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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七國集團（G7
）周五（6月 11日）至周日（6月 13日
）在英國舉行年度峰會。這是七國集團
自2019年以來，首次舉行的實體峰會。
會議期間討論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的
疫苗接種進度、氣候變化等，而且中國

元素滲透到了每個議題中。這次峰會在
英格蘭西南部的康沃爾郡（Cornwall ）
舉行，也是美國總統拜登就任以來，首
次正式外訪。

除了拜登和英國首相約翰遜，其他
G7國家的領袖，包括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
意大利總統德拉吉（Mario Draghi）和
日本首相菅義偉都與會，歐盟委員會主
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
）也出席了本次峰會。

另外，峰會還邀請了澳洲總理莫裏
森、印度總理莫迪、韓國總統文在寅和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
。

這次峰會的主題主要包括新冠肺炎
疫情、氣候變化和中國。前國防官員帕
維爾（Barry Pavel）更形容，拜登在峰
會期間出席的每一個會議 「都會有中國
議題滲透其中」 。G7除了討論香港、臺
灣議題等，也呼籲世界衛生組織對新冠
肺炎起源再進行一個透明的調查。這個
建議是由美國政府提出的，拜登早前要
求美國情報部門調查新冠肺炎病毒的起
源，包括是否由實驗室洩漏。

另外，G7會議期間各國還提出一個
抗衡中國 「一帶一路」 的計劃，協議發
展中國家以更環保的方式發展基建，這
個 計 劃 被 稱 為 「 潔 淨 綠 色 計 劃 」
（Clean Green Initiative）。

中國的 「一帶一路」 計劃是透過貸
款，向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讓對
方建造高速公路、鐵路等基建，但外界
批評中國的做法令這些國家陷入嚴重的
債務危機。

拜登此次在G7峰會上強勢回歸，
希望透過峰會，製造美國有能力團結盟
友的聲勢，但其實美國與歐盟的目標很
不同，因為美國最感焦慮是如何面對中
國經濟崛起時 「守住霸權」 ，歐洲國家
就 「清楚看到加強同中國經濟合作有利
於重振自己的競爭力」 。這次G7峰會

的 「象徵意義要比實際影響大」 ，因為
各國對如何應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挑戰都
有不同態度。

但也有意見認為各國將嘗試克服這
些分歧，應對中國。這次G7峰會將會
讓外界知道，各國能否在抗衡中國影響
力上統一陣線。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vivan、
美南新聞總編輯蓋軍和全美政治領袖基
金會主席李恕信博士談從G7高峰會看
「美國強勢回歸」 ，

歐洲為何不參與美中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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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從GG77高峰會看高峰會看 「「美國強勢回歸美國強勢回歸」」

歐洲為何不參與美中對抗歐洲為何不參與美中對抗？？

(本報休斯頓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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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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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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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入學網址: 
https://hccs.edu/virtuallobby及電話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

為升學及職涯準備為升學及職涯準備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HCCHCC社區大學提供數百門課程社區大學提供數百門課程

好機會好機會!!助您找到快速獲得高回報的工作助您找到快速獲得高回報的工作
HCCHCC為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培訓為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培訓

-

WELDING & PIPEFITTING 
Sheet Metal Training | Pipefitting Training  
Welding Technician (English/Spanish)

MANUFACTURING
Certified Production Technician 

SUPPLY CHAIN & TRANSPORTATION 
Certified Logistics Associate/Technician 
Commercial Truck Driving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ALTH SCIENCES
Comprehensive Medical Coding Systems  
EKG Technician
Medical Business Office Professional

HCC does no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sexual orientation or veteran’s status. The following person has been designated to 

handle inquiries regarding the nondiscrimination policies: David Cross, Director, EEO, 504, & Title IX 
Coordinator, 31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713.718.8271 or institutional.equity@hccs.edu

CONSTRUCTION TRADES 
A/C Technician (English/Spanish) 
Carpentry | Construction Framer 

Drywall Install & Repair Certificate 
Electrical Technician (English/Spanish) 

Plumbing I & II |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Scaffolding 

Times are tough right now, but good jobs are out there. Come take our 
most popular training in high-demand occupations for free and get back 
to work. From our large catalog of programs, we've created a shortlist 
of training courses that you can get in and out of fast and into a job. 

Better still, we can help you pay for the training if you qualify.

OTHERS
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e 

Project Management

CCNA - Cisco Certified Associate 
CompTIA A+ | CompTIA Cloud+  

Cybersecurity  
Desktop Support & Networking Specialist  

Drone Remote Pilot Certification  
IT Network Technology  

Network+ (CPMT 1049 Only)
For Registration & More Details:
HCCS.EDU/FAST-TRACK 
713.718.5303

(本報休斯頓報導)隨著全美逐漸從新
冠疫情中恢復過來，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啟動了一系列免費的快速培訓課
程，用以幫助求職民眾重返職場，找到
穩定及收入豐厚的工作。

這項課程計劃的創意來自HCC西南
區校長Madeline Burillo-Hopkins 博士，
她在最近還被任命為休斯頓社區大學的
勞動力教育副校長(vice chancellor for
Workforce Instruction)，負責領導全校勞
動力教育和課程計劃的進行。

Burillo-Hopkins 博士表示：“過去
由於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許多人失去了
工作，他們正在努力掙扎著要維持生計
。我們HCC邀請學生回來學校學習，提
高自身的技能，重新培訓目前職場需要
的技術與能力，以便可以盡速重返工作
崗位。歡迎來HCC，讓我們幫你完成這
個過程。”

據悉，這些課程計劃提供目前職場
上高需求職業的培訓，舉例來說，像是

網絡安全、空調技術員、管道裝配、木
工、蓋房、商用卡車駕駛、兒童發展助
理、心電圖技術員等等。

想快速學習新技能來找到穩定收入
好的工作民眾，如果要確定自己是否有
資格獲得獎助金，請上網好機會!助您找
到快速獲得高回報的工作

HCC為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培訓
(本報休斯頓報導)隨著全美逐漸從新

冠疫情中恢復過來，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啟動了一項系列免費的快速培訓
課程，用以幫助求職民眾重新返職場站
起來，並能找到穩定及收入豐厚的工作
。

