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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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暴力犯罪特別工
作組正在尋求公眾的幫助，以查明一名此前被
稱為“大陰影強盜”的嫌疑人，據稱他本月搶
劫了第三家銀行。

執法部門發布了通緝犯的新照片，希望有
人能認出他。這名被稱為“大陰影強盜”的劫
匪 在6月29日第一次搶劫第一便利銀行時戴著
大號黑色太陽鏡而得名。 9月6日下午1:30左
右，嫌疑人戴著同樣的墨鏡再次搶劫位於休斯
頓西北部第 43 街 1352 號的第一便利銀行另一
個分行，他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偽裝和上
次搶劫時一模一樣。

他走近櫃檯，遞給出納員一張威脅鈔票，
要求現金，同時展示槍。出納員照辦了，給了
嫌疑人一筆數額不詳的錢。然後，他走出銀行

，離開了。
目擊證人說，嫌疑人是一名 20 多歲至 30

多歲的黑人男子，身高約 5 英尺 8 英寸，肌肉
發達，中等身材。從銀行的監控錄像中可以看
出，嫌疑人頭戴黑色芝加哥白襪隊棒球帽、黑
色綁腿式面具、黑色麥哲倫品牌長袖襯衫、深
色褲子和黑白鞋。

警方稱，與嫌疑人有關的第二起搶劫案於
8 月 1 日發生第一便利銀行南格森納路5801 號
的分行。

FBI懸賞五千美元給任何提供嫌疑人身份
的舉報人，請致電滅罪熱線 713-222-8477 報
告信息，只有直接打給滅罪熱線的舉報者可以
匿名，並且有資格獲得現金獎勵。

FBI正在追捕三次搶劫休斯頓銀行的“大陰影強盜”

（本報記者黃梅子）9月7日早上8點10分，警察在內曼巷 1300 號街區的一個集裝箱裡發現
一男一女兩具屍體，根據法醫現場勘察，這兩個人的死亡時間在24小時之內。

現場附近的一名農場工人告訴警察，他在凌晨 3 點 25 分左右聽到槍聲，估計槍殺案發生在
那個時候。

警方隨後接到了附近加油站的報案電話，說有一個人在加油站揮舞著手槍大喊大叫，說自己
剛剛在內曼巷殺了兩個人。警方馬上趕到加油站，抓住了這個神經質的傢伙，嫌疑人對於自己被
抓感到非常興奮，他帶著警察來到了裝有兩具屍體的集裝箱地區，並主動告訴警察說，他打死了
一男一女兩個人，還有一名女性受了傷，跑了。

警察調查後認為，有一群人可能住在集裝箱內，至於槍擊案的原因，還有待警察找到那名負
傷逃跑的女子以後才能知曉。

休斯頓北部的集裝箱內發現2人死亡

（本報記者黃梅子）剛剛過去的勞動節對於
忙碌的工薪族而言是難得的休閒機會，但休斯頓
西南部出現了男性露陰癖，把外出鍛煉的女性嚇
壞了。

一名清早出門鍛煉的女性在經過一條很熱鬧
的街道時，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一名年輕的
男性露陰癖站在一家藥店和乾洗店之間，看到有
女性經過，就迅速地把自己的褲子脫下來，故意
暴露私處。這名女性當時剛剛起床，睡眼朦朧，
所以她認為自己出現了幻覺，她揉了揉眼睛，再
定睛一看，那個男人已經將褲子拉了回去，看上
去沒什麼問題。這名女子搖了搖頭，認為自己看

錯了，於是繼續往前跑。但跑了半英里後，她震
驚地停了下來，因為他看到這個年輕男性露陰癖
又出現在她面前，這次他站在一戶人家的院子裡
，再次對著她拉下褲子。這名女性這一次確認自
己沒看錯，她非常氣憤，認為自己受到了極大的
侮辱，於是她報了警。

這名女性接受電視採訪的時候說，她希望把
這件事情公之於眾，作為一名母親，她特別提醒
女性出門時要提高警惕，尤其母親們不能讓自己
的未成年女兒獨自外出。她說她當時是在一條熱
鬧的街道上慢跑，車來車往的，所以她當時並不
害怕，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後怕。

休斯頓西南部出現男性露陰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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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 克利福德·塔圖姆
在8月24日星期三宣誓就職後承擔了哈裡斯縣
選舉管理員的職責和責任。塔圖姆從地方，州
和國家層面帶來了超過16年的選舉經驗，為哈
裡斯縣的250萬登記選民提供服務。

“我很榮幸能加入哈裡斯縣選舉管理團隊
， 我正在審查和評估當前的選舉過程和程式，
我很高興地說，我們正在為11月的成功選舉做
好準備。我期待著為哈裡斯縣的選民提供服務
，並與一個非常敬業和專業的團隊一起工作，
以確保11月8日的選舉順利進行，“選舉管理
員克利福德塔圖姆說。

本週早些時候，專員法院審查了該辦公室
提前投票和選舉日的投票地點名單。八月的最
後一周為候選人和實體帶來了多個截止日期，
標誌著開始以所需的四種語言（英語，西班牙

文，越南語和中文）建立選票。
邏輯和精度測試定於9月中旬進行。這可以

驗證投票設備和選票正確顯示所有比賽和候選
人，註冊選擇並準確列出結果。這是最終確定
選票的最後一步，一旦測試結束，樣本選票將
張貼 到 www.HarrisVotes.com 作為選民的資源
。

自選舉日起30天內;選民登記截止日期為10
月11日，提前投票於10月24日開始，郵寄選票
申請截止日期為10月28日。該辦公室將於9月
初遷移到NRG Arena，以適應進行這種規模的
選舉所需的操作。

有關即將到來的選舉和截止日期的更多資
訊，請關注推特，臉書和 Instagram 上@Harris-
Votes，或訪問新的 HarrisVotes.com。

克利福德·塔圖姆宣誓就任哈裡斯縣選舉管理員

雙十畫展雙十畫展 師大師大100100
台灣畫台灣畫 -- 話台灣話台灣

錯過了水彩畫家陳榮和 5 月的“回顧與展
望-台灣地貌的變遷”畫展嗎？您還來得及欣賞
。

今年適逢臺師大百年校慶，陳榮和水彩畫
特與休士頓台師大校友會聯䄃於9/24-10/02合
辦 “雙十畫展 師大100 <台灣畫，話台灣> 陳
榮和水繪台灣風土”

