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1年12月19日 星期日
Sunday, December 19, 2021

www.afnb.com 

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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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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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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夏威夷毛伊島夏威夷毛伊島 住宿首選海濱花園威雷亞埃卡希村住宿首選海濱花園威雷亞埃卡希村
【美南新聞泉深】2021聖誕節前再登夏威夷群島，這是第二次在太平洋島上過聖誕節。上一次是2019

年，聖誕節前登上夏威夷大島，看到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平平靜靜的、蓄勢待發的夏威夷火山公園
的各個火山口。聖誕之夜在夏威夷可愛島（Island of Kauai) 度過，看了夏威夷傳統草裙舞。

今年聖誕節前首選毛伊島（Island of Maui)，這是夏威夷群島的第二大島。據說這是一個具有夢幻特色
、浪漫情調、得天獨厚的熱帶雨林島。這裡依山傍水，熱帶植物繁茂，海水比別的地方藍，天空比別的地
方透明，空氣比別的地方清新。這裡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旅遊勝地之一，更是電影導演熱衷的取景地。據
說這裡的海灘是絕佳的衝浪場所，極限運動題材電影《極盜者》中展現的壯闊巨浪，便是在毛伊島取景拍
攝的。

擁有島嶼花園感覺的海濱住宿，威雷亞埃卡希村 (Wailea Ekahi Village) 提供了最好的天堂環境，是毛
伊島住宿的不二選擇。低語的棕櫚樹......數英里的沙灘......無與倫比的日落......充滿陽光的日子......從海灘到
山頂的活動......所有這些都在不斷更新中。

毛伊島確實是最好的，島上難有其它度假村可與威雷亞埃卡希村媲美。這個度假村佔地 34 英畝，置身
於森林之中的低層小別墅建築群讓您感覺置身於熱帶花園中，即可欣賞海景，又可在四間溫暖游泳池裡與
友人相聚聊天。

度假酒店佔盡地理之宜，海邊有威雷亞海灘步道，傍晚在這裡欣賞日落。度假酒店離莫卡普海灘公園
、Ulua海灘和Wailea Scuba海灘都不遠。園區內有高爾夫球場，網球場和四個溫暖游泳池。獨櫟別墅相距
遙遠，客房周圍鮮花盛開，享受安靜祥和。

客房內的所有設施都是經過精心的考慮和安排，空調在滿足您入住需求的同時又能增添家的溫馨感。
服務人員會提前為您準備好咖啡壺/茶壺，以滿足您的飲水需求。客房內也為您送上一瓶香檳美酒，歡迎遠
方的客人。

祝各位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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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逃避美國政府11 年來多方
追捕的國際電腦奇才阿桑奇
，近期似乎已走到山窮水盡

的地步，因為美國政府積累了多年國際法律界手段，終於在12 月
10 號，獲得英國高等法院推翻了此前英國地方法院的裁決，允許美
國政府引渡“維基解密”網站創始人阿桑奇來美受審。即使阿桑奇
的未婚妻當天強硬地表示，她將會針對今次判決，向英國最高法院
提出再上訴。但是明眼人早己一眼看到：阿桑奇 擺明是凶多吉少，
勝算的機會，非常、非常之渺茫。

阿桑奇不是美國人，他是在澳大利亞出生的。近十多廿年來，
他是專門跟美國政府作對，曝光了許多美國軍政府的多端糗事。
2010年時，他公開了7700份關於阿富汗戰爭的機密文件，捅出了美
國在阿富汗的戰爭內幕；同 一年中，他便創建了震驚西方世界的
“維基解密”，再一次披露出四十萬份報告，駭然曝光出美國發起

的伊拉克戰爭，死亡人數達到十多萬人，其中僅僅是百姓平民，就
有六點六萬人之多。直到2017年，“維基解密”還公佈可能和美國
中情局有關的近萬份報告，。如此“瞎說大實話”的人，美國怎麼
可能放他 一馬呢？

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尋求逮捕阿桑奇的機會，為此，阿桑奇上
演了 「國際大逃亡」，實行東躲西藏。在這樣一個逃生避難的過程
中，他終在英倫被英國警方逮捕，被指控犯罪，拘捕囚禁在大不列
顛。今次美國抓住機會，立即要求引渡阿桑奇來美國受審。為此，
美國早已經準備好了18項刑事指控。己有美國法律專家作出預測：
阿桑奇如果在美國服刑，他的刑期 累加起來，可長達一百175年，
這相當等於於他這輩子都不用想踏出民間去了。

外界擔心，美國一定不會讓阿桑奇好過。在躲藏的過程中，阿
桑奇變得極為憔悴。本來英國一開始就很不願意把阿桑奇交給美國
，因為根據美英引渡條約，阿桑奇不應因為政治指控的原因，而會
被引渡到美國去。而且這樣的條約一開始，還是由美國單方面提出
要求來的。

今年初，有英國法官表示阿桑奇的狀態太差，引渡他就是對他

的迫害，因此拒絕引渡。
然而剛過去的12月10日，英國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伯內特作出

支持引渡的裁決，稱華盛頓提供了額外的保證，以“降低阿桑奇在
監獄中自殺的風險”。確實，美國怎麼可能會讓阿桑奇 平白地死去
呢？美國還應要好好地招待他才是；還要從他嘴裏面獲得更多信息
。所以，美國確實不太可能讓他自殺，但會怎麼招待他，就得問一
問美國中央情局（CIA)了。

