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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當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們懷揣夢
想來到美國時，心中是否有一絲焦慮，
害怕找不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隨著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想要在
美國找工作或者更換工作並非易事。

再加上天災、疫情、經濟不景氣，
即使擁有綠卡和公民身份的新移民，也
面臨著失業，被裁員，乃至找不到長期
穩定高薪工作的風險。

事實上，技術專家總是頗受世界五
百強名企的青睞，但不是人人都能成為
專家。 究竟是不甘心地離開，還是踏
實鑽研某個專業博一搏? 有人選擇了後
者。

您可能聽說過一家公司叫做思科
Cisco，但很少有人知道什麽是“CCIE”
。

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是美國Cisco（思科）公司推出的
專家級考試認證，被認為是IT業內權威
的專家級技能證書，具有終極IT專家認
證的美稱。

CCIE共有7類技術認證：
CCIE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 企業

構架
CCIE Enterprise Wireless 企業無線
CCIE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
CCIE Security 安全
CCIE Service Provider 服務運營商
CCIE Collaboration 協作
CCDE Design （網絡）設計
其中單【企業架構】一項就占據了

信息技術領域近10萬的專家級工作崗位
。

取得CCIE認證代表了你在專業技術
領域中成為一位極具競爭力的人，不僅
可以找到薪資豐厚的好工作（一般都有
10萬美元的起薪），還能得到整個行業
的認同。

快捷培訓（LaneCert.Inc）是美國州
勞動局授權的正規職業學校，提供Cis-
co System, Data Analyst, Juniper, Micro-
soft和其他 IT培訓，致力於幫助更多的
人成為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LaneCert提供理論加實操，行業認
證，就業服務三位一體（培訓、實習和
就業一條龍）服務，幫助學生順利通過
CCIE考試，並且幫助就業，找到高薪工
作。

如果你低收入乃至沒有工作，或者
是退伍軍人，都可以申請政府項目
(WIOA or Gi Bill）免費學習。

學校創始人是Jeffrey Liu，他早年從
電子科技大學無線電專業畢業，成為了
電視機廠的一位電子設計師。 但不
甘平庸的他感受到了這份工作的無趣，
無意之中了解到思科認證互聯網專家
CCIE認證。 用了10個月的時間，Jeffrey
攻克了英語和電腦難關的同時，完成了
CCNP的培訓，成為中國第一代Cisco網
絡工程師之一。

之後，他又用了三年時間，考了三
次，終於在2003年8月4日取得了路由
和交換CCIE的認證。

2004年技術移民加拿大，成為加拿
大公民。2007年Jeffrey考過了安全CCIE
，2009 年又考過了 IP 電話 CCIE（Col-
laboration）。

在2012年 3月，他被AT&T雇到美
國做高級網絡架構師，2014年6月又通
過了電信營運商CCIE。在為AT&T工作
三年之後，2015年7月又成為AT&T專業
技術架構師。

在這個行業中摸爬滾打多年的Jef-
frey劉，心裏一直感謝當年把CCIE介紹
給他的梁先生。

2014年當Jeffrey劉50歲時，他決定
開辦一所學校將自己所學用來幫助更多
想要像他一樣取得成功的人。 於是
2014 年，LaneCertInc 快捷培訓 2014 年
在達拉斯成立，2017年5月在休斯頓，
2019年12月在洛杉磯，2020年9月在聖
地亞哥，依次成立了分校。

學校名稱Lane，意味著通往成功的
一條高速大道。Cert，則代表著CCIE的
Certification。 整體寓意是幫助學生快
速獲得行業認證，成為Cisco互聯網專
家。

眾所周知，互聯網是高新技術，技
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中CCIE這種職
業人員更為突出。

Cisco互聯網專家（CCIE）的職能是
設計和維護互聯網高速公路，Jeffrey劉
認為它是數據時代的首選工作，因為
Cisco互聯網操作系統相對獨立，對於
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
人只要勝任工作即可。

這個工作職位缺口大；
工作薪水好；
工作相對輕松；
聘請CCIE的往往是大公司，容易解

決身份問題。

問
為什麽選擇LaneCert Inc
（1）精英式訓練
普通大學成批培養出來的多是基層

，中層。
LaneCert培養的頂級專家，由行業

專家授課，Lab Assistant手把手、一對
一指導真機實操，因材施教。

線上理論，線下實操，遵循獨家教
材設計路線教學，使學員輕松通過業界
都望而卻步的CCIE認證考試。

我們的學員無論什麽年齡段，結課
後，通過職業規劃和行業內推，在幾周
內就能高薪就業。

（2）就職式培養
全方位打造包裝——專業學習、實

操訓練，專業考證、簡歷修改，模擬面
試，崗位內推……

所學即所用，與實際工作掛鉤，不
與行業脫節，畢業後直接進入頂級專家
高薪行列。

100%實習崗位，保證就業，更為
F-1留學生提供CPT、OPT乃至H1B，叫
您無後顧之憂。

（3）項目周期短
800小時培訓，平均3-4個月，包

教包會，直到就業為止。
（4）因材施教，包教包會
4個月的項目，提供一年的服務。
根據學員情況可調整教學進度，因

材施教，每一位目標成功的學員都能成
為業內精英。

思科電腦學校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話：972-268-7129（達拉斯），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洛杉磯），Cell:

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系我們，可預約免費

公開課。

招聘人才
招聘開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大，

有經驗者優先，無經驗培訓上崗。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樂於

助人，一定經濟實力者
市場開拓者若幹名， 無區域，年齡，

性別，背景限製。有意請附履歷書到
info@lanecert.com

【【低收入低收入 OrOr 老兵免費學老兵免費學】】高薪高薪、、穩定穩定、、升職加薪升職加薪
只用只用44個月個月OfferOffer拿手軟拿手軟 ！！

(本報休斯頓訊) 隨著全球爭取社會
公義的運動，以及近日針對亞裔美國人

的暴力事件不斷增加，公開數據顯示，
在過去一年，針對亞裔美國人的同類事

件增加了150%。
有見及此，聯合健康保險亞裔市場

部團隊提醒亞裔社區多個安全要點：
-盡量避免單獨出門，出門切勿時常

低頭使用手機，應該時刻關注周邊的情

況。
-時常知道自己所

在位置，萬一遇到意外
，打911可盡快及準確
報告位置。

-避免穿戴貴重物
品出門。

-避免存放貴重物
品於車內，包括裝修工
具，以免成為被偷竊目
標。

-萬一不幸被襲擊，要製造聲響，引
起附近途人關注。可考慮使用 「攜帶式
防身警報器」，警報器發出高分貝聲響
，令施襲者不適，並引起途人關注。

-遇見罪案發生，安全情況下立刻打
911。

-遇到罪案要報警。有些華裔民眾礙
於言語不通或其他原因，遇到事情也不
聯絡警方，其實所有警察都可以即時聯
絡翻譯員協助，所以請與警方聯絡。

聯合健康保險為社區民眾準備了
「攜帶式防身警報器」，歡迎民眾於辦

公時間到訪聯合健康保險資訊中心領取
，無任何義務。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送完即止。

聯合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想獲得更多健康生活資訊，請關注

微信號 「聯合健保」，或訂閱聯合You-
tube頻道，觀看包括健保資訊、及健康
生活專題講座。

地 址: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 (Saigon Houston Plaza二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
至下午5時。

聯合健保贈送聯合健保贈送 「「攜帶式防身警報器攜帶式防身警報器」」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關心您的安全關心您的安全!!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
或是公司行號喬遷或是公司行號喬遷、、鋼琴搬遷等服務鋼琴搬遷等服務

讓喬遷更省心讓喬遷更省心 搬家時要注意哪些事搬家時要注意哪些事??
四季搬家公司四季搬家公司 價格實惠價格實惠 品質有保證品質有保證

【本報休斯頓報導】無論是個人或是公司，當
需要搬家的時候，因為面臨全面性的變動，就需要
有周詳的準備與計畫，同時，找個可靠而專業的搬
遷團隊來協助，能夠省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不用
那麼操心。休斯頓地區的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在業界擁有三十五年的
搬家經歷，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靠的態度，在糖
城和大休斯頓地區贏得良好的聲譽。