我們的家鄉 我們的故事 跟著畫作 走讀台

灣
24幅畫作 + 16張畫作明信片，40幅畫作40

個故里40段歷史
9/24開幕11:30 ~ 12:45
9/24-10/2, 10:30 ~4:00 休士頓僑教中心 ，

策展人 陳意欣 歡迎預約導覽713-269-3975
開幕 美術講座: 寶島長春圖國畫 與 陳榮和

風景水彩畫

茶點招待
陳榮和（1928-2005）二戰後台灣第一代的

水彩畫家, 1950年以水彩和素描第一名畢業於師
範大學美術系第一屆, 是第一代在台灣完成大學
美術教育的畫家。 1973年起, 作品連續11次入
選日本水彩畫會展, 在東京都美術館展出. 臺北
市立美術舘,高雄市立美術館, 順義台灣美術館都
有典藏他的作品。以英國正統式描法見長, 由
印象派到晚期漸呈野獸派風格. 畫作融合多元藝
術與台、日、美文化的薰陶, 為台灣水彩畫的發
展脈絡, 留下精彩動人的篇章。

你知道台灣曾是世界拆船王國嗎? 《高雄拆

船 1977,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台灣經濟起飛時,農村都市化/都市現代化的

景觀 《高雄巷弄 1976, 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50年代台灣貧瘠的美術資源，及台灣第一位人
體模特兒《第九水門畫室附近1983, 台北市立美
術館》

《九份》曾號稱小香港？ 《淡水戀愛巷》,
《鹿港隘門》及《鵝鑾鼻燈塔》的由來？

《農安街》為何混血兒特別多？ ？ 《美濃
》煙樓，《八卦山》之役, 《桃園慈湖禦陵》,
《澎湖跨海大橋 》《太魯閣東西橫貫公路》，
紅葉少棒, 中興新村

二戰後台灣第一代水彩家 陳榮和水繪台灣風土

【美南新聞泉深】9 月 8 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iy）談到烏克蘭東部戰場上的“好
消息”，稱他的軍隊已經從俄羅斯手中奪回了一些城鎮
和鄉村，開源分析人士稱，這看起來像是一次韻深刻而
突然的突襲。

澤倫斯基總統在周三的每日深夜講話中說，他收到
消息稱他的部隊在反攻中解放了哈爾科夫地區的一系列
定居點。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認為，基輔奪回了大約
400 平方公里（154 平方英里）的領土。

澤倫斯基說：“本週我們有來自哈爾科夫州的好消
息。你們所有人很可能都看到了有關烏克蘭捍衛者最近
活動的報導。我認為每個烏克蘭公民都為我們的戰士感
到自豪。”

哈爾科夫地區與俄羅斯接壤，其主要城市哈爾科夫
在莫斯科未能在 2 月 24 日入侵的早期階段佔領該地區
後，但幾個月來一直被俄羅斯導彈襲擊。

儘管有跡象表明該地區的局勢仍然高度不穩定，但
澤倫斯基表示，現在為重新奪回的城鎮和鄉村命名還為
時過早，同時感謝兩個空降旅和一個機械化旅的英勇行
為。

如果這樣的推動力得到證實並保持收益，對基輔來
說將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基輔熱衷於向其西方支持者
表明它可以通過武力改變當地的事實，並應得到持續的
財政和武器支持。

如果布魯塞爾繼續提出限制俄羅斯天然氣價格的提
議，那麼基輔面臨的額外壓力是要證明，在冬季來臨之
前，在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威脅要停止向歐洲
出口所有能源的情況下，結束戰爭。

為提振基輔，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週四表
示，喬·拜登總統已批准向烏克蘭追加 6.75 億美元的武
器，他和其他國防部長在德國開會討論如何繼續長期支
持烏克蘭。

俄羅斯前線節節敗退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智庫戰爭研究所（ISW）每天都在跟踪戰

爭，該研究所表示，烏克蘭軍方周三似乎取得了重大進展。
ISW 說：“烏克蘭軍隊可能在 9 月 7 日使用戰術出其不意

地向俄羅斯控制的哈爾科夫州東部地區領土推進了至少 20 公里
，奪回了大約 400 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羅斯已確認在該地區發生戰鬥，但尚未確認有任何領土損
失，儘管俄羅斯軍事專家運營的未經證實的社交媒體賬戶暗示莫
斯科確實遭受了挫折，需要緊急援助。

烏克蘭總統顧問奧列克西·阿列斯托維奇在 YouTube 上發布
的一段視頻中說，烏克蘭軍隊在巴拉克萊亞鎮讓俄羅斯守軍感到
驚慌失措。

他說：“俄羅斯軍隊說巴拉克萊亞被包圍了，而實際上，我
們的部隊已經走得更遠了。”

該地區的親俄官員羅迪翁·米羅什尼克（Rodion Miroshnik）
在電報頻道上表示，儘管該鎮北部發生戰鬥，但巴拉克萊亞仍掌

握在俄羅斯手中。
路透社無法核實戰場上的說法，但親俄官員、經常被報導過

的烏克蘭人尤里·波多利亞克也表示，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的推
進感到驚訝。

他在電報頻道上寫道：“敵人在巴拉克萊亞附近取得了相當
大的成功，但俄羅斯兵力相對較小……看來俄羅斯軍隊在這次進
攻中睡著了，並在其它地方面臨同樣的挑戰。”

“現在一切似乎都取決於儲備投入戰鬥的速度……俄羅斯損
失慘重。”

能源大戰
數週以來，烏克蘭一直在談論在南部發動大規模反攻，儘管

有關它的細節很少，但它也在進行中。西方軍事分析家認為，俄
羅斯急於增援南方，可能已經暴露在其它地區。

在基輔警告可能不得不關閉核電站以避免災難之後，週四在
烏克蘭俄羅斯控制的紮波羅熱核電站附近地區也發生了激烈的戰
鬥。

普京周三在一次演講中表示，俄羅斯不會失去他所謂的在烏

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他將這次演習描述為試圖先發製人地
保護本國安全免受不斷擴大的北約的影響，但北約已經擴大。