所以，判決當日大批抗議者圍在英國法院外面高喊“正義已死
”，他們認為，阿桑奇是被英國出賣。同樣因為揭露美國“棱鏡門
”，而遭美國追捕、目前躲在俄羅斯的斯諾登，也對阿桑奇表示同
情，斯諾登認為，阿桑奇從頭到尾都遭受不公和迫害。

從青年得志到顛沛流離，再到身陷囹圄，阿桑奇的命運歷經幾
番波折，但始終未能塵埃落定。如今，阿桑奇的人生將再現重大轉
折。下一步他面臨的，恐怕是漫長的牢獄之災。無論如何，這名身
背“自由鬥士”和“叛國分子”雙重名號的逃亡者，人生已充滿爭
議和艱難。或許，只能等待，他命中始終逃不開的那一場“終極”
審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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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多吉少阿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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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太陽城集團主席週焯華於11 月下旬
被逮捕之後，引發澳門博彩中介行業“大
地震”，澳門賭業持續“地震”；近日陸

續有多個賭場內的貴賓廳集團，傳出收縮賭場業務，或
甚至計劃關停貴賓廳。據媒體內幕報導，今次北京之所
以以大動作來查抄“澳門6賭廳”，全因為中國大龍頭習
近平曾先後發出有六次批示，必須整頓風紀！

根據“香港01”引述澳門媒體報導，新濠國際旗下新
濠博亞於12 月6日向貴賓廳中介人發信稱，將於12月21
日起終止合作關係，屆時新濠天地和新濠影匯內的貴賓
廳均須停運；此外，永利澳門將關閉其下所有貴賓廳

（賭廳）；金沙中國也計劃關閉旗下賭場的全線中介人貴賓廳。
不過，由澳門報界引述澳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博監局）則

另有表示，該局迄今未收到相關博企的正式關閉各大賭塲內各貴賓
廳的正式通知。

一名澳門博彩業內人士向“財新網”說，“近日澳門各大貴賓
廳集團都在收縮業務，關停部分貴賓廳，並且要求涉及內地的股東
要退股。”

一向以來，澳門的賭場分為中場和貴賓廳，前者供大眾消遣娛
樂，後者接待的是VIP客戶，他們手握大額籌碼，揮金如土。為招
攬更多有錢的豪客，貴賓廳通常會聘請中介人招攬客戶。

而周焯華的太陽城就是是澳門賭場“豪客最多”的貴賓廳。
從財新網中見到披露出來的消息 是：若以市佔率來排名，目前

澳門博彩中介業共有6大貴賓廳，除了龍頭太陽城
外，還有安以軒的丈夫陳榮煉的德晉集團、吳佩慈
男友紀曉波的恒升集團、張治太旗下的廣東集團、
彭岳熙掌舵的鉅星集團、香港知名“殼後”朱李月
華旗下的黃金集團。

這6大貴賓廳都牽涉與賭博相關的案件，財新網梳理已公開的
起訴書說，與太陽城賭場相關的起訴書多達300余宗，大多涉及開
設賭場罪、偷越國境罪，案件大多發生在浙江、福建、廣東等經濟
發達省份，涉案人員大多在2020年下半年遭逮捕。

除太陽城外，涉案數目較多的是德晉集團，其涉嫌和大陸人合
謀在中國境內開設賭場，並約定分紅，接著又在中國設立非法賭博
網站，總金額高達2.1億人民幣。

據中共最高檢披露的數據，2021年1至9月比較2018年至2020
年三年同期的平均辦案數，受理審查逮捕開設賭場罪24,539件、52,
422人，上升22.85%和14.18%；提起公訴25,140件、63,238人，上升
49.27%和45.71%。

11月27日，澳門“賭廳巨頭” 愛國商人周焯華被澳門司警拘捕
後，早前被溫州檢察院正式批捕，其集團所有賭廳暫停運作。此消
息重創澳門博弈產業，就在消息傳出之前，港股包括藍籌金沙中國
、銀娛都暴跌約7%，太陽城跌了7.3%。

週焯華由賭場的“疊馬仔（中介人）”到身家達百億的博彩娛
樂大亨，涉足港澳地區娛樂各大領域，是澳門各賭場的龍頭中介人
，財新網披露，太陽城業務佔中介市場40%至45%，亦佔澳門2019
年博彩收益約15%。

週焯華還曾投資製作《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所謂中
共主旋律電影，並身兼澳門政府文化產業委員會委員，還多次投入
慈善和救災活動；被稱為“愛國商人”。

對於“愛國商人”也慘遭割 「韭菜」，日本《產經新聞》媒體

人矢板明夫在臉書發文
說，周是中央政法委的
座上賓，“沒有更高層
的指示，溫州警方絕對
不敢動他”。

對於澳門大規模打
擊賭業，.香港《星島日
報》週一（12 月6日）
援引消息說，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至少 6 次就
打擊跨境賭博作出批示
，包括指出跨境賭博
“是嚴重影響我國經濟
安全、社會穩定和國家
形象的大問題”。

消 息 說 ， 公 安 部
2020年年初正式部署打
擊跨境賭博，由公安部
常務副部長王小洪具體指揮，待他最近升任公安部黨委書記不久，
就由浙江溫州警方高調宣布搗破“以周焯華為首的跨境賭博犯罪集
團”。

報導說，“可見澳門司警雖負責拘捕，但是整個重拳行動實由
中央主導”。

矢板明夫認為，這個動作背後應該有更大的政治目的，很可能
和中南海的權力博弈有關，“這次再除對中央面從腹誹的澳門精英
，徹底達到一統江湖的目的”，而香港丶澳門從“一國兩制”直接
淪落到了低人一等的“殖民地”，全是北京大動作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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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焯華犯罪被捕（下）

