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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黃梅子） 「內卷」 與
「躺平」 是當下中國90後甚至00後們

常常掛在嘴邊的詞。簡單說，“內卷”
指 「過度競爭」 ，“躺平”指 「退出競
爭」 ，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詞語折射出年
青一代對中國社會競爭白熱化的挫折感
。

中國年輕人“躺平”的討論開始於
一篇《躺平即是正義》的文章。作者

“好心的旅行家”提到，自己已經兩年
多沒工作了都在玩，他認為這樣沒有什
麽不好，壓力只來自身邊人互相對比後
尋找的定位和長輩的傳統觀念。文章中
提到，人不該如此勞累，有時自己會躲
在某處看著那些忙碌的人發笑。

而針對他的收入，好心的旅行家解
釋，自己一年工作一兩個月，因為有演
員證就去橫店扮演屍體，每月控製開銷

在200元人民幣，只吃兩餐。他更表示
，“只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

這篇文章在中國互聯網引發廣大共
鳴，與此相對的是先前在中國互聯網爆
紅的“內卷”。“內卷”原是社會學概
念，卻拿來描述中國年輕人對激烈競爭
的無力感。網友舉例，當你大學畢業想
拿5,000人民幣的薪水，結果卻有碩士
生說只拿4,000人民幣就好，就是一種

內卷。在“躺平及正義”一文爆紅後
，也有網友表示，“只要我躺的夠平
，內卷就卷不到我。”展現一種“先
退出戰場”的豁達。

但是信奉“躺平學”的人也表示，
躺平也不是完全不勞而獲，而是保持
最低限度的欲望，不要再當任人宰割
的韭菜。而近期中國大陸政府開放三
胎和計劃推出延遲退休等政策希望能
延緩社會邁向高齡化，也讓這些“躺
平”的年輕人抱怨要“躺得更平”，
許多網友提到“連自己都懶得養了，
還養小孩?”“免費讓渡我的3個名額
”，並指延遲退休的政策是對“躺平
者”再一次暴擊，“我們都躺了，還
不夠嘛?”。

但也有許多年輕人提問：在“躺平
”和“內卷”中間有沒有別的選項?直
言面對“內卷”自己總在加入和“躺
平”兩個選項間反反復復，就像仰臥
起坐一樣，展現中國當代年輕人生活
樣貌的某種切面。

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經
濟高速發展，過去“努力奮發向上”
可以得到回報，但經濟發展速度趨緩
，競爭激烈，這一代年輕人沒辦法像
上一代擁有龐大機遇和紅利，面對的

是更加飽和的市場，而這樣的情況日本
和臺灣社會更早開始，因此在關註中國
年輕人的躺平現象時，不少臺灣網友表
示，“臺灣人早就先躺平了”。

2016年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
的《低欲望社會》在臺灣出版，書中提
到日本年輕人沒有物質欲望也沒有夢想
，不想買房也不想生小孩。生育率結婚

率屢創新低。其中也提到日本1990 年代
經濟泡沫化後，面對的經濟發展停滯問
題，對於年輕世代而言努力積累財富也
趕不上高房價以及上一代的資產，房子
不如請爸媽出錢或直接改建上一代的房
屋來的實際。

而臺灣也開始有“小確幸”的流行
。意思是比起巨大的成功、買房等巨大
的壓力來說，更願意專註在“微小但確
切”的幸福上，“小確幸”創建在沒落
或沈滯資本主義社會之上，是一種掩蓋
“無力感”的有效感。

近年在中國大陸輿論場的互聯網熱
詞，都離不開“階級”、“對抗資本”
和“社會焦慮”這幾大關鍵字。著名的
有馬雲的“996”是福報、日劇“我要
準時下班”的走紅以及多個大企業員工
過勞死事件引發的廣泛關註，許多網友
的批評都對準“資本和資本家”以及他
們對勞力的壓榨，大企業如阿裏巴巴、
騰訊等科技巨頭都時常被點名，許多網
友抨擊現在的生活就是白天給資本家打
工，晚上玩手遊、逛網購還要被資本家
割韭菜。

《美南時事通》主持人陳鐵梅邀請
社會觀察家楊勁濤和資深律師陳文，談
中國年輕人的“內卷”和“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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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年輕世代中國年輕世代 「「內卷內卷」」 與與 「「躺平躺平」」 的苦惱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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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隨著網路普及於我們的生活中，各種網
上的詐騙活動也甚囂塵上，近來流行一種新
型的詐騙方式，詐騙份子透過在社群媒體上
搭訕目標，熟絡之後開始以 「投資加密貨幣
」 之名，假借教導被害者理財，一次次騙走
越來越多錢。一起來看看這些犯罪份子的操
作手法，是如何讓人一步步落入陷阱的？

案例:
休士頓當地一名

年輕華裔M小姐向本
台爆料，自己在過去
幾個月，落入了一個
騙財又騙感情的桃色
陷阱。這名騙子馮男
於今年4月20日在中
國社群App小紅書上向M小姐搭訕，其間不
斷向M小姐示愛獻殷勤，定期關心M小姐的
生活，並以 「親愛的」 稱呼她，最終贏得M
小姐的信任。

等到時機成熟後，馮男開始詢問M小姐

的投資狀況，並表示自己在中國的投顧行業
工作， 「知道有比投資股市更快獲利的投資
方法」 ，通過一個中國第二大的比特幣交易
網站 「Hunting」 進行虛擬貨幣投資，就可以
獲得15%到50%的回報。

馮男首先帶了M小姐實際演練，也讓M
小姐確定平台能夠正常出金，還在頭幾次的
操作中讓M小姐順利獲利了1000多美元，一
步步讓M小姐放下警戒。

隨後馮男開始以各種方式讓M小姐投入
更多錢，除了讓M小姐將存款、股票的資金
移到Hunting上，還極力勸說M小姐和親友借

貸，一旦M小姐不配合，就施以情緒勒索，
指責M小姐不為兩人的共同事業著想。

最終M小姐投入了22萬美元，其中16
萬美元還是借貸款項，但直到M小姐想要將
資金從Hunting帳戶取出來時，平台卻宣稱提
款金額需要超過500萬人民幣才能領取，M
小姐此時才意識到受騙，但卻為時已晚。

