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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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休斯頓警察在執
行任務時被三名墨西哥裔青少年嘲弄並且槍擊
，幸運的是警察沒有受傷。

9月1日凌晨1:15分左右，在休斯頓北部的
格爾夫頓地區，一名警察接到一家脫衣舞酒吧
的保安打來的報警電話，於是他來到該酒吧查
看，見三名只有十幾歲的墨西哥裔青少年試圖
帶領更小的未成年人進入酒吧，但被保安拒絕
，其中一名青少年亮出了手槍，保安也有手槍
，於是雙方陷入了對峙。見到警察來了，這幾

名青少年轉身離去，跑到了街對面的公寓大樓
的停車場，當警察走向他們時，這幾名青少年
不但不害怕，反而用嘲弄的表情示意警察走過
來，警察於是停了下來，向他們發出口頭命令
，要他們舉手投降。但是青少年們根本不害怕
，其中一名青少年朝警察開了三槍

幸運的是，子彈沒有擊中警察，擊中了他
面前的混凝土。隨後，這三名青少年一哄而散
，迅速逃離。警察們隨後對該地區進行了搜查
，但沒有找到他們。

休斯頓北部三名青少年槍擊警察

（本報訊）休斯頓一家華人開辦的按摩店因員工被
指控賣淫而被執法機關關閉，警員馬克霍爾曼辦公室說
，在一項秘密調查顯示一家按摩店的員工涉嫌賣淫後，
這家華人開辦的按摩店於8月31日被關閉。

警察先是收到舉報該按摩店涉嫌賣淫的電話，於是派出一名警察冒充顧
客，去位於 FM 2920 路 4900 街區的按摩店消費，這家按摩店的女員工肖美琳
接待了便衣警察，並主動向他兜售性服務項目。於是，便衣警察亮出警徽，
將肖美琳當場拘捕，押往監獄待審。

目前警方指控肖美琳賣淫罪，她工作的按摩店被警方關閉，而且警方還
發現該按摩店並沒有按摩店營業執照，而肖美琳也沒有按摩師執照，一切都
是非法的。

警方鼓勵民眾舉報任何從事非法經營活動的地點或人員，請致電
281-376-3472 或在線聯繫警員馬克霍爾曼辦公室。所有投訴或提示都可以匿
名提出，保護舉報者的安全。

休斯頓一家華人開辦的按摩店因員工被指控賣淫而關閉

Brookdale Memorial CityBrookdale Memorial City養生村養生村 推出心動的入住優惠推出心動的入住優惠
讓退休生活過的輕鬆自在讓退休生活過的輕鬆自在 開始另一段黃金歲月開始另一段黃金歲月

(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華裔長輩在
美奮鬥多年，年屆退休，想要讓自己開
始另一段人生，不再像年輕時為生活與
事業忙碌，希望能有更多自己的時間，
頤養身心，心中明白退休是新生活方式
的開始，有更多自己可以掌控的時間，
那些想做卻沒做的事、想去卻沒去的地
方、想聚卻沒時間聚的朋友、想學卻沒
空閒學的愛好，現在都可以一一實現。
一些懂得生活的長輩，會考慮搬到退休
社區，不用打理諾大的家，也不用操心
三餐，有各種活動安排讓自己愜意的生
活，同時，還有專業團隊隨時待命，不

用擔心萬一身體出狀況怎辦。這樣，退
休便是另一段黃金生活的開始。

Brookdale是全美最大的老年生活公
司 (America’s largest senior living com-
pany)，共有675+個退休社區，以為長者
們創造優質生活而著名。在休斯頓也有
十九個社區，其中，距離中國城最近的
是 Brookdale Memorial City 養生村，地
理位置超優越，近十號與八號公路，交
通方便，卻又鬧中取靜，目前已經有一
些華裔住戶。

搬來Brookdale是為了讓自己更幸福
一位 Brookdale Memorial City 養生村的

華裔住戶蔡淑英女士
表示，自己是在看過
多個退休社區之後，
經深思熟慮，而選擇
Brookdale Memorial
City養生村，這裡的
生活機能好，制度健
全，附近還有大華九
九、Mall、餐館、醫
院，距離中國城和自
己原來的家也不遠，
退休後不想再打理太
大 的 空 間 ， Brook-
dale Memorial City 能
提供所有自己的生活
所需，更有非常多的
活動可以參加。從搬
來之後，生活得很滿
意，調整了生活空間
後，也讓退休後的自
己更省心省力。
每週七天提供交通服
務

Brookdale Me-
morial City 養生村是
屬於Independent liv-

ing的社區，也可以依住戶的需要選擇額
外的治療服務或是護理。這裡所做的一
切都以居民的需求為中心，每週 7 天都
提供交通服務，接送居民去購物、看醫
生、教會、銀行等等。同時，居民如果
有任何建議，有暢通的交流管道，住戶
每週都能得到答案。
餐廳級的伙食

充實的生活少不了美食，Brookdale
Memorial City養生村的三餐頗受居民肯
定，住戶可到餐廳點餐，有前菜、主菜
與點心，也可以叫到自己的房間用餐。
專業烹飪團隊與營養師提供健康、又吃

得舒服的不同菜樣選擇，菜單每週更換
一次，最大重點是新鮮與美味。
安全措施

Brookdale Memorial City知道安心對
於社區居民及其家人來說至為重要，所
以將安全放在首位。社區有員工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隨時待命，隨時收到緊
急警報。社區提供安全功能，例如： 24
小時保安系統、每日簽到系統、每個房
間的緊急警報等。
讓居民更方便的設施

Brookdale Memorial City養生村提供
大量現代化的方便設施，讓住戶有更多
的便利、同時又減少操心，這樣住戶就
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空閒與時間，讓居
民的生活更輕鬆的便利設施包括：圖書
館、電腦室、寵物友好、雜貨店、診所
、美容院/理髮店、交通服務、禮賓服務
、治療室(Therapy Room)等。
娛樂與活動

退休後時間比以往充裕許多，更應
妥善規畫，Brookdale Memorial City提供
多樣的娛樂設施、以及每天不同的活動
，讓住戶能享有更加活躍的退休生活，
並與鄰居互動。娛樂設施包括：遊戲室
、健身中心、工藝與美術室、撞球、圖
書館、劇院、步道、游泳池等等。

養生村裡有12個不同主題的庭院和
花園，讓住戶與朋友們一起聊天或是聚

會。也有酒吧、運動台、教堂、客廳、
自然採光的陽光房、園景門廊和露台等
，社交空間頗足。

有些居民喜歡烘培麵包糕點，想學
如何製作新的點心；有些住戶喜歡討論
經典小說、或最新的暢銷書。 無論點燃
您的熱情何在，社區裡都提供了不同時
段與場所，讓居民的生活更有趣，從烹
飪班、教育工作坊、到運動課和讀書俱
樂部，住戶有多種趣味的活動可以選擇
。
美福藥局&醫生進駐

對於有些長輩們來說，看醫生、拿
藥是日常生活中免不了要進行的事，在
休斯頓華裔社區口碑甚好的美福藥局九
月份將進駐 Brookdale Memorial City 養
生村，未來，長輩們拿藥可就太方便了
。同時，養生村也有自己的醫生，萬一
有微恙，長輩們也不用太擔心，就在養
生村裡即可看醫生。
剛剛推出讓人心動的入住優惠

Brookdale Memorial City養生村近期
推出入住優惠專案，聽到的長輩都說是
good deal，條件好優厚，可以省許多錢
，空前的划算。對 Brookdale Memorial
City養生村有興趣了解更多，或是參觀
社區品嘗餐飲，歡迎聯絡李小姐（Katie
Li）: 713-253-6772。地址: 11900 Bar-
ryknoll Lane, Houston, TX 7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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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一年一度，如約而至，揮桿擊球，奉獻愛