冬令時間又上場
2021 年夏令時己於 11 月 7

日星期日凌晨 2 點結束。由
當晚發定時間起，屆時，時

鐘必須倒退一小時到凌晨 1 點上來。夏令時間SummerTime又稱日
光節約時間，是在春天開始的時候把時鐘往前撥一個小時，等秋後
再撥回來，就是人為地將夏季的幾個月裏每天的活動提早一個小時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說法，夏令時於1918年在美國開始實施，目的
是在天氣最溫暖的時候創造更多的陽光照射時間。在漫長的夏日里
，北方一些地區的太陽在凌晨4點到5點之間升起，此時大多數非農
民都在睡覺。日落發生在晚上8點之前，人們打開燈。 通過將時鐘
撥快一小時，

夏令時SummerTime又稱日光節約時間，是在春天開始的時候
把時鐘往前撥一個小時，等秋後再撥回來，就是人為地將夏季的幾

個月裏每天的活動提早一個小時。
據說，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早在1784年就提出過一種採用日光

節約時間以節省蠟燭的方案，但是直到1916年4月30日，一戰時期
的德國及其盟友才正式使用夏令時，以解決戰時煤炭短缺和夜間燈
火管制的需要。英國和它的大多數盟國、許多歐洲中立國很快跟進
，而美國直到1918年才開始採用。二戰結束以後，除了英國、法國
、加拿大和愛爾蘭以外，其它國家都停止使用夏令時，直到1970年
代的能源危機。

富蘭克林早在1784年就提出過一種採用日光節約時間以節省蠟
燭的方案，但是直到1916年4月30日，一戰時期的德國及其盟友才
正式使用夏令時，以解決戰時煤炭短缺和夜間燈火管制的需要。

每次戰爭過後，國會都廢除了國家法律，但許多人喜歡夏末多
出一小時的陽光，所以一些州甚至城市實行夏令時，唯一不遵守夏
令時的州是夏威夷和亞利桑那州，白天過去了，夜晚來臨了，今天
已經過去了，該做的就做完了。徹夜擁抱你的夢想，明天將迎來全
新的曙光。

在夏威夷、美屬薩摩亞、關島、波多黎各、維爾京群島和亞利
桑那州（納瓦霍印第安人保留地除外）未觀察到夏令時。但是，關
於夏令時將持續多長時間的時間可能已經不多了。今年早些時候，
美國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再次呼籲全國全年拯救日光。這將使夏令時
在全國范圍內永久化。其他幾個州對夏令時表示支持或反對。但是
，除非國會更改聯邦法律，否則任何更改都無法生效。

美聯社公共事務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十分之四的
美國人希望看到他們的時鐘全年保持標準時間，而大約十分之三的
人更喜歡保持夏令時。大約十分之三的人更喜歡美國大部分地區的
現狀，在夏季的夏令時和冬季的標準時間之間來回切換。如果您想
知道，當夏令時於 2022 年3月13日開始時，我們將再次更改這些時
鐘。

美聯社公共事務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十分之四的
美國人希望看到他們的時鐘全年保持標準時間，而大約十分之三的
人更喜歡保持夏令時間.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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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病例输入形成巨大压力

瑞丽今年的第一波疫情始于3月29日。根据

云南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当日发现9名感染者

（包括有症状和无症状感染者），其中4人为缅

甸籍。因为这次疫情，时任德宏州委常委、瑞

丽市委书记龚云尊被撤职。

4月13日，瑞丽市第三轮全员核酸结束，共

采样并检测381163份，检出阳性4份；4月20日

，又在重点人群中检出2例病例。至此，此次疫

情总共发现93例确诊病例，25例无症状感染者

。

到了7月4日，云南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局面再次被打破，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3例。这3个病例都是在瑞丽市姐

告边境贸易区发现的。

姐告国门社区边境线长4.18公里，与缅甸木

姐镇接壤，边境线上并没有天然屏障，大多是

以江为界、以沟为界。在这里，境外疫情输入

防不胜防。在这波疫情中，该地区短时间内就

出现过74例病例。

7月7日10时起，瑞丽市姐告国门社区被调

整为高风险地区。当日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

闭管理，所有市民居家隔离。

2021年7月7日0时起，瑞丽因疫情对主城

区实行封闭管理，所有市民居家隔离，生活物

资由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组织

保供企业配送到户。

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称，

本次疫情与“3· 29”疫情相比有几个明显的不同

：一是所有病例均为德尔塔毒株感染，具有传

染性强、传播快的特点；二是绝大多数患者在

检出阳性时，没有任何症状或症状极轻，难以

察觉；三是病毒载量显著增加；四是病例高度

集中在边境一线和外籍人员集聚区。

据央视报道，5月初至7月10日，缅甸全部

330个镇区中，已经有296个镇区报告发现了新

冠疫情，疫情已蔓延到90%的地区。目前缅甸发

现了三种新冠变异毒株，其中包括最早在印度

发现的德尔塔毒株。这也就意味着，不少在缅

甸的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又将病毒带回了国

内。

目前，此轮疫情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但

瑞丽仍处在防疫关口。

万人入境自首导致病例激增

瑞丽市地处云南省西部，西北、西南、东

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云南省卫

健委通报的信息显示，有一些人员从缅甸到边

境投案自首后确诊。

10月1日，云南省通报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14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4例。

