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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的土地上突然出現別人的墳墓
德州婦女報案卻被告知有可能是謀殺案埋屍處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名德州婦女買下了一塊休斯頓附近的土地，有一天卻突然發現有人在她
的地盤上埋了棺材，而這有可能是一起兇殺案。
這名德州婦女去年在休斯頓郊外的一個墓地旁邊買了一塊土地，到了今年父親節的時候，她發
現有人在她的土地上埋了新墳，並且留下了鮮花和其他裝飾品，很明顯有人在此祭拜亡靈。她氣憤
地向哈里斯縣治安官辦公室投訴，警方調查之後得出結論，確實是別人侵占了她的土地，並認為很
大可能是有人在未經授權且不知情的情況下將親人的屍體埋在了該婦女的土地上。
政府方面貼出了認領啟事，但是並沒有人來認領墳墓，反而是一個號稱是奧克拉荷馬州連環殺手的
人打來電話說，他殺了人之後埋在那裡。如此一來，警方不得不立案調查，請來了偵探公司先用
GPS 來探測到底地下埋著什麼東西，確認了地下確實埋著棺材之後，目前警方正在向法庭申請許可
才能開館驗屍，畢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有人誤埋屍體在別人的土地上。警方表示，埋在地下的是一
個謎，哈里斯縣的那個地區經常有人失踪，沒有驗屍之前任何事情都不好下結論。
任何有信息的人都被要求致電警長的兇殺組，電話是 713-274-9100。

有人謊稱要在休斯頓heights high scholl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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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報記者黃
梅子）本
週二下午
，有人謊
稱要在休
斯
頓
heights
high
scholl( 高
地 高 中)
射擊，導
致警方大
量出動、
家長驚慌
失措。
警方
接到一個
自稱是槍
手的威脅
電話，對方聲稱要在休斯頓的高地高中大開殺戒，
警方迅速反應，馬上調集了休斯頓警察局、休斯頓
消防局和哈里斯縣警區一警察辦公室的所有警察將
高地中學團團圍住，高地高中的師生也立即封鎖校
園和教室，師生們都迅速藏了起來。
警察們全副武裝，包圍了位於東 13 街 413 號的
高地高中校園，採用地毯式搜查法清理校園，但幾
個小時也沒有找到潛在嫌疑人，現場沒有人開槍，
也沒有人受傷。
焦急的家長們得到信息後蜂擁而至，警方在
306 E. 15th Street 和 Columbia Street 的拐角處為父母

設立了一個集結區，當焦急的家長們幾個小時後接
到自己的孩子時，很多家庭相擁而泣。
事後，警方發現這是一個假報警電話，有人故
意在全美國設立騙局，這個騙局是周二下午針對德
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幾個校園目標。隨著調
查的繼續，尚未宣布逮捕任何人，但警方透露說，
有四個假報警電話來自同一個電話號碼。
休斯頓市長 特納發表聲明感謝警方的行動，他
稱讚警方的快速反應，雖然是報假警，但警方和休
斯頓學區以及高地高中的正確的應急行為是值得稱
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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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做貸款不查收入 外國人或是沒有信用分數都行
萬里貸款朱瑞薇經驗豐富 全美多州可做

(本報休斯頓報導) 想要買房的朋
友，如果不具美國身分、或是沒有信
用分數，其實還是可以貸款的，可用
新一代不查收入貸款，買下你期待已
久的房，不查收入，也不問工作證明
。
萬里貸款負責人朱瑞薇女士表示，如
果您是持中国護照+美簽者、美国公民
、綠卡/工卡持有人、第一次購房者、
退休人士、學生滿 21 歲、以公司名義
買房者等等，均可使用不查收入貸款
，不用遲疑。
因為疫情或是其他種種原因，不
少華裔民眾想貸款卻沒有辦法提供收
入證明，這時候，不查收入貸款是他
們買房子最好的方式，萬里貸款公司
提供真正的不查收入貸款，正好能夠
幫助這些民眾一償所願。
不僅美國公民、綠卡、工卡持有
者可以貸款，持有美國以外國家護照
者，也可以貸款，不查收入，不問工
作，讓您圓滿美國置產夢！中國護照
、加拿大護照等均可，不需美簽，不

需要信用分數，只
需要有美國的銀行
帳戶，可以在自己
國家簽字過戶。
許多華裔朋友
移民到美國之後，希望貸款買房子，
可是一般銀行所採取的是 「查收入貸
款」（Full Documentation Loan），審
核時間較長，手續也複雜，同時要出
示許多證明文件，例如工資單、收入
報稅表、銀行存款證明等等，很多人
拿不出來文件，令想要貸款的人很傷
腦筋。
而 「不查收入貸款」（No Documentation Loan）能夠解決這些困擾，不一
定需要提供這些文件，相對而言簡單
方便得多。
新一代不查收入貸款特色有 「三不」
：
第一：不查收入。第二：不問工作。
第三：不追查首付資金來源!
不查收入貸款分為兩大類：
1、 買自住房，最低首付 25%。要提

供工作證明，但不看收入 。
2、 買投資房，不需要已有自住房了
。可以是第一次購房者，最低首付
20%，不需要工作證明，不看收入。放
25%首付。
哪些州有不查收入貸款
朱瑞薇說明，當你的貸款銀行說
不查收入，但又跟你要 24 個月銀行流
水、或是要工作證明，這種貸款銀行
不是不查收入貸款。做真正不查收入
貸款是不看報稅、不要 W2、不要工作
證明，只看一個月銀行流水。最低首
付 20%，持外國護照者則是 30%首付。
有貸款經驗的民眾會了解，有專家處
理和沒有專家處理，貸款利率差別甚
大，不少已經貸款成功的家庭，對朱
瑞薇的服務都非常滿意，並感謝在她
的協助之下，節省了這麼多錢。

