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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節: 物業發行

3月13日 
上午10點–下午2點
Forest Park Westheimer  

Funeral Home & Cemetery  
12800 Westheimer Rd.  |  Houston

> 特惠折扣     > 可以提供嘉賓墓園視頻參觀 
> 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限時折扣僅適用於生前安排的殯葬合同和特選墓產。優惠有效期至2021年3月14日。折扣只適用於新的需求前購買。條款和條件適用。詳情請向
相關人員查詢。|  **60個月的零利率免息貸款將在收到第一筆付款後 開始，且僅適用於10%首付的生前預安排的墓產合同。殯葬套餐的信貸交易

示例：購買總價為$12,804，首付10%和0%年利率貸款，需要每月支付$193.27，為期60個月。優惠僅適用於符合條件的購買，且可能會
有變化。其他條款和條件適用。請聯繫我們了解更多詳情。優惠截止日期為2021年03月14日。|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我們非常重視您的健康和安全。我們遵守保持社會距離的做法，並堅持最高的清潔標準。 
 請訪問我們的網站或Facebook頁面了解活動的最新情況。

可以預約網上視頻約會!

  

葬禮生前安排最高可節省 12% 的費用*
+

高達 18%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

以及 60 個月零利率**

3月14日 
上午10點–下午2點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 Cemetery  
13001 Katy Fwy.  |  Houston

即刻報名請致電832-913-5888。

關英傑律師關英傑律師
關英傑律師事務所關英傑律師事務所﹐﹐開業二十餘年開業二十餘年
特別擅長與商業有關的服務與訴訟特別擅長與商業有關的服務與訴訟
移民移民//商業商業//訴訟訴訟//房地產房地產//信託信託//家庭家庭
地址地址::67766776 Southwest Freeway (Southwest Freeway (西南大道西南大道）﹐）﹐三樓三樓
580580室室﹐﹐休士頓休士頓﹐﹐德州德州7707477074

電話電話﹕﹕（（713713））974974--14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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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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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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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上任後
，立刻削弱前總統特朗普的
多項強硬移民政策，還準備
提供無證移民成為美國公民

的路徑，新聞一經佈導，美墨邊境隨即湧現移民潮，掀移民海嘯。
2 月4 日，墨西哥民眾目擊非法移民跨過布拉沃河，準備向美國邊境
巡邏隊投案，希望在德州艾爾帕索尋求庇護。類似這種偷渡景點，
2 月份整個幾乎每天都在上演。美國邊防執法單位光二月份，就扣
押了近十萬人，引來上任總統特朗普用電郵的炮轟，他指責拜登讓
“急遽惡化的海嘯”衝破美國邊境。

路透社報道，今年一月就有七點八萬人跨越美墨邊境時被捕，
二月的十萬人則是創下二○○六年後單月新高。預料三月非法入境
的人數會持續增加。僅僅是3 月3日一天之內，美方執法人員就抓到
超過4500人，顯示3月非法入境的人數會持續增加。

媒體獲取的一份文件也透露，今年一月，有超過五千八百名無
人陪伴的兒童及近七千五百個家庭在美墨邊境被捕，較去年十二月
有所增加，這些數字預計還將增加。此外，沒有家長或監護人陪伴
而抵達邊境的未成年人的人數也在上揚，迫使美方官員忙著張羅住
處與加速審查，好讓已在美國的贊助人能把他們當中一些人仕可以
接走。

劇增的人數，給美國邊境設施帶來了巨大壓力。例如，在美墨

邊境城市、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尤馬，一個設計容量為一百○
四人的拘留所卻關押了超過六百人，囊括了各個年齡段的人。在
同樣位於邊境的美國德州奧格蘭德河谷區域，一處標準容納七百

一十五人的拘留所關押了超過二千人。
根據工作流程，孤身越境的兒童被捕後，會先被關押在美國海

關和邊境保護局的拘留所內，再被送往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監護
，後者將通過調查兒童的背景、親屬等信息，尋找能夠接納這些孩
子的擔保人。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這些兒童一旦被捕，會被立即遣返回國。
但拜登政府修改了相關政策，這些無人陪伴的兒童，無須被遣返回
國。在這種情況下，越境被捕兒童數量大增，加之美國衛生部門床
位數量有限，意味着他們滯留在拘留所的時間更長。

目前，這些兒童數量，還在持續增長，已經超出了美國衛生和
公共服務部的監護能力，他們滯留在拘留所的時間，也超過了法定
標準。在過去二十二天裏，美國邊境巡邏隊在美墨邊境平均每天逮
捕三百四十名無人陪伴的越境兒童，平均每名兒童的關押時間，達
到了七十七小時。這一數據超過了美國法律規定的七十二小時。

一位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官員承認，“我們未能跟上（兒童
）人數的增長。”儘管如此，拜登政府一直否認邊境存在“危機”
。“有關危機的說法顯然是不對的。”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
斯表示，他認為他們在邊境地區面臨的是“挑戰”。“我們不僅要
意識到這一挑戰的緊迫性，而且要建設迎接這一挑戰的能力。”馬
約卡斯說。

美國真的承受得住這樣大規模的移民潮嗎？一月上旬，美國聯
邦海關及邊境保護局發出聲明，指部分設施已到最高容納量；德州
邊境的救助難民的人道組織也表示，物資已經供應不上。目前美國
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緩解疫情和重振經濟，能否拿出足夠的資源安頓
難民，非常令人質疑。

拜登新政府一上台就宣佈撤銷前朝的移民政策，放寬庇護申請
者入境，但新制度尚未成形，資金還沒到位，美國南方邊境可能會
陷入新一波移民潮危機中去。

特朗普透過電郵，砲轟他任內多項成功的措施被推翻， 「感謝
拜登災難級領導力，我們的邊境現在徹底失控」。他批評，拜登政
府不尊重、貶低與嘲笑邊防執法人員，讓不該來到美國的人們以小
時為單位大規模入侵，局勢以分鐘為單位惡化。

特朗普稱新來的非法移民 「壓垮地方社區、耗盡預算、擠爆醫
院與搶走合法美國勞工的工作」，又稱 「許多人有犯罪紀錄，其他
許多人罹患與散播新冠病毒」，還稱在他任內迅速被遣返的罪犯現
在被放到街上，犯下令人髮指的暴力罪刑，拜登居然還不讓移民及
海關執法局（ICE）探員將那些人繩之以法。

特朗普自吹離任當時的邊境是史上最安全，拜登將讓情況變更
糟、更危險與比以前更失控，直接呼籲拜登政府必須立刻行動起來
，防止每天都有幾千人試圖進入美國。

白宮發言人莎奇在當天的例行記者會批評特朗普的政策不人道
又無效，稱拜登政府會走自己的路，不會採納特朗普在移民政策的
建議、也不會諮詢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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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上任掀移民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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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懷念吳孟達（下）
上周行文悼念中港台

影視巨星吳孟達的先逝，
料不到今晚欲執筆再度追
懷吳君時，卻猛然聽到香
港 UA 娛藝電影院線合共
16 間戲院，全部收市。真
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原來是真的。有著36年歷
史的香港龍頭院線，一下
子便倒閉了，連說聲再見
也來不及，但這只是冰山
一角。 一條院線的存活，
總有著不同的因素，香港

新冠疫情持續一年，固然是UA院線被迫停業的主因，而香港政府
的難亂無章的的控疫手法、 「一刀切」的對待酒吧飲食及電影行業
...，是直刺該行業心臟的造法！要向美南讀者逐一分析UA,非另寫新
文不可。等待下次再言好了。今天還是續寫吳孟達 就是。