M小姐哭訴自己一年才賺六萬，原本因
為有存款，財務上十分寬裕，但一夕之間卻
陷入了財務危機，不僅被騙財，連感情也遭
騙，感覺心在淌血。

圖片：路透社／對話截圖：當事人提供
，請勿轉載

「「小紅書上被搭訕小紅書上被搭訕」」 實為虛擬貨幣騙局實為虛擬貨幣騙局，，
休士頓華女遭騙休士頓華女遭騙2020多萬鎂多萬鎂！！

廣西東興市發現侏羅紀時期恐龍化石廣西東興市發現侏羅紀時期恐龍化石

日前日前，，廣西東興市在正修建的高鐵站站前路附近發現古生物化石廣西東興市在正修建的高鐵站站前路附近發現古生物化石。。
66月月1515日日，，經專家團隊現場實地勘察後認定經專家團隊現場實地勘察後認定，，這些化石是侏羅紀時期的這些化石是侏羅紀時期的
恐龍化石恐龍化石。。 圖為圖為66月月1717日拍攝的恐龍骨骼化石日拍攝的恐龍骨骼化石。。

埃及男子發明埃及男子發明““水上跑車水上跑車”” 馳騁海面馳騁海面““乘風破浪乘風破浪””

近日近日，，幾名埃及男子發明了幾名埃及男子發明了““水上跑車水上跑車”，”，這種可以在海面上駕駛這種可以在海面上駕駛
的的““跑車跑車””其實並沒有輪子其實並沒有輪子，，需要靠人力把它推入海中需要靠人力把它推入海中。“。“車手車手””們駕們駕
駛著自己的駛著自己的““跑車跑車””在海中在海中““乘風破浪乘風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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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兩個非物質文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兩個非物質文

化遺產項目天後誕和中式長衫製作技藝化遺產項目天後誕和中式長衫製作技藝，，成功列入國務成功列入國務
院早前公布的第五批院早前公布的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
目名錄目名錄》。》。天後信仰在香港有著悠久的歷史天後信仰在香港有著悠久的歷史。。相傳於南相傳於南
宋時期宋時期，，在西貢佛堂門已建有天後廟在西貢佛堂門已建有天後廟。。每年農歷三月二每年農歷三月二
十三日天後誕或另外選定的日子十三日天後誕或另外選定的日子，，香港各社區會舉行不香港各社區會舉行不
同規模的賀誕活動同規模的賀誕活動。。圖為香港元朗十八鄉天後誕會景大圖為香港元朗十八鄉天後誕會景大
巡遊資料照片巡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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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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富婆“包养”的男人们
其实，你的内心，也在嫌弃你自己

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那些渴

望被富婆包养的男人，你是否想过这样的

人生或许没你想得那么容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社会上

有部分男人喜欢做着被富婆包养的美梦，

天天嘴里嚷嚷着说：“傍上富婆，可以少

奋斗三十年。”

真是大方，为了能过上不劳而获的日

子，按照人的寿命来算，人生三分之一的

时间都愿意慷慨解囊，活生生向大众诠释

了“人为财死”的表面意思。

都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可我担心对于追求被富婆包养这个梦，

不是梦想，而是白日梦。

所谓的“包养”，是没有恋爱或婚姻

的实质关系，这样的关系，一般建立在利

益之上，是基本没有深厚感情可言的。

换句话说，跟真正的恋人关系与夫妻

关系，有着很大的距离，甚至是质的区别。

重要的是，你想被富婆包养，富婆还

不一定看上你。

为什么这样说？这个问题的确需要好

好回答。

富婆，通俗点说就是指有钱的女人，

她们的经济实力比很多人强，自然见识过

的，经历过的，接触到的都是比普通人的

面要广。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平时需要存钱

才能买到的奢侈品，在她们的眼里，不过

就跟我们去买一个鸡蛋那么简单，你精打

细算去一个地方旅游，在她们的生活里，

就跟我们下楼去逛街那么容易。

所以难怪那些不想工作，游手好闲，

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男人想找一个富婆

让自己过上有吃有喝有玩又有钱拿的生活

。

可是你确定富婆想要一个这样的男人

陪在自己身边？你觉得她是想降低自己的

生活标准，来配你这个连普通女人都看不

上的男人？还是图你能侧面衬托出她的优

越感？

这个，对于受不了金钱诱惑的男人，

似乎没什么所谓。但对于有脑子的女人来

说，她们心如明镜。

也许有人说，男人可以依靠自己的颜

值征服富婆，从而把富婆的财富作为征服

得来的战利品。

如果有“高颜值”的，可能还有一点

机会，那些没有的，请早点清醒，继续投

身于该怎样就怎样的人生当中。

以“外在形象”侍人，又如何得以长

久？最后还有可能落得一个一无所有的下

场，悔不当初。

在《等你爱我》这部电视剧中贺五洲

这个角色因为赌博，不仅输光了身上所有

的钱，还把自己老婆的信用卡都刷爆了，

最后欠了赌场五十万。

赌场扬言要是他再不还钱，就杀了他

全家，贺五洲害怕起来，于是找到一个叫

静姐的富婆想请她帮忙借钱给他把赌债还

了。

富婆看他长得不错，就提出要求要是

帮他还了赌债，他就得做她的情人。

贺五洲走投无路就答应了。

就这样，贺五洲带着儿子，抛弃妻子

跟富婆在酒店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贺五洲因为忍

受不了富婆的折磨逃跑，可却又被抓了回

来，又被富婆的手下打了一顿，富婆看到

他被打了脸后，不免心疼，心疼的不是他

的伤，而是他的伤在脸上，会担心以后毁

容整个人废了。

富婆特意熬了汤给他喝，他不肯喝，

富婆伸手就是一巴掌过去，接着说了一句

让他尊严扫地的话：“你知道狗是怎么训

的吗？就一个字，打，打到听话为止，实

在不听话，还是一个字，杀！不听话的，

留着它干嘛！”

当场把贺五洲吓得赶紧说：“姐，我

听话，我喝，我自己喝。”