朱 瑞 薇 從
2006 年 開 始 做 貸
款 ， 專 精 H1B、
L1、 L2、 E1、 E2
的簽證的貸款、及
建築貸款，而且不
查收入、不查身份
，外國護照也可以
貸款。如果有房貸
已付清，想要重新
貸款拿現金的，她
都可以提供最有效
率的服務。
朱瑞薇擁有 17 年住宅及商業的貸
款經驗，並專精大型公寓貸款，可做
全美 50 州，她的個性非常熱心，熟按
貸款作業流程，知道如何為客戶規劃
出最好的方案，專業又周到，專門服

務僑社及海外華裔朋友。如果讀者有
需要貸款的，歡迎聯繫。
歡 迎 致 電 諮 詢 ， 電 話 是
915-691-9072、
915-621-8435。
Email 郵箱: rei@milesfund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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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落在紐約的灰》所描述的，是
生活在社會底層，被異國和祖國都忽
視了的小人物在美國生活的細節。在
電影的任何一個時段，都在表述現実
生活的一種狀態，意像是模糊的，但
描述意象的工具非常清晰，這種工具
即是情感。
在電影裡，所有人物間的情感狀態是
清晰的，它將平淡的幾條故事線剪輯
串成一條清晰的主線，無論是影像剪
輯還是影片旁白，都是在為這種狀態
服務，角色處於一種愛與希望的失去
與得到的間隙裡，無法逃脫，沒有徹
底的分離也沒有完美的結合，一切都
像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人和事，讓觀
眾難以去自己編排想像，讓愛失去了
因果，恰恰讓模糊的意象確立。
清晰的因果關係和需求，是秦鴻
鈞的劇本創作裡所特有的，不僅讓觀
眾緊盯現實焦點，同時也不忘故事的
邏輯性。這一點我覺得在《落在紐約
的灰》裡展現的非常好：母親冬梅和
女兒的愛和情感在分隔了很多年後，
幾乎已經沒有任何生母印象的女兒出
於親情來與生母相見，對於生母的情

感只是單純的一句，感謝你把我帶到
這個世界（給於我生命）！這份親情
的再會實際上代表了某種意義的分離
與失去....；男主林肯與新移民小雪的
相愛，也是一種非常牽強的感情。直
到最後男主林肯也沒理清楚小雪對他
愛還是不愛。
在這個故事裡，其實誰都不是真正的
主角。
秦鴻鈞的劇本創作就是生活化。
生活的遭遇是隨機的。你永遠不知道
幸運和不幸哪個先來臨，編劇把最真
實的生活巧妙地搬到大熒幕上。用真
實來替代想像，這種替代無疑是成功
的，愛的短暫和生活的冗長是相對的
，但它們的不確定性和隨機性卻是一
致的。往寬泛了來說，情感這種東西
，與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
曾經有不少朋友問，秦鴻鈞主持
美南新聞的工作，日理萬機，她為什
麼還能創作出這麼多優秀的作品？其
實就我的觀察，我認為秦鴻鈞老師具
備以下的特點。
知識的淵博 ： 秦老師年輕時已經被
特聘為邵氏的編劇，不可能一無是處

作者︰梁晨導演

接獲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亞
洲管理委員會的通知，在入圍好萊塢
金獎之後，休士頓的華裔女編劇秦鴻
鈞女士正式入圍歐洲三大影展，巴黎
國際電影節，倫敦國際電影節和意大
利佛洛倫薩國際影展的 「最佳原創劇
本獎」。這是目前為止，第一次華語
原創電影劇本入圍歐洲電影大獎，是
一次史無前例的突破！
美 國 電 影 藝 術 與 科 學 學 院 (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縮寫為 AMPAS），是美國
文化影視界的專業或資深人士組成的
非營利組織。同時也是奧斯卡金像獎
的主辦單位。
2021 年 2 月，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
院亞裔委員會向北美地區長年以來對
華人社區的文化，新聞，藝術，電影
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華人藝術家頒發
了表彰。秦鴻鈞女士成為被表彰的第
一人。
學院的表彰狀描述了她多年來對社區
的貢獻。
「......超過三十五年來，奔波在
大休士頓地區的一位活力又深思的專
業編劇和新聞工作者....一萬多篇優質
的新聞報導，從政治，文化，藝術，
剖析社區的生活狀態，反聵了人們的
思想....」
我很幸運，在四十多年接觸電影戲劇
的學習中，偶遇了多位德藝雙馨的藝
術大家。大陸的謝晉，黃祖模；台灣
的候孝賢；香港的劉鎮偉，王家衛；
日本的山田洋次，今村昌平…這些神
一般的電影人在我年輕時給予了最嚴
厲的指點和溫暖的情懷！
人過中年，當我在美國獨立製片
執導時，我遇到的貴人和恩師是北美
著名編劇秦鴻鈞老師。我是一個偏愛
描繪社會底層小人物生活的電影導演
。而這一類以小見大，需要用細膩的
角度，善良寬厚人性去描寫的劇本在
美國華語文壇上成功之作並不多見！
與一般讀者的認識不同的是，一
部文學作品一旦出現在市場上，有四
種情況，叫好又叫座，叫好不叫座，
叫座不叫好，不叫好不叫座。所以，

