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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個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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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市長特納的高級助手威廉-
保羅•托馬斯對腐敗指控認罪了。

本週二，休斯頓市長特納得知他的高級助手威廉.保羅.
托馬斯選擇了退休，而突然退休的原因是他已經承認了腐
敗罪。

威廉-保羅•托馬斯是休斯頓市長的議會關係主任，他
的任期早於特納擔任市長的時間。托馬斯於 7 月 25 日對聯
邦公共腐敗指控認罪。他承認串謀接受現金賄賂以換取將
酒吧的分類更改為餐廳，從而允許酒吧在 COVID 限制期間
保持營業更長時間。

托馬斯在認罪後被保釋。第二天 7 月 26 日托馬斯提交
了辭職信，13 名調查人員獲得了這份辭職信。

托馬斯給特納市長的辭職信中說，他的家庭醫生建議
他退休來休養身體。休斯頓市長特納目前表示他對托馬斯
退休的真正原因不太清楚，但如果他真的犯有腐敗罪，自
己會感到非常失望。

由托馬斯腐敗案引發了聯邦對休斯頓市的一系列調查
，作為指控不當使用涉及營銷供應商的 COVID 資金的一部
分，聯邦調查局於 2 月向休斯頓衛生部門發出了搜查令。

上個月，司法部對該市有關非法傾倒垃圾的政策和做
法及其對黑人和拉丁裔居民的影響展開了調查。

休斯頓市長特納的高級助手威廉-保羅•托馬斯對腐敗指控認罪

（本報記者黃梅子）蒙面土匪在幾小時之內連續襲擊了kingswood的 24 家商舖。上週
末，在kingswood大道的購物中心有24家商舖被歹徒闖入，門面受到了破壞，從監控錄像
裡可以看到，蒙面土匪打碎玻璃進入商舖，然後一頓狂砸，把商店破壞得不成樣子，然後
再去砸另一家。休斯敦警察局調查以後發現，這些土匪並沒有拿走財物或收銀機，所以，
不能叫他們劫匪，叫土匪比較合適。

這 24 起闖入事件發生在幾個小時內，都發生在購物中心的商舖裡，這些商舖中只有一
家擁有有效的警報系統，可以向警方發出警報。

目前，受害的商舖正在聯合起來試圖抓住罪犯，大家通過社交媒體分享監控圖像，蒙
面罪犯當時乘坐的是一輛深色豐田四門轎車。

有被打劫的商舖老闆表示，罪犯應該是想搶劫現金，但是因為現在基本都是使用信用
卡結賬，所以收銀機裡並沒有現金，導致罪犯惱羞成怒，將店舖裡的財物毀壞來發洩憤怒
。

蒙面土匪襲擊了kingswood的 24 家商舖

即將年滿即將年滿6565歲的長者歲的長者 要申請聯邦醫療保險要申請聯邦醫療保險
Part BPart B跟跟Part DPart D必須有必須有 否則將會遭政府罰款否則將會遭政府罰款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政府提
供給長者的福利待遇有許多，其中最重
要的之一，就是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俗稱紅藍卡)，聯邦醫療保險是給65歲
以上的老人，在美國工作至少10年、有
繳稅 (每年最多可拿4點，也就是要滿40
點)，當他/她滿65歲時，便可申請加入
聯邦醫療保險。

老人醫療保險需要申請
剛要滿65歲的長者，需要向社會安

全局提出申請，一般從申請、批准、到
拿卡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萬德福保險的負責人李淑惠指出，
新加入聯邦醫療健康保險的長者，滿65
歲的生日前後有7個月的時間可以申請
Medicare Part A & Part B。舉例來說，如
果是五月份的生日，前三個月與後三個
月期間都可以申請，最早是2月開始就
可以申請紅藍卡了，要向社會安全局提
出申請(網上也可以申請)。

李淑惠提醒長者們，政府規定年滿
65歲以上的長者一定要買Part B跟Part D
，如果沒有買的話會被處罰。她曾經遇
到一位客戶，晚了8年都沒有買，最後
被罰了不少錢。

此外，在Part A部分是跟住院有關
，如果有在美國工作滿10年，足了40個
點數，政府會自動給你。但是，也有些
長者沒有在美國工作過，沒有點數、或
是點數不夠，這種情況也要去買Part A，

看自己有多少點，可以依據點數部分購
買；如果符合低收入的資格，就可以去
申請白卡。

政府如何罰款?
Part B 怎麼罰款的? 晚一年買要罰

10%。舉例來說，假設原本一個月是交
$170元，晚了1年買，則在目前的金額
上再加10%，也就是一個月要多交$17元
，變成交$187元。像那個晚了8年才買
的客戶，就是要增加80%，原來1個月只
要$170元，但是現在每個月要交$306元
，真的多交不少。

在Part D藥處方部分，晚一年買要
罰多加12%，晚了兩年就要多交24% ，
晚了八年就要多交96%。原本一個月大
約$33左右，累積起來也很可觀。

如果您已經符合資格，可以找個有
經驗的保險經紀人，把Part A、Part B、
Part D組合起來，免費的為您做個保險
，準時把聯邦老人保險規劃好，就不會
有後患了。

服務周到，口碑相傳
李淑惠在休斯頓的華裔社區口碑超

級好，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
而言，李淑惠是老人健康保險顧問，也
是好朋友，很多時候還是幫忙解決問題
的救星。她總是從客人的角度著想，專
業而細心地回答問題，讓長者們更明瞭
老人健康保險，她用自己的真誠與服務
，打造極強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戶都
樂意把朋友介紹給她，因而口碑相傳。

其實，好口碑並非從天而降，都是
靠她一步一腳印，誠心的關懷客戶，仔

細了解保險資訊，掌握專業知識，關心
客戶健康，實在的幫人解決問題，一點
一滴都是用心的成果。

李淑惠專精的項目包括:老人健康保
險Medicare、健康保險、人壽保險、長
照保險、年金。代理數家知名公司。

連 絡 電 話 是 281-758-9152，
346-364-8405 或 wonderfulsuelee@gmail.
com。微信和LINE 的ID 是kpc2056 (如
果無法加微信/Line，請直接打電話)。若
使用AT&T家庭電話無法撥通者，請改
用 手 機 打 。 網 站: https://suelee.agent-
medicareplans.com。 地 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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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訊】8月13日（星期六）上午10點到12點，由曾菲保險經紀人主辦針對社保局的福
利，主題為聯邦醫療保險了解和加入日期的注意事項，地點在中華文化中心（新的建築二樓）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聯邦醫療保險錯綜複雜，社保局的福利，是你一生的重要決定，曾菲菲 (Jasmin.Tseng) 是 持
有執照且具有多年經驗的保險經紀人，通過經年累月的公司課程訓練和認證，想了解聯邦醫療的
保險和社保局的福利，聯邦醫療保險內容和種類 ？ 哪些範圍包括在內？哪些不包括在內？千萬
不要錯過這次的機會！

