總的來說，它們表明，從一開始，福西就擔
心公眾可能會得出結論，COVID 起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為什
麼福西擔心美國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可能是因為福西非常清楚
地知道他資助了武漢病毒實驗室的冠狀病毒功能獲得性實驗。

這些電子郵件證明福西在宣誓後就此事撒謊，他與相關人士
在達成交易。

考慮一下這個交易，它開始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晚上。那是
一個星期五，就在午夜之前。

第一封電子郵件來自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安德森 （Kristian
Andersen ）的免疫學家，他在加利福尼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工作
。安德森警告福西，新冠病毒似乎是在實驗室中被操縱的。

信中說：“病毒的不尋常特徵構成了基因組的一小部分（不
到百分之一），因此必須仔細觀察所有序列，才能看到某些特徵
（可能）看起來是經過改造的。”

第二天，也就是 2 月 1 日，托尼·福西回信說：“謝謝，克
里斯蒂安，請我們盡快在電話中交談。”
福西隨後向他的高級副手休·奧金克洛斯（Hugh Auchincloss

）發送了一封緊急電子郵件。他的電子郵件主題全部大寫，
是“非常重要”。
“休：我們今天上午說話很重要。保持手機開機。閱讀這篇

論文以及我將轉發給你的電子郵件。你今天將有必須完成的
任務。”
電子郵件中附有一份文件，標題為“Baric, Shi, et al -- Na-

ture Medicine -- SARS Gain of Function.pdf。此文的共同作
者有武漢病毒實驗室的石正麗。
該附件中的“巴里克”指的是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的美國

病毒學家拉爾夫·巴里克（Ralph Baric）。
巴里克與一位名叫石正麗博士的女性合作——她被稱為“蝙

蝠女俠”，因為她操縱感染蝙蝠的冠狀病毒。
請記住，在接受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的詢問時，托尼·

福西否認同一個拉爾夫·巴里克進行了功能獲得性研究。同樣，
這是福西題為“Baric, Shi et al - SARS Gain of Function”的附件
中的 Ralph Baric。然而，在宣誓下，福西又否認了這一點。難道
論文中附上的名字和單位，不是在同一個單位同名同姓的這個巴
里克？

福西博士：“巴里克博士不做功能獲得性研究。如果是的話
，它是根據指導方針在北卡羅來納州進行的......如果你查看撥款
並查看進度報告。儘管人們在推特上發布了它，但它並沒有獲得
功能。”

哦，這不僅僅是在 Twitter 上。這是在福西自己的電子郵件
中出現。

福西的日子已經結束了嗎？
視頻回想起來，這看起來很像偽證。我們確實知道，從去年

年初開始，NIH 的很多人都擔心 COVID 不是自然發生的——而
是在中國的實驗室中被操縱的——但福西及其他的同夥似乎決心
向公眾隱瞞這一事實。為什麼？

去年2月1日下午，福西與幾位頂級病毒學家舉行了電話會
議。該電話的大部分細節仍然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它們已被編
輯。我們知道該電話與一份名為“冠狀病毒序列比較”的文件有
關。

經營一家大型研究非營利組織的英國醫生傑里米·法拉爾
(Jeremy Farrar) 在電話中提醒每個人，他們所說的內容都是絕密
文件。

他寫道：“信息和討論是完全信任地共享的，但在就下一步
達成一致之前不會共享。”

在其它電子郵件中，傑里米·法拉爾 傳遞了 ZeroHedge 網站
上的一篇文章，暗示冠狀病毒可能是作為生物武器製造的。

我們現在知道，這比我們最初相信並被媒體告知冠狀病毒來
自穿山甲的解釋更合理。

但對於大聲說出來的罪行，一個更合理的解釋，ZeroHedge
被禁止進入社交媒體平台。直到最近，你才被允許接受 COVID
可能是人造的。

為什麼？事實核查人員不允許這樣做。他們為什麼不呢？因
為托尼·福西向技術壟斷企業保證，冠狀病毒不可能是人造的，
所以科技巨頭關閉了這個話題。福西撒謊了。

福西：“一群高素質的進化病毒學家研究了那裡的序列以及
蝙蝠進化過程中的序列，以及達到現在這個程度所需要的基因突
變與物種從動物的跳躍到人類是完全一致的。”

那是 2020 年 4 月 17 日，很快就進入了這種大流行的進程。
在這一點上，托尼·福西剛剛斷言為已知的內容不可能最終為人
所知。那是謊言。托尼·福西表示他知道，因為頂級研究人員已
經做出結論，這一定是從動物自然地跳到人類身上發生的突變，
可是這個結論是不誠實的。

兩天后，受資助在武漢進行危險的冠狀病毒實驗的病毒學家
之一的托尼·福西寫信感謝研究人員對他的幫助。那個叫彼得·達
扎克的人向福西抱怨說，他為這些實驗所收取的美國稅款正在
“成為福克斯新聞記者的公開目標”。然而，他仍然感謝托尼·
福西在後台的支持。

福西是否參與了“科學”掩蓋？
奇怪的是，這封從達扎克（ Daszak ）發給福西的特定電子

郵件的大部分內容都已根據《信息自由法》第 (b)(7)(A) 節進行了
編輯。披露的特定豁免適用於：“為執法目的而編制的記錄或信
息，但僅限於可以合理預期生產會干擾執法程序的範圍。”