上月廿七日因肝癌病逝的吳孟達，日前以基督教儀式於殯儀館
設靈。出殯儀式後，靈柩隨即移送到哥連臣角火化場舉行火化禮。
香港眾多好友及影迷，均有送上花牌花圈及到場致祭。周星馳於當
天下午四時許才突然現身致祭，不過他僅僅是逗留九分鐘後便立即
離開。被中國大陸影迷痛斥他對老拍擋的 「冷漠無情」。

吳孟達靈堂佈置以簡潔為主，橫幅寫上“主懷安息”，遺照上
的達哥身穿寶藍色西裝，以左手托下巴，笑容祥和。達哥生前有三
段婚姻，遺照前方擺放有五個花牌，中正兩個心形花牌為現任馬來
西亞籍妻子侯燕珊（侯三妹）及一對子女楚瑜、韋侖所送，兩旁三
個花牌為第一任妻子麥莉莉及雙胞胎女兒凱欣及凱兒；舊拍檔周星
馳所送的花牌擺放在家屬的右邊。蹤橫影視圈四十多年的達哥，在
圈中人緣甚廣，眾多好友均有送花牌致祭。

吳孟達兒子吳韋侖於下午二時半現身，身穿黑色西裝、神情哀
傷，在數位親友陪伴下到場。被問其父將會安葬哪裡？吳韋侖未作
回應。達哥家人下午向傳媒派發悼文，未有提及達哥死因或遺願，
只以達哥的座右銘“人最重要就是要開心”安慰影迷。悼文形容達
哥是影視泰斗、享譽影視界，又以“黃金配角”形容達哥，感謝大
眾一直以來的慰問。悼文又指以往曾有報道提及達哥的經濟、家庭

狀況等不實指控，但達哥為人豁達，對流言蜚語沒有上心
；並希望達哥的敬業樂業精神，可作後輩榜樣。悼文中透
露明日遺體火化之後，家人將會帶骨灰返回大馬，正式為
達哥的演藝人生劃上句號。

周星馳的姐姐周文姬與朋友一行大約於下午四時十分現身，原
本在另一個門口進場，但當見到有傳媒在場，即轉頭向另一門口前
行。但行到一半又急急轉頭，原來是周星馳同一時間到場，令場面
一度非常混亂。周星馳只逗留九分鐘後隨即離開，被問到對達哥離
世的感受？他只揮揮手、未有回應，隨即上車離開。

吳孟達弟弟吳利達會見傳媒。吳利達說：“感謝各位傳媒咁多
年對我哥哥愛護同關注，我以哥哥為榮，佢對家庭照顧、對父母孝
順、對兄弟關懷，好朋友個個都對佢讚不絕口，所以屋企人個個都
以佢為榜樣。”

多家媒體前日稱吳孟達扶靈人員大致確定，古天樂已經確定會
前來扶靈，但昔日“黃金拍檔”周星馳並未明確是否出席葬禮及扶
靈。消息一出，立即在網民中引起了巨大反響與熱議，甚至已經出
現明顯的抵觸情緒，不少網民覺得周星馳實在太過分：“吳孟達病
危入院到病逝身亡，已經有這麼長的時間了，連一個人影都沒見着
。若連葬禮都不肯來，的確讓人覺得挺冷血無情的。”甚至有激進
的網民表示，若星爺不現身或不扶靈的話，日後將抵制其電影云云

吳孟達縱橫影視圈40多年，擅長演出喜劇，代表作多不勝數，
他與周星馳更是黃金拍檔，兩人自1989年合作電視劇《蓋世豪俠》
、《他來自江湖》大受歡迎，開啟了情同父子的合作關係，兩人隨
後齊轉戰影圈，1990 年首次合作電影《賭聖》後，一口氣合演了
《江湖最後的一個大佬》、《賭俠》、《逃學威龍》、《逃學威龍2
》、《整蠱專家》、《賭俠2之上海灘賭聖》、《鹿鼎記》、《武
狀元蘇乞兒》、《破壞之王》、《九品芝麻官》、《西遊記》系列
、《百變星君》、《食神》、《行運一條龍》、《喜劇之王》等眾
多賣座電影，當中達哥在《賭聖》中 「三叔」一角更是街知巷聞，
直至2001年的《少林足球》後，兩人就再沒合作。

達哥和星爺合作無間，惜星爺在2004年拍《功夫》時，開始傳
出兩人有心病，有指是因為達哥沒檔期拍《功夫》，後來星爺再邀
他演出《美人魚》，達哥卻因身體不適婉拒合作，達哥之後在訪問
透露當年自己生病進醫院，星爺也有關心他，後來他因身體不適拒
絕拍《美人魚》，未知是否因此令兩人愈走愈遠，達哥心感惋惜，
但也希望再有合作機會，奈何一切都已去終點。

香港舞台劇巨星毛舜筠（Mo姐）昨日以沉痛心情，在社交網發
出逾千五字長文，悼念離世的前輩吳孟達。

Mo姐把與吳孟達合作過的多部劇集和電影剪輯成短片，配上

長文後分享到社交網，片尾寫上“懷念我最尊敬的達哥”以作悼念
。她感恩對方在演藝路上給她很大啟蒙：“在達哥指導下，每當在
角色上遇到樽頸位，便會有為角色寫前傳的習慣，並將之教給其他
人，將達哥的影響力傳承下去。”

Mo姐透露：“自從知道達哥的死訊後，心裡一直很難過！胸口
像堵着一些東西，無法排解。想着念着，有些說話、有些事情，實
在要認認真真、切切實實讓大家知道。這些事可能對其他人沒甚麼
大不了，但達哥這個人對我真是好重要。”她亦提到跟達哥和周星
馳合作劇集《他來自江湖》：“星仔沒有達哥的一唱一和，絕對不
會這麼好看，達哥是絕對配合到星仔的表表者。”很多謝達哥留給
我們這麼珍貴的禮物。”被稱做 「宇宙最強」的武俠天皇巨星甄子
丹留言道：“我雖然只和達哥合作幾次，但他的教導記憶猶新，他
的離開是業界的極大損失和遺憾。”

林子聰前日接受電台訪問，談及與吳孟達拍《少林足球》時的
相處軼事，又透露吳孟達早前做完化療後，還笑稱只是“先向閻羅
王報名”，沒想到最後真的離世。

林子聰透露去年十二月，吳孟達約身在香港的他到深圳見面，
誰知等林子聰完成隔離後，才知道達叔突然去了澳門：“當時他說
自己的心臟唔舒服。”林子聰計劃結束在廣東的工作後，再到澳門
與吳孟達見面：“誰知達叔又突然說要返香港。”林子聰發微信問
他發生甚麼事，但一直沒有收到回覆。

林子聰其後通過田啟文才知道吳孟達在澳門做了心臟手術，做
身體檢查時卻發現腎上腺長了個腫瘤，而且已經擴散：“達叔立刻
返到香港並住進醫院接受化療。”過了一段時間，林子聰收到吳孟
達回覆：“達叔說自己剛剛做完化療，需要再等等才能見面。他還
開玩笑說，自己只是去閻王那裡先報個名而已，之後還可以出來跟
大家聚會飲茶。”

去年十一月，吳孟達在銀川拍劇，在與林子聰通電話時，談到
自己身處西北大沙漠。林子聰說：“那邊氣溫只有零下廿度，很冷
、很辛苦。不過達叔一向很敬業，無論拍得幾辛苦，或者身體有甚
麼唔舒服，他都不會出聲，只會默默地堅持拍下去。我知道那次他
真的被凍親，拍完戲整個人都瘦了一圈，看起來很累。”當時大家
（包括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是，達叔的肝癌已經到了晚期。

