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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学院2022暑季课程报名

孟子学院2022年暑季提供36门课程：

1）4-12年级的所有基础数学课程

2）小学、初中与高中的9门竞赛数学课程

3）AP数、理、化14门课程

4）SAT/ACT数学、科学与英语课程

5）初中、高中英语课程

6）Pre-AP and AP中文课程

注册事项：

1) All students must register online： 

DrMengAcademy.com

2)  Early Registration due: 

5/8/22 (no registration fee)

3) Registration fee is $20 after 5/8/2022

4)  Tuition is $458 (Dr. Meng’s classes) or $588 (*other classes)

5) Each semester has 15 weeks. One class per week. 90 minutes per class.

6) Please contact Dr. Meng if you cannot find the class you want or if the class time does not work for you. Many class times are flexible to change. We will try to accommodate if

possible.

 基础数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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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赛数学课

 物理、化学、科学竞赛

 SAT & ACT课程

 AP课程
 

 中文课程

 英文课程

 升学辅导
 
 

老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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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学院升学辅导服务：

课程辅导、课外活动、夏令营、领导力、升学、爬藤一条龙服务！

1）8 年级以下:1500 美元/年 

2) 9-12 年级套餐:4 年总共 3 万美元

孟维钢博士（孟子学院创始人）

1-864-906-6021（美国）

wgdmeng@gmail.com

END

不让一个学生落后

帮助每个学生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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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逐日追風，將人的生活不斷往前推動，有人
稱 「人工智能」正推動第四代的工業革命，
要了解個中面貌，只要看看自己的手機就可
明白，人臉辨識、速度辨識、語音識別、語
言翻譯等種種，讓現代人手機不離身。再看
看自動駕駛汽車、快速的網絡搜索等，都是
人工智能的運用，也突顯人工智能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

建立人工智能發展的人才管道
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 於四月29、30兩

天，舉辦“人工智能與休斯頓的未來(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 The Future of Houston” 研
討會，由大學的計算機協會領頭，邀請學術
界、產業界人士參與，包括大學教授、大學
代表、學術顧問、行業專業人士、大學生、
贊助商以及 HCC 合作夥伴，對人工智能、
機器人、機器學習等做全面的探討，挖掘職
場領域、勞動力發展層面的產學夥伴關係，
希望做好應有的準備，以面對不斷變化的新

科技模式。
此次研討會邀請了來自

IT 行業的諸多代表，他們重點
性的介紹人工智能的最新進展
、以及這個領域所能提供的眾
多機會，對話圍繞學術界和產
界如何合作建立人工智能發展
的本地人才管道，為休斯頓地
區的經濟注入更多活水。會中
有小組討論、作品展覽、動態
演示等，展示人工智能在各行
各業的諸多應用。

人工智能創造更多工作機
會

HCC總校長塞薩爾•馬爾
多納多（Cesar Maldonado）博
士表示，感謝與會者來參加會
議，這顯示出對未來有企圖、有願景，希望
能在人工智能(AI)的領域中更上層樓，這項新
的科技蘊含無限可能的機會。有人擔心人工
智能會減少工作機會，影響全球經濟，然而
這是過去的局限心態。現今，人們看到，有
數以百萬計的人在交通產業中、在不斷成長
的停車業領域，都應用著人工智能，有需要
由人來執行的工作。

人們所擔心的電腦取代人工其實並不全
然，現在大家了解，在人工智能良好的運用
下，將僱用比以前更多的人。時代更迭，科
技翻新，並沒有減少工作機會，而是促使人
們學更多的技能來獲得好的工作。人工智能
意味著更多的工作機會，並非減少。

根據一項就業報告表示，人工智能領域
在全球創造了超過六千萬個新的工作機會，

未來還需要更多人才。世界每個領域都將會
運用人工智能的科技，包括科學、電機、太
空、醫療、交通、大眾傳播、運輸、商業等
等，都受益於人工智能。HCC提供課程，培
養人工智能的人才，並與職場接軌，讓他們
學以致用。

改變遊戲者
HCC 西南區校長 Madeline Burillo-Hop-

kins博士表示，人工智能是社會的”改變遊戲
者(Game changer )”，對現今的職場有著快速
巨大的衝擊力，很多領域都引入人工智能與
機器學習。在這一大波的變革之上，必須要
產業領導、科技巨頭、與教育界一起合作，
才有辦法達成革新。