根据公开信息，18人中，至少15人此前均为非

法出境到缅甸，9月底回国自首，核酸检测呈阳

性。

2日至4日，该省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基本保持在个位数，大多数为自首人员

。5日再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无

症状感染者4例，其中14例为缅甸到边境投案自

首人员。

瑞丽一位政府官员告诉《中国慈善家》，

最近一轮疫情的压力和缅甸、柬埔寨等国电信

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人员回国自首有关。

近期，福建、江西、广西、湖北、湖南等

多地发布“拟注销户籍”类劝返公告，公告的

内容主要是劝返偷越中缅边境滞留缅北从事电

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人员。例如，广西

宾阳县公安局6月份公告列举了57人的名单，敦

促滞留境外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公告表示

，拟对拒不回国的滞留缅北人员户籍依法按程

序进行注销。

这次集中的劝返行动导致近几个月里，回

国人员在缅北与云南边境排起了长龙。

2020年9月，云南省瑞丽市户育乡班岭村，

巡逻队员正在中缅边境的南宛河畔巡逻，防控

境外疫情输入。

9月份以来，不断有瑞丽市网友在人民网

“地方领导留言板”上反映离瑞难、生活压力

大等问题。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回复称，因瑞丽市地理位置特殊，近期部分

社区、抵边村寨仍有零星散发病例，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上述指挥部9月份回复网友留言时还表示，

近期境外自首人员入境，防控压力增大。虽然

疫情得到控制，但疫情防控仍然处于最危险、

最艰难的时刻，外防输入的压力前所未有，疫

情输入风险与日俱增。

回复中还提到，随着缅甸局势持续动荡，

疫情不断恶化，战情、警情、疫情叠加，加之

全国各地发布滞留缅北人员劝返公告后，导致

大量境外自首人员基本上选择从瑞丽入境自首

。目前，尚有上万人等待入境，致使瑞丽超负

荷接收境外自首人员，集中隔离管理的压力越

来越大，输入病例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本土

感染的风险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境外输入

病例和本土病例双重叠加，医疗救治资源难以

满足实际需求。

“生活确实难过”

“这场疫情让我从富婆变成了负婆。”秋

文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是瑞丽一家模特学

校的创始人。从去年9月开始，瑞丽的疫情此起

彼伏，在接连封城的打击下，很多人选择离开

瑞丽，秋文的学校生源减少了一大半。一边要

面对学生要求退费的压力，一边是房租不降反

涨，这让秋文焦头烂额。

10月26日，一名自称是“瑞丽学生”的网

友在网上发帖呼吁网友关注瑞丽，迅速成为舆

论焦点。该网友称，2021年8月3日，瑞丽再次

封城直到今天，现在的政策是每天只有两个离

瑞名额，自己和家人有家不能回，这一年没有

任何的收入，心理处于崩溃边缘。

记者注意到，7月以来，不断有瑞丽市民在

一些社交平台上发声表示“生活难、离瑞更难

”“填了很多表，只领到1斤米”“生活无着落

”“群众拨打热线被暴粗”等问题。

2021年 7月10日，云南省瑞丽市的社区志

愿者正在整理社区居民订购的肉类食品。

一位市民称，从今年3月底的第一轮疫情到

7月的第二轮疫情，再到8月3号的再次居家隔

离，一直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困难

。长时间多次隔离、长时间不复工复产，老百

姓没有生活来源。瑞丽市信访局回复称，为最

大限度对冲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瑞丽

市研究解除居家管理后的经济社会恢复问题，

市政府印发了《应对疫情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的支持政策》，从房租减免、资金拨付、金

融支持、税收优惠、民生救助等方面有效减轻

企业负担、保障民生。

另外，瑞丽市民政局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做好疫情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的通知》，对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的，按

户给予临时困难救助、适当放宽低保认定条

件等保障。

但这些政策并没有给秋文带来实惠。“通

告上说银行会减免或延缓个体户偿还商业贷款

，但银行那边没有任何变化，打电话给政府部

门，答复说政府只是提出这个倡议而已。”秋

文说。

关于“离瑞难”问题，瑞丽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

上”回应称，抵边村寨和社区人员原则上不

离瑞，确有特殊情况需离瑞的，可申请自费

集中隔离 14 天后离瑞，第 1、4、7、14 天开

展核酸检测，第四次双采双检。非抵边村寨

和社区人员，不具备因公、因病、因丧、因

学四种情形，愿意自费集中隔离 7天后离瑞

的人员，第 1、4、7 天开展核酸检测，第三

次双采双检。

2021年4月6日，瑞丽城区民众接受第二轮

核酸采样检测。

也有市民表示，隔离期间酒店餐费太高，

对于一年没有开工的人员来说实难承受。瑞丽

市信访局表示，何时能够调整新的离瑞政策，

得视疫情发展形势和专家研判分析而定。

瑞丽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慈善

家》采访时否认瑞丽长期“封城”的说法：

“不是完全封闭的状态，只是严管期，老百姓

的物资、生活保障都没有问题。但由于一直有

新增病例，疫情持续时间太长了，大家的日常

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难免会有一些情绪。”

“瑞丽本来就是口岸小城市，主要是做边

贸、玉石珠宝生意，人口流动比较大。因为疫

情原因，不允许聚集，口岸也处于关闭的状态

，大家可能都回老家或转投到广州等地继续做

生意了。”上述负责人说。

瑞丽市一位政府官员向《中国慈善家》表

示，“网上流传的‘瑞丽已成空城’‘常住人

口从50万降到10万’的说法有些夸张，20万人

还是有的。不过长时间受疫情影响，有些老百

姓的生活确实难过。”

