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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
(Capital Partners Accounting)
提 供 出 色 服 務 ﹐客 戶 遍 及 全 美
擁有行業內最頂尖的專家
專 業 服 務 : 包 括 公 司 成 立 ﹑會 計 簿 計 ﹑薪 資 申
報 ﹑財 務 報 告 ﹑稅 局 審 計 ﹑各 類 保 險
報 稅 服 務 : 公 司 報 稅 ﹑合 夥 報 稅 ﹑個 人 報 稅 ﹑海
外 報 稅 ﹑非 營 利 報 稅 ﹑電 子 報 稅
電 話 : 832
832-559
559-2999
E-mail: info@partnerbooks.com
地 址 : 9788 Clarewood Dr., Suite 110
110,,
Houston( 需 預 約 )

醫生專頁
星期日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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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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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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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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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香港壹傳媒集團、萍果
日報督印人黎智英，及
香港前立法會議員何俊
仁等十名泛民主派人士
，於 2019 年 10 月 1 號國
慶日，在香港民間團體
民陣申請遊行時，遭到
反對後，帶領群眾由銅
鑼灣遊行至中環因而被
控。日前十人開審前，
雖然有分別承認煽惑他
人參與及組織未經批准
集結等罪，但是梁國雄
及李卓人等，親自撰文，於香區域法院上屢宣稱： 他們是 「認
罪但不認錯」。
辯方求情時指出：吳文遠、黎智英和蔡耀昌案中角色次要，

楊楚楓

參與有限，罪責輕微，本案與多宗未經批
准集結案時間相近，同出一源，希望法庭
採取一貫判處緩刑或將刑期同期執行的方
案進行。
辯方大律師指多位被告人畢生均以 「和理非」而見稱，他們
都是以口頭來發聲，僅僅只是呼籲更多市民行使世界公認的和平
遊行權利，去表達政見。而且當日遊行上街有十萬港人參與，大
家亦和平有序，可見眾被告無論行為還是意圖，均屬和平，惟遭
法官胡雅文質疑名不副實，因為大遊行之後，最終仍是發生暴力
事件，所以眾被告可以說是難脫關係。
辯方眾大律師在向法院陳詞時，先後讀出梁國雄、李卓人、
何秀蘭及楊森的陳情信。梁國雄自言 「我認罪，但不認錯，因為
無愧於心，根本無錯可認。行使《基本法》賦與的權利，運用固
有的自由表達政見，何錯之有？公民抗命本就是訴諸群眾良知，
光明磊落的行為，根本毋須有所隱瞞，亦不必祈求憐憫，既然已
選擇抗命之途，自然明白必須坦然面對崎嶇前路，入獄承擔刑責
，乃是必經之徑」，梁國雄最後重申 「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
難氣若虹」。李卓人撰文解釋 「我選擇活於真實的世界之中，思
考自己的方向。愛國主義在我而言，是愛護人民，國家體制作用
在保障人民的自由尊嚴，而非控制人民大眾的心靈行為」。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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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誰是以巴戰爭中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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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經過
十一天血腥衝突，終於達成停火，事
件中的贏家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和哈馬斯，各自強化了政治本錢，輸
家則是以巴平民和美國總統拜登。由
於內塔尼亞胡及哈馬斯為了搶權保位
，還可能製造另一場以巴衝突，眼前
的停火協議異常脆弱，殺氣未斂, 戰
火隨時會重燃。 今年 5 月上旬，以巴
爆發六年來最嚴重衝突，以色列大舉
濫炸巴人民居，造成二百三十二名巴
人死亡，當中約四成為婦孺，本身則
只有十二人死亡。而以巴之所以能夠

達成停火，主要原因是西方世界，尤
其是以美國為首，為免在國際上犯眾
怒，不得不向以色列施加壓力，因而
速成停火。
其實今次衝突的導火線，是以色
列在耶路撒冷驅逐原居於當地的巴人
，為了遏制巴人示威又向耶城清真寺
動武，造成逾二百人受傷。以色列明
顯是理虧在先，再加上在衝突中，巴
人死亡人數是以色列人的近二十倍，
網上更流傳多段巴人兒童傷亡、巴人
父母與子女瞬間天人永隔的悲痛場景
，惹起國際社會對以國不滿，逼使西
方政府向以色列施壓，才促成停火。
雖然以色列受壓停火，總理內塔
尼亞胡卻是衝突的大贏家。他目前政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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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天問一號的五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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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計劃，今次中國祝
融號火星車會在火星上執
行為期至少三個月的探測
任務。包括繪製火星形態和地質結構圖；調查火星表面的土壤特
徵和水冰分佈；分析火星表面的物質組成；測量電離層和火星地
表氣候及環境特徵；探索火星的物理場（電磁場、引力場）和內
部結構。這台以中國上古神話中的火神命名的火星車，總重大約
二百四十公斤，依靠張開的太陽能電池板來獲取能源。
天問一號任務突破了第二宇宙速度發射、行星際飛行及測控
通信、地外行星軟着陸等關鍵技術，實現了我國首次地外行星着
陸，是中國航天事業發展中又一具有重大意義的里程碑。《科學
美國人》月刊網站稱，如果說對中國的航天實力有任何懷疑的話
，如今這種懷疑消除了，因為中國實現了星際登陸，這是一項令
人艷羨的成就。美國太空總署前首席歷史學家勞紐斯說：“火星
登陸很困難。這的確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中國航天人在近兩億公里
外的火星上塗上一抹“中國紅”，極大地提振了我們的民族自信

治地位極度不穩，所屬的利庫德集團
在三月大選中雖然勝出，但在國會中
議席不過半，他又未能成功組閣，面
對下台可能，而且他本人亦面臨貪污
起訴。內塔尼亞胡透過激化以巴衝突
，令以色列國民的恐懼感和民族主義
情緒急升，這有利內塔尼亞胡這類強
硬派，既破壞反對派組閣的商議，也
可能要舉行兩年來第五次大選，亦令
內塔尼亞胡可望搶得更多選票。
此外，以色列今次激化對外矛盾
內塔尼亞胡亦成功拉美國總統拜登落
水，要美國力撐以色列，不容他由中
東抽身以全力打壓中俄，或和以色列
死敵伊朗修好。拜登日前在談及以巴
停火時，也暴露了他給內塔尼亞胡的
優厚條件，包括全力補足以色列的防
空系統，並阻止哈馬斯重整旗鼓。
衝突的另一贏家是哈馬斯。哈馬