達扎克和福西是否正在接受刑事調查？我們只能希望他們是
。他們當然值得調查。我們確實知道，福西不僅對 COVID 的起
源撒謊，還假裝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他還在關鍵方面對疫苗撒
了謊。

去年3 月，前奧巴馬官員Zeke Emanuel 寫信給福西，問了
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已經問過無數次了：“從COVID 中康復
的人是否通常不會再次感染？這適用於大約1 億美國人，所以這
不是一個小問題。”

福西的回答是：“沒有這方面的證據，但你會假設感染後會
有實質性的免疫力。”

“是的，你會這麼認為。我們總是有。”
“事實上，現在的研究表明這是真的。患有 COVID 並康復

的人幾乎不會再次因 COVID 而生病。他們不需要接種疫苗。”
然而直到今天，越來越多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群再度感染，

福西從未在公開場合承認過這一點。在給 Zeke Emmanuel 的電
子郵件中，他承認了一些現在也很明顯的東西。他說：“外科口
罩，我們所有人都戴的那種紙，實際上並沒有用，它們對COV-
ID 的保護作用很小。”“事實上，至少一項研究表明它們可能
會加速病毒的傳播。 ”

然而，再一次在公開宣誓時，福西聲稱恰恰相反，外科口罩
有明顯的保護作用。

美國傳染病專家福西的命運終結
正面臨刑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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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帥帥帥整軍煥新生整軍煥新生整軍煥新生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梁

志達） 意大利目前的傳控進攻踢法
戰術，其中一個攻防節奏的核心當
是佐真奴費路莫屬，其發揮的好壞
料將左右意軍的爭標機會。

佐真奴費路在拿玻里成名，曾

獲得意大利“新派路”的美譽。
2018年轉投英超車路士後，佐真奴
的表現更上一層樓，今屆歐聯更協
助球會成功登頂。此子傳球準繩，
且強於截擊，是意軍梳理中場攻防
節奏不可或缺的人物。而這個中場
位置，最重要的是在球場上的視野
和比賽歷練，29歲的他正值當打之

齡，堪稱是可將累積的經驗發揮出
極致的黃金時間。

此外，佐真奴也身兼 12碼的
“劊子手”，心理質素甚佳，今
季英超便有7球入賬。在隨車路士
登上歐洲之巔後，此子當然希望
能夠協助意大利重回歐洲球壇的
頂峰。

球星球星
焦 點

意軍戰術核心 佐真奴攻守兼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在A組中出
線前景最不妙的相信是威爾斯。雖然領軍人物加
里夫巴利今季下半段曾有復甦表現，但整體狀態
還是時好時壞，恐將大大窒礙球隊的前進步伐。

威爾斯5年前歷史性亮相歐國盃決賽周，結
果竟一舉殺入了4強，只是不敵最終的冠軍葡萄
牙而出局。不過，今次名單中不少英超兵的表現
都不算十分搶眼，其中効力曼聯的翼鋒小將丹尼
爾占士也當不上球會常規主力。王牌翼鋒加里夫
巴利年紀增長兼經常受傷，狀態大不如前，今季
被皇家馬德里外借回熱刺，縱然賽季中後段回
勇，然而整體表現起伏頗大。縱然無復當年勇，
然而巴利自去年11月至今踢了4場正式國際賽，
結果場場有助攻，可見仍有力擔起球隊的旗幟重
任。

威爾斯今屆歐國盃外圍賽有4勝2和2負，力
壓斯洛伐克以小組次名出線，整體發揮未算十分
具說服力。

列強檢閱列強檢閱
AA組組

大改球風脫胎換骨 後起之秀完美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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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爭爭標標標“““意意意”””志堅志堅志堅

貴為國際足壇頂尖傳統勁旅的四屆世界盃冠軍意大利，上屆世盃竟然意外倒灶，

60年來首次無緣決賽周。意足總隨即找來文仙尼接手重建球隊，這位冠軍級名帥領軍

思路清晰，敢於起用新人的同時也沒有一刀切地盡棄老臣。經過3年磨練，隊中一些小

將已漸見成熟，主力球員也正值當打之齡，連續25場不敗證明了這支“藍衣兵團”的

硬淨程度。雖然隊中超級球星並不多，然而改變打法的成效已是有目共睹，加上穩紮

穩打的狀態，球隊有力先從A組突圍，再圖爭取53年來的首個歐國盃獎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瑞士
雖非星光熠熠的球隊，但勝在整體戰發
揮得宜，每每能在國際賽殺出小組賽。
論今屆歐國盃A組實力，瑞士絕對有力
取得小組次名，然而此番遇上近況回勇
的土耳其，令到出線未敢過於樂觀。

瑞士上世紀30至50年代曾三度躋身
世界盃8強，但1970至1990年代卻連續
無緣決賽周，到1992年找來名帥鶴臣執
教，球隊1994年世盃再闖16強，兩年後
更首度殺入歐國盃正賽。大批球員在四
大聯賽搵食，讓瑞士隊保持到一定實
力，務實的整體打法和適時收縮防守打
反擊，讓他們在對上兩屆世盃及一屆歐
國盃都成功從小組晉級16強。

