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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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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休斯頓最美的墓園休斯頓最美的墓園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
最受華裔人士喜歡的風水寶地最受華裔人士喜歡的風水寶地
隆重推出優惠隆重推出優惠::
高達高達 1515%% OFF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
6060個月個月00%%利率利率﹐﹐無需信用評估無需信用評估
身前契約高達身前契約高達1100%% OffOff
僅在本月底之前有效僅在本月底之前有效

電話電話﹕﹕832832--494494--6710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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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麻州分會麻州分會））
成立慶典大會波士頓隆重舉行成立慶典大會波士頓隆重舉行！！

【美南新聞泉深】6月1日，美國華人華僑
聯合總會（馬薩諸塞州分會）成立慶典大會，
在波士頓華埠帝苑大酒樓隆重舉行，這是繼佛
羅裏達州分會成立慶典後，美國華人華僑聯合
總會攜手各州分會舉辦的又一次大型慶祝活動
。

麻州參議員、州長候選人陳翟蘇妮(Sonia
Chang- Díaz)、麻州眾議員、副州長候選人塔
米·葛維亞(Tami Gouveia)、麻州總檢察長候選
人 Quentin Palfrey、波士頓市長吳弭代表以及
來自全美多個地區僑、商、學界代表近400人
參加。國會議員孟昭文為大會送上賀信以表祝
賀。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共同主席兼麻州分
會會長謝鋒在致辭中表示，“孟夏暖風生紫氣
，帝苑盛宴共此時”。非常感謝嘉賓們在百忙
之中，抽出寶貴的時間，出席今晚的盛會，讓
我們相聚在美麗古老的曆史名城波士頓。

今天是六月一日，是六月的第一天，是一
個難忘的日子。一代表開始 ，一代表起點。今
天也是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麻州分會在首府
波士頓成立的日子，這是華人華僑一個具有裏
程碑意義的美好時刻。作為麻州分會的首任會
長，我深感榮幸，也倍感使命、責任與擔當。

我們滿懷“凝聚共識，減少分歧，攜手合
作，融入主流”，建立族裔利益共同體平台的
美好願景，共同為華人華僑的發展事業打拼。

當前，隨著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的日趨緊張
，中美關係也步入了非常複雜多變的狀態，這
對在美華人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全新且持續的
考驗和挑戰。

美國這些年種族主義的崛起，使亞裔在美
國的生存和發展障礙越來越突出，尤其是華人
。我們華人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擴大自身的實
際影響力，並得到美國更多的、更廣泛的認可
和重視成為了我們將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
所以我們要有新思路 ，才會有出路，我們的共
同目標是“要讓更多的華人富起來，強起來”
。

富是代表經濟實力，強是代表政治地位，
我們應該攜手合作，抱團取暖，資源共享，參
政議政，融入主流，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疫情漸緩，百業待興！我們期待與各位一
起努力，一邊創造鈔票，一邊手握選票，一邊
回饋社會。以不變應萬變，合作、發展才是主
旋律。千裏之行，始於足下！讓我們共同譜寫
人生的新篇章。

非常榮幸能夠參加麻州分會成立慶典大會

，並代表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對麻州分會
的成立，以及謝鋒創會會長、胡維瑋理事長表
示衷心的祝賀！對麻州分會全體成員表示感謝
！對在座各位嘉賓的光臨表示熱烈的歡迎。麻
州分會的成立是我們華人的共同福祉。

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籌備，美國華人華僑
聯合總會麻州分會的正式成立，標誌著廣大華
人華僑對“凝聚共識、攜手合作、融入主流、
維護權益”為宗旨的華人事業發展平台的認可
和支持。

對華人華僑下一代青少年成長的關心和培
育，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波士頓是全美最為重要的學府城市，也是
北美大陸移民史中的重要標志性城市。希望今
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發揮優勢，抱團取暖
，守望相助，為提高麻州華人華僑的社會地位
，作出積極貢獻。

此外，波士頓也是一個令我們華人驕傲的
城市，因為這裏的市長是我們優秀的華人女性
吳弭女士，波士頓已經成為了全美華人參政議
政取得成功的典範城市。

我希望麻州分會能夠繼續鼓勵華人青年服
務社會，參政議政，麻州分會一定會培養出更
多的政治家、活動家和公職人員，為麻州的多
族裔社區服務。

今天晚會也是高朋滿座，不但有麻州本地
的各界傑出代表，同時也有來自全美各地的精
英人士的蒞臨祝賀！有來自美南、美西等各地
朋友們，可謂是群賢畢至，盛況空前，更看到
了華人華僑社團的蓬勃發展，多族裔的和諧融
合，可喜可賀！

放眼未來，任重道遠。受疫情影響，全球
經濟發展形勢嚴峻。仇恨亞裔華人現狀令人堪
憂，在美華人華僑面對生存危機，更要充分認

識華人利益共同體的重要性。因此，我們相信
，只要大家凝聚共識，團結協作，共謀發展，
一定會創造出更加美好的未來！

大會在吉祥喜慶的舞獅采青中拉開序幕，
隨後是奏唱國歌、授印儀式、頒發證書等環節
內容。

麻州參議員、州長候選人陳翟蘇妮(Sonia
Chang- Díaz)，麻州眾議員、副州長候選人塔
米·葛維亞(Tami Gouveia)，麻州總檢察長候選
人 Quentin Palfrey，波士頓市長吳弭代表，榮
譽主席胡運炤、理事長胡維瑋及受邀嘉賓中美
酒店總商會林建中主席，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
院副院長黃亞生（教授），美中合作發展委員
會執行主席李建生博士，美華總會伊利諾伊州
會長陳嘉釗，紐約州眾議員候選人林煜，麻省
理工學院教授陳剛，聯豐集團董事長倪舉淩，
美中餐飲業聯合會主席胡曉軍，美國華人華僑
博物館館長朱楓等致辭祝賀麻州分會成立大會
圓滿成功。

活動中還有歌唱、舞蹈、古箏表演、京劇
演唱、旗袍秀等豐富多彩的文娛節目。
參加當天晚上活動的嘉賓還包括（不限於）：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秘書長朱立業，麻
州分會監事長張文君、常務副會長張忠、副會
長何靜旭，黃中慶、張仕榮、關紫，秘書長郭
欣欣，副秘書長王仲麗、張琛、曲秀萍，大華
府分會會長陳學理、理事長伍筱珊，伊州分會
理事長詹興榮，佛州分會理事長鄧聯光、秘書
長左前，以及嘉賓梁利堂、潘飛、郭臻、陳清
、顧得耀、李忠民、何明明、林慈飛、張勝旺
、王一冰、陳璋、林河、陳紹恭、黃平平、盧
端金、鄭清紅、李琪、韓鵬、陳啓帆、洪克威
、董風彬、邱俤俤、倪法錦、Kevin 趙等。