田啟文日前曾透露吳孟達發現自己患病的經過：一月十四日在
澳門做心臟手術；發現患癌後，於一月廿三日返香港接受化療；第
一次化療失敗，中途更換過療法，進行第二次化療，曾一度抑制住
癌細胞擴散，可惜最後仍不敵癌魔。從發現患癌到二月廿七日去世
，只有短短四十五天，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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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德克薩斯州人
馬修·麥康納（Matthew McConaughey）週叁表
示，他正在考慮競選德克薩斯州州長，這是他
六個月來第二次談論自己在德克薩斯州的政治
中所想扮演的角色。

在一個名為“平衡的聲音”（The Bal-
anced Voice）的播客中，這位51歲的演員、教
授和作家似乎對此想法持更加開放的態度。

播客主持人兼阻止犯罪組織首席執行官拉
尼亞·曼克裏斯（Rania Mankarious）說：“要是
您的下一個領導角色是競選這個美好州的州長
，我們將感到非常高興。”

麥康納回答：“我聽到了你說的，這是我
真正的正在考慮的事情。”

在採訪的早期，麥康納提到了展望未來的
“領導角色”。

麥康納說：“我現在正在研究我的領導角
色，我確實認為我有一些要教和分享的東西。
我現在正在考慮進入下一個人生章節中要扮演
什麽角色？”

盡管這將是他第一次參政，但麥康納與德
州打交道已有一段時間了。他畢業於德州朗維
尤高中（Longview High School），目前是德克
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穆迪傳播學院（Mood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的教授。

麥康納在2月該州陷入冰凍狀態時，通過創

造虛擬收益來幫助該州的冬季暴風雪的受害者
，他幫助了德克薩斯州。

他之前曾提到過2022年競選的想法，說他
的競選將“更多地取決於人民而不是我自己。
”

3月，他與州長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
bott）一起發布了一段申明，內容是社會疏遠的
重要性。

無論麥康納是否決定參選，德克薩斯州州
長的席位將在2022年11月8日選出。

馬修·麥康納是一位美國演員，他在1993年
由理查德·林克萊特（Richard Linklater）執導的
喜劇《大眼與困惑》（Dazed and Confused）的
演出中取得了突破。他的第一個主角是根據
1996 年約翰·格裏舍姆的小說《殺戮時刻》（
A Time to Kill) 改編的電影中出現。次年，麥康
納在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執導的曆史劇《阿米斯
塔德》（Amistad）中飾演摩根·弗裏曼和安東
尼·霍普金斯的律師羅傑·謝爾曼·鮑德溫，並在
羅伯特·澤米基斯執導的科幻小說《聯繫》
（Contact）中飾演朱迪·福斯特。 1998 年，他

出現在林克萊
特導演的喜劇
《牛頓男孩》
（The Newton Boys）中。在2000年代，麥康納
在電影《婚禮策劃人》（The Wedding Planner
）（2001年），《如何在10天之內迷失一個男
人》（How to Lose a Guy in 10 Days）（2003年
）， 《發射失敗》（Failure to Launch ）（2006
年）和《鬼魂過去》（Ghosts of Girlfriends Past
）（2009年）中飾演浪漫喜劇角色。

在2010年代初期，麥康納以其喜劇性的角
色而聞名。這項新發現被媒體稱為“麥康納文
藝複興”（McConaissance），始於他在改編邁
克爾·康納利的同名小說《林肯律師》（The
Lincoln Lawyer） 時 飾 演 米 奇·哈 勒 （Mickey
Haller ），並與林克萊特在黑人喜劇電影《伯尼
》（Bernie）中重聚（均為 2011 年）。同年，
他在南方哥特式犯罪電影《殺手喬》（Killer Joe
）中扮演主角，為此他獲得了土星最佳男主角
獎。次年，他出演了成年戲劇《泥》（ Mud）
（2012），並在史蒂文·索德伯格導演的喜劇劇

《魔術麥克》（Magic Mike）（2012）中擔任配
角。

麥康納的下一個角色是羅恩·伍德羅夫
（Ron Woodroof），他在2013年傳記劇《達拉
斯買家具樂部》（Dallas Buyers Club）中扮演主
角。他的表演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金
球獎最佳男主角獎（戲劇）和電影演員協會最
佳男演員獎。

他還曾於 2013 年出演由馬丁·斯科塞斯
（Martin Scorsese） 執 導 的 《 華 爾 街 之 狼 》
（Wolf of Wall Street）。 2014 年，麥康納在電
視犯罪連續劇《真實偵探》（True Detective）
中扮演偵探魯斯·科爾（Rust Cohle），並在克
裏斯托弗·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的科
幻電影《星際穿越》（ Interstellar）中飾演。前
者麥康納獲得了黃金時段艾美獎戲劇類最佳男
主角提名和電視劇最佳戲劇類獎項。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奧斯卡影帝麥康納說，他正在考慮
競選德克薩斯州州長

(本報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想為自
己創造更優質的生活，買房子是其中關
鍵性的條件之一。自從新冠疫情爆發，
美國房市上下起伏，在年底，則呈現大
漲的局勢，休斯頓地區11月地產的成交
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十多個百分點，
顯示房市需求量增加頗高。無論買房是
為了投資或是增加生活質量，都需要找
到一位值得信賴的專業人士，在諸多繁
雜過程中能放心又省心。

休斯頓有位傑出的地產專家，他叫
做Edward Wang，客戶對他稱譽有加，
獲得滿分的評比。在首屆金鷹地產“奧
斯卡獎”中，他榮獲 「傑出服務獎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能深得客
戶之心，來自於他優質的服務、對市場

的分析與洞見，也源於他以客戶優先，
將心比心，客戶能感受到他的真誠與專
業。

分享投資功夫與心得
Edward 過去是 IT 專家，擅長運用

大數據分析趨勢，知道哪裡是潛力地段
。他因成長環境以及愛好，自己本身有
做地產投資，對房地產領域一直有所研
究，他將自己的經驗與心得分享出來、
並將地產資訊散發給朋友，讓朋友們都
穫利頗豐，當他最後真的踏入地產業時
，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闖出一片天。

以客戶的角度來考量
和Edward接觸過的人都會覺得，他

態度非常的親切溫和，做事很認真。他
把客戶看做朋友，像是為自己家人買房

子一樣，他知道買賣房子是人生的大項
目，經紀人要站在客人的角度，理解住
戶或投資者的需求，用他們的視野來看
最需要的是什麼？

同時，客戶已經把一切託付給房仲
，房仲們需要更加用心的幫客戶仔細注
意買賣房子的細節，跟客戶一起衡量分
析所有的交易，提供他們房地產最新的
消息，點點滴滴都要很細心。

1031延稅優惠與協助退伍軍人貸款
買房

Edward 最近運作比較多的是 1031
的案例，就是物業交換，這樣做的好處
是可以幫客戶延遲交稅並且再創造賺錢
的機會，就是轉投資將房地產買賣的淨
賺運用在其他的房地產上。此外，Ed-

ward也幫助退伍軍人貸款做房地產
，美國政府對退伍軍人貸款買房有
優惠政策，符合條件的民眾可以諮
詢Edward。

疫情下的房市大漲
疫情之下，房屋市場反而更旺。新
冠爆發後，許多專業人士在家上班
，年輕專業的高收入者對空間的需
求增加，希望能有自己的房子，自
己的活動庭園。房地產市場非常火
旺，有些人用現金還不一定搶得到
房子。

其背後因素，還有一點是民眾
怕錢會貶值，希望可以買能保值的
項目，房地產恰恰算是很好的選擇
，保守但是會固定成長。長期而言
，房地產是穩定的投資，有人自住
、有人投資再租出去。出租的話，
一直會有現金進來，相較於目前銀
行利息低，房租收入豐厚許多。因
此，把錢放到房地產上是許多人會