搬家時注意這些事項，會讓過程更容易進行:
1. 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標明內容物，最好

分區，例如主臥室、主衛生間、客房、書房、廚房
等，標明¬一、二、三、四等數字，等搬過去之後
要歸位會節省很多時間。

2. 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打包好，小東西不要零
零散散的放著，全部放入箱子裡。大多數的搬家公
司是每小時計費，如果能採取措施減少搬家時間，
將有助於節省不少搬家費用。

3.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減少要搬運的東西，
把多餘或不用的捐出去，或是來個車庫大拍賣(ga-

rage sale)，新家就要有新的開始。
4. 用顏色色標來分區。將您的新居的每個房間

指定一種顏色，例如廚房用黃色，餐廳用橘色等，
將顏色貼紙貼在包裝箱子上，然後在新居中，把匹
配的顏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這樣，搬運人
員就知道應該把東西放在哪裡，提高搬運的效率。

5.使用旅行行李箱，把個人幾天之內要用的東
西放行李箱裡，搬過去後，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
品的時間，同時也節省空間，節省運費。

6.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有些人常
忘了要收拾自己的閒雜物品，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
的時間和金錢。

7.準備充足的箱子，會幫助您在打包過程中更
輕鬆，同時預留幾個箱子，以備搬家當天最後一分
鐘還有東西沒收到。

8. 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不要隨便包裝。質
量好的包裝箱對物品的保護有很大幫助，最終省的
還是自己的荷包。

9.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10.如果有含易碎物品，要在箱子上清楚地標明
，工作人員會額外謹慎的搬運。

四季搬家公司
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或是公司行號、乃至於

大企業喬遷，或者特殊搬遷如：鋼琴、展場、繪畫
等，四季搬家都能圓滿的達成客戶的期待。在搬家
過程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而四季搬家訓練有
素、專業的搬運工都會努力做到，讓客戶盡可能減
少搬遷過程的壓力。

四季搬家領有政府認證執照，提供免費估價。
公司有各種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對需頻繁
搬運的公司或個人還有特別優待，同時，也優惠前
往Austin, San Antonio, Dallas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當天服務，當天打電
話，當天搬家，可以隨機應變。當然，一般人都會
事先準備，不會當天才聯絡，不過，仍可看出四季
搬家與倉儲公司的調度能力強，可以彈性配合客戶
的需要。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要儲存空間，四季
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有倉儲服務，安全的保存客戶的

物品。
特殊的搬運
此外，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特殊的搬運，

例如大型美術繪畫作品、各類鋼琴、古董或其它需
要額外保護的物品，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提供服
務，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新的地點。在過去
，已經為許多個人、學校、大學、教會、或專業鋼
琴家等進行鋼琴的搬遷。工作人員攜帶特別的設備
和襯墊，確保客戶的珍貴財產搬遷無損。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 Moving＆
Storage)連絡電話:(281)903-7688、832-867-5467，
或上網: www.allseasonsmo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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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獨立日就在這周末，全美各地
都有許多精彩的煙火秀與表演活動，休斯頓
地區當然也不例外，從音樂表演、闔家觀賞
的慶祝活動、煙火秀都少不了，一起來看看
這周去哪最熱鬧！

Shell Freedom Over Texas

（PC: ABC13）
休士頓官方慶祝活動 「Shell Freedom

Over Texas」 將會如期舉辦，由于冠狀病毒
大流行，今年的活動規模縮小了，但是仍然
可以在Eleanor Tinsley公園和市中心的其他
地區觀看煙花表演。此次的煙花施放高度將
達到 800 英尺，幾乎是傳統表演高度的兩倍
，讓更多人在更遠的地方欣賞。

除此之外，活動還包括了現場音樂會，
邀請到鄉村巨星李布萊斯（Lee Brice）現場
表演。不想出門的民眾也可以在電視上看現
場轉播

地 點 ： Where: Eleanor Tinsley Park,
18-3600 Allen Parkway, Houston

CITYCENTRE 4th of July

休士頓市中心不只一場慶祝活動，7 月
4 日當天購物街區CityCentre前的廣場也會
舉行一場音樂會，以及長達 15 分鐘的煙花表
演！ 音樂會將在晚上 7 點到 11 點舉行，而
煙花秀從晚上 9:30 開始。

但為了避免當天人潮過多，從下午 4 點
開始停車費為 10 美元（只收現金），由於空
間有限，請考慮拼車。除此之外，不允許外
帶食物或飲料，CityCentre的餐廳將會提供
美味的菜單，也可以方便地外帶。

地點： Wildcatter Saloon, 26913 Katy
Fwy, Katy

Kemah Boardwalk

除了休士頓以外，從7月2日到4日在
Kemah Boardwalk 也接連有慶祝活動，眾所
注目的煙花表演從7月4日晚上9:30開始，
現場也會舉辦音樂表演和樂園遊樂設施無限
搭乘的特價票，非常適合闔家大小參與。

地 點 ： Kemah Boardwalk, 215 Kipp
Ave., Kemah

Galveston

加爾維斯頓也將從7 月 4 日晚上7點開
始舉行慶祝活動和遊行，遊行地點從第 59 街
和海堤開始，到第 27 街結束。遊行隊伍包括
花車、裝飾軍車、和經踩街頭表演。除此之
外，煙花秀將於晚上 9:15 在第 37 街和海堤
施放，煙花秀長達20 分。喜歡湊熱鬧的你不
妨一起加入狂歡遊行的行列！

Tomball 4th of July Fireworks
今年 7 月 4 日

在 Tomball 舉行的
慶祝活動據說熱鬧
程度更勝以往，屆
時將在街頭舉行慶
祝活動，向軍人和
退伍軍人致敬，並
有現場爵士樂的演
出可以欣賞。煙花
將於晚上 9 點 15
分開始。

地 點 ： 401
Market St., Tom-
ball

Friendswoo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4th of July Celebration

7 月 4 日晚上 6:30 開始，在 Friend-
swood 的百年紀念公園也有現場音樂和煙花
慶祝獨立日，除此之外， 7 月 5 日星期一早
還會繼續有遊行、攤販等活動，讓人可以從
早玩到晚。

提醒民眾百年紀念公園沒有公共停車場
，但是Friendswood High School 和 Friend-
swood Methodist Church 將會提供接駁服務
。（圖片：路透社）

Bellaire Town Square 4th of July

想要參加適合闔家的慶祝活動和遊行，
就不要錯過在 Bellaire Town Square 舉行的
獨立日活動，現場包括樂隊演奏、美食和娛
樂活動。

地點：Bellaire Town Square
Missouri City 4th of July
密蘇里城每年 7 月 4 日的傳統今年將在

一個新地點繼續舉辦。和親朋好友帶上草坪
椅和野餐，一同享受現場娛樂表演、兒童活
動區、社區表演、食品卡車和壯觀的煙花。

地 點 ：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Missouri City Campus, 1600 Missouri City