心。 8月30日，第二十屆北京晚報高帝杯企業公民（東昇匯）慈

善高爾夫邀請賽在東方天星華普休閒健身俱樂部舉行，來自企業

界、體育界、新聞界和文藝界等社會各界百餘位愛心人士相聚球

場，在打球健身的同時，紛紛獻出了自己的一份愛心。高帝杯這

項傳統高爾夫慈善賽連續舉辦了20屆，掀開了全新的一頁。

由京報集團北京晚報和廈門高帝集團主辦的北京晚報高帝杯

慈善高爾夫賽創辦於2003年，已經走過20年的風雨，從未間斷

過，在國內同類活動中是絕無僅有的。賽事每年都在北京舉行，

每年都會吸引來自社會各界的上百名愛心人士參加。他們有文藝

界的明星，也有體育界的高球愛好者，更有來自企業的實干家們

，每年好

友們相約

而至，參

與這項陽

光的健身

運動。

高帝杯自

2005 年以

來被冠名

為“慈善

高爾夫邀

請賽”，大家在揮桿交流競技、切磋球藝、增進友誼的同時，

還不忘奉獻愛心，紛紛慷慨解囊向北京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進

行慈善捐款，所得善款全部用於殘疾人福利事業建設。自去年

開始，比賽增加了一個主辦方——企業公民（東昇匯）俱樂部。

賽事的主題與俱樂部所秉持的弘揚公益、慈善的價值觀完全吻合

。打球會友、鍛煉身心，慈善捐款、奉獻愛心，這一切都融會在

了北京晚報高帝杯慈善高爾夫賽中，成為該項賽事一大特色，得

到了參加活動的各界人士的高度讚揚。

慈善募捐箱設置在簽到台上，來到球場，各位選手所做的第

一件事情就是慈善捐款。在開球儀式上，參賽嘉賓集體合影，10

位嘉賓分成5組，揮桿擊打彩球，拉開了本次比賽的帷幕。參賽

選手分成30組進行比賽，他們之中有的是早已熟識的老友，有

的是初次見面的新朋，高爾夫球運動這一共同的愛好把他們聯繫

了起來。選手們舒展筋骨，扭動跨步，有力揮桿。比賽競爭的氣

氛並不濃，選手們更多的是一種交流和切磋。選手間實力參差不

齊，這並不妨礙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賽之中，享受高爾夫運動

帶來的快樂。高帝杯是一次好友間的聚會，球友們漫步於的草地

間，述說濃濃的朋友之情。

經過5個多小時的爭奪，比賽圓滿結束，諸多獎項各有歸屬

。現場還送出精美的高帝牌高爾夫紀念品，有的獲獎選手直接將

獎品進行拍賣，拍賣所得的款項悉數投進了慈善募捐箱。此次共

籌集善款22000元，將捐獻給北京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用於殘

疾人的福利事業建設。

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不少嘉賓為賽事獻上書法作品。兩

屆奧運會射擊冠軍楊凌雖未能來打比賽，卻專程趕來參加頒獎禮

。北京市高爾夫球運動協會會長張敬東讚揚了高帝杯，表示北高

協今後會一如既往地為高爾夫運動發展服務。

原中國女籃隊長宋曉波是高帝杯的老朋友，20屆的比賽她從

未有過缺席，這一次贏得了女子總桿冠軍。著名體育解說員孫正

平獲得長青組淨桿冠軍，在高帝杯的賽場見到許多球友，讓他非

常高興。孫正平表示：“雖然我已經年過七十了，但在高帝杯的

長青組還是‘小字輩’。希望高帝杯持久辦下去，讓大家在這個

平台上交流、切磋。”

賽事創辦之時，高帝集團董事長陳建輝曾表示，希望能夠將

此項比賽連續地辦下去。如今，這一願望已經實現，成為一年一

度的傳統賽事。在賽事舉辦的20年來，賽事主辦方高帝品牌也

從少人知曉，發展到被眾多高爾夫愛好者所了解的民族品牌，經

歷了一個品牌積澱的過程。

彈指一揮間，20年已經轉瞬而逝。北京晚報高帝杯慈善高爾

夫賽從萌芽誕生，經過不斷成長，走向了成熟。今後，高帝杯慈

善高爾夫賽還將延續舉辦，號召更多的人參與到這項健康的運動

中，健身健心，為社會奉獻愛心。

高帝集團始創於

1995年，從一家生產

高爾夫器材的民族企

業，經過不斷創新與

變革，已然成為一家

集房地產開發、酒店

開發、健康養生、國

際投資等多元化的新

型集團企業，現擁有

國內外多家理療、健

康、養生產業的管理

公司。

以球會友 奉獻愛心 第20屆北京晚報高帝杯慈善高爾夫賽圓滿舉行

著名體育解說員孫正平揮桿著名體育解說員孫正平揮桿
左建昌上將贈字第左建昌上將贈字第2020屆北京晚報高帝杯屆北京晚報高帝杯，，由錢樹根上將現場由錢樹根上將現場
代左建昌上將交接字畫給高帝集團董事長陳建輝代左建昌上將交接字畫給高帝集團董事長陳建輝 左起左起：：柯良柯良 北京大學資源美術學院院長北京大學資源美術學院院長，，石廣生石廣生 中華人民共中華人民共

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原部長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原部長、、黨組書記黨組書記，，陳建輝陳建輝 高帝集團高帝集團
董事長董事長

選手們享受高爾夫運動帶來的快樂選手們享受高爾夫運動帶來的快樂奧運冠軍楊凌為選手頒獎奧運冠軍楊凌為選手頒獎
左起左起：：袁虹衡袁虹衡 北京晚報體育部主任北京晚報體育部主任，，陳洲其陳洲其 原原
地礦部副部長地礦部副部長，，陳建輝陳建輝 高帝集團董事長高帝集團董事長

海归曾是高端人才的代名词。10多年前在人

才市场，海归人才招聘会都设在贵宾室，留学生

是抢手货。而今，这一现状已发生剧变！留学生

也必须和国内大学应届毕业生一样，要参加企业

招聘会，挤人才市场，甚至有知名企业HRM

（人力资源经理）放言：现在海归研究生还不如

985高校本科生！“

《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做过一份关于留学

归来薪资状况的调查。留学归来的被调查者中，

30%月薪在6000元及以下，6000-8000元之间的，

有23%。很明显，有超过5成的留学生，归国的

第一份工作月薪低于8000元。

与这份尴尬的薪水相对应的，是出国留学的

巨大家庭投入。在国外留学，学费加上生活费，

一年花费三十万元人民币，基本是起步价，并且

费用有逐年增高的趋势。一边是出国留学的巨大

开销，一边是留学回国之后的尴尬处境。有件事

似乎不得不承认———海归“贬值”了。

“海龟”成“海带”，问题出在哪里？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指求职者和

招聘方各自拥有的信息不同。这种情况下，求职

者就很难匹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而招聘方也难

找到合适的候选人。

更糟糕是，很多人以为自己知道，但其实是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这个状态很可怕，直

接影响求职效果，严重的还会影响求职者的自信

心。

在辅导这类求职者的时候，我们会在前期对

他们的背景经历问得很细，因为我深知道这些求

职者能力层面没有任何问题，解决了“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那么求职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自我的职业定位与国内的职场需求不符 这

个问题算是由“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带来的衍

生问题。理论上来说，如果你真的很懂国内的市

场需求，那么也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了。

但实际情况是，个人是很难看清职场全貌的

，哪怕是一直在国内的人，在实际找工作时也有

一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来的结果是，海归就业

找工作，求职者往往认为自己适合做这个或者做

那个，但实际对应的国内的岗位可能只想招个一

般学历的，根本没有预算招一个海归。

如果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的话，求职者会逐

渐丧失信心，感觉自己很委屈，明明都已经放下

身段，怎么对方都还看不上我。

国内外差异对实际求职过程带来挑战 这里

的差异一个是就业市场的竞争差异，一个是文化

差异，还有一个是语言的差异。这三个差异对海

归求职带来的影响都不小。

先说说就业市场的竞争差异，基本国内能够

给到海归期望薪资的要么是500强外企、互联网

，还有一些欧美的咨询公司之类的企业。这些企

业并不是只有海归感兴趣，基本所有人都感兴趣

，所以，海归留学生面对的竞争环境挺恶劣的，

简历、面试尤其要好好准备。

再说说文化的差异，至少我们感受是，欧美

国家还是比较开放的，没有太多对于岗位和年龄

的“歧视”。但国内多少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些

海归在国外工作时没意识到，回国想找个匹配的

工作就很难。

最后说说语言上的差异。不得不说，中国文

字博大精深。这在给客户辅导简历的时候就能看

出来，同样一份word中文简历，如果想把意思

原封不动地用英文表达出来，有时候两页word

都写不完。在实际的求职过程中，怎么把英文简

历变成中文的还能合招聘官的意，怎么去识别面

试官的一个问题背后的意图，就显得很关键。

以上三个问题，看似不同，其实有很多相通

之处。

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求职者对岗位的理解不到

位，对自身的理解也不够清晰，因此会带来信息

不对称，岗位需求和自身定位匹配度低的问题，

从而会对直接的求职简历面试产生影响。

国内HR一见倾心的海归是什么样的？

有跨国工作经验的海归 这类海归不仅有良

好的教育背景，同时又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多

年的国外文化背景，使其在为人处世、交流思考

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他们不仅懂得资本运作

，还了解企业管理，这样的国际人才在国内很匮

乏，同时随着中国企业逐步走向国际化，这样的

人才也将越来越受HR的欢迎。

有国内工作经验的海归 经历过职场的锻炼

后再出国深造的海归朋友，他们对自己的优势与

劣势十分明了，他们相较也会更加了解国内企业

工作的内容和工作性质，也更加清楚自己在归国

后的求职方向。选择深造的目的也十分明确，所

以这类人才深造后更加成熟稳重，专业技能与知

识也是更上一层楼，所以十分受到HR的青睐，

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平和心态的海归 大部分海归求职时都会

有一种潜意识——花了大量时间与金钱，那么

工作起点、薪酬、岗位就该比一般人高。这绝

对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海归变“海待”的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想法导致的。而现在的用人