做的選擇。另外，年輕人有了工作之後
，不再選擇租房子，自己買房也是積蓄
的好辦法。

德州房市穩定成長
德州的房屋市場很穩定，很多外地

人搬來德州居住，以從加州搬來的最多
。德州的生活條件好，房價好，生活便
利，物價比較划算，油價便宜，天氣也
好，加上商業成長比美國其他城市來得
更穩定，因此不斷有人口遷移進來。
Edward有很多從外州來的客戶，主要都
是靠口碑與客戶介紹。Edward對客戶非
常的專心，不會一口氣接太多客戶，都
是先把每個客戶應該做的事圓滿達成，
把每一個項目都做到盡可能的好，難怪

乎他的顧客滿意度如此高。客戶皆樂於
幫他再介紹新的客戶。

口碑超好
在住宅房地產領域，每一個合作都

有評分，在休斯頓這麼多地產經紀人中
，Edward的評分非常的高，並且口碑相
傳，因為他盡力的幫助客戶達成夢想，
每一筆成交都代表他所費的心血與努力
，佳評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出來，他的評
分這麼高，絕對是實至名歸。

在 Houston Association of REAL-
TORS 的網站 www.har.com中，每筆合
作都會評估經紀人，包括能力、專業知
識、溝通互動、客戶經驗等，買主的第
一手經驗積累每個經紀人的評分，我們
發現，Edward Wang在所有項目都是滿
分，顯 示客戶對他百分之百的滿意。
高品質的服務團隊

Edward同時受過中式與美式教育，
中文英文俱佳，可以與美國人、亞洲人
、甚至黑人打成一片，他的背景兼具中
西教育的優點，更多元化，接受度也更
廣，因此各個族裔的人都樂於與他互動
。

目前Edward組織一個服務團隊，希
望培養出有共識有默契、能一起努力的
合作夥伴。目標是專業周到、客戶第一
、注重品質，讓客戶能得到最好的服務
。

Edward專精於房屋買賣、租賃、投
資 ， 包 括 商 業 及 住 宅 。 連 絡 電 話:
832-453-8868。電子郵件: info@ewas-
sociatesrealty.com。

口碑出眾口碑出眾、、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 Edward Wang: Edward Wang
提供優質的服務提供優質的服務 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洞見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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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德成立的头几年，施正荣还经

常去生产车间视察，他喜欢在食堂和工

人吃饭。尚德经营困难，他只领该领工

资的四分之一，生活朴素。

可随后，突如其来的财富与漫天赞

誉让他一下子像变了个人。

2004年扭亏后，施正荣打响了财富

“保卫战”，将那些曾经帮过他的人一

个个赶走。

第一个遭殃的是施正荣创业路上最

重要的伯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无

锡市原经委主任李延人。尚德2004年的

净利润是1980万美元，可李延人走时，

只带走了一百万现金和一辆开了几年的

奥迪A6，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股权。

第二个是在施正荣最难的时候帮他

的国有股东。公司上市前，施正荣以技

术为筹码，大费周章地清退了75%的国有

股份。

尚德终于成了施正荣一个人的尚德。

“我觉得自由了。”他说。

到了公司上市那天，他又说：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

钱，我就花钱。”

他给自己买了近十辆顶级豪车，包

括三辆雷克萨斯、一辆宝马、一辆奔驰

S600、一辆顶级宾利、一辆路虎、一辆

沃尔沃……

他越来越高调：去参加达沃斯论坛

时，专门花20万美元包一架公务机；斥

巨资在公司总部建了一面全球最大的光

电幕墙；成立“施氏家族慈善基金”，

号称一年花6000万元做公益，后来却被

曝出诈捐……

他也曾担心自己和尚德会不会就这

样被捧杀。

刚做首富的时候，路过无锡市高架

桥旁那些印有自己头像的巨幅广告牌，

他总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低下头。

到后来，作为无锡市“创新先锋”

，施正荣的半身像竖立在大街小巷，他

渐渐没了感觉。

外媒更是把他评为“全球环保英雄

”“可拯救地球50人”之一。

他也开始觉得自己“伟大”，张口

闭口就是“世界第一”，“我成就了行

业，无怨无悔”。

2008年年底，光伏市场遇冷。在一

次新能源行业峰会上，施正荣直接指着

诸多同行大佬和政府官员说：“你们回

去要好好反省一下。”

“他一开始要很多很多的钱，后来

又要很多很多的名，这些都占有之后，

发现自己还是觉得匮乏，想拥有更多。

”施正荣的一位生意伙伴说。

只可惜，天堂到地狱不过一步之遥

。

是无锡市政府成就了施正荣。

施正荣是正经科班出身，在澳大利

亚读博期间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马

丁· 格林。但一开始，他的事业并不顺利

，只是澳大利亚一家光伏企业的普通研

究员。

2000年，施正荣带着一份商业计划

书回国为他的光伏梦找钱。每到一个城

市，他都会说，“给我800万美元，我给

你做一个世界第一大企业”。

人们大都把他当作骗子。但时任无

锡市经委主任李延人却选择相信他，并

给予无条件帮助。

尚德的600万美元启动资金是李延人

出面拉来的，土地几乎是无偿的，银行

贷款担保也是一路开绿灯。供应链、配

套设施、销售渠道……有政府出面，尚

德电力的台子很快就搭了起来，而且一

出手就是大手笔。

2002年8月，尚德第一条生产线投产

，产能是15兆瓦/年，相当于中国光伏电

池产量此前4年的总合。

可是，第一年就亏了700万元。

2003年最艰难的时候，当初一起创

业的伙伴都走得差不多了。又是李延人

出面说服小天鹅等几大股东，找来5000

万元担保资金，并动用自己的政府资源

，通过无锡市劳动局拿到5000多万低息

贷款。

无锡政府直接提供的无偿资金就有

3700万元，还前后帮尚德争取了11个项

目。尚德这才渡过难关。

2004年8月，德国政府更新了“可再

生能源法”，加大光伏补贴力度。全球

光伏市场规模同比增长61%。

尚德一下子进入收获期。接着就是

上市、融资、再扩张。尚德很快成为全

球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商，无锡也跟着

成了“中国最大的光伏生产与出口基地

”。

有尚德的成功先例，2006年，无锡

市推出530计划：5年内引进30名海外留

学归国领军型人才来无锡创业。结果一

下子来了1000多人，财政补贴高达十几

亿元。

施正荣和尚德的传奇很快扩散开来

。无锡疯了，江苏疯了，江南疯了，整

个中国光伏业都疯了——

投产就能挣钱，挣钱就能拉动GDP

，各地政府、银行都夹道欢迎。

之后几年，数十家光伏企业成功上

市，数千万人来此“淘金”。这场造富

神话不亚于互联网大潮。

2005年，中国光伏装机容量仅为68

兆瓦，2015年达到惊人的16600兆瓦，十

年间增长了244倍。中国企业在光伏产业

链上全面占据TOP10的位置。

人们说，施正荣让中国光伏产业与

世界的差距缩短了至少15年。

中国光伏业的狂欢直接导致了晶硅

原料价格的暴涨：2006年到2008年，成

本约20美元一公斤的晶硅，价格直接从

22美元一公斤，暴涨到500美元一公斤。

更大的危险是，中国光伏产业两头

在外：90%以上的光伏产品销往海外；

90%以上的核心原料也是靠进口。

多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当初顶

着高科技光环的中国光伏企业，充其量

也就是“多晶硅来料加工厂”，扮演的

是“Made in China”的角色。

不谈质量的数量，不谈盈利的规模

，都是耍流氓。

施正荣“导演”的这出“皇帝的新

装”让中国企业家们拿着各大出货量榜

单自娱自乐，沉浸在掌声和鲜花之中。

最终获得暴利的却是欧美资本集团。

2011年是中国光伏业的分水岭。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光伏业的产能

过剩矛盾彻底爆发，叠加政府补贴退潮

，硅料价格一路暴跌到50美元每公斤左

右。早早签下长期供货协议的尚德损失

惨重。不考虑存货减值，仅仅因为撕毁

供货协议，施正荣就赔了2.12亿美元。

2011年全年，尚德净亏损10.07亿美元。

欧美来势汹汹的“双反”（反倾销

、反补贴）制裁更是直接将中国光伏业

打入寒冬。

2012年，尚德的市值蒸发了60%。

自2012年7月，尚德发公告称公司因德国

债券欺诈案损失了5.6亿欧元之后，就再

也没有出具过财务报告。

最后一份财报显示，2012年一季度

末，尚德短期借款及将于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贷款合计超过15.6亿美元，而账面资