休士頓獨立日賞煙花攻略休士頓獨立日賞煙花攻略，，
來這些地方就對了來這些地方就對了！！

关于人类的起源，无论是进化

论，还是神创论，又或者是外星生

物创造论都好，无论哪一种也好，

一直以来人类都想探寻明白这个问

题，想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按照主流科学的解释，人类当

然是进化而来的。如果从发现的最

早的人类化石的年代（440万年前）

算起，人类的演化史是相当相当漫

长的。但是让人觉得突兀的是，如

此漫长的进化史，人类产生智慧和

文明却是非常突然的事儿，好像人

类一下子就有了文明。这个时间点

卡在了差不多20万年到10万年前，

也就是智人演化的阶段。几百万年

甚至更久与10万年上下的跨度，确

实太不成比例了，这也是为什么有

些人会认为人类的智慧出现的太突

然，并支持外星生物创造论的原因

之所在。

此外，还有一点也非常值得怀

疑，那就是科学界对于人类起源问

题的一个初步判断，就是人类在大

概700万到6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

而现代人类是在大概20到15万年前

起源于非洲，而大概在10万年前走

出了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

的古人种。这一说法自1987年被提

出来之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

在分子生物学上有诸多的证据支持

这一说法。

然而，这一说法其实一直都备

受争议，特别是随着考古学的进展

，越来越多出土的人类化石不断地

挑战着这一说法的科学性。所以，

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一直以

来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

其实，真正起到破开云雾作用

的并非考古学上的证据，而是基因

学在研究人类起源上的突破。

早在1995年的时候，美国圣路

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坦普莱顿教授就

设计了一套计算机程序，用来分析

全球各地人口的DNA系列，进而找

出人种之间的基因关系。

这套系统经过演算后发现，人

类曾经出现过三次“走出非洲”的

迁徙，时间跨度从直立人到智人。

并且确认了当时直立人走出非洲，

与各地的人类发生了广泛的基因交

换。

这一发现证明，并非是从非洲

出走的现代智人取代了各地的古人

类，而是一次次与各地的人类进行

了融合。或者换句话说，人类进化

的过程实则是不断交融的过程。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种之间

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比如肤色、五

官、轮廓、体型等等，与其说这仅

仅是进化的结果，不如说人类本来

就是多地起源更可信一些。当然，

不同地区人类的相互交融和基因突

变对于人类的演化也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当然，在利用基因学探寻人类

起源的问题上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终有一

日人类可以揭开自身起源的神秘面

纱，真正了解到底我们从何而来。

人类起源于非洲？基因学给出了答案

当人们谈及史前人类时，一定会联

想到电影中一群体型健硕的史前人类围

捕猛犸等大型动物的镜头，他们应当是

擅长奔跑、身体强壮的史前人类，目前

科学家最新一项研究表明，事实或许与

人们想象的相差较大，人们对史前人类

的印象是身体健康、体型匀称，但实际

上他们可能是“老幼病残”，他们的相

貌看上去像是饱

受战争的摧残。

英国约克大学考

古学家佩妮· 斯皮

金 斯 (Penny

Spikins)在英国科

学节上表示，在

全球出土的50具

尼安德特人骨骸

中，大约三分之

一的骨骸存在不

同程度的残疾，

由于尼安德特人

经常活动，他们

身体健康，但是

他们的伤亡率非

常高，而且遭受

许多饥荒，差不

多每具骨骼都有

严重受伤或者患病迹象，这与他们的生

活方式有关，他们并不像现代人类久坐

不动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生活处境

非常艰难。

尼安德特人具有病残特征的一个实

例包括“沙纳达人(Shanadar Man)”，他

的骨骸在伊拉克境内挖掘，考古学家分

析其享年40-50岁，从骨骸分析来看，他

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有伤残迹象，一只

眼睛失明，可能耳朵聋了。

佩妮指出，“沙纳达人”伤残体征

可能持续10-15年时间，肯定有其他尼安

德特人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很难看到像

这样的伤残人会对部落做出什么贡献，

早期人类都是流动性很强的群体，他们

的生存条件较差，从饥荒时期的牙齿特

征可看出这一点，但尽管如此，部落其

他人仍会照顾伤残人员的生活。

在另一个考古案例中，法国拉卡佩

尔奥克斯圣地区挖掘的一具尼安德特人

骨骸表明，其生前患有严重关节炎，必

须接受至少6个月的护理，这表明尼安

德特人部落彼此团结，互相关爱，他们

能够真心地帮助伤残的弱势群体。

佩妮说：“因此人类最早的医疗保

健证据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早，通过考古

证据，我们发现17个尼安德特人在患病

和受伤期间得到同伴的照顾。”

如果真实还原尼安德特人当时的生

存现状，他们看上去会像是参加过战争

吗？是的，他们的真实状况可能与博物

馆陈列的模型不同，从外貌上看，尼安

德特人都像参加过战争，多数是身体状

况不佳的老幼病残。

佩妮指出，博物馆有责任反映真实

的早期人类生活状况吗？从某种程度上

讲，身体伤残是早期人类存在的客观问

题，现今人们在博物馆看到伤残的早期

人类，会感到不适，但早期人类的状况

的确如此，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大约40万年前，原始人类演化为两支

，一支是尼安德特人，他们最早离开非洲

大陆；另一支是继续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原

始人类，后期逐渐深化为智人(人类共同的

祖先)，现今欧洲一些地区仍有尼安德特人

的基因组，但最终由于某些因素，尼安德

特人在大约3万年前灭绝消失。

史前人类很强壮？科学家：或许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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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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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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年，近一个甲子的时间。

“当时他还不到两岁啊！”在这漫长

的岁月里，找到丢失的二儿子罗亚军，一直

是罗凤坤最大的心愿。但这一找，罗凤坤就

从正值壮年，找到了耄耋之年。

“爸爸！”2021年6月8日，已经60岁

的付贵林，跪在90岁高龄的罗凤坤身前，

紧紧抱住了他。付贵林，就是罗凤坤找了58

年的儿子罗亚军。这一声“爸爸”，这一个

拥抱，他已经足足等了58年。

6月16日早晨，大众网· 海报新闻记者

在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见到罗凤坤时，他刚

刚骑着电动车从集市上吃完早饭回来。这是

罗凤坤保持了多年的习惯，自从十年前老伴

去世后，因为不想麻烦孩子们，罗凤坤就一

直一个人居住。记者注意到，穿着一身红色

大褂的罗凤坤，红光满面，心情很是不错。

罗凤坤的四儿子罗恒胜告诉记者，除

了眼睛和耳朵有些小毛病之外，罗凤坤的身

体一直很不错。“自从找到我二哥之后，我

父亲精神状态就更好了，每天都会点上几支

烟抽抽，有时还会喝点小酒。”

推开门进到罗凤坤一人居住的小院里

，满眼都是罗凤坤种植的花草，足有百十来

盆。罗凤坤说，此前他帮别人看过几年的花

圃，从那以后就对种花产生了兴趣。他说他

喜欢照顾花，或许照顾花，能够倾注他对失

散多年儿子的全部感情。

除此之外，罗凤坤还养了两条狗和一

只猫。如果不是因为一周前，找到了自己被

拐58年的儿子，罗凤坤的老年生活，似乎

和其他老人没有什么不同，也不会引来这么

多人的关注。

罗凤坤显然知道记者的来意，一落座

就打开了话匣子。虽然已经90岁高龄，但

罗凤坤对58年前发生的事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在1963年1月的一天，时年32岁

的罗凤坤和妻子、妻妹，还有不到两岁的儿

子罗亚军，在枣庄市薛城火车站候车。凌晨

2点左右，妻妹的尖叫声惊醒了罗凤坤——

罗亚军不见了。

“我一听，这还得了吗！马上在候车

厅、火车站附近到处去找孩子，我一直喊

‘亚军’的名字，找了一夜也没找到。”罗

凤坤说，在找孩子的同时，他还到车站派出

所报了警。“我在薛城一个战友家住了三天

，但是找了三天一直没有找到。”没办法，

罗凤坤只好回了老家。

回老家之后，因为要维持家庭的生计

，罗凤坤根本没有什么空余时间去专门寻找

失散的罗亚军。但是，每次外出期间，他都

会想尽办法去打听罗亚军的下落，不论是到

济南，还是到徐州。然而50多年过去了，

一直杳无音信。

儿女接力替父寻亲，哪有风声就去哪问

“想，能不想吗？一天到晚搁心里想

，我一想就喝酒，一喝酒就越想，越想越苦

恼，越想越哭。俺邻居一看到我哭，就知道

我又想儿子了。没办法谁让咱没本事，找不

到。”罗凤坤说，虽然家里一直都有罗亚军

的照片，但他想儿子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拿着

儿子的照片看。“都在我心里，不需要。”

罗凤坤说，罗亚军丢失的时候还不会喊他爸

爸，他就盼着罗亚军能叫他一声爸爸。

这期间，罗凤坤的其他几个孩子陆续

出生，并长大成人，找罗亚军的重任落在了

罗凤坤的孩子们身上。

“我家的仨儿子都长大了，有的去打

工了，有的去做买卖了。他们在外面

只要碰到有长得像的，就会去看看，

打听打听。俺小儿子在外面做买卖到

处跑，带着他哥的照片一直带了十几

年，哪有风声就去哪问。”