這項課程計劃的創意來自HCC西南
區校長兼 HCC勞動力指導副校長 Mad-
eline Burillo-Hopkins 博士，她在最近還
被任命為休斯頓社區大學的勞動力教育
副校長(vice chancellor for Workforce In-
struction)，負責領導全校勞動力協調教
育和課程計劃的進行。

Burillo-Hopkins 博士表示：“過去
由於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讓許多人失去
了工作，他們正在努力掙扎著要維持生
計。我們HCC邀請學生回來學校學習，
提高自身的技能，重新培訓目前職場需
要的技術與能力，以便可以盡速重返工
作崗位。歡迎來HCC，讓我們幫你完成
這個過程。”

據悉，這些課程計劃提供目前職場
上高需求職業的培訓，舉例來說，像是
網絡安全、空調技術員、管道裝配、木
工、/框架蓋房、商用卡車駕駛、兒童發
展助理、心電圖技術員等等。

想快速學習新技能來找到穩定收入
好的工作民眾，如果要確定自己是否有
資 格 獲 得 獎 助 金 ， 請 上 網 hccs.edu/
fast-track 選擇課程並填寫快速通道獎助
金興趣表。欲了解更多詳情，請致電
713.718.5303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michael.webster@hcc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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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Valisure 最近的一份報告稱， 數十種流行的防曬霜都被驗出致癌

成份苯超標的問題。
進行測試的團隊 Valisure 表示

，它存在於 78 種不同的產品中，
並且與癌症有關，其中不乏一些知
名品牌如Neutrogena、CVS、Ba-
nana Boat等的防曬產品，但並不
是全部的防曬都有，建議民眾可以
查看詳細名單。

苯不是防曬霜中的正常成分，
世界衞生組織和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已將苯歸類為一級致癌物，美國
CDC也指出，苯可能通過皮膚吸收
後，進入血液中。2019 年的另一項
研究報告也聲稱防曬霜會被吸收到

血液中。但是這份報告當時並沒
有引起太多醫生的警覺，因為保
護皮膚免受皮膚癌侵害的好處，
遠遠超過了防曬成分所帶來的風
險。

德克薩斯兒童兒科的兒科醫
生馬修威爾伯(Matthew Wilber)博
士強調苯是有害的，但他仍然建
議使用防曬霜來預防皮膚癌、燒
傷和皺紋。

事實上，包括 OSHA、EPA
和 FDA 在內的幾乎所有健康管理
機構都對這種化學品進行了廣泛
的限制，因為它具有不可接受的
毒性。然而，他們沒有明確定義
防曬霜等苯含量的限制。

封面圖片：路透社

前總統唐納德·川普週二宣布，他將於
6 月 30 日 「受邀」 與德州州長艾博特一起
視察德州南部邊境。

川普在一份聲明中批評現任政府： 「拜
登政府從我這裡繼承了美國歷史上最堅固、
最安全和最安全的邊界，並在短短幾週內將
其變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邊界危機。這
是一個徹底的災區。」

在德克薩斯州和墨西哥邊境修建一堵牆
是特朗普總統任期內的一項關鍵承諾，但他

從未完全兌現。他建造的 450 英里長的邊境
牆主要在亞利桑那州，而德州偷渡要塞里奧
格蘭德河谷的牆相比之下比較不完整。

艾博特上週四宣布，德克薩斯州將自己
處理此事並建立自己的邊界牆，以阻止來自
墨西哥的移民流動。在周二的播客採訪中，
他詳細闡述了這堵牆將至少部分由公眾募資
，州政府將會在全國各州募款。

（封面圖片：路透社）

川普川普、、德州州長本月底德州州長本月底
將攜手南下視察邊界將攜手南下視察邊界

報告報告：：在在 7070 多種流行的防曬產品多種流行的防曬產品
中發現致癌化學物質中發現致癌化學物質

（本報訊）法新社彙整官方數據顯示，截至17日，
全球至少383萬5238人死於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至少1億7696萬6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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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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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全球直接或間接因疫
情死亡的人數可能遭 「嚴重低估」，恐比官方通報的數
字高出2到3倍。

全球16日通報新增1萬887人病歿、40萬1224起確
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數最多國家依序為
巴西（2997 死）、印度（2330 死）、阿根廷（646 死）
。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60萬653人病故、

3349萬8511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49萬3693人喪生、

1762萬8588例確診）、印度（38萬1903人喪生、2970萬
313例確診）、墨西哥（23萬624人喪生、246萬3390例
確診）及秘魯（18萬9522人喪生、201萬5190例確診）
。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秘魯是死亡率最高
國家，每10萬人就有575人染疫喪命；接下來依序為匈
牙利（310人）、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293人）、捷
克（283人）和北馬其頓（263人）。

從區域來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計122 萬
2889死、3547萬6483例確診；歐洲累計115萬4599死、
5375 萬 3453 例確診；美國和加拿大共計 62 萬 6644 死、
3490萬3306例確診。

亞洲共計54萬7080死、3869萬2390例確診；中東地
區共計14萬7033死、898萬1560例確診；非洲共計13萬
5885 死、510 萬 7939 例確診；大洋洲共計 1108 死、5 萬
913例確診。

全球疫情確診逾1億7696萬例 美国死亡人數超60萬

（綜合報導）童年時期的經歷可能會對人
一生的心理、性格和行為造成影響。在童年有
過創傷經歷的人群，日後更容易罹患抑鬱或焦
慮等精神障礙，以及心血管等疾病。因此，對
曾遭受創傷的兒童進行早期干預非常重要，但
是現在仍未有客觀可靠的工具能夠準確地判斷
兒童是否經歷過創傷。

來自美國麻省總醫院、福賽斯研究所和加
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員發現，乳牙用來
判斷兒童是否在成長過程中遭受過創傷和遭受
創傷的時間，並預測兒童未來出現心理問題的
風險。該研究結果已發表於《生物精神病學》
雜誌。

就像樹木生長會形成年輪，反映樹木的生

長環境和樹齡，牙齒的生長
也會留下痕跡。研究人員提
出假設，牙齒中每一層或每
一個生長標記的特徵能夠反
應兒童成長過程中如遭受的
創傷及精神壓力，並對此進
行了研究。童年創傷可能由
很多因素造成，比如貧困、
虐待、父母的精神疾病、或
自然災害等。該研究採用了