他那个窝囊样，看到都让人生气，那

一瞬间，富婆看着他乖乖喝汤的样子，开

始的时候，可能觉得有趣，时间久了，心

里肯定嫌弃。

贺五洲以为自己可以让富婆心甘情愿

帮他还债，结果弄得自己的人生完全失控

，掉进了别人为他打造的高级牢房里面难

以翻身，他在剧中先后失去了自由，失去

了尊严，失去了整个家庭。

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剧中的富婆

喜欢养狗，经常把他和狗相提并论，丝毫

没有把他当人来看，充其量就是一个玩物

罢了。

他以为富婆真能给他荣华富贵，结果

却过得连狗都不如，还差点儿连命都没了

。

这个可能是导演和编剧有意而为之，

向观众传递出一种信息就是，放弃尊严去

获得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

，你还未必付得起。

还是那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该你还的，一样也跑不了，不想努力的小

伙子们，富婆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这样的教训，在现实中也比比皆是。

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伪富婆”，她们

通过包装自己，包括她们的公司，背景，

乃至衣食住行，专门骗那些想不努力想被

富婆包养的男人。

那些男人看到她们朋友圈上晒出来的

豪车或奢侈品后，便心生贪念，以各种各

样的方式去接近她们，哪里知道，她们就

将计就计反过来骗男人的钱财。

据了解，警方调查这些案件的时候发

现，她们的照片是花几十块请人合照回来

的，卡里的余额只有几百块，有的还欠银

行信用卡的钱。

这些所谓的“富婆”，不过就是骗子

一个，属于一种新型传销手段，目标就是

骗取单身或者已婚男士信任，从而达到诈

骗的目的。

这跟一直以来骗女人感情以及钱财的

伪富二代是一样的。

很多男人被骗之后，有的损失金钱，

有的失了尊严，有的连累家人，使原本好

端端的家庭支离破碎。

要不是这样的案件陆续被披露，真不

知道有多少这样无知贪心的男人会陷入万劫

不复的境地，粉身碎骨都不能弥补一二。

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得不佩

服这个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玩得出神入化，

你想着套人家富婆的钱，以为可以不用辛苦

工作了，翻身的机会来了，无奈人家这群

“伪富婆”早就看穿你的把戏，在偷偷地笑

着等你上钩，你被人卖了还给钱人花。

守株待兔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听过

，这个寓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不可

靠的是外力，最能靠得上的是自己。

就算真是被你碰上有富婆愿意包养你

，你又怎样确保富婆对你的物质支助是永

远有效的？

当你只剩下样貌价值，没有真材实料

，没有可以让自己永远保持价值的法宝，

迟早有一天都会遭到嫌弃。

再美的花瓶都有看腻的一天，若是不

能带来更高的收藏价值，那么就是一个插

花的物品而已，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是打

碎之后都不会觉得可惜的。

能够得到富婆青睐的男人，身上肯定

有着宝贵的地方，例如独立的人格，独特

的思想，散发着芬芳的个人魅力等。

这些男人不会肤浅地为了富婆的金钱

而去认识她们，更不会出卖自己的尊严去

迎合她们，反而能凭借自己的实力来让富

婆为他付出，为他疯狂。

日本“第一牛郎”罗兰，有着“夜之

帝王”的称号，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日

本，“牛郎”是公关的意思，是日本正常

的风俗产业里面的主角之一。

他们通过还不错的外表，去陪同来到

店里玩的客人聊天，满足客人的精神需求

，帮助客人打开心扉，缓解工作生活压力

，一般也就只是陪聊天，因为他们认为得

不到的是最好的。

世界各地的人都慕名前来一睹他们的

风采，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富商、富婆，

还有每个行业的佼佼者。

靠着这份职业，很多从事这个行业的

男人都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经济来源和实现

了他们自己的个人价值。当然，罗兰是他

们中的一员，更是最突出的一员。

都说与他聊天是一种享受，简直是如

沐春风，让人期待下一次再来找他聊天。

曾经有富婆为了博他一笑，豪掷百万，

有送豪车的，有送名表的，在他27岁生日那

年，就有富婆直接送了27万现金给他。

他年纪轻轻实现了财富自由，不依附

任何人，不做白日梦，凭着自己的本事，

三天靠聊天收入5500万，至今，日本的

“牛郎”收入，他一直位于榜首，无人能

破。

罗兰有着很高的情商，有人问他怎么

评论坐在你身边的这个女孩，他的回答是

：“我不会坐在没有魅力的人的身边。”

可能你会觉得他有点嘴花，但要是这

样的聊天方式能让一个女人感到快乐，又

何尝不是一种吸引女人的相处方式呢。你

要做，还不一定能做到。

如今，他的名气在世界越来越大，自

然不可能只是靠高情商来获得的，毕竟，

高情商的人，不只有他一个，还与他自身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罗兰的职业在中国自是不被认可的，

其形象和话术与中国的PUA相差不大，但

这都不可否认，罗兰在生活中是一个高度

自律的人。

通过网络便可得知，他的身材保持得

很好，是因为他坚持健身，均衡饮食，衣

着方面只穿一套黑色的西服，就是为了可

以感受身体线条的变化，保持完美。他还

是一个爱看书的人，这样可以让他自己的

精神世界保持富足，学习世界各地的语言

，能很好地与人交流，不至于产生障碍。

他还会通过看电影、电视剧、动漫什么的

，来研究人的相处模式，为了让来找他的

人都能高兴而来，又高兴离去，是他最大

的心愿。

无论男女，无论做什么，一个人的成

功与其自律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然，我并不认为罗兰有什么多大的

魅力，或者凭什么能吸引成功女人的青睐

，毕竟中国和日本的人文思想是不一样的

。但就今天的话题来说，罗兰在日本，无

疑是一个成功被富婆喜欢，还被富婆追着

跑的男人。

能被富婆包养不是本事，能让富婆追

着跑，要跟他聊天，才是真的本事。

一个已经拥有了名和利的男人，不甘

心于此，不断提升自我，坚持学习，内外

兼修，培养自己独特的气质，做一个独一

无二的自己。

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事不是你不够努

力，而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这

就是差距，也是人家该得到的。

花自盛开，蝶自然来。

世界上，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是贫穷

，唯一可以无中生有的是梦想，没有哪件

事，可以不动手就实现。

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自己的事要靠

自己做，自己该吃的苦主动吃，不然谁都

帮不了你。

在这个基础上，人还是得有自己的人

格与尊严，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赏识，

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得到的东西

才是真实的，不会被人随时收走的。

至于那个遥远的被富婆包养、不用再

奋斗的梦，你就狠狠心把它打碎吧，你若

够努力，前面自然有你想要的，记住，人

生不止财富可追，余生还有很多东西值得

我们期待。

【美南新聞泉深】周四（6月24日）淩晨，邁
阿密附近一棟公寓樓發生部分倒塌事件，南佛羅裏
達州的救援人員迅速趕到的現場，數十名救援人員
在瓦礫中尋找幸存者，引發了大規模的緊急響應。
邁阿密瑟夫賽德警方（Surfside police ）告訴新聞媒
體，多個機構都到達現場，目前尚不清楚當時大樓
內有多少人。官員們尚未評論有多少人受傷，但可
以聽到現場的一名消防員說有多人傷亡。

