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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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起源的藍色起源的 28002800 萬美元拍賣冠軍終現身萬美元拍賣冠軍終現身
他是中國商人孫宇晨他是中國商人孫宇晨

【美南新聞泉深】自今年6月以來，社交媒
體一直在爭論藍色起源（ Blue Origin）的2800
萬美元的拍賣冠軍的問題。是誰在 的 10 分鐘
太空飛行中出價這麼多錢？答案終於揭曉，是
中國商人孫宇晨（Justin Sun)，一位 31 歲的加
密貨幣企業家，也是一位外交官，馬雲的朋友
。

自 7 月以來，藍色起源已經完成了 3 次載
人航天飛行，將創始人傑夫·貝佐斯、名人和付
費客通過新謝潑德火箭（New Shepard Rock-
et) 發達到太空的邊緣。然而，這些太空遊客中
沒有一個是該公司今年早些時候舉行的拍賣的
贏家，成為第一個付費客戶。

當拍賣於 6 月結束時，最高出價者為該座
位支付了 2800 萬美元，但藍色起源表示，“由
於時間安排衝突”，獲勝者無法進行第一次新
謝潑德載人航天飛行。

藍色起源將拍賣款捐贈給了其教育非營利
組織的“未來俱樂部”。反過來，未來俱樂部
向其他 19 個非營利組織捐贈了 1900 萬美元。
19 個慈善機構中的每一個都獲得了 100 萬美元
。

七個月後，這位中國商人周三在推特上透
露，他是中標者。 2017 年，孫宇晨創立了
TRON 區塊鏈，即 Peiwo 應用程序，並於本月
初成為世界貿易組織駐加勒比國家格林納達
（Grenada）的大使。

孫告訴彭博社，他自 2019 年以來一直住在

島上，併計劃逐步停止他的加密貨幣項目，專
注於成為一名外交官。

這不是孫宇晨的第一次中標。在另一場慈
善拍賣中，孫支付了超過 450 萬美元與沃倫巴
菲特共進午餐。

孫在推特上補充說：“我有幸在藍色起源
的首發拍賣中獲勝！”他正在發起一場“星海
”活動，帶著其他五人一起參加他在新謝潑德
的太空飛行。

根據藍色起源的說法，孫宇晨將“提名五
位傑出的男男女女與他一起航行”。據新聞稿
稱，這些船員將包括 TRON 社區的一名成員，
其他人將從藝術、技術和航天行業中選出。

孫說：“隨著商業航天的快速發展，進入
太空可能成為每個人一生都可以實現的夢想。
我們正在進入偉大的航天時代，這一偉大的旅
程需要更多的人參與。” “藍色起源倡議將更
多人帶到太空，將地球視為我們唯一的共同家
園，這是非凡的。未來俱樂部提供了一種利用
這種體驗的方式來激勵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夢想
並實現他們的科學夢想、技術和太空探索。我
覺得有必要通過我的競標來進一步推動這一願
景。”

孫宇晨的新謝潑德太空飛行將在 2022 年的
某個時候進行。藍色起源表示，提名過程和標
準的詳細信息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公佈。

孫宇晨計劃在他每分鐘 280 萬美元的太空
飛行中攜帶格林納達國旗和 TRON 旗幟。

休城社區

中國人活動中心本周二舉行中國人活動中心本周二舉行
20222022擁抱春天晚會新聞發佈會擁抱春天晚會新聞發佈會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 「「20222022擁抱春天晚會擁抱春天晚會」」 新聞發佈會會的各部門負責人合新聞發佈會會的各部門負責人合
影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中國人活動中心- 休斯頓華助中心於本周二（12 月 21 日）舉行
「2022擁抱春天晚會」新聞發佈會，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執行長、晚會主席、副主席、總導

演、藝術總監、藝術顧問…等人齊聚一堂，為即將於2022年1月23日晚間六點半登場的 「大休斯
頓地區春節聯歡晚會」10周年慶典分享個人的看法及計劃。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首先致詞，她稱 「2022擁抱春天晚會」堪稱是2022的 「開門紅」
，全球能走出疫情的陰霾。她並感謝在座各位為中心的貢獻，為 「擁抱春天晚會」的付出。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在致詞時首先介紹在場的各位，包括：晚會主席陸峻、副主席
張經坤、王曉芬，總導演季家錦、藝術總監高曉慧，藝術顧問李文一，東北同鄉會會長楊萬青等
人人。楊執行長還介紹中國人活動中心這20多年來做了很多服務社區的事：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
，哈維颶風，中心募了12萬、以及去年河南鄭州的水患，以及與美南新聞報社合辦的為龍卷風災
區兒童獻愛心活動...等等。楊執行長說：中心做的事，都在服務社區。今年的晚會，無論推票或
贊助，都難度比較大，希望僑界大力支持。