今年53岁的罗恒胜，虽然从出生

就没见过二哥罗亚军。但是从七八岁

的时候，他就知道家里有一个丢失的

哥哥。“我们几个兄弟只要出去有机

会，就开始找。看到有类似的情况，

都会去询问去走访。每次去都是抱着

很大的希望去，又很失望的回来。”

几十年里，罗恒胜和兄弟姐妹几

乎走遍了全国，但是一直没能如愿。

不过，兄弟几人这些年却一直都

没有放弃过。“这些年来一直都抱着

希望，年年抱着希望。我母亲在去世

的前夕还提到这个事情，最遗憾的就

是在有生之年没有见到我这个二哥，

这是她最大的遗憾。”

2015年，罗凤坤一家人到当地公安机

关寻求帮助，并采集了血样，但是找到罗亚

军的难度还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2015年，罗凤坤老人到公安局报案

时，他老伴已经去世，我们无法获取罗凤坤

老伴的DNA数据，只能进行单亲比对。同

时，罗亚军当时是在薛城火车站丢失的，那

地方交通便利，情况复杂，丢失的方向无法

划定。他丢失的时间也非常久远，无法再去

走访当时的一些人，很多情况已经无法查证

。”枣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丛四新告

诉记者，虽然公安机关运用了各种方式进行

查找，但迟迟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不过

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查找，曾先后到河南、甘

肃、上海、四川等地进行排查比对。

“就是到80岁、90岁，我也要找到亲

爹亲娘”

在距离阴平镇不到50公里的济宁市微

山县，今年60岁的付贵林，也一直在寻找

自己的亲生父母。然而，不同的是，他是近

些年才付诸的行动。

6月16日下午，在微山县城，记者见到

了刚刚退休的付贵林。

在付贵林的印象中，从记事起，他就

一直生活在济宁市微山县。平日里，父母对

他也是关爱有加。“我这边的父母对我那是

太好了，比对我的两个姐姐都要好。”

但是，在付贵林17岁的时候，他偶然

间知道了自己不是亲生的事实。“无意间听

到了父母的悄悄话，再加上外面人的指指点

点，才知道我不是亲生的。”付贵林说，他

的养父母一直没有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他。

付贵林也因为顾及到父母的感受，不

想让父母伤心，一直没有去寻找自己的亲生

父母。“当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要

找到父母，但是没有表露出来。”

20世纪90年代，付贵林的养父母相继

去世，付贵林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养

家糊口的重担，又让他迟迟没有付诸行动。

2017年，两个孩子相继成家，付贵林也逐渐

到了要退休的年纪，付贵林想要找到亲生父

母的想法再也抑制不住了。

2017年，付贵林第一次走进当地派出

所，寻求警方帮助寻找亲生父母。

“别说60岁，就是到80岁、90岁，我

也要找到亲爹亲娘。”虽然如此，付贵林仍

然觉得希望非常渺茫。“毕竟这么多年了，

想找到是很难的，就像大海里捞金，非常渺

茫。”

今年6月，警方经过排查、采集血样、

DNA鉴定，最终确认了付贵林就是罗凤坤

的丢失的儿子罗亚军。

其实，刚开始，付贵林也有顾虑。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拐走的，还是被

送走的。要是被送走的，我肯定不认，

要是被拐走的，我必须得认。”付贵林

说，今年6月份，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找

到他，说他的父母找到了，并告诉他亲

生父母和家人这些年一直在苦苦寻找他

的情况。

“当时心情非常激动，没想到有生之

年我能找到家。听说那边还有一个老父亲，

我更想满足他的心愿，也满足我的心愿。”

付贵林说，一直到和父亲见面前，他的心情

都非常的激动，甚至连吃饭和休息都不正常

了。

这一声“爸爸”，他等了58年

和付贵林有同样心情的，还有罗凤坤

。

“我非常高兴，光想哭，就想着赶紧

给我找到领来才好呢，谁不想见亲人呀。”

罗凤坤说，知道找到二儿子的那天，他就迫

不及待地要和二儿子见面。

“6月1日那天，（枣庄）市公安局给

了消息以后，全家人都沸腾了。58年了，整

天在梦里头想这个事。现在找到了，那真是

不敢想象，真是天大的喜事，一家人都感觉

能找到真是太幸运了，咱是幸运中的幸运。

丢了58年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结果就可能了。”罗恒胜至今仍然觉得像做

梦一样。

2021年6月8日下午，罗凤坤和付贵林

在济南相认。为了这次见面，罗凤坤专门给

每个儿子买了新衣服和新鞋。“老父亲专门

给我买的T恤衫、裤子和鞋子，当时我就觉

得，虽然我们兄妹这么多，但是老父亲还是

没有忘记我这个儿子，到现在还在想着我。

”这也让付贵林感动至今。

“当时我们都非常激动，马上要见到

失散58年的二哥，那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我父亲他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恨不得一下

子见到我二哥。”罗恒胜还记得当天在枣庄

去往济南的高铁上，一家人激动的心情。

“爸爸！”6月8日下午，付贵林快步

跑到罗凤坤身边，跪着拥抱了90岁的老父

亲。这一声“爸爸”，罗凤坤已经等了足足

58年。

“我抱着他15分钟都没放手，越抱越

紧，我抱着他一直哭。”罗凤坤说，见面那

天，他和二儿子一直聊到了晚上12点多。

“就聊他是怎么被人抱走的，我是怎么找的

，他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付贵林说，和亲生父亲相见的那一刻

，他就觉得罗凤坤和自己脑海中父亲的样子

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付贵林认为，也许，他们此前曾经不

止一次地擦肩而过。“当时我就说，可能我

们的缘分没到，就这么近，五六十公里，以

前我觉得可能会很远，在南方什么的，没想

到就相差几十公里。”两家仅仅相距不足50

公里，却足足走了58年。对此，罗凤坤和

付贵林都觉得非常遗憾。

相认时，付贵林说，最大的心愿就是

回老房子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相认之后没

几天，付贵林就专门带着一家人全部回了老

家，去看望父亲和兄弟姐妹，还去祭奠了去

世的母亲。“到了那边，好像有一种说不出

来的味道，脑海中好像很熟悉这个地方，又

好像很模糊，就是这种感觉，一股莫名的熟

悉感。”

付贵林说，虽然不能到父亲身边尽孝

，但是只要有空闲时间，他都会去看望老父

亲和那边的兄弟姐妹。“我就是出嫁的闺女

，会经常回娘家看看的。”同时，付贵林还

希望能征求老父亲的意见，尽快让老父亲到

他家过上几天。“他想过多长时间就过多长

时间。”

罗凤坤也想着，能和儿子一起生活一

段时间，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过去，罗凤坤说

，他还要好好想想。

“从‘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枣庄

市公安局共找到丢失50年以上的被拐儿

童3人，罗凤坤老人找到丢失58年的儿

子，是枣庄时间最长，也是山东省最长

的。”丛四新说。据了解，自公安部

2021年初开展“团圆”专项行动，截至

6月初，已找回失踪被拐儿童1737名，

侦破拐卖儿童积案91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236名。

90岁父亲寻子58年：再相见时父子都已白头

【美南新聞泉深】周叁（6月30日）晚上，菲尼克斯太陽隊
的球星克裏斯·保羅的眼中噙滿了淚水，他不是在哭，而是太激
動，他鞋子上的一條黑色墨水說明了一切：現在不能放棄，總冠
軍而戰！

在保羅的第 16 個賽季中，他在周叁晚上帶領菲尼克斯太陽
隊以 130:103 擊敗洛杉快船隊，以六場比賽4勝2負的戰績獲得
西部決賽冠軍，進入了他們 28 年來的首次 NBA 總決賽。

保羅得到 41 分，德文·布克得到 22 分，讓太陽隊在球隊曆
史上第叁次進入總決賽。他們將面對亞特蘭大老鷹隊或密爾沃基
雄鹿隊，他們目前在東部決賽中以 2:2 戰平。

保羅在同一個斯台普斯中心球場首次進入 NBA 總決賽，他
曾在那裏幫助快船隊在 2017 年結束的六個賽季中獲得了一定的
成績。這位 36 歲的後衛在下半場以 31 分懲罰了他的老東家，追
平了他的季後賽職業生涯新高41分，與保羅·喬治在第 5 場比賽
中推動快船取得客場勝利的相同分數。