既使你看
到一大堆
描寫美國
華人生活
的小說、
短文，其
實真正能
打動人心
，並且能
搬上銀幕
的寥寥無
幾….
很多年前，秦老師的
知名話劇 「單程機票」在
大德州地區一夜暴紅，上
演時，中國城華人家庭幾
乎家家傾巢出動！之後又
在美東美西持續演出，甚
至在好幾個地方搞出了盜
版烏龍…
多年以後，當我正為
籌拍的移民題材新電影苦
惱時，抱著試一試的心態
，登門打擾了秦鴻鈞老師。記得第一
次聽秦老師談電影，她一開口就展現
了完完全全與眾不同的個性，一種秦
鴻鈞獨特的電影特色，一種最能讓觀
眾理解創作者意圖和思想的東西。就
是她的這一種文字魅力，讓我當即拍
板使用她的原創故事成功拍攝了 「落
在紐約的灰」。
在秦鴻鈞創作的《落在紐約的灰
》中所描述的故事一樣，當平凡的故
事通過創作者的思想展現在觀眾面前
時，觀眾所看到的不是前者，而是被
意象渲染的後者。這增添了電影的主
觀色彩，但這種主觀性就是秦鴻鈞風
格的一部分。
秦鴻鈞的電影故事注重感覺 ，用
寥寥幾筆、只言片語講一些早就埋藏
在人們心裡的感受。點到為止卻不戳
穿！換句話說她的故事就是弱化情節
，強化情緒。
我們通常對平淡的故事情節定義
時，會將它與意識流風格放在一起討
論，但事實上，意識流風格所表現出
來的意像是清晰的，模糊的是思想。

就有人高薪聘請你的…
專注：白天上班。晚上兩三點還
在燈下筆耕。願意在自己專注的方向
上額外付出大量的努力就有可能成功
。
豐富的經歷：秦鴻鈞經常給我講
故事。而這些故事真的不是我們這個
時代的人所能感同身受的…..不一樣
的人生不一樣的故事…
特別的三觀：秦鴻鈞對人生，世
界，他人，宏大的抽象的事物有獨特
的見解，而所有的一切，都基於她的
善良，俠義，忠厚！
我常聽秦鴻鈞講，看清一個人而
不揭穿，是格局；
討厭一個人而不翻臉是釋然…
茶有兩種狀態，沉與浮。
喝茶就兩個動作，拿起，放下。
人生如茶，沉時坦然，浮時淡然
。
拿得起，也要放得下….
秦鴻鈞文筆好，擅長故事影像化
描寫，又善於合作，最重要的是，她
有一顆敬畏之心！

休城畫頁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遭遇車禍，“沒有嚴重受傷”

【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週三在基輔發
生車禍，“沒有嚴重受傷”。
根據總統新聞秘書謝爾蓋·尼基福羅夫發了一份聲明：
“一輛汽車與烏克蘭總統的汽車和護送車輛相撞。”
聲明補充說：“總統接受了醫生檢查，沒有發現嚴重
受傷。”
與車隊相撞的汽車司機在現場接受了治療，並被救護
車帶走。
尼基福羅夫說，執法人員正在調查交通事故的所有情
況。他沒有提供進一步的細節。
此前，44 歲的澤倫斯基總統於週三訪問了重新奪回的
伊久姆市，該市是烏克蘭東北部的一個重要物流樞紐。

他感謝參與迅速反擊俄羅斯佔領者的部隊，並監督了
升旗儀式
一個軍隊的 Facebook 頁面上的照片顯示，澤傖斯基在
主廣場舉行的儀式上，在該市的行政大樓上升起了烏克蘭
國旗。國防部副部長漢娜·馬利亞爾也在場。
澤倫斯基在總統電報頻道的一篇帖子中說：“早些時
候，當我們抬頭時，我們總是在尋找藍天。今天，當我們
抬頭時，我們只尋找一件事——烏克蘭國旗。”
“我們的藍黃色旗幟已經在被佔領的伊齊烏姆飄揚。
烏克蘭的每個城市和村莊都將如此。我們只朝著一個方向
前進——前進並走向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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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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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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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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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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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烏鎮：
浙江烏鎮
：國潮中秋受追捧 民眾夜遊尋古韻

在邦迪海灘舉行
悉尼風箏節

英女王靈柩抵達蘇格蘭首府愛丁堡
沿途民眾致意默哀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靈柩從避暑山莊巴爾莫勒爾堡出發，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靈柩從避暑山莊巴爾莫勒爾堡出發
，於數
小時後抵達蘇格蘭首府愛丁堡。民眾在道路兩旁致意默哀
小時後抵達蘇格蘭首府愛丁堡。
民眾在道路兩旁致意默哀，
，壹些人向女
王獻上鮮花，
王獻上鮮花
，安妮公主伴隨女王的靈車出行
安妮公主伴隨女王的靈車出行。
。據悉
據悉，
，英女王的國葬將於
9 月 19 日在威斯敏斯特宮舉行
日在威斯敏斯特宮舉行。
。圖為公眾聚集在皇家大道旁
圖為公眾聚集在皇家大道旁，
，向載著女
王伊麗莎白二世靈柩的靈車致意默哀。
王伊麗莎白二世靈柩的靈車致意默哀
。

休城社區

戰爭的開始前
普京拒絕了助手推薦的烏克蘭和平協議

【美南新聞泉深】普京的烏克蘭問題首席特使在戰爭開始前
告訴這位俄羅斯領導人，他已與基輔達成一項臨時協議，以滿足
俄羅斯要求烏克蘭退出北約的要求，但普京拒絕並繼續推進。據
接近俄羅斯領導層的三名人士說，他的“特別軍事行動”繼續進
行。
據這些消息來源稱，出生於烏克蘭的特使德米特里·科扎克
告訴普京，他相信他敲定的協議消除了俄羅斯大規模佔領烏克蘭
的必要性。路透社首次報導科扎克建議普京採納該協議。
普京在戰前一再斷言，北約及其軍事基礎設施正在逐漸接近
俄羅斯邊界，接受來自東歐的新成員，而且該聯盟現在正準備將
烏克蘭也納入其軌道。普京公開表示，這對俄羅斯構成了生存威
脅，迫使他做出反應。
消息人士稱，儘管早些時候支持談判，但普京在收到科扎克
的協議時明確表示，他的助手談判達成的讓步還遠遠不夠，普京
已經擴大了目標，包括吞併烏克蘭大片領土。
當被問及路透社的調查結果時，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說：“這與現實完全無關，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這絕對是不正確的信息。”
科扎克沒有回應通過克里姆林宮發出的置評請求，因為聯繫
不上。
烏克蘭總統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表示，俄羅斯已將談
判用作為其入侵做準備的煙幕，但他沒有回答有關談判內容的問