秀蘭則 「相信調和雙方為不二法門，為此我們必須相信和平理念
，相信人民。」楊森另外明言自己會 「留守本港，鍥而不捨地繼
續追求」，自言不會上訴，會承擔罪責。
另一被告陳皓桓在庭上親自陳詞，詳述本案源於 「政府強推
修訂《逃犯條例》，民陣多次發起合法遊行集會表達訴求，由一
萬人上升至六月九日的一百萬人，可惜政府一直沒有回應，再將
六月十二日示威定性為暴動，令民怨一觸即發，要求政府回應
『五大訴求』」。陳皓桓續指 「（本案中）人民遊行集會權利遭
警方無理反對，為了爭取民主自由，我等決意發起遊行公民抗命
。我等重申一直堅持和平發聲，暴力亦不是我們願見。經歷連月
來受政權無視、剝奪自由，再經歷七二一元朗恐襲及警方濫權施
暴，人民對政府失去耐性、躁動不安實屬正常表現。如果人民在
合法權利下能夠發聲，我與一眾被告又何須違法公民抗命，站在
法庭接受審判？如果政府聆聽人民訴求，人民又何須以武力逼使
政府回應？」陳皓桓最後改編名句，揚言 「『不是發聲，就是無
聲；不是抗命，就是認命』。我們做了公民抗命的選擇，亦跟從
我們的理念，決定認罪，但絕不求饒，也絕不後悔。」
有良知、有血性、有正義感的大眾，當你看到上述那些正義
凜然的陳述時，你有無像我一樣地吟唱起中國宋朝的忠臣文天祥
的正氣歌來呢？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

斯向以色列瘋狂發射火箭炮，雖然殺
傷力不大，但強化了哈馬斯才是敢於
捍衞巴人的形象，並向巴人自治政府
逼宮，要求盡快舉行被拖延了的巴人
自治區選舉，有望在選舉中奪得領導
權。
是次以巴戰火成為雙方強硬派謀取政
治本錢的途徑，大輸家是以巴人民，
尤其巴勒斯坦人民居被濫炸，除二百
三十二人死亡外，還有一千九百多人
受傷、十二萬人流離失所。以色列平
民死傷雖少，卻再次飽嘗火箭炮襲擊
的陰影。另一大輸家是美國總統拜登
，被逼硬撐以色列暴虐行為，嚴重損
害美國的道德高地，以及拜登的人權
形象。
此刻以巴衝突表面上緩和下來，
但停火協議隨時可能撕毁。
威脅之一，內塔尼亞胡將面對再

心和自豪感，也必將激蕩起全國自主創新、科技強國的壯志豪
情
聽說“天問一號”此行，擔當有五大使命：
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成功實施兩器分離，隨後，着陸器
成功穿越火星大氣在火星表面實現軟着陸。成功着陸後，“繞”
、“着”、“巡”的串聯任務，終於進行到最後一步，開啟了紅
色星球的探索之旅。
火星的環境是出了名的惡劣，要想完成使命，火星車首先得
活下來。這就需“祝融號”足夠強大。
航天五院總體設計部“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副總設計師賈
陽的案頭，擺放着一枚精美無比的藍色蝴蝶標本。火星車的設計
靈感，便正是來自這枚蝴蝶：無線電成了蝴蝶的複眼，天線成了
蝴蝶的觸鬚。
中國曾數次造訪月球，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月球與火星最
大的不同，便在於月表近乎真空，而火星有大氣層。這則會大大
增加探索火星的難度。
如果只是看圖片，火星的地貌似乎與地球上的沙漠戈壁無異
。事實上，火星上的風速可達每秒一百八十米，這幾乎是地球上
特大颱風風速的三倍還多。這如野獸般兇暴的烈風會掀起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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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選及貪污起訴，若他在大選或訴
訟中陷入不利局面，可能食髓知味再
次鎮壓巴人，挑起以巴衝突。
威脅之二，今次衝突導火線是驅
逐耶路撒冷的巴人原居民，以推動以
色列建都大計，哈馬斯表示停火條件
之一是以色列不再驅趕耶城巴人，以
色列則指是無條件停火，雙方各說各
話，且內塔尼亞胡在耶城建都上態度
極強硬，表明絕不停步，驅趕巴人事
件隨時再現。
威脅之三，哈馬斯雖利用今次以
巴衝突強化政治本錢，但未來不但要
與巴人自治政府爭奪權力，又要面對
內塔尼亞胡的報復，還須應對拜登的
打壓，拜登在回應以巴停火時高抬巴
人自治政府，並表明要遏制哈馬斯。
在這形勢下，哈馬斯極有可能再鋌而
走險，驅動另一場衝突。

沙塵、石塊，形成特大沙暴。讓“蝴蝶”的眼睛蒙塵，翅膀不再
靈活。
面對這樣的情況，設計師使用了一種新型材料，這種材料不
易沾上灰塵，即使沾上，也可以通過振動將其抖落。
火星表面還密佈着石塊等障礙物，這就使得火星車的行駛需
要更加地“小心翼翼”，以免被障礙物卡住造成操作的遲滯。
那如何讓火星車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穩妥呢？在航天五院的
實驗室中，有一台一模一樣的火星車。當在火星上遇到複雜的路
況時，地球上的火星車將對火星路況進行模擬行駛，確認無誤後
才會發出指令。
着陸後，進入艙將着陸信息通過環繞器轉發地面。進入艙和
火星車先後完成坡道及太陽翼天線展開，火星車將在第一時間將
成功展開的消息傳回地面。一切準備就緒後，火星車將自主的駛
離進入艙，抵達火面，開始新的征程。
除了常規的通信、能源（太陽能帆板）、支撐結構、動力系
統等部分外，“天問一號”整體上還攜帶了十三種科學載荷。
其中七個在火星上空的環繞器上，分別是中分辨率相機、高
分辨率相機、次表層探測雷達、火星礦物光譜探測儀、火星磁強
計、火星離子與中性粒子分析儀、火星能量粒子分析儀。

休城社區
星期日

2021年5月30日

Sunday, May 30, 2021

B4

值得信賴、口碑超讚的地產專家
值得信賴、
口碑超讚的地產專家:: Edward Wang
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慧眼 住家投資兩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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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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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因為生活
的便利性高、工作機會多、商業環境友
善、物價低廉，還被金融網站 WalletHub
評為美國 2021 年最多元的城市，種種優
點讓眾多其他州的美國人慕名而來，紛
紛搬到休斯頓，讓休斯頓的房市火熱，
買家不斷。
眾所周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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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買房是為了增加生活質量或是投
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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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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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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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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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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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associatesrealty.com。