休斯頓是人工智能成長全美排名第三的
城市，許多創業投資資金也用來補助於人工

智能相關的領域與發展，甚至包括早期的創
投資金補助。

HCC於2020提供人工智能副學士學位，
是德州第一所、也是全美第二所社區大學提
供此課程的學校，目前有60名學生，其中有
4 位學生將於 2022 年 5 月畢業。據悉，明年
HCC將提供人工智能的學士學位，已經進入
審核階段，對此，不少對人工智能有興趣的
民眾，均翹首期盼。

HCC 和英特爾(Intel)公司、亞馬遜公司
、微軟公司都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培育
人工智能的新人才。英特爾為HCC的人工智
能 (AI) 課程提供部分教材、師資培訓、技術
顧問、與學生實習與訓練的機會。
有 關 更 多 信 息 ， 請 致 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或訪問hccs.edu。

如何為休斯頓經濟注入更多活水如何為休斯頓經濟注入更多活水
HCCHCC研討研討 「「人工智能與休斯頓的未來人工智能與休斯頓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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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璀燦夏日五月璀燦夏日、、黃金整形醫美中心福利回饋黃金整形醫美中心福利回饋
55月月77日日Open HouseOpen House，，即日開始加入會員即日開始加入會員100100%% 中大獎中大獎

（本報記者秦鴻鈞）自2018年
9月21日正式營業的 「黃金整形醫
美中心」 ，三年多來，讓愛美的您
體驗和享受美麗和 「凍齡」 的快樂
！為了鼓勵更多的愛美人士追逐青
春，二、三十年如一日， 「黃金整
形醫美中心」 將於五月七日（星期
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舉行 「

Open House 」 活動，凡即日起加
入會員，即可在Open House當天
參加抽獎，100%中獎，總獎品額度
高達一萬元。獎品內容包括： 「超
聲刀半價一次，Fotona 4D 半價一
次，皮秒半價一次，射頻黃金微針
半價一次，肉毒素注射半價面部1
個部位，水注激光半價1次，玻尿

酸填充半價一個部位，福袋等。請
立即以微信、電話、短信聯信他們
，加入會員。

黃金整形醫美中心是由擁有雙
料美國醫生執照（麻醉科和疼痛科
）的李玉靜醫師親手締造的專業整
形醫美中心,匯集先、電、聲、線、
血漿、微精華素等現代世界一流的

醫療美容微整技術，讓愛美的您體
驗和享受美麗和凍齡的快樂！

黃金整形醫美中心提供如下專
業醫療美容服務：
·美國賽諾秀皮秒激光嫩膚、美白
、去疤痕、減色斑；
·皮秒激光洗紋身；
·超聲刀無針、無手術黛眉提升，眼

周去皴，去眼袋，V字臉提升，頸
部胸部緊膚拉提；
·PRP吸血鬼面部提升，頸部胸部
緊膚拉提;
·珀萊韋射頻美顏去皺縮眼袋以及美
體去桔皮;
·PDO 線雕提升美體;
·肉毒素Botox瘦臉、瘦腿、瘦肩、
除皺、除腋臭;
·玻尿酸 Juvederm 豐唇去皺;
·聚乳酸Sculptra 面部提升去皺；
·消脂美體 Kybella;
·水光針精華套裝；
·私秘抗衰老： 男性變大，女性變
小。

黃金整形醫美中心懂得愛美的
您的心，了解您的顧慮，照顧您的
需求，致力於以專業的知識和技能
為您的美麗保駕護航！

黃金整形醫美中心的地址：
6609 W. Sam Houston Parkway
S. Suite 101, Houston Tx 77072,
預約電話：713-595-8501

李玉靜醫師李玉靜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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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薩斯州得克薩斯州 (Texas)(Texas) 修憲特別選舉修憲特別選舉

休士頓中國城治安管理委員會於5月4日在西
南區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舉行月會，召集人Jona-
than Shih 、姚義、何真、 徐世綱、王慧娟、陳逸
玲等社區代表與會，與管委會包括治安委員會主
席及理事們，及Midwest、Westside 分局警務人
員齊聚一堂，就加強中國城治安各項議題繼續討