這次的活動中，曾菲將為民眾解說，什麼是紅藍卡Medicare 老年人醫療保險？聯邦醫療照顧
保險（Medicare），大家都知道美國醫療費用昂貴，在美國養老，沒有醫療保險是件無法想像的
事情。不過，如果你有聯邦醫療保險，一切就輕鬆多了。那麼聯邦醫療保險申請資格是? 什麼時
候可以申請？活動中將安排互動問答時間，讓您可以和菲菲面對面詳細解答您的提問，同時透過
別人的提問，增加自己的知識能量，順便也可以結識更多年齡相仿的朋友之機會。

曾菲愛心鼓勵民眾多參加社區的講座，以便多了解聯邦醫療，讓自己能夠做對的選擇，本次
講座報名者可獲取菲菲準備的中國超市禮券，座位有限，請務必提前向菲菲報名，本次純教育性
講座不做任何銷售！報名電話281-777-7738。或是jasmin.tseng@yahoo.com

曾菲（Jasmin Tseng ）是擁有執照且超過10年以上的資深保險經紀人，具有豐富專業保險資
歷，無論在長者醫療保險，還是長期照顧、人壽和年金方面都有多年豐富的經驗。在大休斯頓地
區擁有廣大的客戶群，定期舉辦免費公益講座服務社區，她也是德州廣播電台中文台的保險專題
嘉賓，經常在電臺上和大家分享及解答有關各類保險的問題。
菲菲的座談主題大綱如下：

·對於再過幾年滿65歲的人要拿Medicare，或是年近退休的長者，想多瞭解聯邦醫療保險的
辦理方式和注意事項

·快滿65 歲，目前還在工作，使用公司保險的人，需注意事項。
·社保局的福利有那些?

8月13日 ( 星期六) 早上10：00 AM，中華文化中心 (新建築二樓)

8月13日 ( 星期六) 下午1：00 PM，中華文化中心 (新建築二樓)
報名電話281-777-7738。或是jasmin.tseng@yahoo.com
上午場已經額滿，下午再加開一場，歡迎把握機會報名!

菲菲免費醫療保險講座 紅藍卡解惑

今年是 2022 年，乃是美國立國
246 年。以兩百半的時間來看，美利堅
，花旗國，對比起世界上不少國家而言
，還是屬於一個青少年的國體而矣。不
過論上國力、財力、軍事力量、甚至經
濟、文化、體育等等多項民生的成就而
言，美國乃是當今世界上的「一哥」，
仍然是無可置疑。儘管中國已在背後緊
追而上。

生活在休斯頓的華人有幸，既享受
到美國的紅利、也享受到中國的滋潤，
左右逢源，的是福份不少。因此對於美
國國民稱呼7 月4 號為美國獨立日（In-
denpen Day).而我等來自兩岸三地的 美
國華人，仍然依照中國慣例，愛稱之為
「美國國慶日」。 入郷隨俗，既然我等

華人己經在這裡立地生根，遇上是美國
國家大慶的日子，我移民來美己有47
年，當然跟家人親友有所準備，來慶祝
一下。

萬萬想不到在7 月4 號美國立國前
夕，美國德州休士敦的一代扁鵲名醫、
武林宗師黃福安先生，在7月2 號 星期
六的凌晨時分，以82 歲高齡仙逝，飛
向天上瑤池，跟隨其愛妻李惠芳女士在
天國會面，兩人從此雙雙對對，共唱相
親相愛和諧之曲，一起展翅高飛於天宮
樂園！

當我聽到福安兄第二千金嘉敏來電
告知其先嚴上路的消息，頓時心痛難言
。嘉敏姐弟三人，一致認為代表黃氏家
人，到永福殯儀館協助辦理喪事，發表

禱述福安兄一生經歷，非我莫屬。我二
話不想，即時進行。

今次福安兄的殯禮方式，分晚上家
奠及翌日佛教高度程式進行。7 月8 號
星期五黃昏前夕，我夫妻二人來到西南
區的永福殯儀館時，己見中美親友不少
。休市中國城市長、本地著名地產開發
商李雄先生、越棉寮聯誼會主席、印刷
公司東主楊桂松宗兄夫婦、廣東同鄉會
主席江女仕均己就座。我們走到福安兄
遺體之前，深情地作三度躹揖，心中頓
時想起，「花逐雨中飄、曲隨廣陵散、
感時知有恨，息別稍無言」的詩句來，
向福安兄子女慰問後，便安然坐在永福
的大堂中，等待家奠的進行。

我放眼一看大堂上黃氏親友及相熟

公司機構送來的幾十副花牌花圈，處
理得十分雅潔整齊，花朵鮮悅、草綠
青翠；上下款中英文字體端正有力，
看得出來自永福公司一衆員工一手一
腳製作的殯儀花瓣，具備先進水準，
主客皆欣。

當晚整個黃府家奠進行時間約為
2小時。福安兄之子子孫孫，先後以
英文發言，講述父慈子孝 的家庭相
處的樂事。中段有楊桂松宗兄憶述福
安兄對僑社的功績、對朋友厚儀的軼
事。最後由我以2200 長的文稿，詳
詳細細地講述福安兄的生平，由越南
西貢，至德州休市，巨細無遺，擲地有
聲！

而在當晚整個家奠典禮過程中，永

福公司上自主管、下自知客，均隨侍在
側，校咪調音，移花搬櫈，落力萬分，
體現出是一間具備高水準.服的殯葬事業
公司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永福館內念先賢永福館內念先賢 楊楚楓楊楚楓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為提供美南僑青發想、
聯誼及活動園地，特別在中心設置僑青基地，並公開
進行基地中英文名稱甄選。甄選結果於8月4日揭曉，
英文名稱由陳伊瑋的Houston Youth Future Incubator 中
選；中文名稱雖然從缺，但評審們腦力激盪，代命名
為 「白領居」。

甄選活動由僑務委員陳建賓及劉秀美、僑務促進
委員周建佑及辜千慈組成評選小組，經過多次討論，
英文名稱 Houston Youth Future Incubator 的縮寫 HYFI
和high-five諧音，藉由 「慶祝成功的擊掌」，期許來
該場地腦力激盪的年輕人能成功完成發想，含義深厚
但易懂易記，因此屏雀中選。安喬綸的Nex-Gen Tai-
wanese Hub、徐子淇的 Culture Cafe、郭孟樺的 Youth
Innovation Garage 及徐于涵的Roon T則列為佳作。

中文名稱雖然從缺，但張詠涵的 「夢想智庫」獲
評定為佳作。為讓活動圓滿，4位評審集思廣益，為中

文名稱獻策，最後決定以 「白領居」命名。大家認為
，臺灣黑熊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動物，因為明顯
的V形白領又稱為 「白領熊」；僑青不論創業或求職
極有可能成為白領階級，兩者結合適足以突顯僑青和
臺灣的鏈結以及在美國立足打拼的願望。 據了解，以
臺灣黑熊為主題的圖騰裝飾品很多；中心主任陳奕芳
表示，將一一蒐羅相關擺設，讓基地成為名符其實的
「白領居」。

