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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先賢為我們留下了什麽中華民族的先賢為我們留下了什麽？？((六六))
作者作者：：陳家傑陳家傑

結論
黃河流域上孕育出了古老的華夏文明，從

群居狩獵刀耕火種的時代，到早期的農業社會
，中華民族的祖先在賴以生存的生產實踐中，
逐步凝聚了豐碩的思想智慧，積累了對自然和
人類社會的觀察和理解，於周代形成了易學的
雛形。到了標誌著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的
春秋戰國時代，隨著周天子統治力的式微，諸
侯興起，紛爭不斷，天下大亂，與此同時卻開
啟了思想界學術界百家爭鳴的繁盛時代。種種
學說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最具代表性的是老
莊的道家學說，孔孟的儒學學說，墨子的墨家
理論，以及由一系列政治家權術家先後發展起
來的法家學說。此外，還有佛教，也從唐朝開
始就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但這屬於宗教的範
疇，而且是舶來品，不再本文討論之列。

這些學說，都或多或少地針對當時社會出
現的問題，閃耀著思想的光輝，不僅具有政治
和國家管理需要的意義，而且具有深刻的學術
意義。兩千多年來，這些學說也自然而然地成
為統治者的工具，歷代皇朝從中取其所需，取
其所好，形成政治理念和社會管理指南。筆者
做了這樣的比方：不同學派的思想和理論，就
像一個資產組合裏面的元素，也像一個工具箱
，用者按其所需，從中取出不同的元素，形成
不同的組合，並作為自己治國理政的工具，形
成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政策依據。

這些學說，從學術的角度上看，都是寶貴
的文化遺產，從政治的角度看，卻具有一定的
功利性、目的性和實用性。一個好的組合，可
以是安邦治國的良策，而一個不好的組合或者
對原來學說的曲解，則可能流為皇朝殘酷壓榨
百姓的工具。因此，我們倡議，對傳統文化，
要批判地繼承。既不能全盤接受，也不能輕易
否定。

除了政治需要，華夏古老的思想遺產，也
在千百年來，影響著無數仁人誌士，照耀著他
們奮鬥的道路，成為修行的指南，道德的標準
，鼓勵他們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而進取和
獻身。 當然，這些遺產，也在某種角度、某
些時候成為文人儒士飯飽茶余附庸風雅的話題
。

當今世界，東西方文化仍然成為互相關聯
卻也在一定程度上互為對抗的兩極。在較為清
晰地認識中華古老思想學說和文化傳統的各個

元素之後，也許我們能夠從中找出華夏文化思
想精華與西方文明的異同點。 在價值觀上，
是否只有對立沒有相似之處？是否只有不和諧
的東西而沒有可以相容的內核？其實，從本文
的分析看來，未必如此。

在當今多級的世界中，讓中華文明得到外
部世界的理解和接納，建立某種“信任機製”
，使外部世界不至於把華夏文明當作潛在的對
手，仍然是任重道遠的。東西方文明，應該互
為理解，互相尊重，彼此取長補短。若能如此
，那麽，對人類未來的貢獻將是巨大的。（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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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 聯合健康保險推出了2022年聯 邦醫療保險（紅藍卡）優惠（Medicare Advantage）
和處方藥計劃，提供更多有價值、簡單且可負擔的
福利，並按照會員的體驗、以對他們最重要的福利
來設計方案。

「我們從會員和紅藍卡受益人得知，他們渴望
穩定的福利和無顧慮的體驗，並以可負擔的價格獲
得所需的護理。」聯合健康保險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行政總裁Tim Noel表示。

目前，有超過 730 萬人參加了聯合健康保險紅
藍卡優惠計劃1。並於2022年擴大服務至全國 94%
的紅藍卡受益人，保持行業裡最大的紅藍卡優惠計
劃覆蓋範圍——包括新增 276 個縣的 310 萬人可享
受標準計劃。

特意為降低處方藥費用、提升重點和輔助福利
、並推動卓越的會員體驗，聯合健康保險2022年度
紅藍卡優惠計劃重點包括：

在處方藥承保方面的投入
「獲得可負擔的處方藥繼續是我們會員關心的

項目。我們 2022 年的計劃設計是參照會員告訴我
們有哪些藥物是他們所需要的，從日常藥物到某些
患者至關重要的胰島素。」Noel表示。

大多數標準計劃包括處方藥承保和超過 67,000
家網絡藥房，提供可節省費用、可預算價格和高透
明度的處方藥承保。

物有所值和穩定的計劃福利
為更多紅藍卡優惠計劃消費者實現可預算、可

負擔的2022年計劃，特色包括：
• 月費： 大多數會員將看到不變或下調的紅

藍卡優惠計劃保費，包括近 300 萬會員可享$0計劃
月費。2

• $0 定額手續費： 會員將普遍以$0定額手
續費獲得主治醫生門診、化驗、遠距問診、診斷性
結腸鏡檢查和乳房 X 光檢查、心臟疾病復康等服務
。許多會員還會看到專科門診以及物理、職業和語

言治療的定額手續費下調——遠距問診的定額手續
費更是$0。

• 紅藍卡全國網絡：2022年度將有更多計劃
受惠於最大的紅藍卡優惠計劃網絡3。

• 視力與聽力：所有計劃都將保持$0費用的
每年常規眼科檢查，並且大多數計劃都有眼鏡補助
。此外，大多數計劃將提供$0費用的聽力檢查，幾
乎所有會員都將獲得助聽器福利。