論，以尋求妥善因應措施。
首先報告犯罪數據，整體來說雖然數字上升

，但重大犯罪案件呈下降趨勢。再就之前會議主
題繼續討論，包括社區十分困擾的信箱郵件被竊
事件仍然持續發生。有位商業廣場的保全人員現
身說法，表示曾追蹤犯罪嫌犯，希望警方提供對

策。不過在場警官也提醒最好是向警方報案並提
供所觀察到的細節，而不要自己去跟蹤，避免危
險。特別如果作案車輛為紙質牌照，經常為專業
犯罪分子所有。

在場警官表示，除了要經常規律取郵件以避
免大量資料被竊取外，也可以至郵政局網站報告
郵箱被竊請郵局處理。另外就是在問題尚未解決
期間，儘量避免用日常郵件處理銀行資料事物及
金錢支票來往。

另外社區內有非法營業如賭博及按摩院等場
所，警方表示將對業主發信函通知，表示已經注
意到相關狀況；包括檢察官在內的數封信函必將
有警示作用，業主必須有所反應。這也是區內商
家及住戶主動與警方合作以解決治安問題的代表
例子之一。

另外要點則是關於業者投訴侵入商業地產範
圍的宣誓表格，與同時公証繳交以進行法律程序
的投訴資料單據。在業者發現自己商業地產範圍
有入侵者並決定採取法律途徑處理時，可以填寫
兩份表格後，把正本送到最近的警察局開始進行

法定處理程序。過程中也要把地產範圍週邊入口
，掛上「禁止侵入」的牌示，以警示各種入侵者
。者

在進行各項討論時，警方及委員會代表們都
提到對社區民眾進行治安宣導及細節教育的重要
性。雖然休士頓警局及其相關網站，已有許多資
訊，但由於經常需要較長的時間以通過系統取得
，所以治安委員會也提到包括自己拍攝治安教育
短片，並搭配不同文字字幕的可行性。

而除了月會，中國城治安委員會及西南區管
委會也預計在秋季舉行大型公共安全市政會議，
將繼續研擬計劃。此外此次治安會議中，也提到
贊助八月在休士頓的全國亞太裔員警的參訓計劃
；以及如何籌辦如5月7日的蝕刻汽車催化器活動
，以減少此類物件的被偷案例。社區活動方面包
括台灣人活動中心本月14日的「台灣夜市」，代
表陳逸玲就中心外圍違規停車問題請教警方外，
再次歡迎警方到場和民眾同樂。

西南區管理委員中國城治安委員會月會西南區管理委員中國城治安委員會月會

睽違三年的傳統基金會的Taiwanese Cul-
ture & Arts Fair隆重回歸。今年仍然決定在
台灣夜市(TaiwanYes)當天，在活動中心的
大廳準備各式各樣的台灣文化和童玩活動，
包括書法、紙傘、沙包、民俗服體驗、剪紙
藝術，讓對台灣文化有興趣的人士、小朋友

能夠來親身體驗台灣的童玩文化。今年仍然
會和往年一樣有一些動手體驗的活動、示範
及表演。深獲觀眾喜愛的布袋戲是以英語發
音的(日月潭傳奇)，歡迎大家一起來共度一
個充滿台灣味歡樂的時光。

日期：5月14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10:30 - 下午4:00
地點：台灣人活動中心大廳 at 5885

Point West, Houston, TX 77036

選舉時間到了選舉時間到了

得克薩斯州得克薩斯州 (Texas)(Texas) 修憲特別選舉將在修憲特別選舉將在 55 月月 77 日舉行日舉行。。詳細了解如何為這次選舉投票詳細了解如何為這次選舉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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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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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新聞圖片

【美南新聞泉深】據一位
了解芬蘭進程的西方高級外交
官稱，芬蘭加入北約的決定預
計將在 5 月 17 日芬蘭總統訪
問瑞典之前“更加明確”。

這位外交官說，經過數周
的議會聽證會後，芬蘭外交事
務委員會預計最早將于 5 月
11 日起草對芬蘭政府安全報
告的回應，其中包括加入北約
的選擇。

在委員會的回應公布後，
芬蘭議會將就是否批准安全報
告建議舉行一次特別辯論。

據這位外交官稱，芬蘭總
統紹利·尼尼斯托和總理桑娜·
馬林尚未就加入北約問題發表
立場，但兩人都承諾在芬蘭議

會辯論結束後公開發表意見。
他們補充說，芬蘭正在與

瑞典密切協調，因為兩國都將
受益于按照相同的時間表加入
北約。

這位外交官周四還告訴記
者：“俄羅斯聯邦有一項長期
政策，反對新國家加入北約，
尤其是那些靠近其邊界的國家
，芬蘭在其安全報告中闡述了
其准備工作。”