双重压力之下的瑞丽
持续的疫情，停摆的生活

这座边陲城市仍处在防控关口。

2020年9月，云南省瑞丽市，几位缅甸籍居民排队等候核酸检测。

10月24日，在国务院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的媒体直播间里，大量云南瑞丽网友留言表示希望大家能关注瑞丽的情况。他们说，在当地工厂停工、商业停业

、贸易停摆的情况下，普通瑞丽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近一年的时间里，瑞丽连续暴发疫情，至今已三度采取封闭严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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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視出品，被譽為「最美台劇」的

時代劇《茶金》劇情逐漸邁向高潮。在國

際情勢變動下，美軍宣布參加韓戰，戰美

援重回，面對大量的訂單與中國茶葉王穆

老來訪，薏心與父親又再次產生觀念上的

爭吵，這次他們能找到兩人共同協商的辦

法嗎？而KK 和薏心兩人的感情升溫面臨

黑化的文貴，三人又會產生哪種變化？讓

我們回顧 7、8集的精彩劇情！

「製茶是一門藝術，更是一門生意。」茶

市變化下不得不的轉型歷程

穆老來訪，欲和日光合作打入北非的

綠茶市場。對吉桑而言，做綠茶簡直天方

夜譚，日光的技術和機器都是為了因應紅

茶生產，除此之外，紅茶一直是台灣主流

傳統，轉型有很高的風險。而薏心則認為

，茶葉市場不斷在變，擁有遠見，能跟上

時代浪潮是生意成功的一大條件，在接不

到訂單的情況下，日光的轉型絕對是必須

的。

父女兩人分歧的觀點，也體現出不同

世代的觀念之差，守舊與創新更是每間廠

商在時間流逝下不得不面對的難題。最後

吉桑對綠茶的妥協，也顯示出在商場中，

光堅守理想是遠遠不夠的，理想必定要與

時俱進，考量市場上的各種條件，才能在

商業化的浪潮中存活下來而不被淘汰。

觸碰政府底線 日光接連出事

化肥雖成功生產，卻因為使用不當的

緣故，使烏面因為刺激性化學物質而喪命

。政府得知此消息，從中作梗，對日光百

般刁難，並將吉桑和ＫＫ兩人送入監獄。

薏心前去拜託伯公幫忙，好不容易將吉桑

保出來，伯公希望吉桑把化肥廠交出，不

要讓張家惹上麻煩。

吉桑面對種種不順，仍堅持想為

整個北埔的茶農牟利，「我不知道什

麼是麻煩的事情，我只是想把事情做

好。」吉桑的這句話裡飽含了其為民

眾著想的赤誠心意，令人動容。然而

踩到政府底線的日光，注定不會有好

日子過，只要化肥廠一天不收歸國有

，日光便一天不得安寧。

日光的品質考驗 被政治犧牲的化肥

廠

薏心在交茶期限的壓力下，決定

在茶葉中加入糯米粉以增加重量。但

此舉卻引來政府調查，吊銷日光的營

業執照。吉桑出獄後得知此事，對薏

心相當失望，兩人再度爭吵。吉桑靠

自己一手打拼出日光，最重視的就是

與品質與誠信，然而薏心為了順利交

貨，沒有顧及到這點，所謂「變通」

必須有一定的原則，不能將日光一直堅守

的誠信與品質捨棄。

此事件使得薏心的商業之路重重受挫

，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吉桑只好放棄化

肥廠，才讓日光的危機解除。事件落幕之

後，薏心也向吉桑道歉，承認自己經驗不

足太過魯莽。吉桑是過來人，深知商人的

成長並非一蹴即成，需要經過不斷的挫折

與磨練，才能獨當一面。吉桑口中的「新

社長」，不僅是父親對女兒的期許，也是

商場上前輩對後輩的肯定。

文貴黑化加入國華 站到日光對立面

文貴在第三集離家後，自己開了一間

小茶攤，希望能夠做出一番事業，以證明

自己。身為家裡最小的兒子，文貴從小就

不受重視，當初應父親的要求入贅到張家

，與薏心相識，喜歡上薏心，然而當日光

陷入危機時，勢利的范老闆不顧文貴的意

願退婚，父子雙方也因此發生爭執。對文

貴而言，他一直希望父親能夠正視自己，

渴望能出人頭地，因此在加入國華公司後

，把握一切機會凸顯自己能力，成功得到

上司的肯定。但國華跟日光是商業競爭關

係，文貴在追求名利的過程中也不得不站

到了薏心的對立面。在文貴成功賣給日光

五百萬磅的毛茶後，他對父親道：「爸，

現在你覺得我成材了嗎？」文貴經歷種種

困境，終於蛻變成能獨當一面的商人，其

潛藏在溫順外表下的野心令人驚訝。而他

矛盾的立場和對薏心複雜的情感，也讓人

十分好奇之後他將如何在事業和愛情之間

抉擇。

ＫＫ和薏心之間微妙的情感該何去何從

在監獄裡，吉桑問ＫＫ對薏心有沒有

意思，ＫＫ始終沒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之後夏老闆以妻子的名義保ＫＫ出獄，使

吉桑誤會ＫＫ已是有婦之夫，打消了撮合

兩人的念頭。隨著化肥廠的權力轉換，Ｋ

Ｋ離開了日光搬到台北，在搬家前，ＫＫ

留下自己的住址，告訴薏心可以隨時來找

他。