休城畫頁

休斯頓市舉辦商業論壇慶祝 2021 年“休斯頓非洲日”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於
5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在佐治·布朗會議中心（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商業論壇以慶祝第四屆“休
斯 頓 非 洲 日 ” （Houston Africa Day) 。 非 洲 聯 盟 （African
Union）駐美國大使希爾達·蘇卡-馬富澤（Hilda Suka-Mafudze）閣下、幾內亞駐美國大使館喀爾費拉·楊森（Kerfalla
Yansane)大使和來自非洲安哥拉、布基納法索、喀麥隆、科
特迪瓦、利比裏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裏、尼日爾、
南蘇丹、多哥和烏幹達 12 個國家的駐美國大使以及幾內亞駐休
斯頓總領事館名譽總領事李蔚華先生等出席。
非洲日，也稱為非洲統一日，於每年的 5 月 25 日慶祝。它
紀念非洲統一組織 (OAU)，即非洲聯盟 (AU) 的前身，於 1963
年的這一天成立。
“休斯頓非洲日”由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 (Sylvester
Turner) 每年舉辦一次，展示了美國第四大城市的多樣性及其全
球的影響力。歡迎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與非洲社區人士一起參加
慶祝活動，以紀念非裔僑民在休斯頓的商業和文化貢獻。大休斯
頓地區的非裔美人超過 114,500 人。
商業論壇主持人、休斯頓市長辦公室外貿與國際事務部主任
克裏斯·奧爾森（Christopher Olson) 指出: “非洲在醫療保健、農
業、製造業和能源領域的機會與休斯頓公司是全球領導者的行業
非常匹配。”“隨著非洲的發展，休斯頓將確保我們與這個豐富
多樣的非洲大陸的關係也將繼續蓬勃發展。非洲日是我們展示這
種關系的方式之一。”
休斯頓是非洲第叁大貿易夥伴，商業論壇演講者討論未來在

非洲開展商業貿易業務的
機會。
為期半天的商業論壇將
讓企業高管與非洲領導人
接觸，討論非洲大陸的巨
大機遇和潛力。
休斯頓-加爾維斯頓海
關區是美國-非洲貿易的
第二繁忙門戶（按價值計
），非洲是休斯頓的第五
大全球貿易區。從 2011 年
到 2020 年，休斯頓和非洲
之間的貿易平均每年為 123 億美元，其中在 20 個國家中創造了 63
億美元的收入。
論壇涵蓋了休斯頓與非洲各國的商務往來
休斯頓有 35 家公司在 22 個非洲國家/地區設有 160 個子公司
： 包 括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Anadarko Petroleum，
Apache， Baker Hughes， BMC Software， Bristow Group， Crane
Worldwide Logistics，CRC Evans，Distributionnow，Dril-quip ，
Exterran， Halliburton， HPL， Huntsman International， Intermoor
， ION Geo physical， KBR， Mcdermott International， Nalco
Champion， National Oilerll Varco， Noble Energy， Oceaneering
International， Quanta Services， Rgnet， Schlumberger， TETRA
Technologies，TIW，Total Safety，Universal Weather &Aviation。
六家非洲公司在休斯頓地區設有九個分支機構：Arcelormittal，Bell Trucks America，Dimension Data,，Kenya Airways，Safmarine Container & Sasol。
許多非洲國家在休斯頓設有領事館的代表：包括安哥拉、博

茨瓦納、布基納法索、科特迪瓦、埃及、赤道幾內亞、埃塞俄比
亞、幾內亞、加納、馬拉維、納米比亞、盧旺達、塞拉利昂和突
尼斯。
休斯頓與非洲之間的文化聯繫通過許多社區組織得到促進，
包括埃塞俄比亞社區組織、肯尼亞社區組織、尼日利亞基金會和
尼日利亞裔美國人多元文化委員會。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休斯頓舉辦了德克薩斯州 Potjie Festival
，這是南非文化的年度慶祝活動。休斯頓還舉辦了尼日利亞文化
大遊行以紀念尼日利亞獨立。
安哥拉的羅安達市是休斯頓 19 個姊妹城市之一。
休斯頓是美非航空貨運貿易的第叁大繁忙門戶。
休斯頓和非洲之間的航空貨運貿易在 2020 年內共計 7130.8
噸，因新冠疫情，比 2020 年之前減少了 33.2％。它在 2020 年的
總價值為 4.255 億美元，比之前下降了 29.0％。
在 20 個行業中，按權重計排名前叁的商品是工業設備和計
算機，塑料和塑料產品，電氣機械設備及零件，佔空運貨物貿易
總額的 50.8％。
休斯頓與非洲的貿易額在 2011 年達到了 282 億美元的 10 年
新高點，然後出現了持續下降。
礦物燃料、石油和煉油產品，在 2011 年為 189 億美元，但在
2020 年達到 10 年的最低點，僅為 2.078 億美元。
最近，休斯頓與非洲的貿易額從 2019 年的 83 億美元下降了
23.9％，這可以歸因於礦物燃料、石油和成品油的進出口價值持
續下降。在 2020 年，礦物燃料和精煉產品佔總貿易的 18.9％，低
於 2019 的 27.8％。
休斯頓在 2020 年總貿易的叁大非洲貿易夥伴是尼日利亞、
埃及和南非。
商業論壇認為休斯頓與非洲國家商貿發展的潛力無限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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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之王”左晖和他的 3800 亿贝壳
：在 2016 年 6 月就发布停止运营公告，业务全面
并入链家。这背后的底气与果敢，或与早在 2015
年底，扩张后的链家已经实现销售规模超 7000 亿
元不无关系。
2015 年，在左晖指挥下，链家先后在成都、
上海、北京、深圳、杭州、重庆、济南、广州、
大连、烟台等一二线发达城市，以不同方式合并
了伊诚地产、德佑地产、易家、中联(地产)集团
、北京高策、盛世管家、大兴业、孚瑞不动产、
满堂红、好旺角、元盛房产等共计 11 家房地产中
介企业。这 11 家地产中介，几乎每一家都堪称当
地城市的“地头蛇”。
彼时左晖笑说，“现在全国稍微靠谱一些的
中介都已经被链家收购了”。收购之后，链家的
经纪人数量从 5 万人猛增至近 10 万人，顺理成章
成为全国“中介之王”。
但左晖的目标，并不止于“中介之王”。
2018 年 2 月 28 日，几乎没有任何前期宣传，
贝壳找房悄然上线。2 个月后，4 月底，贝壳找房
CEO 彭永东以公开信的方式，公开宣布贝壳找房
平台成立。
这个几乎掏空了“链家”的新平台定位为“技
术驱动的品质居住服务平台”——致力于聚合和赋
能全行业的优质服务者，为消费者提供包括二手房
、新房、租赁和家装等全方位的居住服务。
和3年前链家大举扩张合并同行一样，贝壳找
房宣告成立后，高管们不断进军全国各省的大城市
路演，吸引当地大大小小的中介加盟贝壳找房。
宣告成立之初，贝壳找房的目标是：2018 年
内发展到 1.6 万家门店。但到当年 11 月，链家就
已发展至 1.8 万家门店，除了链家自身的 8000 家
店，别的品牌中介门店超 10000 家。
5 月 20 日电 20 日下午，贝壳找房订阅号发布讣告称，今天万分难过，贝壳创始人、董事长左晖因病离开了我们。
讣告称，贝壳失去了一位奠定我们事业和使命的创始者，居住产业失去了一位始终在探索和创新的引领者。从链家到贝壳，极其有幸和左
晖一起共事，一起奋斗拼搏，一起推动行业进步的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的伙伴和智慧的师长。左晖曾经讲过：我们这个时代企业经营者的宿
命，就是要去干烟花背后的真正提升基础服务品质的苦活、累活。左晖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公开资料显示，左晖，1971 年 1 月生，硕士学历，现任链家董事长、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房地产中介行
业协会副会长、全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2001 年创办链家。在左晖的带领下，链家一直致力于引领中国房地产服务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1988-1992 年——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计算机系 计算机及应用专业 大专
1995-1999 年——北京天持商贸中心 总经理
2006-2008 年——北京大学 EMBA 硕士
2017 年 11 月 27 日，当选全国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2001 年至今——链家董事长