題，也沒有證實已達成初步協議。波多利亞克說： “今天，我
們清楚地了解到，俄羅斯方面從未對和平解決感興趣。”
三位消息人士中的兩位表示，在俄羅斯 2 月 24 日入侵後立
即促成了最終敲定交易。消息人士稱，幾天之內，科扎克相信他
已經讓烏克蘭同意俄羅斯一直在尋求的主要條款，並建議普京簽
署一項協議。
一位接近俄羅斯領導層的消息人士說：“在 2 月 24 日之後
，科扎克得到了全權委託：他們（普京政府）給了他綠燈，他得
到了這筆交易。但當他把它（協議）帶回來，他們告訴他重新清
算，一切都被取消了，普京只是在他前進的過程中改變了計劃
。”
第三個消息來源——聽取了科扎克和普京之間討論簡報的人
告訴他們這些事件——在時間上有所不同，稱科扎克在入侵之前
向普京提出了這筆交易，但被拒絕了。消息人士都要求匿名分享
敏感的內部信息。
莫斯科對烏克蘭的進攻是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它引發了對俄羅斯的全面經濟制裁以及華盛頓及其西方盟友對
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此時即使普京默許了科扎克的計劃，戰爭是否會結束仍然不
確定。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或其政府高級官員現在肯定不會再接
受此協議，烏克蘭的目標非常明確，收回所有俄羅斯佔領的烏克
蘭的領土，包括克里米亞。

現年 63 歲的科扎克自 1990 年代在聖彼得堡市長辦公室與普
京共事以來一直是普京的忠實副手。
當時科扎克處於談判和平協議的有利位置，因為自 2020 年
以來，普京委託他與烏克蘭同行就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進行
談判，該地區在 2014 年起義後一直由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者
控制。在領導俄羅斯代表團於 2 月 10 日在柏林與烏克蘭官員會
談——在法國和德國的斡旋下——科扎克在深夜的新聞發布會上
說，最新一輪談判沒有取得突破就結束了。
科扎克也是在場的人之一，在入侵前三天，普京在克里姆林
宮的葉卡捷琳斯基大廳召集他的軍事和安全負責人以及主要助手
參加俄羅斯安全委員會會議。
國家電視攝像機記錄了會議的部分內容，普京在會上製定了
正式承認烏克蘭東部分離主義實體的計劃。
路透社採訪的另一位在入侵後談判中提供幫助的人士表示，
3 月初，當烏克蘭官員了解普京致力於推進大規模入侵時，討論
破裂了。
在戰爭開始六個月後，科扎克仍然擔任克里姆林宮副總參謀
長的職務。但據路透社採訪的六位消息人士稱，他不再處理烏克
蘭的檔案。
六人中的一位說：“據我所見，科扎克已無處可尋。” 科
扎克現在已經失踪，這位是接近烏克蘭東部分離主義領導人的消
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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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羅馬硬地滾球賽
共奪 5 金 2 銀 3 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羅馬 2022 硬地
滾球世界挑戰賽於 14 日落幕，港隊於雙人及團體
賽增添1金1銅，最終以5金2銀3銅完成賽事。
今次雙人及團體賽於北京時間 14 日舉行，出
戰混合 BC1/BC2 級團體賽的龍子健、郭海瑩及楊
曉林，於小組賽累積兩戰全勝出線，於 8 強輪空
下，再於 4 強賽以 4：2 勝法國，及後於決賽以 8：
3擊敗巴西，以全勝姿態取得金牌。
在混合 BC4 級雙人賽，梁育榮夥拍劉慧茵於
小組取得 3 連勝出線，並於 8 強賽獲輪空，可惜及
後到 4 強賽以 1：5 不敵泰國，轉戰銅牌賽以 6：5
險勝阿塞拜疆，為港隊增添一面銅牌。
在混合 BC3 級雙人賽，雙人組合何宛淇及謝
德樺，於小組取得 3 連勝出線，於 8 強賽輪空的他
們，及後於 4 強賽面對巴西以 2：5 落敗，並於銅

牌賽迎戰泰國惜以2：8告負，無緣獎牌。
經過雙人及團體賽後，今屆賽事經已圓滿結
束，連同日前於個人項目取得 4 金 2 銀 2 銅，港隊
在今屆比賽合共取得5金2銀3銅成績。

◆ （前排左起）楊曉林、郭海瑩及龍子健出戰混
合BC1/BC2級團體賽。
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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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杰泰國乒賽U13男單封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出戰 WTT
泰國青少年挑戰賽 U13 男單賽事的香港小將羅
嘉杰，日前奮勇闖進金牌戰，並再直落 3 局勇
挫馬來西亞選手Lai Yong Ren掄元。
在淘汰賽階段連過 3 關的羅嘉杰，出戰 4 強
賽事與韓國選手 Lee Hyeonho 爭奪決賽席位。
首局羅嘉杰以 11：8 先拔頭籌，雖然第 2 局被對
手以 11：6 扳平，惟港將的氣勢未有受挫，再
連贏兩局 11：6、11：7，總局數 3：1 擊敗對手
殺入決賽。羅嘉杰休息不足 1 小時後再硬撼馬
來西亞選手 Lai Yong Ren，這位 13 歲小將未有
受體力影響，越戰越勇下直落 3 局 11：8、11：
5、11：7擊敗對手，於U13組男單掄元。
此外，同日亦上演男單 U19 及 U15 小組
賽。香港派出陳顥樺、姚鈞濤及蔡俊杰 3 名球
手出戰 U19 賽事，前兩者均兩戰全勝首名晉
級，蔡俊杰則錄 1 勝 1 負，以次名出線淘汰賽；