企业更加务实、更加理性，对他们来说，合适

的才是最好的，就工作经验来讲，大多数海归

与国内应届毕业生并无优势，但语言、跨文化

背景、思维模式等有着明显的优势，所以，各

位海归朋友只要将心态放平和，一定会受到

HR的喜爱。

有明确职业规划的海归 HR普遍认为，求

职者的职业规划与工作经验一样重要，因为通

过职业规划能够了解求职者对自己的未来发展

方向、高度、速度等是否明确，是否与公司相

符，能否与公司一同前进。拥有明确职业规划

的小伙伴能够更快的适应工作，提高工作能力

，帮助企业快速发展，所以HR会很重视求职

者的职业规划。

作为一名海归，正视归国求职的利弊，坦然

面对自己的优劣势，充分发挥长处，补足短板，

扎扎实实从一点一滴抓起，是可以让自己在求职

道路上顺畅前行的。

海归回国求职困难怎么办？

2022年5月26日，第二十届中国国际人才交

流大会开幕，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2021年

回国创新创业的留学人员首次超过100万人，累

计发放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118万张。

近年来，我国各地方陆续颁布新政策，支持

海归学生回国创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

座一线城市及其他新一线城市也更新了留学生人

才归国创业创新政策。目前来看，海归留学生回

国创业有诸多的优势。

海归人才创业的最大优势是拥有跨文化交流

的背景。海外生活经历使许多海归人才了解了海

外市场以及留学目的国处于前沿水平的产业。这

使海归人才拥有打造国际化或者国际水平创业公

司的可能。同时，海归人才可以利用自己在学习

中积累的资源，将其引入国内，来为自己的创业

项目增益。

不过海归人员也存在着容易犯的错误，首先

很多海归人员只清楚海外相关领域、消费者的概

况，但对国内的却不太清楚。如此一来，海归创

业也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同时，海归人员

可能对国内的相关政策不太熟悉。一些海归人员

应该努力熟悉相关政策，如果不了解国内的相关

行业情况，不提前做好调研，那么很可能导致创

业的失败。

创业者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对于创业者来说，最好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

能力，要能够正确地认识事物的真实面貌。同时

，创业者也要有较强的沟通交际能力，了解如何

和投资人以及同行打交道。对于创业者来说，还

要有充沛的精力，因为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往往担

任多面手，很多事情可能需要亲自动手，如果体

力、精力不足，那么则很容易拖垮自己。

创业者还应该有较强的毅力以及情绪管理能

力，很多时候创业都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在遇到

困难时，创业者不应该陷入情绪或者止步不前，

而应该积极解决相关问题，挺过困难，就能收获

较好的结果。

另外，创业者还需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行

业信息总是在同步更新，创业者要及时关注行业

动向。这既要求创业者有时刻关注动态的意识，

也要求创业者能够做到经常性浏览行业资讯，能

够精准把握现象背后的原委。创业者还要根据相

应的行业动向对自己的创业策略做出及时调整。

创业者需要了解的基本知识

不管是不是海归人才，创业者在迈出第一步

之前都应该了解自己想要做什么。创业可以通过

资源整合，创造出较大的经济价值或者社会价值

。对于创业者来说，切忌好高骛远，也许你有很

多自认为不错的点子，但如何能将这些想法转变

，更贴切实际，且在社会层面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海归人才来说，首先需要对相关领域进

行调研。想一想，你的点子是否会被其他人想到

？从这个点子出发，你可以做什么？不是所有人

都能将创意化为实际，如何付诸实践是很重要的

。

海归并不是一切的结束，为了创业还应该保

持持续学习的状态。海归人才需要了解创业的方

式方法以及创业所需的环境。创业离不开环境的

影响，根据不同的环境，创业者需要做出不同的

判断。你需要对自己有一个较为全面且清醒的认

知。创业需要你的努力，但创业也需要其他人的

参与。

在进行一定的调研后，创业者就可以确定自

己的目标了。这时候需要制定相关的创业原则，

寻找投资公司，吸引投资。同时，创业者要有能

力去吸引其他人才来帮助自己实现进一步的想法

，组建属于自己的团队。之后，则需要按照实际

情况，去完成相应的设想。

最新海归人才创业政策

上海 2022 年，上海推出了

“浦江人才计划”，鼓励海归留学

生在上海工作和创业。其中，该项

目的申报对象包括创业的海外留学

人员以及团队。

其中计划符合的申报对象包括

创办科技型、文创类、创新研究类

企业的留学人员。根据规定，申报

人年龄不能超过50岁。入选后，须

全职来沪创新创业，且每年在沪工

作时间不少于9个月。来沪创业的

人员一般要在2017年 1月1日后入

境（以出入境记录为准）。

另外，根据上海市人社局出台

的《关于助力复工复产实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

通知》，为缓解留学人员企业面临的困难，将支

持留学人员企业享受本市初创期创业组织社会保

险费补贴、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创业担保贷款

及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此外，2022年上海市人

社局还将举办“留· 在上海”全球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大赛等活动，展示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最新成

果，搭建海外人才交流和项目对接平台。获奖人

员将有机会直接入选“浦江人才计划”，获得30

万～50万元资金支持。

海南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有

关海外高端人才在海南创业的优惠政策，表示创

业的扶持政策主要有创业担保贷款和一次性创业

补贴两种方式。

第一，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分为三种：一是对

有创业要求、具备一定创业条件但缺乏创业资金

的人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15万元；二是合

伙创业的贷款总额度最高不超过60万元；三是

小微企业最高贷款额度为300万元。第二，一次

性创业补贴分为两种：一是高校毕业生按每个法

人1万元给予一次性补贴；二是就业困难人员按

每个法人6000元给予一次性补贴。

广州 2021年9月，广州举办首届粤港澳大

湾区（广州）“海归young城”创新创业大赛启

动仪式。

参与大赛的个人和团队，可以获得创新创业

培训、人才评选推荐等多项支持，入驻留学人员

广州创业园，或落地各区产业园享受最高1000万

元的政策支持。

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人事服务中

心主任汪宏飞表示，“本次创新创业大赛目的

是围绕广州市重点领域，以赛代评，遴选出一

批具有发展前景的海外人才创业项目，助推项

目与创投资本、创业政策、留学人员创业园区

的有效对接，帮助海归回国发展、实现梦想，

助力广州成为人才集聚、智慧交流和创新成果

的转化地。”

海归创业，你需要了解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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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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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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

【美南新聞泉深】根據福克斯新聞審查和
驗證亨特·拜登的電子郵件顯示，亨特在 2011
年 1 月拜登舉行的午餐會上與中國大使館的一
位高級官員建立聯繫後，亨特又為羅斯蒙特塞
內卡合作夥伴（Rosemont Seneca Partners）的客
戶和民主黨捐助者在華盛頓特區的中國大使館
舉辦了一場晚宴。

這些電子郵件顯示，亨特和他的前商業夥
伴埃里克·施未林（Eric Schwerin）幫助馬里蘭
州 Guardian Realty 的 董 事 總 經 理 馬 文·朗
（Marvin Lang）計劃於 2011 年 4 月 28 日與中
國大使館公使鄧洪波共進晚餐，後來被放在為
中國外交部網站上。

根據施未林發給他的一封電子郵件，泰德·
考夫曼（Ted Kaufma）是喬·拜登的老朋友，也
是他 1970 年代顧問核心圈子的一部分，他是年
度投資晚宴的主旨發言人，晚宴結束後他的服
務報酬為 10,000 美元。

該活動的籌劃似乎始於 2010 年 12 月，此
前向民主黨人捐贈了數万美元的朗給亨特發了
電子郵件，感謝他與他共進午餐，並表示他
“很高興”與羅斯蒙特建立“長期關係” 。據
其網站稱，亨特和施未林現已解散了投資公司
。

Guardian 將自己標榜為“開發、再開發、
收購、管理、運營和擁有投資組合 A-/B+ 商業
辦公空間的完全整合的房地產投資公司”。

在亨特、施未林和朗就活動的可能地點進
行了反复討論後，亨特於 2011 年 1 月 12 日給
施未林發了電子郵件，說：“馬文想知道我們

在尋找晚宴場地方面的進展，中國
大使館是他的第一選擇。”

一周後，施未林給朗發了一封電
子郵件，抄送了亨特，稱亨特與中
國大使館的“三號官員”共進午餐
， 他 可 以 “ 幫 助 ” 確 保 Guardian
Realty 晚宴的地點.