獨有和加倍的福利和服務
Noel 表示： 「我們想讓會員知道，每項計劃提

供新的福利和方案，全是因為我們認真聽取了會員
的需求而設計。」

更多計劃選項滿足不同需求
聯合健康保險是唯一一家以 AARP 冠名提供紅藍卡
計劃的保險公司，通過多元化計劃組合，為近五分
之一的紅藍卡受益人提供服務4。 聯合健康保險也
是全美最大的聯邦醫療保險輔助計劃提供者，通過
其聯邦醫療保險輔助計劃為大約 440 萬人提供服務
。

「我們的聯邦醫療保險輔助計劃是消費者評價
最高的計劃之一，我們為具有競爭力和維持穩定的
費率感到自豪。我們在2022 年將推出新的低保費計
劃，以滿足消費者不斷增加和多樣化的需求。」
Noel表示。

民眾可於紅藍卡年度註冊期間10月15日至12
月7日轉換紅藍卡計劃。如有查詢，可致電聯合健
康保險華語專線1-866-868-8988。

關於聯合健康保險
聯合健康保險致力幫助全國民眾過更健康的生

活，將健康護理事項化繁為簡，滿足消費者的健康

和保健需求，並與醫療護理提供者保持互信的關係
。聯合健康保險提供完善的個人、僱主、及聯邦醫
療保險(Medicare，俗稱 「紅藍卡」)和醫療補助
(Medicaid，俗稱 「白卡」) 受益人的全方位健康福
利計劃，並與全國超過一百三十萬名醫生和專業護
理人員，以及六千五百家醫院和其他護理設施直接
簽約。聯合健康保險還通過在南美州擁有和營運的
醫療護理設施為當地居民提供健保福利及照護。聯
合健康保險是聯合健康集團(UnitedHealth Group) (
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UNH) 旗下企業之一。欲瞭
解更多資訊，請瀏覽聯合健康保險網站 www.uhc.
com 或在 Twitter 上關注 @UHC。

1CMS 註冊數據，2021年8月。所有計劃註冊
數字。

2根據聯合健康保險標準紅藍卡優惠計劃 (非特
殊需要計劃)。

3網絡規模因計劃和市場而有所不同。
4 CMS 註冊數據，2021年8月。

聯合健康保險專為紅藍卡受益人的需求所設計的聯合健康保險專為紅藍卡受益人的需求所設計的
20222022年度聯邦醫療保險計劃年度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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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1日下午， 恆豐銀
行將千元捐獻食品送到HISD學
區的 Neff Elementary School.
這是 繼今年三月份的第一批捐
助後的，再次的千元食品的捐
助 ， Neff Elementary 校 長
Amanda Wingard ， Wrap-
around Specialist: Angelica
Almaraz 及部分教職員工親自
接受了本次捐贈的食品，並對
恆豐銀行的善舉表示由衷的感
謝。

Neff Elementary School
屬於Alife 學區，學校有94 %
的學生都來自低收入家庭， 大
部分學生的父母都在餐館及清
潔公司做事，長期處於收入不
穩定狀態。 受疫情影響， 很多
家庭時常面臨沒有食物的囧境
。 學校為了幫助這些家庭設立
了一個小型的食品儲藏間，食
品來源都是學校通過向社會募
捐而來，為需要食品的學生家
庭提供應急帮助。

Angelica 講了一個非常典
型的例子，一個有四個孩子的
家庭，父親因為感染新冠去世
， 母親帶著四個孩子且沒有工
作，家裡常常要靠在Neff Ele-
mentary school 讀書的孩子帶
回來的食品度日。 Angelica 表
示， 恆豐銀行的食品捐贈， 對
於學校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帮助
是巨大的，讓這些低收入的家
庭的孩子能體會到來自社會的
溫暖與關愛。

恆豐銀行自1998年建行至
今， 在23年的經營歷程中，
在關懷客戶，辛勤耕耘的同時
，始終不忘回饋社會，盡一切
力量幫助社區做有意義的公益
活動，每年投入幾十萬美金用
於慈善捐助，投入人力，物力
，財力帮助有需要的人群， 關
心弱勢群體。同時，鼓勵員工
每年進行社會義工活動，以盡
社區銀行應盡之社會責任。

恆豐銀行為小學捐贈食品恆豐銀行為小學捐贈食品，，帮助低收入家庭帮助低收入家庭

投資顧問蕭雲祥投資顧問蕭雲祥，，顏琦談顏琦談：：
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

（本報訊）投資顧問蕭雲祥、
顏琦談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如下
：

資產配置的原則及方法：
(Asset Allocation)
一. 投資的目的固然是要增加回

收, 但是風險控制也不能忽略. 理論
上, 高風險(Beta)高回收, 低風險低回
收. 此刻, 存錢在銀行幾乎沒有利息(
有些歐洲國家是負利率). 美國國庫
債券十年利率只有1.3%左右, 比通膨
指數3-5%都低, 成本都不夠. 但是投
資股市和房市價格都偏高, 風險高.
投資人應當如何面對? 資產分散配
置是較佳的良策.

二. 資產如何配置呢？
1. 了解自己的需求, 控制風險系

數(Beta值)
2. 在同一風險系數中, 找到品質

好回收高的產品及投資標的.
3. 利用低買高賣的原則, 危機入

市, 長期持有. 千萬不要追漲. 要有耐
性, 每年市場都有二~三次 5-10%
Pull Back

4. 養成儲蓄的習慣, 每月或每季
, 每年定期定量的投入市場.

5. 一定要品質管理, 只買高品質
的投資標的.

6. 不懂或沒時間研究股市, 只買
基金或指數, SPY, QQQ, DIA 即可.

7. 時間是我們的朋友. 長期持有
高品質的指數或基金, 即使偶有損傷
, 最終仍會獲利. 長期持有十分重要.

8. 養成存錢到有減稅, 緩稅功能

的管道. 如 401(k), 403(b), IRA, Roth
IRA, FIUL, FIA, 久之必能有成.