當被問及戰爭的進展時，普京說：“我們沒有失去任何東西
，也不會失去任何東西。”看來這位俄羅斯總統不想承認戰爭的
失敗，不得不面對俄羅斯民眾撒謊。

他還威脅說，如果布魯塞爾通過提議的俄羅斯天然氣價格上
限，他將停止向歐洲供應所有能源，這是西方剝奪克里姆林宮為
戰爭提供資金的最新舉措。

歐洲通常從俄羅斯進口約 40% 的天然氣和 30% 的石油。
美國和法國表示，莫斯科已經將能源作為“武器”來削弱歐

洲對其入侵的反對，俄羅斯天然氣進入歐洲的主要管道 Nord
Stream 1 已關閉進行維護。

但普京否認使用能源作為武器。
俄羅斯天然氣巨頭 Gazprom GAZP.MM 週三表示，今年迄

今為止，俄羅斯對歐盟國家的天然氣輸送量下降了 48%，如果包
括英國，下降幅度總計 49%。

總統澤倫斯基：烏克蘭的部隊在東部大舉奪回城鎮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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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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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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350年老字號年老字號““榮寶齋榮寶齋””推出特色定制咖啡推出特色定制咖啡

浙江臺州浙江臺州：：臺風臺風““軒嵐諾軒嵐諾””逼近逼近 沿海掀起驚濤巨浪沿海掀起驚濤巨浪

浙江臺州浙江臺州，，第第1111號臺風號臺風““軒嵐諾軒嵐諾””已進入我國東海東南部海面已進入我國東海東南部海面，，
並逐漸向浙江近海靠近並逐漸向浙江近海靠近。。當天下午當天下午，，溫嶺市石塘鎮金沙灘海域掀起十米溫嶺市石塘鎮金沙灘海域掀起十米
多高的驚濤巨浪多高的驚濤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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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伊麗莎白二世去世，享年 96 歲

【美南新聞泉深】伊麗莎白女王是一位深受愛戴的領袖，
1952 年 25 歲登上王位，是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於9月8
日週四在蘇格蘭的巴爾莫勒爾城堡莊園去世，享年她96歲。

伊麗莎白的醫生週四早些時候表示，他們“擔心女王陛下的
健康”，並且她正在巴爾莫勒爾醫院在醫療監督下“舒適地休息
”。

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公爵丈夫菲利普親王於 2021 年 4 月去
世，享年 99 歲。伊麗莎白和菲利普結婚 70 多年，育有四個孩子
：查爾斯王子、安妮公主、安德魯王子和愛德華王子。

從被家人稱為“莉莉貝特”的捲發小女孩，到喜歡寬檐帽、
精心設計的亮眼時尚和合腳的鞋子的優雅戴眼鏡的曾祖母，女王
一直是在她多次訪問世界各地的英聯邦國家時的最愛。

她停下來與公眾握手並簡短聊天的“走動”似乎強化了她的
一次性評論，“我必須被人相信。”

但出現在公眾面前並不意味著她的觀眾一定知道她的一切。
媒體從未像美國總統那樣挖掘女王的私生活。

眾所周知的事情包括：女王喜歡柯基犬（據報導，她一生中
擁有超過 30 只）和純種馬，據說與杜邦內（Dubonnet） 一起喝
過杜松子酒，並且對蘇格蘭鄉村舞蹈和在鄉村散步很感興趣。

其它報導稱，她喜歡拼圖遊戲，2011 年，有多個故事說她
在孫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給她看了他們的 iPad 後為自己訂購
了一台 iPad。

總而言之，關於某人的大量個人信息，她長期以來一直是她
的受試者生活中令人放心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她在公共場合顯得面帶微笑和快樂，女王也會遇
到她的逆境——從戰爭到她四個孩子中三個的離婚，1997 年她
迷人的兒媳戴安娜王妃的去世，以及 1992 年的火災嚴重損壞了
她的官邸之一溫莎城堡。她一生中不變的似乎是一種責任感和自
律感。

1926 年 4 月 21 日出生於外祖父倫敦的家中，名叫伊麗莎
白·亞歷山德拉·瑪麗，未來的女王與她的妹妹瑪格麗特·羅斯一
起在家中接受私人教育。即使是小時候，她也被認為是明智和乖
巧的。

當她的叔叔愛德華八世於 1936 年退位與美國離婚的沃利斯·
辛普森結婚時，伊麗莎白的父親成為了喬治六世國王，而她是下
一個王位繼承人。

隨著二戰的爆發，伊麗莎白和瑪格麗特先後搬到了蘇格蘭的
巴爾莫勒爾城堡，然後又搬到了溫莎城堡。在 1940 年對其他疏
散兒童的廣播講話中，當時 14 歲的伊麗莎白展示了她的勇氣，
她說：“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最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在她 21 歲生日那天向英聯邦廣播時，她承諾：“我在你們
所有人面前宣布，我的一生，無論長短，都將致力於為您和我們
偉大的皇室服務。”

伊麗莎白於 1947 年 11 月 20 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與希臘和
丹麥的菲利普親王結婚，據說她在 13 歲時第一次愛上了他。在
最初對伊麗莎白嫁給外國人表示不滿之後，菲利普的運動能力、
良好的技巧和直率的言辭為王室增添了獨特的魅力。伊麗莎白在
他面前喜氣洋洋，他們有一個兒子和女兒，而她還沒有擔任君主
的義務。

1952 年 2 月 6 日，伊麗莎白在與丈夫前往肯尼亞旅行時收
到父親去世的消息，享年 56 歲，死因是癌症。

在他們立即返回倫敦後，伊麗莎白（現在的女王）和菲利普
搬進了白金漢宮，這將是她餘生的主要住所。

1953 年 6 月 2 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後，她因試圖使君
主制現代化並與她的臣民進行更多的個人接觸而聞名——從花園
派對到邀請來自英國各地的 100 對分享她的婚禮日期的夫婦參加
慶祝活動——她的 25 週年紀念日。