文教中心規劃於青創基地正式啟用時頒發獎金及
紀念品給優勝及佳作投稿僑青。為加速推動建立基地
的計畫，文教中心早於7月20日召開基地佈置會議，
邀請僑青前來參觀場地，並了解設置理念，當日提出
的建議可望在今年逐步完成。據了解，文教中心近期
將提供場地免費出借僑青團體辦理活動相關辦法，大
休士頓地區僑青頗為期待。

休士頓僑青基地命名揭曉 HYFI白領居雀屏中選

公共安全議事廳社區會議、和行之有年將於10月4日舉行的
National Night Out 推動社區安全活動。尤其引起參與會議的民
眾、單位代表、媒體，以及警方代表熱烈討論的主題，是近日在
華埠發生的重大治安事件，包括受害方代表業主Ada Wang 女士
，及管委會主席李雄，都詳細說明了報案及後續，以及希望社區
及警方可以多方合作以繼續改善調查處理程序，以達到更有效解
決與防範的措施。

Ada Wang 首先再次說明7月18日事件始末，表示案情嚴重
點包括歹徒大白天在銀行內外跟蹤被害人，然後在被害人返回住
處時，在停車場由4名歹徒持槍行搶。還好住處經理及時衝出協
助，也發生持槍還擊場面；歹徒落荒逃逸，而沒有傷亡是不幸中
的大幸。產業主Ada Wang 等收集証據，積極報案處理，至今已

掌握至少一名歹徒狀況，警方表示已經接近
四位嫌犯全數到案、正式破案的時刻了。
Ada Wang 表示她知道華人遇事不習慣報案，
這次事件發生後，甚至也有人勸她不要嘗試
繁瑣的報案和調查程序；但是她相信治安問
題需要大家積極反應及出來說明，才可以與
整個社區及警方共同尋求防治及改進之道。
她在感謝警方這次快速行動，在雖然沒有傷
亡的案件中，積極啟動調查讓破案過程進展
順利。

管委會主席李雄則表示，他本人及管委
會全體，多年來一直呼龥在治安事件中受害
的華人，一定要勇於挺身報案，才能夠更積
極有效地改善治安問題。像是這次事件，
Ada Wang 快速地進行了正確反應：收集現
場証據、報案、配合並協助警方調查，而且還到管委會會議中
報告並進一步溝通，管委會應該要感謝她，並希望能鼓勵其他
華埠治安事件受害人能如此採取因應行動。

李雄並強調，如這次的例子，四名歹徒坐在車子中在銀行的
停車場上長達二十分鐘，甚至還進入到銀行跟監受害人，是否
警方可以和銀行負責安全的人員合作、舉行教育及訓練活動，
讓銀行方面可以提供客戶更多的安全保護？另外是否可以加強
與在管委會範圍內巡邏的S.E.A.L.的連絡，以更機動有效的方式
達到保護社區安全的目的？參與會議的警方代表、S.E.A.L.代表
也都表達繼續合作加強治安問題防範的決心，也對案情的程序
及後續進行詳細說明。 S.E.A.L. 代表也舉最近發生的另一案件
，說明遭到店面被連續侵入的受害業主，就表示不願報案；管
委會主席李雄建議由警方代表和店家熟識的社區人士，同至受
害店家與業主做進一步溝通。

其他會議議題方面，將在下週舉行的 National Asian Peace
Officers Association Training Symposium 是在二十多年後，重返休
士頓舉行的盛事，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也是大會贊助單位之一。這
次將有三百多名全國各地以亞裔為主的警界人員，聚集在休士頓
參與大會；加上他們的家屬親人，都會在會期中受訓、交流、慶
祝，並認識休士頓這個多元大都會。管委會主席也再次表示希望
藉此機會，吸引更多亞裔警察轉職到休士頓來。

這次參加中國城治安會議的社區來賓中，還有一位新面孔：
Charles Onwuche 父母來自奈及利亞，他自己的經歷包括美國、
歐洲、中東、非洲的生活，主修法律的他會說幾國語言，喜愛休
士頓的多元環境。他對治安會議的每個議題都專心聆聽並提出問
題，Onwuche 並表示會議內容讓他留下深刻印象及感想，他會
持續來參加管委會會議。熱心公眾服務事務的Onwuche 並尋求
參與明年競選休士頓市議員席位。

中國城治安委員會討論公共安全議事廳社區會議 僑青對未來的免費場地十分期望僑青對未來的免費場地十分期望，，紛紛比紛紛比 「「讚讚」」 。。

陳奕芳陳奕芳((中中))解說僑青基地規劃情形解說僑青基地規劃情形

管委會主席李雄表示管委會主席李雄表示，，他本人及管委會如王敦正董事他本人及管委會如王敦正董事，，多年來一多年來一
直呼龥在治安事件中受害的華人直呼龥在治安事件中受害的華人，，一定要勇於挺身報案一定要勇於挺身報案。。這次事這次事
件件Ada WangAda Wang業主業主 快速地收集現場証據快速地收集現場証據、、報案報案、、配合並協助警方配合並協助警方
調查調查，，管委會感謝她並希望鼓勵其他受害者也如此因應管委會感謝她並希望鼓勵其他受害者也如此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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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國會中的一些民主黨人已經開始表達
許多人私下考慮的問題：總統喬·拜登，有史以來擔任橢圓形辦
公室的最年長的人，是否應該在 2024 年選擇退休而不是連任。

79 歲的拜登國際形象嚴重受損，國內通脹和物價上漲，支
持率只能達到可憐的38%。這位國家元首自去年 5 月以來支持率
一直低于 50%。因通貨膨脹嚴重和選民擔心他將無法在 2025 年
滿足總統職位的要求，資曆受到影響。

今年11 月，白宮表示拜登計劃在 2024 年再次競選連任，但
遭到一些民主黨議員的反對。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兩位民主黨議員
清楚地表達了這一信息。

民主黨議員迪恩·菲利普斯上周在明尼阿波利斯接受 WC-
CO 電台采訪時說：“新一代引人注目、准備充分、充滿活力的
民主黨人將會這個國家服務。”

菲利普斯稱贊拜登的體面和服務，但補充說年齡太大，缺點
太多，現在是換代的時候了。

據《明尼蘇達郵報》報道，與菲利普斯不同的是，民主黨衆
議員安吉·克雷格在 11 月 8 日將面臨艱難的連任，隨時都會被共
和黨人取代，周二表示她與菲利普斯的“步調一致”。

最近的民意調查在民主黨選民中發現了類似的觀點，出現內
部分歧，多數民主黨人反對拜登連任。 《紐約時報》/錫耶納學
院 7 月份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64% 的民主黨人希望在 2024 年
有一位新候選人，而 CNN 上周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75% 的民
主黨人持這種觀點甚至更高。