施未林寫道：“我剛剛和亨特談
過，他說他今天午餐時在大使館與
三號官員坐在一起，並且在中國國
家主席離開美國後有聯繫信息可以
跟進。亨特說他的聯繫方式會有所
幫助，但公使要等到本週末代表團
離開後才能專注於此。不過，聽起

來這是正確的聯繫方式。”
根據福克斯新聞查閱的郵件和新聞報導，

施未林在郵件中所指的午餐是時任副總統拜登
、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為時任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舉辦的午餐會，於 2011 年 1 月 19 日
在國務院本傑明富蘭克林會議室舉行。

午宴當天午夜過後，施未林發給亨特的一
封電子郵件稱，亨特與羅恩·克萊恩坐在同一張
桌子上，後者在 2011 年 1 月之前一直是副總統
拜登的幕僚長，目前是拜登的幕僚長。

亨特當時的商業夥伴埃里克·施未林在
2011 年 1 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通知亨特，“中
國大使館的3號人物很有用”。

施未林在 2011 年 1 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通知亨
特，拜登副總統將與 JK （似乎是約翰·克里和
當時的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頭桌”。

喬·拜登在擔任副總統期間會見了至少 14
位亨特的商業夥伴，是亨特實施非法商業活動
的靠山。

2011年1月28日，中國大使館參贊、副主
任周景興回复亨特·拜登的郵件，稱其與“楊公
使”的通信似乎指的是從2007年到2007年任外
長的楊潔篪。 2013 年，自 1971 年起成為中國
共產黨黨員的楊潔篪於 2017 年被提拔為政治局
委員，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和最有權勢的官員
之一。中國大使館沒有回應福克斯新聞的多次
置評請求。

亨特·拜登寫道：“楊部長讓我直接跟進你
。你很快就會收到Guardian Realty 董事長馬文·

朗的正式請求，但我想提出一些合適的日期：5
月5日、12日或19日，我們期待與您合作，並
感謝您的幫助和考慮。”

2011 年 1 月，亨特·拜登通過電子郵件向多
名中國大使館官員發送電子郵件，要求讓大使
館代表參加Guardian Realty 的晚宴。

周景興表示，他們將“與使館後勤部門核
實，看看餐廳在你提議的日期是否有空。”

2 月，朗開始表達對中國大使館尚未確認日
期的擔憂。他發電郵給施未林： “我們真的需
要書面批准晚餐。”

施未林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給亨特發了電
子郵件，稱 Guardian Realty 對中國人會在最後
一刻退出並要求提供書面確認信感到“緊張”
。施未林問亨特土耳其大使館的人是否“很好
”，以防晚餐不得不搬到那裡。

亨特警告施未林，朗堅持要獲得確認信
“冒著嚴重冒犯中國人的風險”。

施未林後來在 2011 年 3 月上旬向朗保證，
亨特已經確認與大使館共進晚餐，並且“我們
應該好好向前發展”。

施未林寫道：“在我們昨天的電話之後，
亨特聯繫了楊部長和周參贊，感謝他們安排晚
宴，並表示他期待在晚宴上見到他們，並重申
我們有興趣讓大使出席。應該很清楚這對亨特
和參與者有多麼重要，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前進
。”

當施未林一再提到前民主黨參議員泰德·考
夫曼時，電子郵件通信隨後轉向討論該活動可
能的演講嘉賓。

在 2011 年 3 月 10 日給朗和 Guardian Re-
alty 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施未林正式將考夫曼定
位為 4 月活動的“理想演講者”。

施未林在電子郵件中寫道：“如你所知，
參議員考夫曼 (D-DE) 於 2008 年被任命為參議
員，以填補副總統拜登的席位，並在當時擔任
拜登參議員的幕僚長長達 19 年，他顯然是我們
熟悉的人，如果我們認為你的投資者不會覺得
他很有趣，就不會推薦他。” 該郵件已抄送給
亨特。

4 月，施未林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家星巴克組
織了朗和考夫曼之間的會面。 2011 年 4 月 15
日，朗在給施未林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證實他與
考夫曼會面，並寫道：“昨天見到了參議員。

他太棒了。......請別忘了在中餐晚宴上給我們送
上一些感謝的話。”

2011年4月26日，郎朗給亨特發了一封電
子郵件，稱鄧公使要求在晚宴前在中國大使館
與亨特會面半小時。然而，一天后，朗告訴亨
特：“DCM 和鄧公使必須在晚宴前取消下午 5
點 40 分的會面。”並感謝亨特的“靈活性”。

2011 年 4 月 29 日，晚宴結束後的一天，
施未林轉發了亨特一封來自朗的電子郵件，稱
讚考夫曼“棒極了，非常有趣”。

朗寫道：“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們的投資
者提出了很多問題。昨晚非常令人興奮，我們
感謝亨特的參與。他非常有才華，平易近人，
這是一個很好的品質。另外，他非常聰明。我
希望為我們的文件提供正式發票，無論如何都
會在周一發出支票。我們也感謝您在協議、演
講等方面的參與和幫助。”

同一天，施未林給朗發了電子郵件：“如
果您需要考夫曼的 10,000 美元正式發票，請告
訴我。”

2011 年 5 月 1 日，活動結束三天后，朗在
一封電子郵件中感謝亨特對晚宴的“指導和協
助”。

朗在給亨特的信中寫道：“我們感謝埃里
克和羅斯蒙特塞內卡在起草致部長的‘感謝’
演講時給予我們的幫助，感謝我們在為大使館
提供適當禮物方面所獲得的幫助。” “我們還
認為，您對鄧公使對所提出問題的回答進行了
後續解釋，為成功的夜晚‘畫上句號’增添了
內在價值。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夜晚。”

朗補充道：“參議員考夫曼非常出色、聰
明、友好，並且非常了解政治進程。另外，他
是個好人，體貼的人，非常關心你的家人。再
次感謝你推薦參議員作為演講嘉賓。”

兩天后，施未林給亨特發了一封電子郵件
，主題是“馬文很高興”，以及中國外交部網
站關於嘉德置業事件的截圖。

商務部網站上寫道：“鄧公使向客人介紹
了中美關係的現狀以及中美經貿合作的機遇和
問題。”“鄧公使還與美方就如何加強互利共
贏的經貿關係，增進中美互信和了解進行了交
流。郎先生一行觀看了有關中國的視頻並在會
前參觀了大使館。”

電子郵件顯示，在拜登副總統主持的午餐會後
亨特在中國大使館為客戶安排了晚餐

(8) 解祝由科之迷思
將中醫學細分各科，其中有一門

「祝由科」不為人們所知道，祝由科相
當於今日的心理科、精神科，中西都採
同屬一類的醫療方法，甚至採宗教信仰
的感性療法，當然就有鬼神的感染力了
，從而達到心理醫生用口頭分析勸慰的
功效，不能不說宗教的神鬼之功不可滅
。道家 用畫符、唸咒、作法來驅走病魔
，臨場也玩一點變戲法的魔術，使病人
心口俱服，這些方法都各有用場，病人
也各有感受，而病勢因之輕鬆。我自己對祝由
科研究不夠透徹，可以說還沒出師。所以在不
收病人診療費時，偶一為之，治些表面看來不
是病的病，諸如 「潔癖」、 「偏食症」、 「上
癮症」等，我多用在本就沒病的兒童身上，例
如成長痛症（growing pain），或自己的家人身
上，諸如青少年人的青春痘、偷針眼或麥粒腫
（stye），和幼童睡覺不寧的脾虛症上，當作心
理建設和無關生死的療法。我用簡單的兩句話
，八個字來解釋祝由科：

祝你健康
由它病去

第一句“祝你”指的是病人，&quot;祝”
不光是祈禱，也用不同的方法來祝。第二句的
“由它“指的是病魔或病源。

第二句的 “病去 ”兩個字有兩層意義，第
一層：病管不了，第二層：病沒了，病好了。
祝由科與傳統其他各科治病方式，有很大的不
同，光解釋八個字就繞了不少圈圈，也就是說
要玩一點文字遊戲，看得出這科受道家思想的
影響很大。這就是中醫心理科和精神科的源頭

。此科也把局外人看得一頭霧水，認係神秘式
的醫療方法；為長久以來中醫受到歧視和詬病
的原因之一，外人不知道這一門學問，其實祝
由採諸多 「意念」的治療方法。殺雞的目的是
為了儆猴，一旦儆猴的目的沒達到，外人卻把
殺雞很認真地當作虐待動物來處理，要把局外
人弄明白，真的是雞和鴨講啊，雞婆費盡口舌
傳情，鴨公呱呱亂叫，轉頭不顧而去說；氣得
人半條命沒了，我不知你丁大夫的見解如何？
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

丁大夫抓住機會，馬上搶著說： 「哎喲！
成大夫呀！我不但完全同意你對鬼神的看法，
想不到你一語道破了經典文學和傳記文學的實
質區別，承教、承教了，我等於上了醫學和文
學兩堂課，何止是勝讀十年書啊！

非常慚愧，我自己對祝由涉獵淺薄，根本
說不上一句夠份量的話。不過，成大夫呀！你
的八字真言： 「祝你健康，由它病去！」一語
道破天機，就算是祝由專家，也不及你的智慧
啊。要知今天的心理科、精神科仍在你八字真
言的框架下打滾呢。(9) 創作力和想像力讀你的