U15 方面，港隊有 7 名港將出戰，其中在 U13
奪冠的羅嘉杰、邱鈞霆、麥淞瑋、胡朗庭及王
昀希，在小組賽均錄全勝首名晉級，甄正彥以2
勝 1 負次名出線，劉綺晨則不敵韓國及泰國球
手，無緣晉級。

◆ 羅嘉杰
羅嘉杰（
（前排左四
前排左四）
）勇奪冠軍
勇奪冠軍。
。
香港乒乓總會圖片

美網闖入 32 強取得歷史性突破
2022 年美國網球公開賽落幕，在本
屆賽事，中國選手在單打賽場取得前所
未有的突破。吳易昺、鄭欽文、王曦
雨、袁悅四人闖入美網 32 強，33 歲老將
張帥晉級 16 強，吳易昺在大滿貫賽場上
取得了中國大陸男子網球運動員的歷史
性突破。近日，吳易昺在接受專訪時表
示，通過這次美網比賽，自己既增添了
信心，也發現了和世界頂尖選手的差
距，相信未來還能取得更多突破。

回顧本屆美網比賽，吳易昺從資格賽打
起，在資格賽中苦戰三輪晉級正賽。在
正賽中，吳易昺首輪直落三盤戰勝了當時世界
排名第 35 位的格魯吉亞選手巴希拉什維利，
職業生涯首次戰勝世界排名前 50 的球員。第
二輪吳易昺鏖戰五盤擊敗葡萄牙選手博傑斯，
成為公開賽年代首位打進大滿貫賽男單 32 強
的中國大陸選手。
在第三輪比賽中，吳易昺不敵賽會頭號種
子、當時的世界第一麥維迪夫，無緣下一輪。
麥維迪夫賽後給予吳易昺很高評價：「這場比
賽其實很艱難，他的水平很高，接發球具有世
界頂尖水平，很多局比分都很接近。」通過與
世界頂尖高手的對決，吳易昺表示自己收穫很
大：「他們在比賽中抓機會的能力很強，自己
在這方面還有所欠缺，以後要通過比賽多積累
經驗。」「如果滿分是 10 分，這次給自己打 8
分，這 2 分一分扣在身體上，目前身體並不在
最佳狀態；另一分扣在進步空間上，不管是贏
球還是輸球，我都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吳易
昺說。
本次美網之旅讓吳易昺增強了信心，也發
現了差距和不足。「自己的接發球和底線相持
能力是有一定競爭力的，下一步需要提高的是
發球和網前削球、截擊等一些小技術，這些平
時練得不夠多。」吳易昺稱自己很崇拜梅利和
費達拿，並以他們為榜樣。「費達拿打球速度
快、落點準，很值得學習。但別人只是一個借
鑒的模板，每個人都希望成為更好的自己。」

重回美網：夢想開始的地方
吳易昺 1999 年出生於浙江杭州，4 歲接觸
網球，8 歲破格入選浙江省省隊，2016 年奪得
中國網球大獎賽冠軍。2017 年，18 歲的吳易
昺在美網青少年組比賽中同時獲得男單、男雙
兩個項目冠軍，成為中國大陸首位大滿貫青少
年組男單冠軍，並一度排名青少年世界第
一。5 年後，吳易昺重回美網，開啟了
自己首個成年大滿貫之旅。「我把青
春最美好的記憶留在這裏，也
在這裏開啟新的職業生
涯。我相信這是
一種特

吳易昺擺脫傷患

破繭重生

殊的緣分，這個球場
見證了我人生的前一
段，也開啟了我的下
一段。」吳易昺說。
本次美網吳易昺
一共打了三場資格賽
和三場正賽，晉級道
路並非一帆風順。在
資格賽第二輪面對意
大利選手特拉瓦格里
亞時，吳易昺首盤告
負，第二盤在1：4落
後的情況下完成逆
◆ 吳易昺
吳易昺（
（右）
轉。「這場比賽是最
和張之臻既是朋
難忘的一場，當時比
友亦是競爭對
分落後，而且身體狀
手。 ATP
ATP圖片
圖片
◆ 吳易昺在
吳易昺在2017
2017年美網青少年組稱霸
年美網青少年組稱霸。
。 新華社
況很糟，叫了醫療暫
停，我嘗試用各種方法堅持比賽，最後把比賽
翻過來了，這場勝利在信心上給了我很大鼓
舞，我向自己證明了哪怕有傷病，也可以贏下
比賽。」吳易昺回憶。
在獲得首場正賽勝利後，吳易昺在社交媒
體上寫道：「看見一隻蝴蝶飛過廢墟。」這被
很多人解讀為吳易昺網球生涯的階段性縮影。
出道即巔峰的吳易昺，從 2018 年開始持續受
傷病困擾，競技狀態急速下滑，隨後很少出現
在國際賽場，如同完全封閉起來的蟲繭。「其
實我想通過我的經歷向大家傳遞一些正能量，
◆ 麥維迪夫
麥維迪夫（
（ 左 ） 大讚
有光的地方就會有影子，但有人可能會把它視
吳易昺表現。
吳易昺表現
。
法新社
為陰影，會消極面對，其實這些都是人生的一
部分，關鍵看我們以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年澳網的參賽資格，早日進入世界前 100
位。「這個賽季讓我增添了信心，以前有些
展望未來：相信還能有突破
目標想都不敢想，現在覺得通過不斷努力
本次美網，與吳易昺一同闖入正賽的還有
慢慢會實現。」吳易昺說。
另一位中國球員張之臻，兩人既是朋友、隊
本屆美網中國有四位女子球員同時
友，也是競爭對手。「我真的為他開心，因為
闖進 32 強，吳易昺期待，未來中國男
我們一直都是好朋友、好兄弟，但同時也是競
子網球運動員也能夠取得集體突破。
爭對手。這一周我們攜手進入大滿貫正賽，其
「現在國內有很多優秀的球員，像
實我心裏也憋着一股勁，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表
商竣程、布雲朝克特等未來都很有
現得更好，我們之間是良性競爭。」吳易昺
希望取得突破。如果我們有更多
說。
的球員能排進前 150，那突破
本賽季初，吳易昺的世界排名已經跌出
前100只是時間問題。」
1,700 名，經過一個賽季的努力，目前他的世
◆新華社
界排名來到第 131 位。談到未來的目標，吳易
昺希望有機會通過積分排名獲得明