9. 年輕人投資組合Beta值可高
一些(0.8-1), 退休人士Beta值要低一
些(0.4-0.7).

10. 最好有位有經驗的可信賴理
財顧問輔助, 提供你最新的各種財經
資訊及產品管道.

最後資產配置的原則就是達到:
保本, 增值, 減稅, 家庭保障, 及順利
傳承.

通過聰明有智慧的配置, 在合理
的風險管控中回收比通膨高的利潤.

投資顧問: 蕭雲祥, 顏琦
電話: 713-988-3888
832-434-7770, 713-261-8794

蕭雲祥蕭雲祥 顏琦顏琦

中國對外投資量質齊升
覆蓋全球超八成國家

開放領域的又一個第一！近日，

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彙管理

局發布的《2020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

資統計公報》（以下簡稱《公報》）

顯 示 ， 2020 年 中 國 對 外 直 接 投 資

1537.1 億美元，流量規模首次位居全

球第一。

2020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

經濟的嚴重衝擊，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沒

有停下腳步。各類有實力、信譽好的中

國企業加快“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

競爭與合作，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了

平穩健康有序發展，交出一份靓麗的成

績單。

對外投資流量占全球20.2%
在位于浙江省甯波市海曙區的民

營企業君禾泵業，總經理張君波正忙

著與公司技術人員溝通兩個新水泵項

目建設情況。近年來，爲更好滿足歐

美訂單需求，企業在北美、歐洲設立2

家公司，針對當地市場客戶需求，加

大特色産品研發力度。“對外投資穩

步增長，爲我們上馬新項目注入信心

。”張君波說。

企業對外投資活躍的背後，是中國

對外投資連續多年量質齊升、保持高質

量發展。

從“量”看，對外投資繼續保持總

體活躍——看流量，2020年中國對外直

接投資1537.1億美元，同比增長12.3%，

流量規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在全

球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影響力不斷擴大，

流量占全球比重連續5年超過10%，2020

年占20.2%。看存量，截至2020年末，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58萬億美元

，居世界第三位，存量規模占全球比重

爲6.6%，較上年提升0.2個百分點。總體

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略高于吸引

外資規模，雙向投資基本持平，引進來

、走出去同步發展。

從“質”看，投資領域日趨廣泛

，投資結構不斷優化——2020 年，中

國對外直接投資涵蓋國民經濟的 18

個行業大類，近七成投資流向租賃和

商務服務、制造、批發和零售、金融

領域，四大行業投資流量均超過百億

美元。2020 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存量的八成集中在服務業，主要分布

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批發和零售、信

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金融

、房地産、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等

領域。

從“主體”看，各類對外投資主體

齊頭並進——非公經濟控股主體投資規

模與公有經濟控股主體大體相當，2020

年對外非金融類投資流量中非公有經濟

控股的境內投資者對外投資671.6億美元

，占50.1%，同比增長14.1%；公有經濟

控股的境內投資者對外投資668.9億美元

，占49.9%，同比增長15.1%。超六成投

資來自地方企業。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葛順

奇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年來，

中國持續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對外

投資合作不斷取得新成效。“《公報》

呈現諸多亮點，如對外直接投資收益再

投資保持較高水平、非公經濟控股主體

投資規模超過公有經濟控股主體等，表

明中國企業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取得良

好成效，國際競爭力與對外投資能力持

續提升。”