麻州分會成立慶典大會
麻州分會會長謝鋒在致辭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建新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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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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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斯頓報導) 您可知道？在大
休斯頓地區，一個高中畢業生可以同時
完成高中學業和社區大學雙學分的課程
。也就是說，在高中畢業的同時，除了
拿到高中文憑，還獲得副學士學位。這
些高中生是參加休斯頓社區大學(HCC)
的雙學分計畫(dual credit program)，得

以免費的完成大學副學士學位課程。這
些同學，既是高中生，也是大學生，不
過，他們比其他同學快了 2 年，也節省
許多學費，更有機會在高中時就接觸大
學的教育。

，他們一方面就讀高中，同時免費念大
學。就大學學費而言，這樣能為他們節
省大約 35,000 美元，接下來，他們可以
以大三的身份轉入四年制大學就讀，只
需再讀兩年就能獲取學士學位。

斯塔福市學區董事會在 5 月 9 日舉行的
頒獎儀式上表揚了這 47 名學生。畢業
生們獲得了 HCC 的商業技術、烹飪藝
術、電影和視頻、以及多學科研
究(multidisciplinary)的學位。

校長 Robert Bostic 表示，雙學分計
劃非常適合斯塔福高中的教育使命。這
是斯塔福市學區歷史上最傑出的項目之
一，這有助於確保我們對未來的願景，
學生們在高中時就能為大學或未來就業
做好準備。通過 HCC，我們讓這個夢
想成為真實。

節省 35,000 美元的學費

HCC 西南區校長兼勞動力教育副
校長Madeline Burillo-Hopkins 博士表示
，HCC 與斯塔福高中的合作，為學生
及其家長節省了大量學費。她解釋說：
“如果學生們在頭兩年就讀四年制大學
，學費可能超過 35,000 美元，這還不包
括食宿。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高中生一
方面完成 HCC 的副學士學位，同時也
獲得高中文憑。”

斯塔福學區高中、大學和職業中心
主任黛博拉•諾特 (Deborah Nordt) 表
示，到 2026 年，預計將有超過 125 名
斯塔福高中生從 HCC 畢業，約佔高年
級學生的 45%。這些學生決定在完成高
中學業的同時，也修習大學課程，投資
自己的未來。

諾特主任說道，同時獲得副學士學

位和高中文憑，使得這些學生領先於同
齡人，讓他們能夠以大三的身分進入四
年制大學。如果不繼續就讀，也可以副
學士學位找工作，因為他們已獲得認證
。

HCC 西 南 校 區 雙 學 分 計 劃 於
2013-14 學年在斯塔福高中開始，允許
學生修習大學學分，以便在他們未來的
高等教育之途搶占先機。完成該計劃的
學生將獲得藝術副學士學位，此學位可
轉移到德州的任何州立大學。

Dual-credit program 同時提供高中
生學術課程和以職業為導向的課程，學
術課程包括藝術、經濟學、歷史、數
學 、英語、和西班牙語；而以職業為導
向的課程中，學生則可以學到商業技

這些高中生竟能同時從高中和大學畢業這些高中生竟能同時從高中和大學畢業!!
同時修大學學分同時修大學學分 免費完成副學士學位課程免費完成副學士學位課程

術、烹飪藝術、電影製作、和焊接等。
顯然 ，無論是繼續就讀大學，或是就
業， HCC的 Dual-credit program 都對
高中生有多方面的幫助。

   要註冊 HCC 課程請致電 713.718.2000
或訪問hccs.edu/apply

要註冊 HCC 雙學分課程計劃，請
致電 713.718.8618 或電郵 :
athena.walkerpowell@hccs.edu。有關計
劃詳情可訪問: hccs.edu/dual-credit

有 關 更 多 信 息 ， 請 致 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 或 訪
問hccs.edu

      斯塔福高中 (Stafford High School)

今年有47位畢業生不僅獲得高中文憑，
還同時獲得休斯頓社區大學（HCC）西
南學院的副學士學位。在過去三年中，
學子們完成了一項 HCC 雙學分課程之後



5 月 31 日
，內地新增新
冠肺炎本土個

案進一步回落至兩位數，前
日新增 97 宗，包括 28 宗確
診及 69 宗無症狀感染，其

中上海分別佔9及22宗，北京佔16及2宗。封控超過兩個月的上海
，6 月1 號起進入 「全面恢復全市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階段」，全市
住宅小區出入、公共交通工具行駛及私家車通行有序恢復，有市民
大放煙花、炮仗，慶祝 「解封」。

上海因爆發新冠肺炎，自3月底起封城至今。5月疫情緩和，
上海今日起全市進入解封第3階段，復工復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
秩序。

交通方面：凌晨起住宅區恢復出入，公共交通恢復營運，包括
市域內地面公交、軌道交通全網及江輪渡；機動車、出租車和網約
車亦可恢復通行；除中高風險地區、封控區和管控區外，私家車和
單位用車正常出行。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本區居民
出門回家，或是限制復工復產的員工上班下班。

外交通方面：來往上海的國內航班逐步恢復；陸路進出上海通
道的防疫管控措施將擇期解除商店方面：購物中心、超市、便利店
、藥店等有序恢復營業，農貿市場有序恢復。郵政快遞有序恢復處
理中心和營業網點，逐步全面恢復個人寄遞服務。

復課方面：會分階段復課，優先安排高三、高二、初三學生復
學。中小學其他年級繼續網上教學至本學期末。幼兒園、託兒所、

託育機構等不安排幼兒返園。
5 月31 號踏入午夜，浦東的商業大樓和東方明珠塔亮燈，並

顯示出 「我愛上海」字樣，外灘隨即出現人潮和車龍，慶祝長達兩
個多個月封鎖結束，多處交通擠塞，食肆至凌晨時份仍坐滿人，亦
有小區居民外出放煙花。早上不少民眾恢復外出上班，地鐵全部
20條路線恢復基本運行，但個別車站仍然關閉。乘客進入車站前
要掃二維碼。上海地鐵表示，早上累計客流量超過91萬人次，比3
月中旬同期少近5成。

上海市政府昨表示， 「我們的城市將迎來新的開始」。今日零
時起，上海全面實行常態化分級分類管理，即按感染者所住樓房、
小區、村、單位及活動軌跡，來劃定疫情中、高風險地區；現有封
控區、管控區繼續封閉、管控，若指定時間內無新增感染即可降級
，而區域內沒有封控區、管控區，即屬低風險地區。截至前日，上
海仍有531個封控區，涉及19萬人；3,069個管控區，涉及45萬人
。

除中、高風險區及封控區、管控區外，上海今日零時起有序恢
復住宅小區出入，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阻止本區居民出入，但本區
居民進入小區時，仍須戴口罩、量體溫、掃場所碼、出示 「隨申碼
」綠碼，速遞、外賣員等非本區居民則須 「加碼」出示72小時內
核酸陰性證明。