金只剩4.9亿美元，其中2.2亿元还因受限

不能使用。

2013年3月，挣扎许久的尚德终于到

了生死边缘。

整个3月，好消息坏消息交错而来。

3月4日，施正荣被剥夺董事长一职

。他与董事会的矛盾彻底公开。

尚德被债务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

最棘手的是一笔5.41亿美元的可转债将在

当月15日到期。这笔账能否还上，很可

能将直接决定尚德的最终命运。

3月11日，尚德似乎迎来了转机：公

司宣布超过60%的可转换债券持有人已与

尚德签订了债务延期协议，延期至5月15

日。

可是，3月13日，尚德宣布美国亚利

桑那州Goodyear的组件工厂将于4月3日

停产，这已经是P2工厂之后，尚德连续

关闭的第二家工厂了。

次日，尚德股价再次大跌，盘中跌

幅一度超过50%，最终收跌19.28%，报

收于0.67美元每股，较历史最高点缩水了

99%。

关于尚德命运走势的讨论就像一张

紊乱的心电图。两拨势力僵持不下：一

方认为无锡市政府一定会“救市”；一

方则认为债务窟窿无论如何也补不上了

，破产板上钉钉。

终局还是来了。

3月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公告称，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无法归还到期债务，依法裁定破产重整

，牵扯超过500家债权人，涉及金额超

170亿元。

比起公司破产，更惨的是施正荣的

个人信用也彻底破产。

施正荣原本有望挽救尚德，但他选

择了维护自身利益。

多家媒体爆料称，2012年初，国开行

原本决定继续给尚德注资，前提条件是施

本人以个人全部资产做无限责任担保，他

们希望施正荣也能拿出目标和态度来。可

这一提议遭到了施正荣的拒绝。

无锡市政府也曾表示，希望他退出

在尚德的个人股份，让本地国资公司

——无锡国联接盘，同样遭到了施正荣

的拒绝。

他似乎觉得尚德拥有了“绑架”政

府的能力：

“我有这么多的职工，你不救我，

我就要关门。”

于是，他一边告诉美国投资者，说

自己能让无锡市帮忙偿还到期的5.71亿美

元可转债；一边告诉无锡市政府，说他

能搞定美国投资者。

可最后都没做到，施正荣彻底失去

了信任。

或许是一出生就被亲生父母抛弃的

经历给他留下了童年阴影。“缺乏安全

感”的施正荣最终选择了“宁教我负天

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

当债权人涌向尚德无锡总部大楼时，

他选择避而不见，将烂摊子丢给政府。

除此之外，施正荣还被指通过关联

交易将尚德的大量财富转移到自己名下

。2007年1月，他名下的亚洲硅业，获得

了尚德长达16年期限、15亿美元的无条

件支付合约。而亚洲硅业直到2009年上

半年都没向尚德交付过多晶硅。

海外，美国投资者起诉施正荣及其

高管团队“掏空尚德电力、对关联公司

亚洲硅业进行利益输送以及挪用16.8亿美

元公司投资”；国内，无锡市国税局认

定无锡尚德存在“漏缴税款”行为。

无锡市高架桥旁那些印有施正荣头

像的巨幅广告牌，被悄悄摘下。

“渣滓、自私自利、无良资本家

……”这个无锡市曾经的城市英雄，成

了无数人唾弃的对象。

企业可以重来，但信用不行。

巴顿将军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

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

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低谷之后的反

弹力。”

对企业家来说，这股反弹力很大程

度上源于个人信用。很多时候，企业成

败关键，可能不是产品、不是技术、不

是人才、甚至不是资金，而是信用。

信用破产，无异于跌入地狱。

2000年前后，孙宏斌和顺驰风光无

两，靠着“快、狠、疯”，大有赶超万

科的势头。2003年，顺驰销售额超过45

亿元。

可2004年的一系列调控政策猛将地

产业打入寒冬。孙宏斌流年不利，上市

计划搁浅，和美国投资银行摩根的投资

谈判也宣告流产。

到2006年，顺驰拖欠土地费用和银

行贷款高达46亿元。

破产关头，孙宏斌的反应与施正荣

大相径庭。

为了尽力解决与银行等各方面的债

务问题，妥善安排遣散的员工，他不惜

丢掉控制权，以12.8亿元的价格转让了顺

驰55%的股权。

企业虽然破产，但企业家信用还在

。所有人都觉得，他还会东山再起。

果然，孙宏斌很快又创立融创，势

头不减当年。

史玉柱也经历过破产。当他凭借脑

白金东山再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刊

登广告，寻找当年的债主，重建个人信

用。

商海沉浮30年的王石也说过：“我

现在最大的财富就是信用。”

可对于信用，施正荣却一直保持沉默

。多年后，他也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句：

“我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人，基于这

些，我沉默也不觉得委屈。”

2014年离开尚德后，施正荣一个人

来到澳大利亚，自己开车、买菜、做饭

、洗衣服，瘦了15斤。

“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就重新找

回了独立和自信。”施正荣说。

其实，他早给自己安排好了回归商

界的道路。

2014年10月，施正荣的老部下——

原尚德高级副总裁龙国柱，注册成立了

上海羿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始研

发晶硅薄膜产品。

晶硅薄膜正是施正荣的老本行，他

以创业导师的身份隐匿在背后，一直没

人注意到他。

2016年年底，上海羿仕带着新产品

eArche（一款可以附着在建筑表面的光伏

材料）进入市场。与此同时，施正荣公开

接受了央视《对话》栏目采访。他说：

“谈不上回归，我从来没离开过。”

之后，施正荣开始陆续在国内的新

能源行业峰会上露面。看到自己的出现

并未引起太大反感后，他的胆子渐渐大

了起来。

2019年春节前夕，中国能源报曾邀

请一众新能源大佬恭贺新春，施正荣也

在其列。这一次，他的落款已经是“上

迈新能源董事长施正荣”了。

2019年10月，施正荣悄然以25亿身

家财富重新出现在胡润百富榜上。

与此同时，施正荣也在筹划着重返

资本市场。

2020年11月25日，施正荣控股的亚

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申请获得受理。

人们这才意识到，2013年，当施正

荣毅然决然抛下尚德离开的同时，由他

私人控制的亚洲硅业却在好友王体虎的

帮助下“起死回生”。

好一出“弃车保帅”的大戏。

6年前施正荣信用崩盘时，吴晓波

曾犀利地评价道：“可以肯定的是，他

的企业家信用已然彻底破产了，在他的

有生之年，恐怕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做成

一单生意。”

如今，在新一轮光伏热潮中杀回来

的施正荣，究竟能走多远呢？

无
锡
人
最
恨
的
中

国
首
富
，
回
来
了

从一个靠知识走出农村的

洋博士，到中国首富，他只用

了6年。

从中国首富、城市英雄到

财富与信用双双破产，也只不

过短短8年。

阔别江湖数载，这个曾遭

无数人唾弃的中国首富又杀回

来了。

2005年10月14日，纽交所

门前升起了三面旗帜。除了美

国国旗外，其它两个都是“新

面孔”——尚德电力和中国国

旗。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座

里程碑。

这一天，尚德电力成为第

一家在纽交所公开上市的中国

民营企业，还被华尔街称作

“光伏界的微软”。

老板施正荣更是名利双收

。回国后，他成了征服海外资

本市场的英雄。短短几个月后

，他以186亿身家成为中国新首

富。

这个看似司空见惯的财富

故事，加上两个时间限定后，

便显得“疯狂”起来——

从成立到成为世界光伏巨

头，尚德只用了4年；

成为中国首富那天，距离施

正荣决定归国创业，还不到6年！

这一切似乎来得有些太容

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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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今年鹿特丹影展的愛情