〈古今對話〉，我看出了你的宏願，懷痌瘝在
抱之心，想方設法解決民瘼。

成大夫，你的想像力非常豐富，偷懶雖然
是發明的原動力，如果沒有想像力也是枉然；
「想像力」這玩意，如果沒使你成為發明家，

我們會多一個出色的小說家。
我本來還想聽聽你另一個十年的運程，如

何融各家醫學於一爐的過程，聽了你搞通華佗
醫學，而且獨具慧眼，云人之未云，將青囊書
的來龍去脈研究探索為楚，作學問的功夫了得
，你的貢獻已經給醫學和病家們受用無窮了。
夠了！夠了！我原先還有點要測你醫學的深度
，如今根本沒資格當這個考官。你治好了我的
病不說，你的五、六種發明已夠說明一切，尤
其富鹼寶PhB的發明，那是世上多少中西醫學
家、生物學家、病理學家、生物化學家們夢寐
以求的願望，將華寶（Otto H. Warburg）的假
說證實為理論了，連華寶自己工作到生命的最
後一天都沒有成功，遺憾以歿，卻被一匹意料
之外的黑馬完成了。這等基礎科學與醫學的突
破，恁誰也不會相信，這些不願相信，偎大邊

的不相信，帶有偏見的不相信，對你來說淡泊
如浮雲，人不知而不慍，正是我佩服你的這種
人格特質，要不然，這個世界反而會多出一個
極度憂鬱症患者了。

(10) 莊敬自 「華」
我發現你的無師自通是因為有深厚的中文

底子，而且涉獵寬廣，不但將中西醫理搞懂搞
通，除了音樂以外，你似乎對其他各專業都有
某種程度的瞭解。要不然，你怎麼會為美南報
社寫了十五、六年的政治笑話專欄，每周一篇
，一千字的文稿，這等功夫非尋常人幹得下來
的；還由台灣漢湘文化出版社發行於世，嬉笑
諭人於正，不懼逆流的膽氣更不多見呀！

太超過了！這哪裡是莊敬自強概括得了的
？簡直是莊敬自華呀！這“自華”來自飽讀詩
書，氣自華。而你！讀飽詩書，氣更華了！除
了莊敬自華的修養外，在人格上你還具有弘毅
的格局，那種胸襟廣，氣度恢宏，意志堅強，
剛毅不屈的特質，如此你能接受各種挑戰，堅
持奮戰，完成一項項醫學使命啊！」

我啞口沉默，呆住了好一陣子，終於接口
說： 「哎喲！你講什麼來著，平常我會借耳背
拒聽、拒收的，真的不敢當！你對我的瞭解遠
超越了我的父兄，說來說去我不過是沈溺於中
醫學，設法醫癒難治的病患，樂此不疲，為了
更加有效地治癒病人，不斷尋求良藥，永遠不
懈而已。在這些過程中我算是幸運者，怎攀得
上莊敬自華四個字啊，你的鼓勵永遠銘記在心
。我們的談話，一開始是你對我的文字基礎有
興趣，不知道你是否還想聽下去？請你不要再
在莊敬自華上下功夫了， 「華佗再世」四個字
，已夠給我苦頭和甜頭吃的了，得了罷！再來
個 「莊敬自華」豈不要掌控我的生亡了嗎？請
你把與人為善的情懷收歛一點罷，我早視名利
若雲淡風清，發明的各種藥有療效就好，何需
再耗有限生命來落實 「自華」兩個字，如果行
得通，寧以謙和換增歲月，免落入徒遭人忌的
漩渦！」

丁大夫馬上回口： 「只要你不嫌煩，後會
有期 ，我一定洗耳恭聽。自從我退休後，我有
的是時間，你大力推行的 「寓醫於文」和 「寓
文於醫」，從你的許多著作和論文中，我已看
到了文學和醫學接軌了，我看過你寫的許多的
極短篇小說，我一直想要知道你的創意和想像
力從何而來的？」(全文完)

杏林夜談25
談天說地之八：莊敬自華(下)
作者：成彥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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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世乒賽
發布賽事口號和獎牌設計
2022年第56屆國際乒聯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

賽，日前進入開賽一個月倒計時，成都世乒賽組委
會同日發布了賽事口號和獎牌設計。

本次賽事的口號為“乒世界，品成都（Cele-
brate Table Tennis With Chengdu）”，該口號既
突出了成都對乒乓球運動的熱愛，也表達了國際乒
聯希望與舉辦城市深度交流的意願。

國際乒聯主席佩特拉索林表示：“一個月後，
世界上最優秀的球員將匯聚成都，這不僅振奮人
心，也來之不易。”

此外，成都世乒賽團體賽獎牌設計也於當日發
布。該設計融合熊貓外形、傳統玉佩結構和乒乓球

拍的輪廓，體現出成都的城市特點和中華韻味，寓
意圓滿吉祥。
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表示：“距離成都世乒賽

團體賽開幕還有一個月的時間，目前各方面的籌備
工作正有條不紊地進行，大家對這場世界頂級乒乓
球賽事十分期待。我相信，隨着世界頂尖運動員們
的到來，乒乓球將成為成都這座古老城市的新名
片。”
成都高新區體育中心將作為本次比賽的場館。

該場館於去年落成，是一座現代化、綜合性、多功
能、高檔次的大型體育館。比賽將從9月30日持續
到10月9日。 ◆新華社

◆ 陳清晨和賈一凡
（右）在比賽中。

新華社

◆◆ 成都世乒賽團體成都世乒賽團體
賽獎牌設計發布賽獎牌設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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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於2月舉行的“國泰2021年

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延至8月31

日上演，在東京奧運有出色表現的張

家朗及何詩蓓，首度奪得男女子“星

中之星”大獎，兩人均表示很高興自

己一直以來的努力得到肯定，這獎項

會成為繼續為港爭光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今屆傑出運動員選舉一共有16個獎項誕
生，其中香港傑出運動員獎改制，由以

往8位得獎者改為男女子各5個得獎名額，而
男女子最高票數得獎者，則成為代表最高榮譽
的“星中之星”。

張家朗重返校園感緊張
今屆10位香港傑出運動員得獎者，均是

在東京奧運及東京殘奧有出色表現的運動員，
東奧金牌得主張家朗及個人奪得兩面東奧銀牌
的何詩蓓，更以大熱姿態首度當選為“星中之
星”。

張家朗認為這個大獎對他而言是一張成績
表，是對他這幾年來努力的肯定：“第一次拿
到這個獎特別有意義，是對我很大的肯定，總
結了我這兩年來的成績，亦提醒我不要就此滿
足，要繼續努力。”連奪奧運金牌及世錦賽亞
軍，張家朗認為連串的好成績最重要是讓自己
收穫了信心，現在比賽時更能放鬆心情及冷靜
應對，不過談及即將重返校園時，這位香港
“劍神”卻坦言會緊張：“好久沒有上過
學，真的會緊張，對好動的運動員而
言要乖乖坐着上課並非易事，但另一
方面亦很期待重返校園生活。”

何詩蓓運動生活取平衡
同樣首度成為“星中之星”的何

詩蓓，則希望藉着這個獎項讓更多人
看到背後團隊的貢獻：“大家會看到
我在場上比賽或得獎，不過背後團隊
的努力卻不是人人可以看到，因此我
想將這個獎項獻給他們，沒有他們的
幫助就沒有今天的我。”在游泳場上
所向披靡，何詩蓓近期更嘗試拍攝
廣告，她認為只有在運動及生活
上取得平衡才能成就一名出色運
動員：“以往我會兼顧讀書，現
在畢業了反而會不習慣，因此想
嘗試其他領域，一個出色運動員
一定要在生活和運動上取得平
衡。”

▶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署理特
派員楊義瑞（左）頒
獎予李慧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攝

◆ 張 家 朗
（右）和何詩蓓
首膺星中之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攝

▶中聯辦宣傳
文體部副部長張國
義（左）頒獎予朱文
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攝

◆香港女子乒
乓球代表隊和硬地
滾球BC4雙打隊伍，
奪得“香港最佳運動組
合”。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攝

◆香港政務
司司長陳國基出
席頒獎禮。
港協暨奧委會

圖片

◆香港文化體
育及旅遊局局長
楊潤雄(左)頒獎予江
旻憓。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攝

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得獎名單
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大獎

香港乒乓總會 香港女子乒乓球代表隊

體育總會 運動員
香港劍擊總會 張家朗

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女運動員大獎
體育總會 運動員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何詩蓓

香港傑出男運動員
體育總會 運動員
香港劍擊總會 張家朗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石偉雄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劉知名
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羽毛球 朱文佳
香港乒乓球總會 黃鎮廷

香港傑出女運動員
體育總會 運動員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公司 李慧詩
香港劍擊總會 江旻憓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劉慕裳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何詩蓓
香港乒乓總會 杜凱琹

香港最佳運動隊伍
體育總會 運動隊伍
香港欖球總會 香港男子七人欖球代表隊

香港最佳運動組合
體育總會 運動組合
香港羽毛球總會 香港羽毛球代表隊

混合雙打（鄧俊文/
謝影雪）

香港傷殘人士體育
協會-硬地滾球

硬地滾球 BC4 雙打
隊伍

2022年9月1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鴻培

◆◆成都世乒賽團體賽獎成都世乒賽團體賽獎
牌設計發布牌設計發布。。

WTTWTT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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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高小雯最近搬了好几次家，但还是总觉得不