巴士、鐵路、過江渡輪等公共交通工具，除涉及疫情防控所需
的車站及跨省線路外，今起恢復行駛；網約車、的士、私家車除疫
情中、高風險區及封控區、管控區外全市通行，不須再出示機動車
電子通行證。購物中心、超市等客流量放寬至最高人數限制的75%

；戲院、文化博物館、健身室等密閉場所暫緩開放。企業、工業園
區、商廈等，在做好防疫管理前提下全面復工復產。

進入小區、有明確防疫要求的公共場所，以及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今起仍須出示核酸陰性證明，但時效由48小時內放寬至72小
時內。

北京方面，除豐台區外，全市16個區都已最少連續3日無社會
面感染。市政府昨要求，豐台區全區居家辦公，停止一切非必要流
動。

上海封控兩個多月後，昨日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不少
市民凌晨外出慶祝，紀念這個歷史性時刻。上海市委、市政府清晨
發表感謝信，感謝全體上海市民兩個多月來對 「大上海保衛戰」的
支持和默默付出， 「歷史會記住為這座城市堅守和付出的所有人」

上海除疫情中、高風險區及封控區、管控區外，昨日零時全面
解封。零時一到，久違的外灘兩岸燈光重新亮起，大批市民拍照留
念。有市民帶著啤酒、紅酒落街，與在封控期間結識的鄰居乾杯。
有市民就在街頭與久未相見的親友擁抱。

公共交通工具恢復正常行駛，僅個別車站仍然關閉。上海地鐵
截至昨早11時接載乘客91.3萬人次，較今波疫情初期的3月15日
同時段減少49.5%。世紀公園、上海動物園等40多個景區昨起陸續
重開；上海迪士尼樂園未定重開日期，但在旅遊平台同程旅行的搜
索熱度，截至昨中午按月暴漲5倍。商場重現購物人潮，個別名店
門外出現人龍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感謝信中表示，將盡最大努力將
疫情耽誤的時間及造成的損失 「搶回來」，呼籲市民上下一心，重
整行裝、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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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封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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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在休市坊間，聽到我 「頤康
講座」張景燊會長，向全體成員
推介五月端午就快來臨，正是飲
茶食糭的好日子。他有好門路，

可以代會員買來香氣濃郁的五月糭。此語一出，聽說大批會友紛紛落
「柯打」，一瞬間便己有 六、 七十條斬獲，皆大歡喜。
本人住在休市城郊，離開茅 舍不遠之處，有一對陳姓夫婦亦居於此。

他倆都是來自香港，早年在本埠經營唐餐館，廚藝不俗，除廣東菜炒得出色之外，連帶
五月糭、中秋月餅，也都會泡制得似模似樣。陳氏夫婦十分好客，每年上述兩大節日到
來的前夕，他倆都會把自己獨制出來的應節食品，例如五月糭、八月月餅，送來我家，
一起把盞共嚐。我回敬他的，便是一年一首應節詩。陳先生格外高興，他每次接到我為
他的隆情厚誼抄寫的詩句時，都不忘向我稱賞，他知我每寫一首詩，若刊登在港澳報刊
上，文酬是$150 港元。這大概是美金$16 元。而他送給我的夫妻兩隻糉，成本不用美金
$5 元，這表示他賺了我$11 元。 「哈哈」大笑一番。

下開之七言古詩，便是今年本人懷念屈大夫所寫的詩句，頗為老草，不過一年一次，應節懷
舊而矣。

在我國重大節慶活動中，歴史悠久的端午侍節帶有着強烈的愛國主義色彩，反映了民眾自古
就有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這也是端午節獨特的文化內涵。這一天，人們懸掛艾草，佩戴彩絲
，飲菖蒲雄黃酒，吃着糭子、競賽龍舟、以茶祭祀等形式，把很多端午習俗與紀念屈原聯繫在一

起。
至於品茶論道，也源於屈原在《楚辭·九思·傷時》

辭句： 「堇荼茂兮扶疏，蘅芷雕兮莹嫇」。
研讀辭句，茶話聯想。譬如每到端午節臨近，福建

閩北光澤縣山野深處到處有人採中草藥，城鄉圩場上也
到處有人叫賣中草藥，許多人家都會在這時間備好家中
常用的中草藥，這就是當地有名的端午 「備節茶」風俗
。人們習慣在每年端午節前後備好家中一年所需的常用
中草藥，有 「前七後三」之說。即端午節前七天，後三
天為備藥最好的時間，凸顯出了端陽節氣的重要。

若按民間傳說來說，這段時間是天上藥王菩薩的生
日，藥王菩薩會撒藥力在百草上，採的草藥最有藥效。
但從科學角度來講，因為藥草到了這個時間，生長比較
成熟，藥效比較好。這裏人們注重口彩，講吃藥不吉利
，所以隱喻講藥為茶，吃藥叫吃茶，所以端午節備草藥
叫備節茶。特別是說端午節這天百草都是藥，藥效最好
，人們在這天會放下活計早早上山去採藥草，中午回來
將許多種常見病的藥草合在一起燉喝，叫吃 「午時茶」或 「羅嗦茶」。說是這時間喝後發生藥效
，身體強壯，一年百病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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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奪冠機會濃
今 屆

NBA經過
季後三輪

決賽後，確定總決賽組合為
西岸冠軍三藩市勇士與東岸
冠軍波士頓塞爾特人。勇士

取得主場優勢，6 月2 號晚上8 時，開始展開最後的七場四勝的總
決賽。十分明顯，勇士重現奪冠在望

勇士在過去三季，受盡傷患困擾，被迫退出爭冠行列，今年常
規賽在格連缺陣下，戰績亦不穩定，然而季後賽人員到齊後，過往
取得成功的戰術重現，有當年爭冠氣勢。

以球星單打及擋拆為主，發動進攻，綠葉在弱邊等待空位投射
機會有利，勇士多年來進攻主軸都是透過無球走位單擋製造空位，
需要全隊不斷走位，讓浪花兄弟可選擇空位出手，或利用防守者後
追的時間差，殺入禁區撕破防線。

勇士的核心仍是浪花兄弟及格連，但角色球員都已換上新世代
球員，今季防守認真，判斷籃板出色，近六場有四場籃板達雙位數
，更重要是擁有不俗移動速度，即使被對手單打亦不會太吃虧，是