喜劇《揭大歡喜》，今天(3/11)舉

辦「白色情人節首映會」。因應

即將到來的白色情人節，片中

「男主角」謝沛恩、陸明君、許

乃涵（涵冷娜）和曹蘭，都特別

準備了禮物要送給另一半「女主

角」郭雪芙、夏朧、黃瀞怡（小

薰）和鍾欣凌。謝沛恩送給郭雪

芙的是一顆神秘的「八號占卜球

」，象徵郭雪芙片中忽男忽女

「愛情神秘難測」；陸明君則豪

氣為法國女星夏朧挑選了「賓士

車」模型，要她記住車震的「性

福」。片中扮演「深情工具人」

的涵冷娜，準備了一套「彩虹卡

」獻給仙女小薰，七彩繽紛充滿

愛情正能量；「金銀配情侶檔」

曹蘭則送給鍾欣凌一袋「金幣巧

克力」，兩人都祈願一生「甜蜜

又多金」。

有趣的是，《揭大歡喜》導

演陳宏一、魏瑛娟是業界知名的

導演夫妻檔，兩人還都是2月14

日情人節出生，更選在同個日子

結婚。每年過這個「三合一」節

日，可以同時慶祝2個生日、1個

結婚紀念日，讓拍戲砸錢不手軟

的陳宏一打趣說「很省錢」。今

年白色情人節，陳宏一則對首度

執導電影的魏瑛娟，獻上精緻的

金莎巧克力盆栽，感謝她給予的

最大支持與協助。魏瑛娟是知名

劇場導演，更是「莎劇權威」作

育英才無數，作品曾獲邀國家戲

劇院演出。這次她首度執導電影

成績斐然，不僅不讓日本寶塚專

美於前，更一反傳統莎劇、以

「全女性主演」轟動歐洲，一舉

入選鹿特丹影展。《揭大歡喜》

將於明天（3/12）起擄獲全台觀

眾的心。

這部愛情喜劇電影《揭大歡

喜》，劇本由魏瑛娟、陳宏一共

同創作，並延續陳宏一獨特前衛

的電影美學風格。該片劇情講述

一段在未來「C門町」發生的愛

情奇想，八大女星片中飾演四對

情侶，發展出浪漫繽紛、天馬行

空的戀情，讓觀眾看完心生甜蜜

，恨不得大談戀愛。《揭大歡喜

》今天舉行「白色情人節首映會

」，邀請了在片中也有演出的三

位「特別嘉賓」出席。資深女星

賴佩霞除現身力挺女兒謝沛恩，

母女同片演出成為影史佳話，兩

人片中剃髮、改扮「叔姪」更是

話題十足。有趣的是，當得知母

女都扮男生，賴佩霞回家還跟丈

夫說「你多了一個老公及兒子」

，讓丈夫頓時驚呆，不知發生了

什麼事。

這部號稱「全女性主演」的

電影，今天首映會上也大揭祕辛

。原來演員在百花之中，竟夾帶

了三片綠葉：邱彥翔（全聯先生

）、林哲熹和金馬男星邱志宇，

三人還都扮演很ㄎㄧㄤ的警察。

這項巧思日前被英國影評狂讚

「太猛了」，認為將引發「未來

女性世界是否仍由男性掌控」的

勁爆討論。「綠葉代表」邱志宇

表示，他接到這部「全女性電影

」的演出邀約時，還一度「懷疑

」自己的性別。最好笑的是，拍

片時氣氛詭異「明明是男廁，裡

面全擠滿女生」，頓時無處方便

，「三個男生竟成了弱勢」。有

趣的是，邱彥翔、林哲熹和邱志

宇三個射手座，分別是12月 13

、16、18日生，導演陳宏一索性

以他們生日作為出任務代碼，讓

他打趣說等票房大賣要用來簽樂

透。

在電影《揭大歡喜》裡，

最令人難忘的角色莫過於童星

白小櫻。曾勇奪金鐘新人獎的

她，在片中竟剃光頭髮、飾演

充滿禪意的小僧侶。該角色雖

充滿東方禪學，大受歐洲觀眾

喜愛，但白小櫻坦承接演前一

度猶豫「很怕被同學笑」，但

她更覺得機會難得，心一定就

決定剃髮演出了。白小櫻片中

逆轉莎劇、將名劇作中的「亞

登森林」變成一片東方樂園，

獲國際影評盛讚為「愛情的烏

托邦」。片中八大女星、四對

情侶爭奇鬥艷大談戀愛，對愛

情的嚮往與衝動，更挑戰了莎

士比亞金句「女人的思想總是

超越行動」。《揭大歡喜》將

於 3月 12 日白色情人節假期全

台熱烈上映。

三大嘉賓四對愛侶
《揭大歡喜》白色首映藏情意

「希望能透過電影《東經北

緯》，喚起大家用關心與愛去看

這片大海。」《東經北緯》導演

袁緒虎語重心長地說，長期致力

於水下攝影，國內諸多電影、廣

告與MV，只要是與大海有關的

畫面，大多出自「虎導」之手，

他說：「我希望能用影像來傳遞

真相，海裡嚴重的珊瑚白化和污

染，住在陸地上的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才將畫面拍出來，透過電

影《東經北緯》中，在海中尋找

夢想的角度出發，探討父子、兄

弟以及人與大海之間的關係，他

說：「讓大家知道海的美，這是

我能為她做的事。」

在電影中，虎導大膽地起用

了柯鑑育與鄭凱這兩位沒有潛水

經驗的演員，分別飾演「顏東經

」與「顏北緯」兩兄弟，虎導說

：「我看中的是他們與水的相處

方式，能否『享受』在水裡的感

覺，憑這一點就知道他們能否勝

任片中的角色。」原本是水球國

手的柯鑑育在片中飾演哥哥「顏

東經」，小學一年級便加入游泳

校隊的他，接受多年完整的游泳

訓練，虎導形容：「他在水中的

每一個動作都如教科書般精準，

對我來說如獲至寶。」大學時期

就想接觸潛水的柯鑑育說：「藉

著這次的拍攝機會，我與鄭凱都

考到潛水執照，各種角度的潛水

畫面都無需假手他人；海底世界

的美麗與生物的多樣化讓人嘆為觀

止，但是當你看到海底自然景觀被

人有意或無心地破壞，自己卻無能

為力，那種衝擊讓人難過。」

而飾演「顏北緯」的鄭凱則

說：「你很難不被虎導的熱忱吸

引，他總說自己像是在宣揚邪教

一樣，想盡辦法要把人拉下海底

一起感受她的美，聽著聽著我也

開始嚮往了。」等他真的接受潛

水特訓，被海水擁抱的那一刻開

始，他開始明白導演的感受，鄭

凱說：「海底世界帶給人的感動

真的很難用言語形容，讓人很積

極地想要多為大海做些什麼，除

了每次拍攝都從海邊帶回淨灘的

垃圾外，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盡

全力拍攝《東經北緯》，利用電

影大銀幕將大海與導演的理念傳

達給觀眾，那種齊心合力完成一

部作品的熱血心情直到現在都很

是很激動。」為了落實環境保育

，鄭凱從自身做起，認真做到垃

圾分類與減量，出門包包裡必備

環保湯匙與筷子，這些都已經成

為人生的一部分。

《東經北緯》故事敘述三百

多年前，傳說中的海盜船長顏思

齊在蔚藍的大海中埋藏了大量的

寶藏，身為其後代的顏賢軍(吳

朋奉 飾)深信著這個傳說，並且

用一生的時間希望能夠證明這段

歷史，他不只身體力行，更將自

己的雙胞胎兒子顏東經(柯鑑育

飾)與顏北緯(鄭凱 飾)自幼就訓

練成默契絕佳的潛水夥伴，一同

開啟「尋寶」的人生，原本感情

極好的父子三人，卻隨著成長而

逐漸發生變化，對於「寶藏」的

定義產生嚴重分歧，東經更在一