吳易昺小資料

出生日期：1999年10月14日（22歲）
出生地點：杭州
身高：1.83 m
轉職業年份：2017年
持拍：右手（雙手反拍）
榮譽：2017 年美網青少年組男單冠軍、2017
年美網青少年組男雙冠軍、2017 年上海挑
戰 賽 冠 軍 、 2022 年 奧 蘭 多 挑 戰 賽 冠
軍 、 2022 年 羅 馬 挑 戰 賽 冠 軍 、
2022 年印第安納波利斯挑
戰賽冠軍

◆吳易昺
期待再作突
破。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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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元 1 颗的“蘑菇巧克力”竟是毒品……
小小一颗深棕色的巧克力躺在透明的包装袋里
，如同市面上售卖的巧克力那样，拥有着浓郁的香
味、光亮的色泽，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它如同蘑菇伞
顶一般上窄下宽的形状，并带有纵向花纹。这样小
巧可爱的“蘑菇巧克力”中却含有属于第一类精神
药品的赛洛西宾及赛洛新成分。
2 月 8 日，经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对贩卖“蘑
菇巧克力”毒品的金雅雅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提起公
诉，法院判处金雅雅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5 月 31 日，青浦区检察院与浙江嘉善、江苏苏
州吴江区检察院开展“长三角禁毒案件办理情况联
合发布会”，“蘑菇巧克力”案作为典型案例对外
发布，三地就该案进行研讨交流，精准分析毒品案
件日益变化的情况与现状，合力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
1999 年出生的金雅雅是云南纳西族女孩，2018
年，她读完大学本科一年级后就离开家乡，来到上
海工作，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在上海，她遇见了
同样来自云南的 36 岁男子智哥（另案处理），两
人很快坠入爱河，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
不久后智哥给雅雅看了一种巧克力，这巧克力
小小一颗，模样、气味都和普通市售的无异，但智
哥告诉她：“这颗巧克力可以让你如登仙境。”雅
雅吃下了巧克力，之后她便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直
冒金星，大脑也转不动了，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很快就睡着了。等醒来后她问男友这是

什么巧克力，智哥称这是他从新疆朋友米克（另案
处理）那里弄来的“蘑菇巧克力”，里面含有可以
令人致幻的毒性蘑菇成分。智哥还告诉雅雅：“偶
尔吃一次并不要紧，甚至还能够助兴。”雅雅问这
种巧克力多少钱，智哥说：“我从朋友这里拿，价
格比外面优惠，只要 75 元一颗，放在外面这种巧
克力最低也要 100 元一颗。”雅雅虽对这个价格感
到震惊，但也没放在心上。
2020 年 5 月，雅雅回到云南，恰好自己的同事
顾小飞也到云南旅游，还带来了与她相熟的一位化
妆师绿仔，雅雅尽地主之谊招待他们。其间，顾小
飞与绿仔提及：“听说有一种‘蘑菇巧克力’，吃
了可以让人很开心。”雅雅一听便知道这是当时智
哥给她吃过的巧克力，她热心地说自己可以去帮忙
弄到这种巧克力，顾小飞和绿仔十分高兴。
雅雅立即向智哥询问能否帮忙购买，智哥一口
答应，并说：“我向朋友购买时是拿了优惠价，总
不能卖出去还是这个价，我们不如加价到 100 元一
颗，这样既是用市场最低价帮朋友买到，又可以自
己赚一些小小的利润。”雅雅觉得有道理便同意了
。
雅雅与顾小飞和绿仔谈好以 100 元一颗的价格
，共卖给他们 15 颗“蘑菇巧克力”，在顾小飞将
1500 元转账给智哥后，智哥便联系米克从新疆直接
发货到顾小飞家。顾小飞两人将此事告诉了其他同
事。不久后，又有两名同事来向雅雅咨询能否买到

大麻之类的毒品，雅雅告诉他们只
能够买到“蘑菇巧克力”，两人便
向雅雅分别订购了 10 个和 5 个。雅
雅和智哥故伎重施，在收取两人
1500 元后向米克订购，寄到雅雅家
中，再由雅雅分发给他们。
正当雅雅和智哥两人窃喜找到
一条生财之路时，他们这一行为已
被警方发现，雅雅在青浦区的家中
被抓获，与此同时，智哥和米克在
山东省烟台市被当地警方抓获。
米克交代了自己贩卖含有赛洛
西宾及赛洛新成分的毒蘑菇的事实
：他在 2018 年初一次外出做生意时
，被朋友推荐尝试了一种名叫裸盖
菇，英文名字叫 Golden teacher 的有
毒蘑菇，这种蘑菇伞盖呈金黄色，
菌柄呈雪白。食用后他眼前出现幻
觉，脑袋晕晕乎乎，出现了假想的
愉悦心情，这令他认为其中存在商
机，于是回到新疆后开始种植这种
蘑菇，并以 40 元至 50 元每克的价
经审查，金雅雅明知“蘑菇巧克力”是毒
格对外售卖。为防止被查获，他还研究出将毒蘑
品
，
仍向多人多次贩卖，情节严重，已触犯刑
菇晾干磨成粉末后加入巧克力内进行伪装，然后
法
，
检察机关遂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金雅雅提
售卖。截至案发他已售出约 16 万元的毒蘑菇及成
起公诉。
品。