覆蓋全球超八成國家
愛琴海畔，希臘比雷埃夫斯港集裝

箱碼頭巨輪雲集。曾幾何時，港口設備

老舊、衰敗不堪。在中遠海運港口比雷

埃夫斯碼頭有限公司（PCT）商務經理

塔索斯· 瓦姆瓦基季斯看來，正是中國投

資者的接手讓這座碼頭走出困境、迎來

新生。

自 2010 年中國企業正式參與港口

運營以來，比雷埃夫斯港發展日新月

異。期間，乘著高質量共建“一帶一

路”東風，中遠海運于 2016年收購比

港港務局多數股權並成立 PCT，運營

範圍覆蓋整個比港。日前，希臘比雷

埃夫斯港務局第二期股權交割文本交

換儀式以視頻連線方式舉行，標志著

中遠海運集團收購比港第二階段股權

交割完成。“我們談論的其實已是完

全不同的比港，現在港口擁有了新設

備、新基建和新技術。”瓦姆瓦基季

斯說。

近年來，來自中國的投資流向全

球各個國家（地區），推動實現互利

共贏。截至2020年底，中國2.8萬家境

內投資者在全球189個國家（地區）設

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 4.5 萬家，全球

80%以上國家（地區）都有中國投資，

年末境外企業資産總額7.9萬億美元。其

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重要的投

資目的地。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8年來，中

國對沿線國家投資保持著穩步增長。

投資規模方面——看存量，2020

年末，中國境內投資者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存量達 2007.9

億 美 元 ， 占 存 量 總 額 的 7.8% ；

2013-2020 年，中國對沿線國家累計直

接投資1398.5億美元。看流量，2020年

中國境內投資者在沿線國家設立境外

企業超過1.1萬家，當年實現直接投資

225.4億美元，同比大幅增長20.6%，占

同期流量的14.7%；此外，2020年中國

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並

購項目 84起，並購金額 31.5 億美元，

占並購總額的11.1%。

投資結構方面——看國別構成，中

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存量

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俄

羅斯、馬來西亞、老撾等國家。看行

業構成，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投資主要流向制造業，2020年投資規

模達76.8億美元，同比增長13.1%，占比

超1/3，此外對建築業、租賃和商務服務

業、批發和零售業等投資規模也保持較

高比重。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

資合作取得長足發展，與東道國政府、

企業、公衆多方‘雙贏’‘多贏’格局

逐步形成，日益凸顯‘資金融通’在高

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的重要作

用。”葛順奇說。

“走出去”推動互利共贏
中國投資大步“走出去”，爲推動

中國與世界各國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

展貢獻力量。

2010-2019 年，比雷埃夫斯港集裝

箱吞吐量從 88 萬標准箱增至 565 萬標

准箱，一躍成爲地中海第一大港，

港口對希臘直接經濟貢獻超過 6億歐

元。“比雷埃夫斯港項目對本地經

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都有重

要意義。”瓦姆瓦基季斯介紹，比

雷 埃 夫 斯 港 項 目 已 爲 當 地 創 造 超

3000 個直接就業崗位和數以萬計的

間接就業機會。

據了解，自 2003 年中國有關部門

發布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以

來，中國已連續 9年位列全球對外直

接投資流量規模前3名，對世界經濟的

貢獻日益凸顯。在貢獻稅收方面，

2020 年，境外中資企業向投資所在國

家和地區繳納各種稅金總額合計445億

美元。在創造就業崗位方面，2020

年 ， 境 外 中 資 企 業 雇 用 外 方 員 工

218.8 萬人。“來自中國的投資，爲所

在國家和地區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發展

機遇。”葛順奇說。

與此同時，對外投資在拉動中

國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也發揮了重要

作用。

“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公司北

美業務實現逆勢增長、3年複合增長率

達16.7%。我們還通過數字工廠建設，

實現了更高的産品附加值。”張君波介

紹，通過對外投資，公司産品不僅能滿

足客戶需求，還能引領市場潮流。《公

報》顯示，2020年，對外投資帶動中國

産貨物出口1737億美元，占中國貨物出

口總值的6.7%。境外中資企業當年實現

銷售收入2.4萬億美元。

未來，如何繼續推動中國對外投資

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與東道國雙方互

利共贏？

葛順奇分析，中國對外投資合作

發展前景中的機遇與風險並存，“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世界各

國紛紛收緊外資政策，爲中國企業對

外投資合作加快‘走出去’增添了不

確定性。”同時，中國企業在對外投

資合作中還面臨彙率、標准等方面的

風險。爲此，應積極提升企業對外投

資抗風險能力，推動中國對外投資合

作邁向更高水平。

“首先，應繼續做大做強境外經貿

合作區，爲企業在議價、經營、安全、

社會責任等方面協作抵禦風險提供可靠

載體。第二，應積極引導企業努力成爲

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受東道國歡迎的跨

國公司。第三，持續構建系統性的對外

投資促進與服務體系，包括成熟的准

出體系、便利化體系和激勵政策，爲

企業對外投資合作保駕護航。第四，

在全球投資政策有所收緊的背景下，

一方面推動開放大門越開越大，另一方

面應引導企業積極融入現行國際投資規

則治理體系，通過優化雙向投資戰略布

局，推動我國對外開放高質量發展。”

葛順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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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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星期五       2021年10月29日       Friday, October 29, 2021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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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美人歸美人歸MelgraceMelgrace™™ 引領女性健康生活的新坐標引領女性健康生活的新坐標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212021年年 1111 && 1212月會員通告月會員通告

【美人歸Melgrace™】基於東西方
百年婦科經典配方，採用國際領先分子
細胞活化純化萃取技術，以黃金配比率
提純，產品利用中西方天然草本精華近

似於雌激素分子結構的優勢來模擬女性
荷爾蒙活動，安全刺激雌激素受體，彌
補體內雌激素，調節內分泌，緩解潮紅
、盜汗等失眠誘因，具有補血益氣、營
養卵巢，延緩衰老、消除更年期提前，
緩解更年期綜合征，以及痛經閉經等經
期綜合症的問題。

美人歸Melgrace™根源抗衰，內外
兼修——美人歸Melgrace™以中國傳統
草藥“酸棗仁、淫羊藿、枸杞子”等為
基礎，針對現代女性生活方式、心理因
素和生理特點，經過潛心研究，在秉承
東方古今婦科經典驗方基礎上加以改進
，引進 “北美升麻”，添加高濃度“異
黃酮精華素”研製出真正的全天然草本
婦女保養品。實驗證明：美人歸 Mel-

grace™活性成分、含量濃度、生物利用
度、人體吸收效率等指標均高於目前市
場同類產品，且無任何副作用，長期服
用也不會產生效果速減性、依賴性、耐
藥性和上癮性。

選擇美人歸Melgrace™的理由——
來自客戶的回饋

王女士 48歲 多倫多某保健中心醫師
。“去年出現了月經不調、潮熱出汗、
失眠多夢等症狀，而且心煩得厲害。我
不敢用激素類產品，用了很多保健品可
是效果都不是很好。直到有一天在電視
廣告中看到了美人歸Melgrace™，它是
東西方純天然草本植物配方，能夠恢復
自身雌、孕激素的分泌功能，使內分泌
平衡。我馬上買了3個療程。3個月後，

原來心煩和潮熱出汗的狀況有了明顯的
改善，工作的時候也更能集中注意，朋
友看到我都以為我去美容院做了皮膚護
理，不僅氣色好了，臉上的色斑也明顯
變淡了。”