今次26人名單有11人來自德甲球
會，包括多蒙特中堅艾簡治，另還有効
力英超阿仙奴的中場領軍人物格列沙加

以及意甲阿特蘭大左翼衛列卡度洛迪古
斯、葡超賓菲加前鋒施費洛域；陣中超
過30歲的只有門將恩尼森馬，當打的陣
容在體能上較有利。唯一擔心是翼鋒梳
頓沙基利在利物浦淪為後備，格列沙加
也狀態飄忽，加上同組土耳其的回勇，
對瑞士爭出線增加了一定挑戰性。

瑞士整體戰出色
突圍遇挑戰

文
仙
尼

文
仙
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志達） 土耳其在世界盃決賽
周亮相的機會不多，2002年
歷來第二次出戰便豪取季軍，
2008年歐國盃又殺入4強，連
番踢出“黑馬”的表現。雖然
對上4屆世盃也無緣決賽周，
上屆歐國盃也小組止步，然而
球隊的攪局能力卻絕對不容小
覷。

雖然今次26人名單有11
人於本國聯賽効力，然而擁有
英超李斯特城主力中堅蘇恩古
與AC米蘭中場好波之人查漢
奴古，還有老而彌堅今季法甲
為里爾攻入14球的聯賽冠軍
功臣耶馬士，這些具質素的球
員已足夠讓土耳其的戰力提升

不少。
事實上，土耳其今屆歐

國盃以 7勝 2和 1 負次名出
線，兩遇世盃冠軍法國更取下
1勝1和，現時世盃外圍賽頭3
場 2勝 1和兼勇挫荷蘭的表
現，已足證他們有力再當本屆
大賽的“黑馬”。

土耳其大賽“黑馬”不容小覷 巴利無復勇態 威足驚喜難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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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歐國盃26人大軍名單
門將：沙華托尼施利古（34歲，意甲拖連奴）、當拿隆馬（22歲，意甲
AC米蘭）、阿歷斯美列特（24歲，意甲拿玻里）

後衛：迪羅倫素（27歲，意甲拿玻里）、基亞連尼（36歲，意甲祖雲達
斯）、史賓亞蘇拿（28歲，意甲羅馬）、艾馬臣柏美尼（26歲，英超車
路士）、法蘭斯高阿沙比（33歲，意甲拉素）、邦路斯（34歲，意甲祖
雲達斯）、巴斯東尼（22歲，意甲國際米蘭）、費奧倫斯（30歲，法甲
巴黎聖日耳門）、拉菲爾杜萊（30歲，意甲阿特蘭大）

中場：文路爾盧卡迪利（23歲，意甲薩斯索羅）、馬高華拉堤（28歲，
法甲巴黎聖日耳門）、羅倫素柏歷堅尼（24歲，意甲羅馬）、佐真奴費
路（29歲，英超車路士）、史提芬奴辛斯（25歲，意甲國際米蘭）、白
賴仁基斯坦迪（26歲，意甲羅馬）、尼高路巴列拿（24歲，意甲國際米
蘭）

前鋒：比洛迪（27歲，意甲拖連奴）、恩斯治尼（29歲，意甲拿玻
里）、杜文尼高貝拉迪（26歲，意甲薩斯索羅）、費達歷高基艾沙（23
歲，意甲祖雲達斯）、恩莫比尼（31歲，意甲拉素）、貝拿迪斯治（27
歲，意甲祖雲達斯）、拉斯柏度尼（21歲，意甲薩斯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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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湧現過多位傳奇球星，協助
球隊於1934及1938年連奪世盃

錦標的射手梅亞沙，1982年世盃冠軍
功臣羅斯、貝高美和索夫，以及擁有
2006年世盃冠軍頭銜的保方、簡拿華
路、托迪和派路等一代巨星，還有馬
甸尼、巴里斯、迪比亞路、1994世盃
決賽射失12碼飲恨的巴治奧等，可謂

數之不盡。不過，
自從 2006 年奪魁
後，意軍於世盃卻
是連續兩屆於小組
出局，雖然在歐國
盃戰績尚算不俗，
2012 及 2016 年先
後取得亞軍及打入
8強，然而上屆世
盃附加賽不敵瑞
典，連續14屆亮相

世盃決賽周的紀錄結束，慘成了意
國足球的災難。

傳控打法以攻代守
意軍及後怒炒罪人教頭雲杜拉，

找來寫下過國際米蘭三連霸及曼城英
超首冠輝煌佳績的文仙尼接掌兵符。
在文仙尼調教下，球隊漸漸重新踢起
信心，以佐真奴費路為中場核心建立
出一套有自己特色的傳控打法，一改
以往着重防守的球風。今屆歐國盃外

圍賽雖說同組對手芬蘭和希臘等只屬
實力一般，然而意軍10戰全勝出線入
37球失4球的表現，或多或少反映出
球隊強化了進攻之餘防線也沒因而顧
此失彼；去年歐洲國家聯賽又以3勝3
和力壓強敵荷蘭出線季後賽，至今各
項賽事保持了連續25場不敗，平了隊
史第二長不敗紀錄，穩定性可見一
斑。

