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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在休斯頓市中心開車時莫名其妙被槍擊女子在休斯頓市中心開車時莫名其妙被槍擊

什么是租客保险什么是租客保险？？

（本報記者黃梅子）油
價飆升，全美油價最低的能
源之都休斯頓也出現了偷油
賊。昨天，一個偷油賊在11
分鐘裏就從加油站偷了389
加侖柴油。

休斯頓西南區位於山姆
休斯頓收費公路和本德堡收
費公路交叉口的加油站在過
去四個月裏一直是柴油竊賊
的目標，總共被偷油12次，

老板損失了大約2萬美元的
柴油，但一直沒有抓到偷油
賊的現行，老板非常氣憤。

昨天，一輛金色的面包
車再次來到這家加油站，並
將車停在柴油地下儲油罐上
，然後，司機大搖大擺地走
進了加油站的便利店，故意
買這買那並閑聊開玩笑試圖
轉移店員的註意力，但是機
警的店員馬上意識到情形不

對，這輛面包車最近頻繁出
現在加油站，而且每次面包
車離開後都會發現柴油被偷
。她發現了司機的同夥正在
使用面包車底部的活板門將
柴油泵入車內並裝滿罐子，
於是她順手抄起一根棍子，
沖到面包車前，用力毆打面
包車，嚇得偷油賊馬上停止
了偷油，並開著面包車逃走
了，在便利店假裝買東西的

司機只好撒開腿一溜煙地跑
出了加油站。

就在這短短的11分鐘裏
，偷油賊已經從地下油罐裏
偷走了389加侖柴油。警方
說，隨著汽油和柴油價格上
漲，偷油類犯罪正在增加，
這些竊賊會轉手將燃料低價
賣出，換取贓款。

油價飆升油價飆升，，休斯頓出現偷油賊休斯頓出現偷油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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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本報記者黃梅子）周二晚上，一名婦女在休斯
頓市中心附近開車時莫名其妙地被槍擊。

（配音）一名婦女在開車時突然感到肩膀非常疼
痛，當時她正開車行駛在休斯頓市中心富蘭克林
400 街區，於是她將車停了下來並呼救，警察到來後

，發現這名婦女被槍打中而且受傷，槍手從汽車後面
開槍，子彈穿過後備箱，穿過座位，然後擊中了這名
婦女的肩膀。這名婦女說，因為她把音樂開得很大聲
，所以並沒註意到槍響，也不清楚槍擊事件的實際發
生地點。這名婦女被緊急送往醫院，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說，目前尚不清楚是流彈還是路怒，或者是
仇殺或情殺，對槍擊事件的調查仍在繼續。任何有信
息的人請致電 713-308-8800 或911聯系警方。

有些租房者都會覺得房東的保險
會涵蓋他們的個人財物，但事實是您
房東的保險只會涵蓋房東自己的物業
即建築物本身，但不包括您的個人物
品， 這就是為什麽租房者需要購買租
客保險。

房客保險可保護您在您租用的住
宅內的個人財產免受盜竊、火災或其
他意外情況的影響，並為您的財產丟
失或損壞支付費用。 租客險還會提供
責任險賠付。

租客保險在範圍上與房主保險相
似，但它不為住宅本身或其他結構提
供保險。

租客保險如何運作？
如果您在租用的空間中遇到承保

損失，租客者保險可以幫助支付相關
費用。 承保金額取決於發生的損失類
型和您擁有的承保金額。

典型的租客者保險有兩種類型的
承保範圍：實際現金價值承保範圍和
重置成本承保範圍。 這是兩者之間的
區別：
● 實際現金價值保險 - 將補償您在

損壞或丟失時的物品折舊後的現金價
值。
● 更換成本保險 – 將涵蓋更換丟失
或損壞的物品所需的成本賠付。

租客保險涵蓋哪些內容？
租客者保險為您提供在保險計劃

所涵蓋的災害或事故發生時個人財物
丟失或毀壞的保障。或在以下情況下
，租客保險也可能為您提供保障：

您被迫暫時搬出您的房屋：如果
您的房屋因火災或故意破壞等承保情
況造成的損壞而無法居住，租客者保
險可以幫助您在房屋維修或重建期間
支付替代生活安排的費用。

有人在您的房屋內受傷並需要就
醫：責任保險旨在保護您以及在事故
發生時訪問您家的第三方。 這種類型
的保險將有助於支付您可能產生的醫
療費用和法律費用。

租房保險不包括哪些內容？
既然您對租客者保險涵蓋的內容

有了基本的了解，那麽了解基本租客
者保險不涵蓋的內容非常重要，以便
您做好準備：

● 貴重物品
貴重的收藏品和貴重物品（如珠寶）
可能不在基本承租人保單的承保範圍
內，可能需要額外承保。
● 家庭業務
在您家外經營一家小型企業並不意味
著您的租客保險將涵蓋它。例如，如
果您的商務筆記本電腦從您的公寓被
盜，它有可能被視為商業財產，因此
不會完全由您的租客保險承保。請咨
詢您的保險公司，看看您的保單是否
需要額外的保險。
● 機動車輛
● 即使汽車停在您的家裏，您的租
客保險也不涵蓋機動車輛的受損索賠
。然而，存放在車內的個人物品通常
會被涵蓋。
此外，一定要通讀您的保單，以便您
了解您的保單涵蓋的內容和不涵蓋的
內容。
由此可見租房保險是保護租客的個人
財產和責任的保險，當有災害或事故
發生時它可以幫助房主和租客減少了
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除了房東需

要購買房東險之外或租客也應購買租
客險。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投保人的個人

條件的重點都不盡相同，保費費率各
異，尋找有經驗靠譜的保險代理綜合
報價尤為重要。瑞源保險事務所代理
眾多A級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合
適的保單和優質便宜的報價。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
任何手續費。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
各類保險，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
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護理等。
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險咨詢的專業
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
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瑞源保險事
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20年的保險
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
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知識，
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
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
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舉辦知
識類講座。

張 瑞 女 士 直 線 電 話 ：

214-971-8026， 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公司 Email:INFO@BENE-
FONS.COM。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
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註：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
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
人生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
，死亡是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
，有上車也有下車的時候，不同站
有不同的風景。無論貧富貴賤、種
族、職業，上至總統下至庶民，都
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對終點
做好生前計畫、以及該怎麼準備身
後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
要趁早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

忌諱，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
人會以豁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
情，更改變了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
。疫情的肆虐下，美國因為新冠疫
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 103 萬人，所
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味著應該
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在
就可以開始部署 「生前計畫」。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
是休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

墓園，我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
民眾談談，為什麼 「生前計畫」如
此重要? 可以幫助我們降低哪些方
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
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

，許多人都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
安葬，並且庇佑後代子孫，這種觀
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
來說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
而言是每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
天都在不同地方上演著，民眾對死
亡抱持越想得開的態度，自己會越
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好身後的規
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安寧與
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劃
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
可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
析說明。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還可
以減輕家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
以仔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
是自己想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
信仰，但與子孫之間有差異，即使
告訴家人自己的臨終願望，家人也
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要確定葬
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法是提
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
父母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購買
了預付的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
當父母親去世，去使用這些服務時
，才知道省下許多費用，減輕很大
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
孫在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
必同時擔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
般來說，在人死後的幾天裡，他的
資產可能無法使用，人壽保險可能
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能支付。如
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家人將
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的
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
輕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
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

好處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
上升，喪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
當您計劃並提前付款時，實際上就
是鎖定了價格保證。例如，如果今
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為2,000美元
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漲了許多
，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價格
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
通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
父母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
，到使用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
為我們節省大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
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
會面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例如
像:爸爸會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
棺材嗎？媽媽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
都參加葬禮嗎？如果事先沒有準備
好計劃，親人會有很多猜測，擔心
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先計劃
，使家人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

天之內進行。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
己的意願，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
執不休，因為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
定或宣讀之前舉行的。為了保護您
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避免匆忙做
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禮，以

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以
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
以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

人會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
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
或是火葬，葬禮應如何安排，都能
記錄您的意願，並支付安排費用，
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
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用做出
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人
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

回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
恢復難受的心情。

推出優惠，僅在月底前有效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

紀 念 園 殯 儀 館 和 墓 園 (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
意的風水寶地，也是既有墓地、又
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務，能包辦追
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Memorial Oaks對大眾推出優惠
，包括高達 15% OFF 生前計劃墓產
優惠，60個月0%利率，無需信用評
估，還有身前契約高達10% Off的優
惠。這個優惠折扣僅在本月底前有
效 ， 請 立 即 致 電 預 約 ： 吳 玉 玲
832-494-6710。Memorial Oaks地址
: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趁早準備趁早準備 生前計畫減輕自己與親人的負擔生前計畫減輕自己與親人的負擔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推出優惠推出優惠 只在本月底前有效只在本月底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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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休城工商