但黨內活動人士通常會團結在他們的總統周圍，尤其是在他
發出尋求連任的信號時。如果 76 歲的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決定
在 2024 年再次競選，他們可能會這樣做，特朗普一直在公開挑
戰拜登。

前奧巴馬政府的馬特·麥卡瓦納向參議院領導官員指出：
“對新一代領導層的渴望正在顯現，但擊敗特朗普的渴望總是更
重要，拜登仍然是民主黨名單上唯一一個做到這一點的人。”

路透社/益普索 7 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叁分之一的共和
黨選民認特朗普不應該再次參選。民意調查顯示，43 歲的佛羅
裏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在共和黨選民中獲得了吸引力。

白宮官員周叁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民主黨沒有“准備好的替代人”
一位資深衆議院民主黨人的助手周叁表示，拜登上個月對

COVID-19 的診斷引發了六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民主黨助手之間
關于拜登未來的對話。

目前尚不清楚他們是否反映了他們老板的情緒，但這位助手
指出，鑒于拜登在 2020 年“強勢”戰勝特朗普，人們普遍認棄
拜登將是“愚蠢的”。

助手補充說：“沒有替你代人，拜登好像是我們現成的選擇
。”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和其他著名的民主黨立法者表
示支持拜登在 2024 年競選，其他人則保持開放的選擇。

在周二晚上叁名民主黨人在紐約爭奪一個衆議院席位的辯論

中，長期擔任衆議員的卡羅琳·馬洛尼當被問及她是否會支持拜
登的候選資格時，她表示她不相信拜登正在競選連任。但一天後
，她態度轉變，宣布支持拜登參選。

她的主要對手傑羅德·納德勒衆議員表示，最好在 11 月 8 日
的中期選舉之後提出這些問題，屆時共和黨人有望在至少一個國
會衆議院中贏回多數席位。

議論紛紛之際，拜登指出了他的立法成就的記錄。
他在去年 11 月簽署了一項 1 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法案，距

離他擔任總統還不到一年，這與特朗普談論基礎設施四年但從未
贏得立法形成鮮明對比。

上個月，拜登簽署了叁十年來第一個主要的聯邦槍支安全法
案。

現在，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的目標是通過一項創紀錄的減緩
氣候變化投資和一項降低老年人處方藥成本的計劃，同時誘使公
司和富人履行高納稅義務。

民主黨戰略家、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的前發言人本拉博爾特
表示，民主黨立法者應該關注這些勝利。

拉博爾特說：“當政府在美國人民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上即
將取得一些創紀錄的成就時，發生這種喋喋不休的討論拜登連任
是一個奇怪的時刻。”

他的意思是說，拜登在立法會有些成就，應得到公認。

美國會一些民主黨議員說
拜登不應該尋求第二個任期

卡羅琳卡羅琳··馬洛尼馬洛尼迪恩迪恩··菲利普斯菲利普斯 安吉安吉··克雷格克雷格（（左左））

（綜合報導）末期器官衰竭是美國人死亡
的首要死因，其死亡率超過癌症。通過按需移
植取代衰竭器官的方式，有可能每年在全球範
圍內拯救百萬人的生命。雖然部分原因是捐贈
器官的供應有限，但關鍵的問題是捐贈器官在
體外生存的時間有限。器官和組織保存已被確
定為當今生物醫學所面臨的關鍵挑戰之一。

器官保存的臨床標準是+4℃的低溫保存。
然而，這限制了血管和代謝活躍的組織（如肝
臟）在體外保存的時間，只能維持幾個小時。

來自麻省總醫院和哈佛大學醫學院（HMS
）的科學家們首次成功地冷凍了囓齒動物的肝
臟，通過調整動物在冬季用於忍受寒冷溫度的
策略，將保存時間延長了五倍。耐凍性是自然
界中多種生物利用的有效策略。例如，木蛙
（Rana Sylvatica）可以在-6℃至-16℃的冷凍狀
態下生存數週。通過研究這些過程並採用他們
的經驗，麻省總醫院醫學和外科工程中心

（CEMS）的研究人員
開發了新的方法，在不
失去移植活力的關鍵指
標情況下，將整個大鼠
肝臟冷凍的時間比目前
的方法長五倍。

該方案的核心策略
是促進熱力學穩定的冷
凍狀態，同時保持足夠

的未凍部分以限制凍傷和過度脫水；因此，該
方法被稱為部分冷凍&quot;。重要的是，這種
方法利用機器灌注技術，在零度儲存之前對器
官進行均勻的預處理，並使器官從休眠狀態中
恢復。

研 究 發 表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
（《自然·通訊》），主要作者Shannon Tessier
博士詳細介紹了該新方案，她表示當涉及到將
移植器官與等待的患者相匹配時，額外的保存
時間可以產生重大的影響。 Tessier是麻省總醫
院CEMS中心的研究員和HMS的外科助理教授
。

Tessier 博士表示：“當你有更多的時間時
，你可以搜索更廣闊的區域，並且可以找到一
個很好的匹配，這意味著會有更少的器官丟棄
情況，患者接受的器官機會更多，以及器官可
以保存更長的時間來等待接受的患者。 ”

研究人員以賦予非損傷部分冷凍狀態為研
究重點，對低溫保存的一個核心概念提出了挑
戰，即應該完全避免使用冰。迄今為止，大多
數零度以下的保存工作都集中在超低溫範圍
（&lt;-80°C）。在這些溫度下，冷凍或玻璃
化方法可能使細胞遭受多重問題的困擾，比如
致命的細胞內冰的形成、機械和熱應力、冷凍
保護劑的毒性和從細胞到人體器官大小範圍的
可擴展性局限等。

相反，從-4℃到-20℃的 &quot;高亞零度
低溫溫度範圍內有一個相對未開發但潛在的優
勢，它可能比+4℃的臨床低溫儲存更深地實現
代謝停滯，同時避免了上述超低溫儲存的許多
挑戰。

這種方法彙集了熱力學、低溫生物學和移
植學的尖端技術，實現了木蛙組織的常規功能
，即達到-15°C左右的熱力學穩定溫度，可以
使它們存活數周和數月，&quot;該研究的共同
通訊作者，麻省總醫院CEMS中心的聯合創始
人 Mehmet Toner 博士表示，同時他也是 HMS
的外科和健康科學技術教授。 &quot;還有更多
的工作要做，但這一成功打開了人類器官庫的
大門，其持續保存時間遠遠超過了目前任何技
術所能達到的程度。 共同通訊作者、麻省總醫
院CEMS中心研究員和哈佛大學醫學院外科副
教授Korkut Uygun博士說：“通過超低溫，我

們以一種適用於人類工作的方式複制了這些動
物器官的能力。 “部分冷凍”技術使它更進一
步，達到自然界所能達到的最佳狀態。我們非
常高興能讓大鼠的肝臟器官做到它以前從未做
過的事情--被冷凍、解凍並恢復肝臟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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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原 文 鏈 接:https://www.massgeneral.org/
news/press-release/scientists-freeze-livers-
and-preserve-for-five-days