勇士爭冠不可或缺的棋子。
勇士體系除具觀賞性外，對手在防守上亦需花更多體力跑動，

恰好塞爾特人在極度緊張的七人輪換及連續兩輪搶七，球員亦傳有
傷，相信難以跟上勇士的步伐。勇士預計有大量空位投射下勝出，
大概應可在五場內奪冠。

其實勇士的總決賽對手是誰？筆者認為，勇士的贏面都比較大
；看來，球壇正熱烈討論的 「金州王朝」可能真會成為事實。
一，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對手是波士頓或邁阿密，勇士都有主場之
利，而主場之利就可能決定勝負。勇士今年的季後賽，已比賽14
場，其中8場是主場，勇士全贏；6場是客場，勇士贏3輸3，總決
賽仍是七場制，其中四場在舊金山進行，勇士占了主場之利，贏面
大。
二，勇士全隊和個別隊員，狀態提升至最佳水平。勇士已賽14場
，平均每場得114.5分，超過波士頓。而平均每場籃板球取得44.5
個，也超過波士頓。勇士先發五人，柯瑞、湯普森、維金斯、格林
和魯尼，配合良好，季後賽經驗遠超波士頓。

個別隊員方面，高6呎7吋和重197磅的維金斯，22日對小牛
的一戰，打出生涯代表作，得27分，12籃板，還在第四節中段、

面對巨星東契奇猛力灌籃，贏得球壇一片叫好之聲，稱之為 「全年
最佳灌籃」。

今年26歲、已有七年NBA經驗的魯尼，最近四場才真正闖出
名堂；對灰熊的第六場，拿下驚人的22個籃板球；對小牛的第二
場，攻下個人生涯最高的21分。一攻一守都寫進NBA歷史。

當然，柯瑞和格林仍是領軍人物；柯瑞今年季後賽平均每場得
27.1分(平均4個三分球)；格林平均每場得8分、7.1籃板和6.1助攻
，攻守全面。
三，勇士今年射手多，柯瑞平場每場27.1分、湯普森19.5分、普爾
18.9分、維金斯15.9分；這四人都擅投三分球，全隊平均每場投中
13.7個，投球分散，使對手防不勝防。勇士往往在第三節發威，在
比分上超前或追平，為什麼能夠如此？其中一個原因正是三分球的
爆發，只要有一兩人突然神準，就可逆轉戰局。
四，勇士今年季後賽的防守也比前出色，平均每場籃板球44.5個，
格林7.1個、魯尼7.1個、維金斯6.9個。季後賽的防守，特別注重
對球星的防守，例如維金斯因為防守巨星東契奇，因此而一戰成名
。如果勇士的總決賽對手是波士頓，維金斯的防守對象可能就是新
星泰托姆，那將是決定勝負的重要防守。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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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江苏无锡，受本轮新冠疫情道口

查控影响，G42沪宁高速无锡段南京往上海方向

车辆通行受阻，大货车排起了长龙。

我的同事阿哲4月8日晚上在京东上订购了

方便面，等了整整九天，终于在4月17日接到了

快递员的电话。

在上海疫情封控之前，基于京东强大的仓

储和物流配送能力，我们大体都习惯了隔天到

货甚至当日收货的高效率，与现在的配送速度

不可同日而语。

在小区门口取快递时，阿哲好奇地问：

“网上所说的京东自杀式物流，是真的吗？”

快递小哥一边整理货物一边回答：“是真

的。”

“那司机与快递员他们从外地来，住在哪

里呢？”

快递小哥放下包裹，叹了口气，“如果配

送站周围有宾馆愿意接受，他们就可以住宾馆

，不然就只能睡公司。我也是睡公司的，小区

回不去。”

听小哥说，因为京东不是保供企业，开具

的证明没法用，他的一半兄弟因为小区封闭也

出不来，没有人手送货，所以现在送货时间变

得很长。这么多订单，他们只能优先配送一些

生活必需品、母婴用品。还有一部分货物都堵

在了昆山，进不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

我们不算保供人员”。

和阿哲交流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打开手机

，发现网友对京东自杀式物流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来自上海等战疫地区人民的赞赏，但也有

各种质疑。

“自杀式物流”

实际上，早在2020年支持武汉抗疫的时候

，京东就启用了“自杀式物流”，当时，京东

派往武汉的救援车辆以及司机等人员，进入疫

区后，就地隔离至少七天。这种配送方式，不

仅要调集大量的车辆、人员，还需要付出极大

的资金支持，为武汉抗击疫情成功做出了不可

忽视的助力。

但同样的模式复制到上海，京东自杀式物

流的后续并不是那么燃——快递员们面临食宿

等一系列难题，有的区还因为京东不是保供企

业而拒绝给京东的车辆发放“通行证”。这些

，都使得京东的举动显得悲壮而无奈。

是什么逼得京东这样一家民营企业不得不

采用“自杀式物流“的方式来参与抗疫？

要知道，在4月10日举办的上海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文博踌躇

满志，称京东集团已加入全市保供体系，作为

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将切实担

起新型实体企业社会责任，并透露公司储备的

民生物资，可保障上海京东用户近1个月日常供

应。

但欢天喜地下单后，不少上海居民失望地

发现，订单配送时间一延再延，4月7日下单的

商品预计22日才能送达......这让京东之前夸下的

海口成为了打脸的证据，企业的信誉和形象受

到很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多人看来

，京东的自杀式物流背后，一方面是企业的荣

誉之战，另一方面，也是企业社会责任被过度

绑架。

但在笔者看来，还上升不到“绑架”的层

面，面对上海疫情对物流的急迫需求，作为物

流企业是放弃、还是参与？这是在0和1之间的

选择，一旦选择参与，这些是客观上要面对的

问题，是没有其他办法下的无奈选择，毕竟，

按照现在的防疫政策，车辆和人员进入上海，

都只能就地隔离，避免病毒传播。

从效果来看，京东的自杀式物流，虽然提

供了大量的运力，但并没能真正解决上海物流

的压力，甚至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这个策

略，导致集运货车司机奇缺，因为都被隔离了

。如果其他企业纷纷效仿，对于物流行业本身

也的确是一种干扰。据说，在京东启动自杀式

物流之后，南京发往上海的一柜货，从封锁前

的4000元，涨到现在的近5万元。

那么，到底问题出在了哪儿？

菜其实是不缺的，缺的是物流。线上平台

的一单菜到达市民手上之前，要经过跨省运输

、大仓、门店、小区4个环节，一个环节受阻，

全链条停滞。

是谁堵塞了送菜通道？

4月17日，重庆，京东物流重庆公司支援上

海的第二批快递员集结完毕。当日，他们乘飞

机奔赴上海，与全国援沪的快递小哥一起，补

充上海物流运力。

通行证不“通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分析，

为什么东西运不到上海？

是因为车太多了，堵着路了吗？不是。根

据G7平台数据显示，全国货运卡车流量从3月

中旬开始急转而下，本周全国货运卡车流量比

去年同期下跌28.9%。前几日国务院、交通运输

部等密集部署保通畅，但数据显示实际情况并

无改善。其中，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心脏，进

出货运卡车流量只有基准值的15%，近几天也没

有明显恢复迹象。所以，高速路上的车辆并不

多。

一家山东的大型粮油公司高管向媒体表示

，近一周，该公司收到上海的粮油订单近500吨

，但是现在出到3万元的高价，相当于过去4倍

以上价格，还是没有司机接单。

面对天价运费，卡车司机为何不为所动呢

？

从一位货车司机的自拍视频中，我们或许

能找到一些答案。一路上，货车司机除了出示

通行证、绿码、行程码、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外，还要应对各地层层加码的花式防疫政策，