5 月 20 日上午，贝壳找房一季度财报出炉。
继 2020 年实现全年盈利 57.2 亿后，今年一季
度，贝壳实现营收 20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0.7% ； 净 利 润 10.59 亿 元 ， 调 整 后 净 利 润 为
15.02 亿元。
就在这天上午，贝壳找房创始人、董事长左
晖的讣告从其司官微发出。这天早晨，他的病情
突然恶化最终离世，享年 50 岁。

“中介头子”的 3800 亿贝壳
美东时间，5 月 21 日 4 时，贝壳找房收盘后
的总市值是 590.3 亿美元，即人民币 3798 亿元。
或因当天创始人左晖去世，股价以 46.55 美元低
开，盘中曾低至 45.44 美元，最终仍是一路回升
，以 49.94 美元收盘。
股市仍在开，贝壳仍在转，而一度自称“北
京城最大的中介头子”的掌舵人左晖，已经永远
离开。
从 2001 年 11 月创办链家，再到今天约 3800
亿的市值，左晖用了整整 20 年。
从 2020 年 8 月赴美上市，成为中国居住服务
平台第一股，贝壳找房是中国地产界里各大居住
平台的强大对手。
偌大的地产江湖，这几年众多渠道平台频频
登场，一众竞争对手虎视眈眈。
左晖离世卸任后，他舍身打拼下的地产江山
——3800 亿的贝壳找房究竟何去何从？

资深北漂成为“中介之王”
时间回溯 2001 年，中国房地产崛起的关键时
期，左晖以一个资深“北漂人”的身份，在屡屡
找房中看见商机。

左晖 1971 年 1 月出生于陕西渭南，在军区大
院长大。好多年前，仍是少年的左晖在陕西一所
学校的电脑教室里第一次见到 Apple II，当他在
键盘上敲下一串程序，黑白的屏幕上跳出了数字
“7”，这让他兴奋了好久，多年以后仍向媒体
提及。
而在他 49 岁那年，将创办的贝壳找房成功赴
美上市敲钟的当晚，在高管一片欢呼声中，左晖
平静如常，“坦率讲，我自己一直没找到 IPO 特
别兴奋的感觉，我感觉我是被气氛烘托起来的”
。他在致辞环节中着重感谢投资人，说话断断续
续，语气中稍带哽咽，最后表示“我们小小地庆
祝一下，好吧？”
左晖 1988 年考上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
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及应用专业，1992 年毕业
后留京。毕业头三年，他曾从事客服和销售，于
25 岁那年拿出 5 万元与大学好友创业做财产保险
代理，1998 年在获得高于当年投入 100 倍收益后
撤出保险代理市场。
在前一年（1997 年），左晖的父母出国，他
独自留京继续闯荡。
多年以后，左晖在链家成为北京第一中介后
，多次对媒体讲述他创立链家的初衷：在北京生
活 12 年，搬了 10 次家，被中介骗了很多次，吃
过不少租房的苦。卖保险赚到第一桶金 500 万元
后想买房住，却发现国内购房市场不规范。
2000 年 8 月，左晖成立北京链家房地产展览
展示中心，首次试水市场反馈不错。一年后，
2001 年 11 月 12 日，链家的第一家门店甜水园店
开业，第一笔交易是为邻居找到一个房源，业务
额 1280 元。
初创那些年，链家先后自定规则：透明交易
、签三方约、不吃差价；从 2008 年起打造“楼盘
字典”做真房源，对外承诺“一旦链家出现假房

源，假一赔百”，终于 2011 年正式推出真房源改
革，从此亦开始野蛮式扩张。
2005 年链家站稳脚跟后，左晖曾赴专程赴香
港拜访中原施永青。
“左晖非常好学，但那次来并非来学习我们
的模式，他只是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做得不够
的地方，他还可以去补充，他是从我们身上找行
业的痛点”。在链家与中原争夺地产中介第一把
交椅的 2013 年，施永青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诚
，“左晖是一个好教练，他用自己的方式培养出
一批平均分都在 70 分的经纪人。而中原可能只有
20%的经纪人能够拿到 90 分，其余的则可能只有
30 分”。

“中介之王”成为“渠道之王”
在传统中介竞争进入深水期的 2014 年，爱屋
吉屋、房多多、Q 房网等一批互联网创业公司半
路杀出，房地产 O2O 模式的革命席卷租房和二手
房交易市场。
这年 11 月，链家左晖决心与互联网房产中介
企业“割袍断义”。他宣布正式停止与搜房网的
合作，将“链家在线（www.homelink.com.cn）”
更名为“链家网（www.lianjia.com）”。
在风口上的互联网式中介频频融资，一路高
歌之际，左晖一边稳打稳扎地合并传统中介，一
边亦组织链家的资深经纪和移动互联网精英组成
丁丁租房团队，专注于房屋租赁行业，并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正式上线。
那一两年，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地铁站内
，眼尖的白领或会发现，在爱屋吉屋等互联网中
介的高频海报轰炸之下，亦有“丁丁租房”的海
报身影。
而相比其它互联网中介，丁丁租房倒得更早