根據網上的照片，消防員從廢墟中救出了至少
一名男孩。

住在隔壁賓館的一位目擊者和家人在城裏度假
，他說這聽起來像是龍卷風或地震。他說他相信這
座建築的大部分地方都被人們使用。

他估計坍塌發生在淩晨1點20分左右。
他說：“這是我一生中聽到過的最殘酷的事件

。”
居住在邁阿密的自由記者喬爾·弗蘭科 (Joel

Franco) 正在現場直播推特。他指出，一輛城市搜
救卡車在現場。他發布了另一張照片，他說這張照

片顯示了大約十幾人獲救，其中有兩人相擁。他發
帖說：“這是痛苦的記錄。”

他說：“我確實看到一些家庭成員被邁阿密戴
德消防局（Miami-Dade Fire Rescue ）的起重機救
出。”

現場的一些照片是毀滅性的，這座建築似乎超
過 10 層。 邁阿密戴為消防局發推文稱，消防人員
正在現場，並表示該建築位于柯林斯大道 （Col-
lins Avenue）8877 號附近。 《邁阿密先驅報》將這
座 12 層樓的建築歸為尚普蘭塔（Champlain Towers
）的一部分，“一座建于 1981 年的海濱公寓，擁
有 100 多個單元”。網上顯示大樓中的幾個單元
在 Zillow 上挂牌出售，要價為 600,000 美元或更高
。

已有80多個單位以及其他機構到達現場。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邁阿密附近的公寓樓部分倒塌
目擊者說倒塌感覺就像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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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作為港隊今屆奧運的官方服裝指定合作夥伴，FILA
為香港運動員設計了一系列奧運制服，更邀得蔡俊

彥、劉慕裳、陳晞文、張小倫及鄭俊樑5名精英運動員
拍攝造型照，以展現香港本地運動員的鬥志及決心。今
個系列的開幕式及閉幕式制服繼續以象牙白為主調，並
以紅白藍色的線條作為細節，西裝外套內配以圓領T
恤，將運動及時尚完美結合。

另外，贊助商亦為港隊設計了休閒制服，並同樣以
象牙白和深藍為主色調，搭配外套，運動長、短褲，Po-
lo上衣和圓領短T恤，手袖及領口位加入FILA紅、白、
藍色的拼色設計，營造俐落清新的感覺，既讓東京奧運
會中國香港代表團感到舒適，同時兼備時尚動感。

陳仲泓或獲外卡戰奧運
除了官方隊服正式亮相外，香港代表團亦繼續有好

消息傳出，29歲的男子110米欄香港紀錄保持者陳仲泓
有望以“外卡”身份晉身奧運，將是港隊第44張東京奧
運入場券。

今屆奧運田徑項目除了可藉達到奧運標準或世界排
名取得入場券外，亦有機會以“外卡”取得奧運參賽席
位，目前港隊有程小雅在女子競走項目世界排名53位，
很大機會憑藉世界前60的排名取得東奧資格，意味着港
隊可獲一張男子田徑項目的“外卡”，而作為香港110
米欄紀錄保持者的陳仲泓則極可能成為“外卡”人選，
不過一切尚有待香港田總確認。

陳仲泓曾代表香港出戰2018亞運會，亦曾在亞洲田
徑大獎賽勇奪銅牌，如“外卡”資格獲得確認，將是他
首次亮相奧運賽場。

東京奧運即將於 7月 23日揭幕，港協暨奧委會日前宣布與運動

品牌 FILA合作，為香港代表團設計奧運隊服，讓一眾運動員精英以

簡約與型格兼備的形象在奧運場上為港爭光；此外今次服裝

系列更會透過各大渠道公開發售，希望能夠給予市民與

運動員站在同一陣線的感覺，一起為港隊加

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22日宣布，將中國游
泳名將孫楊的8年禁賽裁決減為4年3個月。
禁賽期從2020年2月28日開始計算。這意味
着孫楊將無緣今年東京奧運會和明年在家鄉
舉辦的杭州亞運會。

根據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當天發布的新聞
公報顯示，三人仲裁小組認定，孫楊在2018

年9月4日至5日在其住所接受血液和尿樣樣
本採集時，未能遵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規
定。仲裁小組認為，孫楊拒絕讓採樣人員帶
走血樣的行為是“魯莽的”，並因此導致此
次賽外反興奮劑檢測“流產”。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曾於2020年2月28日
裁決孫楊未能遵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規
定，將被禁賽8年。孫楊對此結果不滿，並
上訴至瑞士聯邦最高法院。

2020年12月22日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做
出裁決，支持孫楊舉證有效、訴請合理，時
任仲裁小組主席的弗拉蒂尼存在種族歧視偏
見，針對孫楊禁賽8年的處罰也被撤銷。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與孫楊和國際泳聯的
第二次聽證會於今年5月24日至28日進行，
並組成了新的三人仲裁小組。因為疫情管控
和旅行限制，聽證會採取視頻會議的方式進
行。 ●新華社

禁賽減至4年3個月
孫楊仍無緣東奧

據中國乒協消息，正在山東威海進行封閉集訓的中國國家乒
乓球隊，在6月20日至23日按計劃舉行備戰東京奧運會的熱身
賽。本次熱身賽由混雙和男女團體組成，中國香港隊也受邀
參加。

男女團體對抗在日前展開。男團陣容中，中國一團
由馬龍、許昕、樊振東組成；奧運P卡（替補隊員）王
楚欽與周啟豪、方博、周雨組成中國三團；林高遠、
梁靖崑、徐晨皓、林詩棟組成中國二團；中國香港
男隊以奧運陣容（黃鎮廷、何鈞傑、林兆恆）參與
本次熱身。

女團陣容中，中國一團由陳夢、孫穎莎、劉
詩雯、王曼昱組成；中國二團由王藝迪、陳幸
同、錢天一、石洵瑤、蒯曼、范思琦組成；中
國三團匯集了隊內多名特殊打法選手，由孫銘
陽、張瑞、顧玉婷、劉斐、朱思冰、何卓佳組
成；中國香港女隊也以奧運陣容（杜凱琹、李
皓晴、蘇慧音、朱成竹）參與本次熱身。
為了增加實戰難度，循環賽制的熱身賽採用