保羅賽後在場上說：“我周圍的所有人感到高興，快船隊也
是我的家人。”“這些粉絲，如比利·克裏斯托，那是我的家人

。快船隊是一支我非常受尊重的球隊，我將永遠是快船隊的
人。”
他指著戴著 NBA 總決賽帽子的太陽隊球迷說：“但這個小

組就在這裏，這個小組就在這裏。”
當身穿橙色衣服的太陽隊球迷發出喝彩的聲音時，西部冠軍

獎杯在競技場的燈光下閃閃發光。
布克說：“這就是我們今晚打算得到的，所以我們不想沒有

它就回到鳳凰城。”
在經曆了 10 年的季後賽幹旱之後，菲尼克斯是第一支進入

NBA 總決賽的球隊。太陽隊上一次進入 NBA 總決賽是在 1993
年，當時他們由查爾斯·巴克利帶領，在六場比賽中輸給了邁克
爾·喬丹領銜的芝加哥公牛隊。

他們第一次進入總決賽是在 1976 年，六場比賽輸給了波士
頓凱爾特人隊。

本場比賽在第四節變得不穩定。在還剩 5 分 48 秒時暫停，
太陽隊領先優勢明顯，保羅在路過的時候盯著帕特裏克·貝弗利
，似乎在譏笑他輸球，貝弗利轉身用力推了保羅的後背，將他推
倒在地。貝弗利被驅逐出場。

快船隊喬治得到 21 分和 9 個籃板，這是他職業生涯季後賽
的最高分，這並沒有避免被淘汰，並讓他的球隊再次有機會回家
。

但是精疲力竭的快船隊——他們在球隊曆史上第一次進入西
部決賽時從 0:2 的系列賽落後中恢複過來——幾乎沒有剩下的東
西了。他們再次失去了兩屆 NBA 總決賽 MVP 科懷·倫納德，後

者因右膝受傷而缺陣，以及中鋒伊維察·祖巴茨，由于右膝
MCL 扭傷，他連續第二場缺席了比賽。

倫納德從休息名單移到替補席上准備比賽，從黑色口罩後面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

保羅在第叁節結束時占據主導地位，並進入第四節。在快船
隊在第叁節後期以7分之差結束後，保羅得到太陽隊16 分中的
14 分。他在最後一節命中了叁個叁分球，有人倒在他的背上，
其中一個被吹犯規。

太陽隊在第叁節將領先優勢擴大到 17 分，這讓斯台普斯中
心的觀衆變得遲鈍。太陽隊五名不同的球員得分，傑·克勞德的
第五個叁分球和布克的扣籃突出的顯現。克勞德得到19分，德
安德烈·艾頓 （Deandre Ayton）得到 16 分和 17 個籃板。

快船隊第叁節以 10:0 的比分短暫地自己和球迷重新注入活
力，將他們拉到82:89。其中莫裏斯和尼古拉斯·巴圖姆各投中叁
分。

但是保羅以 8:0 的比分結束了比賽，其中包括兩個叁分球，
讓太陽隊以 97:83 領先進入第四節。

在過去的叁場比賽中，布克棄了他了保護鼻子受傷而戴的透
明塑料面具。在第叁節結束時，他在防守喬治時被肘部肘擊，並
在第四節戴著面具打球。片刻之後，德馬庫斯·考辛斯因肘擊保
羅頸部而獲得技術犯規。

菲尼克斯在整個四節比賽中都領先，在每節結束時利用跑動
來獲得喘息空間。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西部王出籠 保羅帶領大陽
以130:103擊沉快船進軍NBA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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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陳曉明陳曉明陳曉明 李康廉李康廉李康廉
理文6月28日在將軍澳運動場以5：1大破來

自蒙古的 220體育會，在亞協盃 J組保持 100%勝

率，成為繼 2015年南華之後，第 2支小組全勝出

線的香港球隊。聯手帶領球隊創下歷史佳績的主

教練陳曉明及37歲的李康廉，亦終於可以擺脫纏

繞了 10年的夢魘，完美演繹了一場自我救贖。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東奧積分榜居48位
陳芷澄奪港隊第44張入場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兩位中國球
手於6月30日溫布頓網球公開賽遭遇不同命
運，其中男單選手張之臻苦戰5盤不敵法國選
手安東尼．黃，於溫網首輪止步。相反女單選
手朱琳則擊敗德國的芭特爾，創出在溫網的生
涯最佳戰績。

目前世界排名第175位的張之臻，在上周
經歷3輪資格賽後，成功成為公開賽年代第一
位晉身溫網男單正賽的中國隊選手，可惜6月
30日苦戰5盤後最終未能再進一步。然而，張
之臻賽後卻對未來顯得十分樂觀：“整場比賽
總是先被破發，所以感覺很被動；當然我也希
望以後能打到第2、3輪，留得越久越好，但這
肯定不會是自己最後一次大滿貫正賽之旅。”
雖然躋身世界前100是接下來的一個目標，但
由於7月下旬就要回國備戰全運會，所以張之
臻會等全運會後再朝目標進發。

女單方面，朱琳苦戰3盤下勇挫芭特爾晉
級次輪，創出個人在溫網最佳成績，這位27歲
球手賽後表示：“我第一次打大滿貫正賽就是
溫網，能在這裏贏下首場正賽真的特別開心。
之前的熱身賽我沒有打得很好，幸而能從中找
到原因並作改善。”

北京2022年冬奧會主媒體中心完工
北京2022年冬奧會主媒體中心6月29日實現完

工，並具備交付北京冬奧組委條件。
位於國家會議中心二期的北京2022年冬奧會主媒

體中心，總建築面積41.9萬平方米，是北京2022年冬
奧會北京賽區開工最晚、規模最大的新建項目。主媒
體中心作為臨建場館，選址在該項目內。主媒體中心
包括國際廣播中心（IBC）和主新聞中心（MPC）兩部
分功能，是全球註冊平面媒體及轉播商的賽時媒體總
部。總使用面積約21.1萬平米。

冬奧期間，主媒體中心預計接待3,000多名文字及

攝影記者，約12,000名轉播人員。主媒體中心既是報
道和轉播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盛況的國際新聞編輯
部和電視信號製作傳輸中心。同時，又是國際奧委會
媒體運行、奧林匹克轉播服務公司，以及北京冬奧組
委媒體運行的賽時指揮部。

賽後，國家會議中心二期將繼續改造建設，作為
會展建築使用。建成後，將與國家會議中心一期共同
組成總規模超130萬平方米的世界級會展綜合體，既能
滿足高端政務、國務外交活動需求，又能滿足各類大
型國際交往活動和商務會展活動需求。 ●中新網

●●夜色中的北京夜色中的北京20222022年冬奧年冬奧
會主媒體中心會主媒體中心。。

北京市重大辦圖片北京市重大辦圖片

在10年前，天水圍飛馬首戰亞協盃，前4
輪分組賽獲3勝1負得9分，只要在最後

兩輪多取1分即可出線，戰至第4輪，飛馬在
將軍澳主場迎戰越南球隊宋蘭義安，當時卡
里祖於75分鐘建功，個人梅開二度助主隊領
先2：1，然而勝券在握之際，卻在完場前6
分鐘之內被十人應戰的客軍連入兩球，反勝
為敗。最後一輪作客印尼斯里維加亞，即使
有當年27歲的李康廉取得首個亞洲賽入球，
無奈最終仍以2：3落敗，結果功敗垂成被踢
出局。

10年後，理文首度亮相亞協盃，陳曉明
及李康廉兩師徒再次合作，這次終能打破宿
命，聯手帶領球隊以“東亞區冠軍”出線跨
區4強，同時亦以破球會紀錄的8連勝完結今
個球季。多年的心結終於解開，不過陳曉明
心情卻並未太激動，只是淡淡然地說：“我
不喜歡回望過去，如果只是一直懷緬以前的
事，便不會有進步。何況現在的球員也不是
當年的球員，現時的我亦非當年的我。”