晚會主席陸峻發言表示：1: 感謝董事會，董事長，執行長。重任在肩，也給我歷所未有的支
持。他們親自出馬拉贊助，寫邀請信，幫我們其他小組排憂解難。 。

感謝我們的記者朋友們！靠你們大力宣傳！舞台總監鄧潤京不在場，但是他今年晚會將會在
1/23/2022， 6:30 PM準時開始。

2: 這次是10週年，我們的晚會的主題是明天會更好。有兩個含義，第一是我們從疫情中走出
來，經歷全球停擺，重啟，疫情的陰霾漸漸散去，我們再次回到劇場中，也是證明了一切都已經
好起來，而明天會更好！第二是，我們的擁抱春天過去九年，各有各精彩，就算疫情中，曉芬主
席也製作了一台精彩的雲上春晚。今年是第十年，我們要做的更好，也為以後的演出打下更堅實
的基礎，一年一年都有更多的超越，明天會更好！

3: 我呢雖然一直主持各大晚會，但是我是確確實實的理工男，所以這個晚會是按一個項目來
管理的。今年這個項目很多挑戰，時間特別短。 11/30定的場地。那麼一個項目的成功最重要的
四點，第一，就是需要領導的支持。第二就是強大的團隊。第三就是各司其職，每個人都按進程
完成任務。第四就是簡單明了的溝通，做減法，減去不必要的交叉溝通渠道。我們中心的團隊是
非常強大的。曉芬，經坤，梁姐，一川，鄧潤京，萬麗萍，陳西芹，執行長和董事長。這次每個
小組都有負責人，有決定權。在溝通方面，我們建立了專門為晚會的的義工組。負責人們也有一
個小群。

4: 特別感謝贊助商們，雖然時間才兩週，已經很多贊助商大力支持
5: 這次節目有很多的改革，包括節目的挑選上， 節目組保持更高度獨立性。申請節目，12/

31, embracespring2022@gmail.com這幾位導演呢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更是我特別尊敬的藝術家。
今年我和導演組商量就是在節目上盡量做到有新意，給大家看到驚喜。

6: 我們在一月初還會有一次新聞發布會，到時候可以給大家一點點節目花絮，
7 ;今年售票有一些不同。我們建立了購票群。今天下午開完會就可以把最終票價和位置定下

來。
晚會副主席王曉芬在會上發言表示：首先在此我要先感謝導演組、各媒體和商家對我做主席

的2021 金牛開泰擁抱春天網絡春晚的大力支持！忠心感謝大家！
現在我們休斯頓本土的春晚《擁抱春天》2022將迎來十週年慶典！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演節

目！也歡迎各商家繼續大力愛心贊助！
在此我要感謝已經愛心贊助我們的商家：（讀已經贊助的商家）在此特別感謝由哈佛大學畢業生
創辦的Eyre Writing Center (EWC) 愛寫作中心的愛心贊助支持華人社區的活動！首先成為我生命
們的鑽石贊助商！

讓我們也用《擁抱春天》這個老品牌為您的公司和生意做宣傳！期待和感謝您對《擁抱春天
》的大力支持！讓我們一起擁抱2022的春天！

晚會副主席張經坤發言：希望能盡自己所能為社區服務。非常感謝導演組老師，實現一台
「創新」、 「美好」的晚會。

總導演季家錦發言表示：休士頓是第二大文化城市，如 「水立方」比賽，休士頓是一個點，
「擁抱春天」十年，還未把人才全挖出來。如茱麗亞音樂學院的林昭亮。今年，楊萬青邀請了
「中國第一吹」大師，葫蘆絲、嗩吶大師郭雅志前來表演。其他節目，以Local 為主，今年希望

Local 踴躍報名，以 「求新」為主，要 「節目年輕化」、 「內容年輕化」。
藝術總監高曉慧老師表示：節目不止年輕化，還要照顧多層次年齡段，希望多挖掘人才，希

望大家多給我們推薦。
藝術顧問李文一表示：他第一年就參加 「擁抱春天」的演出了。今年他負責 「歌曲」方面，

有不同組合，形式編排。
「東北同鄉會」會長楊萬青介紹他這次邀請來的 「中國第一吹」大師郭雅志，表演葫蘆絲，

又吹嗩吶 「好漢歌」，由民樂團為他伴奏。
2022《擁抱春天》，大休斯頓地區春節聯歡晚會十周年慶典，將於2022年1月23日晚上6:30

（5:30 pm 開始檢票）在斯坦福中心（Stafford Center )( 地址：10505 Cash Rd. Stafford,TX 77477 )舉
行。主辦單位：中國人活動中心、各大社團。