他們說：“到目前為止，
芬蘭沒有看到俄羅斯采取積極
措施反對芬蘭可能向北約提出
的申請。”並解釋說芬蘭國防
軍表示目前“沒有對芬蘭的積
極軍事威脅”。

與此同時，消息人士稱，

他們相信與俄羅斯有 800 英裏
長的邊界的芬蘭將“為北約帶
來附加值”。

他們補充說：“芬蘭已經
在保護聯盟的北翼，並且將防
禦整合到北約的規劃和指揮結
構中，芬蘭可以更有效地做到
這一點。在俄羅斯襲擊烏克蘭
之後，立即支持加入北約芬蘭
公衆急劇增加。”

消息人士援引多項民意調
查稱，現在至少有 60% 的芬
蘭人支持加入北約，這確實是
曆史性的數字，因為在過去
30 年來，芬蘭對加入北約的
支持最多在 20% 到 30% 之間
。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六十八
西方高級外交官西方高級外交官：：芬蘭加入北約的決定芬蘭加入北約的決定
預計將在預計將在 55 月中旬之前月中旬之前““更加明確更加明確””

日本首相日本首相：：日本將使用核反應堆和可再生能源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日本將使用核反應堆和可再生能源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美南新聞泉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四在

倫敦金融區發表講話時表示，日本將多樣化能源
采購，利用核反應堆和可再生能源來減少對俄羅
斯能源的依賴。

岸田文雄承諾加速創新，並表示將在未來十
年籌集 150 萬億日元（約合 1.15 萬億美元）的投

資，以滿足能源需求。
岸田表示，日本經濟將繼續增長，並敦促人

們對其進行投資。
今天晚些時候，岸田將與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會面，預計兩人將討論烏克蘭局勢。

無人機鏡頭顯示俄羅斯人無人機鏡頭顯示俄羅斯人
如何在野蠻戰鬥中摧毀一個烏克蘭城鎮如何在野蠻戰鬥中摧毀一個烏克蘭城鎮

【美南新聞泉深】一架監視無人機在烏克蘭
波帕斯納鎮上空拍攝了一段 22 分鍾的視頻，展
示了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東部地區的定居點遭受
的驚人破壞。

這也是對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重要性的另一
種見解，以及俄羅斯的作戰方法和烏克蘭部隊的
最後抵抗。

無人機視頻顯示，鎮中心的所有財都被摧毀
或損壞，大多數人似乎被俄羅斯大炮或火箭彈擊

中。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海代

說：“俄羅斯人不僅在摧毀波帕斯納，他們正在
將其從盧甘斯克地區的地圖上刪除。”

無人機視頻最初是由親俄電報頻道發布的，
似乎是由俄羅斯軍用無人機拍攝的。

這架無人機似乎被用來協助俄羅斯步兵追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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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NASA））公布了機智號火星直升機拍下的幫公布了機智號火星直升機拍下的幫
助毅力號火星車著陸的設備助毅力號火星車著陸的設備。。包括降落傘及在深空和著陸過程中保護火包括降落傘及在深空和著陸過程中保護火
星車的錐形背罩星車的錐形背罩。。

四川南充嘉陵江放牛季上演牛兒四川南充嘉陵江放牛季上演牛兒““水上芭蕾水上芭蕾””

廣州首批自動駕駛便民線開放載客測試廣州首批自動駕駛便民線開放載客測試

廣州市首批自動駕駛便民線正式開放載客測試廣州市首批自動駕駛便民線正式開放載客測試。。首批自動駕駛便民線分別在黃埔首批自動駕駛便民線分別在黃埔
區生物島和海珠區琶洲數字經濟區區生物島和海珠區琶洲數字經濟區，，提供服務的廣州巴士集團微循環自動駕駛巴士為提供服務的廣州巴士集團微循環自動駕駛巴士為
自動駕駛自動駕駛LL44級別級別，，車上配備壹名安全員車上配備壹名安全員，，可搭載可搭載66名乘客名乘客。。圖為自動駕駛巴士停靠在圖為自動駕駛巴士停靠在
廣州塔站等待乘客廣州塔站等待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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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5月5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于大海