今次是李康廉職業生涯第3次出戰亞協
盃，不過在飛馬及南華都未能突破小組階
段，因此理文的第一次也是他的第一次。這
位老將雖快滿38歲，但其爆發力及變速能力
在亞洲賽場仍然煞食，對220體育會之戰錄得
2入球2助攻，不但被亞洲足協選為最佳球
員，亦成為首位為3支不同球隊在亞協盃入球
的本土球員。3屆累積5個入球，也使“康
廉”成為是項賽事入球最多的現役華將。他
賽後未敢居功：“很開心可以在理文達成我

的第一次（出線），希望我的表現也能夠感
染到較年輕的隊友，協助他們成長，樂見大
家都能保持正面心態去迎接下一季。”

擔心跨區4強戰賽期問題
理文下一個挑戰就是9月21或22日的跨

區4強戰，亞洲足協將於7月7日抽籤決定一
場過的淘汰賽走線形勢。屆時理文陣容會加
入具本地球員資格的迪高，陳曉明承認，由
於入境隔離程序繁複，已不太可能物色新援
助陣，最令他擔心的是賽期問題：“我現時
最不確定的，就是相關
出入境隔離條例與本地
賽事之間的協調問
題，希望一切可以早
日落實，讓會方能夠有
多些時間部署。”港超
暫定 9 月 18 日開
鑼，3日後就是亞
協盃跨區 4 強
戰。

完成自我救贖完成自我救贖完成自我救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香港高爾夫球總會6月30
日宣布，香港球手陳芷澄（Tiffany）在奧運積分榜居48
位，成功奪得2020東京奧運會入場券。陳芷澄於今年美國
女子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LPGA）打出了亮麗成績，在4
月的LPGA洛杉磯公開賽更打出低標10桿，在其職業球手生
涯中首次以前10名的佳績完成LPGA賽事，將以大勇狀態再
次挑戰奧運。這也是香港代表團今屆第44張奧運入場券。

國際高爾夫球總會（IGF）29日公布了2020東京奧
運女子高爾夫球的最終排名，Tiffany排第48位，以前60
位球手身份，獲得東奧入場券。她亦會繼2016里約之
後，再度出征奧運。Tiffany直言是夢想成真：“非常高興

可以再次代表香港出戰奧運。在過去的一年，我一直很努
力鍛煉體能和球技，努力是有回報的，在LPGA賽事中爭
取到好成績，終獲得晉身奧運的門票，可謂夢想成真！這
次再披戰衣，我將會以平常心面對，期望能打出比2016
年里約奧運更佳的成績。”

她又希望以身作則帶動高球發展：“我希望可以鼓舞更
多少年高球手，向他們證明只要堅持對高球熱誠的初心、不
怕失敗、努力不懈，奧運夢並不是遙不可及的。”由於疫情
關係，Tiffany預料親人和好友都不能前往東京觀賽，但他們
都會跟所有香港人一樣，透過電視的轉播，支持自己和一眾
出賽的香港運動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派
出青年軍出戰今屆亞冠盃的中超球隊北京

國安，在6月30日的分組賽以0：7慘負予日
本職業聯賽球隊川崎前鋒，這次敗陣雖然創造

了國安在亞冠的最大比分失利，亦創造了中超球隊
在亞冠的最大比分輸球紀錄，但無論球評還是球迷
皆未有怪責一眾小將，並鼓勵他們努力前行。

由於受疫情和國足備戰世界盃外圍賽等影響，
身處I組的國安和其他中超球隊一樣選擇只派青年
軍出戰，讓他們吸收經驗；事實上國安首戰面對
菲律賓代表FC聯合城表現不差，更以1：1賽和對
手，只是當日面對出線大熱川崎前鋒，在球員級數、
經驗等始終有差距下，最終以7球淨負對手。
雖然經歷一場大敗，但各界均未有怪責一眾年輕

小將，其中國安官方便發文安慰道：“希望我們的小
伙子能夠抬起頭來，積極地面對這樣的比賽！”至於

國安球迷亦不斷留言鼓勵這班年輕球員，而內地傳媒
亦指小將們能參與這類國際比賽其實非常難得，故往
後要做的是珍惜往後的每1分鐘比賽，並從失敗中學
習，看看自己和對手的差距在什麼地方，然後努力作
出改善。

亞冠慘負川崎前鋒
各界安慰國安小將珍惜上陣機會

亞協盃香港球會華人射手榜
排名 球員 代表球會 參與屆次 累積入球
1 朱兆基 晨曦、傑志 5 8
1 陳肇麒 南華 5 8
3 鄭少偉 南華、傑志 2 6
4 李康廉 飛馬、南華、理文 3 5

●●國安小將史堉國安小將史堉
鋮鋮（（右右））力拒前力拒前
鋒球員脇坂鋒球員脇坂泰斗泰斗
來犯來犯。。 美聯社美聯社

●陳曉明擔
心賽期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
者黎永淦攝

●●理文在亞協盃理文在亞協盃JJ組保持組保持100100%%勝率勝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飛馬失意 理文重生

●● 陳芷澄再次挑戰奧陳芷澄再次挑戰奧
運運，，啟發不少香港年輕球啟發不少香港年輕球
手追逐奧運夢手追逐奧運夢。。

香港高總圖片香港高總圖片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7月1日（星期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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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臻對未來充滿信心張之臻對未來充滿信心。。美聯社美聯社

●李康廉望
協助年輕隊友成
長。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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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故事天地