这种菜，在你们那儿叫什么？

在大部分北方地区，它叫油菜；在有些超市

里，它又叫上海青；上海人却只叫它“矮脚青”

，或者直接就是“青菜”；四川人则叫它“瓢儿

白”……

一种青菜，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名字，它跟上

海又是什么关系呢？

什么是上海青？

上海青，中文通称是“青菜”或者“小白菜

”，属于十字花科芸薹属——记住这个名字，它

对我们的餐桌非常重要，占据了蔬菜界的半壁江

山。

芸薹属内部杂交极其混乱，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通常可以分为白菜型、芥菜型和甘蓝型，大

白菜、小白菜、菜心、芥菜、卷心菜、紫甘蓝、

西兰花……这些我们常见的蔬菜，都是十字花科

芸薹属。

今天重点说跟白菜相关的，有芜菁亚种、大

白菜亚种和小白菜亚种。

芜菁长得跟萝卜有点像，现在吃它的人已经

不多了，《动物森友会》里的大头菜就是它；大

白菜亚种就是结球、半结球、散叶和花心大白菜

；小白菜亚种里有菜心、小白菜（也就是上海青

）、菜薹和乌塌菜等。

同时，十字花科芸薹属蔬菜中，凡是栽培用

于收籽榨油的，都统称为油菜，也可以分为芥菜

型油菜、甘蓝型油菜和白菜型油菜。

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能开出金黄油菜花、菜

籽能榨油的油菜，是芸薹属下的欧洲油菜，是芸

薹和甘蓝的杂交，属于甘蓝型油菜。

上海青的种子其实也能榨油，算是白菜型油

菜，只不过它的出油率相比于欧洲油菜略低，而

且开花结种后，会错过最佳可食期，一般只能做

猪饲料了，所以专门种它榨油的并不多。

这样看来，北方把上海青叫做“油菜”也没

什么问题。

至于“小白菜”这个名字，倒是非常接近它

的中文通称。

不过与北方通常所说的小白菜又不一样，北

方所说的小白菜，其实就是散叶大白菜的幼苗。

当然，上海青的幼苗我们也没少吃，它被称

作“鸡毛菜”。

上海青跟上海，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种青菜之所以会得名上海青，背后是一段

中国人将种菜种族天赋发挥到极致的历史。

时间倒回至四五十年前的城市，别说吃肉不

容易，想吃个鲜翠欲滴的

蔬菜，除非是自家应季种

的，其它的也没那么容易

。

北方自不用说，就连南方

城市也时不时会遭遇菜荒

。

蔬菜大棚要到上世纪八十

年代末才开始大规模应用

，当时主要还是应季种菜

、看天吃菜，一旦遇到极

端灾害天气，青菜一不小

心就会被“团灭”。

除了极端天气，蔬菜的另

一大天敌是病毒，这对青

菜来说，更是致命的打击

。

上海青就是典型的代表。

当然，当时还没上海青这

个名字，人们更习惯叫它

“矮脚青”或者直接就是

“青菜”。矮脚青很受市

场欢迎，不仅颜值高，而

且鲜嫩多汁、口感绝佳。

但问题就是，动不动就会

遭到病毒侵袭，整片整片

的烂在地里。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媒体没少关注吃不上青菜

的问题。

1981年10月15日的《解放日报》有这样一

段记载：

“这几年，青菜一直很痛苦。”

“记得有一年它少上市了一百多万担，人们

为买点菜常要深更半夜去排队。为啥青菜供应会

出现这种状况？青菜说：‘是病毒害了我。’”

1983年3月5日的《新民晚报》上记载着：

“矮箕青菜，一直以其品质上好称誉国内，

由于易受病毒病危害，产量逐年下减，到七十年

代，上海市场已濒临绝迹。”

与此同时，一场拯救青菜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

从1975年开始，上海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团

队用了8年时间，选育出新品种“矮抗青”，不

仅产量高而且身体强壮，青菜的发病率降低2-3

成。

此后，在矮抗青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又陆续

研发出耐热、耐寒、叶片宽、叶柄厚等等的青菜

品种，青菜渐渐变成我们现在吃到的模样。

新培出的青菜品种也从上海开始走向全国。

1991年的《解放日报》上这样记载：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矮抗青’蔬菜新品

种，具有吃口好，抗病害等优点，已在全国18

个省、市推广。”

上海的种业公司在新品种青菜种子的外包装

上印上“上海青”的字样，上海青这个名字也流

传开来。

如今，你能买到全国各地出产的“上海青”

，甚至在国外，也有Shanghai Qing”“Shanghai

Green”“Shanghai Baby”。

当然，在上海没什么人叫“上海青”也是正

常的，毕竟兰州牛肉面在兰州只叫“牛肉面”或

者“牛大”，米粉店在桂林也不叫“桂林米粉”

，热干面在武汉更不会挂上“武汉热干面”的招

牌。

三天不见青，两眼冒金星

一棵好的上海青，高度在20厘米左右，叶

柄和叶片长度比例以4:6为佳，叶柄厚度（接近

底部处）在1-1.2厘米左右。

此外，虽然上海青现在一年四季都常见，但

入冬后被霜打过的口感更好，青菜中的淀粉在酶

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就有了糯而甜的口感。

作为家常青菜，上海青在吃法上倒是没有太

多的花样，最常见的便是清炒。

英国美食作家扶霞在探寻中国的鱼米之乡美

食时，特意将“清炒青菜”的做法收录进自己的

书里。

“很少能找到比这做法还简单的菜了，但就

是很好吃啊。”

“我之所以收录这个菜谱，就是想强调

‘炒’这种烹饪方法能够迅速将中国蔬菜的典

型代表之一、芸薹属大家族的一员，变成美味

可口、芳香四溢、水灵爽口且富含营养的佳肴

。你甚至都不需要蒜、姜之类的东西，试试就

知道了！”

上海青也经常作为浓烈口味的垫菜出现，最

典型的当属香菇油菜，浓油赤酱的香菇搭配清爽

的青菜，成为完美的互补。

和碳水搭配也是极好的，除了菜粥、香菇青

菜包，上海青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就是咸肉菜饭

。稍加煸炒后的咸肉和大米一起放进锅中，煮熟

后倒入超过的青菜，拌匀后再焖一刻钟，这样青

菜的颜色还能保持翠绿，最后再拌上一勺猪肉就

完美了。

上海清的幼苗，娇嫩的鸡毛菜，除了清炒，

还有一种绝妙的做法——烫。无论是排骨汤还是

鸡汤，烧开之后扔一把鸡毛菜下去，汤里多了一

份清鲜，鸡毛菜也吸收了汤里的肉香。

这颗普普通通的青菜，平日的餐桌上，极少

会成为视觉的焦点，一旦失去了它才会发觉，这

简单朴素的美味有多难得。

上海青和小油菜，居然是一回事儿

反對種族主義暴力的跨種族團結：陳果仁的
遺產

珍妮·曼裡克報導
五月 31， 2022
四十年前，在他婚禮前夕，一位名叫Vincent

Chin的年輕華裔美國人在底特律街頭被兩名白人
男子用棒球棍致命毆打，他們大喊反亞裔誹謗。
隨之而來的誤判——兩名襲擊者都未因犯罪入獄
一天——標誌著現代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的誕生
。

海倫·齊亞（Helen Zia）是AAPI和LGBTQ社
區的資深活動家，在陳果仁被謀殺時在底特律工
作，“任何人的心目中都沒有問題，如果兇手是
黑人或亞洲人，如果他們不是白人，他們會坐很
長一段時間。所以不公正的感覺是巨大的。

齊亞在 5月27日的民族媒體服務簡報會 上發
言，強調了在底特律（6月16日至19日）紀念
Chin逝世40周年的計劃，以及建立更強大的跨種
族團結的努力，以應對當今種族主義暴力的激增
。

1982年6月19日，Vincent Chin在密歇根州
底特律的一次種族動機的襲擊中被毆打。肇事者
都是白人，在緩刑期間被釋放。

齊亞註意到1982年和2022年之間的相似之
處，他回憶說，陳果仁的謀殺案發生在公眾越來
越擔心製造業工作崗位正在轉移到亞洲的情況下
，即使石油危機引發的通貨膨脹已經達到20%。
與此同時，雷根政府正在拆除失業救濟金、食品
券和精神衛生服務等社會安全計劃，這些政策的
影響至今仍在顯現。