伊麗莎白對職責的奉獻和終身服務使她成為英國和英聯邦的

重要傀儡。女王將公共和志願服務視為她角色中最重要的方面之
一。她與 600 多個慈善機構、軍事協會和公共服務組織有聯繫。
她的讚助涵蓋了廣泛的問題，包括年輕人的機會和野生動物的保
護等。

伊麗莎白也以保持冷靜的能力而聞名。 1981 年，在慶祝她
生日的閱兵儀式上，當她騎著緬甸馬（後來發現它們是空白的）
沿著購物中心向下時，從近距離向她的方向開了六槍。伊麗莎白
因控制受驚馬的技巧而受到稱讚。

一年後，她在宮殿的臥室裡醒來，發現一個入侵者坐在她的
床尾。她冷靜地拿起電話叫了警察，然後和他聊天，直到救援到
來。

在她的整個任期內，女王還以身體健康著稱。最近幾個月，
當她被建議為了健康而減少雞尾酒的攝入時，女王的健康狀況成
為了公眾的猜測。不久之後，伊麗莎白在被告知休息後在醫院住
了一晚。宮殿當時說，她第二天回到了溫莎城堡。

2022 年 2 月 20 日，女王的 COVID-19 檢測呈陽性。根據
白金漢宮的說法，她出現了輕微的感冒症狀，但仍計劃繼續工作
。這一診斷引起了英國政界的關注和祝愿。皇宮指出，女王已完
全接種疫苗並進行了加強注射。

女王此前曾在 2020 年大流行初期向全國發表過兩次電視講
話，並試圖以身作則。由于冠狀病毒的限制，她讓人們知道她已
經接種了疫苗，並在她結婚 72 年的丈夫的葬禮上獨自坐著。

當她去世時，伊麗莎白是旅行最廣泛的英國國家元首和結婚
時間最長的英國君主。她的統治時間比英國歷史上任何其他君主
都長，在她長達數十年的統治期間成為了一個備受喜愛和尊敬的
人物。 2022 年 2 月 6 日，她達到了登基 70 週年的里程碑，並
於 6 月與白金禧年一起慶祝這一時刻。

伊麗莎白身後有四個孩子、八個孫子和十二個曾孫。她73
歲的長子查爾斯是王位的第一順位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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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9月8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于大海

中國全國體操錦標賽於9月4日至9日在杭州黃
龍體育館舉辦。根據競賽規程，資格賽排名前

24的運動員有資格參加全能決賽，每支隊伍最多有
3人晉級決賽，以資格賽和決賽成績之和決定個人
全能名次。此前的男子資格賽上，湖南隊張博恒以
88.000分排名第一，領先第二名浙江隊小將楊皓楠
高達2.450分，江蘇隊老將孫煒緊隨其後。

張博恒在決賽的自由體操項目率先出場，憑藉
出色發揮逐步擴大分差，最終以總分174.900分奪
得冠軍。楊皓楠在第二輪鞍馬出現掉械失誤，孫煒
實現反超。在最後一輪單槓項目上，楊皓楠意外掉
械扭傷腳踝，被迫終止比賽。

據中國國家體育總局體操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
葉振南介紹，楊皓楠原先是國家青年隊隊員，東京
奧運會後進入國家集訓隊，他的優勢項目是跳馬和
自由體操。目前來看像是韌帶扭傷，但具體傷情需
到醫院認真診斷。最終，孫煒以170.950分奪得全
能第二，湖南隊楊家興以169.050分奪得全能第
三。

這是張博恒第一次奪得成年組全國比賽的全能
冠軍。張博恒在去年世錦賽上曾力克日本的奧運冠
軍橋本大輝奪得男子個人全能冠軍。他表示，儘管

國際國內奪冠的順序跟別人不太一樣，但因為國內
全能選手也都特別厲害，所以感覺同樣開心。“希
望（這枚金牌）能寫上我的全能時代。”張博恒
說。

儘管以絕對優勢領先進入全能決賽，但張博恒
直到第三項吊環結束後才鬆了一口氣，各種活躍氣
氛的搞怪表情又回到了臉上。他透露，以自由體操
開場時，自己總會不自覺地緊張。他對自己決賽的
要求，其實是希望分數能超過資格賽。可惜的是最
後一項單槓略有失誤，不過這也是成長道路上的收
穫。

孫煒苦練單槓越槓動作有收成
奪得銀牌的孫煒表示，這次最大的挑戰是自己

的身體狀況，心態則比前兩年穩重許多，希望這次
比賽結束後能“跟身體好好磨合”。在單槓項目
上，孫煒成功展示了一套優質動作，下法站穩時，
他開心地向場邊致敬慶祝。“終於鬆了一口氣。就
像未出生的孩子出生了一樣，肯定會開心。”孫煒
賽後說。他表示，自己最近大半年一直在苦練單槓
的越槓動作。這一動作他才剛練兩年，因此這次成
功也是一種鼓勵。 ◆新華社

稱霸體操世錦賽後再首奪全錦賽全能冠軍

U18女籃亞錦賽中國大勝印尼

國家籃球名宿為中國籃球名人堂建言獻策

在當地時間6日進行的國際籃聯U18女籃亞
錦賽小組賽首戰中，中國國家U18女籃91：30
大勝印尼U18女籃。本次U18女籃亞錦賽於9月
5日至11日在班加羅爾舉行。此次參賽，中國與
日本、中國台北、印尼一同分在B組。獲得本屆
比賽前四名的球隊，將得到明年U19世青賽門
票。

為備戰本次比賽，中國籃球協會於6月12日

開始組織大集訓，前期有超過20名從全國選拔
來的優秀青年運動員參與集訓。

集訓第一階段着重進行了基本功和體能訓
練，同時統一全隊戰術思想，隊伍的實力和水平
在這一階段得到提高。第二階段球隊與北京女
籃、上海女籃一隊進行了多場教學賽，以賽代
練，檢驗了訓練成果，豐富了運動員的場上經
驗，提高了球隊的競技狀態。最終，根據集訓期

間球員們的訓練及比賽表現，確定了12人出征
名單。

本次比賽中，中國隊的主要對手是澳洲、新
西蘭、韓國和與中國同小組的日本。

據中國籃球之隊消息，國家U18女籃的參賽
目標就是通過比賽鍛煉隊伍，積累國際大賽的寶
貴經驗，爭取最好成績，並為中國女籃國家隊儲
備後備人才。 ◆中新網

◆張博恒（右四）在頒獎儀式上。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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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奧委會7日在北京召開特別全
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高志丹為中
國奧委會新任主席。會議還表決通過《中
國奧委會2021年工作報告》，審議通過
中國奧委會部分人事變更提案。