渠道之争频起时，王者留春天里
贝壳找房在成立两年后赴美上市。
最高市值发生在上市三个月后的 2020 年 11
月 16 日，贝壳股价一度冲高至 79.4 美元，总市值
冲破 900 亿美元大关，折合人民币超 6000 亿元。
这比万科多 50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两个恒大
，更是我爱我家、房天下、58 同城、易居、房
多多市值总和的 5 倍。
创办贝壳找房（链家）20 年来，左晖打赢了
一众同行，成为“中介之王”“渠道之王”“地
产电商平台之王”。不过，据称截至 2019 年，他
只买过三套房，其中一套在北戴河的阿那亚。
2005 年，左晖 34 岁时，在北京买了第一套房
。2007 年结婚，2008 年有了儿子，2010 年有了女
儿。在他女儿三岁那年，2013 年 9 月，他被诊断
出肺癌，为此被切除三分之一的肺部。
腾讯“财约你”在 2019 年曾访谈左晖。
彼时左晖被问及“如果想穿梭历史的话，
你最想和谁对话”。左晖说，“我不太想往
前面穿，前面没什么意思”。“如果能穿越
到后面去挺好的。等我儿子长大了，我想去
和 他 聊 聊 。 见 到 20 年 后 的 他 ， 我 更 想 听 听 他
说吧”......
左晖的疾病业界早已悉知，亦曾上了企业风
险提示。融创孙宏斌亦曾在乐视的一场发布会上
，无意间说道：“大家知道老左身体……老左在
养身体，一年就吃了四次饭都是跟我吃的，喝了
四次酒也都是跟我喝的”。
在左晖去世的当天，施永青接受《中国经营
报》采访时亦透露，他（左晖）曾在深圳休养了
一段时间，由于恢复得很好又继续工作。“他很
清楚，他在大功告成之前不能倒下，他的意志力
很强，一直在和病魔作斗争。贝壳上市之后，他
算是给所有投资人一个交代”。
一切都来得似乎很突然，但一切似乎又早已
有所交代。
早在 2014 年前后，左晖就将公司的一批高管
送去清华大学读 EMBA，每人 50 万元/年的学费亦
由公司报销。
多年以前，在北京九华山庄举行的链家 14 周
年庆上，左晖曾对员工们讲道，“1%时间仰望星
空、99%脚踏实地”，“我只知道，必须勤奋！”
5 月 20 日，左晖在上午因病去世。
在他的讣告发出前的上午，贝壳的员工们都
在高兴地转发当天上午出炉的一季度财报。而到
下午 3 点多，他去世的讣告瞬间刷屏朋友圈。
在炎热的小满来临之前，左晖选择了留在春
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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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家電影趴

國家影視聽中心讓你安心繼續宅

疫情持續莫驚慌，國家電影及視聽中心將延續大獲好評的 「線上零距離 「宅」 家電影趴」 ，
再度跟大家一起哈拉度過 「抗疫」 週末。自 5 月 28 日（五）晚上八點起至 6 月 10 日（四）晚上六
點，連續兩個週末，國家影視聽中心 Youtube 頻道將播放台片影史上兩位重要的導演林摶秋、辛奇
導演的經典作品特輯。

繼國家影視聽中心上週推出配合線上即時聊天室的「線上零
距離 「宅」家電影趴」台灣經典電影線上放映活動，累計上萬
點擊後，國家影視聽中心再加碼一口氣推出二位經典的導演作品
，本週以「霸氣外露的台灣電影先鋒－林摶秋導演特輯」為主題
，推出兼具娛樂與藝術性的三部選粹：（《丈夫的秘密》、《五
月十三傷心夜》、及《六個嫌疑犯》）；下週將以「新奇又辛辣
的台語片魔術師－辛奇導演特輯」，特選（《危險的青春》、
《三八新娘憨子婿》、及《地獄新娘》帶大家重返台語片的風華
年代。六部嚴選好片，持續全世界限時免費，網路放映「零」距
離，抗疫選粹，百看仍不厭，首播期間會開放 Youtube 聊天室，
與大家分享台灣經典電影的點點滴滴。

林摶秋 「我就不相信台灣人在台灣拍台語片
，台語片會興盛不起來！」
5 月 28 日晚上八點起將播放「霸氣外露的台灣電影先鋒－林
摶秋導演特輯」。曾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而被譽為
「臺灣新劇運動的黎明」的林摶秋導演，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因
為同感於日本導演岩澤庸德對台語片品質低落的批評，再加上過
去在東寶共事的韓籍友人的鼓勵，遂奮起於 1958 年創辦「玉峯影
業公司」。林摶秋作品具強烈現代感，除了鮮活呈現臺灣當時的
生活，亦隱含一介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人文之關懷與時事針砭，在

《丈夫的秘密》劇照左起：張
潘陽、張美瑤

電影娛樂性與藝術性平衡間掌握得宜，其中《丈夫的秘密》角色
心理刻劃深入，被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最佳華語電影兩百部其
一。5/28 起晚上八點連續三晚，特選《丈夫的秘密》、《五月十
三傷心夜》、《六個嫌疑犯》，請不要錯過。

辛奇 「台語片的黃金時代雖然已經過去呀，但是
咱大家努力過的，總算有留著成果啊。」
6 月 4 日晚上八點起將播放「新奇又辛辣的台語片魔術師－
辛奇導演特輯」，辛奇導演的電影創作生涯共執導了 50 部以上的
台語片，目前僅有 8 部被保存下來，勇於嘗試各種類型的他，在
影視界都有傑出表現。辛奇曾於第 37 屆金馬獎獲得終身成就特別
獎的肯定。此次國家影視聽中心特選《危險的青春》、《三八新
娘憨子婿》、和《地獄新娘》三部風格迥異的台語片，希望帶領
觀眾重返台語片年代風華，從中看見辛奇導演對電影類型的實踐
與嚐試，柯俊雄、金玫、石軍、石英、高幸枝等的出眾演技，以
及這些吉光片羽的音像背後所蘊含對時代的省思。
疫情期間，宅在家中別亂跑，莫慌莫煩莫躁慮，國家影視聽
中心陪你一起「宅」家看電影，詳請請上國家影視聽中心官網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FilmAndAudiovisualInstitute） 以
及 YouTube 主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TWCTFA） 查
詢。