自然·通訊發布：麻省總醫院實現
囓齒動物器官的超長儲存 比現有方法長5倍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兩位研究員兩位研究員Casie PendexterCasie Pendexter和和McLean TaggartMcLean Taggart
在討論部分冷凍方案在討論部分冷凍方案。。

Shannon TessierShannon Tessier博士博士
麻省總醫院醫學和外科工程中心麻省總醫院醫學和外科工程中心（（CEMSCEMS））中心研究員中心研究員

哈佛醫學院哈佛醫學院（（HMSHMS））外科助理教授外科助理教授

裝載有冷凍保護劑的大鼠肝臟的照片裝載有冷凍保護劑的大鼠肝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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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禮8月31日舉行

齊廣璞繼續備戰2026年冬奧會

傑志友賽挫揚州市民兩連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傑志8

月中將出戰亞冠盃淘汰賽，這支正於韓國
集訓的香港本地勁旅，3日與K3球隊揚
州市民進行友賽，並憑藉明加索夫、丹恩
奴域及艾力士各入一球以3：1擊敗對
手，取得熱身賽兩連勝。

繼上仗以3：1擊敗安山綠人後，傑志
今場面對揚州市民以同樣比數輕取對手，
今場有鄭展龍及黃洋正選上陣的傑志，僅
9分鐘就由明加索夫單刀破網先拔頭籌，

雖然揚州市民一度扳成平手，不過其後丹
恩奴域接應角球射入，加上王振鵬勇救12
碼，助傑志半場領先2：1。下半場傑志換
入多名年輕球員，並於76分鐘再由艾力士
近門建功，最終傑志以3：1擊敗揚州市民
取得熱身賽兩連勝，下場將會友賽K4球
隊高陽KH。傑志主帥朱志光表示，經過
兩場比賽後球員狀態有明顯提升，雖然面
對K3球隊有失球不算理想，不過最重要
是球員健康並取得比賽狀態。

3日，北京冬奧會自由式滑雪男子空
中技巧冠軍齊廣璞，回到長春市冬季運動
管理中心，與小隊員們交流訓練心得。齊
廣璞表示，在短暫的休整後，他將回到國
家隊，繼續備戰2026年冬奧會，也希望
通過他的努力與堅持，讓更多年輕人愛上
冰雪運動。

在長春市冬季運動管理中心訓練館，
悶熱的天氣沒有影響青少年梯隊的訓練，
奧運冠軍的到來更讓大家熱情高漲。齊廣
璞現場指導小隊員們的訓練動作。“在國
家隊這麼多年，也接觸了國際上很多先進

的訓練理念和方法，希望把這些經驗傳下
去。”齊廣璞說。

今年31歲的齊廣璞參加過四屆冬奧
會。從2010年在溫哥華首次登上冬奧賽
場，到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成難度系數
5.0動作的選手；從索契、平昌折戟，到
北京冬奧會奪金，“四朝元老”用十年如
一日的堅持與熱愛，最終完成自我超越，
也幫助中國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隊在北京
冬奧會創造佳績。

冬奧會之後的這段假期，齊廣璞選擇
陪伴家人。他表示，自己常年在外訓練，
一般每年與家人相聚只有短短幾天，這次
特別珍惜全家在一起的時光。齊廣璞的妻
子趙姍姍也曾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運動
員，他們3歲的女兒在家模仿齊廣璞的訓
練也有模有樣。

提到備戰自己的第五屆冬奧會，齊廣
璞表示，希望能再突破自己，也希望用自
己的行動讓更多年輕人愛上冰雪運動。

◆新華社

香港田徑隊青年運動員林銘夫，於日前的世界U20田
徑錦標賽男子跳遠資格賽，兩次打破個人最佳成績，並以
7.62米在A組資格賽排列第4名，在合共25名選手中以總
排名第8名晉級決賽，成為香港首位晉級世界U20田徑
錦標賽跳遠決賽的運動員。到3日決賽，林銘夫最終
跳出7.57米，總排列第9名。香港田徑總會圖片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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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報道：郭艾倫日前通
過經紀團隊，向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新科冠軍
遼寧隊提出了轉會申請。郭艾倫表示，提出轉會是他
和家人、經紀團隊經過慎重考慮做出的決定。他幫助
遼寧隊獲得了兩個CBA總冠軍以及兩個全運會冠軍，
拚盡全力回報了遼寧隊對自己的培養。“在取得這些
成績後，我也需要一些新的挑戰。只要我認準的事
情，就一定會義無反顧地去完成。這是我職業生涯最
重要的決定，沒有之一。”郭艾倫說。

郭艾倫的經紀團隊表示，明年男籃世界盃是中國
男籃衝擊巴黎奧運會的關鍵比賽，郭艾倫作為中國男

籃的後場核心，為了提升綜合能力，保持競技狀態，
同時給自己更大的挑戰，選擇主動跳出舒適圈，有了
轉會的意向。“通過最近世預賽和亞洲盃的比賽，隊
友的表現給了我很大的觸動。”他說，“原來以為自
己已經做得很好了，但是現在意識到還有很大的上升
空間。所以我需要一個更適合的戰術體系，挖掘更大
的潛力。”

郭艾倫的經紀團隊還沒有透露其最終去向。郭艾
倫表示，轉會的目的是在聯賽裏有好的狀態，並把這
個狀態延續到國家隊，幫助國家隊取得好的成績。

郭艾倫說，遼寧隊有很多優秀的球員，這也是遼
籃球迷眾多的原因。沒有遼籃球迷
的支持，自己也不會取得目前的成
績。他感謝遼籃球迷對自己的支持
和厚愛，希望遼籃球迷一如既往地
支持俱樂部。

目前遼寧男籃官方尚未公開回
應此事。據了解，郭艾倫與遼寧男
籃所簽合同為頂薪合同（D類）。
根據規定，俱樂部在D類合同到期
後繼續擁有該球員D類合同獨家簽
約權。符合條件的俱樂部，須在不
遲於球員原合同到期前30日，向
該球員提供D類合同並按規定書面
通知對方；如因球員原因拒絕續約
的，俱樂部仍保留獨家簽約權直至
俱樂部放棄或轉讓此權力。郭艾倫
本人也表示，轉會能不能成功，決
定權在俱樂部。

為挖掘更大潛力提轉會申請
郭艾倫：職業生涯最重要決定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

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3日

公布，期待已久的“國泰2021年度香港

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將於2022年8

月31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屆時一眾香

港精英運動員及其團隊、各體壇好友以及社會

名人將聚首一堂，一同見證四大項目共16個獎

項得主的誕生，包括全城期待的“國泰星中

之星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大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郭艾倫（左）決心離隊。
新華社