美人歸Melgrace™預防更年期綜合
徵，預防改善骨質疏鬆

★調節內分泌水準，改善更年期潮
熱、多汗、失眠、心悸、畏寒等

★增加機體對鈣的吸收，增加骨密
度，減少骨質流失

美人歸Melgrace™調治女性月經紊
亂，消除經期綜合症不適

★改善因瘀血阻滯引起的經量不足
，經期無規律，痛經等月經紊亂

★調節平衡陰陽，提高機體的免疫

力
美人歸Melgrace™品質功效雙重保

證，讓您用得安心、放心、舒心！
★ 東西方多種百年草本植物配方，

黃金配比率，國際分子細胞活化、純化
提純工藝

★ 多年臨床驗證，不添加任何激素
，100%安全無副作用，不會產生耐藥性
和上癮性

★ 使用3個月以後，潮熱，虛汗，
煩躁，渾身酸痛，注意力不集中等更年
期症狀大大改善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877-701-9010

嘉康藥業榮譽出品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CHINESE SENI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INC.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電話: (713)784-9049 網址:  www.csahouston.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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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目前參加活動都需要疫苗施打證明、如果您還沒有完全接種疫苗、請盡快接種疫

苗。Covid-19 疫苗己經開始接種第三劑。可以到家庭醫師或藥房接種。為了保護自己和他

人, 您仍然應該繼續採取防護措施: 戴口罩，勤洗手，並避開人群和通風不良的地方。 
 

 營養午餐: 每年一次開放登記参加營養午餐。先決條件: 六十歲以上、必須居住在哈里

斯縣(Harris County)。必須依據通知開車出席領取。如果經常缺席將會自動被取消。

登記塡表、請出示會員證和個人的 ID。必須本人簽名。新加入者請於 11月 8日、周

一、上午 10:00點至 11:00點、到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辦理登記。   

 有慈心人士捐贈紙尿褲給本會。如果會員家中有長輩需要、請於 11月 15日、周一、上

午 10:00點至 11:00點、到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登記領取。 
  

  

         
 

謹此感謝國泰銀行-國泰基金會今年繼續捐贈本會 $7500 
   

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多年以來對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支持與贊助。讓老人服務協會的會務

能順利進行、造福耆老。感謝休士頓國泰銀行首席副總裁黃祖壽先生對長者的體恤與關懷!  

國泰銀行為僑民提供廣泛個人金融服務，包括支票帳戶、儲蓄帳戶、房屋貸款、及網上及

手機銀行服務。有優惠的利率、有親切的職員隨時為解答各種問題和服務。希望每位會員

告知您的家人、朋友以行動給予國泰銀行的支持讓他們的生意蒸蒸日上、有更多的資金來

關懷社區投入公益。捐贈和感謝儀式將於第四季會員慶生,12月 11日同時進行。 
  

活 動 專 欄 
 

I. 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12 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10:00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車塲(視情

况而定、如果疫情緩慢可改在大礼堂)舉行。10、11、12 月生日的“壽星”和“非壽星”

會員請於 11月 30日至 12 月 9日、週二至週日上午 10:00 點至 11:00 點到僑教中心 108

室報名登記。屆時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獎品包括多件 Coach 名牌冬天大衣。我們

將會為“壽星”準備禮物和蛋糕一份。“非壽星”會員可領取禮物一份。我們必須預先

知道人數以便準備足夠的數量。如果沒有預先登記恕當天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當天請

依照交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車。不用下車、請戴上口罩、並出示會員証。我們的義工會

為您服務。 
 

I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

每週两次、每次兩小時。在網上使用 Zoom 視頻上課。如果有需要可預約到僑教中心預先

教您在家中如何使用 Zoom 視頻上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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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目前參加活動都需要疫苗施打證明、如果您還沒有完全接種疫苗、請盡快接種疫

苗。Covid-19 疫苗己經開始接種第三劑。可以到家庭醫師或藥房接種。為了保護自己和他

人, 您仍然應該繼續採取防護措施: 戴口罩，勤洗手，並避開人群和通風不良的地方。 
 

 營養午餐: 每年一次開放登記参加營養午餐。先決條件: 六十歲以上、必須居住在哈里

斯縣(Harris County)。必須依據通知開車出席領取。如果經常缺席將會自動被取消。

登記塡表、請出示會員證和個人的 ID。必須本人簽名。新加入者請於 11月 8日、周

一、上午 10:00點至 11:00點、到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辦理登記。   

 有慈心人士捐贈紙尿褲給本會。如果會員家中有長輩需要、請於 11月 15日、周一、上

午 10:00點至 11:00點、到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登記領取。 
  

  

         
 

謹此感謝國泰銀行-國泰基金會今年繼續捐贈本會 $7500 
   

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多年以來對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支持與贊助。讓老人服務協會的會務

能順利進行、造福耆老。感謝休士頓國泰銀行首席副總裁黃祖壽先生對長者的體恤與關懷!  

國泰銀行為僑民提供廣泛個人金融服務，包括支票帳戶、儲蓄帳戶、房屋貸款、及網上及

手機銀行服務。有優惠的利率、有親切的職員隨時為解答各種問題和服務。希望每位會員

告知您的家人、朋友以行動給予國泰銀行的支持讓他們的生意蒸蒸日上、有更多的資金來

關懷社區投入公益。捐贈和感謝儀式將於第四季會員慶生,12月 11日同時進行。 
  

活 動 專 欄 
 

I. 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12 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10:00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車塲(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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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交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車。不用下車、請戴上口罩、並出示會員証。我們的義工會

為您服務。 
 

I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

每週两次、每次兩小時。在網上使用 Zoom 視頻上課。如果有需要可預約到僑教中心預先

教您在家中如何使用 Zoom 視頻上課 。 

 

 

 

 智能手機或 iPad 特級班: 將於 11/17/2021 開班到 12/17/2021 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10:00 至 12:00 在 Zoom 視頻上課。課程包括如何節省您智能手機和 iPad 的空間把照

片, 視頻存在 Google Photos, USB Disk 或存到您的電腦。PhotoScan 如何把您的陳年

舊照片從相簿還原變成數碼照片。還有一般實用的應用軟件等。 
 

 以上班級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 35 元。有興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