圖為晚會主要負責人合影圖為晚會主要負責人合影。。

晚會主席陸峻晚會主席陸峻（（右右））介紹演出各項細節介紹演出各項細節。。旁為旁為 「「中國人活中國人活
動中心動中心」」 執行長楊德清執行長楊德清（（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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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香港第七屆立法會換屆選
舉於12 月20日公佈結果。

總投票率創歷史新低，僅
僅是30.2%，這顯示即使港府中在這大半年，天天千方百計地向市民
鼓吹今年12 月19 號出來投票 而作出的大大小小的催票活動，今天
証明一律顯現無功而還；此外，在今次90個議席中，幾乎全被親北
京建制派人士囊括，而即使是少而又少的民主派候選人，全部遭到
封殺；一個也不入選。在這個令北京當局喜上眉梢的情形之下，
「木頭公仔」特首林鄭月娥，馬上急飛上京報喜，這便引發外界猜

測，她乃借今次立法會之改天換地成功，進而向京城獻媚，為她自
己再次爭取2022 年6 月下屆香港特首之大選而舖路。

今次12 月19日舉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乃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
度後的首次活動。據統計，今次香港地區直選投票人數約135萬人
，不過得出的總投票率僅僅是30.2%，創下自上世紀1991年立法局
引入直選以來的最低紀錄。而2016年上屆的總投票率為58.3%，今
屆較上屆大幅地減低約28%。總投票率創新低 顯現出民主派被封殺
後的惡果。

看一看曾經投票率破歷年紀錄的2019年反送中（反修例）運動
期間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當時被視為建制和泛民的對決的投票率
達到71.2%，而今屆在全體泛民被無理踢走後之投票率，則暴跌逾4
成。

功能組別方面，多個曾經由泛民主派主宰的界別投票率也大減
。社福界的投票率，由上屆83.6%暴跌至今屆低於20%；而教育界、
法律界、會計界、工程界、建築測量界、醫療衛生界，均由上屆逾
70%暴瀉至今屆約30%。

此外，選舉結果不出所料。由153名參選人競逐的90個議席，
包括選委界別40席、功能組別30席，以及地方直選20席（上屆35
席）；幾乎全部由親北京的建制派人士囊括，所謂溫和派的候選人
幾乎全軍覆沒。

自由亞洲電台還翻查過去兩屆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數及議席數
量，2012年及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平均約6人競爭1席，而今年
則是1.75人競爭1席。也就是說，躺在地下的議員，也都可以入選
的了！

自稱“非建制派”、出戰社福界的狄志遠，成為今屆立法會選
舉90席中唯一當選的“非建制派”。

而在2019區議會選舉中獲得高達86%直選議席的泛民主派人士
，其中一些人被關進監獄，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一些原本希望參
選的人被認定不符合“愛國者治港”標準而不得參選，另一些人決

定抵制他們所說的當局上演的這場假選舉。
美國之音援引觀察人士們說，投票率是選舉合法性的一個重要

指標。民主活動人士、外國政府和人權團體普遍稱，香港這次立法
會選舉是一次背棄民主精神的選舉。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此前曾形容這次選舉“五光十色”，但香港
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在接受電台訪問中表示，選舉結果反
映民主派的支持者幾乎放棄今次選舉，“今次選舉必然是‘清一色
’”，不投票都是選民的一種表態，形容是港人“靜默地抗議”。
是港人人心背向的體現。冥頑不靈的北京，會否明白個中真諦？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兩年前2019年區議會選舉時，曾到沙田瀝源
社區會堂觀察選情，當時選舉氣氛高昂，不同陣營的候選人紛紛拉
票。而今次選舉票站也沒了。

自由亞洲電台說，各票站出現“打蛇餅”人龍不再复見。香港
選管會主席表示，截至中午仍未有一個票站需要排隊超過30分鐘。
而自由亞洲在沙田崇真學校的票站外觀察一段時間，只見投票情況
冷清，不見人龍。

報導說，至於在屯門的蝴蝶灣社區中心，票站情況與沙田類似
，選舉氣氛大致平靜。但進入票站投票的大多為老人家，現場亦見
幾名身穿防刺背心的特務警察及軍裝警員駐守。與2019年區議會選
舉相比 盛況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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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出自港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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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網球女運動員彭帥指控前副總
理張高麗後的安全問題,為全球關注。
近日突然有新視頻出現在中外媒體及民