◆香港傑出
運動員選舉改於
8月31日舉行。
港協暨奧委會
圖片

港協暨奧委會自2000年起主辦香港傑出
運動員選舉，希望透過這個被譽為香港

體壇“奧斯卡”的頒獎典禮，去表揚香港運
動員在體育界的偉大貢獻，並推動全民參與
體育運動。近年香港掀起了一股體育熱潮，
香港運動員在多個本地及國際大型賽事中取
得驕人成績，令不少市民為體育及各體壇盛
事而雀躍。

各獎項得獎者已順利誕生
據港協暨奧委會透露，今屆共收到來自

33個體育總會提交的66項提名，並首次將
傑出運動員獎項分為“香港傑出男運動員”
及“香港傑出女運動員”，並各設五個名
額，當中得票最高的男/女運動員，將會榮
膺“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
大獎。

為了提高市民參與此項年度香港體壇盛
事的程度，大會今屆首次將公眾投票比率提

高，希望承接體育狂熱，同時亦令獎項更具
認受性。港協暨奧委會表示，感謝市民的熱
情投入和參與，希望市民能延續這份熱情，
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在之後的比賽，包括杭
州2022亞運會及第15屆全運會等再創高峰。

經過評審團、傳媒及公眾的踴躍投票
後，各個獎項得獎者已順利誕生，並即將於
頒獎典禮上正式揭曉。2021年度香港傑出運
動員選舉頒獎禮，原定2月22日舉行，但最
終因疫情關係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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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4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 齊廣璞希望讓更多年輕人愛上冰雪齊廣璞希望讓更多年輕人愛上冰雪
運動運動。。 中新社中新社

全城期待各獎項得主誕生全城期待各獎項得主誕生全城期待各獎項得主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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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伊登是一名年轻的魔术师。据说他

是孤儿，在他六岁那年被一家魔术团的

魔术师们收养，经过十二年训练培养，

他终于以魔术师的身份第一次登台表演

。他表演的魔术叫“上断头台向死神挑

战”。

这时，只见伊登手持细长木棒，从

容地来到一台透露着死亡气息的杀人刑

具前，用木棒往三角闸刀刀锋处划过，

木棒顶端顿时被刀刃削去一截。伊登点

了点头，招了招手，两名助手来到他身

边，伊登胸口朝下，趴到断头台的桌子

上，一名助手用木枷固定住他的脖子，

另一名助手则用皮带紧紧绑住他的身体

。就在他试图挣脱木枷和皮带的束缚时

，一名助手举起斧头朝拉着闸刀的绳索

砍去，只听“嚓”的一声，绳索断裂，

闸刀迅速下落，只见伊登的头颅飞快地

落入一旁的箱子里。观众席顿时爆发出

一阵惊骇的尖叫声。

还没等观众从惊愕中恢复过来，一

名助手已将箱子里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取

了出来，向观众展示后放在伊登身边。

而此时失去头颅的伊登竟双手挣脱皮带

的束缚，摸到自己的头颅，在观众们的

尖叫声中，他拿着头颅向自己的脖子处

靠近，就在此时，舞台上的灯光突然熄

灭，台上漆黑一片，但仅仅过了两秒钟

，灯光恢复正常，只见伊登完好无损地

站在舞台上，微笑地注视着全场观众。

伊登的处子秀获得巨大成功，这让

之前一直当助手的他挺受鼓舞。但一周

后的一天，他的心情不由落到冰点。

这天，法尔电视台播出一台叫“魔

术揭秘”的节目，那名蒙面魔术师所展

示的魔术便是伊登一周前所表演的“上

断头台向死神挑战”，魔术表演过程与

伊登的表演极为相似。但让伊登大感意

外的是，这个魔术师表演完后，又将其

中奥秘向观众们进行详细讲解。

伊登立即将此情况告知自己的师傅

邓肯，邓肯思索了一阵后说：“对方的

行为让魔术界不齿，但是话说回来，你

的魔术表演不够完美，才会被对方揭秘

。”

然而，三天后，著名街头魔术师约

翰逊表演的咖啡饮料生硬币的魔术也被

揭穿；四天后，著名舞台魔术师兰伯特

的偷天换日魔术也同样被揭穿。

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九名

魔术师的得意之作被揭穿，顿时在魔术

界掀起轩然大波。邓肯来到法尔电视台

，找到“魔术揭秘”这档节目的相关负

责人，表明自己和魔术界的态度，要求

对方立即停播。

相关负责人沉默了一阵后说道：

“尊敬的魔术师，或许我们的节目对你

们今后表演类似魔术有所影响，但是我

们的节目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而且这

档节目收视率极高。”

邓肯听后不由愤怒地说道：“你们

或许没有违反国家法律，但违背了魔术

界的行规，即魔术表演过后不向观众透

漏魔术中的秘密！”

他的话刚落音，那个在电视上演魔

术揭秘的蒙面男子走过来说：“很可惜

，我不是魔术师，所以我没必要遵循所

谓的行规，请叫我魔术揭秘者，我存在

的意义就是要揭穿你们这些虚伪魔术师

的真面目。”

邓肯说：“那你不觉得这样做很可

耻吗？你考虑过这种行为会对魔术界造

成多严重的后果？”

魔术揭秘者回道：“我揭秘魔术，

你们才能创造更多更完美的魔术，没什

么不好。”

面对魔术揭秘者赤裸裸的挑衅，邓

肯气愤不已的同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一个挑战冰

棺三天三夜的魔术。他再次来到法尔电

视台，并放出豪言：一个月后，自己裸

露上半身在真冰棺材里仅靠喝水生活三

天三夜，在这三天中，他不会离开冰棺

一分一秒，此表演对公众开放，如果魔

术揭秘者真有实力破解或者仿效其魔术

，他发誓将从魔术界隐退。

面对邓肯的豪言，魔术揭秘者认为

邓肯疯了。他说：既然邓肯夸口如果自

己能够破解或者仿效其魔术，他便将从

魔术界隐退，那么如果自己无法破解或

者仿效其魔术，也将停止魔术揭秘。

一个月后，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中心

，邓肯在冰棺生活三天三夜的魔术如期

举行。在魔术表演的同时，魔术揭秘者

来到现场，经过一番细致观察和猜想，

他怀疑输水管名义上输送淡水，而实际

上输送的却是一种高热量的营养液，于

是要求亲口尝尝输送管内的液体。不过

让他失望的是那水淡而无味。

排除了在输水管上做文章的可能，

魔术揭秘者的大脑又飞速运转起来，他

透过厚厚冰层往里看，感觉邓肯“壮实

”了，他猜想邓肯表面是裸露着上身，

其实穿着一种与皮肤颜色极为相近的衣

服。他仔细观察四周，又想到现场虽然

有成百上千人，但不能保证在场的都是

普通观众，如果邓肯趁夜晚光线不足和

厚厚冰层做掩护，与自己脚下暗门里的

替身互换位置，然后得到休息和食物补

充也是有可能的。另外他认为这个庞大

的冰棺外层是冰，而内壁却是玻璃，同

时脚下还有暖气供应，这样一来，在冰

棺里坚持三天三夜也就不那么困难了。

三天三夜对魔术揭秘者来说是漫长

的，他进食、睡觉时，会与自己的两名

助手进行换班，以确保不会漏掉其中细

节，当现场倒计时牌六位数字全部变成

“0”时，这一切即将结束。

邓肯被人从冰棺里搀扶着走出来。

当现场观众对伟大的魔术师报以热烈掌

声的时候，魔术揭秘者却走上前触摸邓

肯的身体。他发现邓肯非但没穿与肤色

极为相近的衣服，而且身体很冷。紧接

着他又进入冰棺内，先是查看冰棺内壁

是否为真冰材质，之后又观察地面是否

有暗门或者小孔，结果是一无所获。当

记者让他揭开魔术谜底的时候，他终于

低下他那颗高傲的头，轻声说道：“这

一次我无法破解其中玄机，向伟大的魔

术师邓肯致敬！”