電 713-480-4885報名。 
 

III. ESL 英文班: 由 Steven O’Brian 老師教學。每周一和周四上午 9:30 至 11:30 在 Zoom

視頻上課。有興趣參加的會員, 報名請電吳傳芬 832-244-2851 或 Ben 281-933-4518 
 

IV. 太極班: 每週日下午 1:30 到 3:30 在 203 教室上課。 
 

V. Karaoke 唱歌班: 每週二和週四下午 1:00 到 4:00 在 107 教室上課。 
 

VI. 粵曲春風社: 每週六和日下午 1:00到 4:00 在 107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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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我們生活在叁維空間，加上時間概念，
形成四維的世界。現在世界上流行3D動畫，觀衆也喜歡看3D

電影、3D電視。看3D畫如同看雕塑，猶如身臨其叁維
空間，想象力豐富。要搞清楚3D畫，就需要了解3D究
竟是什麽。簡單的說畫是立體的，有長、寬、高叁維空
間，將立體素材在3個維度上展現，栩栩如生。而2D畫
只有長寬二維，也就是平面畫。

3D畫是怎麽畫出來的，相信大家看過這些作品後都會
又一個疑問。此，筆者走訪了剛從中國移民到休斯頓的
水墨3D畫藝術家楊毅先生。

楊毅自幼習畫，7歲繪畫作品刊登在《少兒畫報》，21
歲書畫作品獲沉鵬、謝冰岩、劉開渠等老一輩藝術家的
認可。沉鵬楊毅提詞“江淮四子”書展，轟動一時，新
聞報業做過很高的評價。

楊毅曾擔任過孟姜女電影美工製作，當時定居澳門，
任澳門3D業協會會長、澳門非物質文化遺協會會長。早
年天津大學出版的第一個多媒體刊號出版的就是楊毅的
楊氏室內外3D建築模型庫，深受業內同行高度評價，是
中國3D繪圖第一人，也是互聯網互動數字澳門的打造者
，在城市的遊覽中可穿越曆史，走進曆史的故事中，是

網上博覽會的倡導人。
楊毅多年從事3D電影電視工作，是中央電視台3D電視首

播歌唱家李谷一從藝五十年3D視頻總監；中國電視劇周年慶祝
晚會3D視頻總監；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多台綜藝節目的設
計和制作，包括節目的LOGO 設計；中國第一台3D全息黃梅戲
《牛郎織女》策劃設計制作總監；上海科技館應邀美國強生公
司設計制作地殼探秘區，敦煌莫高窟獨一場3D光影秀《大美敦
煌》設計制作總監；蘭州黃河之畔音樂廳建築造型設計師；全
國博物館多媒體互動設計暢導者；設計制作甘肅省秦腔博物館
，非物質文化遺博物館，城市互動體驗館，八路軍博物館；澳
門城市變遷館，澳門中小學曆史文化體驗館；楊毅是國內AR、
VR、及8K球幕內容設計制作的先軀，擁有多項互動圖像軟硬
件發明專利及著作權。

來美一年半，原創繪制開發出多幅原創寫意彩墨3D作品及
3D多變、動態、寫真與繪畫相結合的生動、唯美、使人驚豔的
藝術作品，深受業內、機構及大衆的好評。同時楊毅還創辦了
彩墨實畫與電腦制作動畫編輯相結合的3D繪畫藝術培訓教育，
詣在休斯頓培養出大量的水墨3D繪畫人才。

楊毅聯系電話：8326489178
Email:tangyi9188@gmail.com

讓水墨讓水墨33DD藝術走入美國居家空間的藝術家楊毅藝術走入美國居家空間的藝術家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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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娛樂

從《曼蒂》到《星之彩》，尼可拉斯

凱吉的選片方向越來越忠於自我喜好，近

年近期專注於邪典電影路線以及和潛力新

秀電影工作者合作的他，反而獲得不少影

評讚賞。身兼《鬼域囚徒》主角和監製的

尼可拉斯凱吉接受專訪時表示，將本片的

故事背景從原先預定的墨西哥轉移至日本

，其實正是他的主意！他更坦言：「我想

這是我拍過最狂的電影！」。而導演園子

溫卻不認同尼可拉斯凱吉的說法，他認為

尼可拉斯凱吉最狂的電影應該是1990年出

品的《我心狂野》，該片同時是啟發他製

作本片的靈感，並大大肯定尼可拉斯凱吉

是他遇過最合拍的合作夥伴。

《鬼域囚徒》年初於日舞影展全球首映

後，獲得不少海外媒體絕讚好評，《DAI-

LY DEAD》表示：「大膽帶勁且狂到不行。

」《Film Inquiry》向影迷喊聲：「快上車，

抓緊了！」《Little White Lies》形容本片是

「熱鬧非凡的末日後大逃殺」，《IndieWire

》表示：「保證帶給觀眾放蕩不羈的體驗。

」《Film Threat》強調：「這電影有夠瘋！

」《Bloody Disgusting》盛讚：「精彩到讓人

忘了呼吸！」《Variety》更是呼籲影迷：

「必須親眼見證！」

《鬼域囚徒》片中的大反派「總督」

穿著白西裝、帶著白色牛仔帽，留著白鬍

子登場，園子溫在受訪時坦言，這個角色

的靈感來自「肯德基爺爺」！不過，園子

溫強調他並沒有認為肯德基爺爺是壞人，

只是覺得總督這樣的角色，就該是這樣的

形象！《鬼域囚徒》裡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場面之一，就是尼可拉斯凱吉雙腿間的炸