“高管層有人，汽車行業負責人，國會大廳
裡的人說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因為日本製造節
油汽車，”齊亞說，無視德國汽車更省油的事實
。“將美國內部發生的困難歸咎於一些外部力量
是替罪羊。

齊亞指出，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上反覆發生
，並指出1882年的“排華法案”禁止中國勞工移
民到美國，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計劃，該
計劃將反間諜資源集中在打擊“中國間諜活動”
上。

齊亞說，當時和現在一樣，亞裔美國人與美
國黑人、阿拉伯裔美國人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社
會階層和信仰的人一起譴責種族主義暴力，儘管
齊亞人集中精力讓人們分裂，包括錯誤資訊暗示
反亞裔仇恨犯罪的大部分上升都是由黑人犯下的
。

“替代理論”推動了種族主義助推的攻擊
齊亞指出，大多數針對亞洲人的襲擊者都是白

人，黑人領導人 - 從傑西傑克遜到史黛西艾布拉姆
斯到卡裏姆阿蔔杜勒 - 賈巴爾 - 已經譴責亞洲人的
暴力，即使亞洲人在喬治的弗洛伊德被謀殺後動
員起來支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

“密歇根大學在2021年夏天進行的一項研究
顯示，亞裔美國人75%的襲擊者是白人，”亞裔
美國人推進正義（AAJC）總裁兼首席執行官John
C. Yang說。

作家和活動家海倫·齊亞（Helen Zia）討論了
美國在經濟和社會危機時期將亞裔美國人作為替
罪羊的歷史。

“這種仇恨是基於'替代理論'，其中極端分子認
為我們所有的有色人種社區都在尋求用槍支取代
白人基督徒男性，”楊指出。“有很多絕望，但
我們會盡一切努力説明拆除它。

楊談到了去年在亞特蘭大大規模槍殺亞裔美
容師等事件後，他個人得到了黑人，拉丁裔和美
國原住民民權領袖的大力支援。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辯護基金（NAACP
Legal Defense Fund）政策主管麗莎·西拉爾·巴雷
特（Lisa Cylar Barrett）特別指出，“一種運行敘
事”認為，如果一個群體自動領先，另一個群體
就會被排除在外或落後。這種說法是由「一個白
人權力結構，尋求保持控製，並害怕這個國家不
斷增長的有色人種社區」而永久化。

“我們在政治辦公室和媒體臺都有人，企業
代表創造了一個錯誤資訊和虛假信息已經正常化
的環境，”巴雷特說。“我們必須做更多的工作
來反擊這種敘事，用真正幫助人們看到彼此人性
的故事。

關於仇恨犯罪的數據不足
布倫南正義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自由與國家安全計劃（Brennan Center for Jus-
tice's Liberty & 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的研
究員邁克爾·格爾曼（Michael German）曾為聯邦
調查局（FBI）調查白人至上主義者，他認為，除
非有關於仇恨犯罪的更準確的官方數據，否則
“人們不會明白，白人種族主義在我們的社會中
更為普遍，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我們社會的基礎。

現在，他稱仇恨犯罪的官方數據“太差了”
。

儘管1990年通過了“仇恨犯罪統計法”，要
求司法部收集“準確數據”，但司法部的政策是
將仇恨犯罪的調查推遲到州和地方執法部門，儘
管只有約15%的員警部門承認此類犯罪發生在他
們的管轄範圍內，德國指出。

雖然司法局的全國犯罪受害調查報告平均每
年有23萬起暴力仇恨犯罪，但司法部每年只起訴
25名被告。

“總是有種族主義的狗哨聲，政客們會用它
來試圖獲得選票，”德國人說。“但現在發生的
事情是，他們實際上公開支持這些事業，出現在
與右翼激進組織成員的競選活動中。

發言人指出，拜登 - 哈裡斯政府已向聯邦機構
發出指令，研究如何“使種族平等成為現實”。
與此同時，預計司法部將在未來一周內發佈 幾項
新舉措 ，旨在解決最近主要針對黑人和AAPI社區
的仇恨犯罪的增加。

發言者們一致認為，這些努力需要滲透到立
法機構和學校董事會的其他民選官員以及社區中
。

齊亞還指出，伊利諾伊州和新澤西州等 州通
過了為K-12創建課程的法案，承認亞裔美國人的
真實歷史。 至少有另外九個州正在討論類似的舉
措。

紀念陳果仁的活動
Vincent Chin的遺產將通過 Vincentchin.org

的一系列直播活動 來兌現。該網站包括一本翻譯
成幾種亞洲語言的指南，講述了社區之間跨種族
團結和理解的故事以及美國的民權歷史。

AAJC與其他亞裔美國人組織一起，將於6月
25日領導“團結遊行”，這是一個多元文化活動
，黑人，土著，拉丁裔，太平洋島民，LGBTQ +
，穆斯林，錫克教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將在華盛頓
特區.C聚集在一起，要求文化平等和種族正義。

跨種族團結反對種族主義暴力跨種族團結反對種族主義暴力:: 陳果仁的遺產陳果仁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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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頓涅茨克軍事管理局局
長帕夫洛·基裏連科周四表示，烏克蘭東部頓涅
茨克地區的幾個區“持續受到火箭彈襲擊”。

基裏連科在基輔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通過
視頻連線表示，巴赫穆特和斯洛維揚斯克市是
受到轟炸的地區之一。

他說，俄羅斯軍隊還“沿著萊曼-伊久姆方
向移動，以占領斯洛維揚斯克和克拉馬托爾斯
克的領土”，而從巴赫穆特到萊西昌斯克的高
速公路“仍處于敵人的火力之下”。

基裏連科說，過去 24 小時內，頓涅茨克地
區至少有 7 人喪生，另有 10 人受傷。

過去居住在該地區的 160 萬人中，僅剩下
34 萬人。

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在卸任後的首次公開演
講中稱俄羅斯的入侵是“野蠻的”

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在去年12月卸任後的首
次公開演講中稱，俄羅斯正在烏克蘭發動一場
“野蠻的侵略戰爭”。

默克爾在著名工會即將卸任主席的告別儀
式上向 200 人發表講話時說，這次入侵公然違
反了國際法，是二戰結束後歐洲曆史上的“重
大突破”。

默克爾說：“我向遭到俄羅斯襲擊和入侵
的烏克蘭聲援，並支持其自衛權。我們絕不應
將和平與自由視理所當然。”

默克爾表示，現在她不再擔任公職，她不
會在“場外”進行政治評估。然而，她確實表
示，她支持西方——包括她的繼任者奧拉夫·舒
爾茨目前結束沖突所做的努力。

默克爾表示，戰爭的後果將是深遠的，包
括在人權方面。

她說：“布查是這種恐怖的代表。”她指
的是俄羅斯在基輔郊區對平民犯下的暴行。

默克爾說，她在波蘭和摩爾多瓦等鄰國向

烏克蘭人提供的巨大支持中看到了一
線希望。

數百人躲在北頓涅茨克化工廠下
的防空洞裏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
爾伊·海代說，大約 800 人躲在北頓
涅茨克的阿佐特（Azot）化工廠下面
的幾個防空洞裏，該工廠一直是俄羅
斯導彈襲擊的目標。

海代周四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當地居民已經在工廠下的蘇聯時
代的防空洞中尋求庇護。

海代說：“那裏有當地人，他們
被要求離開這座城市，但他們拒絕了。那裏也
有孩子，但不多。”

在周四的另一份更新中，烏克蘭地區官員
表示，俄羅斯人再次向阿佐特工廠開火，並
“襲擊了其中一個行政大樓和一個儲存甲醇的
倉庫”，盡管目前尚不清楚那裏還有多少甲醇
。

聲明說，烏克蘭人仍然控制著北頓涅茨克
工業區，俄羅斯還沒有占領該市的剩余部分。

海代早些時候表示，北頓涅茨克的“大部
分”地區是盧甘斯克最後一個堅守的城市之一
，已被俄羅斯占領。

海代說，俄羅斯周二空襲了阿佐特工廠的
一個硝酸罐。當天的圖像顯示該地區升起濃濃
的橙色煙霧。但海代說，躲在工廠下面的人沒
有危險。

海代周四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感
謝上帝，沒有什麽能威脅到民衆。隨著煙霧雲
上升並立即移動，沒有致命的危險。”