一種低分辨率和高分辨率策略，以分析牙齒上
的壓力標記，包括牙齒生長痕蹟的特徵、牙釉
質厚度、以及牙齒中是否存在凹坑、線條和溝
槽等。

“牙釉質就如同口腔中的化石，記錄了牙
齒形成期間每個人身體和細胞的經歷。牙齒和
其記錄的歷史是每個個體獨有的。因此牙齒是

非常理想的生物標誌物。 ”該研究的共同作者
，福塞斯研究所助理研究員Felicitas Bidlack博士
說道。

“每一顆牙齒都講述著人們儿童時期、乃
至出生之前的故事。我們認為牙齒能夠捕捉人
們在童年時期經歷的心理和社會壓力，這一研
究結果或能為預防心理疾病提供指導。 ”該研
究的資深作者、美國麻省總醫院基因組醫學中
心及精神病科的Erin Dunn博士表示，“早在青
春期之前，人們的乳牙就已脫落，而抑鬱症狀
首次出現通常是在青春期。因此，也許有一天
，兒科和牙科醫生可以收集兒童脫落的牙齒，
送到專門的實驗室進行分析，結合家族病史和
其他因素，以預估兒童未來出現心理問題的風
險。 ”

牙齒生長痕跡或可預測精神疾病風險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B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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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4040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多元方案培訓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多元方案培訓
即日受理報名即日受理報名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培養海外華裔青年獲
得實用知識與產業技能，今2021年以新科技與模
式規劃多元方案，開辦 「海外臺商線上管理知能
培訓班」 ，為海外僑臺商經理人提供中高階管理
幹部的遠距視訊培訓計畫，透過龍華科技大學開
設EMBA或 IMBA等經驗，協助僑臺商經營全球化
互動社群，讓專業能力與事業發展獲得實質成長
。

開班期程：2021年9月至2021年12月(1學期之
非學位班)，9月1日正式線上開課。

承辦學校：龍華科技大學。
招生對象：以在海外出生且已取得當地公民

權或永久居留權，或自臺灣出境所持中華民國護
照已加簽 「僑居身分」 ，具高中畢業以上學歷，
年齡20歲至60歲以下之僑臺商與華裔青年。

學習設備：自備電腦、網路、耳機即麥克風

等。
海外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21年7月15日。
核錄名單公佈：2021年7月31日。
學校聯繫作業：2021年8月1日至8月16日。
線上報到時間：2021年8月17日至8月31日。
有意者請至僑務委員會網站(http://www.ocac.

gov.tw/僑生服務/就學輔導/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下載報名表件，填妥後於限期內將申請表件(資料

檢核表、申請表及海青班多元方案學生基本資料
卡)透過郵寄或繳交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審
驗後，轉寄僑務委員會。詳情可洽休士頓僑教中
心(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77042) ，電話：
713-789-4995， 分 機 ： 113， 電 子 郵 箱 ：
hccc@houstonocac.org

休士頓 —— 休斯頓港繼續掀起
波瀾，通過休斯頓船舶通道又增加了
一個月的兩位數集裝箱貨物，也是集
裝箱標準箱5月份最好的一次

5月份，標準箱增加了30%，為
288，127標準箱，而去年同期為222
，250標準箱。今年迄今為止，休斯
頓港集裝箱碼頭比去年增長了8%，
2021年迄今共擁有 1，315，166標準
箱。

此前，2020年，通過休斯頓港的
TEUS創下了歷史新高。2020年，休斯
頓港首次突破300萬標準箱大關，全
年共突破3，001，164標準箱。

本月一般貨物也有所增長，使今
年5月的總噸位比去年增加了8%。鋼

鐵進口、汽車進口和袋裝貨物進口均
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長。值得註意的是
，木材、機械、膠合板和袋裝食品等
大宗商品上漲，表明受大流行打擊的
行業正在復甦。

預計進入休斯頓港的貨物將繼續
增長，特別是集裝箱貨物。聯盟和長
榮的新EC6服務本周在巴布爾斯切集
裝箱碼頭首次開通，將連接臺灣、中
國、香港和韓國休斯頓。這項進入休
斯頓港的新航線代表了對德克薩斯州
亞洲進口的日益增長的需求。

休斯頓港繼續關註未來和人民，
建設基礎設施，擴大休斯頓船舶通道
。作為休斯頓船舶通道的宣導者和戰
略領導者，休斯頓港正在推動美國最
繁忙的航道的增長。休斯頓船舶航道
擴建工程——11號專案正在進行中，5
月份破土動工。這項工作將加強海峽
沿線的安全和航行，為國家提供超過
8000億美元的經濟價值。

休斯頓港是美國第六 大集裝箱港
口，也是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的主要集
裝箱港口

關於休斯頓港
100 多年來，休斯頓港一直擁有

並運營休斯頓船舶通道沿線的公共碼
頭和碼頭，包括該地區最大的防波堤

設施和國內兩個效率最高、增長最快
的集裝箱碼頭。休斯頓港是英吉利海
峽的宣導者和戰略領袖。休斯頓船舶
海峽綜合體及其 200 多個公共和私人
碼頭，統稱為休斯頓港，是美國最大
的水運噸位港口，也是休斯頓地區、
德克薩斯州和美國的重要經濟引擎。
休斯頓港支援在德克薩斯州創造近

135萬個就業機會，在全國創造320萬
個就業崗位，在德克薩斯州創造總計
3390億美元的經濟活動，佔德克薩斯
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0.6%，
以及全國8019億美元的經濟影響。欲
瞭 解 更 多 資 訊 ， 請 訪 問 網 站 在
PortHouston.com。

聯繫人：克莉絲蒂娜·阿布魯斯

卡托，辦公室行銷和品牌總監，
713-670-2860;電子郵件：cabbrus-
cato@porthouston.com

麗莎·阿什利，辦公室媒體關係
主 任 ： 713-670-2644; 手 機 ：
832-247-8179： 電 子 郵 件 ： lash-
ley@porthouston.com