傳斯坎迪奇報價邀請加盟

據意大利排球網站iVolleymagazine報道，2012年成立的意大利甲組女排勁旅

斯坎迪奇，有意在新一個球季邀請中國女排王牌主攻手朱婷加盟，並已開出報

價，暫時未知朱婷會否繼加盟土耳其勁旅瓦基弗銀行後，再一次出國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朱朱朱婷婷婷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新
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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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排球網站iVolleymagazine，日前引述意大利著名排球記者帕西尼報道，指意
大利甲組女排勁旅斯坎迪奇，有意在新一個球季邀請中國女排王牌主攻手朱婷加

盟，並已向朱婷團隊開出報價，但未有進一步透露有關消息。
根據資料，斯坎迪奇的歷史不算悠久，在2012年才成立，但短短數年已搖身一

變成為意甲女排勁旅之一，在剛過去球季，斯坎迪奇於二傳馬里諾夫、主攻皮耶特
里尼、副攻盧比安等意大利國手，以及巴西主攻娜塔莉亞和副攻比亞、德國接應
利普曼、多米尼加自由人卡斯蒂略等多名外援協助下，順利闖入意甲4強，可惜最

終於準決賽遭衛冕的科內利亞諾雙殺，未能贏得來季歐聯資
格，但由於俄羅斯球會被禁賽，2022至2023年賽季歐聯的名
額分配或有變化，暫時未知斯坎迪奇會否有機會獲得替補參
賽資格。雖然未知來季能否出戰頂級歐洲賽，但斯坎迪奇
新球季組軍計劃早已展開，據報娜塔莉亞將重返莫斯科戴
拿模，利普曼、比亞均會離開，並暫時引進了美國的哈赫和
荷蘭的貝利恩兩名副攻手，因此如球隊能獲得主攻手朱婷加
盟，戰鬥力肯定得以大幅提升。

為轉換環境或再度留洋
朱婷在2016至2017年賽季起，連續3年効力土耳其勁旅瓦基弗銀

行，並協助球隊贏盡歐洲女排聯賽冠軍盃、世界女排俱樂部錦標賽和土
耳其女排超級聯賽冠軍；在
2019至2020年賽季，朱婷
為有利備戰奧運，決定
返回中國女子排球超
級聯賽効力並加盟天津
渤海銀行女排，結果連
續兩季助球隊贏得聯賽

冠軍，但由於朱婷近年受
傷患困擾，在天津女排的發
展不算一帆風順，令朱婷或會
考慮轉換環境再次留洋。

追尋夢想 中國新星望衝擊NBA應
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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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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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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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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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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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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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據傳媒報道，4名
中國年輕籃球員曾凡博、余嘉豪、張鎮麟和郭昊文，
據報均希望能在今年夏天叩開NBA大門，以完成出戰
世界最佳聯賽的夢想。

現年19歲的曾凡博上年加盟美國發展聯盟球隊點
燃隊，在平均13分鐘的出戰時間中，曾凡博場均得到
3.8分，投籃命中率為36.4%，雖然此數據難以吸引
NBA球隊注意，但曾凡博未有放棄，更決定留在美國
特訓；消息指，曾凡博更已獲得邀請，參與本月中在

芝加哥舉行的聯合試訓，上年受傷患困擾的他只要在
這次試訓展現自己的特點與天賦，仍有機會獲得NBA
球隊青睞。

除了曾凡博，今季在CBA表現出色的浙江隊最佳
新人內線余嘉豪，最近亦已飛抵美國；據報余嘉豪會
先到拉斯維加斯或洛杉磯接受特訓，再按情況作評
估，由於余嘉豪獲得有名的經理人公司青睞，對加入
NBA甚有幫助。