海代說工廠是私人擁有的，業主說工廠裏
只剩下少量的化學品。

海代補充說，從軍事角度來看，該工廠並
不重要，因此“ 阿佐特絕對不是亞速斯塔爾”
。他指的是俄羅斯在經過長達數周的圍攻後占
領的馬裏烏波爾鋼鐵廠。

據俄羅斯官方媒體報道，超過160萬人從烏
克蘭進入俄羅斯

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周四援引執法消
息人士的話說，自克裏姆林宮入侵開始以來，
已有超過 160 萬來自烏克蘭和頓巴斯地區的分
離共和國的民衆進入俄羅斯。

消息人士說：“截至周叁上午，超過 160
萬人，包括近 263,000 名兒童，越過邊境。”

周四早些時候，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指責
俄羅斯奉行“一貫的刑事政策，將 烏克蘭民衆

驅逐到俄羅斯大部分偏遠地區”，並補充說，
到目前止，已有超過 20 萬兒童被帶到俄羅斯。

澤倫斯基說：“其目的是‘偷人’和被驅
逐者忘記烏克蘭而無法返回。”

據塔斯社報道，目前有 33,000 人，包括 11,
000 名兒童，被關押在俄羅斯各地的 559 個臨時
住宿中心。

它補充說，其余的“已被安置在親戚和私
人住所”。

熟悉西方最新情報評估的四位消息人士在
5 月下旬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數十萬烏克
蘭人現已通過烏克蘭東部的一系列“過濾營地
”進行處理。

消息人士稱，作系統化強制遷移和重新安
置計劃的一部分，他們隨後被送往俄羅斯邊境
。

根據美國駐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大使邁克
爾·卡彭特的說法，這種做法“將違反國際人道
主義法，如果人們被迫從烏克蘭流離失所到俄
羅斯，將構成戰爭罪”。

烏克蘭過去24小時內至少7人死亡26人受
傷

烏克蘭官員稱，過去24小時內，烏克蘭戰
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26人受傷。

這裏是大部分戰鬥發生的地方：
頓巴斯：烏克蘭軍方表示，在過去的 24 小

時內，它已經擊退了 13 次敵人向頓涅茨克和盧
甘斯克方向的攻擊——這兩個地區構成了頓巴
斯。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的最新消息稱，
在萊曼地區的斯洛文斯克東北部，俄羅斯軍隊
試圖推進，但“遭受損失並撤退”。

一名烏克蘭軍方官員說，北頓涅茨克的
“大部分”地區是盧甘斯克最後堅守的城市之
一，已被俄羅斯占領。

烏克蘭南部：地區官員說，周叁在距離前
線不遠的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俄羅斯“向住
宅區開火”，造成兩座高層建築和四所房屋受
損，造成兩人死亡，另外兩人受傷。

尼古拉耶夫地區軍事行政當局負責人維塔
利金周四表示：“我們正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
炮擊。”

尼古拉耶夫離赫爾松不遠，赫爾松在入侵
初期就一直處于俄羅斯的控制之下。金說，有
報道稱駐赫爾松的俄羅斯軍隊“已經開始搶劫
赫爾松的商店”，並且“他們正在向克裏米亞
方向掃蕩一切”，以防烏克蘭軍隊重新占領這
座城市。

地區官員表示，赫爾松的局勢“穩定緊張
”，“戰鬥和炮擊”仍在繼續。許多地區“沒
有電、水和氣”，需要“醫療和人道主義援助
”。

地區官員說，在南布赫再往西，有六個地
區成迫擊炮和大炮的目標，Mi-24 直升機也發
動了空襲。

紮波羅熱：紮波羅熱軍事管理局表示，俄
羅斯軍隊向波洛希區的居民住宅開火後，兩人
被彈片擊傷。

烏克蘭東北部：軍方表示，俄羅斯在烏克
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的主要努力“集中于維
護被占領的邊界”。地區官員說，一名婦女在
一夜之間遭到炮擊後被發現死在一所學校的廢
墟下；一名男子也受傷。在哈爾科夫東南和東
北兩個地區遭到炮擊後，另外六名平民也受傷
。

俄羅斯軍隊于 5 月從該市撤退，留下了潛
在暴行的證據。

在哈爾科夫西北部的蘇梅市，一架俄羅斯
飛機在半夜左右的空襲中“發射了叁枚導彈”
，摧毀了一座房屋並損壞了幾座房屋，叁名平
民受傷。

烏克蘭西部：在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
居住著無數國內流離失所的烏克蘭人，在俄羅
斯周叁晚上對鐵路發動導彈襲擊後，有五人受
傷。火車服務受到影響。

美國官員希望挽救烏克蘭糧食，但尚未解
決俄羅斯的出口封鎖問題

拜登政府官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將烏克蘭谷物的臨時儲存容
器運入該國，這是一項權宜之計，旨在緩解俄
羅斯長達數月封鎖烏克蘭港口造成的日益嚴重
的糧食危機。

這些儲存容器——例如袋子或盒子——可
以幫助裝入目前滯留在烏克蘭境內的超過 2000
萬噸谷物中的一部分。一位高級政府官員解釋
說，一旦陸路路線建成，他們還可以幫助烏克
蘭將糧食裝上火車或卡車離開該國。

盡管如此，隨著這些努力的進行，美國及
其國際合作夥伴還沒有接近找到一個快速和絕
對的解決方案，以解除俄羅斯對烏克蘭港口的
封鎖，該封鎖推高了全球食品價格，並有可能
在世界部分地區造成災難性的食品短缺。

美國正在做的工作是開辟陸路讓糧食進入
鄰國，讓集裝箱進入該國，並實施旨在降低全
球對烏克蘭糧食依賴的長期變革，這些工作可
能會對危機生集體影響。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九十二
烏克蘭官員：頓涅茨克地區“不斷受到火箭彈襲擊”

【本報訊】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
versity）截至今天中午統計，官方通報的罹患COVID-19死亡
人數來到599萬9158人，逼近600萬大關，顯示進入第3年的
疫情離結束尚遠。

美聯社報導，在各地染疫死亡人數方面，香港染疫死亡人
數正在飆升，為了堅持中國的 「清零」 策略，香港正對全部
750萬人口第3度病毒檢測。

而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死亡率仍然
很高，而且還有100多萬難民從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抵達這
個地區。烏克蘭的疫苗接種覆蓋率很低，染疫率和死亡率都很
高。

儘管美國富有而且可用疫苗充裕，但通報的死亡人數接近
100萬。

2020年初疫情開始流行後，經過7個月全世界死亡人數達
到100萬。4個月後，又有100萬人死亡，以後每3個月就有

100萬人死亡，到2021年10月底死亡總數達到500萬人。現
在死亡人數已逼近600萬，比柏林加上布魯塞爾的人口總數，
或者整個美國馬里蘭州（Maryland）的人口總數還要多。

儘管600萬的數字已很大，但毫無疑問世界死亡人數在早
些時候就已超過600萬人。這是因為世界有些地區的疫情通報
和病毒檢測情況不佳，導致低估染疫死亡人數，此外還有與疫
情相關但不是由實際染疫造成的超額死亡案例，例如有些人的
死因原本可預防，但因醫院人滿為患而無法接受治療。

入口網站 「用數據看世界」 （Our World In Data）負責人
馬修（Edouard Mathieu）說，研究各國超額死亡數據時，會
發現可能死於疫情的人數多達通報死亡人數的近4倍。

英國期刊 「經濟學人」 （Economist）研究小組分析額外
死亡人數後估計，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造成的死
亡人數在1400萬至2350萬之間。

麻省總醫院發現一種引發麻省總醫院發現一種引發
以女性為主的心髒病的基因基礎以女性為主的心髒病的基因基礎

疫情進入第疫情進入第33年年官方染疫死亡數逼近官方染疫死亡數逼近600600萬萬

• 供應心臟的血管撕裂，稱為自發性冠狀動脈夾層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或SCAD，是50
歲以下成年人，特別是女性，一種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引發
心髒病的原因。
• 直接產生纖維狀膠原（血管壁的基本成分）的基因突變似
乎使個體易患SCAD

發性冠狀動脈夾層(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
section）或SCAD，是50歲以下成年人，特別是女性，一種
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引發心髒病的原因。

儘管SCAD的病因尚不清楚，但風險因素包括女性風險高、
近期分娩、動脈壁細胞的不規則生長（纖維肌肉發育不良）
、偏頭痛史、抑鬱/焦慮、以及使用口服避孕藥或治療不孕症
中使用激素。