如果不是这一份植物标本，我也

不会知道人类曾经杀死和摧毁了他们

在这个星球上所见过的最大的生命体

。

令人惊奇的巨树

1848 年，美国加州发现金矿，立

刻引发了长达七年的淘金浪潮，人们

从世界各地赶赴当年还是成片森林的

旧金山附近，淘金热和围绕淘金产生

的一系列欲望需求，引发了对加州的

开发与探索。1852 年春天的北美内华

达山脉西侧，一个名叫奥古斯都· 多德

（Augustus T. Dowd）的猎人正在追逐

他的猎物——一只受伤的灰熊，他无

意中进入了这条山脉从未被欧洲殖民

者涉足的深谷，在那里他没找到他的

猎物，却见到了令他惊惧的一片森林

，那片森林里的树泛着鲜红的光泽，

比他此前见过最粗最大的树还要大上

三倍。

很难说他怀着怎样的震撼从这片

森林回到人类社会，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在回来之后绘声绘色地将这些发

现告诉了每一个认识的人。当质疑他

的邻居们也被带去亲眼目睹这片巨树

的时候，再一次，每个人都被震撼了

。他们把所见最大的那一棵称为“发

现之树”（the Discovery Tree）或者

“猛犸”（Mammoth），发现的荣誉

归于奥古斯都· 多德。

来自这些巨树的枝叶在当年便被

加州的植物学家阿尔伯特· 凯洛格Al-

bert Kellogg 确认为新种，并赋予了拉

丁名“Washingtonia gigantea”以纪念美

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同时，他将一些

材料给了从英国来的植物采集家威廉·

洛伯（William Lobb），洛伯马上意识

到这些植物的非同凡响，他迅速赶到

了多德发现这些巨树的森林，采下了

完整的植物材料和种子，并在次年底

带回英国，而当他经过旧金山的时候

，没有对美国的同行透露一个字。

洛伯回到英国后迅速把材料交给了

植物学家约翰· 林德利（John Lindley）

，林德利在研究后将它命名为“Wel-

lingtonia gigantea”，用来纪念带领英军

击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亚瑟· 韦尔斯

利。两人不约而同使用了种加词“gi-

gantea”，来自“giant”巨人之意，极

言此树之庞大。这次“抢注”名字意外

引发了英美植物学界的长期纷争。

这就是可以确信的欧洲人与巨杉

的初次相遇。而今天我们知道，仅存

于内华达山脉西侧海拔 1500-2400米山

地沟谷中的它们，和分布于北美太平

洋海岸的亲戚、世界最高的北美红杉

Sequoia sempervirens 相比，巨杉更加粗

壮，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树，同时也

是人类已知地球上存在过的最大的单

体生命。

树木在一生中不断地光合作用，

将二氧化碳最终转化为木质素沉积在

身体里，一棵成年大树往往比同年龄

的其他类型生命要重得多，比如目前

已知世界最大的动物成年蓝鲸的重量

可以达到 50-150 吨，一棵成年巨杉重

量轻松超过10头蓝鲸。

但当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此之

前的数个世纪里，周围部落的北美原

住民早已知晓这些巨树的存在，他们

称之为“Wawona”——发音与生活在

这片森林的西斑林鸮（Strix occidentalis

）的叫声相似，原住民相信西点林鸮

是这片巨树森林的守护者。

而生活在图莱河（Tule River）的

原住民则称之为“toos-pung-ish”或者

“Hea-mi- withic”，与这些部落的创

世神话相关。在原住民眼中，巨杉是

世间所有树的始祖。巨杉不仅体型庞

大，树皮中丰富的鞣质使得巨杉耐火

烧又耐霉菌侵蚀和虫蛀，成年巨杉轻

松活过 1500岁，在多雨雾、风暴和林

火的高山上，如同不朽的所在。

屠杀上古的巨人

如同命运的嘲弄，死亡厄运却很快

降临在这些不朽的生命之上。仅仅在西

方人多德见到“发现之树”巨杉的第二

年，它就被伐倒摧毁了。因为树体的庞

大，砍伐“发现之树”花了5个人二十

二天时间。詹姆斯· 哈金斯（James Ma-

son Hutchings）在他的书《加州奇观》

（Scenes of Wonder and Curiosity in

California）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经过：

“为了伐倒这棵树，五个雇工花

了二十二天的时间，采用的方法不是

砍，而是用泵钻将其挖掉。在将树桩

从树桩上完全割下后，还有树靠近根

部的宽大形态使得树能保持直立。为

了完成砍倒它的壮举，在22天里花了

两个半天的时间来插入楔子，把它们

打进木头里，直到最后，森林高贵的

君王被迫颤抖战栗。这棵树在经历了

将近三千个冬天的‘战斗和微风’之

后，它终于倒下了。按我们的猜测，

这是一种牺牲……”

通过年轮的粗略估算，“发现之树”