沒過多久，薏心接下北非綠茶的訂

單，跟文貴所在的國華公司競爭，為了

知道國華的開價情報，薏心潛入國華辦

公室竊取資料要拿給ＫＫ翻譯，來到Ｋ

Ｋ家時，卻見到夏老闆前來應門。原本

滿心期待的薏心，一見到夏老闆，臉上

的笑容立刻垮了下來。第八集停在薏心

與夏老闆兩人略為尷尬的畫面，微妙的

氛圍也讓人更加期待之後三人感情的發

展。讓我們一起期待之後的劇情吧！

「最美台劇」《茶金》每週六 20:00 於

myVideo 上架新集數。

《茶金》三大劇情轉折 外來茶商帶來合
作要求 日光轉型命運多舛

八大電視投資成立戲劇製作公

司「四方四隅」，總經理王克捷接

受本刊專訪說明成立宗旨：「我希

望大家可以跳出框架，不要一直把

想法侷限在八大中。如果由八大製

作，團隊在做決定時會受到母體的

限制，一心只想著要如何為母體帶

來利益，但我希望他們走出去，未

來八大就只是客戶之一。」

串流平台的興起威脅電視台生

存發展，王克捷透露八大每年規劃

超過新台幣2億元購買陸劇、韓劇

、日劇版權，並投資4至5億元發展

自製IP，以多元內容來提升品牌價

值，同時達到服務觀眾的目的。

總經理王克捷期望四方四隅能

不受八大電視限制自由創作，盼未

來能有更多更好的自製IP。

八大近年曾投資《我們不能

是朋友》《她們創業的那些鳥事

》等台劇製作，更在今年成立製

作公司「四方四隅」，王克捷預

告，未來四方四隅不僅僅只做電

視劇，也可能挑戰網路戲劇或綜

藝節目，現階段已曝光的製作計

畫為許瑋甯主演的台劇《她和她

的她》，由葉如芬擔任監製、卓

立執導。

不畏串流平台的威脅，持續做

新挑戰，王克捷直言是八大有危機

意識，所以才如此努力做多方位嘗

試，他說：「就算有一天電視要消

失了，八大也得是最後一個。」

八大成立製作公司 「四方四隅」
總經理王克捷：盼跳出框架

《華燈初上》爆紅，林心

如、楊謹華率領郭雪芙、劉品

言、謝欣穎以及鳳小岳、楊佑

寧等人在條通「大戰」，掀起

全國追兇手熱潮。而在真實世

界，主要場景「光」酒店真的

有這家店。現在這家店也跟著

爆紅，成為條通的熱門打卡景

點。

《 華 燈 初 上 》

讓 真 實 的 「 光

」 酒 店 也 爆 紅

成 熱 門 打 卡 景

點

《 華 燈 初 上

》 所 有 的 愛 恨

交 織 、 背 叛 、

嗆 聲 、 虛 情 假

意 、 爭 風 吃 醋

， 都 發 生 在

1988 年 代 的 光

酒 店 。 《 華 燈

初 上 》 的 英 文

名 字 是 （Light

the Night）。看

似有希望，卻是欲望的萬丈深

淵。

就 在 全 民 追 兇 手 之 際 ，

「光」酒店真實存，就在六條

通裡。實際來到「光」酒店，

從門面中，一眼就可以認出劇

中人物進進出出的地方，所友

愛與恨、盼望與失望都發生在

這裡。

1.吳慷仁演出寶寶媽媽來

踢林心如（羅雨儂）的館，就

走在這裡。

2.張軒睿演出的何予恩看

著愛不到的楊謹華（蘇慶儀）

醉倒在店門口，被蘇慶儀瞧不

起，被郭雪芙（王愛蓮）安慰

，也在這裡。

3.還有可憐的劉品言（李

淑華-花子）站在店口，被彪

哥（李李仁）押走的地方也在

這裡。

《華燈初上》「光」酒店爆

紅 媽媽桑貼心拜託打卡別拍

到客人

《華燈初上》不只掀起全

國追兇熱潮，也吸引到來條通

的客人變多了，L 媽媽表示，

疫情讓她們的生意雪崩，有話

題來催化是好事。

一位就是喜歡日式酒店的

H 客人說：「條通那邊比較單

純啊，因為那邊大多數是生意

客，雖然半開放式，但是客層

相對台式酒店單純。酒水業的

小姐也有質感，感覺上比較貼

心。」

實 際 來 到 「 光 」 門 口 ，

1988 年的「光」已經消失，

2021 的「光」已經有聖誕節的

氣氛，門口的小招牌寫著：

「華燈初上了沒！！拍照打卡

有低消，體驗林森北路，營業

中」來這裡的人真的變多了。

華燈初上追兇 光酒店成打卡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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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鄧紫棋（G.E.M.）和富二
代造型師Mark交往5年，一直感情穩定，
Mark亦有陪同G.E.M.到內地工作，去年更被
傳秘婚。不過最近有報道指兩人分手，Mark
單獨返港，不再如影隨形跟在G.E.M.身邊，
而向來喜歡以歌訴情意的G.E.M.的新作品歌
詞則寫着“直覺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
“被你蒙住了眼睛”、“對你難分錯對，是
我太愚昧”等句，似乎暗諷男方是雙面人，
掀起外間熱議。

事實上，兩人以往如膠似漆，也不吝嗇
在人前晒恩愛，去年聖誕節Mark花心思送上
一台鋼琴，令G.E.M.感動流淚，最近一次互
動是8月G.E.M.的生日，大合照裏也有Mark
的身影，G.E.M.還巧笑倩兮抱着一大束玫瑰
花留影，應是男友贈送。