休士頓港記錄有史以來最好的五月休士頓港記錄有史以來最好的五月
兩位數的標準箱增加兩位數的標準箱增加

【美南新聞泉深】博茨瓦納政府宣布，世界上
最大的鑽石之一已在博茨瓦納出土。

這顆 1,098 克拉的鑽石被認為是迄今為止發現
的世界第叁大“寶石級”鑽石，於週叁被贈送給了
博茨瓦納總統莫克維茨·馬西西（Mokgweetsi Masisi
）。

這一發現是本月早些時候在距離該國首都哈博
羅內（Gaborone）約 75 英裏的 Jwaneng 礦發現的。
據其官方網站稱，該礦由博茨瓦納政府和戴比爾斯
集團（the De Beers Group）共同擁有的鑽石公司
Debswana 運營。

一個官方的政府推特賬戶寫道，“鑽石的收益
將用於推動國家的發展。”

推特補充說：“Debswana公司應該將這一最新
發現作為一個轉折點，讓礦山利用其技術實現更多
像這樣的重大發現。”

馬西西總統的辦公室還張貼了一系列照片，顯

示這顆鑽石正在呈遞給總統及其內閣。
據 Debswana 稱，Jwaneng 礦於 1982 年正式開

放，通常每年可生為1250 萬至 1500 萬克拉的鑽石
。政府表示，本月的發現是該公司自 1967 年在博茨
瓦納首次發現鑽石以來發掘的最大寶石。

目前，有記錄以來世界上最大的“寶石級”鑽
石是 1905 年在南非發現的 3,106 克拉的庫裏南
（Cullinan）鑽石。庫裏南鑽石隨後被切割成更小的
寶石，其中一些成為英國王室皇冠上珠寶的一部分
。

據信，世界第二大“寶石級”鑽石是萊塞迪拉
羅納（ The Lesedi La Rona），這是一顆1,109 克拉
的鑽石，由加拿大公司Lucara Diamond 於2015 年在
同樣位於博茨瓦納的Karowe 礦中發現。兩年後，這
顆鑽石以 5,300 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奢侈品珠寶商
格拉夫（Graff ）。

根據為色、淨度、大小和形狀，毛坯鑽石通常

分為寶石級、近寶石級或工業級。
因此，雖然2019 年在博茨瓦納發現了另一顆更

大的鑽石——一顆 1,758 克拉的鑽石，被稱為塞韋
洛（Sewelô）——但專家表示，它不能被視為完全
“寶石級”的的鑽石，2020 年，法國奢侈品牌路易
威登以未公開的價格購買了這顆寶石。

在塞韋洛被發現時，鑽石和珠寶行業博主羅伯·
貝茨（Rob Bates）在接受 CNN 採訪時說，世界上
只有“少數”公司知道如何“經濟地切割”如此大
的鑽石原石。

他得知世界第叁大“寶石級”鑽石為土後說：
“當礦井吐出這樣一塊巨大的鑽石時，總是一個激
動人心的時刻。” “這對企業有利，對博茨瓦納國
家也有利。”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世界上最大的鑽石之一
在博茨瓦納出土後贈送給總統馬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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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世盃外4球淨負巴林收兵
港足轉戰亞盃外第3圈比賽

國
足
闖
入
世
盃
外
亞
洲
區
12
強
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足球
代表隊（港足）於香港周二凌晨的世界盃外
圍賽亞洲區40強小組賽C組最後一輪賽事，
在有主帥麥柏倫被逐下以0：4淨負巴林；然
而，早前雖有消息指在分組排第4名的港足將
要轉戰附加賽爭取亞洲盃外圍賽參賽資格，
但亞洲足協16日卻宣布，港隊可以直接出戰
亞洲盃外圍賽第3圈賽事。

港足是役由安永佳出任箭頭，並配以鄭
兆均和羅梓駿作支援，這組合在上半場有不
俗發揮，更數次製造攻門機會，可惜未能把
握；到下半場，港足的表現突然下滑，最終
被巴林連下四城勝出比賽，而港足主帥麥柏
倫更在尾段因向球證投訴對方不應獲得12碼
時表現過激而被逐。

今場比賽過後，港足已完成所有40強賽
事，最終在C組以1勝2和5負得5分成績排第
4位；早前有消息指，在世盃外出局的港足將
要轉戰亞洲盃外圍賽附加賽，以爭取出戰外圍
賽資格，但亞洲足協16日宣布，世盃外第2圈

未能晉身12強賽的3隊次名、小組第3、小組
第4及3隊成績最佳第5名，將可以直接參加亞
洲盃外圍賽第3圈賽事，因此港足可直接參加
亞盃外第3圈比賽，而印尼、柬埔寨、中國台
北及關島則需要參加亞盃外附加賽。

賽後，麥柏倫被問到有關港足下半場表
現下滑、後防及守門員表現和領紅牌原因等
問題，麥柏倫回應時指：“我也不明白下半
場突然失準的原因，我曾問過球員是否感到
疲累，但沒有得到回應；我想這和適應性或
有關，港超聯的比賽節奏較慢，球員來到這
種國際賽自然在體能和心理上要花較多時間
適應。至於門將葉鴻輝今場已作出多次美妙
撲救，失4球根本是非戰之罪。此外我認為第
2球12碼是對手插水，所以立即作申訴，結果
便被逐。”

麥柏倫和港隊的合約將在本月底屆滿，
據報足總將開會討論其續約事宜，未知會否
獲續約的麥柏倫則寄語港隊未來必須有更多
集訓和友賽才會有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國家足球
隊（國足）於北京時間周三凌晨的世界盃外圍賽
亞洲區40強A組最後一場賽事，憑武磊的一傳一
射以及張稀哲和張玉寧的入球，以3：1擊敗已經
出線的敘利亞，成功晉級12強賽階段。

事實上，今場比賽有點例行公事味道，因在
對敘利亞比賽前，國足已肯定就算落敗也基本可
以晉級12強賽，因為約旦同日以0：1不敵澳洲。
然而，國足在比賽中還是展現出頑強鬥志，最終
在武磊帶領下順利贏波，報卻上屆世盃外12強賽
被敘利亞逼和，最終失去殺入俄羅斯世界盃決賽
周機會之仇。本場獲勝後，國足以8戰6勝1和1
負得19分，以小組第2名身份從40強賽出線，12
強賽將在今年9月舉行，並在7月1日進行抽籤。