次意外之後憤而離家，父親口中

所謂的「寶藏」究竟是什麼？曾

經連結這對兄弟感情的大海是否

又能讓東經北緯再次的交集。

《東經北緯》導演率演員鄭凱柯鑑育
齊聲呼籲 「用關心與愛去看這片大海」

〈拍手歌〉（Kipahpah ima

）是一首布農族的詩歌，也是最

耳熟能詳的原住民歌曲，大部分

人認識馬彼得校長指揮的「台灣

原聲童聲合唱團」都是從〈拍手

歌〉開始，電影監製陳鴻元和新

人導演楊智麟也是因為聽了〈拍

手歌〉後，將原本不識五線譜的

馬彼得，卻帶領出世界知名合唱

團的故事拍成電影《聽見歌 再

唱》。

〈拍手歌〉（Kipahpah ima

）在布農語中，「kipahpah」是

「拍打」的意思，「ima」指的

是數字「五」，「拍打五」代表

著「雙掌互拍」。

〈拍手歌〉並不是布農族傳

統歌謠，而是由未受過專業音樂訓

練的布農族素人王拓南和伍欽光，

有感於沒有一首歡迎大家來做禮拜

的布農歌，於是用簡單的吉他合弦

創作出的新一代布農詩歌，來歡迎

所有親朋好友來教堂同享福音，

〈拍手歌〉現在已成布農族人做

禮拜時唱的第一首歌。

當初楊智麟因為聽了〈拍手

歌〉後，一頭栽進馬彼得帶領的

合唱團公益活動中，並且拍了

《唱歌吧！》紀錄片參加2019年

的金穗獎。當時擔任評審之一的

陳鴻元被〈拍手歌〉感動，在決

審會議時力排眾議，説服其他評

審讓未獲最佳紀錄片的《唱歌吧

！》成為最佳影片。當時另一位

評審廖慶松，甚至開玩笑的對陳

鴻元説：「你那麼喜歡《唱歌吧

！》，應該把它拍成電影！」

互不相識的陳鴻元、楊智麟

各自做自己的電影夢，直到2014

年，在另一位監製張鳳美的介紹

下，才知道兩人對同一個故事感

興趣，決定攜手合作，但在多數

電影公司不看好之下，劇本開發

過程緩慢。直到2017年，馬彼得

對兩人近十年不放棄這故事而感

到好奇，才在所屬原聲教育協會

同意下，定下電影中「不能談情

說愛」、「不能有反派」、「必

須是大眾看得懂」的商業電影三

大原則，才授權兩人拍攝《聽見

歌 再唱》。

《聽見歌 再唱》由馬志翔

、Ella主演，將於4月9日口碑獻

映、4月16日全台上映。

一首〈拍手歌〉
成就電影《聽見歌 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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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你好，，李煥英李煥英》》
殺入全球票房榜殺入全球票房榜TTopop 9090

繼繼《《戰狼戰狼22》》後再有中國電影上榜後再有中國電影上榜

上月12日上映的電影《你好，李煥英》
是今年春節檔的“黑馬”。在春節檔

的前四天，《唐人街探案3》的日票房和總
票房均遙遙領先，但自2月15日始，《你
好，李煥英》的單日票房產出已經超過了
《唐探3》，並持續到春節檔最後一天。
《你好，李煥英》目前總票房達51.82億元
人民幣，位列中國影史票房第二名。

而據電影票房統計網站Box Office數
據，截至12日，《你好，李煥英》累計票
房已逼近8億美元，逐步超過《死侍》、
《加勒比海盜：惡靈啟航》等荷里活電影，
躋身全球影史票房前90名。

目前，全球票房前一百名的影片中，中
國影片已有兩部，除《你好，李煥英》外，
《戰狼2》以8.7億美元排在全球票房榜第

72名。此前，《你好，李煥英》還發布延
長放映通知，宣布延長至4月11日，因此有
網民看好甚至或能打破《戰狼2》在2017年
創下的紀錄，為中國電影再創票房新高。

《唐探3》同樣延長放映時間至4月10
日，到截稿前《唐探3》票房已達44.51億
元人民幣，位列中國影史票房第五。

3D版《阿凡達》中國重映
此外，曾經掀起全球觀影熱潮的電影

《阿凡達》12日在中國重映，且有普通3D
和IMAX3D兩種版本。

《阿凡達》於2009年底在北美上映，
史無前例地推出3D制式，相關數據顯示，
《阿凡達》目前票房為27.90億美元，名列
全球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復仇者聯盟4：

終局之戰》，票房為27.98億美元。
2010年，由占士金馬倫執導的3D版電

影《阿凡達》在中國公映後，中國票房達13
億元人民幣，創造了當時的票房紀錄。當年
中國只有14家IMAX影城，很多影迷為了能
看一場IMAX版本的《阿凡達》，甚至不惜
去大城市看，一票難求。今非昔比，目前全
國202個中國城市中，共有 718家IMAX影
城，沒有看過IMAX版本《阿凡達》的觀
眾，這次終可達成當年的心願了。導演占士
金馬倫還向中國影迷錄製特別問候：“本周
《阿凡達》將重回3D熒幕，我非常激動，
11年前，我們帶觀眾體驗了一場前所未見的
震撼冒險，你們的支持讓《阿凡達》在中國
成為了最賣座的影片之一，期待你們能回到
潘多拉星球，重溫它的傳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鍾嘉欣去年完成無
綫劇集《兒科醫生》後，便飛返加拿大同丈夫及一對子
女過聖誕及農曆新年，短期內都不會再來港的她，現正
好好享受家庭樂，不時在社交平台放上一對仔女的可愛
照。

現時加拿大的冬天仍有落雪，嘉欣便帶同囡囡Kelly
和囝囝Jared出去玩雪，三人穿上厚厚的衣服，戴上帽子
和手套，做足禦寒措施，Kelly一張臉被頸巾圍住，只露
出眼睛，而身上的粉紅色打扮非常搶鏡，更聽話地坐在
媽咪的膝蓋上，至於細仔Jared越大越標致，他手持雪鏟
露出可愛笑容，擁着仔女的嘉欣難掩幸福滿足表情。嘉
欣更分享了一張小雪人相片，應該是他們三母子合力砌
成的傑作。

嘉欣以英文留言指：“Winter is almost over. Wel-
come Spring!（冬天快過去了，迎接春天的到來！）”
正好好享受着每個季節帶給她們一家的樂趣。

鍾嘉欣陪仔女砌雪人

●趁現時加拿大的冬天仍有落雪，嘉
欣帶同子女出去玩雪。

香港文匯報訊電影《你好，李煥英》累計票房逼近8億美元，已經超過票房7.95億美元的《加勒比海盜：惡靈

啟航》等荷里活電影，成功躋身全球影史票房前90名。此前，《你好，李煥英》還發布延長放映通知，宣布延長

至4月11日，票房有望再創新高，在全球影史票房榜上再往上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李思穎）內地疫情
受控，香港藝人紛紛“逆”流而上開工，但都必先
接受隔離檢疫。