人腳配置實而不華
上月獲續約至2026年的文仙尼，

任內這3年敢於起用新人，今屆協助
國際米蘭封王意甲的新一代球員尼高
路巴列拿和巴斯東尼，本季於祖雲達
斯狀態上佳的技術型翼鋒費達歷高基
艾沙，以及於2日公布名單中憑U21
歐國盃出色表現首度獲得徵召的鋒線
小將拉斯柏度尼，都是其任內提拔或
予以重用的。連同經驗大將邦路斯和
基亞連尼以老帶新，佐真奴費路和趕
及傷癒入選的馬高華拉堤這兩員當打
的中場雙核心，今屆意甲入20球冠絕
本土球員的恩莫比尼，還有今季有2
入球8助攻予人驚喜的羅馬左閘史賓
亞蘇拿，球隊實而不華的人腳配置於
A組中絕對是一枝獨秀；只要小組賽
慢慢入局，以整體甚少大上大落的表
現，相信將可望在今屆歐國盃有一番
作為。

恩
莫
比
尼

恩
莫
比
尼

意
大
利
前
鋒

意
大
利
前
鋒

當
拿
隆
馬

當
拿
隆
馬

意
大
利
門
將

意
大
利
門
將

●● 格列沙加是瑞格列沙加是瑞
士隊的隊長兼中場士隊的隊長兼中場
核心核心。。 路透社路透社

●●今年今年33月世盃外三破荷月世盃外三破荷
蘭大門蘭大門，，耶馬士老而彌耶馬士老而彌
堅堅。。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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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故事天地

班达海，联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

在这片海域中，有十余座火山岛。岛

屿低地的火山土壤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

热带雨林。这些星散于班达海中的群岛，

如同绿色宝石珠串般镶嵌于蔚蓝色海洋之

中。人们把这里称为马鲁古群岛（Maluku

）或摩鹿加群岛（Moluccas）。

气味芬芳的植物

潮汐刚刚退去，明月自海上升起。

海岸沙滩，椰林树影，水清沙白。

月光映在一棵小乔木的枝杈上，数

只蚂蚁模样的小虫正在此寻觅着一股让

它们极其愉悦的气息。在这棵树木光亮

的绿叶间，隐藏着长有十余朵淡黄色的

小花的雄花序，这些极具诱惑的气息正

来自于此。小虫们很快发现了目标，各

自爬进了雄花序上小小的钟形花朵里。

虽然这些小虫看上去有些像某种蚂

蚁，不过它们来自鞘翅目蚁形甲科，这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蚁形甲（Formicomus