賽後，武磊的表現受到球迷的一致好評，
“武磊yyds（永遠的神）”的詞條衝上了微博熱
搜前5位；事實上，武磊的表現也證明了球員留
洋對爭取進步確甚有幫助，難怪主教練李鐵早前
曾表示作為中國唯一的留洋球員，所有人都看到
武磊的進步，更希望他退役後能把學到的東西帶
回國家，幫助中國足球。

至於李鐵賽後則明言，球隊必須多點和更強
對手對碰，才能夠取得進步：“這不是一場輕鬆
的比賽，我很滿意球員在場上表現出的頑強鬥志
和精神；我們過往在這樣水平的比賽打得比較
少，國足希望能盡量安排高水平熱身對手，多參
與高質量比賽，只有與12強比賽水平的強隊交
手，這支隊伍才會真正成長起來。”

張家朗蔡俊彥狀態巔峰

港隊劍指東奧港隊劍指東奧港隊劍指東奧
團體賽獎牌團體賽獎牌團體賽獎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今屆香港女子重劍
隊同樣被寄予厚望，江旻憓表示比起上屆奧運，自己
無論心理及體能上均有了不少進步，希望以好成績回
報教練Tavi多年來的陪伴及付出。

羅馬尼亞籍教練Tavi在5年前來港後，一手將香
港女子重劍隊提升至世界一流之列，近一年多以來疫
情肆虐全球，Tavi更是全程留港協助港隊訓練，江旻
憓表示教練Tavi為女子重劍隊付出良多，期待今屆奧
運能以成績作為回報：“Tavi近一年來都留在香港沒
有回過家鄉，沒比賽時又會教我很多新招讓我保持新
鮮感，我現在愈來愈喜歡劍擊也是因為他，希望今屆
奧運能讓他看到我的進步。”

上屆奧運江旻憓於個人賽16強止步，今屆當然
希望可以有所突破，她表示已準備了很多新絕招為對
手帶來驚喜：“上屆奧運自己練得不夠，今屆自己
心態、技術及體能上均準備得更好，近年經過
受傷及奧運延期令自己變得更有耐性，很期
待奧運的來臨，在賽場上表現這一年多以

來 苦 練 的 成
果。”

今屆奧運香港劍擊隊一共派出
8名運動員參賽，男子花劍

隊及女子重劍隊分佔四個席位，
首度出戰團體賽的“男花”即被
寄予爭牌厚望，第二度出戰奧運
的張家朗表示已準備好背負壓力
應戰：“男子花劍隊近年在國際
賽有不俗成績，外間對我們有期
望很正常，比起里約奧運時體驗和享受心態，今屆
奧運我們會力爭佳績，壓力是一定有，但不該逃避
而是想辦法化壓力為動力。”張家朗表示團體賽會
以獎牌為目標，而個人賽則沒有特定目標，能夠發
揮出應有水平就好。

新體能教練對團隊幫助大
男子花劍隊的信心除了源於近年的亮麗成績，還有這一年來的刻苦訓練，目

前香港男子花劍世界排名最高的蔡俊彥表示過去一年的確捱得不容易，東京奧運
正是檢驗成果的最佳舞台：“以往習慣一年中有一半時間在外地比賽，不過這一
年來卻只能困在體院訓練，不過再艱苦和枯燥的訓練我們都已經捱過，更加期待
奧運來臨，找回和隊友一起並肩作戰的感覺。”蔡俊彥表示自新體能教練加入後
對團體幫助很大，為奧運的頻密賽程作了最好的準備：“體能教練為我們度身訂
做了劍擊專用的訓練內容，能感覺到耐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去到奧運這種頂尖舞
台每場都是硬仗，不過我們相信港隊絕對有能力和任何對手周旋。”

總教練指臨場發揮最重要
劍擊隊總教練鄭兆康認為，港隊經過多年的大力培育，現已成功踏進收成

期，目前每名劍手狀態均非常好，雖然長時間沒有正式比賽是較為“蝕底”，不
過一切都取決於臨場發揮：“歐美很多劍手在過往一年均繼續有俱樂部比賽，這
方面我們是有一些‘蝕底’，不過劍擊不是一項有標準、可以量化的運動，在各
個選手水平差距不大的情況下，臨場發揮才是最重要。”

江旻憓望回報教練付出

今屆東京奧運港隊多線衝牌，近年進步神

速的劍擊隊被視為有望實現“零的突破”

的重點項目，男子花劍隊兩大主力張家

朗及蔡俊彥均表示雖然近一年來只有

一次正式比賽，不過在新體能教

練催谷下狀態正處巔峰，對

團體賽獎牌志在必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正謙

●張家朗已準
備好背負壓力應
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攝 ●港隊教練團

和成員與傳媒見
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攝

●●江旻憓江旻憓（（左左））感激教練感激教練
TaviTavi栽培栽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江旻憓江旻憓（（左左））等現場作示範等現場作示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安永佳安永佳（（右右））是役正選上陣是役正選上陣。。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伊沙伊沙（（99號號））替巴林射入替巴林射入1212碼碼。。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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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故事天地

破旧的窗台上，搁着半壶油，亮堂堂的明黄色，在阳光下闪着柔光。

只要外面伸进来一只手，这半壶油就会被偷走。

这里是汉阳南岸嘴的高公街。1998年的夏天，为避水患和兴建晴川桥

的需要，多数巷子都在拆迁中。

林芳租住的对门，住着当地的两户下岗职工。胖嫂一家有存款，一日

三餐还正常。旁边的林兵两口子，家里已有几天没有炒菜，仿佛成了神仙

，不食人间烟火了。

林兵在林芳搬来的那天，跟她套过近乎，说一笔难写两个林字，五百

年前是一家。

林芳知道，林兵夫妻俩都下岗了，没有油炒菜了。她不能主动送油过

去，怕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林芳希望林兵能把她放在窗台上的半壶油偷了。

两个月前，本已下岗一年多的林芳因为晴川桥开工，才得以复工。所

以，她能理解下岗人家的艰难。

一天下班后，林芳想炒菜，发现那半壶油不见了。

胖嫂正在她旁边做饭。听到她说油不见了，把嘴往前一努，小声说：

“八成是他偷的，你骂他！”