《六個嫌疑犯》劇照左起：田
明、陳雲卿

《地獄新娘》劇照 左起：金玫
、王叔媛、柯俊雄

許鞍華低調來台拍新片 遇疫情大爆發彭于晏作陪
彭于晏 26 日晚間在 IG 限時動態貼出 2
張 自 拍 照 ， 1 張 寫 著 「Stay home be a
good boy」（待在家當個好男孩），人在
台灣的他沒事就待在家，但本報接獲獨家
消息，他日前特別出門陪同近期來台的香
港名導演許鞍華拍攝新紀錄片。
事業重心放在海外的彭于晏，近期待
在台灣，面對全台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他

被直擊戴著口罩、一身輕便出沒位在關渡
的台北藝術大學，和曾榮獲 3 座金馬獎最
佳導演的許鞍華會面、敘舊，順便探班。
據查，原來許鞍華來台是為了拍攝最新紀
錄片，人數控制在台灣官方規定的室外 10
人以內進行，紀錄移民來台灣的香港人，
這幾天就會結束工作回香港。
許鞍華和彭于晏私交甚篤，兩人不

只以導演和演員的身分合作電影「明月
幾時有」、「第一爐香」，彭于晏也曾
在受訪時形容自己和許鞍華的關係像朋
友，彼此私下會交流書和電影，他回憶
起和許鞍華工作上的合作默契，直指對
方是個好導演，讓演員有個人發揮空間
外，遇到不行的狀況會直白表明，讓工
作效率提升不少。

而彭于晏接下來有新片要在大陸上映
，是首度與張艾嘉合作的電影「熱帶往事
」，他 3 年前為了此片一改陽光型男的模
樣，刻意減重、瘦到脊椎骨都凸出來，將
透過角色，帶大家進入故事裡設定的南方
炎熱的夏日夜晚，因為一起意外，陰錯陽
差導致三人的命運從此改變，並開啟長達
20 年糾纏的故事。

「驕女」 林昀希心機小三洗白變傻妹

「火神」 女星語助詞太多挨轟

網讚：太喜歡你了

無奈直接點網友論戰

林昀希演出三立 8 點檔「天之驕女」
，從讓人恨得牙牙癢的小三，到現在很ㄎ
ㄧㄤ的假千金，角色上有許多歷程轉變，
也再次獲得觀眾喜愛，林昀希表示，大部
份觀眾其實都很理性，有時被店家老闆認
出還會送上各種小菜招待，遇到入戲的民
眾也是針對角色跟她抱怨為什麼把她寫的
那麼壞，而現在角色慢慢洗白後，網友的
留言都是「千娜好可愛」、「太喜歡妳了

」，讓她感受到滿滿的溫暖與打氣
。
劇中，林昀希有兩個帥爸爸謝承
均、亮哲，由於年齡相差不大，一
開始要開口叫謝承均「爸爸」時，
她常忍不住笑出來，但有次在戲裡
，謝承均對她說了一句「要多多充
實自己，不要只顧著玩樂」，當下
讓她感受到爸爸對女兒的關愛，劇
本沒有要她哭，她竟瞬間鼻酸、眼
眶泛紅。
亮哲才大她 6 歲，「父女」站在
一起，被虧「太像情侶」，林昀希
笑說：「因為我的角色並不知道亮
哲把她當親生女兒，只知道有一個
帥大叔疼愛自己、很挺自己，小女
生會有點好感、害羞也是很正常的
吧！」 亮哲則稱，林昀希長相、個
性屬於甜美型，2 人對戲時，他就
會想像自己的 2 個女兒長大後若像
她那樣也不錯。
現實生活中，亮哲是「女兒傻瓜」
，但對女兒的管教仍有嚴格的一面，認為用
時間陪伴孩子做功課、玩遊戲，而非用買禮
物等物質滿足孩子，女兒們比較黏媽媽，他
也不會因此吃醋，「我曾問過許多男藝人，
如果給他們 300 萬，願不願意把肚子切 7 刀
，將小孩取出來？幾乎所有的男生都回答不
願意，所以天下的媽媽真的很偉大，我能做
的就是當神隊友，減輕老婆負擔。」

消防職人劇「火神的眼淚」結
局倒數，該劇自播出以來受到高度
討論，除了打火英雄令人敬佩的感
人情節外，飾演溫昇豪妻子的柯奐
如，因劇中經常抱怨老公將工作看
得比家庭重要，不時展現河東獅吼
，關於「欸、呢、嗎」的語助詞頗
多，也受到網友抨擊，令她感到無
奈，表示：「網友可否多說明感受
與想法呢？否則難以好好回應。」
關於角色，柯奐如坦言，常聽聞
一打二的女性，常忙到沒時間洗臉，
她透過外在設計，「例如睡不飽的黑
眼圈、不好看的臉色、沒有時間整理
的凌亂頭髮、沒有時間運動的走山身
材，讓觀眾對這樣的生活型態的女性
的『付出和失去』有深刻的感受。」
劇中她吐露身為消防員眷屬的心酸，
希望老公換工作，她認為「每個人都
是屬於他自己的，不是結了婚就屬於
你丈夫或太太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道路要走、課題要修，要對自己的人生負
責。」不能期待別人改變。
戲裡有育兒畫面，現實生活中柯奐如
尚未當媽，為了準備角色，事前她特別到
婦產科外站崗觀察，發現懷孕的女性都很
警覺，有時覺得自己已很低調、假裝在等
人，卻還是被側目，以為她有什麼意圖，
此外，她還上網找影片在家演練如何泡出
溫度適中的牛奶、以什麼樣的姿勢搖晃奶

瓶等，「是很有趣的學習過程。」
「火神的眼淚」本周六（29 日）將播出
大結局，劇中柯奐如坦言自己不可能為了家
庭而放棄事業，但前陣子她曾為了籌劇、已
安排好的家族旅行，推掉非常想合作的導演
邀約，雖有些可惜，但她認為好不容易促成
的家族旅行更可貴，不因婉拒合作的決定而
後悔，「事實證明，那次的家庭旅行是很難
忘的，留下了非常珍貴的回憶」，不過還是
希望下次還有與那名導演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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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藍特別前來探
《死因有可疑》節
目組班。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達里）由方
力申、周柏豪、鄭融、張
秀文、游嘉欣等人演出的新
節目《死因有可疑》，29 日獲
TVB 首席創意官王祖藍前來探
班，祖藍表示節目由他回巢 TVB
前已開始籌備，取材自亞太區流
行的偵探節目，並以內地受歡迎的
“劇本殺”形式進行，每位演員
事前都不會交流劇情內容，合力
去找出兇手和自己的角色。上任
創意官兩個月的祖藍陸續見各
部門的人，很高興見到公司
內很多人仍有一團火，都
會聽取外界對新節目