粉丝刷礼物“套近乎”，主播被骗 20 万……
案情介绍 小杨初识詹清的时候，已
经沉迷赌博一年有余了，之前一段时
间还帮堂哥开开车，后来干脆什么活
儿都不干，每天就“躺平”在家刷刷
手机。一款叫做“九乐娱乐”的赌博
平台让小杨彻底沉迷，迷失在赌博所
带来的刺激感当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杨在直播平台上
看到了詹清的直播，之后变成为了直
播间的常客，时不时刷点“火箭”、
“游艇”，随着名字在房间出现的频
率越来越高，小杨开始被詹清注意到
，两个人也加了微信。
那时，小杨已经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之前的存款几乎都被用作了赌资或者
主播给粉丝转账 20 万你见过吗？
主播詹清和直播间内经常刷礼物的小杨成为朋 直播平台刷礼物，为了继续在赌场玩乐，便决定向
友，没想到小杨之后利用詹清的信任不断向其“借 詹清“借钱”。
小杨骗詹清自己平时做点小生意，偶尔也在网
钱”，至案发共计被骗 20 万元。近日，上海市青
络上做些投资。詹清点开小杨的头像，发现这位粉
浦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被告人小杨提起公诉。

丝的级别的确很高，不打赏个十几万的礼物根本达
不到这个级别，于是对小杨有钱这件事也信以为真
。但真相却是，小杨是这款直播平台的资深用户，
打赏金额是他多年累计下来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小
杨问朋友借来的。再加上小杨每次在自己直播间
“出手阔绰”，詹清也就对他放松了警惕。
赌徒输了总觉得自己能回本，不输光最后一块
钱不死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向詹清借了 1000
块，理由是有急用。
詹清想想 1000 块不多，就直接借给了他。可不
一会儿，看到手机上小杨发来的信息，再次问自己
借 1000 元。詹清便问他借钱到底是干嘛了，对方回
答说投资急用，考虑到对方那么有钱，应该不会借
钱不还，于是她再次借给了小杨。一晚上，詹清陆
陆续续转给小杨 1.5 万余元，可这个数目，也仅仅
是个开始。
之后，小杨继续编造各种借口向主播借钱，要
么是资金被套牢，需要继续投钱才能把投资款取出
；要么是需要做银行流水，过段时间再还回去；还

有支付投资平台工作人员好处费、刷礼物等五花八
门的理由，可为什么在一分钱回头钱都没见着的情
况下，詹清还愿意不断“借钱”给他呢？
伪造聊天记录 原来，一开始小杨就做好了事情
败露的准备，一早就把自己身份证照片发给了她，并
告诉她如果钱没还上的话随时可以打电话报警，而这
么说其实也不过是“缓兵之计”。为了增加可信度，
小杨利用自己的微信小号上演“精分大戏”，一人分
饰投资项目负责人、银行经理、小杨父亲等角色，编
造不同情景，捏造各种理由，并截图给詹清。
经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被告人小杨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构成诈骗罪。
检察机关提示 网络交友千万条，守住钱包第
一条。不要轻信网络上形形色色的“高富帅”“白
富美”等“人设”。涉及个人财物，如投资、充值
时更要提高警惕意识，一不小心，自己辛辛苦苦挣
来的钱就“打了水漂”。

明知道石楠花的味道令人尴尬
为什么我们还那么爱种它？
春天来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
子，一场小雨后，你仿佛闻到了属于
春天的味道，那味道有点湿润，有点
土腥……还有点熟悉，有点上头……
要知道人类对嗅觉的记忆其实要
比对视听的记忆更加持久牢固，往往
一种味道就能勾起一段回忆，比如蒜
末葱丝热油和滚烫的豉油交融在一起
，你马上就会想起逢年过节一家人吃
清蒸鲈鱼画面。
又比如六神花露水那混合着酒精的
刺鼻香气，会让你想起奶奶外婆的往事
或者夏日拥挤的集体宿舍，有些甚至不
用真正闻到，光是听到就能想起那副画
面，比如丁香和醋栗的味道。
那么春天的味道为什么那么令人
熟悉呢？不是因为你每年都细细品味
春天的气息，而是石楠花那腥臭的味
道让你想起了一个人寂寞的时光，又
让你想起了曾经翻云覆雨的日子。
看 破 不 说 破 ， 懂 得 都 懂 …… 好 吧
，其实就是石楠花的味道很像新鲜精
液的味道，大家都是人工授精养殖繁
育的，应该明白的吧：）
其实植物有怪味是一件再正常不过
的事了，比方说大王花，为了吸引苍蝇
等食腐昆虫，它的味道就非常恶臭，被
人形容为“无与伦比的难闻”。
又比如花黄水芭蕉，表面上看清
秀鲜艳，实际上却会散发出类似臭鼬
的厚重气味，更奇葩的是冬眠后的熊
还会把它当泻药吃，排空整个冬天宿
便。
不管怎么奇葩怎么恶臭，这些植
物也都是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活着，
它们也几乎不太会出现在人类的世界
里，毕竟谁惹一身臭呢？
可是问题到石楠这里就有点奇怪
了，不说味道背后的含义有多令人尴
尬，就这股子腥臭味也绝对是一顶一
的难闻，最可怕的是石楠在各大城市
遍地开花（字面意思），难免让人搞
不懂种植它们的动机。
每年一到四月份左右，石楠花就
会成为热门话题，比如在武汉的湖北
工业大学，礼堂有石楠花，科技楼有
石楠花，教学楼附近还有一条“石楠