5盤3勝，但是5盤比賽都要打滿。除了中國一團
外，其他三支隊伍在比賽中可以根據需要派出不
同的選手。在日前的比賽中，男隊方面，中國一
團分別以5：0和4：1擊敗中國香港隊和中國三團；
女隊方面，中國一團同樣取得兩連勝，她們分別以
4：1和5：0戰勝中國三團和中國香港隊。 ●中新網

國乒熱身賽團體賽開戰
奧運陣容同獲兩連勝

●●李嘉文李嘉文（（右右））和黃金寶亦於宣傳中和黃金寶亦於宣傳中
現身替港隊打氣現身替港隊打氣。。

●●孫楊始終無緣奧運孫楊始終無緣奧運。。 法新社法新社

●●出戰奧運的港隊代表穿上新制服拍攝出戰奧運的港隊代表穿上新制服拍攝，，展現鬥志和決心展現鬥志和決心。。左起為劍擊港隊代表蔡俊彥左起為劍擊港隊代表蔡俊彥、、空空
手道港隊代表劉慕裳手道港隊代表劉慕裳、、劍擊港隊代表張小倫劍擊港隊代表張小倫、、滑浪風帆港隊代表陳晞文和鄭俊樑滑浪風帆港隊代表陳晞文和鄭俊樑。。

●●服飾完美展現夏服飾完美展現夏
日色彩繽紛感覺日色彩繽紛感覺。。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5

國籃
隊長周鵬期待挑戰

列
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
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國籃）即將
出戰東京奧運會落選賽，隊長周鵬
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希望利用這
次比賽拉近與世界強隊的距離。

雖然在早前亞洲盃預賽連勝日
本和中國台北取得4連勝，但周鵬
認為緊接的落選賽面對像希臘、加
拿大這些強隊，才是真正的考驗：
“希臘和加拿大都是世界級強隊，
我們要做的是擺正心態，努力拚
鬥，雖然實力有差距，但不會放
棄，希望最後能打出比較精彩的比
賽，爭取更好的成績。”

周鵬亦指，早前的亞洲盃預
賽，對年輕球員其實頗有得着：
“在首場擊敗日本後，所以之後再
次對碰時有充足的信心，雖然當時
過程有些膠着，有時還處於劣勢，

但我們有必勝的信念。之前
很多球員都不太適應大賽節
奏，整體欠缺經驗，但這次比
賽讓我們重新認識到國際上的對
抗。”

另一方面，國籃主帥杜鋒指球
隊在亞預賽暴露了一些問題：“閱
讀比賽和發現時機的能力還相對弱
一些，同時因為好久沒有打國際比
賽，球隊在裁判的吹罰尺度和身體
對抗兩方面也不太適應。”然而，
杜鋒亦指年輕球員在比賽中的確有
進步：“我們仍是一支年輕球隊，
而對日本的比賽對所有人員的心理
建設和成長是至關重要，像沈梓
捷、胡明軒、徐傑、趙岩昊、陸文
博、張鎮麟和劉傳興等皆有好表
現，但他們要達到真正國際賽場上
的要求還是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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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我们听说过风信子金刚鹦鹉（紫蓝