眾眼前，可以看得出是中國政府為 「紏正」外界對大陸
政府監控女方及降低與抵消對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性侵
事件的指控。可惜播放之後，仍然是漏洞百出，引發外
界媒體和專家的熱評。

廣受國際關注的中國網球明星彭帥，在一個視頻中現
身，她否認了自己“被性侵”，更強調自己有“行動自
由”。這個說法，立刻引發外媒議論，均說中共對這個
故事“越描越黑”。

事件的過程如下：
12月19日，中國喉舌《環球時報》的記者在推特上發布一段視

頻，由新加坡《聯合早報》製作，該媒體對彭帥進行了短暫採訪。
《環球時報》記者自稱這是“朋友”傳給她的視頻，該記者還

貼出一張照片，顯示彭帥、姚明與奧運帆船冠軍徐莉佳和前乒乓球
運動員王勵勤合影，旁邊還有一條“FIS越野滑雪中國城市巡迴賽”
的橫幅。

在採訪視頻中，彭帥否認自己被任何人性侵過，並表明她早前
寫給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主席的信，是她本人寫的中文版本
，她還說自己“一直都很自由”，並稱暫無出國的打算。

但彭帥未解釋為何一個月前曾經指控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披

露自己與張高麗的不倫關係及被逼發生性關係的經歷。不
過帖文出來二十多分鐘後，即被全網刪除。隨後，彭帥被
消失了至少三週。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記者、The Truth About China
的作者Birtles Bill寫道，“跟北京交好的《聯合早報》記者

的驚人獨家報導，她（記者）隨機上門，正好攔住了被體育界明星
包圍的、全中國最熱門的女性（彭帥），然後進行了5分鐘的經過
剪輯的尷尬採訪（記者）問了一些表面化的問題，但跳過了其它關
鍵問題。”在過去的廿多天中，她究竟人在哪裡？

BBC中國媒體分析師Kerry Allen發推文諷刺道，“我好奇怪他
們沒在微博上發布這個獨家新聞，在那裡有300萬粉絲，好機會錯
失了啊。”

為天空新聞等多家媒體提供中國體育新聞、從2007年就在中國
工作的記者Mark Dreyer說，他還發現了另外的一個奇怪的事情，他
寫道，“還有一個‘獨家新聞’——原來那位（《聯合早報》的記
者）不是什麼記者，五年多前，她從編輯部門跳槽到業務部門，目
前是《聯合早報》在上海的銷售代表。奇怪的是他可以進行了這個
採訪。”《華爾街日報》中國副社長李肇華（ josh.chin）點評這個
新視頻說，彭帥根本沒有否定她在微博的發帖，“彭帥否認（視頻
）的一個關鍵要素：她謹慎的措辭。 11月2日的微博帖子稱她被迫
發生性行為，但沒有使用‘性侵犯’這個中文詞。她沒有否認帖子
中提到的任何事實。

彭博社的專欄作家Tim Culpan發推文說， “（《聯合早報》）
似乎是周圍唯一的媒體。令人驚訝的是，鑑於這個A級體育明星的
陣容，這位記者竟然通過了本應非常嚴格的安全措施。”這“就好
像它們（中共）越試圖辯解什麼，說服外界的成功率就越低。”
Tim Culpan說。

英國諾丁漢大學亞
洲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
Andreas Fulda 說，“中
共（CCP）可以脅迫公
民說任何黨想听的話，
可以確信，CCP今後擺
脫 不 了 Metoo 和 彭 帥
（的話題）。”

The Spectator 的 編
輯 Melissa Chen 發推文
說，“他們（到底）對
她做了什麼！？”

《華盛頓郵報》的
專 欄 作 家 、 Strategy
Risks 的 CEO Isaac
Stone Fish 發文推薦了
一篇 WTA 支持彭帥的
文章，說，“文章解釋
了女子網球協會站出來反對北京的原因。當深圳在 2019 年舉辦
WTA總決賽賽事時，球員們可以看到中國（中共）的坦克氣勢洶洶
地衝著香港方向。”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寫道，
“女子網球協會（WTA ）是絕對正確的，彭帥的視頻看起來是可作
為教科書的逼供案例。我們必須繼續發聲並要求釋放彭帥。”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發帖說，
“任何受過（中共）虐待的倖存者，都會看穿這個可怕的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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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帥新視頻漏洞百出