braminus）。很快，这些贪食的小虫又

匆匆忙忙从钟形的小花中爬出，身上带

着花粉，沿过枝杈，奔赴另一处散发出

愉悦的气息的宴会地。

火山岛雨林中的常绿小乔木是肉豆

蔻（Myristica fragrans），这是特产于马

鲁古群岛的肉豆蔻科肉豆蔻属植物。花

期时，肉豆蔻能开出气味芬芳的钟形黄

色小花。肉豆蔻是雌雄异株植物，雄花

和雌花在不同的树上发育，一棵雄树可

以同时为几株雌树传粉。在蚁形甲的帮

助下，授粉成功的肉豆蔻雌花，子房开

始膨大，发育出果实。肉豆蔻与蚁形甲

之间的合作早已亲密无间，如班达海随

季节变换的风海流，和在这一片风浪洋

流中耸立的十一座火山群岛一样，似乎

亘古以来未曾有过改变。

雨林的馈赠

朗岛（Run），是马鲁古群岛中的

一座小火山岛。这里地处赤道，雨林中

没有寒暑交替，唯有高温、潮湿、连绵

雨水和无尽长夏。

在赤道地区绵绵不断的雨水滋润和

炙热阳光烘烤下，肉豆蔻果实随着时间

一天天发育，逐渐成熟，变得如杏大小

。成熟后的肉豆蔻的果实会开裂成两瓣

，露出里面深棕色硬质闪亮的种子，在

种子的表面，裹着鲜红醒目的如丝络般

的肉质假种皮（肉豆蔻衣）。

在很久以前，一直生活于朗岛的摩

鹿加人就知道，雨林里的肉豆蔻果实会

为他们换回财富。肉豆蔻是大自然对朗

岛的恩赐，数个世纪以来，来自波斯、

阿拉伯和马来、爪哇的商船会乘着季风

，沿着先辈开辟的路线航行至此。有的

时候，甚至还有来自中国的船只来此靠

岸。商人们会带来各种岛民需要的各种

物资和精美商品，交换岛上出产的气味

芬芳的肉豆蔻。尽管跨越多个大海的远

航困难重重，但香料群岛的肉豆蔻会为

他们的冒险换回惊人的财富。

珍贵的香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具有独特甘甜

辛香味的肉豆蔻一直是欧洲人梦寐以求

的香料。肉豆蔻在欧洲总是供不应求，

原因之一就是中世纪的欧洲，无论是城

市、宫庭、城堡，以至人散发出的气味

都不太友好。城市市民拥有自由泼粪的

权利，经常洗澡在当时的人看来会招来

恶鬼或瘟疫。

这些臭味既然无可消除，最佳手段

便是思考如何遮掩。肉豆蔻、丁香和肉

桂等热带香料散发出的的气味几乎可以

掩盖所有的臭味。尤其是，在没有冷藏

条件的时代，这些香料的香气能够掩盖

肉的腐臭，让腌肉得以长期储存，并带

有独特的风味。

经过漫长的旅途和无数次接力转手

的交易，当肉豆蔻最终到达欧洲宫庭贵

人们的手中时，其价格已远比黄金更为

珍贵稀有。肉豆蔻、丁香、肉桂这样的

香料，本身已成为财富的象征。传说中

，兰开斯特王朝末代君王亨利六世在加

冕前把名贵的肉豆蔻撒在罗马的街道上

，让肉豆蔻的香气飘散在在街道之间，

这种令时人瞠目的败家子行为艺术，更

坐实了他亡国之君的特质。

对欧洲人而言，香料和财富是划等

号的，14世纪的一篇文章说，一磅肉豆

蔻的价值相当于“七头肥牛”。人们只

知道，这些无比珍贵的

香料来自遥远的东方，

来自大海的尽头，来自

传说中的香料群岛。而

此前几个世纪，横亘于

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商

人对欧洲人一直严守着

香料群岛的秘密，这也

让欧洲商人们嫉妒到眼

红。除了严格保密通往

香料群岛的航线，阿拉

伯商人甚至把肉豆蔻浸

泡在石灰里以防止发芽

，这样买走肉豆蔻的欧

洲人就再也不可能自己用肉豆蔻发芽栽

植了。

殖民者到来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伴随着阿拉伯世界

的衰落，葡萄牙人的航船开进了班达海。

终于，冒险家们在印度尼西亚的上万岛屿

间，寻找到了传说中的香料群岛。

初次到访的葡萄牙船队带着满船的香

料回到了欧洲。这一次航行，葡萄牙商人

实现了巨额的利润。葡萄牙人的成功冒险

激发了无数人的贪欲，西班牙人、英国人

和荷兰人的商船纷纷进入到这一海域。只

是朗岛的摩鹿加人，从此再也没有等来肉

豆蔻为他们带来的财富，来自欧洲“文明

世界”的商人很快向他们举起了屠刀。

1616年，英国人控制了朗岛，宣称

这里是大英帝国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

并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肉豆蔻的

垂涎，成就了大英帝国的开始。

而实力强大的“海上马车夫”荷兰

人则驱逐了更早来到这里的葡萄牙人和

西班牙人，占领了马古鲁群岛的更多岛

屿，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人和

马古鲁群岛原住民的酋长签下了协议，

只是他们并不打算和摩鹿加人做交易。

荷兰人在马古鲁群岛上建起一座座肉豆

蔻种植园，为了实现巨额利润，他们把

每颗对外销售的肉豆蔻都淋上石灰使其

不育，并制定法律，对任何偷窃、种植

、销售肉豆蔻或者进口枯萎肉豆蔻的人

一律处死。

为了垄断世界上仅有的肉豆蔻产地

，荷兰人通过战争打败了众多的竞争对

手，并对马鲁古群岛的原住民进行了一

轮又一轮的血腥屠杀。

垄断香料市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用

带血的屠刀，把控着全球肉豆蔻的独家

贸易权，他们肆无忌惮地抬高肉豆蔻价

格，甚至，为了价格和利润，荷兰人烧

毁了阿姆斯特丹的全部肉豆蔻仓库。

就这样，荷兰人赚得盆满钵满。

垄断的终结

荷兰东印度公司掌握了几乎所有产

肉豆蔻的岛屿，唯有朗岛仍由英国人控

制。为了彻底垄断肉豆蔻，荷兰人同英

国人争夺起了对这座小岛的控制权。

1667年，经过近六十年的战争，两个

殖民者达成了《布雷达条约》，相互承认

他们的殖民要求并交换有争议的领土。

英国放弃了对朗岛的控制，这个世

界尽头的小小火山岛终被荷兰人占领，

荷兰人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垄断香料市

场的“丰功伟绩”。作为交换，英国人

在北美得到了一个叫做新阿姆斯特丹的

沼泽小岛。

荷兰人的对肉豆蔻的垄断持续了近

百年。然而，世上没有永远掩盖的秘密

。1769年，法国园艺师皮埃尔· 波弗尔

把肉豆蔻幼苗（一说是种子）从马古鲁

群岛偷运到了毛里求斯岛，在那里它们

开始繁衍生息起来，此后，英国东印度

公司把肉豆蔻树苗带到了槟城、新加坡

、印度、斯里兰卡和西印度群岛。

无数的肉豆蔻种植园在世界各地建

立，肉豆蔻的价格一落千丈，荷兰人对

肉豆蔻香料的垄断结束了。经过上百年

的血腥掠夺，马鲁古群岛成为了一处神

弃之地，这里如同世界的尽头，少人问

津。今天，肉豆蔻的栽植遍及全世界的

热带地区，印度、斯里兰卡和格林纳达

都是肉豆蔻的重要产地。

英国人以肉豆蔻为代价换来了新阿

姆斯特丹。后来，它有了一个我们更熟

悉的名字——纽约。

肉豆蔻当年有多珍贵肉豆蔻当年有多珍贵？？
荷兰把纽约送给英国荷兰把纽约送给英国
换来这种香料的垄断权换来这种香料的垄断权

大学毕业后，大家都各寻前程了，

因工作繁忙，很多要好的同学也渐渐失

去了联系，成了过客。

那天中午，我下了班，来到经常光

顾的私房菜馆，准备对付一顿，忽然碰

见了大学时的室友杨立。

说起杨立，几年前，这个人在我们

班上可是个风云人物啊！他性格开朗、

豪迈，善于交际，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

活动，各种奖状、证书拿到手软。

杨立为人不错，家里是做水产生意

的，经常帮助班上生活困难的同学，所

以大家都很尊敬他。

大学时，虽然我们是室友，但性格

合不来，所以关系一般，毕业后，就再

没联系过。

今天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外套，里

面搭配着白色的短袖，脚上是一双黑色

的运动鞋。

这副装扮，本来应该是很精神的，

但他的脸色看起来却有些苍白，眼神也

黯淡无光，没有一丝色彩。

杨立看到我，嘻嘻地笑着，也没有跟

我客气，在对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他嚷

嚷着要立在一旁的服务员加几个菜。

服务员缓缓走过来，将ipad放在我

面前，我把 ipad 推向他，并调侃道：

“老同学，你怎么成了这副鬼样子？难

道是纵欲过度了？”