安全，之前发生的那件事，让她有了后遗症，一

点小动静就让她心惊肉跳。

开门后被推进卧室

高小雯今年30岁，租住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某小区。高小雯有购物的爱好，疫情期间，因为每

天在家大量网购，快递员上门送快递成为平常事。

2021年3月11日上午，高小雯家传来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是一名身穿快递服的男子上门送

件，高小雯签收快递后，又像往常一样随手放在

门口。

临近中午，高小雯又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我来收快递。”门外的人说。高小雯感到有些

奇怪，自己并没有预约收件，快递员怎么会再次

上门？但想起自己的确有前两天网购的商品需要

退货，也就并未多想。

高小雯把门打开一条缝，门外的确是上午的

那名快递员。他已经换上了便服。高小雯问：

“是来收退货快递吗？”得到肯定答复后，高小

雯称让他在门口等一下，自己去拿快递。

高小雯正蹲在地上翻找着需要退货的快递盒

，突然，门外的男子一只手抓住她的手腕，一手

拿出一把白色水果刀。高小雯被吓了一跳，刚要

呼喊，手腕被男子大力反扭在身后，同时说：

“抢劫！”

男子很快闯进了高小雯家里并关上了门。高

小雯看到他手上的刀，感到十分恐惧，她颤抖着

声音对他说：“你先把刀放下。”

紧接着，高小雯被推搡进了次卧，男子把刀

扔在了卧室的桌子上并将高小雯按倒在了床上。

高小雯脑子一片空白，男子一条腿压住她的整个

身体，另一只手用透明宽胶带缠着她的手腕。高

小雯意识到如果完全被捆住就会失去反抗能力，

开始拼命反抗。

两人几番折腾下来，男子没能顺利捆住她。

发现用胶带捆绑不牢固，男子又从床头拿了一条

红色的领带继续捆高小雯的手。高小雯一边挣扎

一边说：“你不要乱来，我家离派出所很近。”

因为高小雯反抗很激烈，男子放弃继续捆她。

高小雯意识到，对方可能不是想伤害她，可

能是准备劫财。因为房门已经关闭，高小雯只能

尽力与他周旋。眼看强硬的方法不管用，高小雯

放缓语气开始和对方商量。

“你要多少钱？”高小雯问。

“1万元。”男子回答。

事实上，因为长期不工作，高小雯没什么积

蓄，最近网购的钱也是刷信用卡透支的。高小雯

谎称自己做生意失败没有钱，并拿出手机让对方

查看自己的银行卡与支付宝余额。

“确实没有钱，这个月我的信用卡都被刷完

了。”高小雯说。

两人商讨后，男子提出让高小雯无论如何都

必须拿出5000元给他，高小雯同意了。

因为担心被公安机关发现，男子不敢让高小

雯直接转账给他。两人尝试了几种其他转账方式

，一开始，他们准备通过支付宝口令红包，但因

为额度限制失败了，后来又准备通过手机微信发

红包，却又因为提示风险交易无法操作。

几次失败后，男子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他

又要把高小雯往床头拖，并抢夺高小雯手上的胶

带，想再次捆住她。

高小雯意识到对方的情绪不太稳定，又携带

凶器，很有可能会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伤人，这

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钱给他让他离开房间

。高小雯主动提出帮男子用其他人的银行卡转账

，这样转账就不会有额度限制。

男子同意了。一番查找后，男子提供了两张

朋友的银行卡，让高小雯转钱。高小雯想到，如

果转账成功对方继续要钱该怎么办？于是提出让

男子站在门口等她转账，但男子也担心一旦出门

高小雯会立刻关上门不给他转账。

最后双方达成共识，男子站在门口，高小雯

一边输入转账密码一边手握门把手，在输入支付

密码的时候把门打开，一旦转账成功后立刻让他

出去关门。

最终，高小雯通过借贷软件借出5000元并转

到了男子提供的银行卡内。转账时，高小雯的手

还在颤抖。

拿到钱后，男子对高小雯说：“其实我早就

盯上你了。”察觉到高小雯很害怕，男子对高小

雯说：“你别害怕，我只想知道这个钱还用不用

还？”高小雯一心只想让他快点离开，说：“不

用还了，你赶紧走吧。”

男子离开后，高小雯立刻拨打了110报警。

抢劫后男子再次返回

事实上正如其自己所说，这名快递员因为多

次到高小雯家送快递早就盯上了她。

快递员叫张子明，时年22岁。因为经常给高

小雯送快递，张子明注意到高小雯独自一人居住

在这里。当天上午，张子明在为高小雯送快递的

过程中，再次发现她独自一人在家。

下午13时左右，张子明回到快递点后一边打

游戏一边等待新的订单。张子明迷恋一款棋牌类

赌博游戏有一段时间了，送快递赚的钱基本都投

入了赌博网站中。因为多了这项开销，他平时的

收入完全无法支付日常生活。

最近张子明准备回山西老家，发现自己竟然

连坐车回家的钱都没有，于是动了入户抢劫的念

头。几番查找之后，他将目标锁定在了独居的高

小雯身上。

从高小雯手中抢到5000元后，张子明跑到楼

后的土堆处躲了起来。这时，张子明已经不再想

用这些钱回家了，而是想着怎样才能不被公安机

关找到。

为了隐藏违法所得，张子明把全部的钱都充

值进他常玩的棋牌类游戏中，并开始打起了游戏

。在两个小时内，张子明打游戏输掉了2000元。

在打游戏时，张子明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思想

斗争。冷静下来后，一方面，他很后悔实施了抢

劫，另一方面，他也很害怕，不知道该怎样脱身

。在矛盾心理下，他又绕了一条小路，回到了高

小雯家敲门。

高小雯没有给他开门，张子明隔着门对高小

雯说：“这笔钱我会还给你的，每个月发工资时

，我会把钱放在你家门口。”

高小雯听到张子明说以后每个月都会来感到

更加害怕。因为愧疚，张子明在高小雯家门口又

徘徊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准备下楼。刚下几层

台阶后高小雯打开了门，张子明跪下对高小雯磕

了几个头，并对高小雯说：“我以后会好好照顾

你。”说完拔腿就跑。

下午16时，张子明被公安机关抓获。被抓后

，张子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自愿认

罪，高小雯也谅解了对方的行为。

公安机关做完笔录后，高小雯发现自己的手

肿了起来，去医院查验鉴定为软组织损伤。此后

很长一段时间，高小雯都不敢网购，只要有陌生

人接近她，她都会条件反射地产生恐惧。高小雯

查找资料后得知，由于强烈的精神冲击，她很有

可能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经历一段时间

之后才会恢复。

2021年3月13日，张子明被西安市公安局碑

林分局刑事拘留， 5月21日，该案移送西安市碑

林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本案为入户抢劫，主观

恶意性与社会危害性比较大，且女方反抗比较激

烈，很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嫌疑人张子

明属于第一次作案，案件发生过程中的几个细节

也被办案人员注意到，比如，张子明一进门就把

尖刀放在了桌子上，说明他可能并没有想进一步

通过用刀达到某种目的。但其第一次作案的危险

性也不容忽视，这类抢劫案件的嫌疑人一旦逃脱

，今后很有可能会多次犯案。

2021年6月17日，西安市碑林区检察院就该

案向西安市碑林区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

，犯罪嫌疑人张子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

力手段压制被害人反抗，且属于携带凶器入户抢

劫，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应当以抢劫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2021年 11月10日，西安市碑林区法院对本

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张子明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万元。

独居女性更易遭受危险

承办检察官于小格告诉记者：“该案是带有

主观恶意的入户抢劫案件，社会影响恶劣。”