閒話說冬至
時光巨輪日

夜飛轉，不經
不覺之間，又

來到本年的最後一個月。這
又是一年將盡， 「冬至」到
來的時候了。生活在美國的

華人，不管你是來自中港澳台、又或是越棉寮三國、抑或是星馬泰
地區，只要你仍然有中國文化素養，又或是你仍然是遵從炎黃子孫
的教導，一年四季之中，你都可以慶祝流存已有千年歷史的中國傳
統節日。剛過去的12 月21 號週二，就是 「冬至」。古代時候，冬
至是與春節，是同樣重要的節日，故有 「冬大過年」之說。

從現代的天文學角度解釋，冬至日是太陽正照南迴歸線（南緯
二十三度半）之日，故北半球的白晝最短，黑夜最長，冬至之後，
白晝便漸長而黑夜就漸短。所以，古人認為冬至乃陰氣盛極而衰，
陽氣復起之時，故《易經》以 「復」卦代表冬至所在的十一月，而

「復」卦的卦象是五支陰爻壓着一支陽爻，喻意陽氣復甦於地下，
故有一元復起之說，而周制更以十一月（地支屬子）為正月歲首，
謂之子正。

其實，冬至日，才是北半球的冬天降臨之日，冬至之後，便是
數九寒天，氣溫最低的時候，待至九九八十一天之後，春天才重回
人間，故有歌謠曰： 「九九加一九，黃牛遍地走」，所以說，冬天
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今日在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的冬至，除了仍是公眾假期之外，
已沒有任何隆重的節日活動了。往昔的習俗，多數早已為人淡忘，
筆者幼時生活在澳門，市民對此仍然是有所重視。昔時，母親於冬
至日，例必煮湯圓祭祖，我們兄弟妹齊參與，用糯米粉包裹片糖搓
圓即成，兒時視作遊戲，我為求多些片糖，湯圓便越做越大，竟製
成大如乒乓球的湯圓，形狀惹笑，令人忍俊不禁。不覺此情此景，
已是大半世紀前的事了。

冬至吃湯圓的習俗，許多地方都頗盛行，只是不同地方，搓不

一樣的湯圓；從楊蔭深先生編著的 「事物掌故叢談」中，讀到一段
引自 「閩省風俗歲時記」的，關於湯圓由來的故事，引述如下：

古時，福建有位樵夫，入山採樵，一時不慎，失足墜落深澗，
幸得不死，可是，澗深壁陡，且山深路絕，人跡罕至，樵夫雖竭力
呼救，卻仍無人應援，被困澗中，樵夫困居深澗，採黃精薑為食，
因而得以活命；如是者十餘年，人神漸變，遍體生毛，身輕能飛，
便飛出深澗回家，卻不能言語，本性全失，家人呼之不應，乃用糯
米粉和水，搓成丸狀，與樵夫吃，樵夫以為是黃精薑，食之便漸還
本性，得以與家人團聚，而自此相沿成習，形成搓湯圓、吃湯圓之
風了。

其實，此乃民間的神話傳說，並不足信。走筆至此，引用香港
文友鍾一暉兄所作的 「節序冬至」一詩，為本文作結。
「盈倉稻菽富農家，冬至人歡笑若霞。
最是一年光景好，圍壚賀節說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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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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斯頓報導) 融合了風水大師和建築
師的規劃，休斯頓第一個風水設計的墓園，
Forest Park Westheimer cemetery的風水墓園中
，有烏龜、鳳凰、老虎和龍在通向墓園的四個
入口，可以為來世帶來和諧與好運。華裔一向
重視來世，認為祖先的安置之所若有好風水，
不僅亡者平和，亦能庇佑子孫。

一位看上這座風水墓園的民眾表示：“這
樣大氣勢的風水規劃，在休斯頓，甚至在台灣
，都從未見過。園中有池，塔上有龍，皆為吉
祥，不只為了我，也為後世子孫。”

風水墓園面向圓圈中的八個點，客戶可以
選擇如何安放亡者。風水愛好者認為，紫薇命
盤決定了頭部安息的最佳方向，據說可以為世
代子孫帶來好運。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然而

，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
。疫情的肆虐下，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
人數超過80萬人，甚至，在疫情嚴重時期，
有些地方還傳出醫院太平間不夠、或是墓地滿
員的狀況，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味著應
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在就可以開始
計畫。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士頓最
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們請到其中的
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什麼生前計畫如此重
要? 可以幫我們降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死亡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事」對
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希望找到一個
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後代子孫，這種觀念
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個禁
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天都在面對的
，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方上演著，民眾對死
亡抱持越想得開的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
在生前就做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
帶來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劃
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以幫助到
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按照自己的
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人的情感壓力與經
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細考慮
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要的方式。有
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孫之間有差異，即使
告訴家人自己的臨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
得或不同意。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
一方法是提前
計劃。