违规设置防疫检查点，擅自阻断运输通道，甚

至贴封条，不让司机下车。车辆虽然办了通行

证，但形同虚设，各地互不相认，仍然不能下

高速。

政策“一天三变”，每天各地交通通告上

百条，长三角地区的道路和高速到处堵、到处

卡。4月1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货运

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全力保障货运物

流特别是医疗防控物资、生活必需品、政府储

备物资、邮政快递等民生物资和农业、能源、

原材料等重要生产物资的运输畅通，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通知》强调，涉疫地区所在省份的省级

联防联控机制应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重点

物资运输需求，建立健全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

行证制度，交通运输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

地做到统一格式、全国互认；要畅通办理渠道

，充分发挥区域统筹协调机制作用，加快推进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三省、成渝等

重点区域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协同联动。

希望这个通知能真正落实，有一个全国互

认的通行证，不被各种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所

对冲掉，才能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

即使采用了人海战术，连人带货一车一车

往上海填，为什么还是送不到小区里？

因为，除了跨省的通行证，在上海，还有

一种通行证，全称“防疫保障临时通行证”，

是指在封控期间车辆临时通行的证明，主要是

用于疫情防控、市民的紧急就医、物资保障、

人员转运、城市运行、应急处置等情况，由上

海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或各区政府发放审核。

这个通行证，不仅是京东缺，据媒体报道

，“盒马”有通行证的车辆数量也少得可怜，

全上海才十几张。要知道，对于紧急物资如药

品、婴儿奶粉的运输来说，每多一辆车，就能

多解决几十个家庭的问题，这笔账谁都会算。

但是，通行证的存在，人为地限制了可用的运

力。

除了车辆被限，本是最擅长于连接最后一

百米的快递员，也因为基层社区管控，大量被

困在家里，无法返岗工作。全域静态之后，人

员进出管控规则的制定权分散到了各个居委会

，规则一时一变，一位离开小区出去送货的快

递员出去三个小时后，家附近的小区出了阳性

，物业发来短信：“出了就别进，进了就别出

。”

据统计，京东物流能走出社区送货的快递

员数量不及平时的三分之一。

这些政策和关卡，都成为上海保供中的障

碍，也让居家的上海居民不得不整天为“断供

”担忧。4月16日，上海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员介绍，上海市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已下发工作方案，

明确对相关城市保供人员的检测要求，实行

“2+2”核酸检测及抗原检测，即两日内第一日

开展2次抗原检测，第二日开展一次抗原检测和

一次核酸检测，如此循环。如果检测结果为阳

性，不如实上报，还带“疫”送单，引发传播

风险的，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月16日，上海，京东物流快递小哥为长宁

区封闭社区居民送货。

以法保物流

疫情期间，本来应该是“”封人不封物”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

量和能力，让市场参与保供，让专业的人（专

业物流企业）做专业的事情。按照上海平时的

快递物流服务体系，本来完全有能力应对疫情

期间的基本民生物资需求。然而，现在上海进

入到抵抗疫情的“战时”，但市内的保供企业

资格、“车辆通行证”，基层社区快递员无法

返岗上班，加上外省市重重加码的交通管制等

问题，这个能力被大大削弱了。

无组织的输送是另一场灾难，越来越多的

省外驰援物资接踵而至，引发新的矛盾，我们

已经看到了很多分不下去的蔬菜被浪费掉，也

有很多基于行政垄断滋生的疫情腐败。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上海2500万人吃饭的

问题，产业链的问题也非常严重，需要从昆山

运到上海的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有汽车零部

件，应急期间物流供应体系的失灵，对长三角

区域汽车工业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强调，要

“加强应急物流体系建设，提升灾害高风险

区域交通运输设施、物流站点等设防水平和

承灾能力，积极防范粮食、能源等重要产品

供应短缺风险。”

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居民，笔者

希望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解决上海出现的这

些物流问题，并总结经验教训，把应急物流

体系建设好，以法治保障物流，避免上海之

外的其他城市重蹈覆辙，也别让京东们在不

得不采取“自杀式物流”后，留下的依然是

尴尬和悲壮。

从京东“自杀式物流”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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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洛雯湯洛雯馬國明馬國明有共識有共識
姜麗文已出嫁姜麗文已出嫁 LALA舉行二人婚禮舉行二人婚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阿祖）湯洛雯（靚湯）和

張天賦3日在香港會展出席大型婚展活動，靚湯稱與男友馬

國明已有共識，將來的婚禮一切從簡。至於36歲的姜麗文就

真的完婚了！姜麗文原定於2020年2月2日與圈外男友柏豪

結婚，卻因新冠肺炎疫情，婚期被迫延期，直到早前她到荷

里活拍劇，便順道與未婚夫在美國洛杉磯低調舉行了只得他

倆二人世界的婚禮。

婚
禮
從
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正於內地忙為
《乘風破浪3》演出的胡杏兒，忙裏偷閒跟近日在
熱播音樂節目《聲生不息》中爆紅的香港歌手曾
比特唱K互動，且用上大家的英文名字Myolie
（胡杏兒）、Mike（曾比特）頭一個英文字母組
成“M&M”樂壇新組合，私密開了一場合唱了兩
曲的“客廳演唱會”。

其實杏兒和曾比特（Mike）這次首度合唱，
純因她經理人團隊的成員看過Mike在《聲生不
息》中的精彩演出，被他的歌聲和可愛的爆炸頭
形象迷倒，於是拜託杏兒出馬速成唱K的約會。
杏兒為了讓她的一眾團隊成員夢想成真，冒昧地
透過好友約會Mike。

M&M的唱K約會火速進行，杏兒經理人團隊
full team 上陣，杏兒笑說：“這天真的很人齊，多
得他們在場打氣。客廳雖不大，但演唱過程很有氣
氛，看得大家也如癡如醉，Mike更出動自家私伙電
子琴上陣，我和他練唱時選了兩首心水歌曲《讓一
切隨風》和《你最珍貴》。”

雖然兩人首度合唱，但杏兒和Mike 卻表現得
相當合拍，加上兩首都是同樣所喜愛的心水歌，唱
得分外有感情。杏兒對Mike這年青歌手讚不絕口
說：“他真的很有音樂才華，不但歌唱得好，為人
可愛親切，希望未來有更好的發展。M&M這組合
名字是Mike想出來的，期待下一次唱K的機會。我
也趁機跟他偷師，為《浪姐3》的唱歌部分作準
備。”