金刚鹦鹉）和李尔氏金刚鹦鹉，它们是

两种模样十分相似蓝色金刚鹦鹉。

在野外这2种全蓝金刚鹦鹉，不是

专业人士很难分清楚；风信子金刚鹦鹉

是世界上最大的鹦鹉，体长1米，翼展

1.3米左右，体重1.5-1.8千克；李尔氏金

刚鹦鹉体长70厘米左右，翼展0.9米，

体重920克左右。

从体型大小也能区分出来，还有一

种方法就是李尔氏金刚鹦鹉下巴的黄色

皮肤面积比风信子金刚鹦鹉的大一些，

眼角的黄色皮肤形状像凤眼，有明显的

微笑眼角，羽毛颜色也要更深蓝一些。

李尔氏金刚鹦鹉全世界目前大约有

1200只，2008年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物种。

风信子金刚鹦鹉全世界目前大约有

6800只，2013年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物种。

李尔氏金刚鹦鹉比风信子金刚鹦鹉

更为稀有，近几十年来，这2种金刚鹦

鹉受盗猎影响，数量一直在减少。

显而易见，它们都有巨大的鸟喙，

非常有力，那它们为什么要长这么大的

鸟喙呢？

我们今天就来科学地揭秘一下。

为了搞明白这2种金刚鹦鹉的巨型

鸟喙的真实作用，2015年西布耶教授带

领我们深入巴西和玻利维亚两地开展实

地研究。

首先弄明白了它们主要以小冠巴西

棕榈树种子、黑黄檀种子，甘蔗棕榈果

、西雅棕榈果等18种植物的种子为食。

在巴西潘塔纳尔湿地，里约热内卢

动物园，玻利维亚，我们通过安装自动

触发式相机来拍摄风信子金刚鹦鹉和李

尔氏金刚鹦鹉，直接记录了它们采摘

1700多个水果和坚果的过程。

在我们看来，这2种大型金刚鹦鹉

都有所谓的浪费食物的习惯，其实这种

浪费是必须的。

刚开始我们一直怀疑它们会完全消

化掉这些果实中的种子，后来的结果是

，它们在传播种子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完全不是靠哺乳动物进行传播的。

即使是由各种棕榈树生产的最大，

最坚固的坚果，它们也能够轻松地将其

打开。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两种鹦鹉与它们所

吃种子的关系，我们的团队进行了数十次

考察，并在巴西和玻利维亚它们的2个栖

息地，安装了35个红外触发的照相机。

从相机记录的信息来看，这两种金

刚鹦鹉采摘棕榈果后将它们去皮，然后

再将其运到远处的栖息地，在那里用它

们的大嘴巴将果壳咬裂，用舌头拨出来

种子吃掉，其实它们飞行的过程中，鹦

鹉携带的棕榈果会有一些掉落下来，起

到了传播种子的作用。

大部分掉落的棕榈果都是完好无损

地被土地保存下了，有60%的几率得到

发芽生长。

有时候金刚鹦鹉也会去地上捡由猴子

弄掉的棕榈果，这些果实往往距离母树太

近，而没有机会发芽，通过这2种鹦鹉的

觅食活动，带来了二次传播的机会。

这2种全蓝金刚鹦鹉传播的种子距

离差别很大，风信子金刚鹦鹉为1-1620

米，李尔氏金刚鹦鹉为3-1000米，这些

距离与果实大小无关。

这2种金刚鹦鹉与棕榈树的生存竞

争，大嘴巴是被逼出来的：

棕榈树为了保护自己的种子不被吃

掉，往往果壳进化的又厚又硬，而聪明

的金刚鹦鹉随之进化出来又弯又大又锋

利的鸟喙，和熟练使用爪子的技能，表

面看鹦鹉是更胜一筹，实际上棕榈果还

有一招，就是成熟了的棕榈果容易脱落

，逃掉，减少了被鹦鹉全部吃到的概率

。

这2种金刚鹦鹉和棕榈果之间的竞

争关系非常久远了，多项分子研究已经

确定了鹦鹉何时开始使用爪子抓握果实

，大部分金刚鹦鹉早在大约6600万年前

就开始吃棕榈树的果子了。

棕榈树和金刚鹦鹉共同进化一直到

现在，鹦鹉要想吃美味的棕榈果，就得

被逼进化自己的大嘴巴，进化再进化，

在南美洲地区的几十种棕榈树都依赖于

金刚鹦鹉进行种子传播。

如果这2种金刚鹦鹉灭绝了，将会

是一场生物链的断裂，后果很严重。

目前2种全蓝的金刚鹦鹉的灭绝速

度远远大于棕榈树的生长速度，保护它

们应该是全人类的事情。

鹦鹉的大嘴巴是怎么来的？
答案：逼出来的

你知道吗？宠物也有情绪。狗紧张

时会做出一些看似很寻常的举动，比如打

哈欠、舔嘴唇、抖毛，但情境很关键，主

人要留心小狗是不是被陌生人摸了、抱了

，是不是被其他精神亢奋的宠物围着，这

些情况都可能造成不安的情绪。此外，过

度喘气、爪印带汗、出现鲸鱼眼（眼睛张

大可以看到眼白）也是焦虑的表现。猫的

不安可表现为躲起来的次数变多、舔毛频

率过高或过低以及拒绝回窝。尾巴是猫咪

心情的风向标，紧张时尾巴向下垂或笔直

向后，感到舒适时尾巴会向上高高翘起，

形状像个旗杆或问号。

如果掌握让宠物开心的方法，就可

以提高它们的生活质量，加深同宠物之

间的情感纽带。美国“健康”网站提供

以下三个方法，不妨一试。

动起来。运动可以保持人的身心

健康，对宠物也一样。定期遛狗，陪

它玩一些投掷游戏，可以消耗多余能

量；养猫的人群可以每天使用激光笔

、逗猫棒，每次陪它玩5~10分钟。应

用动物行为学家莉莉安· 恰尔代利表示

，猫喜欢站在高处俯瞰周围环境，不

妨准备一个立式猫爬架，玩乐的同时

还能锻炼它们用于攀爬和抓挠的肌肉

群。

保持好奇心。宠物和人一样，都

需要精神刺激来保持机敏。遛狗时会

发现，狗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东嗅西

嗅，这时最好不要打扰它们，因为这

是一种良好的精神刺激，可以让狗待

在家里时更安静。养猫的人可以在家

里藏些东西，引导它们去寻找，发掘

其捕猎追踪本能。

留点空间。适度培养宠物的选择和

自主意识，如在家里划定一块安静的地

方作为休息处，家中有客人时，尤其是

有儿童和宾客在，引导它们过去。为

形成习惯，平时可以在休息处放一些

小奖励。恰尔代利指出，当猫狗自己

前往“避难处”时，说明它们想独处

，主人应予以尊重。

宠物也有情绪，3个方法让它开心起来

牛大款开始并不叫牛大款，叫牛大宽

。牛大宽做梦都想发大财当大款，后来就

把名字改成了牛大款。要说这事情也巧，

好名字叫了几年，牛大款一路顺风，一个

不大的纸箱厂被他玩得风生水起，自己还

真就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大款。

眼下有些有钱人特别要面子，爱显

摆，牛大款就属于此种类型。可显摆也

总得有机会吧？在目前，最给力的显摆

机会，莫过于婚、丧、嫁、娶。儿子结

婚可是个炫耀显摆的好机会。牛大款有

个儿子叫牛津，虽说今年还不足20岁，

可牛大款整天催促儿子找女朋友结婚，

其目的不就是想借着给儿子置办婚礼的

机会显摆一下自己富有嘛！牛大款盼儿

子结婚，铆足了劲想借着婚礼露露富，

长长脸，可牛津却不解人意，偏偏不给

父亲这个机会。这孩子喜欢读书，根本

没有心思恋爱，面对父亲的提议，脖子

一拧，硬邦邦甩给父亲一句：“不拿到

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我是根本不可能

考虑个人问题的。”

就在牛大款苦于找不到机会显摆的

时候，没想到这机会突然间说来就来了

：这天夜里，他父亲牛老泰突发心脏病

，在医院抢救了几天没有抢救过来，撒

手去了。

父亲的死，让牛大款全家悲痛不已

，不过同时也为牛大款提供了一次露富

显摆的大好机会。就在牛大款心中这团

虚荣之火熊熊燃烧之际，堂叔牛老满又

添柴吹风鼓劲来了：“大款啊！你有厂

有钱的，在咱们十里八乡也算是个有头

有脸的人物，你爹的丧事可不能办得太

寒酸了，可不能让村里老少爷们笑话，

背后戳咱脊梁骨！”