一位民眾
林先生表示，
自己的父母多
年前做生前預
先計劃，購買
了預付的喪葬
費。經過這些

年來，當父母親去世，去使用這些服務時，才
知道省下許多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遭受喪
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心喪葬費的金
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死後的幾天裡，他的
資產可能無法使用，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
週的時間才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
，則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的
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了家人的
巨大負擔。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爸爸會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材嗎？

媽媽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嗎？如果
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多猜測，擔
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先計劃，使家人
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內進行

。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您的孩子也
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
定或宣讀之前舉行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

難的時期內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
的葬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以
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使家人不
必代你做出判斷。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之一是

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葬費的成本也
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前付款時，實際上就
是鎖定了價格保證。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
擇一個價格為2,000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
格上漲了許多，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價
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通貨膨脹
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在多年
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時已經有很大
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筆金錢。”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經歷情

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
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禮應如何安排，都能
記錄您的意願，並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
親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
而不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人
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憶過世親
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受的心情。

優惠到月底為止，明年價格將大幅調漲
Forest Park Westheimer墓園特別推出優惠

，高達 10%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60個月
0%利率，無需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10%
Off。優惠僅到本月底前有效，立即行動，請
致 電 ： 832-862-6890。 地 址: 12800 Wes-
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 77077。

美麗的風水墓園美麗的風水墓園 大受華人關注大受華人關注
做好生前計畫做好生前計畫，，明年價格將大幅調漲明年價格將大幅調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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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于晏成渣男
金馬影后為愛沉淪