他勉强提起一丝笑，没有回应，低

头在ipad上快速勾选着，我瞥了几眼，

有些肉疼，那几道菜是这家私房菜馆的

特色，加起来都有我半个月的工资了。

杨立单手将ipad递给服务员，这才

跟我攀谈起来。

原来，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父母的

水产生意就出了一点问题，只好卖房卖

车抵债，现在家里就剩下乡下的一套老

宅了。

他从富二代变成了负二代，不得不

出来工作，替家里还巨额的债务。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在学校的那

一套早已行不通，进入社会后，他眼高

手低，工作一直没有落实下来。

好巧不巧的是，他父亲替别人拉货

时又出了车祸，现在还躺在医院的病房

里，所以他不得不将父亲扔给母亲，独

自在医院周边的工地上打零工挣钱。

可光靠那点微薄的薪水，怎么支付

得起高昂的治疗费呢？为此，他每天都

过得很煎熬——精神上的压力远比身体

的疲倦更严重。

他说，他甚至想要一死了之。

杨立嘴里的话像瓜子皮一样，往外

吐个不停，眼泪和鼻涕也像发了洪水一

般往外冒，惹得附近的顾客一直打量我

们。

我安慰道：“老同学，不要这么悲

观，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再说，你死了

，你父母怎么办？”

这个被生活狠狠地揍了一顿的男人

眼泪婆娑，令我动容。

酒足饭饱后，他拉着我的手，眼中

满是哀求，说：“老同学，你一定要帮

帮我，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啊。”

说着，他的眼泪跟不要钱似的，又

从眼眶中淌了出来。

我倍感无奈，那时我与一个同事在

竞争公司营销部经理的位置，手里余数

不多的钱原先是打算用来打通关系的，

但见他可怜，便借给了他。

杨立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朝我

道谢，那架势，就差给我跪下了。

他承诺，这笔钱会尽快还给我。

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不禁有

些感动，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令

我大为改观，甚至与他反目成仇……

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正准备休息，

忽然听到手机的提示音，我拿起一看，一

向冷清的班级群里忽然热闹了起来。

我来了兴致，打开手机准备跟同学

们叙叙旧。

“各位同学，大家听说杨立的事儿

了吗？”

“咋了？你也让他骗了？”

“你借给他多少钱？”

“一万，那可是我两个月工资呢！

”

“妈的，那狗日的，说他老爹病重

，从我这骗走了两万，原来是拿去赌博

了。”

我一看，顿时大吃一惊，连忙在群

里询问。

“啊？不会吧？他跟我借钱的时候

还哭来着，不像装的啊！会不会是弄错

了。”

“得，又来一个倒霉蛋，也不怪你

，那狗日的演技太好，连我都被他唬住

了！”

“你们从哪儿听说的消息呢？”

“是我，那天我在路上碰到杨立母

亲，一问，人家把我臭骂了一顿，说压

根没这回事。她还说，杨立毕业后一直

沉迷于网络赌博，欠了很多钱，刚开始

他们还帮忙还，后来越来越多，他们无

能为力，就随杨立自生自灭了。”

对话框中，一位女同学说。

“啊，这个鳖孙！坑了咱们这么多

钱！昨天我还接到了网贷公司的电话，

人家说，杨立再不还钱，人家就要断他

一只手，还让我把这话转给杨立呢！”