这话牛大款是一万个爱听！真是英

雄所见略同！牛大款当即豪气冲天地说

：“放心吧老满叔！我一定把父亲的葬

礼办得隆重气派，风风光光，绝不会让

亲戚朋友们看不起咱牛家的！”第二天

晚上，牛大款就把村上的干部、亲朋好

友以及本家男女老少请到了红满天大酒

店。别人家办丧事用的是5块钱一包的

香烟，大款用的是20块钱一包的香烟。

别人家喝的都是二三十块钱的白酒，而

牛大款给大家喝的，是100多一瓶的好

酒。

请来办事的人吃好喝好，立刻行动

起来，按照分工，有人上省城去请戏班

，有人到棺材铺去找上等的好棺材，还

有人到纸扎店预定纸扎。可就在牛大款

紧锣密鼓地为父亲的丧事大操大办忙碌

奔走之时，没想到意外突然间就发生了

：这天上午，市民政局突然开车来了好

多人，说有人举报他家死了人不火葬，

打算土葬，还要大操大办，因此特来阻

止，并当场责令其火葬。

自古民不跟官斗，胳膊拗不過大腿

，牛大款他再有钱也不敢跟政府，跟法

律较劲啊！就这样，原本打算风风光光

大操大办的葬礼，在民政部门的干涉下

，只得草草收场。对于牛大款来说，有

钱不能花也是一种精神折磨。由于民政

部门的干涉，未能把父亲的葬礼办得威

震四方，名扬乡里，这让牛大款很生气

。于是，埋葬过父亲后，牛大款就一心

想找出那个告密者，给对方点颜色看看

，以解心头之恨。

为了找出那个到民政局告密的人，

牛大款特意花钱雇了几个草根侦探，开

始进行暗中调查。可这几个草根侦探查

了两天，连一点线索都没有找出来。为

了充分调动起草根侦探的积极性，尽快

挖出那个告密者，牛大款随即又出台了

一项奖励措施：谁能挖出那个告密者，

除了之前谈好的正常工资外，另有奖金

1万元。但遗憾的是，两天过去了，这

几个草根侦探还是一点收获没有。牛大

款见这几个草根侦探太草包，后来干脆

解雇了他们，自己亲自上阵。可从哪里

入手呢？经过一番分析后，牛大款就把

目标对准了民政局。民政局如果不是接

到有人举报，怎能前来干涉？那举报人

为啥举报？还不是为了奖金吗？因此，

要想找到举报人，就得从民政局下手。

民政局局长李勤是牛大款的老同学

，听牛大款说明了来意后当场一惊，当

即对牛大款说：“咱俩这么多年的关系

了，你可不能逼我干违法的事啊！要是

别的事情，只要我李勤能帮上忙的，一

定会帮你，但这件事可是原则问题，我

身为局长，把告密者泄露出去，这不是

违纪违法，砸自己饭碗吗？”

牛大款一听不高兴了。见牛大款变

脸了，李勤就赶紧换了种口气劝他说：

“你就别和那个告密者过不去了！现在

全国都在响应中央号召勤俭节约，我看

这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啊！丧事这样办下

来，你里里外外省下不少钱嘛。再说了

，有了事，你们经济条件好的都这样较

劲攀比大操大办，那以后村里那些收入

不高的可咋办？这样一直攀比下去，以

后村里谁家还死得起人啊？”

牛大款见从李勤身上得不到任何有

用的信息，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归。可回

到家里后，牛大款还是不死心：我就不

相信找不出那个告密者！

为了找出那个告密者，牛大款突然

想到了民政局的财务科：告密者告密以

后，民政局要给予现金奖励，他要领取

奖金，就必然会留下自己的签字……想

到这，一个大胆的计划就在牛大款脑子

里产生了——他打算花钱雇人，趁夜晚

潜入民政局财务科，通过查找取款凭证

，来找出那个告密者。

村里有个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小

混混叫狗宝。这天，牛大款把狗宝喊到

家里好吃好喝好招待。酒足饭饱后，牛

大款就把自己找他来的目的说了一遍。

可狗宝一听说要他到民政局去行窃就胆

怯了。狗宝小偷小摸不在话下，可要到

民政局行窃，他可没这个胆。但狗宝这

家伙贪财，抵挡不住那5000元的诱惑，

最终还是把这差事接了下来。

事情可并不像牛大款想得那么简单

。这天早上，他刚起床，就接到了民政

局局长李勤在手机里的一通臭骂：“牛

大款你真混球，咋啥点子都想得出来呢

？你快给我过来……”

牛大款预感到事情不妙，猜想一定

是狗宝夜到民政局出事了，于是心里一

惊，暗暗骂起了狗宝：这小子真是成事

不足败事有余！肯定是昨夜行动失败，

把老子给供出来了！

牛大款来到民政局，李勤一见面就

是一通埋怨：“你这家伙真混蛋，火葬

有啥不好？你咋啥事都敢干呢？那事都

已经过去了，为啥还一直心里放不下呢

？这倒好，雇人夜入民政局财务科偷盗

，这事你让我咋替你收场？”

牛大款正被李勤骂得抬不起头，突

然看见赵鹏气喘吁吁跑了进来：“牛老

板，不要再花费心思查找了，那个害你

爹火葬的告密者是我……”

听到这牛大款惊呆了，好久才回过神

来，气愤地说：“真是人心隔肚皮啊，想

不到那个暗中捣鬼放冷箭的人竟然是你！

赵鹏啊赵鹏，我平时待你不薄啊，你怎么

能……”牛大款刚说到这，赵鹏突然打断

他说：“正是因为你待我不薄，所以我才

不得不到民政局告密，阻止你……”

原来，牛大款的父亲和牛大款可不一

样，他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华而不实的东

西。他生前常对儿子说，要孝在生前，人

死了，葬礼再隆重，花再多的钱都是白搭

。牛老泰患病住院期间，最不放心的，就

是担心自己死后，儿子为他的丧事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他知道儿子要面子，爱显摆

，还是个一根筋，不容易被人劝说，于是

就写了一份遗嘱交给了赵鹏，并嘱托赵鹏

，等自己死后，如果儿子为他的丧事大操

大办不听劝阻，就到民政局去告密，借助

政府的力量来阻止儿子铺张浪费。牛老泰

死后，牛大款果然大操大办。想起牛老泰

的临终嘱托，赵鹏只好悄悄到民政局把牛

大款给告了。由于自己的举报，民政局及

时干预，总算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牛大款

的铺张浪费行为。本来，赵鹏打算办完牛

老泰的丧事后就把这个秘密告诉给牛大款

的，可那天见牛大款太忙，就打算过了这

阵子再找牛大款把事情说清楚。可让赵鹏

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他母亲突然患病

住院，他到医院照顾母亲，一待就是好几

天。赵鹏今天终于从医院回来，听说此事

后，就立刻赶过来说明了真相。

说了事情的真相后，赵鹏怕牛大款不

信，伸手就从衣兜里掏出牛老泰的那份遗

嘱递了过去。牛大款展开遗嘱，只见上面

写道：儿啊，虽然你这几年办厂也挣了点

钱，但搞企业没有一帆风顺的，你可要居

安思危，留个后手，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不能铺张浪费啊！我知道你小子要面子

，爱显摆，还是个犟筋驴不听劝，我死后

，丧事一定会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为了阻

止你的浪费行为，所以我特意嘱托赵鹏，

等我死后，如果这丧事你硬要大操大办，

就让他到民政局去……

看过父亲的遗嘱，牛大款激动万分

，一把抓住李勤的手惭愧地说：“你说

得没错！我混蛋，我是真混蛋啊……”