活了超过1300年。在这个过程，人们也意

外地发现巨杉的木材材质出人意料地松脆

，被伐倒之后木材碎了一地。在后期统计

中发现，巨杉伐落后直接倒下导致的木材

损失达75%以上，因而后期的采伐不得不

事先在巨杉身下挖好相匹配的坑槽，并用

大量树枝作为缓冲。即便如此，巨杉的木

材过于松软，几乎无法用作最重要的建筑

和工业材料，只能用作篱笆，或被当做燃

料烧掉。“发现之树”的被砍伐后的树墩

也没有被“浪费”，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站

下32人的舞台，在上面举行舞会，一时被

传为奇谈。

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更多更庞大的

巨杉群落被发现，然而，庞大而“无用

”并没有阻止巨杉被肆意砍伐破坏。除

去获利，还有更多的人采伐巨杉只为战

利品般炫耀。在“发现之树”被伐倒的

第二年和同一片巨杉集群（这些集群被

称为grove），一棵巨大的“森林之母

”（Mother of the Forest）巨杉树皮被

整体剥除，贩卖至纽约和伦敦展览和售

卖。甚至 1894年旧金山举办世界博览

会，也毫不犹豫选中、砍伐、切割了一

棵3000多岁、周长30米的巨杉“世博

会巨树”作为展出物，证明巨杉“确实

存在”。

马克吐温之死

另一场更加著名的悲剧发生于1891

年。两名商人Hiram T. Smith 和Austin

D. Moore早在1888年出价买下了内华达

山脉西侧的大片林地，成立了金斯河木

业公司（Kings River Lumber Company

），占有了近120平方公里的巨杉森林

，从此展开了疯狂的采伐。

在 1891 年，一棵被叫做“马克吐

温”的巨杉被伐倒。“马克吐温”的

高度达到了 100.9 米，周长达到了 27.4

米——可作为对比的是现存世界上最

大的巨杉是“谢尔曼将军”，高度仅

有86米，周长31米。“马克吐温”很

可能是人类目睹过的最大的生命体，

而据当时人们的描述，这棵巨树的生

长如此完美，树身上没有任何雷电烧

灼留下的痕迹，它只有 1341岁，在成

年巨杉中相当年轻，如果不是遭遇人

类，很可能保持高速生长数百年。

因为体型的

无比巨大，这棵

巨树被连续采伐

了 8 天才轰然倒

地。被伐倒后，

树体被分割，有

两块并非最大的

木材横切面被制

作成标本：一块

送到了伦敦，几

乎从那时起就挂

在大英自然博物

馆二楼大厅；一

块送到了纽约，

展出于美国自然

博物馆，在这块

切面的年轮上，

工作人员标注了

自它从诞生以来

西方世界所发生

过一些重大事件

，比如公元800年

的查理曼大帝登

基 ， 比 如 公 元

1492 年美洲的重

新发现，而一切

终止于 1891 年这

棵巨树的倒下，

如同一个巨大的

讽刺。

除去两块切

面外，大部分来

自“马克吐温”巨杉的木材仅仅被金

斯河木业公司制作成葡萄栅栏、篱笆

桩，以及屋顶的木瓦。直到 1905年，

这家公司一共砍伐了 8000多棵巨杉，

其中大部分都超过了2000岁。

记录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多年之后，当我在金斯峡谷国家

公园的“巨树墩小径”看到“马克吐

温”巨杉被砍伐后遗留的树墩——如

前所述，这些树墩因为巨杉树皮和材

质富含鞣质的原因，这么多年来几乎

未曾腐烂——我能想象到那一天最温

和的画面，也如《阿凡达》中纳威人

的家园树被炸碎般惨烈。

巨杉被大量砍伐是人类极度的狂

妄自大所直接导致的悲剧结果，但这

些事件促成人们的反思也同样强烈。

从19世纪末开始，由约翰· 缪尔积极倡

导推进的西部环保运动使得更多人知

道了这种令人惊叹的巨树。1890年9月

25日，美国第二个国家公园——巨杉

国家公园成立。

经过 50 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到

1940 年，金斯峡谷国家公园（或被称

为“国王谷国家公园”）成立，金斯

河上游的一系列矿产资源开发、大型

滑雪场建设的议案也终于在60年代被

终止。到今天，所有砍伐和破坏巨杉

的行为都视为非法，尽管依然受到气

候变化和频繁山火的威胁，这些巨人

终于得到了更多喘息机会。

我时常想，博物馆究竟该展出什

么样的东西？不仅是世间生命形态万

端，更有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

无论是和平还是冲突，哪怕是犯过的

错误，曾经的索取和暴虐，都是值得

理解和记住的，如同悬在头上的剑。

这些巨杉切面也是如此，尽管我宁愿

它们依然真实地活着。

人类用了八天，就杀死了世界上最大的生命

就目前来说，世界只有美法两

国拥有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中国国

产航母不是核动力航母呢？

这些年，中国海军进入了发展

快车道，一艘艘军舰如同下饺子一

般，对于航母的建造也是排上了日

程，这不 002 航母服役 2 年，003 航

母正在建造，并且动力方向也开始

朝着核动力进发，大家都希望核动

力早日上舰，就连外媒也是极度关

注，003 还没有下水，多项参数，就

被外媒分析了一个遍。

美媒还说，如果中国航母采用

核动力，那么中国航母将会获得更

加充足的能源，足以支持各种高能

武器，在未来，激光炮和电磁炮上

舰，也将不再是想法，成为现实，

会变成重大突破。

国产母还不是核动力？新航母

或成常规动力航母之最，何时面世

虽然 003 还在建造，但也已经是业内

公开的秘密，是大家公认的国产航

母，国人对他的关注力是极大的，

虽然官方并没有公布数据，但是美

媒却多次发表了有关于 003 航母的分

析。

我国官方曾发布过“舰船核动

力系统”的公告，在公告刚出炉的

时候，很多军迷都认为，这是核动

力航母的初步计划，甚至猜测 003 航

母将会使用核动力，但是随着建造

图片的曝光，以及外媒的分析，让

我们知道，003 航母还是采用常规动

力。

国产航母还不是核动力？新航

母或成常规动力航母之最，何时面

世

003 航母被指采用常规动力全电推进

系统，这也是区别于前两艘航母的

特点之一，要知道 002 航母采用的是

常规蒸汽轮机系统，滑跃式起飞，

而 003 航母将会采用电磁弹射，直接

跨过蒸汽弹射。

大家除了关心 003 航母的动力之

外，对其的最终的排水量也极为关

注，有信息显示，003 航母的排水量

很可能会达到 8 万吨以上，这将会

是常规动力中最大的航母，这让他

能够有更大的空间装载更多的武器

，甚至安装新型的电磁武器。

国产航母还不是核动力？新航

母或成常规动力航母之最，何时面

世

虽然是常规动力航母，但是从整体

性能来看，可以和美国核动力航母

尼米兹级相媲美，这一点告诉我们

，大家对 003 航母的期待，以及拥有

先进的性能设备。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003 航母很

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下水，到 2025

年服役，服役以后，中国正式拥有

三艘常规航母，就能实现航母远洋

计划，有意思的是，003 航母上还会

采用马伟明院士团队研发的综合电

力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压直

流全电力系统，杜绝了直流输电严

重损耗的问题，能够让电磁弹射起

飞更加稳定，自此中国成为了第一

个在航母上使用中压直流的国家，

并且在这一领域还要领先美国一代

。

国产航母还不是核动力？新航

母或成常规动力航母之最，何时面

世

俄国专家也做出过表示，中国 003 航

母一旦服役，那么中国海军的实力

，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很明显

，中国 003 航母虽然没有面世，但是

却得到了极大关注，受到了一致好

评，看来常规航母的大哥大，非 003

航母不可。

这些年，美国似乎有意夸大中

国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们也进行过

对中国海军的预判，美方认为，中

国海军，再过 15 年，中国航母总数

量会达到 6 艘，到了 2050 年，将常

规动力和核动力航母一块儿算上，

将会达到 10 艘，形成庞大的海面力

量，让各国忌惮。

那为何我国国产航母，还不是

核动力呢？

早在 2018 年，我国国防部发言

人进行公开表示，中国航母的发展

问题，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

防需求情况进行建造的。

看向现在，就实际需求来说，

核动力航母并不是很迫切，再加上

常规动力也并没有做到完善，自然

不会直接上核动力航母进行实验各

种先进的设备，就比如现在服役的

两艘常规动力航母，依旧是采用滑

跃式起飞，全电推力系统，弹射起

飞也需要一一验证上舰的可行性，

自然对于核动力的需求并没有到要

立马上舰应用的地步，就有大把的

时间进行验证舰船核动力系统。

毕竟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也需要通过不停地调试，说白了

就是海面舰艇核动力的技术还未过

关，也可以通过别的船只进行试验

，就比如我国也在开展核动力破冰

船的项目，为核动力航母打下基础

。

国产航母还不是核动力？新航

母或成常规动力航母之最，何时面

世

通过航母建造的发展来看，从改进

瓦良格号，生产出辽宁舰，到自主

建山东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003，可

以看出，建造航母对于我国来说已

经不是难题，完全可以驾驭这类大

型军舰的建造。

再按照“服役一代、研究一代

、预研一代”的情况来看，003 航母

正在建造当中，经过推测，我国第

四艘航母很有可能已经在筹建当中

了，而这第四艘航母就很有可能会

使用核动力，我想接下来核动力航

母的面世，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此看来外媒的分析还是很有

道理的，中国在 15 年后，拥有总数

量 6 艘航母，也不无可能，只是不

知道我国的第四艘航母，会不会使

用核动力呢？

中国国产新航母何时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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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從課堂講習到實彈射擊從課堂講習到實彈射擊，，本周日本周日、、周一舉行周一舉行
「「休士頓生活互助團休士頓生活互助團」」 團友張光祥策劃贊助團友張光祥策劃贊助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根據雅虎新聞的一項
新民調顯示，美國兩黨人士無不擔憂犯罪的日益
加劇。而導致暴力犯罪激增的原因, 幾乎所有共和
黨人都說警察不夠強硬，尤其德州在今年九月一
日即將開放槍隻管制，人人可持槍，而且新法律
不需槍證即可持槍上路，更增添了大家的恐懼。
大多數美國人（57%）表示他們擔心“ 美國城市

的法律和秩序將崩潰 ”。
本周日及周一（6月 27日，28日）一項由

「休士頓生活互助團」 團友張光祥（Sunny張）先
生所贊助的用槍常識講習及實彈射擊兩堂課，分
別在他的公司及耙場舉行。首日由戴啟智主講，
謝元興及禹道慶補充說明。次日打耙，他們三人
及主辦人張光祥現場指導。

戴啟智在講習時表示：他用槍完全出自安全
與興趣，把 「槍 」 當作一 「保護自己」 的工具。
他也逐一介紹槍的方向、擺放位置，各手指正確
的持槍擺法，完全是以 「安全」 為考量。打槍時
腳不要露出來。穿長袖，領口不要太大，通常會
「致命」 的開槍距離為15呎。

他也預先提到次日射擊時，兩個人一組，頭
一次每個人打完五發子彈即換另一人再打五發，
如此輪流。之後，每人再每次打10發子彈二次。
他也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用槍在換手時，不要把
槍枝直接交給助教。（應把槍枝放桌上）禁止手
對手的交接。為了 「安全」 起見。另外，打槍後
子彈會彈跳，不要去撿它。打完槍後，把槍內的
彈匣拿出來。他也以圖示範，射擊時，把槍耙的
視覺focus 放在中間。

主辦人張光祥先生表示：持槍的好處是晚上
你聽到聲音，只要開一槍，歹徒就嚇跑掉。但是
，歹徒已在身邊就不要去拿槍，此時拿槍是自找
死路。

第二天打耙，所有的人可以完成實彈射擊，
每人30發，並有教練在旁一對一指導，完全免費
，平均每人開銷$50元，全部由主辦人張光祥捐贈

。包括第二天耙場的場地費。由於現在外面子彈
缺貨，張光祥先生特別開了很遠的車出城去向人
高價購買。並派工作夥伴Vivian去採購首日參加
講習會34人份的點心，精緻、好吃、口感甚佳的
泡孚，使在場每一位吃過的人 「點滴在心頭」 ！

一位參加過次日打耙的女士表示：我只有一
次的打耙經驗，那是高中的軍訓課，那是步槍，
不是手槍。這次都要歸功於教練教得好，我今天
去耙場的時候還沒什麼信心，聽到槍聲還有點害
怕，但回家的時候卻頗有成就感，真是難忘的經
驗！

教練之一謝元興表示：那裡！看到妳們的動
作越來越熟練，彈著點越來越集中，我也有成就
感，與有榮焉！

「休士頓生活互助團」 表示：大家可以繼續
報名槍枝使用講座，參加者只限婦女同胞。下次
上課在7月3日（星期六）下午1:00pm, 上課地址
：13715 MurphyRd. Stanford Tx 77477,主講人：
John謝元興，Sunny 張（張光祥）。請報名者以
訊息（text )方式與主辦人張光祥聯絡，（ 電話不
接 ）。聯絡人：張光祥：（832）573- 9978

主講人戴啟智介紹槍主講人戴啟智介紹槍
枝的結構枝的結構、、功能功能。。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主辦人張光祥主辦人張光祥（（Sunny )Sunny )介紹槍隻的功能及應介紹槍隻的功能及應
注意情況注意情況。（。（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上課學員們逐一自我介紹上課學員們逐一自我介紹。。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戴啟智戴啟智（（左左 ））示範持槍動作示範持槍動作，，
謝元興謝元興（（右右 ））現場說明現場說明。。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教練之一禹道慶教練之一禹道慶（（右二右二 ））現場教大家現場教大家
如何打槍如何打槍。（。（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學員們在耙場現場練習打耙學員們在耙場現場練習打耙
的情況的情況。。

學員們在耙場現場練習打耙的情況學員們在耙場現場練習打耙的情況。。

老師們在打耙現場向老師們在打耙現場向
學員們面授機宜學員們面授機宜。。

上課現場出示的槍枝與子彈上課現場出示的槍枝與子彈。。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打耙現場的槍枝與子彈打耙現場的槍枝與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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