林兵正背着身炒菜，今天是周六，他读中专的女儿回来了，一家三口

准备聚在一起吃晚餐。

林芳暗喜：他终于把油偷走了。

过了半个月，林兵家又没油炒菜了，两口子还是进进出出，忙忙碌碌。

林芳新买的油，恰恰又只剩下了半壶，还是随意地放在窗台。

她住的巷子，是条冷巷，还没轮到拆迁，外人很少来。这半壶油，外

人偷去的概率就很小。

她还是希望林兵把它偷了去。天天吃粥，不是常事，炒点菜吃，才是

正常人的生活。

她这样想的时候，那半壶油又不见了。胖嫂又叫她骂林兵。林芳笑，

我不骂他。林芳心里清楚，她分明看到窗台上掉落的几片小鱼鳞，那一定

是林兵钓鱼后的手，在慌乱中蹭上的。

整条巷子，下岗的人会急着再就业，只有林兵一个人去汉江钓鱼。

林芳的半壶油不见之后，林兵开始准时炒菜了。隔着五米远的距离，林家

锅中煎鱼腾起的青烟，翻滚中带着香味，像一条龙游走在青石板的巷子里。

林芳看向这股青龙的时候，林兵从不与她的眼神交汇。她和他，仿佛

处在两个平行时空。

二十来天后，林芳忽然一股脑把窗台上的油盐调料都收到柜子里了，

此时的林兵家已断炊没烟三四天了。胖嫂瞅着林芳，碰碰她的胳膊说：

“你怎么不放油给他偷了？”

林芳装作没听懂，也不解释。

当天晚上，一个气势汹汹的女人打上了林兵的门，大骂着他的老婆不

要脸。不仅跑到她家勾引她男人，还把她的头花戴走了。

其实那支头花，是她进门之后才发现赫然戴在了林兵老婆的头上。这

就更加证明，林兵的老婆确实去过她家。

林兵的老婆解释，“我和你伙计是同学，我去你家只是为了借钱。”

伙计，在汉话里，就是丈夫。

“算了吧，我家枕头上有女人的长头发，是直的，我的头发是卷过的

！”打上门来的女人又骂又砸，把林兵家掀了一个底朝天。

一条巷子里的人，都以为林兵的老婆会羞愧地去跳汉江，也都以为林兵

会把他老婆打一顿。可是，两人还是和以前一样，进进出出，忙忙碌碌。

后来，1998年那场洪水暴发了，南岸嘴全部被淹没。四散而去的人像

水渗进了沙子里，把美好和丑恶都带走了。

林芳为什么不肯给林兵施舍油了？原因只有一个：一天中午，午睡的

林芳忘记关门。林兵路过，发现她的老公不在家，就进来摸了她一把，鱼

腥味留在了她的胸脯上。

当28岁的林芳追出去时，45岁的林兵匆忙拐进另一条巷子的背影，

真切地被她看到了。

半壶油

凤自懂事起听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是：“快点长大吧，长大了给哥换个媳

妇。”初听害羞，后反感——娘瞎说。

十六岁的凤雏落得像朵莲，白白的

肌肤、漂亮的丹凤眼，让村中小伙儿心

神不宁。她烂漫无邪的双眼总爱盯着天

上的白云、路边的花草。纤细的身影在

田野出现时像只快乐的小鹿，跑着跳着

去采摘野花，或闭目嗅闻，或带回家瓶

里养着，尽享它的清芬。

虽美好、耀目，可没人敢近前。一

是她的出身，二是人人皆知她是要给哥

换媳妇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天上的白云不再

纯净，田野的花儿不再鲜艳，她的笑靥

逐渐隐去，话语越来越少，凤明白，她

无路可选。爷爷接受不了轮番的批斗，

找阎王告状去了。父亲从工作岗位被赶

回村子后，每天义务扫大街，却极少有

人正眼看他。哥哥快三十了，没人为他

提过亲，人们私下议论：孩子倒是周正

，可连正房都没有（正房已做生产队仓

库），还有个地主身份，哪个姑娘傻？

姐姐早在五九年尾，在去东北逃荒

的路上被母亲送了人。有时，凤会想：

干吗不把我送人？至少逃过换亲一劫。

不管凤愿不愿意，换亲之事紧锣密

鼓。终有一天娘对凤说：“找到合适的

了，对方是富农，家境比咱好，就是男

的稍大点，长你七岁。你哥已与女的见

过面，都还满意。那男的我也见过，还

算周正。约好明天你俩见面，只要你点

了头，你与你哥的婚事就算定下了。”

凤不语。

娘理了理灰白的发丝，看了凤一眼，

眸中多是无奈。她轻轻叹息一声，轻得连

自己都听不到：“那就这么定了，明天穿

上那件没有补丁的蓝褂子。今晚把裤子洗

一洗，别带着补丁再带着泥，让人笑话，

女孩儿穿得干干净净才好。”

不足五分钟，凤耷拉着脸从里间出

来了。娘与介绍人点个头，追着风向外

走。

娘低声问：“咋样？”

凤摇头。

“咋就不行了？”

凤赌气般看都不看娘一眼：“我不

喜欢那张猪肝似的脸。”

“人家就是脸膛稍稍有点红，别的

也没啥毛病呀。再说人家有手艺，会盖

房。”

凤的头像拨浪鼓。

娘一边急急地跟着凤，一边又说：

“关键是他家成分比咱低，你……”

“我要嫁个贫农！我要脱离四类分

子家庭……”凤发作了，声嘶力竭，娘

触到了她的痛。

接下来，爹劝、娘劝、亲戚劝，凤

与他们理论：“你们怕哥打光棍儿，怕

绝后，可你们为我想过吗？”

娘流着泪说：“凤呀，娘但凡有别

的办法，也不会逼你呀。你是娘的亲闺

女，娘能不疼？”