目前，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已經確定了SCAD的潛在
遺傳基礎：控制纖維狀膠原蛋白生產的基因發生突變，纖維
狀膠原蛋白是細胞外基質或 "支架 "中蛋白質含量最豐富的部
分，它賦予血管形狀、強度和穩定性。

Mark Lindsay博士表示：“這表明細胞外基質，即血管
的結構部分，在這種疾病中很重要，尤其是基質的膠原部分
。”文章發表在《JAMA Cardiology》期刊。

雖然目前還沒有能夠幫助血管生成或恢復膠原蛋白的療
法，但這一發現為研究SCAD提供了一個新思路，並可能開
發新的療法來預防高危人群的自發性動脈夾層。

Lindsay博士及其同事使用了被稱為全外顯子組測序的遺
傳技術，該技術考察了人類基因組中涉及蛋白質生產和調節
的區域。他們將130名患有SCAD的女性和男性的外顯子與
46,468名沒有SCAD的人進行了比較。

他們確定了纖維膠原蛋白基因的罕見遺傳變異，這些變
異的發生率比冠狀動脈中發現的2506個其他基因的背景值高
17倍。此外，他們發現，與沒有SCAD的人相比，患有
SCAD的人更有可能在纖維膠原蛋白基因中出現這些所謂的 "
破壞性"（異常）罕見變異。

這一發現得到了進一步的支持，有證據表明，與野生小
鼠相比，體內有SCAD基因變體的小鼠，其動脈夾層和擴大
的風險增加，血管中的膠原蛋白也因此發生變化。這種影響
在雌性小鼠中尤其明顯。

Lindsay博士表示：“我們的研究結果對患有SCAD和其
他動脈夾層患者俱有指導意義，這表明在現有的基因檢測中
添加一些額外的膠原蛋白亞型的基因檢測就可能會對檢測出
相關病症有所幫助。”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最
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
目，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
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
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
精準的診斷和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
化系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
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
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
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
級醫院之一，在14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
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
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Mark Lindsay博士
麻省總醫院心髒病專家、遺傳疾病研究員
哈佛醫學院醫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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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早前在捷克集訓的香港棍網球女
子隊，於5月29至31日出戰於布拉格舉行的布拉格
盃，港隊於分組賽3戰全勝，並以B組首名出線，
惜在季軍戰以9：17不敵荷蘭，最終以第4名作
結，仍創港隊該項盃賽最佳成績。而王瑋婷則為球
隊取得四次控球權，榮膺本場最有價值球員。

港隊在準決賽迎戰分組賽A組排行首名的威爾
斯，雖然港隊先後有成員Michelle Yu、林穎怡、鄧
伊婷和Vanessa Yu為球隊進帳6球，門將俞雅程更
撲救11球，但可惜亦不敵強隊，最終以6：19無緣
晉級決賽。

其後在季軍戰中，港隊與分組賽排名第三的荷
蘭隊對壘，港隊棍網球姊妹花Michelle Yu及Vanes-
sa Yu，合共為港隊帶來6分成績，其他成員包括鄧
伊婷、許嘉希、夏梓敏各人也先後取得1分，港隊
最終合共取得9分進帳下，仍以9：17惜敗對手。

賽後教練Jenifer Marrosu表示：“總體而言，
今次比賽有助於港隊為6月尾在美國舉行的世界錦
標賽做更全面準備。所有隊伍均視布拉格盃為世錦
賽前的最後練兵，吸取今次的經驗更有助球員在之
後的比賽中更好發揮。我們非常期待接下來的旅
程。”

王凡夏欣怡沙排世錦賽遇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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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戰布拉格盃為世錦賽練兵
香港棍網女隊第四名作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2022年世界沙灘
排球錦標賽，1日在拉脫維亞尤爾馬拉完成分組抽
籤，其中被編入B組的中國女隊王凡/夏欣怡組合，
將遇上巴西著名組合杜達/帕特里夏。

根據資料，本屆世錦賽男女隊各有48對選手參
賽，中國隊共有一男一女組合入圍，其中女隊的王
凡/夏欣怡組合被抽入B組，同組有巴西著名組合杜
達/帕特里夏，帕特里夏在上年東京奧運夥拍另一好
手拉碧加獲得第5名，實力不俗，而除了巴西組合，

王凡/夏欣怡分組賽對手還有捷克的赫曼諾娃/斯托克
洛娃，以及奧地利組合舒岑霍夫/普列休茨尼格。

男隊方面，中國隊只有吳佳欣/哈力克江獲得參
賽權，他們將被分配在G組，同組對手為荷蘭的德格
魯特/伯曼斯、奧地利選手厄馬科拉/普里斯托茲和西
班牙組合埃雷拉/加維拉。賽制方面，小組賽獲得各
組前2名，或成績最好的4個小組第3名，共28對選
手直接晉級32強，剩餘8個小組第3名，則要通過附
加幸運賽對碰，爭逐最後4個32強席位。

第27屆LG盃世界棋王賽日前在線上進行
了16強賽的爭奪，柯潔、楊鼎新、羋昱廷、
丁浩四位中國隊棋手順利晉級8強，其中柯潔
經歷一波三折驚險逆轉韓國名將申旻。

柯潔雖然現在仍是中國等級分第一人，
但近期他狀態不佳，先後在爛柯盃中國圍棋
冠軍賽，和中國王中王圍棋爭霸賽兩項賽事
中首輪出局。而對手申旻曾在第25屆LG
盃決賽中，讓柯潔痛失冠軍，也讓柯潔錯過
了成為職業圍棋史上最年輕“九冠王”的機
會。

當天比賽柯潔執黑開局不佳，序盤階段
選擇撈取實地，但卻連續出現失誤，勝率跌
至個位數。好在申旻在白96並未簡明收
官，而是選擇追殺黑大龍，柯潔抓住機會在
一番肉搏戰後，將左下白棋分斷把局面扳成
均勢。

雙方此後形成劫爭，柯潔判斷失誤黑
175選擇消劫，可申旻再次錯過制勝良機，
反而出現“打勺”的嚴重失誤，柯潔毫不客
氣收下大禮，將白大龍逼入生死劫絕境，最
終至265手申旻認輸。

另外兩盤中韓棋手的對陣中，上屆亞軍
楊鼎新輕取韓國選手朴進率，丁浩一掃近期
頹勢戰勝韓國選手金志錫。羋昱廷和趙晨宇
兩位中國隊棋手之間的對決最終前者勝出。

◆新華社

◆鄭欽文開
始獲得大量關
注。 新華社

◆◆ 王凡王凡（（右右））//夏欣怡分夏欣怡分
組賽遇上強手組賽遇上強手。。 新華社新華社

◆◆港隊最終獲得第港隊最終獲得第44名名。。 香港棍網球總會圖片香港棍網球總會圖片

◆◆港隊港隊（（白衫白衫））在布拉格盃表現出色在布拉格盃表現出色。。
香港棍網球總會圖片香港棍網球總會圖片

鄭欽文鄭欽文期待期待
有更多突破有更多突破當地時間5月30日，

在法國網球公開賽女單比賽

中，中國19歲女單小將鄭欽文1：

2不敵世界排名第一的波蘭選手施禾

迪，止步16強。鄭欽文賽後在接受專

訪時表示，經過休整身體狀況有所恢

復，對自己的首次法網之行表示

滿意，接下來首先要養好身

體再投入訓練。

滿意自己法網表現 ◆鄭欽文滿
意自己在法網
表現。新華社

在當晚的焦
點戰中，

鄭欽文因生理期劇烈腹痛
和右腿拉傷，在第2、3盤比賽

中狀態明顯下滑，傷勢引發球迷關
注。鄭欽文表示：“經過一晚的休整，肚子

痛稍微好一點了。腿傷我會跟治療師進行康復，
希望能夠有所好轉。”

這位2002年出生的湖北姑娘對此次法網成績
表示肯定，“整體來講，從第一輪到和世界第一
的對決，從她們身上我學到了很多，也給自己積
累了大賽經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里程
碑。”

面對賽事頭號種子、已經連勝31場的施禾
迪，這位19歲的中國“小花”展現出過人的心理
素質。當問及她在賽場上展現出的“大心臟”，
是源於性格還是通過訓練養成的，她說：“我覺
得這個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東西是天生的，大多
都是通過後天的努力一點一點慢慢積累而成
的。”