相对于街头抢劫，入户抢劫造成的危害更加

严重。在环境封闭且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持刀

的犯罪者很可能会因为冲动伤害被害人。

在抢劫案件的作案方式上，现在的抢劫方式

与以往不同。承办检察官于小格介绍说，现在的

抢劫案件都会用到手机转账，犯罪者会威胁被害

人转账，或者要求对方提供手机支付密码由嫌疑

人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转钱。

这类入户抢劫案件也有特殊规律。一般情况

下入户抢劫都会提前踩点，规定好路线方案，保

证作案后能够及时撤离现场。在作案对象的选择

上，由于女性相比于男性反抗能力较弱，嫌疑人

会找到落单的女性作为犯罪对象，独居女性很容

易被当作犯罪目标。

在本案中，嫌疑人得知独居女性的地址和身

份信息而产生入户抢劫的念头。由于小区对快递

员上门收件取件一般情况下不会阻拦，独居女性

也多半会毫无防备地给快递员开门，在快递员这

一身份的掩盖下，他们更容易掌握独居女性的地

址以及个人信息，在取送快递的过程中有可能发

生犯罪行为。

相关数据显示，入室犯罪的案件中，独居女

性被选择的概率高达90%。独居女性一旦碰到危

险，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呢？

于小格告诉记者：“在对方拿刀的情况下，一

般不要激烈反抗，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此外，还

应该在家里多准备报警器或者自我保护工具，遭受

伤害时，应保留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独居是不少都市女性选择的生活方式，但在

女性独居过程中，有很多安全问题需要注意，独

居女性要有意识地加强防范意识和措施，不给别

人可乘之机，遇到危险时冷静处理，才有可能有

效地保护自己。

检察官建议，女性独自在家时应尽量避免让

陌生人进入屋内，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对于

声称维修、送快递送外卖的人，开门前要核查清

楚他们的身份和所为事项是否真实。如果条件允

许，应尽量请快递员、外卖员把快递、外卖放进

驿站、小区指定地点等，减少上门取送件的情形

。尽量不在没人的地方与陌生人单独接触。最大

范围减少不安全因素，保护自己的安全。

快递员入户抢劫独居女孩！
冷静下来后，他给她跪了：“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

马吉祥最近很是发愁，为啥？暑假快到了，

幼儿园一放假，儿子虎子就没人看管了。马吉祥

两口子平时忙生意，根本无暇顾及虎子，万般无

奈之下，马吉祥只能向乡下老爹求助了。老爹住

在大河村，那里也是马吉祥长大的地方。

电话里，马吉祥吞吞吐吐地表达了意图，想让

老爹暑假里来带虎子。结果老爹没等他说完就嚷嚷

上了：“城里我是不会再去了！我知道你们两口子

嫌我是乡下人不讲卫生，你们城里我也住不惯！”

原来，老爹到城里看望过孙子几次，但都是匆匆去

匆匆回，几乎每次都是跟小两口不欢而散。一听老

爹坚决不来城里，马吉祥没辙了，只好跟老爹商量

，先把虎子送回大河村待一段时间。

于是，这天一大早，马吉祥就开车带虎子回

去了。离大河村还有一段距离时，他见路边一阵

烟起，边上还围了一些人，便停下车仔细一看，

原来是村里有人去世了，在烧纸马。这是老家的

风俗，村里不论谁去世了，都要烧纸马，意思是

让死者骑着“马”好上路。 马吉祥刚摇下车

窗，虎子就喊了起来：“好香！好香！我饿了！

”接着，他不停地嚷嚷说自己饿了。也怪不得孩

子，一大早马吉祥就开车上路，高速公路上经过

几个服务区都没停车，一口气赶到了大河村。

马吉祥深吸着车窗外飘进来的香味，想着这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会是哪里的饭香呢？忽然

，他感到这香味很熟悉，再看那堆烧过的纸马，

立马明白了。

原来，在他们乡下，人去世后，光烧纸马还

不行，为了让“马”在路上走得快一些，会放上

几个馒头一块儿烧，意思是让纸马吃了好有力气

赶路。等纸马烧完了，那些馒头也烧煳了，不过

揭掉外面焦煳的一层，里面又软又热，吃起来很

香，这种馒头叫纸马馒头。 马吉祥小时候家

里穷，老爹就经常给他抢纸马馒头吃。有次为了

给马吉祥抢纸马馒头，老爹的手都被人踩扁了，

现在还有两根手指头伸不直。

这种馒头马吉祥小时候没少吃，味道确实不

错。车里，虎子饿得直闹腾，马吉祥瞅着烧纸马

的人都走远了，下车捡了根树枝，从灰堆里拨拉

出一个烧焦的馒头，不顾烫手，把外面焦黑的一

层剥掉，让虎子吃里面的瓤。那纸马馒头确实香

，虎子顾不上烫，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馒头全吃

到肚子里去了。 两人到了大河村，老爹见到

孙子，高兴得胡子都翘起来了，可仔细一打量虎

子，他的脸又黑了下来，对马吉祥说：“虎子怎

么被你们养得又瘦又小，跟麻秆似的？”说着，

他赶紧把准备的好吃东西拿出来。可虎子对爷爷

递过来的吃食，一点也不感兴趣。

马吉祥吃完午饭，交代了几句，自己就回城

了。谁知，接下来却把老爹愁坏了，虎子自从到

了这里，啥东西也不想吃，对着面前的饭和菜，

头摇得像個拨浪鼓。

老爹急了，赶紧给马吉祥打电话，问虎子平

时都喜欢吃什么。马吉祥也很无奈，说虎子一直

胃口不好，但现在连饭也不吃了，是怎么回事？

他让虎子接电话，听了半天，终于明白了，虎子

是想吃在路上吃到的纸马馒头。马吉祥吓了一跳

，他可不敢让媳妇知道他给虎子吃了这个，赶紧

躲到一边对老爹说了实情。

这下，老爹生气了，亏他马吉祥自诩城里人

，竟然给虎子吃纸马馒头？现在村里都没人吃这

个了。放下电话，老爹看着任性的虎子，叹了口

气，怎么办？村里不可能天天死人，哪里有那么

多纸马馒头？

这时，老爹看到灶间的火，不由灵机一动，

有了办法。他试着给虎子烤了一个馒头，虎子眉

开眼笑地吃了。老爹放下了心，可想想又有点发

愁，总不能顿顿给虎子吃烤馒头吧？不吃别的可

不成。

隔天，老爹又给马吉祥打电话，马吉祥正忙

着，就对老爹说：“虎子愿意吃东西了就好。唉

，现在的小孩就是难养，想当年我小的时候，就

在咱大河村那河边自己捞鱼吃，不也长大了？我

忙，先不跟你讲了啊……”

老爹听着话筒里“嘟嘟”的声音，鼻子都气

歪了，不过，马吉祥的话倒是提醒了老爹。于是

，老爹带虎子来到村头的大河边，活动了一下筋

骨，就下河去捉鱼，别看他这老胳膊老腿的，还

当真捉上来几条，把虎子乐得手舞足蹈。接着，

老爹在河边用木棍架起野灶，把鱼的内脏去掉，

撒上一点细盐，放在火上烤。这一切都让虎子觉

得特别新鲜，他开心地围着老爹又蹦又跳，烤鱼

也吃得特别香。

老爹心里有数了，他每天准备好新鲜的食材

，带着虎子到河边玩，进行野外烧烤，烤鱼、烤

馒头、烤蘑菇……虎子还学会了游泳，在爷爷的

照看下，在河里游得像模像样。

暑假结束了，马吉祥回大河村接虎子。见到

虎子时，他惊呆了，虎子黑了，高了，也壮了，

更重要的是他胃口变好了，不怎么挑食了。

没想到，偶然碰上的纸马馒头竟然治好了虎

子的毛病。马吉祥不由得对老爹说：“我记得，

咱村里以前有说法，说这纸马馒头吃了能让人长

寿呢。”

老爹哈哈一笑，说道：“你真信？那都是骗

人的。以前大家都穷，吃不饱，总得找个理由去

抢那个纸马馒头吧。人啊，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一个纸马馒头哪有那么神奇啊？是在乡下过的

这段日子治好了虎子的毛病！”

临走时，马吉祥对虎子说：“回城后，爸爸

也给你烤馒头吃。”谁知虎子一甩头：“不，我

只要吃爷爷烤的！”

马吉祥愣了愣，感激地对老爹说：“爹，您

看，为了孙子，您这次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老爹嘴上说：“你们城里我才住不惯呢……

”可低头看看自己被虎子牢牢攥着的手，他笑着

用力点了点头。

纸马馒头

唐贞观年间，有一位宗室公主名叫兰儿，是江夏

郡王李道宗的爱女。她生来娉婷，自幼饱读诗书。

贞观十五年，兰儿年已及笄。这天，一骑快马飞

奔至门前，长安派人来报：“皇上封李兰儿为‘文成

公主’，令李道宗立刻护女进京，不得延顿。”

兰儿的父亲李道宗心里暗道“不妙”。彼时唐王

朝四敌环伺，李世民遂效法汉朝，将宗室公主下嫁番

主，以求一方安宁。宗室之女突然被封为“公主”，

往往将与番邦“和亲”，远嫁边疆。

君命难违，李道宗赶紧收拾行李，陪同女儿前往

京城长安。

进京途中，兰儿忐忑地问：“不知此次将去往何

处？”

李道宗摇摇头，忧心忡忡地说：“这次前来求亲

的，有七个番国的使臣，圣上尚未决定将你远嫁何处

。”

为考验各国番王和使臣的诚意、耐心和智慧，从

夏末到深秋，李世民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出了好几

道刁钻古怪的难题给七个使臣。 先是“九曲穿珠”