溫碧霞（Irene）去年在內地不斷接下新工作，
半年間已經完成一百項工作打破了個人紀錄。到今
年初回港度歲跟家人團聚，休息了近一個月，Irene
又馬上動身往上海接受為期兩星期的隔離，準備投
入新工作。

Irene於社交平台貼上悠閒隔離生活的照片，向
來愛美的Irene，隔離不用見人也會打扮一番，她穿
橙紅碎花裙躺床上自拍，或是恤衫襯短牛仔褲都很
醒神，她留言道：“我的隔離生活其實也可以好充
實，每日聽聽音樂，看看劇本，做下運動，看看電
影，或自拍一下哈哈，其實一個人生活也不錯，從
今天起打算把自己改變一下，做一個不一樣的
我！”向來樂天的Irene，隔離期間都感覺時間過得

很快，她笑說：“是因為地球轉快了嗎？怎麼覺得
一天一下子就過了，時間就像一支箭！”

而Irene將於下周一完成隔離，她出席完幾個活
動，便會到無錫投入拍攝歷史電影《731》，戲中會
跟影帝張家輝合作。

“愛妻號”陳豪（阿 Mo）則正在深圳接受隔
離，稍後準備為新劇《白色強人2》開工，阿Mo在
這段隔離日子都有跟家人保持視像通話，他亦沒有
放鬆防疫意識，在酒店裏依然會戴住口罩。

12日陳茵媺（Aimee）在社交平台貼了和老公
阿 Mo視像的截圖，畫面中Aimee抱住二仔，她以
英文留言表示很掛念老公。阿Mo隔離已經踏入第2
個星期，而Aimee就趁教囝囝中文功課和教孻女閱
讀期間，跟老公視像，見到阿Mo甜絲絲的眼神就知
他多滿足呢！

姜麗文與父Long D
秦沛之前於內地拍劇現仍未回港，女兒姜麗

文為此甚為掛念。對於疫情下將人與人之間距離
拉遠，她也感到無奈，故只好每天都抽時間跟爸
爸視像給予最親切的慰問。姜麗文拍下跟爸爸視
像的合照並留言：“人生未試過咁耐冇見面！希
望疫情可以快啲過！好掛住爸爸媽媽啊，但起碼
可以每日Video Call，都好感恩！有冇人好似我哋
咁同屋企人Long D？”

而為解思念爸爸之情，姜麗文也只好靠看最近
熱播的網絡劇《我的時代，你的時代》，劇中秦沛
演一位老頑童爺爺的角色，她笑指雖然爸爸不在身
邊，但至少都可以在電視上看最可愛爸爸的新戲，
她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安全出行，並盡快與親人見
面。

溫碧霞隔離生活好充實
陳豪夫婦視像通話甜蜜蜜

●姜麗文拍下跟爸爸
秦沛視像的合照。

●隔離期間，溫碧霞也會精
心打扮一番。 網上圖片

●12 日河北
石家莊某影
城，購票區的
市民關注電影
《阿凡達》重
映。 中新社

●《你好，李煥英》總票房已達51.82億元人民幣。

●●《《戰狼戰狼
22》》排在全排在全
球票房榜球票房榜
第第7272名名。。

●《阿凡達》
曾經掀起全
球 觀 影 熱
潮。

古天樂演呂布 曾傷眼球縫8針

●●古天樂古天樂

香港文匯報訊 由古天樂、韓庚、楊祐寧等主
演的電影《真·三國無雙》籌備多時，終於今年4
月上映。飾演呂布的古天樂（古仔）佔戲甚重，
12日凌晨古仔在微博發文回憶自己拍攝時的經
歷，他透露當時右眼受傷，更在眼球縫了八針，
古仔表示：“可能各位古迷都有留意到電影
《真·三國無雙》的宣傳已經開始，我飾演的呂
布終於可以跟大家見面，拍攝的點滴又再重現腦
海之中，當時更因右眼受傷，而要在眼球縫了八
針，令我見識到原來眼睛一樣可以縫針，而且因
為時間緊迫，我眼傷未癒又要到新西蘭繼續拍
攝，一切就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眼睛是靈魂
之窗，不少粉絲皆叮囑古仔要保重身體。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21年3月13日（星期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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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別讓車禍後遺癥貽害終生別讓車禍後遺癥貽害終生，，李醫生免費幫妳治李醫生免費幫妳治，，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壹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壹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妳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
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妳免
費治療！不用妳自己掏壹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
買單！不管是妳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次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
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壹定療
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壹直從事體力勞
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
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
，病情加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
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

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
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壹側臀部肌肉開
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第壹次
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壹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
好轉，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
需壹個人。再治療壹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
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
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壹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
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
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
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
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五全天，二、四、
六上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為什麼要保養汽車為什麼要保養？？
提到汽車為什麼要保養，我們得

先從汽車保養和修理的區別和關係說
起。汽車保養和汽車修理的關係是辯
證的。在日常活動中，一定要處理好
兩者之間的關係，堅持以保養為重點
，克服“重修輕保”“以修代保”的
不良傾向。 “三分修七分養”說的就

是這個道理。
針對目前汽車養護行業中的情況

，科學的將汽車保養系統分為六大部
分，並可對下列的六大系統進行特別
養護。

一、潤滑系統的深化保養。
潤滑系統主要作用就是對汽車發

動機的各個部件進行有效的潤滑，以
防過度磨損。在常規情況下，汽車每
行駛三千至五千英里時就需清洗保養
一次，在遇到發動機噪音過大，加速
無力，水溫過高時也需清洗保養一次
。清洗髮動機內部的油泥和其它積物
，避免機油高溫下的氧化稠化，減少
發動機部件的磨損，延長發動機壽命
，提高發動機動力。

二、燃油系統的清洗保養（即清
洗噴嘴、氣門積碳）。

常規情況下，汽車每行駛一萬至
二萬英里時需清洗保養1次，或當你發
覺引擎喘抖，遲滯和加速不良，冒黑
煙，無力、費油時清洗保養1次。清除

系統內部的膠質和積碳，防止有害的
腐蝕發生，避免並製止密封件和水箱
的滲漏，徹底更換舊的冷卻液。

三、冷卻系統的清洗保養。
定期清除導致發動機過熱的痕跡

和水垢，防止有害的腐蝕發生，避免
並製止密封件和水箱的滲漏，徹底更
換舊的冷卻液。一般情況下，正常行
駛中每3個月要檢查一下冷卻液面高度
，避免水溫過高、漏水、開鍋。清除
導致發動機過熱的痕跡和水垢，防止
有害的腐蝕發生，避免並製止密封件
和水箱的滲漏，徹底更換舊的冷卻冷
卻液。每三萬英里徹底清洗冷卻液。

四、變速箱的清洗保養（自動變
速波箱）。

常規情況下，汽車每行駛3萬英里
時清洗保養一次，或遇變速箱打滑、
水溫偏高、換擋遲緩、系統滲漏時清
洗保養一次。清除有害的油泥和漆膜
沉積物，恢復密封墊和O型圈的彈性
，使變速箱換檔平順，提高動力輸出

，徹底更換舊的自動變速箱
油。

五、動力轉向系統的清
洗保養。

汽車每行駛3萬英里清
洗需保養一次，或遇轉向困
難系統滲漏，更換動力轉向
機配件後，也須清洗保養一
次。清除系統中有害的油泥
、漆膜，清除低溫時的轉向
困難，制止並預防動力轉向
液的滲漏，清除轉向噪音，
徹底更換舊的製動轉向液。

六、制動系統的清洗保
養。

汽車每行駛3萬英里清
洗保養一次，或遇ABS反應
過早，過慢時清洗保養一次。清除系
統中有害的油泥漆膜，清除超高溫或
超低溫時工作失靈的危險，有效防止
制動液變質過期，徹底更換舊的製動
液。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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