老爹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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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亞洲商會第一屆亞洲商會““ 亞洲餐館月亞洲餐館月””正式啟動正式啟動
各方反映熱烈各方反映熱烈，，歡迎各餐館踴躍參加增加曝光率歡迎各餐館踴躍參加增加曝光率

（本報記者秦鴻鈞 ）由亞洲商會聯合各亞洲
餐廳舉辦的“ 亞洲餐館月” 自五月廿八日正式開
始以來，各方反應熱烈，現在有近百家餐館參加
。(請看今日本報廣告）亞洲商會成立以來，一直
致力於促進休士頓亞洲群體的商業業務和經濟發
展，想通過此次活動樹立和建立美國各界對亞洲
文化的意識和認識。歡迎全休市的亞裔餐廳業者
熱烈參與。

以下的 「亞洲商會 」 （ACC. )給各位餐館店
長及老板們的一封信，請仔細閱讀如下:

尊敬的各位店長及老板們：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企業在休斯敦正在重新

開放中，並且有更多人在註射疫苗，亞洲商會
（ACC）一直在努力促進休斯頓亞洲商業社區的
業務和經濟發展。在休斯頓，我們一直專註於復
蘇餐廳的經濟業務，並將在Memorial Day周末（5
月29日）至7月4日，舉辦我們的“亞洲美食節
”。

我們將通過聯合參與的美食企業來彰顯其亞
洲文化。商會正在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合作夥伴，
出版物和電視新聞報道，並提供專門的在線目錄
（asianrestaurantmonth.com），自助美食導覽圖
和擬議的名人廚師見面和問候等活動，提高大家
對美食的熱愛來支持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目標是向休斯頓展示，我們有一個超
越文化邊界的豐富亞洲美食社區。基本上，“亞
洲美食”一直被藏在這座城市裏面，現在，我們
邀請大家來共同發掘這座多元化城市中的“亞洲
美食”。

成立於1990年6月的亞洲商會，代表大休斯
頓地區的亞洲文化，商業和公民利益。商會在社
區中促進亞洲企業發展，促進休斯頓與亞洲之間

的貿易，並為其成員提供聯系和發展機會。商會
向所有對亞洲文化和商業感興趣的人開放；亞洲
傳統或企業所有權不是成員資格的先決條件。亞
洲商會每年舉辦40多次活動，鼓勵各個級別的新
會員積極參與。

我們深知2020年是不容易的一年，在此，向
各位店長及老板們說一句：辛苦啦！

亞商會及我們都非常關註大家的經濟復蘇。
因此，2021年“亞洲美食月”馬上就要揭開序幕
了，我們及亞商會將聯合參與的食品企業，共同
推廣亞洲風味的美食，以此來強化大眾對亞洲文
化的意識，並提高所有參與的食品企業的曝光率
。

如果您想參與這次活動，請在網頁註冊您的
餐 廳 信 息 ： https://asianchamber-hou.org/
arm2021

如果您認識其他想要參加或者對2021“亞洲
美食月”感興趣的餐廳，請把我們的網頁地址發
給他們進行註冊： https://asianchamber-hou.
org/arm2021 謝謝！

在您完成註冊後，您的餐廳將享受以下優待
：

1. 您的餐廳信息，將被同步列在亞商會的
網上美食目錄中，並在休斯頓最大的英文報
《Houston Chronicle》以及主流媒體、電視臺、
廣播做免費宣傳，同步擴大您的影響力及曝光率
。

2. 您的餐廳，將有機會參與我們的Food
Tasting Festival 活動，屆時會邀請五星級知名主
廚品嘗，以及邀請政府官員、社會名流、網紅大
咖等為大家進一步打響知名度。

3. 您的餐廳，將在活動的最後，收到由亞

商會（ACC）頒發的 “感謝狀”， 您可以懸掛在
餐廳墻上，進一步宣傳您的餐廳文化。

4. 現在報名參加，您只需贊助 $50元贊助
費，我們將贈送您一年的亞商會會員資格。您將
在亞商會享受互惠優待。

您 準 備 好 了 嗎 ？ 趕 快 報 名 吧 ？
更多細節，我們將在下周二下午2-4點，在文

化中心舉行新聞發布會，詳細介紹本次活動，在
此，誠意邀請各位店長及老板們出席。請想參加
發布會的老板們，在下周一以前報名。

我們的食品行業需要您的支持！讓我們一起
團結起來，使休斯頓成為一個令人愉悅、能一起
安全用餐的城市。我們誠摯的邀請每一位餐飲者
來共同復蘇這座多元化城市的經濟。
Sincerely，

Bin Yu, Chairman
Kenneth Li, Committee Chair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uston
Paul Gor, Director

For sponsorship opportunities, please
contact:

pgor@asianchamber-hou.org
713-782-7222 Ext 102

3535 Briarpark Drive, #108,
Houston, TX 77042

713.782.7222
www.asianchamber-hou.org •
info@asianchamber-hou.org

Tax ID 76-0316809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系敦煌管理處：
Email：chloez9988@gmail.com

Tel: 713-988-1668
微信: Sissy0110

休 士 頓 警 察 局 長 Troy
Finner 將於下周三（6 月 30
日 ）下午五時半，出席在中
國城附近的Tracy Gee Com-
munity Center （3599 West-
center Dr. 77072)舉行的市民
治安大會，探討近年來因疫
情導致的治安惡化，兇殺、
偷車案件頻傳，甚至兇殺案
增長了42%， 市民面對治安
惡化情況應有的因應之道。
歡迎市民們踴躍參加，積極
面對罪惡，拿出有利對策。
治安大會由 Alief 區市議員
Tiffany D. Thomas 主持，誠
請關心自身及社區安全的僑
胞踴躍參加，共商對策。

休士頓警察局長費納（TROY FINNER）
下周三舉行社區治安大會 歡迎踴躍參加
圖文：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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