一向对她好的哥哥，整日闷头不说

一句话。凤心里憋屈，哭一阵子，蒙头

睡一阵子，两只眼肿得像水蜜桃。她十

分哀怨：一起长大的伙伴，或俊或丑，

都能婚姻自由，独我不能。我怎么偏偏

生在这样的家庭……

男方主动提出多出彩礼，凤仍摇头

，娘却替她应下了。

转眼中秋节，男方上门拜访时，不

仅带了很多礼物，还专门为凤买了两身

好看的布料。娘眉开眼笑，凤不理不睬

。当看到猪舍顶上有个大洞时，他毕恭

毕敬地对凤的爹说：“爹，猪舍坏了，

得赶紧修，要不一下雨就塌了。我明天

带瓦刀来，一上午就能修好。”

“哎，好，好，好。”爹一连说了

几个好。

果然，第二天他带来瓦刀、铲子与

水泥。日头不到正南，猪舍修好了。一

家人喜得不行，赶忙炒菜做饭，凤却早

早地躲了出去。

经商定，嫂嫂先过门。凤还不到法

定年龄。

家里请来个小木匠，邻村的，工钱

之外管三顿饭。小木匠言语不多，做出

的婚用家具却结实漂亮。一日，娘去了

舅舅家。临行叮嘱凤在家照应着，别怠

慢了木匠。凤给小木匠送茶时，多打量

了几眼，发现小木匠宽肩窄腰、眼睛很

亮，便攀谈起来。攀谈中得知，小木匠

是贫农成分，因家里欠了一屁股债，至

今未婚。

有了小侄，一家人欢喜得不行。特

别是爷爷奶奶，更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个家总算续上了香火。

婆家催着登记，凤却找理由拖延。

近来，她每晚出去找人聊天，某晚出去

后便没再回来。家里急翻了天，婆家火

上了墙。后传出邻村的小木匠也不见了

，找到他的娘方知，凤到过她家，之后

，去向不明。

凉水滴进热油锅——炸了。首先是

婆家找上门要人，嫂子嚎啕大哭，骂他

们一家是骗子，之后，扔下孩子回了娘

家。后几经说合，赔钱，道歉，嫂子总

算回来了。母亲离不开孩子，况且，小

两口有了真感情。

凤成了罪人，皆骂之。

一晃十年，凤与小木匠带着一双儿

女回来了。时间虽然能抹平一些东西，

但有些沟壑永远抹不平。嫂子不与凤来

往，发誓不养公婆。

命运似乎有意与凤作对，不久，小

木匠车祸离世。屋漏偏遭连阴雨，儿子

又因顽皮摔折了腿。这雪上加霜，折磨

得凤几近疯掉，白头发噌噌向外钻。

幸好有人匿名捐助，解了凤的燃眉

之急。凤从内心感激那人，几次寻找无

果，便在心里默念好人一生平安。女儿

考上名牌大学，凤喜忧参半，喜的是看

到了女儿的前程，忧的是学费没着落。

一个星期后，又飞来一笔意外惊喜。

几经周折，凤终于找到了捐赠之人

，原来是他——那个曾最不想见的人。

改革开放后，他带着一个包工队干出了

名堂，可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凤……

逃
婚

传说在非洲有一种神奇的小鸟，它

会把人们引到蜂巢所在的位置，当人们

取到蜂蜜满载而归时，只需要分给它一

点甜头，它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导

蜜鸟”的传说，相信很多人都在书上看

到过这样的故事。所以这又是一个关于

异域珍禽异兽的幻想故事吗？不，“导

蜜鸟”是真实存在的，它就是大响蜜鴷

（Indicator indicator）。

蜂蜡食客

早在16世纪，一位到非洲东海岸莫

桑比克传教的葡萄牙传教士就在他的笔

记中写道：当地有一种小鸟会飞入教堂

，偷吃祭坛上的蜡烛。它们还会给人指

引蜂巢的位置，当地人取走蜂蜜后给鸟

儿留下蜂蜡。这听起来特别像是民间流

传的奇闻轶事，但后来的科学研究证明

这是事实。响蜜鴷依靠消化道中共生的

微生物分泌的酶能够消化蜂蜡，将其转

化为可被吸收的营养物质。

很多资料中说响蜜鴷是“自然界中

唯一取食蜂蜡的脊椎动物”，其实不然

。一项旨在观察响蜜鴷行为的研究中，

研究人员每天给响蜜鴷投喂蜂蜡，他们

观察到其他鸟类也会采食蜂蜡，吃饱了

还得叼一块走，就连当地的松鼠和石龙

子也会来啃两口。但只有响蜜鴷才是专

业的蜂蜡食客，在人工饲养条件下进行

的实验中，有一只大响蜜鴷靠完全吃蜂

蜡存活了32天。

出色的向导

响蜜鴷的英文名是“Honeyguide”