几天后，魔术大师邓肯因主要器官

严重衰竭在医院去世的消息传到魔术揭

秘者的耳中。他突然明白，邓肯压根儿

没有使用任何道具和技巧，完全凭借毅

力并赌上自己的生命才完成这个魔术。

考虑到自己之前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承诺

，他只得宣布暂停与电视台合作。

不过风平浪静半年后，魔术揭秘者

却食言了，他再度与法尔电视台合作，

而他的第一个魔术便是之前没能破解的

邓肯在冰棺里生活三天三夜的魔术。

当魔术揭秘者完成挑战后，他强打

起精神指着冰棺里的每个动过手脚的部

位说道：“让我为大家讲解一下，看起

来魔术师喝的是淡水，其实输水管输入

的是无色的高热量饮料，冰棺外层是真

冰，而内壁却是玻璃制品，同时脚下还

有暗孔往冰棺内输送暖气……”

没等蒙面揭秘者将话说完，想起师

傅邓肯当初可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完成

这个魔术，伊登怒不可遏，他发狂地冲

上去扯着魔术揭秘者的衣服大声吼道：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半年

前你没有解释这一切，你是个言而无信

的小丑，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眼看现场有些失控，立即上来三名

工作人员将伊登强行拉开，而魔术揭秘

者在一名助手的搀扶下，快速逃离现场

。

从此魔术界的寒冬再次来临，不少

魔术师在提心吊胆中进行魔术表演。而

伊登看着魔术揭秘者继续在电视上进行

揭秘节目，更是又气又怒，发誓即便付

出生命，也要让魔术揭秘者从这个世界

上消失。

一天，伊登跟踪魔术揭秘者来到他

的住处，就在魔术揭秘者进屋关门的一

瞬间，伊登迅速将一张薄薄的硬卡片插

入锁与锁洞之间的间隙中，他将硬卡片

轻轻一折，就打开门锁，进入屋内，将

藏在身上的匕首握在手中。

魔术揭秘者听到响声，看到伊登手

中亮闪闪的匕首，先是一阵惊慌，但很

快平静下来说道：“我认出来了，你是

一名魔术师，临死前我有一个请求，希

望能把我的遗产捐给孤儿院，你能允许

我写一封遗书吗？”

他的话让伊登心里不由产生一阵酸

楚，就在此时，伊登又看到屋内有一名

四十多岁的女子。她手中拿着一根白色

绳索，一边喃喃嘟哝着，一边在寻找着

什么，突然她站住不动了，接着兴奋地

说道：“白绳魔法师告诉我，宝宝你就

在里面。”说着，她放下白绳，然后从

一堆杂乱无章的魔术道具里找到一个布

娃娃紧紧抱在怀里，无比激动地说道，

“宝宝，妈妈找你找得好辛苦，你永远

不要离开妈妈好吗？”

眼前的情景如同一道闪电划过伊登

的心间，将他的记忆拉到了十二年前：

那一天，只有六岁大的伊登被父母带到

大剧院观看魔术表演，台上魔术师需要

一名小志愿者，身为魔术师的父亲便将

伊登送上舞台。魔术表演结束后，台上

魔术师将伊登送回父母身边，紧接着，

另一位魔术师登台进行表演。

此时，伊登却还沉浸在之前的那个

魔术中，他悄悄跑到后台，想寻求那个

魔术的秘密，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人朝

这走来，慌乱中他躲进一个大箱子里。

不知过了多久，他躲着躲着竟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另一座

城市。

眼前的情景让伊登想起自己的父母

，他不由问道：“你们的儿子是什么时

候丢失的？”

揭秘者回道：“十二年前的春天。

”

伊登又问：“他是怎么丢失的？”

揭秘者哽咽着说：“他是与我和妻

子观看魔术表演时丢失的，据目击者说

，当时我们的儿子就像中了邪，是自己

跑掉的。由于找不到儿子，我的妻子受

不了打击疯了，她认为是那天的魔术师

在白绳上施了魔法，将我们儿子的灵魂

勾走了。我始终无法得知他们到底用了

什么魔法，难道真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将

我儿子捆绑带走了吗？”

听完这些，伊登不由痛苦地捂住自

己的脑袋，颤抖地问魔术揭秘者：“你

们的儿子有什么特征吗？”

魔术揭秘者思索了一下说：“我儿

子右侧肩膀处有块伤疤，这是他五岁那

年，我妻子做菜的时候他跑来捣乱，把

滚烫的油洒落在他的肩膀上，对此妻子

内疚了好久。”

听到这话，伊登解开衣服扣子，露

出自己的肩膀，哽咽着大喊：“爸，是

我对不起你，是我太顽皮，当时我想知

道白绳寻扑克牌的秘密，才会与你们失

散的。”

魔术揭秘者望着伊登肩膀上的疤痕

，又估算了一下儿子的年龄，顿时抱住

伊登痛哭起来。

与自己亲生父母相处一段时间后

，伊登开始思念那些将他抚养长大的

魔术师，便抽空前往魔术团看望他们

，同时询问邓肯的妻子珍妮特，当年

他们宣称自己父母自杀身亡的真相。

珍妮特长叹一口气说道：“我在一次

进行利剑穿身表演时发生意外，造成

终身不育。当我要送你回去时，邓肯

要求同去，并告诉我，他很希望有个

儿子，可以将自己的魔术传授给他，

便想将你永远留在身边。我觉得这很

不道德，但我又害怕失去丈夫，最终

我们象征性地寻找一番后便谎称你父

母因为悲伤过度而自杀了。”

邓肯是所有魔术师中对伊登最好的

，他将自己的魔术技巧倾力传授给伊登

，两人名为师徒，可在伊登内心却早已

将他视为父亲。但现在当他明白真相后

，邓肯那个慈父的形象破灭了。他感觉

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被揭秘后，一切美

好瞬间化为乌有。

无法揭秘的魔术

特殊方式讨债

贾成是个老总，光鲜，有派。但他

自己知道，当老板的，免不了为一些大

大小小的债务头疼。

这天，贾成接到一个讨债电话，对

方上来就说：“你是不是欠顾晓明十万

块钱？我告诉你，我想用一种特殊的方

式把这个债替顾晓明讨回来。”