我快速浏览班群里的消息，愈看脸

色愈差。

关上手机，我的脑海中一阵轰鸣，

久久不能平静。

杨立真是个祸害，要不是为了帮他

，现在我早就干上经理了，我眼睁睁看

着自己的下属成了我的上级，每日对我

呼来唤去，冷嘲热讽。

我越想越气，真想立马找到杨立，

狠狠揍他一顿。这狗日的，在学校时人

模狗样的，一出学校就露了底，还学人

家玩什么网络赌博，害了自己不说，还

拖累这么多同学。

就在这时，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我

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往屏幕上看去，

渴望之前看到的信息都是玩笑话。

不是群里的消息，有一个陌生的号

码打了进来。我很疑惑，但也接了，因

为最近公司新开了一个项目，我是项目

中重要的一环，经常需要与同事或客户

对接，所以打进来的陌生号码比较多。

“您好，哪位？”我压下心头的愤

怒，以平静的语气问道。

“您好，您是杨立的同学吗？我是

xx信贷公司的员工，您能联系上杨立吗

？如果可以的话，请叫他在月底之前将

欠我们公司的钱还了。否则，我们会依

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大概是同为受害人，我对这位员工

有些同情，所以尽管我很愤怒，也没有

破口大骂，而是直接了断地挂他的电话

。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会接

到陌生的电话，有大半都是网贷公司的

。他们有的恐吓，有的心平气和，最后

都只有一个目的——让我替他们传话。

我不堪其忧，便换了一个新号码，

且只给了几个人品端正的同学和公司几

个要好的同事、领导。

某天，我的社交媒体中忽然又出现

了杨立的消息。

对话框中出现几行密密麻麻的文字

，足足有五六百个。消息中，杨立向我

表示感谢和愧疚，文字的最后，他说想

约我见一面。

这事儿拖着也不是办法，看在室友

的份上，我决定与他见面，尽我最大的

努力劝他迷途知返。

还是在之前的私房菜馆，不过我差

点没能认出杨立来。

在大学时，平日里，他都是一副西

装革履的样子，把自己打扮得一丝不苟

；没曾想，今天却是一副蓬头垢面的样

子，衣服上满是油污和泥巴。

而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的衣

袖有一只是趴着的。

我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再不济也

扇他几耳光、踹他几脚，看到他瘪下来

的袖口，我预想的最恶毒的语言和拳脚

，在此刻都化成了灰。

我在脑海中思虑着，究竟要如何讨

回我的血汗钱，结果半天才吐出来一句

——你还好吗？

杨立往左边的肩膀瞥了一眼，脸上

勉强提起一丝笑容，怔了一会儿，才说

：“习惯了。”

这所谓的“习惯了”，我不知该如

何理解，他究竟是被辱骂习惯了？还是

习惯只有一只手了？可是人只有两只手

，一下子少了一只，怎么会习惯呢？

我点了三个菜，跟服务员要了一瓶

酒，两个男人坐下来边喝边聊。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忍不

住看他的衣袖。

“先把你们的钱还了，我的手赔了

五十万。”他举起酒杯的手在半空中停

顿了几秒，接着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他的语气无喜无悲，很是平淡，就

像在阐述一件平常的事情，但那停顿的

动作却出卖了他。

我默然不语，不知如何回应，气氛

一时尴尬到了极点。我迫切想要逃离这

里，逃离这个应该算得上是罪有应得的

男人。

记忆中，那顿饭吃了很久，后来我

们谁也没有说话，只默默地吃菜、喝酒

，偶尔碰上一两杯。

最后，杨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

银行卡和一张纸，轻轻地放在了桌上，

他说他没脸见同学们，请求我帮他把钱

还了。

接着，他起身，拎着剩下的半瓶酒

，摇摇晃晃地出了私房菜馆的大门。

他的手断了，背也驼了，但他的身

影在我的心中又变得高大起来了。

我最后一次听到杨立的消息，是在

去年的冬天，这是一个噩耗，辅导员在

群里发了一条简言意骇的通知——杨立

死了。

他死在初冬的清晨，从他以前最喜

欢的那家公寓的阳台上一跃而下，血和

脑浆摔得遍地都是，还没等围观的群众

叫来救护车，当场就没了气息。

大学班长在群里询问，是否有人愿

意去祭奠他，群里鸦雀无声——除我之

外，没有人知道，杨立死之前，少了一

只手。

杨立死去后的第三天，我约了班长

，驱车前往他的老家，据说，他们那里

有一个习俗——人死后，不论有多远、

不论有多困难，也要运回出生的地方安

葬，因为那里是他们的根。

人一生漂泊，死后不能做孤魂野鬼

。

杨立的老家在西部的山区里，我们

开了几小时的车，问了十余次路，才总

算寻到他的故乡。

山里的冬天，很少见动物冒头，就

连平时叽叽喳喳的小鸟也失去了踪迹，

地里的杂草枯黄，树上只剩下光枝秃干

，满目皆是荒凉的景象。

记忆中，那天的天气不好，天空被

一层铅云笼罩着，我们刚下车，天上就

飘了雨，萧瑟的风迎面吹来，使我瑟瑟

发抖。

那天不是下葬的日子，所以杨立家

很是冷清，没有几个人——这萧索的冬

天，阻挡了人们的脚步，以至于到来的

访客中，只有我和班长。

灵堂的一角，坐着杨立的父母，两

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眼眶微红，双目呆滞

，脸上浮现着藏不住的疲倦。

杨立的遗体被放在黑漆漆的棺材里

，棺材前的长凳上，火红的蜡烛燃烧着

；棺材下的锑盆中，长明灯闪烁着。

四四方方的相框中，是大学时候的

杨立——一头短发，脸上泛着灿烂的笑

容，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

恍惚中，我又想起那个夏天，我坐

在台下，杨立站在讲台旁，声情并茂地

给大家读他刚写完的小说。

一
只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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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生活與健康講座生活與健康講座 】】系列系列（（一一））
明天下午明天下午11::3030pmpm李兆瓊主講李兆瓊主講：： 「「風水與現代建築風水與現代建築」」

（本報記者秦鴻鈞） 「祥瑞花園」 的開發、設計
、營造的 「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瓊先生，也是著名
的 「風水大師」 ，他將在 「祥瑞花園」 今年六月起推
出的【 生活與健康 】講座系列（一 ）中主講： 「風
水與現代建築」 。首場時間訂在明天（6月5日）星

期六下午一點半至三點半，在 「祥瑞花園」 一樓會議
廳舉行。內容都是非常珍貴的大家關心、期待的內容
。大家在演講中可看見在職場奮戰近四十年，在建築
領域和風水領域內皆卓然有成的李兆瓊大建築師、風
水專家多年的經驗和深刻體會。當天現場的名額有限