，要求把一根松软的毛线穿过一颗内藏九曲孔道的明

珠。睿智的吐蕃使臣禄东赞，在明珠孔道的另一出口

抹上蜜糖，把一根极细的马尾系在蚂蚁的腰部，又把

毛线系在马尾上，将蚂蚁轻轻送进曲孔入口，让蚂蚁

往曲孔深处爬行。最终，蚂蚁从曲里八拐中钻出九曲

孔，带出了毛线。

再是“母马寻驹”，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

驹儿混放在马棚里，要求七国使臣辨认出每一匹母马

的亲生马驹。禄东赞根据马群的特性，把母马和马驹

儿分开关了两天，断绝了马驹儿的饲料和水，却给母

马喂足饲料，让它们奶水充足。第三天一大早，禄东

赞打开闸门，母马急切地呼唤着自己的马驹儿，饥渴

难耐的马驹儿则拼命奔到自己母亲的肚皮下，母与子

紧紧相贴，难题迎刃而解。

又有“速寻归途”，长安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李世

民不打招呼，晚上请使臣们进宫饮酒，酒醉后要使臣

们原路返回馆舍，先到者为胜。心细如发的禄东赞在

第一次入宫时，已经派人在每个拐角处做了记号，尽

管他也饮醉了酒，却轻车熟路，最先回到住处。

难题被禄东赞一一破解，吐蕃使臣暂且占得先机

。但是，等待各番国使臣的，还有一个更难破解的谜

题。

公布谜题

李世民宣布，文成公主出嫁的时间定在正月十五

上元节，并郑重公布了最后一道难题：“花丛选魁”

。

腊八节那天，在大明宫前的广场上，各番国使臣

要从五百名蒙着同样面纱的宫女中，辨认出谁是文成

公主。李世民将亲临现场，亲口宣布花落谁家。

文成公主的花容月貌，朝中大臣无人见过。要从

五百名蒙着面纱的宫娥中找出谁是文成公主，比登天

還难！七国使臣想尽办法，只为打探到一丝有关文成

公主的线索。

禄东赞四下布探，花费重金得到了一个消息

，说文成公主的身上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芳香，

走在花园和阡陌之中，头上常常萦绕着蜜蜂和彩

蝶。可现在正值隆冬，哪里有什么蜂飞蝶舞？禄

东赞没有了前几轮解题得胜的喜悦，在馆舍中坐

卧不安，心急如焚。 兴庆宫中，兰儿也焦急

不安，不知自己将远嫁何处。通过父亲，兰儿了

解到在前几轮激烈竞争中，吐蕃使臣破关夺隘，

连解三道难题，便对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多了些留

意。

兰儿找到人称“吐蕃通”的大唐使节冯德遐，想

知道松赞干布是什么样的人。冯德遐说：“松赞干布

文武双全，重情重义，爱民如子，喜欢诗歌和民歌。

而且我打听到一个重要消息，也许能看出松赞干布的

诚意。”

兰儿急切道：“什么消息？”

“松赞干布依照唐朝皇宫的样式，正在建造一座

名叫‘布达拉宫’的雄伟宫殿，宫殿将有九百九十九

个宫室，金碧辉煌，足见他对此次和亲充满了诚意。

”

兰儿隔帘闻之，感佩不已，芳心已有所属。兰儿

知道，自己的命运，与腊八节那天的“大考”结果息

息相关，她萌生了一个念头，又问冯德遐：“此次吐

蕃使臣过来迎亲，都带了些什么东西？”

冯德遐说：“吐蕃使臣禄东赞，此次带来五千两

黄金，成群的牦牛，好几车藏羚羊皮毛和藏红花。对

了，他还带来一样雪域高原特有的东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兰儿心中已然有了主意。

腊月初八，大明宫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李世民

携长孙皇后兴致勃勃地登上观礼台。

主考官一声令下，五百名年轻美丽的宫女蒙着同

样的面纱出兴庆宫由东而西，从观礼台和各番国迎亲

使臣面前列队款款经过。几个番邦使臣瞪大眼珠，从

眼花缭乱的宫女队伍中，挑选看起来体态婀娜、衣着

华贵的，指认为文成公主。

只有吐蕃使臣禄东赞对走过眼前的宫女无动于衷

，他微闭双眼，气定神闲。

就在宫女队伍快走完时，禄东赞手里牵着的一

条幼年“吐蕃獒犬”兴奋地叫了起来。小獒犬径直

朝一个女子奔跑过去，温顺地依偎在她的脚下，发

出“狺狺”的叫声。吐蕃迎亲使团立刻迎上前去，

将那女子围在中间，匍匐在地，高呼：“吐蕃万众

恭迎文成公主！”

主考官让七位被选中的“文成公主”一一揭开面

纱，只见个个宛如天仙，难辨真假。众人都好奇，谁

才是真正的文成公主？

主考官朗声宣布：“吐蕃迎亲特使禄东赞所选之

女，是大唐皇家的文成公主！”

先前禄东赞得到的情报不假，兰儿自幼身上确

实有一种奇异的香味——那是她父亲李道宗亲自为

爱女用百花调制的香水。香水中有两味特殊药材

——洛阳牡丹和藏红花，让香水芳香异常，引得蜂

蝶萦绕。 那天，当兰儿得知吐蕃使团的迎亲贡礼

中，有一条准备送给长孙皇后作宠物的藏獒幼犬，

便将一小瓶自己用的香水交给冯德遐，托他亲手交

给吐蕃使臣禄东赞。 禄东赞一见香水心领神会，

他让使团里的女奴穿上汉族宫女服饰，蒙上面纱，

每天往身上喷洒那瓶特制香水，并让女奴用上好的

牦牛肉干和驼奶喂养小藏獒。“花丛选魁”时，当

文成公主在宫女队伍中走来，嗅觉灵敏的小藏獒老

远就闻到了熟悉的味道，撒着欢儿地扑了过去，匍

匐在真公主的脚下。

“花魁”选出，主考官宣读圣旨：“正月十五日

，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令江夏郡王李道

宗持节护送进藏，冯德遐为送亲副使，钦此！”皇宫

内外响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声。

文成公主在心中默默念道：“此去经年，莫问归

期，唯愿唐蕃世代亲如一家……”

花丛选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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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休士頓亞洲文化協會德州中心
將於9月3日舉行慶中秋活動，經與
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合作，邀
請台灣攝影大師沈昭良以《舞台》
攝影講座、放映，以及休士頓文化
導覽人演出的嫦娥、三太子舞蹈等
活動，陪大家一起慶祝中秋節。

在台灣傳統節慶裡，各地充斥
著各樣的野台演出活動，包括由卡
車改裝成移動舞台的歌舞秀表演。
攝影師沈昭良，長期追蹤移動式的
舞台車，拍攝成系列性的攝影專輯
及縮時影像，9 月 3 日上午 11:30 將
親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分享《舞
台》攝影背後的大眾娛樂文化，以
及經由他詮釋轉化而成的前衛攝影
作品。

早期從事媒體攝影的沈昭良，
於1993年投入影像專題創作，是台
灣少數持續出版個人攝影專輯的攝
影家，從2005年起投入電子花車的
攝影，至2011年間拍過上百部的電
子花車，集結成《舞台》攝影作品
，經各地美術館邀約，曾先後在日
本、法國、西班牙、美國等各美術
館展覽。台灣高雄美術館也於2013年典藏4件《舞台》攝影
作品。

沈昭良以舞台車為攝影主體，結合周遭環境的表現形式
，凸顯舞台在庶民生活的社會現況，並透過光影的變化表現
舞台超越現實的狀態。這次分享的作品，多數取材於雲林、
嘉義、台南，透過影像的呈現讓觀賞者看到台灣庶民文化的
另一層美感。

攝影之外，由休士頓僑教文化導覽人員陳逸玲推出的嫦
娥故事、三太子舞蹈等節目，也讓亞協中心充滿濃濃的台灣
味，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時間: 9月3日上午11:00
地點: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04
更 多 訊 息 ， 請 聯 結: https://asiasociety.org/texas/events/

mid-autumn-festival-2022

台灣攝影師沈昭良用《舞台》攝影，提早跟休士頓觀眾過中秋

光鹽社健康講座 如何提高慢性病患者的藥物依從性
光鹽社健康講座題目: 如何提高慢性病患者的藥物依從性
講員: 王紅梅教授
活動日期: 2022年9月3日, 星期六
活動時間: 下午2-4點 (美國中部時間 CT)
ZOOM 網 上 會 議 室 鏈 接:https://us02web.zoom.us/j/

86158955319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61 5895 5319
遵守（依從）藥物治療方案是重要的。然而，僅約半數帶著

處方離開醫生診療室的患者會按要求服藥。在患者不依從藥物治
療的眾多原因當中，最常見的是忘記用藥。那麼關鍵的問題就是
：為何患者會忘記？有時，可能藥物治療的副作用，可大大加重
患者的顧慮，導致其不願意遵守治療計劃。不遵醫囑不僅增加醫
療成本，它還可能使生活質量惡化。

王紅梅教授2005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並獲得細胞生物學
博士。2016年畢業於德州南方大學並獲得臨床博士學位，之後在
赫爾曼醫院系統完成住院藥劑師培訓，曾任德州兒童醫院臨床藥
劑師。 王教授現任德州南方大學臨床系助理教授，並獲得藥物
治療專家的認證資格，也就任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臨床藥劑師，
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艾滋病人藥物治療
依從性，治療藥物監測，藥物相互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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