邀曾比特唱K 胡杏兒趁機偷師

◆◆馬國明與湯洛雯好事近馬國明與湯洛雯好事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天賦張天賦（（左左））與湯洛雯與湯洛雯33日一起出日一起出
席活動席活動。。

◀姜麗文跟老
公站在山上拍
下結婚照。

▲姜麗文特別出歌贈
給爸爸秦沛。

◆ 湯洛雯現
服用中藥調
理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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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41歲韓星
張娜拉3日宣布將嫁小6歲的圈外男友，兩
人將在本月底舉行婚禮。

據韓媒報道，演藝圈相關人士透露張
娜拉將於6月底和圈外人舉行婚禮，身邊的
親朋好友也都相當祝福這對新人。而張娜拉
隨後在官網親自宣布這個好消息，並同時在
微博以中文宣告，她表示另一半是圈外人：
“我和做影片相關工作的小6歲朋友交往2
年，最後決定成為陪伴彼此一輩子的伴侶，
他好看的笑容、誠實又善良的心，還有那份
對分內工作盡心盡力的模樣，我為這些樣貌
深深着迷而進一步交往，能和這麼棒的人共

度一輩子，這份喜訊我也想和珍貴的各
位分享。”張娜拉也承諾會幸福快樂
地過日子，而且在婚禮結束後就會有新
作品和影迷相見。

張娜拉出道21年，以電視劇《開朗
少女成功記》、《紅豆女之戀》打開知名
度，以可愛外形走紅，不過她其實是以歌手
身份出道，和BoA、李孝利為同時期出道，
推出的專輯《Sweet Dream》更是紅遍亞
洲。她還曾推出過中文專輯，因此在華語地
區也相當有名。去年她與鄭容和搭檔電視劇
《大發不動產》，以“最強童顏”回歸成為
話題。

41歲張娜拉報喜 月底嫁小6歲圈外人

◆張娜拉曾穿上婚紗演出，如今終
成真。 網上圖片

▲張娜拉去年接
拍劇集《大發不
動產》。

網上圖片 ◆◆胡杏兒與曾比特組成胡杏兒與曾比特組成““MM＆＆MM””新組合新組合。。

靚湯穿上低胸短裙，露出事業線現身，略胖的她上圍更顯豐滿，靚湯對
於上圍“突然”澎湃，歸功於裙子的設計營造出來的視覺效果，既然

是自己買的也得穿出來，問到需否男友馬國明事前“過目”，靚湯說：
“這不是很誇張，之前在台慶所穿的晚裝都是差不多，又沒有低到去肚腩
位。”

靚湯在台上透露希望有個簡單的婚禮，宴請身邊重要的人出席，無需
繁文縟節，只想為一對新人留下開心回憶，而非做騷，她相信對喜歡着T
恤牛仔褲的男友會很適合，追問她是否已籌備婚禮，她坦言：“現時疫情
緩和，可以開始考慮，但不會立刻結婚，仍有很多細節準備，倘若有消息
便會同大家公布，總之同男友有共識，不會大搞，（他都依你所說的
做？）都是的，自己以前憧憬有一個大型婚禮，請好多賓客到場，但入行
後，每年都有大騷，每次着晚裝10幾小時，真的好辛苦，所以現時追求輕
鬆的婚禮，可以玩得更開心。”

靚湯提到現下正在做針灸及服中藥調理身體，問她是否為“造人”做
準備，她謂：“沒這麼誇張，只是之前採取極端方法減肥，試過扣喉，因
此搞到胃炎，現改用養生方法，雖然急不來，感覺個胃已好得多，（馬明
有否心痛？）你問他啦，都多謝他那段時間有照顧我。”

姜麗文家人朋友zoom上觀禮
姜麗文3日於社交平台分享了兩張婚照並留言：“We Got Married ”。

照片中是她跟老公站在山上拍的結婚照，一對新人未有穿上婚紗禮服，新郎身
穿白恤衫及卡其色褲，新娘子穿上一身米白裝束，露出bra top和肚臍，感覺
簡約中帶點性感，兩人又互相甜笑對望，親吻後便完成婚禮儀式。

姜麗文分享自己成為人妻後，獲各方好友祝福，她回覆傳媒表示：
“好多謝大家咁多年嘅支持同愛！經過兩年幾嘅延期，我哋喺 LA（洛杉
磯）一個可以望住成個城市嘅山頂上面，兩個人，同埋我哋最愛嘅家人朋
友睇住zoom，簡單咁結咗婚啦！我好幸福，我好感恩，我好開心！”

張天賦稱有穩定對象便公開
另外，張天賦（MC）3日在活動上唱出《記憶棉》，說到這首歌的MV

女主角正是近日疑流出性愛片的張凱娸（KiKi），對此，MC否認是“自
抽”，純粹是自己情歌不多，特別是甜蜜情歌，日後希望推出多些不同類型歌
曲，說到KiKi的負面新聞，他指別人的事不便加以評論，大家亦沒有聯絡。

過往MC跟合作過的女星都很易傳出緋聞，有網民搞笑指也擔心最近
和他合作拍廣告的李元元（Lucy），MC笑說：“這個不懂回答，不過我
們合作偷快，Lucy頭一日表現得比較害羞，之後便熟絡起來。”笑問會否
帶Lucy逛超級市場？他大方謂：“私下沒有，疫情期間也不便帶她出入公
眾場所。”MC透露現時是單身狀態，有
穩定對象時便會公開，會同大家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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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山東泰山能否衛冕成功？武漢三
鎮、成都蓉城這些中超新生力量將有怎樣

的表現？誰將接過“黑馬”角色？“土帥”能否
繼續強勢？2022賽季中超聯賽還是有不少值得期
待的看點。

山東泰山能否成功衛冕？
上賽季山東泰山一路高唱凱歌，時隔11年

再奪中超冠軍。在如今中國足球經歷陣痛的節點
之下，相對比較穩定的山東泰山凸顯出了優勢。

新賽季中，山東泰山繼續保持穩定，除了中
場大將徐新轉投上海海港之外，主力框架沒有太
大變動。泰山隊還引進廣州隊中場廖力生，對於
徐新的離隊是一大補充。

山東泰山為數不多可能出現的變數在於韓國
外援孫准浩，如果他被韓國隊徵召參加東亞盃甚
至是世界盃，那麼泰山隊在中場實力上會有一定
的削弱。

四升馬征中超值得關注
另外，上海海港也將是新賽季中超冠軍的有

力爭奪者，但由於疫情影響備戰，上海海港全隊

目前還在恢復中。另外，球隊
核心奧斯卡暫未歸隊，也是一
大不利因素。海港隊能否奪
冠，關鍵在於何時能找回狀態，
以及陣容何時能夠齊整。

由於擴軍，新賽季中超將有四支“升班馬”
球隊，武漢三鎮、梅州客家、成都蓉城都是首次
征戰中超，浙江隊則是重返中超。

武漢三鎮是本賽季中超引援力度最大的球
隊，引進了劉殿座、謝鵬飛、高准翼、何超、鄧
涵文、陶強龍等實力派本土球員，外援斯坦丘成
為冬季轉會窗“標王”。浙江隊與成都蓉城的球
隊狀況也都比較穩定，外援齊整。前者作為老牌
球隊和青訓大戶，本就擁有中超經驗和底蘊。