高志丹在當選主席後表示，過去六
年，中國奧委會圓滿完成東京奧運會和北
京冬奧會備賽參賽任務、推動中國奧林匹
克運動實現跨越式發展，並感謝苟仲文同
志在擔任主席期間為中國體育和奧林匹克
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

高志丹強調，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中
國奧委會將繼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大力弘揚北京冬奧
精神和奧林匹克精神，全力做好巴黎奧運
會、米蘭冬奧會和杭州亞運會備賽參賽工
作，為加快建成體育強國、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以實際行
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會議由中國奧委會副主席李穎川主
持。在京委員現場參會，京外委員以視頻
形式參會。 ◆新華社

◆◆高志丹當選中國奧委會主席高志丹當選中國奧委會主席。。新華社新華社

望譜出我的全能時代望譜出我的全能時代
張博張博恒恒：：

世錦賽冠軍張博

恒，日前終於奪得個人

首枚全國體操錦標賽(全錦

賽)男子全能金牌，他賽後

坦言望能譜寫出他的全

能時代。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楊浩然）在上年

贏得體操世錦賽金牌的張博
恒，日前再於中國全國錦標賽稱

霸，這位22歲選手取得成功，教練陳
偉可謂居功至偉。
據傳媒報道，張博恒小時候是個頑皮又愛

哭的孩子，訓練也時常不太集中，不過教練陳
偉卻成為其伯樂，2010年開始帶張博恒後，把他
從長沙市業餘體校帶到了湖南省隊，然後師徒倆一
路走到了國家隊的高平台。
陳偉之前曾表示，由於張博恒的成長過程有點

“速成”，所以更加需要大賽的磨練：“張博恒從小就
是我帶，當時在湖南隊我的隊員很多，他年紀最小，所
以在他身上的投入並不多，只有一些基本功、基礎能力
的培養。2018年他進入國家隊，短短三年學到了很多高
難度、發展了很多高難度動作，我認為他非常需要比賽來
加以磨練動作的熟練度、比賽心態、抗壓能力和掌控力，
這對他意義重大。”

至於張博恒曾表示，自己剛進入省隊時就是陳指導
帶着自己，所以兩人感情很深，更指陳指導就像自己父親
一樣。在上年贏得世錦賽後，張博恒就對陳偉表達了感
激之情：“特別感謝陳導的陪伴，我們都是湖南人，家
人也在湖南，但陳導為了我曾一整年留在北京，每天盡
心盡力指導我，沒有他我肯定拿不到金牌，所以我一
定會更加努力，不能辜負像陳導這樣一直幫助我的
人。”

事實上，在張博恒的社交平台也很常看到他
和陳偉的合照；有媒體亦表示，張博恒在採訪
時也經常主動提起陳指導，足證
二人感情之好。

張
博
恒
與
教
練
陳
偉
師
徒
情
深

◆張博恒與
教練陳偉（左）
感情深厚。

新華社

◆◆ 孫煒在鞍孫煒在鞍
馬比賽中馬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2022年中國籃球名人堂的舉薦活動正在進
行。郭玉佩、馬躍南、宋曉波、叢學娣等幾位中
國籃球名宿日前接受採訪時，對中國籃球名人堂
的推出表示歡迎，同時也為名人堂的工作建言獻
策。

新中國第一批國際級籃球裁判員之一郭玉佩
說，名人堂可以激勵廣大青少年熱愛籃球運動，
樹立榮譽感、進取心，努力把自己培養成為德、
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

在郭玉佩看來，中國籃球名人堂舉薦活動既
是好事、喜事，也是難事，因為這涉及對眾多人
物的評價。

原中國女籃主教練、中國籃協教練委員會常
委馬躍南說，名人堂的啟動對籃球的發展和體育

文化傳承都有推動作用。“籃球也是文化教育的
一部分，歷史需要傳承。名人堂是對我們一代一
代的籃球工作者的宣傳，也是對年輕一代的激

勵，這個事業需要一代一代的人去努力。我想還
是在完成的過程中不斷去完善。”

原中國女籃隊長宋曉波表示，中國籃球名人
堂是特別好的一件事，因為這關乎中國籃球的傳
承。她說：“傳承，首先就是要記錄歷史。籃球
已經傳入中國100多年了，湧現出來很多傑出人
物，他們是為中國籃球作出貢獻的前輩。但是我
們籃球文化建設上有斷層，沒有把這段歷史完整
地記錄下來。”

代表中國女籃獲得1984年奧運會銅牌、
1992年奧運會銀牌的叢學娣表示：“籃球不僅僅
是一項運動，更是可以讓人們為之追求為之奮鬥
一生的事業，中國籃球事業也是通過幾代人的努
力拚搏發展而來的。” ◆新華社

◆◆馬躍南希望名人堂的啟動對籃球的發展和馬躍南希望名人堂的啟動對籃球的發展和
體育文化傳承都有推動作用體育文化傳承都有推動作用。。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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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

架案二审18日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江西高院)开庭审理，当日18时许，该案首

日庭审结束，法庭宣布休庭，8月19日上午继

续开庭审理。

庭上，劳荣枝强调自己 48 岁，从未整容

，否认她和法子英是情侣关系。她认为自己

是师范毕业，又是小学老师，是个“傻白甜

”“挺诚实”。

劳荣枝还推翻了此前供述，否认犯故意

杀人罪，并认为绑架、抢劫行为也是受法子

英逼迫，她并未共谋，不是主犯，而是胁从

犯。

庭审现场：劳荣枝精神状态良好，吐词咬字

清晰

当日8时许，江西南昌气温接近38℃，江

西高院外已人头攒动，众多对此案关注的民

众自发汇聚在法院外等待庭审消息，部分提

前申请了旁听的民众陆续进入法院内收看庭

审现场实时转播。

9时 30分，劳荣枝穿着疫情防护服在法警

的带领下进入庭审现场。记者了解到，此次

庭审，劳荣枝家人为其更换了辩护律师。

庭审伊始，检察员以及劳荣枝辩护人对

庭前会议的相关内容发表意见。在庭前会议

中，劳荣枝及其辩护人不申请回避，同意案

件公开审理。劳荣枝及其辩护人对该案件管

辖权提出异议，后被法庭依法驳回。

记者在庭审现场看到，劳荣枝精神状态

良好，吐词咬字清晰，且语速较快。

在下午的庭审中，该案审判长表示本次

庭审将主要围绕“一审认定的劳荣枝构成故

意杀人罪的证据是否充分”“劳荣枝应该被

认定为主犯还是胁从犯”“一审量刑是否过

重”等多项问题进行讨论。

劳荣枝不承认“故意杀人罪”