鄭欽文坦言，首盤0：3落後時，確實更加緊
張了，扳回兩局後，心態反而平穩多了。“其實

我 對
一開始的狀

態不是很滿意，
在我心目中，我覺得應

該是兩個人勢均力敵的狀
態，0：3確實讓我更加緊張一些，

2：5落後的時候，我反而放平了心態，
想還是要好好打好自己的球，不要去想那麼

多，這才慢慢把比分扳了回來。”

相較紅土場更喜硬地賽
鄭欽文把場上的頑強表現歸功於信念。“有

些時候拿到盤點或者賽點並不代表比賽結束，在
沒有真正拿下那一分之前，我覺得在任何時候都
是有機會的，秉承這樣一個信念，我才可以在
對手拿到那麼多盤點的情況下，依然把第一盤給
扳回來。我覺得還是要靠自己的心態。”她表
示，發球是自己的一大優勢，自己在正反手的穩
定性、速度、力量旋轉、底線移動等方面都不輸
給施禾迪，希望下一次與她交手的時候，可以是
自己期待的結果。

鄭 欽 文 表
示，很多人都說她
的技術特點非常適
合打紅土場地，但
她更偏向於硬地
賽。“首先，我覺
得我的發球在硬地
當中可能會具有更
多優勢。在硬地場
的球速會更快，便
於提高我的反
應能力。雖說
我知道我和施
禾迪都是在紅
土場上非常具
有 優 勢 的 球
員，但我也希望
接下來在草地賽季和硬地賽季能夠有所突破。”

比起給自己設置目標，鄭欽文更傾向於專注
打好每一場比賽。她說：“勝利都是一點一滴積
累出來的，並不是突然一下就能取得一場勝利。
我更希望自己能專注於每一天的訓練，專注於每
一個球。”觀眾席時不時傳來的“鄭欽文，加
油！”給了“小鄭”極大鼓舞，她出人意料的表
現也贏得了眾多球迷的讚賞，認為她前途無量、
未來可期。鄭欽文說：“非常開心有這麼多人喜
歡我，喜歡我的網球，我也希望今後有更多進
步，把更好的網球呈現給大家。我非常享受在網
球場上跟對手競技的狀態，大家的支持對我來說
是一種鼓勵而非壓力。”鄭欽文表示，接下
來，首先要讓身體百分之百恢復，再投入
到訓練以及下一站比賽中。

◆新華社

◆◆ 鄭欽文鄭欽文（（左左））因身體原因因身體原因
最終不敵施禾迪最終不敵施禾迪。。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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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油，大家习惯把它称为荤油

或猪大油，它是从猪板油里面提炼

出来的，凝结成固体以后，一般呈

现白色或浅黄色。

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很

多人就从猪板油中提炼油脂，用猪

油炒菜，饭菜会变得特别香，尤其

是炒青菜，菜叶被油脂包裹，色泽

发亮，鲜香美味，饭菜具有特殊的

猪油香味。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里人

基本上都改吃植物油了，认为猪油

太油腻，不健康，这种说法有失偏

颇。

其实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在吃

猪油，毕竟猪油就是猪肉的脂肪，

只要吃猪肉就会吃进猪油的。

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却认为

“一勺猪油胜过5副药”，究竟是怎

么回事？惹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好奇

心，接下来就好好了解一下！

一勺猪油等于五副药？

一副猪油等于5副药，这个形容

指的是有些人认为猪油能够消除铭

文世界的河豚毒素，其实这种说法

并不靠谱。

河豚毒素是一种结构，非常稳定

的非蛋白性神经毒素，家庭常用的煎

炒烹炸对此毫无影响，猪油不含有任

何对河豚毒素有作用的物质。

事实上，目前医学界并没有发现

河豚毒素的解毒药物，猪油在中国饮

食文化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即便是

在现代社会，食用植物油仍然无法彻

底取代猪油的地位，但长期吃猪油确

实有可能增加疾病风险。

具体来看“猪油”，其本身是

由猪脂肪炼制而成，成分较为复杂

，其中除了绝大多数的甘油三酯以

外，还含有胆固醇以及矿物质锌、

硒等物质。

在这些营养

物质当中，没有

任何一种在动物

实验中有拮抗河

豚毒素的作用，

因此文中所谓的

吃猪油可以“解

毒”实属不靠谱

谣言，因此，并

不可深信。

猪油的好处：

猪油是由猪

腹部的油脂提炼

而成，猪油有特

殊的香味，可以提鲜，增进食欲，

开胃健脾促消化，适量食用，可以

补虚身体，缓解食欲不振、脾胃虚

弱等病症。

猪油含有丰富的脂肪，可以给

身体提供大量的热量，可以起到御

寒保暖的作用，猪油是油脂，可以

润滑肠道，使大便顺畅，缓解和治

疗便秘。

猪油的坏处：

每100克猪油含热卡897千卡、

脂肪99.6克、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几

乎为零，属于高能高脂肪食物，而

每100克大米含热卡346千卡。

猪油是饱和脂肪酸，能量密度

极高，产生的热量相当于等量碳水

化合物的2.25倍，易于进导致肥胖。

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因为大量

食用猪油会导致脂肪堆积，还会诱

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尤其是猪

油中大量的饱和脂肪酸成分，对人

体健康非常不利。

为什么猪油比植物油更香？

猪油和植物油一样，也是一种油

，但猪油是一种动物油，其脂肪酸组

成与植物油非常不同，植物中的脂肪

酸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

含量较低，猪油中的饱和脂肪酸远高

于植物油中的饱和脂肪酸。

1、猪脂肪中含有内酯化合物、

吡嗪化合物、呋喃化合物，核糖以

及胱氨酸等植物油缺少的物质，在

炒菜加热过程中反应产生挥发性肉

香成份增加菜的口感。

2、植物油主要含有的不饱和脂

肪酸经自动氧化生成具有不良气味

的醛类等物质影响食物风味，这也

是为何所谓的土猪肉比饲料猪好吃

就是因为土猪膘厚脂肪多的原因。

常吃猪油是养生还是有害？

我国地域辽阔，南

北农作物的种植不同，

所以饮食习惯也不同，

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北

方人喜欢吃面食。

不过现在，人们工

作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

快，不管是南方人还是

北方人，都特别喜欢吃

面，其实我国各地也有

各个地方特色的面条。

比如山西刀削面，兰州

拉面，重庆小面，武汉

热干面，北京炸酱面，

陕西臊子面，安徽板面

，河南烩面，上海阳春

面等等。

面条的主要原材料

就是淀粉，在日常生活

当中，对于面条的争议

性也是非常大的，有人

说吃面条可以养胃，也有人说长期吃面条是不利于身体

健康的。

吃面条是养胃还是伤胃？

医生表示吃面条可能是养胃，也可能是伤胃，要看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以及怎么吃不能以偏概全，要因人而