從前幾個賽季看，梅州客家打法很有特點，
坐鎮梅州賽區主場作戰的他們，或許也會展現出
不小的能量。

六球隊具備“黑馬”潛力
中超每個賽季都不缺乏“黑馬”，上賽季

“升班馬”長春亞泰獲得第四名，再往前追溯，
同樣是賽會制的2020賽季中超，重慶當代成為
黑馬，獲得第六名。

本賽季中，四支升班馬都具備成為“黑馬”
的潛力。除此之外，老牌球隊天津津門虎和河南
嵩山龍門也不可忽略，冬季轉會窗口中，他們都
進行了針對性補強，外援也十分齊整。相比於上
賽季，無論是陣容班底和賽季前備戰，都有大幅
度提高。

“土帥”陣容擴大成看點
上賽季中超聯賽中，本土教練有着亮眼表

現，郝偉帶領山東泰山奪冠，陳洋率領的長春亞

泰成為“黑馬”，除此之外李金羽與于根偉也在
艱難情況下帶領球隊保級。

新賽季中超“土帥”陣容進一步擴大，謝峰
擔任北京國安主帥、吳金貴重回上海申花、劉智
宇正式就任廣州隊主帥、謝暉執教大連人隊。他
們能否帶隊創造佳績，能否為本土教練繼續正
名，同樣將是2022賽季中超的一大看點。

擴軍後，中超聯賽降級球隊將增至三支，此
舉在加快中超“新陳代謝”的同時，也給保級球
隊帶來了更大壓力。

廣州隊、河北隊以及大連人隊至少在第一階
段要以“全華班”應戰，上海申花也喊出了保級
的目標。包括武漢長江、廣州城、滄州雄獅等球
隊，都或多或少存在降級風險。在新賽季中，保
級大戰將會非常激烈。 ◆中新網

熬過了漫長“寒

冬”，新賽季中超聯

賽3日晚拉開帷幕。衛冕冠

軍山東泰山在揭幕戰以1：0

挫“升班馬”浙

江隊。受疫情

影響，本賽季

中超聯賽第一

階段將暫時採用

集中賽會制，在梅州、海

口、大連三大賽區進行。完成

擴軍後，中超在本賽季歷史首

次實現18支球隊

參賽，成了新

賽季的一大看

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繼冠忠南
區主教練列文離隊後，執教晉峰3季的西班牙
主帥艾斯達維也與球會約滿，二人均指難忘在
港的日子。這兩支港超球會將另覓繼任人選。

今季港超聯戰至1月因疫情停擺，餘下球
季腰斬，球圈生態也受到影響。停擺前以4戰
全勝位列聯賽榜首的冠忠南區，3月份公布列
文因需要返回英國照顧父親及家人，已與球會
協議提早解約。前巴基斯坦國腳列文職業生涯
接近踢了500場賽事，他以球員身份効力冠忠
南區達5季，共上陣99次。在英國長大的他考
取歐洲足協職業教練執照後，於2020年兼任成
為主教練。

對於提早解約離港，列文坦言是一個艱難
的決定，他非常感謝球會多年來的支持：“在
這個大家庭中度過了5個球季，令我非常難
忘。我與球會管理層建立了良好關係，互相坦
誠溝通。感謝會長黃良柏，主席陳文俊，副主
席黃焯添，鄭兆聰、貝可泓、比圖、曲克，每
位球員及青訓教練等，當然還有球迷給我和我
的家人留下了非常特別的回憶。”對於將來會
否重返香港，他保持開放態度。

與此同時，已執教晉峰3季的艾斯達維，3

日亦透過社交平台宣布離隊。這位48歲的西班
牙教練，於2019年加盟晉峰，率領球隊以地面
組織風格征戰港超，令人耳目一新。他在社交
平台發表離隊宣言：“今天要與球隊說再見
了，或者之後有機會回來。我在香港過了美好

的3年，球隊團結一致，我為此感到驕傲。我
要感謝總教練何信賢、守門員教練何國泉及所
有職、球員的幫助，還有球迷的支持，我心中
將會永遠屬於‘粉紅色’（晉峰球衣顏
色）。”

列文 艾斯達維約滿離隊：心屬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女排

聯賽當地時間2日繼續在土耳其進行，當日6場
比賽爆出三個大冷門。除歐洲勁旅荷蘭被中國
隊逆轉外，世界冠軍塞爾維亞及美洲勁旅多米
尼加也都先後敗陣，令其世界排名也下滑。

當日，世界冠軍塞爾維亞苦戰5局，決勝
局7：4領先卻錯失機會，最終以2：3輸給泰國
女排，爆出大冷門。塞爾維亞在輸給排名較低
的對手後，被扣除一些積分，世界排名從第5
位下滑到第6位。另外，弱旅加拿大女排面對
美洲勁旅多米尼加發揮出色，在完全壓制對手
的情況下，以25：18、25：15、25：18連贏三
局橫掃多米尼加。後者也因此世界排名一夜間
由第6跌至第7。

至於被中國女排逆轉的歐洲勁旅荷蘭女
排，當日又以2：3不敵比利時，開賽至今未嘗
勝績，世界排名下滑至第10位。在世界排名榜
位居前5位的球隊順序為（1至5）：美國、巴
西、中國、土耳其及意大利。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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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支
勁
旅
世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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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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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三鎮外援斯坦丘成為冬季轉會窗“標
王”。 資料圖片

▲▲列文（右）在南區既是主帥又
是球員。 資料圖片

◆◆ 泰 國 女泰 國 女
排排 （（ 藍藍
衫衫 ）） 意 外意 外
打 敗 塞 爾打 敗 塞 爾
維亞隊維亞隊。。
FIVBFIVB圖片圖片

▼▼艾斯達維艾斯達維（（左左））對球員總對球員總
是給予以鼓勵是給予以鼓勵。。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本土教練郝偉上賽季帶領山東泰山奪冠。
資料圖片

◆◆上賽季上賽季，，山山
東泰山時隔東泰山時隔1111
年再奪中超冠年再奪中超冠
軍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廣州恒大中場廖力生今季加廣州恒大中場廖力生今季加
盟山東泰山盟山東泰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群基督徒要美國人悔改以求得上帝的憐憫一群基督徒要美國人悔改以求得上帝的憐憫
讓美國再次偉大讓美國再次偉大