至於在CBA已打滾兩年的遼寧隊新星張鎮麟，近
期亦準備到美國開啟特訓，據報遼寧隊對張鎮麟甚是
支持，但由於司職前鋒的張鎮麟，同位置有很多競爭
者，故張鎮麟要打入NBA的難度甚高。

最後，目前効力CBA上海隊的郭昊文，亦計劃和
上年一樣到美國特訓；在上季，郭昊文曾到多支NBA
球隊進行試訓，更報名了NBA選秀，但之後選擇退
出，不過媒體均認為郭昊文經過上年特訓、試訓經
歷，剛過去球季表現確有大幅進步，故今夏會再次嘗
試挑戰。

在應用新的世界排名規則後，國
際乒聯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於日前公
布。國乒的樊振東、陳夢分別領跑男
單和女單。國際乒聯執行委員會上周
批准了世界排名工作組制定的最新提
議。2020年推出的“初始積分”被刪
除，基本上，球員的世界排名由過去
12個月內取得的8站最高積分之和組
成。這導致部分運動員的世界排名發
生較大變化。

男單方面，樊振東、馬龍、梁靖
崑位列前3。非洲名將阿魯納上升2位
排名第10，成為非洲歷史上首位排名
前10的球員。女單方面，陳夢、孫穎
莎、王曼昱以及王藝迪位列前4位。
早田希娜排名超過伊藤美誠，兩人分
別位列第5、6名。

小將們在新一期排名中創新高。
男單袁勵岑上升77位排名第32，劉丁
碩上升67位排名第46，向鵬上升22位
排名第62，薛飛上升32位排名第75，
林詩棟上升331位排名第84。女單木
原美悠上升7位排名第15，劉煒珊上
升29位排名第17，范思琦上升33位排
名第20，申裕斌上升27位排名第25，
張本美和上升216位排名第71。

由於“初始積分”清空，部分球
員排名有較大幅度下降。男單方面，
林高遠下降8位排名第18，許昕下降
73位排名第81。女單方面，陳幸同下
降12位排名第27，鄭怡靜下降21位排
名第34，平野美宇下降28位排名第
44，劉詩雯下降68位排名第85。

◆新華社

蘇炳添望後輩突破9秒83極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田徑

好手蘇炳添近日接受訪問時表示，自己因年齡
和傷患看來難以再作大突破，但希望後輩們能
把經驗傳遞下去，突破9秒83這個成績。

元旦過後，蘇炳添和隊友們在深圳完成為
期4個月的冬訓，接下來將開始室外新賽季。

在接受訪問時，蘇炳添直言自己因年齡和傷
患，可能已難以再有突破：“從我的成績看
來，中國選手絕對可以跑得更快，但由於我現
在有年齡、傷病的影響，要再作突破並不容
易，但我卻可以告訴我們的青年，我們未來可
以突破9秒83這個成績。”

◀◀ 余嘉豪希望加余嘉豪希望加
入入NBANBA。。 新華社新華社

▶▶張鎮麟（左）
將 面 對 強 烈 競
爭。 新華社

◆ 蘇炳添
希望後輩能
突破他的成
績。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
浩然）據中國傳媒報引述意大

利媒體報道，兩名本季加盟中國男
排超級聯賽球隊上海金色年華的意大

利國手，最近已返回意大利，故預計本
季中國男排超級聯賽已難以舉行。
中國傳媒引述意大利媒體《Volleyball It》

報道，加盟上海金色年華男排的兩名意大利國
手維托里和蘭扎，目前已返回意大利，報道指中
國排協雖未正式確認聯賽是否取消，但因各種原
因，相信確實難以舉行。
2020至2021年賽季中國男排超級聯賽，是在秦

皇島訓練基地封閉舉行，雖然中國排協一直希望2021
至2022年賽季比賽能順利上演，但卻因各種原因被推
遲，再加上近期疫情，更令比賽難以覓地舉行。
更不利的是，中國男排在6月初便要出戰世界男排

聯賽，由於比賽積分和巴黎奧運會資格掛鈎，主帥吳
勝正在率國家隊在廣東江門集訓備戰世界男排聯賽、
杭州亞運會和世錦賽賽事，故上半年的確已再沒有舉
辦聯賽的時間。

◆ 本季男排超級聯賽
難望舉行。 新華社

◆朱婷未知
會否到意大利
發展。

新華社

◆斯坎迪奇
近年戰績不俗。

斯坎迪奇
Facebook圖片

◀ iVolleymagazine網站報道斯坎迪奇向朱
婷報價的新聞。 iVolleymagazine官網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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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那时候，枳镇上有一家福多多杂货商