贾成听得直想笑，轻蔑地说：“你

谁呀？还特殊方式？”

那人似乎有备而来，接着说：“只

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完成一件事儿，我

保证，到时候，你会乖乖地把钱还给顾

晓明。”

贾成很是不屑：“你还‘保证’？

还‘乖乖地’？真有意思，到时候我要

是不还钱呢？”

那人一字一顿地说：“你要是不还

，我就替你还。”

呵，这人可真逗，贾成判断：这人

要么脑子有毛病，要么就是攒着一股劲

儿要修理修理自己，可他贾成就不信这

个邪了，说道：“你到底谁呀？还替我

还债？你以为你想替我还，我就让你还

？”

那人说：“我姓杨，叫我老杨就行

。我想和你打个赌，要是我输了，我就

帮你还债！”

既然是打赌，愿赌服输倒也名正言

顺，贾成想了想，问道：“说吧，你想

让我做什么？”

谁最出息？

老杨说，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就是

让贾成对高中的同班同学做个调查，看

看谁出息了。这个出息，可以用金钱来

衡量，也可以用所在领域取得的成就来

衡量。老杨叮嘱道：“注意，是对班里

所有同学，一个也不能落下。调查完了

，就给我打电话，我再告诉你怎么做。

”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贾成听着“嘟嘟”的忙音，不由笑

出了声。这个老杨也真够意思的，他和

顾晓明到底什么关系？为何要这样做？

要想知道这些，只有陪老杨玩下去，再

说了，贾成在生意场上混了快二十年了

，那些高中同学的情况，他都门清，人

脉嘛，这年头就兴这个。

不出两天，贾成就把同学的情况整

理出来了，然后抽了个空儿，拨通了老

杨的电话。老杨听贾成说了大致的情况

，然后说：“你到华府新都来一趟吧，

我让你看样东西。”

神秘的面纱马上就要揭开了，贾成

都有些迫不及待了，但他知道，不管老

杨说得天花乱坠，要想从他贾成的口袋

里拿走一分钱，那是不可能的！贾成马

上开车去了华府新都，半个小时后，就

坐到了老杨家的客厅里。

老杨把一个文件夹放到贾成的面前

，说：“你先看看这个吧。”

贾成打开文件夹，里面是一沓发黄

的试卷，再看卷子上的名字，全是贾成

的高中同学—这么说，眼前这个老杨，

莫非就是高中时的老师？他拿出这些试

卷要干什么？

贾成翻着这些试卷，卷子有很多，

应该不是一次考试的。很多卷子上的分

数都改过，这让贾成依稀想起一件事儿

：当年，杨老师经常把考试分数统计错

，好几次他都多给了贾成5分，当然，

其他同学也有多给的。翻着翻着，贾成

说：“您是杨老师？”

老杨点点头，说：“二十多年没见

了，我老得你都认不出了。试卷看了，

想起什么来了吗？”

贾成一时猜不出老杨的用意，笑了

笑，说：“莫非您想用这个说服我还钱

？”老杨没说话，又取出另一张发黄的

纸递给他，贾成看着看着，不由恍然大

悟：原来，当年的老杨每次都是故意把

同学的分数弄错，他故意给几个同学多

加5分，然后看看这些被多加分数的同

学如何反应。

而手里这张纸，就是对同学们反应

的统计：班里仅有七名同学，只要被多

加分数，每次都会找到老杨，要求把分

数改过来，而其余的同学，都没能坚持

做到。

贾成联想起老杨让他搞的那个调查

，立马有了新的发现：班里除了贾成以

外，其余五个“有出息”的同学，全部

出自那七个最讲诚信的同学。至于贾成

的情况，很是糟糕，他共有六次被多加

分数，但从来没有找老师更正……

这么一想，贾成顿时明白了，不由

“哈哈”大笑，说道：“您是不是想用

这个来证明诚信的重要性？说只有诚信

才能成就非凡的人生？杨老师，您这个

理论早就过时了。就比方我，当年面对

被多加的分数不讲诚信；踏上社会后，

我同样不讲诚信。因为这个社会，讲诚

信就是傻瓜；而不讲诚信，甚至为了成

功无所不用其极，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就信奉这个，所以，我才取得了成

功。”

老杨一脸吃惊地看着贾成，愣了好

久，才说：“这么说，你并不同意我的

观点。”贾成讥笑道：“如果同意，还

有我的今天吗？”

老杨转身从里屋拿出一张银行卡，

说：“我也预料到了这个结果。这么说

，我输了，愿赌服输，我这就当着你的

面，把十万元打到顾晓明的账上。”说

着，老杨登上网银，输入对方账户和汇

款金额，按了确定键。

还债

贾成没想到老杨真的会还债，毕竟

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便说：“您究竟

和顾晓明啥关系，怎么知道他的账号？

”老杨说：“我是他舅舅。前段时间，

我听说他买房急需钱，他性子倔，也没

跟我开过口，我便不如和你打个赌，你

同意还也就罢了，不同意还，正好用你

的名义把这十万块钱给他。”

这倒是两厢情愿，事儿就这样“顺

顺当当”地过去了。

一年后，老杨突然接到顾晓明的电

话，说：“老舅，刚才贾成公司的会计

说把我那十万块钱还给我了。我就纳闷

了，一年前他就还了呀，可那个会计说

，一年前那十万块是您的，这是怎么回

事呀？”

这一次，大大出乎老杨的意料：

“贾成怎么可能会还钱呢？”

顾晓明说：“我也不知道呀，只是

听说，贾成因为诈骗被抓了，临走时他

安排财务人员，一定要把我的十万块钱

还给我，还说他已经明白了，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呀？”

老杨听了，终于若有所悟，说：

“一年前我和贾成打了个赌……你有空

过来一趟，到时我好好讲给你听。”

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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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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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g Dung

Nguyễn
Hồng Nhung Lam Anh Hồng Dào The Beat Band

Trường Vũ Như Quỳnh

LIVE ON 
STAGE
SUNDAY, SEPTEMBER 11 
3PM & 7PM
L’Auberge Event Center

 
mychoice® members  
receive complimentary 
tickets!
Owners Club & Elite: 4 tickets
Preferred, Advantage & Choice: 2 tickets
Additional tickets start at $25 and may be
purchased at Studs or ticketmaster.com.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Event Center. ©2022 Penn National Gam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oài Tâm

lam Trường

現場直播
9月11日, 星期日 
下午 3 點和下午 7 點

L’Auberge 活動中心

mychoice® 會員收到  
免費門票！ 
Owners Club & Elite: 4 張門票 
Preferred, Advantage & Choice: 2 張門票
額外門票起價 25 美元,  
可在 Studs 或 ticketmaster.com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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