（（本報訊本報訊））僑務委員會為鼓勵海外青年僑務委員會為鼓勵海外青年，，瞭解臺灣文化及最新科技發展瞭解臺灣文化及最新科技發展，，於於88月月66日至日至1010
月月99日開設元宇宙新興科技日開設元宇宙新興科技 「「海外青年線上營隊海外青年線上營隊」」 。。

凡年滿凡年滿1616足歲至未滿足歲至未滿2525歲並持有僑胞卡或歲並持有僑胞卡或ii僑卡的美南青年僑卡的美南青年，，均可參加均可參加。。((僑胞卡僑胞卡/i/i僑卡僑卡
申請申請：：https://www.ocacocc.net/cht/index.php?act=card_signup )https://www.ocacocc.net/cht/index.php?act=card_signup )

課程班別課程班別：：
11..第第22梯次梯次((全球密集班全球密集班))──88月月88日至日至88月月1919日日((22週週))，，每週每週55日日，，每日每日22小時小時，，計計2020小時小時

。。
22..第第33梯次梯次((全球週六及週日班全球週六及週日班))── 88月月2020日至日至99月月1818日日((55週週))，，每週每週22日日，，每日每日22小時小時，，計計

2020小時小時
以上梯次配合全球時差分為上以上梯次配合全球時差分為上、、下午班課程下午班課程，，可自行選擇可自行選擇。。
11..上午班上午班：：臺灣時間上午臺灣時間上午88時至時至1010時時((美中時間前美中時間前11日晚間日晚間77時至時至99時時))
22..下午班下午班：：臺灣時間下午臺灣時間下午33時至時至55時時((美中時間上午美中時間上午22時至時至44時時))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11..介紹臺北護專灣政經文化介紹臺北護專灣政經文化、、教育科技教育科技 22..元宇宙概念與應用元宇宙概念與應用 33..臺灣高科技與臺灣高科技與

文創特色文創特色 44..臺語發音臺語發音、、生活應用會話生活應用會話、、童謠歌曲童謠歌曲 55..大專院校等參訪大專院校等參訪 66..線上臺灣人文風貌線上臺灣人文風貌、、生生
態環境態環境、、古蹟古蹟、、民俗節慶參訪並安排闖關遊戲民俗節慶參訪並安排闖關遊戲 77..線上電競產業線上電競產業、、核心戰略產業及高科技產業核心戰略產業及高科技產業
參訪參訪88..成果發表會成果發表會。。

報名時間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各梯次開班前自即日起至各梯次開班前22週或該梯次人數額滿為止週或該梯次人數額滿為止。。
出席同步課程時數達總時數出席同步課程時數達總時數8080%(%(不含始業式與結業式不含始業式與結業式))，，且學習評量及格者核發中英文結且學習評量及格者核發中英文結

業證書業證書。。
活動訊息及申請表件可至僑務委員會網站活動訊息及申請表件可至僑務委員會網站 「「www.ocac.gov.tw /www.ocac.gov.tw /僑生服務僑生服務//青年研習青年研習//海外青海外青

年線上營隊年線上營隊」」 下載運用下載運用。。
歡迎有興趣僑青備妥報名表歡迎有興趣僑青備妥報名表、、11吋照片吋照片11張張、、護照基本資料頁影本及個人資料蒐集護照基本資料頁影本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處理

及利用告知事項同意書及利用告知事項同意書，，以郵寄以郵寄、、電郵或親送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完成報名電郵或親送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完成報名。。
詳情請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詳情請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Westoffice Dr.Houston, TX7704277042)) ，，電話電話：：

713713--789789--49954995，，分機分機：：113113，，電子郵箱電子郵箱：：hccc@houstonocac.orghccc@houstonocac.org

僑務委員會 「2022年海外青年線上營隊」 即日起受理報名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最近，一群基督徒向美國人聲稱要悔
改，回到聖經的生活準則，以求得上帝的憐憫，讓美國再次偉大
。他們的祈禱是，喚醒美國人民回歸從前建立這個國家的價值觀
和原則。沒有道德的復興，美國及其未來就會迷失。以下是證明
美國深陷困境的事實：美國政府債務迅速而巨大地飆升，自從雷
根贏得總統選舉時，美國的國債還不到1萬億美元。而我們現在
已經達到了30萬億美元的大關。美國在以每小時超過1億美元的
速度從我們的子孫後代那裡偷錢，但大多數美國人並不關心美國
正在迅速使國家破產。

1956 年，美國大約 5%的嬰
兒是未婚母親所生。2008 年，
40%的嬰兒是由未婚母親生的。

在 1970 年代初期，超過 60%
的美國人被認為是中產階級，但
在 2015 年，這一數字首次跌破
50%。

2001年，近1600萬美國人買
不起房屋，但到2015年，3200萬
美國人買不起房屋。

美國的教育系統一團糟，只
有兩個國家的識字能力比美國差
，美國在數學方面倒數第二。

在 1970 年代初期，美國 20
至39歲的男性中有70%已婚，但
如今這一數字已降至35%。如今
，在 21 歲至 30 歲的年輕男性中
，有35%與父母或近親同住。

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目前有1.1
億美國人患有性病，美國每年大約有2000萬新的性病例。

幫派犯罪團伙的成員在全國範圍內絕對呈爆炸式增長。如今
，僅芝加哥市就有150,000名幫派成員，他們的人數比警察多10
倍。

今天，互聯網上有超過400萬個成人色情網站，它們獲得的
流量超過了Netflix、亞馬遜和 Twitter 的總和，美國70%的男性
每月至少查看一次成人色情內容。

2007年，54%的美國人反對同性婚姻，只有37%的人希望將

其合法化。今天，62%的美國人支持同性婚姻，只有32%的人仍
然反對。

美國很多人，包括年輕人，都吸毒成癮。
美國存在嚴重的種族主義歧視問題。美國社會因種族主義問

題嚴重分裂，尤其是對黑人和亞裔美國人而言。
美國槍支暴力事件失控，德州發生的槍擊大屠殺讓許多受害

者家庭極為憤怒，他們要求拜登在採取措施消除槍支暴力。

經證實經證實，，大麻上癮和危險大麻上癮和危險，，但有很多美國人但有很多美國人，，包括年輕人包括年輕人，，都吸毒成癮都吸毒成癮
拜登總統已聽取了關於德克薩斯州小學槍擊事件的可怕消息的簡報拜登總統已聽取了關於德克薩斯州小學槍擊事件的可怕消息的簡報。。美國槍美國槍
支暴力事件失控支暴力事件失控，，德州發生的槍擊大屠殺讓許多受害者家庭極為憤怒德州發生的槍擊大屠殺讓許多受害者家庭極為憤怒，，他們他們
要求拜登在採取措施消除槍支暴力要求拜登在採取措施消除槍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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