花大道”，学生们早在疫情之前就已
经适应了每日口罩不离的日子。
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高校，
可谓苦不堪言，华中师范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财经
大学、东南大学……相继沦陷。
对广大在南方求学的大学生，最
悲哀的不是吃不惯当地的食物适应不
了当地的气候，而是别人学校的校花
去参加选美，自己学校的校花是石楠
花（没有针对上海交大的意思啊）。
上海交大的同学们甚至还丧心病
狂地将石楠花里的精华提取出来，制
作成了“石楠纯露”，让校花时刻陪
伴在每一位幸运的学子身边。
瞎扯了那么多，所以石楠花的味
道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和那种体液
如此相似？
石楠虽然名字有点古怪，但它其
实是蔷薇科大家族中的一员，跟我们
常见的苹果、山楂、樱桃、梨都是扯

得上亲戚的。
它每年 4-5 月开花，复伞房花序远
看有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如果走近还
没被熏倒的话，石楠花其实也相当好
看，和蔷薇科的其他亲戚们开的花有
挺多相似的地方。
其实气味像精液的花也不是仅石
楠花一家，在模仿上更加专业的是板
栗花，确切地说是板栗的雄花（精液
味不就得是雄的嘛），由于它的气味
太有代表性，甚至被反过来用于形容
精液的味道。
不过呢，板栗花的气味其实和精
液的气味只是在嗅觉层面相似，若是
深究，它们所含有的挥发性物质其实
是完全不相同的。
2018 年，张小平（Xiao ping Zhang
音）的“板栗花散发的精液样气味的
中性解吸萃取大气压化学电离质谱分
析”中指出，板栗花中鉴定出二十种
挥发物，大多数含氮，其中对精液样
气味贡献最大的是 1-吡咯啉、1-哌啶，

2-吡咯烷酮和苯乙胺。
而精液中的气味来源主要是精胺
，这种物质被认为是由精囊分泌的精
囊液经前列腺氧化后分泌的，也是精
液正常的标志，如果没内味儿，很可
能是因为前列腺发生了病变，比如很
多前列腺炎患者的精液就闻不到这种
气味。
所以板栗花和精液算是殊途同归
，说不上谁模仿谁。至于石楠花，它
的气味从源头上来说是与精液更为相
似的，都是来自胺类物质。
像是蔷薇科山楂属、梨属的花，
味道同样相当上头，这是由于它们含
有三甲胺等物质。不过很遗憾，目前
还没有具体的研究找出石楠花气味的
真正源头，但是可以确定是挥发性的
胺类物质。
事实上在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
亚和美国，他们眼中的“精液树”并
不是石楠花，而是一种观赏梨花 Pyrus
calleryana，气味的元凶也是三甲胺以及

二甲胺。
或许你会奇怪，这些植物为什么
要散发出这么奇怪的气味呢？答案也
很简单，当然是为了吸引昆虫为它们
授粉。
这背后的逻辑可能是因为胺类物
质与腐败的关联性，前面提到了精胺
的产生需要氧化的过程，微生物降解
蛋白质中的氨基酸也会产生胺类物质
，比如听起来就很恶臭的尸胺和腐胺
，这些物质的气味也是腐生昆虫寻找
食物的关键。
植物利用某些昆虫对这类气味的
喜好，骗它们来帮自己完成生育大计
是相当聪明的做法。所以很多在种属
关系上比较远的植物不约而同走上
“气味大师”的路子，算是“英雄所
见略同”。
好了，接下来就轮到那个终极问
题了，那么臭，为什么要种？
其实吧，石楠这种植物除了开花
的时候味儿比较大之外，就没有什么
明显的缺点了。它耐寒耐旱，耐贫瘠
，扎根深，萌发力强，还耐修剪，既
可以做灌木状丛植，也可以做乔木状
栽培，简直是为城市绿化而生的。
春季的花朵繁盛观赏性不错，秋
季的果实红艳也算养眼，还可以为留
鸟提供过冬的食物。
更强的是某些品种，比如红叶石楠
吸收对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吸收净化能力
比较强，还有不错的滞尘能力，即靠茂
密的树冠降低风速使灰尘下沉到叶片或
地面，因此把它种在污染严重的工业区
和车流量大的路边都是极好的。
虽然每年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有点
臭，但整个花期其实也就 7-10 天，忍
一忍就过去了，看在它其他优点的份
上，总归是算个好同志。所以石楠树
才会在南方被广泛种植，被各大高校
所追捧，不能因为一个缺点就否定了
它的全部。
如果这么说你仍然没办法接受石
楠花那令人尴尬的气味，那你不妨用
这种思路想一想：凭什么我们人类繁
殖的时候可以有内味，人家石楠树繁
殖的时候就不能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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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報銷補償
新會員優惠，新會員註冊 mychoice® 卡當天並
將其用於 L’Auberge Lake Charles 的任何老
虎機或牌桌遊戲，我們將在您玩遊戲當天為您提
供報銷補償高達 300 美元！

新會員報銷基於計劃註冊當天的損失。必須提供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才能收到報銷。 Free SlotPlay® 的最高 300 美
元報銷將通過電子郵件一次性發送，在您第一次旅行後的 14 天內可用。僅在 L’Auberge Lake Charles 有效且符合
條件的遊戲。不可兌換現金。有關更多詳細信息，請參閱玩家服務。管理層保留隨時取消或修改此促銷活動的權利
。必須年滿 21 歲。 ©2022 Penn National Gaming, Inc. 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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