影史首位金獅獎華人女導

演許鞍華執導，金馬影后馬思

純、彭于晏、張鈞甯、范偉、

梁洛施、張佳寧、尹昉、秦沛

、白冰聯合主演的愛情史詩鉅

作《第一爐香》將於明年1月

14日全台上映，前導預告甫一

發布就吸引大批粉絲朝聖響應

，電影期待度破表。

《第一爐香》預告曝光，

涉世未深的女學生馬思純決心

留在繁華香港，隻身向姑媽俞

飛鴻求金援學費，預告一開場

就是心機暗湧的豪門晚宴，眾

人看似談笑風生，檯面下的關

係卻是錯綜複雜，馬思純面對

紙醉金迷的物質迷惑，原以為

能夠把持住理智，卻因為愛上

富家少爺彭于晏，人生走向沉

淪之路，在這豪門力求生存的

張鈞甯、張佳寧也各懷鬼胎，

在角色情緒和劇情節奏達到最

高潮時，俞飛鴻輕輕說了一句

：「何苦呢？」，讓人物之間

的自我掙扎與愛恨糾葛逐漸明

朗，洞悉人性的對話也讓影迷

揪心不已。

該片由導演許鞍華攜手黃金

班底，以億萬製作規格打造而成

，在被問到主創團隊有何共同點

時，許鞍華導演自豪表示：「他

們都拿過奧斯卡！」一句話就顯

示出幕後陣容的高深實力，包含

服裝及造型設計和田惠美、音樂

監製坂本龍一皆是奧斯卡金獎得

主，曾獲以及多次金馬獎肯定

的杜可風擔任攝影指導，錄音

杜篤之、美術趙海、剪輯鄺志

良，共獲得過176項重量級獎

項，堪稱是今年在台上映的華語

片單中，製作團隊含金量最高的

夢幻組合。

胡瓜《大集合》走出戶外

陳美鳳坐轎助陣

綜藝大哥大胡瓜、阿翔主持的

民視《綜藝大集合》這2年疫情期

間都在棚內錄影，解封後首次走出

戶外，22日赴北投三王宮，胡瓜表

示現在疫情趨緩，所有參與錄影的

同仁與來賓都打過2劑疫苗以及做

完快篩，防疫措施做好做滿。

對於《大集合》跟兒子胡釋安參

加的《全明星運動會 3》同時段對

打，胡瓜說現在節目哪有誰打敗誰

，都是良性競爭，但也不忘給兒子

打氣，「我都會給他鼓勵啊，跟他

說加油。」被問播出時間一到，會看

兒子節目還是自己的，胡瓜笑說：

「跳著看啊！」

胡瓜、阿翔昨也宣布全新主持陣

容，包括郭忠祐、賴慧如、籃籃等

都在節目裡面擔任多年助理，如今

「扶正」總算努力被看見。而陳美

鳳多年沒有出外景，聽到《大集

合》走出戶外特地前來助陣，她坐

著轎子美美出場，表示沒有偶包，要

玩什麼都可以。

陳美鳳透露錄除夕特別節目時

胡瓜大力邀約，她二話不說馬上答

應，還加碼自備紅包準備發給大家

，直呼：「看見鄉親們這麼熱情，

自己都High了起來。」

李蒨蓉慶婚18年舊地重遊
牽夫婿手感嘆 「愛情變了」

藝人李蒨蓉出道演藝圈多年，

與另一半李德立育有2名兒子，

2015年因阿帕契風波一度沉寂，

藉由信仰找到正面力量；今年6

月兩夫妻一度大吵到差點鬧離婚

，所幸孩子的一句話打醒了她。

李蒨蓉昨(22)日分享與老公的合

照，牽手歡慶一起度過滿18年的

婚姻，並發長文感嘆「當時的愛

情跟現在好不一樣」，但如今擁

有的是「更踏實的幸福」，溫馨

放閃。

李蒨蓉昨在臉書分享與老公的

牽手合照，長文宣告：「今年是我

們結婚18週年，加上前面戀愛7年

，總共25個年頭，超過我一半的人

生。」她感嘆：「偶爾我會想，如

果當年沒懷孕、沒結婚，一切會變

成何樣？回首來時路跌跌撞撞、

吵吵鬧鬧，婚姻有愛情、有甜蜜

，也涵蓋了義務與責任，無法篩

選 唯有全部接招。」

李蒨蓉表示：「婚姻修剪了我

們的自私、任性，磨平了我們的脾

氣，使我們變得柔軟、更願意付出

，我們感謝擁有彼此，生活中的難

處 不用一人面對，假設性的問題

我不會再想，灑脫的自由是抓不住

的想像。」又說：「慶婚18年，老

公和我選擇再訪花蓮，兒子們很識

相不當電燈泡，留守家中幫忙顧

狗。」指出這確是一場只有兩人世

界的甜蜜之旅。

李蒨蓉坦然告白：「三天

兩夜我們哪裡都沒去，沒有踩

點，沒有行程，悠閒慢活地待在

度假村，散步聊天、浪漫晚餐，

回憶起以前我倆年輕時，去峇里

島約會度假，也是做相似的

事。」最後她有感而發地感性

結論：「當時的愛情跟現在好不

一樣，如今我們擁有的是，更踏

實的幸福～」

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先生跟小

孩在家的時間變長，李蒨蓉6月時

曾在臉書抱怨，居家防疫，已經快

把人給逼瘋，夫妻間的摩擦在所難

免，但當天卻氣到手發抖、爆粗口

。18歲的兒子過來抱抱，她對兒

子說：「媽媽要離婚」，沒想到

兒子反問她：「那我要跟誰？」

讓李蒨蓉頓悟，現階段，家庭是

孩子的全部，事後也頓悟夫妻間的

相處之道。

徐若瑄心痛無奈 3度自清捍衛名聲
王力宏與李靚蕾的離婚風波連燒數日，

王力宏形象重挫、事業跌落谷底，風波更燒

到徐若瑄、BY2的妹妹Yumi等人。Yumi疑

似心情大受打擊，22日傳出吞藥送醫急救；

徐若瑄昨再度發文重申：「我，徐若瑄沒有

介入李王的婚姻、絕無私約、更不是你們口

中的「介入別人婚姻的第三者！」對此，王

力宏所屬的宏聲音樂暫無任何回應。