行，少掌柜叫于福生，是个人精。那年八

月十四的傍晚，他在酒馆里正痛快地吃喝

着，家里人来报，说他媳妇英莲难产了。

于福生竟一点不着急，他笃定地干了杯中

酒，吃完盘中肉，然后一抹嘴巴，才慢吞

吞地往家走。

到了家，英莲已是奄奄一息，于福生

却没有一点心疼的模样。他瞧见英莲抓着

被褥的手往下一垂，像是没了气，便迫不

及待地叫家仆把人抬走。当晚，他就将早

已养在外面的女人接回了家。

于福生连英莲的后事也懒得管，全权委托

给账房先生处理。他多少有点做贼心虚，

怕媳妇的鬼魂回来找他的麻烦，于是拿出

四个金元宝，叮嘱账房先生务必放于英莲

的棺木四角。这么做，是因为当地流传着

一种说法：金元宝辟邪，能锁住棺木中的

鬼魂。

这件事让账房先生的老婆翠花听到了

，气得牙痒，因为英莲正是她的远房侄女

。英莲长得眉清目秀，温柔善良，可她嫁

给于福生后，没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于福

生常年在外拈花惹草，吃喝嫖赌，无所不

为。有时他在外面日子待得多了，英莲放

心不下，就派伙计祥子出去找。于福生嫌

祥子多事，好几次要将他赶走，英莲只得

替祥子求情，没想到于福生就借此诬蔑英

莲与祥子私通……后来，英莲怀孕了，于

福生不但不收心，还变本加厉地折磨她，

甚至说：“哼，这孩子还不知道是谁的野

种呢！”

没想到英莲这般命苦，到头来和孩子

双双殒命！翠花一边给英莲穿戴，一边止

不住地掉眼泪。她一会儿摸摸英莲的脸蛋

，一会儿摸摸英莲的手，多好的姑娘，怎

么就……突然，她一哆嗦，像是想起什么

……

这天半夜，祥子听闻少奶奶的噩耗，

伤心不已。少奶奶平时待他不薄，如今落

得如此下场，听说还被“金元宝”锁住了

魂……祥子一想到这些，胸口就堵得慌，

他决定去把棺材挖出来，取出金元宝，释

放英莲的鬼魂，让于福生得到报应。不过

，这事急不得。祥子打听了，英莲的尸体

被连夜埋到了乱坟岗。于福生还派了两个

贴身家仆在坟头盯着，说要盯到天亮，就

是生怕自己亏

心事做多了，

英莲化成鬼溜

出来找他。这

么看来，夜里

去挖棺是不成

了。

就 这 样 ，

直到第二天八

月十五的晚上

，家家户户都

忙着团圆呢，

祥子这才扛着

铁锨出了门。

月光下，乱坟

岗显得愈发阴

森可怕。好在

英莲的棺木埋

得不深，土层

又松软，祥子

没费多大的劲

，就把棺材扒

出来了。真要

开棺时，他也

心慌了，便对

着棺材念叨：

“少奶奶，你

别怕，我是来

解救你的魂的……”

祥子撬开棺盖，抖抖索索地伸手往棺

木里摸去。突然，一只手拉住了他的胳膊

……“娘呀！”祥子吓得大叫一声，猛地

抽出手来，爬出墓坑，没命地往回跑。

祥子埋头跑着，半路撞上了一个人，

他抬头一看，正是翠花。他大喘着气，对

翠花说：“婶，诈、诈尸了，英、英莲她

……”话没听完，翠花脸上已露出喜色。

她正要细问，就见祥子身后有个女人跌跌

撞撞地走了过来，女人披头散发，手里抱

着一个包裹。祥子见了，吓得往后躲。翠

花却扑上去一把抱住那个女人，哭着说：

“孩子，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地走了啊

……”