彈爆炸，炸掉了一顆他的「蛋蛋」，讓他

痛得發出慘絕人寰的叫聲。談到這一場戲

，園子溫開玩笑地說：「我們的目標是在

片場盡可能實際操作。所以關於蛋蛋爆炸

的這場戲，我為尼可拉斯凱吉感到難過，

但我們真的別無選擇。」

《鬼域囚徒》故事描述位於邊陲地帶的

險惡城市武士鎮，一名無情劫匪「英雄」

（尼可拉斯凱吉 飾）被富有的軍閥「總督

」（比爾莫斯利 飾）從監獄中綁架。「總

督」交付「英雄」一項任務，若能在五天之

內找回失蹤的養孫女柏妮絲（蘇菲亞波提

拉 飾），「英雄」便能重獲自由；若任務

失敗，「英雄」皮衣上安裝的炸彈將會自動

引爆。

《鬼域囚徒》尼可拉斯凱吉火力全開

「這是我拍過最狂的電影！」
由《曼蒂》《星之彩》製片群打造，加上近年放飛自

我、榮登 「邪典教主」 的奧斯卡影帝尼可拉斯凱吉，與日
本現存思想最具顛覆性的影人園子溫兩人聯手操刀又一超
狂 Cult 作《鬼域囚徒》（英文片名：Prisoners Of The
Ghostland），將於11月26日在台上映。車庫娛樂也於今
日釋出中文海報和預告，由預告可見《鬼域囚徒》忠實保
留一貫的色情、暴力以及血腥風格，並結合西部片、武士
、歌舞伎等日本元素，除了奧斯卡影帝尼可拉斯凱吉外，
並力邀以《金牌特務》走紅好萊塢影壇的 「刀鋒女」 蘇菲
亞波提拉(Sofia Boutella)、邪典恐怖片常客比爾莫斯利
（Bill Moseley）、以及日本動作武打大師坂口拓等人加
入演出，更顯《鬼域囚徒》在定位上的獨樹一格。

甜滋滋的泰國BL劇看多了，想換下口味？那麼，這幾部燒

腦懸疑泰劇推薦給你，無論是懸疑推理，還是燒腦奇幻，都會讓

你驚呼神奇，甚至會事後才恍然大悟。VISION THAI 看見泰國

小編都備好啦，看看你最喜歡哪一部？

燒腦懸疑泰劇推薦1：模犯生/天才槍手劇版
泰國電影《模犯生/天才槍手》翻拍的劇版去年8月開播至今

，收穫好評不斷。劇版《模犯生/天才槍手》由Jaonaay、Juné分別

擔任男女主角，講述天才高中生小琳在國際會考上跨國為富家公

子作弊來牟取暴利，並與另一名記憶力極佳的天才學生班克，策

劃了一場跨時區的完美作弊。該劇透過高超的作弊手段，反映出

泰國的貧富差距和校園權力問題。

燒腦懸疑泰劇推薦2：鍵盤俠/殺人評論區
泰劇《鍵盤俠/殺人評論區》是由泰星New、Aye、Toy擔任主演

，該劇講述的是Khan和Phat調查Khan的妹妹Papang自殺的兇手和原

因。當他們搜索得越多，就越是對線索產生懷疑，發現在Papang看似

完美的世界，在幕後卻是讓受害者受害的“詆毀”和“欺淩”。

燒腦懸疑泰劇推薦3：亡者之謎
這是一部有別於甜甜戀愛的BL劇，因為創新的懸疑犯罪元

素，使得它在腐劇圈走出了不一樣的風格。泰劇《亡者之謎》由

Max和Tul主演，講述的是一名叫Bam法醫，在一起案件的屍檢

中發現了一些線索，認定這起案件是一起謀殺案，最大的嫌疑人

是死者的男友tan。但是tan極力喊冤，並且說服Bam和他一起調

查真相，還自己清白。而在整個調查過程中，伴隨著的是幕後之

人的威脅恐嚇，甚至Bam的好朋友，一名檢察官也失蹤了……

燒腦懸疑泰劇推薦4：兄弟情濃於水/血濃於水
泰劇《兄弟情濃於水/血濃於水》由泰星Captain、JJ、Tor、

James Teeradon等參演，該劇講述的是一個大家族之中的內部鬥

爭，當一個親戚神秘死去，大哥藝尼(Tor飾)試圖尋找真相，然而

調查越多，他在家族裡發現的秘密就越多，隨著真相逐漸清晰，

家族裡每個人的真實面目都逐漸被揭露出來，每個人都成了嫌疑

犯。

燒腦懸疑泰劇推薦5：轉學來的女生/禁忌女孩
泰劇《轉學來的女生》與《轉學來的女生》第二季均由泰星

Kitty Chicha主演，以校園真實事件作為題材，以血腥暴力為故

事走向，講述霸淩、性侵、炫富等校園話題，從而揭露人類心靈

深處的黑暗。該故事講述了一個名叫娜諾的神秘女孩，她每一集

都會轉校到不同地方，藉著荒誕的遭遇和校園生活暴露學生和教

師的謊言和不端行為，放大人們的欲望，揭露心靈深處的黑暗。

她象徵著惡魔的女兒，她來到每所學校測試人類的邪惡，勾引其

他人的內心黑暗面，從而逼他們上絕路，付出代價。

燒腦懸疑泰劇推薦6：三人沉浮
泰劇《三人沉浮》是一部主題創新的動作犯罪及愛情電視劇

，由泰星Mild、Joss及Tay主演。在酒吧工作的雙性戀脫衣舞男

Neo、不想接手父親事業的年輕男子Shin與因錯手殺人的酒吧工

作人員Miw三人，從開始互相在生理和心理上被對方吸引的複雜

關係。

2021懸疑泰劇推薦！6部燒腦片單超過癮



BB77星期五       2021年10月29日       Friday, October 29, 2021

休城畫頁

婚姻觀

有人说：一个人爱你，会宠你，而一个人不

爱你，就会对你很冷淡。

在感情的世界，一个人爱与不爱，其实是很

明显的，爱你的人，在他们的眼中，你很好，你

都是优点，你做什么都很好。

而不爱你的男人，在他们的眼中，你全部是

缺点，你做什么都做不好，而你做什么都不对。

不爱你的男人，不认可你

有句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说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在爱一个人的时候，