看过新闻中法子英被枪决的部分视频

“我不承认我犯了故意杀人罪，我只承

认我被动参与了绑架罪。”劳荣枝在庭审现

场多次表示且不承认“故意杀人罪”，在谈

及与法子英交往的过程，劳荣枝不时掩面哭

泣，声音哽咽，表示“后悔卷入这样的事情

中”。

劳荣枝在庭审中说，“我今年 48 岁，未

做任何整形。”她还多次提到知晓有媒体以

及其他人员旁听，她知道自己的案件会上

“今日头条”平台。劳荣枝多次未就法官指

定的情节发言，被法官和她的辩护人提醒。

此次开庭，劳荣枝还提到，她曾在 2000

年的时候看过央视《今日说法》节目关于法

子英被枪决的部分视频，但后面部分均未看

，所以 4 起案件中，除合肥案知道法子英杀

人外，前三起案件均不知道法子英杀人。杀

人行为是法子英所为，她在厦门落网后才知

道前三起案件有多人遇害。自己一直被法子

英性侵、法子英以她家人的安危等言语胁迫

她跟从法子英在各地流动。

在劳荣枝的描述中，法子英穷凶极恶、

相貌丑陋、好逸恶劳、自以为是。她认为自

己是师范毕业，又是小学老师，是个“傻白

甜”“挺诚实”。公诉人问她温州案中，她

为什么单独取钱，被银行工作人员认出不是

本人还应对自如，她称是法子英教她的，她

形容离开时两名被害人还“好好的”，她一

直被法子英控制、胁迫，跟法子英在一起自

己精神涣散。说到这里时，劳荣枝开始哽咽

。公诉人询问劳荣枝，被害人被控制了，为

何还称她们好好的？她再次强调法子英对她

的控制，并称“我逃避他（法子英），我觉

得天空都是蓝的。”

庭审中，谈及自己被法子英“强奸”几

度堕胎等情况时，劳荣枝数次哽咽落泪

劳荣枝否认和法子英是情侣关系

称被法子英“强奸”流产多次

检方以及合议庭分别对劳荣枝进行了讯

问，辩护人对劳荣枝进行了询问。

劳荣枝在询问阶段，讲述她在九江生活期

间被法子英“强奸”，半年之内两度堕胎，堕

胎时法子英也没有陪同，小产期间还被法子英

“侵犯”。此后还被法子英“强奸”怀孕过，

堕胎的第二三天又被法子英“强奸”。

据劳荣枝讲述，她此前是一名小学语文

教师。1995 年初，她通过朋友认识了开公司

的法子英，听法子英说过他曾因打架服刑。

在认识且见面多次后，一次回家时间太晚，

就被法子英“强奸”了，此后半年内两度堕

胎。劳荣枝称，她很传统、单纯，认为自己

不是处女就嫁不出去了，当时法子英告诉她

，他犯了案，让她跟他一起逃，否则就会杀

害她的家人，所以她就和法子英离开了九江

。

劳荣枝称自己多次想要和法子英分手，

她喜欢有学历、有正式工作的人，当时有名

当警察的同学正追求她，她的家人也很支持

。但法子英不允许，1995 年她被迫停薪留职

。

二审法庭上，劳荣枝否认她和法子英是

情侣关系。公诉人提到，她在庭上回答辩护

人询问时，说自己在温州案中租房回去要跟

“家人”商量，公诉人询问她为什么称法子

英为家人？劳荣枝在庭上反问称，“难道说

他（法子英）是自己男朋友、情人？他都不

是。”

劳荣枝还推翻了此前供述，否认犯故意

杀人罪，并认为绑架、抢劫行为也是受法子

英逼迫，她并未共谋，不是主犯，而是胁从

犯。劳荣枝还否认一审认定多项情形，其中

包括否认她和法子英系情侣关系，否认她在

南昌案中捆绑熊某、温州案中捆绑两名被害

人的行为，否认南昌案中她提出“放火烧指

纹”“剪掉电话线”，称逃离南昌前熊某还

活着，还否认坐台为物色“猴子”等多项细

节。

检方认为，从法子英、劳荣枝的供述以

及证人证言中，都能证明劳荣枝系南昌灭门

案、温州出租屋杀人案的共犯，劳荣枝之前

供述与今天当庭陈述互相矛盾。

此前，2021 年 9月 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劳荣枝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

告人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

，劳荣枝当庭表示上诉。

记者了解到，劳荣枝二哥劳声桥及“南

昌灭门案”被害人熊启义弟弟熊启重均旁听

了此次庭审。熊启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需要劳荣枝家属的经济赔偿，希望维持

一审原判；劳声桥则表示如维持原判，将继

续上诉。

劳荣枝案二审于19日继续庭审。

劳荣枝的辩护人 18 日表示，或将有新的

证据提交法庭。19 日的庭审，检辩双方将对

“常州绑架案”、“合肥绑架杀人案”两起

案件进行举证质证，双方还将展开新一轮法

庭辩论。

劳荣枝二审细节曝光：
自称是个“傻白甜”，“挺诚实”

嘉靖年间，江州城有个叫李保的年轻人，他

原是逃难至此的外乡人，入赘当地一户人家，租

了张大户位于城外的三亩水田，种粮为生。

这天，李保早早出了门，准备去水田看看。

经过张大户家门口时，张家的管事张二把李保叫

了过去。

原来，张大户最近攀上了一位京官，京官派

了府中管家过来传话，说是一个月后上门拜访。

管家还说，自家大人曾说过江州美食“雁归来”