异。

一般来说面条在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小苏打，面条

是有一点碱性的碱性可以中和胃酸对于胃酸分泌过多的

人来说，可以缓解胃部不适感。对于患有胃溃疡的人来

说，适当吃面条是可以养胃的，能够降低对胃黏膜的刺

激。

如果体内胃酸分泌过少就不能吃面条了，如果大量

吃面条会加重胃部不适感，饭后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

腹胀等情况。

因为面条属于精细的食物，容易消化，可以减轻胃

部的负担，所以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适当吃面是没有问

题的，但是吃面条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注意事项。

提醒：吃面条时还需牢记4点

1、面条最适合中午吃

面条属于一种主食，可以增强保护感，为我们提供

足够的能量，面条当中含有丰富的B族维生素，这些物质

能够刺激脑细胞，提高人的记忆力，所以最适合吃面条

的时间应该是中午。

这样既可以为身体提供能量，还能够为大脑补充充

足的营养物质，更有利于下午的工作和学习。

2、不能吃太烫的面

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上班族时间紧迫，食

物没等量量就慌忙吃饭，吃面条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等

到面条的温度适宜之后再吃。

我们人的口腔黏膜和胃黏膜所能承受的温度是65℃

，如果超过了这个温度就会损伤胃黏膜和口腔黏膜，时

间久了就会导致溃疡反复增加患病风险。

3、吃面时喝汤

很多人吃面条的时候不喜欢喝汤，其实面条的汤汁

是非常有营养的，尤其是很多清汤面都是高汤，长时间

烹煮制作而成，面的鲜味全部在汤汁里边将其喝掉可以

提升面条的味道，还能达到养胃的效果。

4、一次不可过量

如果一次性吃太多面条会导致身体摄入过多热量增

加，肠胃负担也会导致热量堆积形成脂肪诱发肥胖，吃

面条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好量。

日常生活中少吃三种面

辛辣油腻的面

在平时很多人吃面的时候，喜欢吃一些辛辣油腻的

面，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这样很容易刺激胃黏膜，导

致胃部疾病的产生，所以在平时一定要选择一些清淡的

面，这样才有助于中和胃酸达到养护肠胃的效果。

荞麦面

荞麦面属于一种粗粮面，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

矿物质，对于胃不好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荞麦面的，很容

易导致腹胀腹痛的现象，还会加重病情的发生。

方便面

方便面虽然吃起来比较美味，也比较方便，但是方

便面属于油炸食物，再加上其中各种调料包的含盐量以

及添加剂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这样很容易引发肥胖，也

容易出现营养不良。

经常吃面条，对胃好还是不好？
提醒：吃面条时还需牢记4点

夏七月是私企的一名高管，她老公乌冬则在国企上班，

两人平时工作都很忙。

最近，夏七月发觉老公出了问题：乌冬夜里常常睡不着

觉，像有什么心事，而且每到花钱的时候，一向大方的他也

变得抠门起来……乌冬每天依然早出晚归，但种种迹象却让

夏七月越来越担心：老公很可能失业了！

这天一早，夏七月看见乌冬出了门，知道他是去地下车

库取车，便抓紧时间溜到小区外面，坐上一辆出租车。等乌

冬的车一出小区，出租车就悄悄跟了上去。

夏七月暗中观察，乌冬果然不是往单位开，而是选了条

陌生的路线，看来他真的有问题。这时候，前方路旁出现了

一个时尚的咖啡馆，乌冬将车停在外面，下车后径直往里走

。夏七月一愣，下了出租车，也悄悄赶过去。

夏七月躲在橱窗外向内张望，只见乌冬一个人坐在那里

，小桌上放着咖啡杯和手机，他边喝咖啡边玩手机，显得百

无聊赖。夏七月恍然大悟：网上常说有人失了业，又怕家里

人担心，就会装作继续在上班，其实是去咖啡馆混时间，没

想到自己的老公现在也成了这样。

想到这里，夏七月鼻子有些发酸。为了证实这个猜想，

她走开几步，拨通了乌冬的手机问道：“老公，我有点事想

去你单位找你。”果不其然，乌冬马上找借口，说今天在外

面跟客户谈事，等回家再说。

夏七月苦笑着摇摇头，挂了电话。她看到咖啡馆旁有家

商场，就打算先去逛逛。等夏七月从商场出来，再往咖啡馆

内看去，却大吃一惊：乌冬还坐在原位，但对面坐了一位漂

亮的女士，两人正在交谈，看那亲密的样子根本不像初次见

面！夏七月呆立半晌，难道这家伙非但没了工作，还在外面

有人了？

夏七月重新拨通电话，冷冰冰地问：“你在跟谁谈事呢

，该不会是一位美女吧？”只见乌冬脸色一变，向四处张望

，夏七月赶紧闪到一边，耳畔还响着乌冬慌乱的辩解，她不

想再听，挂断了电话。

老公接连撒谎，夏七月只觉大脑一片空白，流着泪想打

车离开，这时手机响了，是乌冬打过来的，他急急忙忙地说

：“我刚谈完事，要不咱俩约到咖啡馆见个面，顺便一起吃

午饭？”他说的咖啡馆就是这家，夏七月心想那也好，不如

就当面说个清楚。

夏七月在附近等了一会儿，装着刚赶到的样子走进咖啡

馆。乌冬点了两份简餐，夏七月毫无胃口，正想接着质问他

，谁知之前的那位漂亮女士竟笑盈盈地向自己走来，手上还

端着餐盘。夏七月愣住了，难道乌冬勾搭的对象是咖啡馆女

服务员？这两人还在自己面前演戏？待女士走过来放下餐盘

，夏七月冷冷一笑，说：“要不，这顿饭还是让你们俩吃吧

！”女士一愣，乌冬更是一脸惊讶，他想了想，一拍桌子：

“我说到底是咋回事呢，难不成你在跟踪我？”三个人顿时

僵持在那里。

女士看着面前的两人，似有所悟，她笑着解释道：“我

叫朱莉，是这家咖啡馆的店长，您可千万别误会。”乌冬又

好气又好笑地说：“我真的在這里等客户，但人家临时有事

来不了，老板娘过来找我聊聊，征求一下意见，不行吗？”

这么说，乌冬既没失业，也没有另寻新欢？但他为什么

不在电话里解释清楚？夏七月还是半信半疑：“我不信，你

俩明明聊得那么开心……”谁知乌冬狡黠地一笑：“那是因

为等下还有美女可以看。”他正说着，就见几个年轻漂亮的

女孩走过来，坐到邻桌旁。

这是怎么回事？夏七月刚要发作，就听朱莉说：“美女

是请大家一起看的——我是想请你们帮个忙。”原来，这家

咖啡店想通过网络直播推广新产品，朱莉正准备面试主播，

刚才乌冬提了很多好建议，所以朱莉就邀请他一起把把关。

这边，主播们已架好手机，开始一轮轮模拟直播。乌冬

看完，赞叹道：“主播们年轻又漂亮，都挺不错！”他这话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夏七月听了，一下子又被刺激了，

她站起身来说：“让我试试！”夏七月平时也爱看直播，虽

然年龄上不占优势，但自己有在公司主管销售的经验，还不

能秒杀这帮愣头青啊？

朱莉又惊又喜，立刻怂恿她来一段。夏七月坐过去，飞

快地将资料浏览完，记住新品咖啡的卖点，又思索了一阵儿

，就开始对着镜头模拟直播。果然，夏七月沉稳知性，言之

有物，看样子已经抓住咖啡馆顾客的特点和需求。她的这段

即兴表演妙语连珠、一气呵成，让朱莉和乌冬都颇为惊叹。

朱莉非常满意，对夏七月说：“咱们一起干吧，我很看

好你！”朱莉说这家咖啡馆创立不久，今后直播将是最重要

的推广手段，夏七月不但可以签长期合同，而且还能成为股

东，大家共同创业。

夏七月有些意外，也有点犹豫：“可是，我……”

乌冬见状，说自己还得赶回单位，两人回家再商量，便

拉起夏七月离开了。

晚上，乌冬下班回到家，夏七月已经张罗了一桌菜，她

先为今天的跟踪道了歉，接着又举起红酒杯：“亲爱的，我

要宣布一个决定。”她坦白自己其实早就失业了，公司因为

市场原因被迫裁员，她这个高管首当其冲。之前夏七月不想

让乌冬担心，每天都在努力伪装，但今天朱莉的邀请让她很

动心，她决定接受这个邀请。乌冬假装很惊讶，心里却早已

乐开了花。

原来，最早看出对方有问题的是乌冬。乌冬发现最近夏

七月变了，以前她是个工作狂，可近来时常请假，家里越变

越整洁，她甚至还爱上了养花、烘焙……乌冬意识到，妻子

很可能失业了。两人还打算要孩子，这样一来经济压力可不

小，于是乌冬开始节约花销，晚上发愁睡不着觉，没想到反

而给夏七月造成了自己也失业的错觉。 乌冬清楚夏七月

性格要强，这事暂时不能说破，怎么办？碰巧有天，乌冬在

朋友圈看到高中同学朱莉发布的消息，她正筹备开家咖啡馆

，想找个合伙人一起创业。乌冬心里一动，这或许是帮助夏

七月事业转型的好机会，于是在和朱莉详谈之后，他决定也

拿出积蓄入股，咖啡馆的运营主要由朱莉负责。

这件事乌冬还没告诉夏七月，他想寻找合适的时机。今

天乌冬去咖啡馆没等到客户，顺便就跟朱莉商量主播的招聘

，谁知发现夏七月正在跟踪自己，乌冬灵机一动，眼下不就

是个好机会吗？果然在他的“激将”之下，夏七月自告奋勇

，尝试直播，朱莉对她也很满意。

这时，夏七月忽然语气一变，质问道：“老实交代，你

跟咖啡馆老板娘到底是啥关系？这件事是不是早有预谋？”

乌冬惊讶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夏七月笑着说：

“还想瞒我？从你进咖啡馆到咱俩一起离开，我就没见你埋

单！”