（僅限 20 人參加 ），請致電：713-988-1668，，
832-661-9983 預約。

李兆瓊先生除了是著名的建築師、開發商，他也
是 「風水學」 知名的學者，自1999年起，即在萊斯大
學教授 「風水學」 20多年，宣揚中華文化。將中國文
化博大精深的 「風水學」 奧秘，在國際發揚光大。身
為中國人的我們，更應努力鑽研，方不辜負老祖宗留
給我們珍貴的文化遺產。

李兆瓊建築師除了對中國的 「風水學」 獨樹一幟
，學有專長外，他還是風水命理大師衍易女史創辦的
「華美易經學會」 的會長，經常定期舉行講座，分享

精彩風水內容。
演講地點： 「祥瑞花園」 一樓會議廳。地址：

695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位於休士頓西
南區中國城，百利大道上，八號公路與Wilcrest 之間
的Turtlewood Dr. 進入即至 ）

((美國來鴻美國來鴻))搬家只為避搬家只為避 「「仇亞仇亞」」 楊楚楓楊楚楓
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Louisville

）一幢美國民居的外牆，日前被屋主登現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公然走入屋宇
範圍之內的大門口前，塗上亂七八糟的顏
色漆料，並噴上種族歧視的恐懼字眼，嚇
得屋主一家五口坐立不足，而作為男戶主
的美國白人，雖然己馬上報警求助，但卻
遲遲未得到警方上門協助，令涉事的家人
多天生活在惶恐之中。男戶主最後更因擔
心妻兒安全，而決定離開美國，萬里迢迢
，搬回到泰籍太太在泰國的娘家居住。

肯州眾議員批評所在地的肯塔基州法
律，存在漏洞，執法機關又沒有有效途徑
跟進有關仇恨犯罪的個案，現在州內關於
仇恨亞商的犯罪數子，有上升的跡象，而
警方的統計資料，根本未能反映出該州
「仇亞」 的實際情況。

案中男戶主布朗肯尼（Todd Blanken-
ship）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上月4

月尾有人在他家門外噴上涉及歧視中國人
的字眼，之後他就一直睡在客廳內。 「我
很怕如果我睡在自己的房間裏，當有人進
來我女兒的房間射殺她的話，我甚麼也做
不到。」 布朗肯尼的泰裔妻子昂弗霍（Sa-
siwan Onphukhao）表明 「他們一家不想留
在美國，這裡太恐怖了！」 他們只得4歲大
的女兒更直言，不想其他人看到她的膚色
，以至知道他們是亞洲人。布朗肯尼有手
槍在手，以作自衛防範。不過他向媒體透
露：妻女現在都不敢踏出家門，所以他決
定變賣家當，準備舉家 由美搬遷到位於泰
國北部那空沙旺府（Nakhon Sawan）的娘
家生活。

布朗肯尼續說， 「我不想我的孩子生
活在這樣恐佈的世界中，亦不會願意讓自
己的子女生活在這種的環境下。」 而當地
警方的執法效率，亦令布朗肯尼十分失望
，他表示在報警求助5天之後，才有2名警

探到場調查， 「警察似乎沒有把此事放在
心上，所以我們只能靠自己好了。」

當地電視台記者其後向路易斯維爾鐵
路警局（Louisville Metro Police Department
，簡稱 LMPD）查證，警局發言人米切爾
（Dwight Mitchell）承認今次他們的做法上
有問題， 「我們應該要派出警員到現場去
瞭解調查，及給予指導，但是我們沒有做
到。」 米切爾稱這是人為失誤，警方會盡
力確保不會再發生類似情況，此刻布朗肯
尼的案件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

肯塔基州代表、眾議員庫爾卡尼（Ni-
ma Kulkarni）認為，警方沒有完善系統收
集仇恨犯罪數據，亦是路易斯維爾甚少通
報種族歧視案件的原因之一。被問及怎樣
才能更有效追蹤仇恨犯罪數據，庫爾卡尼
認為，首先要為仇恨犯罪下定義，原因是
仇恨犯罪並不像普通列事犯罪那樣容易追
蹤。她又 認為大部份受害者，為免招來更

多更嚴重的暴力事件，都寧願噤聲， 「為
了收集數據，受害者必須挺身而出。」

LMPD數據顯示，路易斯維爾自今年開
始，雖然只是收到2宗發生在4月的仇亞犯
罪事件，但亦是自2010年以來開始第一次
收到有關仇亞犯罪的報告。庫爾卡尼質疑
警方數據未能反映真實情況，呼籲警方必
須制定出一個更完善的通報系統，以及追
蹤仇恨犯罪的程序。

諷刺的是今年五月份，是亞裔傳統月
。美國國會和拜登總統，又剛剛簽署了反
對仇視亞裔的法案，然而仇亞病毒，仍然
在美國各地出現。今天我們面對的不是一
種病毒，而是新冠及仇亞兩種病毒。其中
之一已經存在很長的時間了。在亞裔美國
人社區中，開始造成困惑，焦慮和恐懼。
生活在休市的華人、亞人，我們應該守望
相助，互相呼應，改變 「各家自掃門前雪
，不理他人瓦上霜」 的舊想法。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開發開發、、設計設計、、營造的營造的
「「世大建設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致詞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致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右為圖右為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總代理總代理，， 「「德州德州
地產地產」」 負責人李雄負責人李雄Kenneth Li,Kenneth Li, 電話電話：：

832832--734734--6888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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