那个女人就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英莲

，没错，是活生生的人！昨日，翠花见侄

女虽然没了气，身子却一直热乎乎、软绵

绵的，像是没有死，只是一时昏厥了。翠

花想通知于福生，却被丈夫拦下。是啊，

于福生巴不得英莲早点死，要是告诉他实

情，他真的会救人吗？看他那副德行，只

怕他一狠心，再把英莲活活逼死！

翠花夫妻俩想救英莲，但于福生派人

盯得紧，根本没机会，他们只能硬着头皮

先把英莲“埋”了，再找人去坟地挖棺。

找谁呢？别的人，翠花不放心。她一想，

想到了被于福生赶走的祥子。祥子受过英

莲的恩惠，又对于福生恨之入骨，翠花再

把棺材里有金元宝的事透露给他，那么于

情于理，祥子都会有所行动才是！一整日

，见迟迟没有消息，翠花坐不住了，让丈

夫去于福生那儿“盯梢”，自己则跑去坟

地察看。好在半路上，终于让她盼来了

“起死回生”的英莲。

借着月光，翠花看到英莲浑身都是血

，而怀里抱着的，竟是个已经死了的男婴

。

原来，英莲被下葬后不久，就醒了。

她睁开眼，眼前黑咕隆咚的，她再用手一

摸，心一沉，自己被装在棺材里了！她还

没来得及害怕，就觉得肚子一阵疼——也

许是入棺时，她的身子被挪动过好几次，

改变了孩子在娘胎里的体位，那娃娃竟然

自己出来了一半。英莲再一用力，孩子生

出来了，可惜的是已经断气了！英莲在棺

材里喊叫，没人应;她想撞开棺材，又没

力气。她只能躺着，把死婴搂在怀里，流

着泪等死。时间久了，她又渴又饿，一翻

身，突然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是个生

地瓜。她不管不顾地往嘴里塞，吃完了，

继续躺着。一觉醒来，发觉自己还没死，

她就在身子周围摸索，竟然在棺材一角又

摸到一个生地瓜……再找，还有俩。

英莲将四个生地瓜吃完后，彻底没了

指望。就在她一心等死时，突然听到有人

在刨土挖坟。棺材盖刚被打开，一阵凉风

灌进来，她立刻清醒了许多，将一只手伸

了出去，没想到把外面的人吓跑了……

祥 子 恍 然 大 悟 ， 他 想 了 想 ， 问 道 ：

“少奶奶，那四个金元宝你没带回来？”

没等英莲回过神，翠花笑着说：“金元宝

在我这儿呢！”

其实昨晚盖棺前，翠花就偷偷地把棺

材里的四个金元宝换成了生地瓜，还把棺

材盖留了条缝。她想着，如果英莲活过来

，不至于被憋死，而生地瓜充饥又解渴，

多少能给人留点生机。下葬时，翠花特意

带了不少酒菜，供帮工和于福生派来的家

仆吃喝。本来嘛，三更半夜出来干活，大

伙儿就不太乐意，这会儿有了吃喝，再加

上翠花在边上撺掇，他们干活就更马虎了

，坟坑挖得浅，棺盖也盖得松……

翠花问英莲接下去怎么打算，英莲像

是心意已决：“我已‘死’过一回，便与

那人恩断义绝了！”

翠花心疼那个婴儿，把他抱起来，用

手绢擦了擦脸。看到孩子高而挺的小鼻子

，左耳还有个小肉赘，活脱脱一个小福生

呀！翠花咬着牙说：“把孩子抱去让于福

生看看，凭什么红口白牙地冤枉咱？”

第 二 天 ， 翠 花 和 英 莲 抱 着 死 婴 去 见

于福生，并提出要一纸休书。于福生看

到死婴的长相后，哑口无言。此时他正

沉浸在新欢的温柔乡中，又自知理亏，

便顺水推舟，给英莲写了休书。于福生

精得很，末了，还向翠花讨回了那四个

金元宝。

翠花原本打算把四個金元宝留给祥子

，这下倒落了空。没想到祥子说，他当初

去挖棺取金元宝，就不是为了财。他不要

金元宝，他只要以后能照顾英莲就好。

祥子说这话时，翠花看了一眼侄女，

英莲低头浅笑，脸红得像花一般……就这

样，英莲和祥子做了夫妻。没多久，英莲

怀孕，接连生下四个白胖小子，乐得祥子

直说：“这不就是四个金元宝嘛！”

四个“金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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