乌冬擦了擦汗，看来自己也要好好坦白了。

“失业”的老公
秀云是茅岩河第一个大学生。大学刚毕业，秀云就婉拒了省城多家

单位和企业伸出的橄榄枝，毅然回到家乡。

回家当晚，秀云爹重重地吸了口旱烟，对秀云说：“你老大不小了

，你大山叔又催得紧，你这回该答应爹，和你阿忠哥把婚事办了吧！”

秀云爹和阿忠爹从小一块长大，在秀云和阿忠还在蹒跚学步时，一

次酒酣耳热之际，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为秀云和阿忠定下娃娃亲。秀云

爹原本只当作一句玩笑话，没想到阿忠爹却当真了，逢年过节，都会按

礼数带着阿忠上秀云家。

年幼无知时，秀云还经常屁颠屁颠跟在阿忠屁股后头跑来跑去。待

她初谙人事后，便开始有意无意回避阿忠，尤其上了大学，秀云更加认

为娃娃亲很荒唐，决定找合适的机会把婚约推掉。

见爹又提这一茬，秀云轻声说道：“爹，我都跟你说过好多次了，

我一直把阿忠当哥哥，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秀云爹被秀云一激，老脾气就上来了，大声吼道：“我们茅岩河人

说出去的话，没有不算数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秀云委屈得

说不出话，捂着嘴跑进了自己的卧室，趴在床上呜呜哭了起来。

其实，秀云心里早就装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名叫阿东，是她的大学

同学。阿东同样喜欢秀云，也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但是阿东志在大

都市，秀云的梦想是回到茅岩河，加之和阿忠的关系还没理清，秀云婉

拒了阿东的追求。

秀云大学毕业后之所以坚持放弃省城优越的条件和阿东，是因为与

茅岩莓有关。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也给一些山珍带来机遇，她的梦想就

是回到茅岩河推广茅岩莓，让更多的山外人知道茅岩莓，了解茅岩莓，

从而将茅岩莓推向全中国，直至推向全世界。

主意打定，秀云一门心思扑在茅岩莓的种植、培育和制作上。不过

一有闲暇时间，她都会跑到茅岩河边，凝望着对岸省城方向。只有秀云

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她始终放不下阿东。

好在秀云爹此后再没催婚，秀云可以全心全意开展茅岩莓茶推广工

作。其间，阿忠甘做秀云的助手，陪着秀云邀请专家上门指导，到有关

部门送检茅岩莓茶样品并办理相关手续，还扛着大包小包茅岩莓一家商

店一家商店跑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秀云和阿忠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拘

谨，乍一看，还真像一对情深意浓的情侣。

这天，秀云又一次一个人来到河边发呆。

突然，河中的渡船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阿东！秀云以

为自己在做梦，当她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才知道一切都是真的，

眼泪瞬间淌满脸颊。

阿东的出现，打破了茅岩河的宁静，大家都像看外星人一样看待他

。秀云爹虽然没有明说什么，却整天对阿东没有好脸色。

阿忠一家人就更不用说了，不但串门更加频繁，还对阿东横眉怒对

，但两家虽有婚约，却没有成婚，阿忠一家拿阿东没办法。

秀云可不管这些，心里头美滋滋的，茅岩河畔又响起了动听的歌声。

阿东也不计较，对茅岩河的每个人都一脸笑。阿东对茅岩河的一切都充

满好奇，每天在秀云的陪伴下，徒步在茅岩河的山山水水间。他要么和大家

一起采摘茅岩莓叶，要么和大家一起制茶，深深喜欢上了茅岩河的一切。

在游山玩水的同时，阿东没忘了与秀云商议如何让茅岩莓飞得更远

。阿东和秀云首先制作了一个网站，让茅岩莓茶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各

地。随后，阿东提议成立一个茅岩莓种植合作社，所有的茅岩莓茶由合

作社统一管理，统一制作，统一推广，统一销售。通过这些天的相处，

茅岩河人已经认定阿东是个善良、有主见、有头脑的人，他的提议立即

得到大家的拥护，合作社很快宣告成立。

阿东提出的第二个建议是在城里成立一个办事处，让茅岩莓茶的宣

传、推广和销售步入快车道。在城里设办事处，秀云也想過，毕竟扛着

大包小包一家一家跑，不但别人不信任，效率也非常低，可是设立办事

处需要启动资金及前期运作经费，这恰恰是秀云和茅岩河人短缺的。得

知原委后，阿东回了一趟家，东挪西借筹集到20万元资金。

新郎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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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接受KHOU
電視台專訪

介紹西南區華埠 以多元族群及文化
為傲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席李雄
近日接受休士頓11KHOU電視台專訪，
與記者Michelle Choi 暢談西南區華埠
的發展歷程。報導很快登上MSN 網站
全國新聞摘要標題，讓更多外地讀者有
大好機會瞭解西南區華埠的來龍去脈。

報導標題直接稱呼李雄為 「休士頓
中國城市長」 ，而文章一開始更說，中
國城經過許多年的擴張發展，李雄是後
面的重要推手，並見證了一切。

李雄在影片中開車經過中國城，介
紹窗外地標外，更對變遷如數家珍；記
者說通過李雄的說明，坐在車上駛過中
國城，就如同經歷一次歷史之旅。而
「休士頓中國城市長」 的稱呼，正是因
為李雄對主要座落百利大道兩旁的購物

中心及各類商業機構與其活動，都瞭若
指掌的緣故。

報導中也介紹李雄於1983年抵達
休士頓，他進入浸信大學就讀，而叔叔
則開了百利大道邊上的第一家亞洲超市
，就是大名鼎鼎的頂好超市。李雄表示
：當時他們完全無法想像到，由一間超
市，一個購物廣場，休士頓中國城會逐
漸發展成後面綿延數哩的亞洲商業大道
。

如今李雄除了仍然經營自己三十多
年前創立的房地產公司外，他也持續想
方設法引領更多亞裔美國人到休士頓來

。他表示，在他定居休士頓時，當時華
裔市民只有三萬人，另外韓國裔市民在
三萬至四萬間，亞裔總人口則不到十萬
人。而在位在市中心的舊華埠已沒有擴
展空間後，李雄致力將百利大道左右建
設成休士頓新的亞裔社區中心。

洞察新中國城發展潛力的李雄，和
政界人士及投資者合作，接著也幫忙成
立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並且擔任了主席
的職務。他強調西南區管委會可能是最
多元化的管委會，擁有超過一百個國家
的移民，居住在十平方哩的範圍內。

李雄並介紹在百利大道的中國城大

約是0.7哩，但包括了20個購物中心，
及超過150家餐廳。更有多家銀行、公
寓、複合住宅、社區中心。不過相比於
付出的各種服務及貢獻，李雄最引以為
傲的，是區內族群及文化的多元。李雄
指出，休士頓是未來的城市典型。因為
休士頓有著最多元的人口，同時是國際
人士進入的通道口。一面介紹著中國城
，李雄也帶著記者去光顧他熟悉的店家
，他說， 「我們就如同一個大家庭一般
」 。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接受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接受
1111KHOUKHOU電視台專訪電視台專訪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在專訪中帶著記者遊車河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在專訪中帶著記者遊車河，，對兩旁的社區對兩旁的社區
及商業擴展如數家珍及商業擴展如數家珍。。((1111KHOU)KHOU)

西南區華埠又有亞洲城稱號西南區華埠又有亞洲城稱號，，以百利大道為代表以百利大道為代表，，
區內也每以中文路牌與英文路牌並列區內也每以中文路牌與英文路牌並列。。((1111KHOU)KHOU)

李雄為西南區華埠擴張發展的推手李雄為西南區華埠擴張發展的推手，，包括成立西南區包括成立西南區
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而擔任主席的李雄最以管委會範圍內的而擔任主席的李雄最以管委會範圍內的

多元族裔及文化為傲多元族裔及文化為傲。。((1111KHOU)KHOU)

各位護法菩薩
一年一度僧寶節即將來臨，本山

開山大師恪遵佛制，定為孝道月，以
供僧功德，表達孝親之意。對供僧的
原則： 「不供養一餐，要供養全年；
不供養少人，要供養多眾；不只供養
現在，更要供養未來。」

休士頓協會將於7月10號(日)10:
30am在中美寺大雄寶殿舉辦供僧法會

，法會圓滿前法師托缽，法會後信眾
憑供僧福田卷領取便當(1份$25)，供
僧道糧及福田卷功德款將作為供養全
球佛光山法師們一年的道糧。

中美寺特於2022年8月28日(週
日)上午10:30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以此功德回向護法信眾闔家平安，
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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