▲上任創意官兩個月的祖藍會見各部門的人。

上任創意官兩個月 收集意見積極改革

祖藍喜見公司上下
心中有團火

的意見，檢討
改良。

將助推影視產業進步
中國影協影視基地工作委員會

新華社
電 中國電影家
協會影視基地工
作委員會第一屆委員
會第一次全體大會
祖藍返 TVB 開
，收視會顧及，但不是最重要，要綜合好多
29 日在江蘇無錫召
始改革綜藝節
原因，下半年都有好多節目，現在《好聲好
開。據悉，中國電
目後，推出的節目反
戲》都有幾好的反應，給大家看到藝員不同
影家協會影視基地
應也不一，問他對收
的一面。”
工作委員會將積極
視是否滿意時，祖藍
助推影視基地發
有睇有留意就是鞭策
說：“我跟副總經理
展，推動影視產業
曾志偉已有共識，今
至於網上頻道自家製短片，節目形式和
進步，促進電影文化
●方力申
方力申((右)與周柏豪
年會給予幕後製
名稱都有抄襲友台之嫌，祖藍說：“我有留
事業繁榮發展。
有份演出。
有份演出
。
作團隊空間
意到，無論好與壞評論都會吸收，最重要大
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
和機會嘗
家有討論，大家有睇有留意節目就是鞭策，
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張宏介
試不同
全部都有留意，全部都會改進。”
紹，中國影協影視基地工作委員會
節
祖藍稱回巢不足兩個月，對公司內部仍
由全國主要影視外景拍攝基地、影視後期製作
目
認識不足，有很多事仍要了解，說：“公司
基地、影視主題文旅基地等以會員單位或理事單位的
有很多部門，如果每日見一個部門都有排
形式自願參與，將履行以下八項職責：制定行業服務
見，高興見到公司內很多人仍有一團火，當
標準、制定激勵政策、加強國際交流、提供規範的管
● 游嘉欣憑
游嘉欣憑《
《# 後
然我們都會反省，容許犯小錯的空間，因
理服務工作、組織召開行業年會、建設行業互聯網平
生仔傾吓偈》上
不想一下子令士氣不好，好的要讚、
台、組織編寫發布產業研究報告、培訓相關人才。
位，工作不斷
工作不斷。
。
不好就討論，工作有好大壓力，作
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影協影視基地工
為管理層不想給太大壓力他
作委員會會長尹力表示，委員會的成立搭建了全
們。”
國影視基地溝通交流的平台，也將在未來團
至於原定祖藍演出的
結全國的影視基地，為中國影視產業的改
革、發展、轉型升級而共同努力。
香港文
據介紹，中國電影家協會影
匯報訊 據燈
視基地工作委員會於去年 11 月
塔專業版實時數
正式成立，是中國影協及時
據，截至 27 日晚，
回應業界呼聲，落實影
中國電影市場 2021 年
協團結、服務業界同
度總票房（含預售）突破
仁職責的一項重要
250 億元人民幣，總觀影人次
舉措。
●《你
達 6.09 億，總場次 5,260.19 萬。
好，李煥
截至目前，2021 年度票房榜前三的
英》暫列 2021
影 片 分 別 是 54.14 億 的 《 你 好 ， 李 煥
年度中國電影票
英》、45.15 億的《唐人街探案 3》、12.31
房榜榜首。
億的《哥斯拉大戰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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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于晏刻意減磅 瘦到雙頰凹陷

●彭于晏本來健美陽光
彭于晏本來健美陽光。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男星彭于晏過去擁有一
身健壯肌肉，但他為電影《熱帶往事》刻意減
磅，日前劇照曝光被發現瘦到脊椎都凸出來，
讓粉絲大呼敬業又心疼。其工作室 29 日再發布
片場照，相中的彭于晏瘦到雙頰凹陷，加上黑
了不少的膚色、頹廢造型，與昔日健美陽光的
形象大相逕庭，不只網友們都表示快不認得
他，就連好友舒淇看到照片都表示心痛。不過
《熱帶往事》其實早就拍好，殺青 3 年後才終
於定檔準備上映，換言之彭于晏可能已恢復健
康體態，粉絲們大可放心。

●彭于晏瘦到雙頰凹
陷的照片曝光。
陷的照片曝光
。
網上圖片

古裝喜劇《痞子殿下》已開工，他笑稱要多
謝周嘉洛接替角色，說：“相信最辛苦是服
裝部同事，嘉洛雖然有 baby face，但原來個
子很高，戲服都要大幅加長，我都好想去探
班，怎樣都要‘萬歲’一次。”

方力申未知會否採訪東奧
方力申在節目中飾演偵探，肯定地表示
自己不會是兇手，說：“6 個人之中有一個
是真正的兇手，要透過節目遊戲中找他出
來，觀眾可以看到我是個英明或是糊里糊塗
的偵探。”柏豪就稱由收到劇本一刻就要保
密，不可與其他人討論，變成全日都要像演
戲一樣。
提到日本東京奧運舉行在即，方力申稱
未收到通知會否去做採訪，如有機會也想參
與其他周邊節目如《明星運動會》。運動員
出身的柏豪也指想參加運動會，說：“我都
是剛好有幸地代表過香港，公司如有機會搞
運動比賽，希望到時可以參加，奧運是萬眾
期待的盛事，希望可以順利舉行。”

●《好聲好戲
好聲好戲》
》反響好
反響好，
，
參賽者馮盈盈、
參賽者馮盈盈
、張振朗和
陳自瑤人氣再飆升。
陳自瑤人氣再飆升
。

劉松仁 石修 米雪
米雪敘舊
敘舊
石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
祖）71 歲的劉松仁去年曾不慎
跌倒，要停工休息直至康復為止。
在休養這段期間，松哥身邊的朋友都
不時有往探望和聚會，最近松哥便跟
相交半個世紀的石修敘舊，對這份友