，即“蜂蜜向导”的意思，但并不是所

有的响蜜鴷都会这么做。响蜜鴷科共有

17个物种，大部分产于非洲，有两种分

布在亚洲（我国有黄腰响蜜鴷Indicator

xanthonotus），而其中只有大响蜜鴷和

鳞喉响蜜鴷（Indicator variegatus）会引

导人类寻找蜂巢。

非洲原住民会用特殊的口哨声召唤

大响蜜鴷，而大响蜜鴷也会积极回应人

类盟友的召唤。在莫桑比克进行的一项

研究显示：66%的情况下大响蜜鴷会响

应当地人的召唤，而播放其他人或动物

的声音则不能有效招来大响蜜鴷。大响

蜜鴷和人类盟友汇合后，就会用时飞时

停、发出特殊的鸣叫、展开尾羽露出两

侧显眼的白色羽毛等方式引导人们前进

。肯尼亚的博兰族猎人甚至能从响蜜鴷

的动作和叫声中解读出蜂巢的距离和方

向。

大响蜜鴷的引导可以显著提高找到

蜂巢的成功率。茫茫的稀树草原上，蜜

蜂往往选择在高处的树洞中做窝，以人

类的眼力很难发现树顶飞舞的蜜蜂，而

大响蜜鴷则对领地范围内蜂巢的位置了

如指掌。在有大响蜜鴷带领的情况下，

人们找到蜂巢的成功率可高达75%，是

人类自己寻找时的三倍。非洲一些地区

的原住民非常依赖大响蜜鴷的指引，对

坦桑尼亚北部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大响

蜜鴷合作获得的蜂蜜占到了当地哈扎族

人饮食中的10%。

按照惯例，人们在获得蜂蜜后会给

大响蜜鴷留下一部分蜂巢作为回报，大

响蜜鴷就以蜂巢及蜂卵、幼虫、蛹和寄

生在蜂巢内的蜡螟为食。包括布须曼人

在内的许多非洲部落都有类似的传说：

假如你取到蜂蜜后没有给大响蜜鴷留下

相应的报酬，那么下次它就会把你引到

猛兽或者毒蛇那里去作为报复。这种传

说并无实例，应该只是人们编造出来恐

吓少数贪婪小气的人，以防他们破坏了

人与鸟儿之间重要的合作关系。

襁褓中的杀手

没有人见过响蜜鴷的巢，因为它们

根本就不筑巢。响蜜鴷和杜鹃一样都是

巢寄生繁殖的，雌性响蜜鴷将卵产在啄

木鸟、拟啄木鸟、翠鸟、蜂虎、林戴胜

、椋鸟甚至一些体型较大的燕子的窝里

，由它们替自己孵卵育雏。许多巢寄生

鸟类的雏鸟具有排他性，它们会将养父

母的亲生子女排除出巢，从而独享养父

母的照料。杜鹃雏鸟的背部有个凹陷，

借助这种结构它能将其他的卵和

雏鸟从鸟巢里拱出去。

响蜜鴷雏鸟则采取更直截了当

也更残忍的方式：它们刚孵化出

来时嘴尖有尖锐弯曲如猛禽一样

的“嘴钩”，可以用来戳破未孵

化的其它卵、咬死同窝的其他雏

鸟。几天后响蜜鴷雏鸟就成了鸟

巢中的的独苗，此时“嘴钩”就

会脱落，它依靠响亮的乞食声营

造出一种窝里依然非常热闹的假

象来蒙蔽养父母，维持它们对自

己的哺育。

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部

分大响蜜鴷雌鸟习惯在筑巢于地

洞中的蜂虎巢中产卵，而另一部

分大响蜜鴷雌鸟则把卵产在树洞

中林戴胜的窝里。这两种不同的

巢寄生习惯是基于线粒体DNA遗

传的，即在母亲和女儿之间代代

相传，每一代的雌鸟都会严格遵循母亲

遗传的习惯来挑选特定的寄主。追溯

DNA的差异，人们发现这种分化在300

万年前就已出现，这说明大响蜜鴷这个

物种至少已经存在了300万年。

长久的合作

长期以来，大响蜜鴷和“非洲平头

哥”蜜獾是金牌搭档的故事广为流传，

甚至有人认为非洲人民正是受到响蜜鴷

与蜜獾之间合作的启发，才挖了平头哥

的墙角，和响蜜鴷达成了合作关系。然

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追溯各种资料中响蜜鴷和蜜獾合作

说法的来源，最终都指向18世纪瑞典博

物学家安德斯· 斯帕曼（Anders Sparrman

）的描述，但斯帕曼的记录中也提到他

本人并未亲眼见过这种行为，他也是从

当地居民那里听来的。自斯帕曼的记述

以来已过去了二百多年，在此期间并没

有人亲眼见过大响蜜鴷和蜜獾的合作行

为。

除了没有实证以外，还有一些疑点

。首先，传说中响蜜鴷与蜜獾合作的原

因是它“无力进入和捣毁蜂巢”，但实

际上和人们熟悉的温带蜜蜂相比，非洲

蜜蜂巢址的入口更大，它们也经常搬家

，留下许多废弃的蜂房，响蜜鴷会趁清

晨气温较低蜜蜂不活跃时进入蜂巢偷吃

，也能经常找到被废弃或已经被其他动

物捣毁的蜂巢，并不是非得依赖蜜獾。

其次，蜜蜂的蛰刺防御对大多数动

物是非常有效的，就连非洲象也会避开

蜂巢。入侵美洲的非洲蜜蜂被人称为

“杀人蜂”，攻击力可见一斑。蜜獾作

为一种杂食性动物，性情再莽撞也不会

冒着被蛰死的风险常去掏蜂窝。最后，

随着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地区尤

其是城市周边的人们逐渐习惯购买蜂蜜

和糖而不是自己去采集，这些地区大响

蜜鴷的引导行为也正在逐渐消失，假如

传说是真的，那响蜜鴷们即使不再引导

人类，也应该继续引导蜜獾才是。

考虑到大响蜜鴷已在非洲繁衍生

息超过300万年，而人类的祖先也正是

在非洲大陆起源、演化并走向世界各

地，古人类与大响蜜鴷的合作可能已

经非常久远。与蜜獾或狒狒等其他动

物相比，人类获取蜂蜜非常高效，因

为人类会用火，点火燃起的烟能够抑

制蜜蜂的攻击性并驱散护巢的蜂群，

直到现在世界各地的采蜜人还在使用

这种方法。

一直盯着蜂巢的大响蜜鴷会忽略这

种情况吗？二者合作无疑对双方都大大

地有利。基于大响蜜鴷的巢寄生繁殖方

式，幼鸟几乎没有机会从成鸟那里学习

引导行为，所以大响蜜鴷的引导行为应

该是一种遗传获得的行为模式，而要将

这种行为固化在基因中，势必要在漫长

的岁月中经历长期的选择。我们无从得

知人类祖先与大响蜜鴷的合作关系是何

时出现的，有人推测可以追溯到190万

年前的直立人时期，因为有证据显示直

立人已经会使用火了。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古老的生活方

式日渐远去，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民放弃

了祖先的生活方式。许多地区建立起自

然保护区，禁止了周边住民的狩猎和采

集活动，人们与大响蜜鴷的合作也越来

越少。为了维持大响蜜鴷与人类之间宝

贵的合作关系，自然保护区也许并不应

该将人类活动完全排除。毕竟在过去上

百万年的时光里，它们一直都是我们可

靠的盟友。

非洲的神奇小鸟，为了吃到蜂蜡
引导人类去掏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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