但最近雙方不再互動，Mark上月生日
時，G.E.M.竟然沒有發文祝賀，還在社交網
上寫了一句“記住別人對你的好，忘掉自己
對人的好”，一反常態的表現難怪引起揣
測。

G.E.M. 17日午終於對分手傳聞發聲回
應，她在微博留言：“各位別吃瓜了，沒營

養。我 21 號
發新歌《倒流
時間》，多多
關注。”還附
了一張男女牽
手照，圖片文
字上寫道“讓我回到起點，讓我從頭愛你一
遍。”，也讓人聯想到是回應感情事。

回應與造型師回應與造型師MarkMark分手傳聞分手傳聞
G.E.M.G.E.M.：：別別““吃瓜吃瓜””沒營養沒營養

新 人梁漢文梁漢文自喻自喻
欲多參演影視欲多參演影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胡若璋）2021年，對

於梁漢文來說是一個夢幻

的年份，在自己入行30

年的時候，憑借兩檔綜藝

節目打開了內地新興的娛樂市場。16日，梁漢

文通過《大灣仔的夜》線上採訪群組和大家暢

聊新年心願，盼能繼續順延2021年的順利，同

時也期待早日通關回港見見家人。工作方面，

他特別希望能多參與更多內地影視劇集。

●●梁漢文在內地的事業發展火力漸開梁漢文在內地的事業發展火力漸開。。

● 梁漢文與陳小春、張智霖等港星參加大熱綜藝節目
《披荊斬棘的哥哥》人氣急升。

●● 相戀廿多年相戀廿多年，，梁漢文與太太梁漢文與太太KarenKaren至今依然至今依然
恩愛恩愛。。

●●梁漢文日前應邀到順德出席商演活動梁漢文日前應邀到順德出席商演活動。。

● G.E.M.與Mark疑似發生情變。 網上圖片

內地參加綜藝節目迎來機遇

過去十個月，梁漢文大都在海口和廣州
兩地工作生活，接連參加的《披荊斬

棘的哥哥》和《大灣仔的夜》讓他在內地人
氣漸開，對此，他也感恩說：“今年是一個
很大的進步，通過這兩檔節目，讓更多人認
識自己，或者是讓忘記了自己的觀眾重新記
得。”

梁漢文說：“好多人說大灣區的哥哥
終於回到大灣區了。” 他指大灣區能夠通
過綜藝節目讓全國更多的觀眾看到它的魅力
活力和機遇，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情，他也希望更多有志者到大灣區找尋自己
的機遇。談及自己的工作重心，梁漢文也期
待能夠在內地參與更多影視劇集的拍攝。

竭力不讓夫妻情有裂縫
接近年底，他也成為了空中飛人，穿

梭內地各個城市出席商業活動。近期在《大
灣仔的夜》節目中，他還度過了自己50歲
的生日。天命之年，事業再有大起色，梁漢
文活力滿滿說，自己是一個50歲的“新

人”。
人氣大開之後，梁漢文陪伴妻子成功

抗癌的故事感動內地不少網友，在分合不斷
的娛樂圈，相濡以沫的夫妻感情依然最賺好
感。被問及夫妻相處模式時，梁漢文也大方
表白太太：“在二十初頭就彼此認識，太太
在我心中永遠是一個少女。”

他續說，人的心態很重要。經歷過這些
生活的磨練之後，梁漢文自認為，最重要是
找到兩個人的相處之道：只要做過一些事情
破壞過感情的話，它一定會有裂縫。有裂縫
就要修補，所以他們倆會好好保護感情，盡
量不讓它有裂縫。

在節目中，梁漢文和小朋友們相處有
道。令人好奇是不是很喜歡小朋友，以及自
己選擇沒要小孩這個事情會不會有遺憾？梁
漢文不掩飾對小朋友的喜愛。在他看來，和
小朋友在一起就能感受到最本真的快樂。同
時他也坦承，沒有生小孩也不會遺憾，找到
一種兩個人的生活方式就好了，最重要就是
大家都身體健康。

李靜儀着靚衫拍廣告要付出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

李靜儀（Heidi）早前
為醫學美容藥廠拍攝
代言廣告，她換上三
條靚裙上陣，騷美腿
又騷纖腰。

今次的廣告拍
攝，Heidi 還大騷舞
技，她表示：“之前
安排上跳舞堂，不過
現場都因應畫面觀
感，舞步上作出咗唔
少變動，基本上都係
即場學，都有少少難
度，好在跳多幾次熟
咗就好啲，其實跳舞
最緊要係記熟，先可
以好有自信咁跳出
嚟，好彩可以完成呢
個任務，現在鬆一口
氣。”

不過Heidi坦言要靚就要付出代價，她表示︰“有
套衫係好靚，不過要靚係就要付出代價，全日我都好肚
餓。不過好神奇，拍攝前一晚造型師同我一齊試衫時，
條裙係着唔落，背面拉鏈同扣係扣唔到。今日拍攝我係
要跳舞，當拍攝一段時間，經理人發覺條裙好似有啲鬆
位，就幫我扣到，可能跳完舞後出了汗水，同埋消化系
統好咗，即時瘦咗。”

●●通過綜藝節目讓更多人了解大灣區的機遇通過綜藝節目讓更多人了解大灣區的機遇，，梁漢文認為很有意義梁漢文認為很有意義。。

●● 李靜儀李靜儀
展現美好身展現美好身
段段。。

●●今年今年88月月，，MarkMark仍有為仍有為G.E.M.G.E.M.慶生慶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G.E.M.發文配圖回應分手
一事。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1年12月18日（星期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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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孟子學院孟子學院：：完整高質量的數學完整高質量的數學、、
理科理科（（STEMSTEM））課程體系課程體系