劉松仁

米雪

誼甚為珍惜，他還將自己與修哥及米
雪的合照放到社交平台分享，並留言
道：“轉眼間我們認識了半個世紀，
時間過得好快。幸見修哥仍保持得那
麼好，真是很開心，多謝米雪安排聚
會。朋友見面，分外珍惜！”

休城社區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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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式三溫暖 SPA World的黏土豆豆房
韓式三溫暖SPA
World 的黏土豆豆房，
，
讓您從頭到腳熨帖！
讓您從頭到腳熨帖
！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上一期已
經介紹過了 spa world 的火焰山，今天
我給您推薦另外一間我喜歡的幹蒸
房----yellow Ocher ballroom，就是黏
土球幹蒸房，我自己給它起名豆豆房
，因為一粒粒黃豆大小的黏土粒堆滿
兩個大坑，看上去就像滿坑的黃豆一
樣。第一次進豆豆房的時候不知深淺
，一腳踩了下去，人就被豆豆埋了起
來，躺在柔軟而熱乎乎的豆豆裏，脖
子和背部被豆豆熱烈地包圍著，別提
多舒服了！過了一會兒，熱汗從頭到
腳開始冒出來，能夠感覺毒氣和濕氣
也通通排了出去，身體清爽了很多！
一個字——爽！兩個字---熨帖！
位於 Katy 的 Spa World 去年底開業
，我自從去過一次之後，當時就背痛
脖子痛好了很多！從此，我就迷上了
韓 式 三 溫 暖 ， 每 周 都 要 去 一 次 Spa
World，在裏面待上一天，只要$29.25
，所有的幹蒸、濕蒸房隨便蒸，不但
能消痛排毒減肥，而且我每次都感到
心理壓力也釋放不少，出一身汗，煩

心的事兒也跟著排出去了！
Spa World 剛剛裝修完畢不久正在
試營業，是一棟面積幾萬尺的二層樓
獨棟建築。是全美最大最豪華的韓式
三溫暖。我們經常在韓劇裏看到，韓
國人心情不好離家出走或者心情大好
需要慶祝，都跑去三溫暖，在裏面蒸
桑拿、聊天會友、吃飯喝酒、K 歌打球
，待上整整一天，什麽都能在三溫暖
裏搞定。當時一邊看電視一邊想，這
一天得花多少錢啊？我去了 Spa world
之後才明白，其實韓式三溫暖是按天
收費，只要買張票就可以在裏面玩一
整天，幾乎所有項目都是隨便玩（當
然吃飯喝酒要另外收費）。Spa World
簡直就是一個夢中樂園，沒進去之前
，你都想象不到這麽豪華這麽舒適，
這麽多項目，竟然只要 29 美元就可以
在裏面流連玩耍一整天，這是一座皇
宮！Spa World 除了有標準配備的蒸汽
桑拿浴和熱水池之外，還有各種各樣
的幹蒸房，我最喜歡的是 Fire Dome 火
焰山、豆豆房、鹽蒸房和微波烤腰房

。我每次去 spa world 都在裏面待上 7
、8 個小時，輪流在我喜歡的各種房間
桑拿，中午花上 12 元在那兒吃個韓式
中餐，泡菜可以免費續，甚至連水都
不用買，spa world 有飲水機，隨時有
免費冰水可以喝。真是太劃算了！
下一期我會給大家介紹鹽蒸房和
微波烤腰房，您最好自己親自去體驗

一下，包您去了一次絕對會去第二次
！
Spa World 位於 Katy Mills Mall 附近
，是一棟獨棟建築，停車方便。走進
大門，在前臺交過錢之後，換上拖鞋
進到男女分浴區，穿上浴袍、搭上大
毛巾就開始體驗啦……走進大廳裏，
只覺得突然一下豁然開朗，好像進到
城堡裏一樣，高聳的屋頂、現代而溫
暖的色調、豪華而上檔次的石材和裝
修，再打眼仔細一看，裏面別有洞天
，各式各樣的三溫暖房間鱗次櫛比地
排列著，有人穿著浴袍頭紮毛巾愜意
地紮堆一邊汗蒸一邊聊天，也有人單
獨待在汗蒸房裏汗流如註、獨自享受
孤獨……Spa World 的三溫暖有鹽蒸房
、火焰山、豆豆房、冰蒸房、玉石房
、紫外線房、森林房等不同的房間，
這些房間的溫度和類型都不同，別忘
了，最好帶片面膜去敷敷敷……特別
還要推薦 Spa World 的韓國海鮮辣拉面
，贈送新鮮的韓國白菜泡菜和日本大
根，泡菜可以免費續盤，價錢才 12 元
！真的好酸爽！
只有您親自到過 Spa world，您才
會知道這裏是多麽物超所值。整棟大
樓就像一座主題樂園城堡，所有的家
具都是韓式花梨木鑲銅家具，區域按
功能劃分，區與區之間的玻璃櫃中陳
列著真正的韓國古董，陳列館中身著
綢緞韓式禮服的人偶與真人比例一樣
，人偶頭上真正的古董珠寶熠熠生輝
，散發出低調的奢華氣息。整棟 Spa

world 面積六萬尺，花了巨資裝修，可
容納幾千人同時玩耍。一樓為三溫暖
區域，二樓是酒吧餐廳休閑區，客人
在此玩球休息看電影吃東西，還有酒
吧咖啡吧以及戶外露臺燒烤吧，可以
舉辦各種 party 和家庭聚會，露臺上備
有許多躺椅讓客人在這裏曬太陽做日
光浴或休憩賞景。
如果您家有小孩怎麽辦？帶著小
孩一起去 Spa World 啊！這裏有專為小
朋友設計的 Spa world kid’s，安裝有
大型滑梯、泳池和各種幼兒玩樂設施
，並且有專人照看小孩（要另外收費
）），來 Spa world 玩樂的年輕夫婦可
以把幼兒委托給這裏的看護人員，然
後盡情享受溫馨的一天。
Spa World 目前新張試營業，提供
25%的折扣，成人周一至周五$29.25，
兒 童 $15 元 ； 周 末 成 人 $36.75, 兒 童
$18.75。當然您也可以購買會員，那就
更劃算了，具體情況請上官網查詢
http://www.spaworldhouston.com， 也
可以去 Spa world 咨詢前臺。
去 Spa World 放松享受一番吧！不
用擔心新冠病毒，因為病毒在高溫下
不能存活！Let’s go !!
Spa World
地 址 ： 929 Westgreen Blvd, Katy,
TX77450
電話：346-978-6684
網址：www.spaworldhouston.com
營業時間：每天 10am-1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