滋味不错，张大户立即命张二去安排。张二刚好

出门遇见了李保，就让他去操办。

李保一听，有点为难。这“雁归来”其实就

是大雁的嗉囊，每年秋天大雁南迁，春天才返回

北方繁殖，其中有一部分就停留在了不南不北的

江州城。有些讲究的吃客认为大雁去的地方遍地

都是珍奇野果，过了冬，作为贮藏食物之处的嗉

囊内就会留有天地精华，食之可延年益寿，百病

不侵，于是便有了这道菜。

做这道菜，要由手艺精湛的厨子亲自动手宰

杀大雁，掏出嗉囊后，不剖开，只是打个小洞，

挤出里面的硬颗粒，留下糜状物，再以草药包裹

腌制去除异味，待到贵客上门，整个上蒸笼蒸透

，再摆盘上桌。这道菜浓香扑鼻，口感既糯又脆

，且带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莫名滋味，让爱吃的人

如痴如醉，厌恶的人提之作呕。

李保自然没有这种口福，不过，按本地习俗

，一盘雁归来至少要十三个嗉囊，也就是要杀十

三只大雁。他觉得太过残忍，便支吾道：“这

……张爷，您看我田里青苗正在抽穗，走不开，

要不，您找别人？”

张二不高兴地说：“我说李保，这天大的好

事我可只想到了你，别不识好歹呀！你要不去，

明年你那几亩田就别想种了；你要办成了，老爷

一高兴，说不定就免了你的租金。”

话说到这份上，李保哪还敢推辞，只得答应

了。张二顺手就扔了一串钱过来。

李保来到了菜市场，一打听，才知道大雁的

嗉囊要跟猎人预订，而且价格不菲，张二给的那

点钱连订金也不够。这可怎么办？完不成任务，

明年可就没活路了。

李保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他虽然是入赘，

但妻子桂花一向温婉贤淑，夫妻感情极好。桂花

见他神色不对，忙问出了什么事。李保长叹一声

，对她说了实情。桂花听了也很是担忧，连声问

道：“这可怎么办呀？要不，咱们跟他们实话实

说。”李保连连摇头说：“不行，惹恼了张二，

也就是惹恼了张大户，到时把田收回去怎么办？

唉，实在不行，我自己去捕吧。”

于是，李保去村里的猎户家借了几个捕兽夹

子，又把玉米、小麦蒸熟，做了些诱饵。

第二天，李保早早起了床。桂花听到动静醒

了，说：“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吧？两个人总比

一个人有把握些。”李保摆摆手说：“算了，哪

有女人去打猎的。”说完，他便往城外走去。

城外的沼泽地人迹罕至，大雁却最喜欢在此

聚集。不过，可能是因为“雁归来”这道美食风

靡一时，大雁已经被人捕得机敏异常了，李保忙

了一整天也没捕到一只。

天黑时，李保郁闷地回到家，却发现桂花不

在家中，找邻居一问，才知道今早他走后不久，

桂花也出了门。李保猛地想到她说要一起去捕大

雁，心里一惊，她该不会真去了吧？那地方可到

处都是泥潭，人陷进去就完了！他急忙又赶去了

沼泽地，此时天色已黑，他拼命呼唤妻子的名字

，但没有任何回答。

第二天一早，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李保在沼

泽地里找到了妻子的一只鞋，顿时昏死過去。醒

来后，他就疯了，整天张开两只胳膊作大雁飞行

状，见人就凑上去痴笑说：“你看，我像不像只

大雁？”

这天夜里，李保照旧在城里发疯，他伸手拦

住一个路人，“嘿嘿”傻笑：“你看，我像不像

一只大雁？”出人意料的是，那人不像别人那样

或嫌弃或捶打他，而是怜惜地摸了摸他枯槁的脸

，说：“没错，你真像一只大雁。”

那人将李保带回家中，给他做了顿好吃的。

饿了好些天的李保狼吞虎咽，吃着吃着突然停了

下来，这饭菜熟悉的味道让他想到了妻子，他看

向对方，那是一个双眼流泪的女人。猛地，李保

的神智恢复了过来，失声叫道：“桂花，怎么是

你？你没死？”

桂花含泪告诉他，自己已经死了。那天，她跟

在李保后面也去了沼泽地，因为不熟悉地形，陷进

了泥潭里。她死后，凭着一腔对他的念想，将魂魄

附在了一只刚死的大雁身上。李保恍恍惚惚地揉了

揉眼睛，眼前的妻子消失了，地上却真的有一只大

雁，而且，桌上还有吃剩下的饭菜。当下，他再无

怀疑，一把抱住大雁失声痛哭了起来。

打那以后，一到夜里，大雁便化作人形，给

李保做饭、缝补；到了天亮，她就会再次变成大

雁，相伴李保左右。

再说张二，见李保疯了，而且剩下的时间也

不多了，开始着急起来，于是，他找了真正的猎

户订货。猎户一出手，再精明的大雁也纷纷被打

下来。每打一只，猎人就送去张家，而张家的厨

子便将其腌制起来。

本来按照猎人的速度，在京官来之前凑齐十

三个嗉囊并非难事，可不知怎的，在得了十二个

之后，沼泽里的大雁突然就全消失了，一只也见

不到了。人们猜测，大雁是为躲避危险飞到别处

了。这下张家可算是遇到了大麻烦。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京官要来的前一

天。张大户天天催张二，张二也急得不行。突然，

有人告知李保家里养了只大雁，张二赶紧跑去查看

，果然看到李保正抱着一只大雁轻声诉说着什么。

张二上前要夺，李保抱紧大雁怒目相对。张

二以为他还疯着，有点害怕，只得好言相劝：

“李保呀，你把大雁卖给我，我给你一两……不

，二两银子。”

李保只是抱着大雁不开口。张二一路加到十

两银子，见李保还是不卖，只好去跟张大户说。

张大户听了，心里却松了口气，只要有大雁，一

切都好办。

张大户亲自来到李保家，对他说：“我知道

你老婆死了，你很伤心，可她的死跟我没有任何

关系，所以我们撇开这件事谈吧。”