孟子學院 2021 秋季
學期的課程正在或即將
陸續開始了！孟子學院
的核心課程集中在數學
、科學（STEM）與 AP
中文三方面，這三大板
塊的課程有各自完整配
套的體系。

具體來說，孟子學院的三大板塊、60門課
程包括：

1）3-12年級所有的基礎數學課程：包括小
學的新加坡數學、初中的Pre-Algebra、Intro-
ductory Algebra，Algebra 1，高中的Geometry、
Algebra 2、Pre-Calculus

2）小學、初中與高中競賽數學課程：奧數
、 Math Kangaroo、 MathCounts、 AMC 8、
AMC10、AMC 12.

3）SAT/ACT的數學、科學和英語備考課程
4）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課程
5）數學、物理、化學、歷史等各種AP課

程
6）Pre-AP與AP中文課程
另外，孟子學院還為初中生們（6-8年級）

提供英文閱讀、寫作與趣味天文學等新課。
孟子學院師資力量強大，現擁有14位專業

教師，其中50%擁有博士學位。
感興趣的家長請上網註冊，網址（點擊文

末“閱讀原文”或Read More直接進入）：
DrMengAcademy.com

需要課程咨詢的家長請直接聯系孟博士：
電話864-906-6021. 微信ID: WGeorgeMeng
師資介紹

孟子學院簡介
孟維鋼，孟子學院創始

人, 是弗吉尼亞大學材料科學
博士、印第安納大學工商管
理碩士。孟博士一貫熱心公
益活動，曾任美國材料科學
協會Indianapolis分會主席、
GE 亞裔協會主席、華夏中文
學校董事、美國中西部華商
會董事、辛辛那提亞太聯盟
顧問、中文學校校報主編、
Greenville SC每年度乒乓球和
羽毛球慈善比賽 Founder &
Director、 GE 網 球 聯 盟
Founder & Director 等誌願者
職務。孟博士的大女兒畢業
於普林斯頓大學。

自 2010 年起， 孟博士在南卡羅來納州、俄
亥俄州與麻州教授小學、初中和高中各個年級
數學，並且義務組織學生參加Math Kangaroo、
Math League、MathCounts等數學競賽。孟博士
的學生參加MathCounts和Math Kangaroo等數
學賽事，在地區、州和國家級的數學比賽上屢
屢獲獎，包括全國冠軍。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
後，孟博士在 Cincinnati, Ohio 創辦孟子學院
（Dr. Meng Academy ）, 把他的數學教育以網課
的形式推向全美。

孟子學院現擁有誌同道合的 10 名創業員工
，14位專業的教師（50%擁有博士學位）。孟子
學院的60門核心課程集中在數學、科學（STEM
）與AP中文三方面，這三大板塊的課程有各自
完整配套的體系。

孟子學院的使
命：不讓每個學生
落後，發掘出每個
學生的內在潛力，
為他們提供高質量
的 數 學 、 科 學
（STEM）與其他課
外教育，為他們繼
續深造打下堅實的
基礎。為了實現我
們的理想，孟子學
院所有的課程都允
許學生免費試課，
直到他們找到最適
合自己的課程。孟子學院給學生每周提供免費
的輔導，孟老師也身體力行。對於經濟困難的
家庭，孟子學院可以全免、半免學費（5個學生
曾經獲得）。孟子學院還給優秀的高中生提供
誌願者或帶薪實習機會。

台灣傳奇羅茜莉台灣傳奇羅茜莉,,金俊家率團隊捐款金俊家率團隊捐款
CENTER FOR PURSUITCENTER FOR PURSUIT慈善機構慈善機構

CENTER FOR PURSUITCENTER FOR PURSUIT
的任務的任務

該慈善機構中心以促進有該慈善機構中心以促進有
智力和發育障礙智力和發育障礙、、自閉症或類自閉症或類
似情況的成年人追求選擇似情況的成年人追求選擇、、成成
長和獨立長和獨立。。

願景願景
所有患有智力和發育障礙所有患有智力和發育障礙、、自自
閉症或類似疾病的成年人都將閉症或類似疾病的成年人都將
在他們完全融入的世界中實現在他們完全融入的世界中實現

自己的潛力自己的潛力。。
價值價值
尊重尊重———我們以尊嚴和尊—我們以尊嚴和尊

重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重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以維以維
護我們所服務對象的價值護我們所服務對象的價值。。

價值價值 –我們通過提供成長–我們通過提供成長
和獨立的選擇和機會來維護我和獨立的選擇和機會來維護我
們所服務對象的價值們所服務對象的價值。。

質量質量———我們通過提供具—我們通過提供具
有堅定誠信度和專業最佳實踐有堅定誠信度和專業最佳實踐

的高質量計劃和服務來維護我的高質量計劃和服務來維護我
們所服務對象的價值們所服務對象的價值。。

管理管理 --我們通過以對財務我們通過以對財務
負責的方式滿足客戶和社區的負責的方式滿足客戶和社區的
需求來維護我們的使命需求來維護我們的使命。。

遺產遺產———我們通過擁抱和—我們通過擁抱和
投資於項目投資於項目、、服務和設施的持服務和設施的持
續改進來維護我們傳統的成功續改進來維護我們傳統的成功
。。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