看到对方全部是好的，对方全部是对的。

于是很多时候，我们总会发现，我们觉得一

个帅不帅，一个人好不好看，但是爱他们的人，

却觉得他们是最好的人，他们是最帅的，最好看

的。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了一个

人，从而对对方产生了滤镜，觉得对方是好看的

。

但现实中，对方真的很好吗？很完美吗？不

一定。

而真正觉得对方完美的不过是一个人的爱的

心。

同理，当一个人总是看不惯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对方很不好，总是嘲笑对方，笑话

对方，或者是埋怨对方。

这样的人，看似爱你，其实并不是，他们骨

子里是不认可你的，是不赞同你的，是不在乎你

的，这样的人，也许爱你，但是并不多。

所以说，在感情的世界，一旦遇见一个男人

不认可你，总是诋毁你，那么这样的人，就别爱

了。

总是不尊重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很在乎一

个人，很爱一个人，很重视一个人，于是你想要

和对方好好的恋爱，最后在一起。

可是这个人却不是很尊重你，不是责备你，

就是侮辱你，于是你会觉得很烦躁，你会觉得很

痛苦，可是却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比如有时候，你和对方见面，对方看见你的

第一眼，就对你说：“你今天穿的这一身，我真

的没法说。”

听到这样的话，你很痛苦，很难受，却不知

道要说什么，明明是相爱的人，为何会这样说话

呢？

其实当一个男人这样对你说话的时候，是不

尊重你，而一个男人不够尊重你，其实是不爱的

表现。

在他的眼中，他始终比你好，始终优越于你

，于是总是会说一些不尊重的话。

而当一个男人从骨子里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其实是不爱你的表现，只有不爱你，才会觉得他

比你厉害，才会觉得他比你优秀。

于是你会发现，一个男人一旦这样，必然是

不够爱你的，只有不够爱你才会如此。

所以，当你遇见了一个不尊重你的人，那么

就别爱了。

总是嘲笑你

还有一种男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嘲

笑你，有时候会在很多人的面前嘲笑你，有时候

会在人少的时候嘲笑你。

总之他们想要嘲笑的就会嘲笑，完全不在乎

你的感受，完全不在乎你的想法，于是慢慢地你

会发现，这个人一点都不爱你，一点都不在乎你

，总是忽视你的感受，总是做一些让你很难堪的

事情，于是慢慢地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不

爱你的表现，是不在乎你的表现。

比如说，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当你点

了一个菜，他就会说：“这个菜这么难吃，你还

点，你到底会不会点菜。”

比如有时候和朋友们出去，别人要你喝酒，

你说：“我不喝酒”，此时对方不为你说话，而

是对别人说：“你别找她了，她的酒量，就是浪

费酒。”

这样的人，不管什么场合，不管什么地方，

总是诋毁你，总是嘲笑你，完全不在乎你的感受

。

也许这样的人，和你在一起，但其实他是不

在乎你的，是不爱你的，面对这样的人，就别爱

了，这样的人只会伤害你，让你痛苦，让你难受

。

甚至会因为一次次的嘲笑，让你觉得自己很

差，自己是一个很差劲的人，于是慢慢地你会变

得自卑，你会变得不自信。

当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就远离吧！

就别爱了，爱这样的人，只会让你痛苦，让你难

受。

这样的男人，就别爱了

什么是爱呢？

其实爱，就是两个人互相欣赏，互相在乎，

互相尊重，互相重视，互相认可。

因为只有认可了对方，对方才会感受到我们

的爱和欣赏，而只有认可了对方，对方也才会感

受到我们的爱和在乎。

重要的是，在爱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很多

的优点，而这些优点是大于缺点的。

一旦在一段感情中，一个人看到的永远都是

一个人的缺点，那么这个人必然是不够爱的，必

然是不够在乎的，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人没有这

么好，没有这么优秀，所以他们才会看到你的很

多缺点，甚至是全部的缺点。

一旦一个人是这样想的，那么这个人必然是

不够爱你的，这个人必然是不够在乎你的。

所以说，在感情的世界中，你始终要明白，

当一个人不尊重你，不在乎你的时候，你就别爱

了，你就别在乎你，面对这样的人，你要学会远

离，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只会感觉痛苦，

你只会感觉难受。

男人总是如此对待你，就别爱了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僑委會主辦美南僑青探索多元職涯僑委會主辦美南僑青探索多元職涯
僑界菁英助規劃人生僑界菁英助規劃人生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和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和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許健彬會長許健彬
贈送禮品給講師及指導老師贈送禮品給講師及指導老師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許健彬致歡迎詞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許健彬致歡迎詞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何怡中主持多元職涯論壇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何怡中主持多元職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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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美國其他地區僑青能同步參與論壇為方便美國其他地區僑青能同步參與論壇，，活動採實體活動採實體
及網路雙向進行及網路雙向進行，，吸引逾吸引逾120120名留學生及在職青年報名名留學生及在職青年報名

職場各界菁英擔任講師及指導老師協助僑青職場各界菁英擔任講師及指導老師協助僑青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10月月2323日攜手美南中國大日攜手美南中國大
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舉辦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舉辦 「「美南僑青職涯跨域論壇美南僑青職涯跨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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