随即，张大户开价二十两银子，然后一路加

到了五十两，李保仍是毫不动心，还摇头说：

“不卖，大雁是我的老婆，不能卖。”见他这么

死心眼，张大户有些不耐烦了，说：“这样，我

也不啰唆了，一口价，大雁给我，城北那三亩水

田就归你。”

在张大户看来，李保对这个条件是绝对不会

拒绝的，因为对一个佃户来说，田就是一切，有

了自家的田，就可以不做佃户不交租了。哪知李

保还是抱着大雁，死活也不肯答应。

张大户恼羞成怒，叫张二取来那三亩水田的

地契，扔在李保面前，说：“今天你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说着，便叫张二带了一群家丁将

李保摁倒在地，不顾他的哀求和号哭，硬生生从

他怀里抢走了大雁，又叫来自家厨子，当着李保

的面宰杀大雁。

那厨子手脚利落地杀了大雁，把手往它颈下

一探，面露怪异之色，又一探，突然一屁股跌坐

在地上，怪叫道：“这、这大雁没嗉囊的！”

这怎么可能，没了嗉囊它怎么活？张大户不

信，叫厨子剖开大雁，果然，其他物件齐全，唯

独少了嗉囊，众人都呆住了。

张大户回过神来，把死大雁狠狠地扔在李保

身边，吼道：“你这疯子，肯定是使了妖法，来

呀，给我狠狠地打！”

一声令下，张二和众家丁一哄而上。李保只

是紧紧地抱着大雁，一声不吭地任由他们打。

这桩稀奇事很快在城里传开了，传着传着，

就传到了已经进入县城的京官耳朵里。为了避嫌

，京官没去张大户家，而是去了县衙。

很快，县太爷便以张大户为逞口舌之欲，逼

疯李保，纵容奴仆殴打百姓为由，将他抓了起来

，又深挖出了他更多的恶行，最终，判了他和张

二流放三千里，家产充公。而张大户用来交换大

雁的那三亩水田，则归李保所有。

雁归来

起初，胖女孩阿张看不起比纸还要单薄的小

凌。

但后来又不得不正视这个女孩。

军训第三天，阿张才注意到这个模样呆呆的

女孩——小凌。她是瞪大眼睛、迎风流泪的框架

兵，在烈日阳光下可以全然纹丝不动，像一棵树

。无论谁误碰到谁，小凌都第一个道歉，一连五

排每一个人都习惯了她的低眉顺眼，窄窄的肩膀

，勒着最紧的腰带，却没能记清楚她的模样。

久雨乍晴。

汗水痒痒地在脸上划过，把高温的阳光融化

进酸涩的眼角。已经站了一下午，阿张胖胖的身

子开始侧歪，脚底板软绵绵，像是被灼热的地面

煮熟了。

好饿。阿张想着晚上去东食堂挑一个烤包子

的窗口，但是紧张的休息时间不允许她这样做，

心里痒痒的。对晚饭的遐想牵动四肢摇摆，阿张

明显地动了。年轻气盛的女教官厉声呵斥，“站

好！所有人再加十分钟军姿。”

阿张侧着头，假装若无其事，另有其人。果

然大家都把哀怨的目光投射在不远处的小凌身上

，但小凌木桩一样站着，那么安静。

军训结束，偶尔也能在同学们的回忆中听到

那次新生入学的不愉快经历，“都是因为五排那

个不说话但捣怪的女生，累得我们腰酸背痛。”

可阿张清楚。一场兵荒马乱的嫁祸栽赃使得

阿张总避着小凌走，即使恰巧被分配到了同一节

心理团辅课，阿张也不愿和小凌并排坐。

学长们别出心裁地为这一届的新生们准备了

破冰的小游戏。大家刚踏进校园没多久，彼此并

不熟悉，每个人随即分配一个“小天使”，每周

都要为自己送上暖心问候;作为“幸运儿”的自

己也必须成为他人的“小天使”，把温暖传递下

去。阿张抽中了小凌，她好苦恼“送祝福”这个

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她对于小凌的认知几乎空白

，阿张心想，如果小天使和幸运儿原本就是相识

相知的好朋友，那该有多好。

第一周，阿张苦思冥想无果后决定把命运交

给网络，复制粘贴了几条逻辑不通的美文发了出

去。班级其他同学的留言给了阿张一些启发，她

也顺藤摸瓜地发现可以多观察小凌的衣着穿搭、

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

阿张关注了小凌的微博，最初只是潜水观察

着她的动向。小凌爱写文字，白天会分享探店的

奇妙经历，深夜时会不定时发布写的抒情文字。

“想家，想家乡饭菜的酸甜可口。”10月的某天

，半夜11点，小凌在微博发了这样一条文字。

尽管阿张粗枝大叶，擅长口头表达，但不太

喜欢沉下心来阅读，也理所当然排斥异类，看不

惯安安静静的人。在充当小凌“小天使”的日子

里，阿张开始有勇气正视这位与自己迥然不同的

女孩了，她的世界是隐蔽又美好的。

阿张开始给小凌留言，“你的文字很有力量

，但为什么不大声说出来呢？”小凌过了几个小

时后回答，“我的家庭太传统了，这大概是原生

家庭的痛吧。”一个来自很远的外省的内向女孩

为什么想要逃离自己的家？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小

地方的阿张很不理解，接着问，“突然装深沉搞

什么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小时候不一样地

过？”

“悲观主义总是正确，而乐观主义却可以胜

利。”阿张认为小凌之所以爱吃卻这样弱，一定

是肚子里太多墨水的缘故。

小凌来自南方，吃惯了甜口的她也开始想家

。阿张在心中是暗暗挂念起这件事。当在东二餐

厅解锁到一家“糖醋里脊”时，第一个想到的就

是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小凌，阿张立刻编辑好一

段文字——“推荐给亲爱的幸运儿，食堂开了糖

醋里脊窗口，酸酸甜甜，亲测美味！”

因为小天使的祝福都是匿名，班级里很快涌现出

一群糖醋里脊爱好者，并且喧嚷着一下课就去排

队。小凌看见了祝福，也留言“我的天使是真的

天使，谢谢哟”。

这是阿张第一次感受到糖醋里脊的甜蜜，在

心间流溢。

糖醋里脊半分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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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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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