徐若瑄昨第3度發文自清，強調：「這

是我的第三篇聲明，也是我的最後一篇，一

樣的話，我不會再重覆說了。」似乎因為日

前李靚蕾發文「據我所知，黑人、范瑋琪跟

王先生沒有不正常關係」，讓許多網友聯想

到王力宏違反規定聚會的照片中，有黑人、

范瑋琪、王力宏、徐若瑄等人同框，而在李

靚蕾微博留言發問：「那徐若瑄呢？」掀起

熱議。

徐若瑄沉默一天後說，這次受到友人婚

姻事件的波及，感謝很多好朋友的關心問候

，「也讓我看到誰是真正的朋友」，此事也

嚴重影響到她的家人，讓她和家人承受到毀

滅性的網絡抨擊、毀謗、栽贓、惡意中傷等

，「我感到心痛與無奈。我必須堅強的再次

站出來，澄清我沒有做的事情，捍衛我的名

譽。」

女團 BY2 的妹妹 Yumi 同樣也遭捲入

風波，她日前坦承與王力宏有段情，但王

結婚後就沒聯絡，也把王力宏微信刪除，卻

又遭李靚蕾發文打臉，更秀出疑為Yumi私

訊王力宏的Whatsapp截圖，指她特地換上裸

照頭像。Yumi時隔3日，傳出吞藥送醫急救

消息，自稱Yumi的好友昨在微博發文點名

王力宏，「你最清楚Yumi根本沒有介入你

一地雞毛的婚姻，如果她真的出什麼事情，

我絕不原諒」並上傳Yumi就醫、癱軟坐在

輪椅上的照片。

不料，有網友化身鍵盤柯南懷疑放消

息的微博是Yumi的小號，「咱不懂就問啊

，你是Yumi的小號嗎？3：18睡不著，4點

吞藥，5點洗胃，9點發微博？」還有自稱

是醫護的網友爆料Yumi吞了2顆維生素和2

顆褪黑素，自己打電話到急診，早上9點出

院，質疑她在自導自演。

BY2在台灣的友人昨也無法確定消息是

真的還是假的，「她們前一天還有在工作，

我們前2天有通訊息，微博網友有可能會抓

一些舊的東西，我現在有點亂，有傳微信問

姊姊（Yumi的姊姊），等待她們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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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張惠妹妹發言發言人人：：
受王力宏婚變牽連徐若瑄不堪其擾

香港文匯報訊聖誕節前夕，慈善名緩薛幼
妮（Amanda）的公司嘉凡娛樂主辦了一場慈善
晚宴“童心砌出愛－慈善夜 2021”，受助機
構為樂信慈善兒童遊戲治療中心。一眾藝人包
括：湯寶如、孫佳君、何紫綸、陸詩韻、黃伊
汶、陳佩思、松岡李那、李思捷、崔健邦，應
邀出席支持，眾人為晚宴唱歌行Cat Walk出心
出力，為活動籌得善款高達6位數。

一眾型男美女盛裝打扮化身超模帶領一眾
不同打扮的小朋友行Catwalk，Amanda好友黃
伊汶仲帶埋兒子陳真出席，初時陳真因怕羞不
願行Catwalk，最後見一眾小朋友都一齊行所以
都與媽媽伊汶一齊參與Catwalk show，還有李
思捷、湯寶如愛心獻唱，全場賓客熱烈讚好，
氣氛高漲。

育有兒子的孫佳君及湯寶如說：“小孩子
的成長非常重要，需要多些關懐愛護，下一代
小朋友是未來的主人翁，希望兒子將來可以多
做公益，幫助弱勢社群。”

李思捷湯寶如愛心獻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無綫J2節目
《不能只有我看到的便利店追女神食譜》，今晚
及平安夜（24日）播出第15及16集，分別請來
有“瑜伽女神”之稱的廖慧儀，以及“聲夢”學
員之一的文凱婷（Aeren）做嘉賓，當中Aeren
與施焯日（Arthur）更引爆笑彈，Aeren大部分

時間對Arthur抱質疑態度，同時她又因表現迷
糊令Arthur笑個不停。

Arthur致電Aeren時，一開口即賣口乖指很
喜歡聽Aeren唱《木紋》，豈料Aeren卻神回
覆：“關首歌咩事？”之後Arthur表示想約她
吃聖誕大餐，Aeren再出招：“真係大餐嚟嘅？
唔會淨係蛋糕仔㗎嘛？”之後他們見面，Arthur
只是說了一句：“等咗你好耐！”Aeren即反
問：“你即係話我遲到？”當兩人相處久了，
Aeren的迷糊及搞笑特質即表露無遺，不但對爛
Gag零免疫，更不時發表搞笑言論。

另一集亮點落在林正峰身上，愛向女神使
出“餵食”絕招的他，這次面對廖慧儀時，竟自
創“瑜伽手餵食法”，由於畫面震撼，嚇到廖慧
儀一度定格。

《演鬥聽》殺入最佳綜藝五強

王梓軒宴客慶功感謝志偉支持
林正峰“瑜伽手”餵食廖慧儀

日前李靚蕾爆料王力宏私生活混亂，更提到兩人
曾與王力宏當時緋聞女友同看電影，她寫道：

“記得有一次你約我看電影，我們坐在前面，散場時
發現你當時的緋聞女友就坐在影廳的最後面，我們一
起看了同場電影。”據《鏡週刊》報道，這名“緋聞

女友”就是天后張惠妹，阿妹當時得知王力宏要帶女
性友人去看電影，而女性友人即是李靚蕾，阿妹也
與好友到電影院並坐在後面，王力宏與李靚蕾則坐
在前排，電影散場後也“巧遇”上，讓王力宏相當
尷尬。而王力宏卻也不忘介紹張惠妹和李靚蕾相互
認識，但氣氛十分微妙。報道更稱阿妹和王力宏戀
情始於一首《愛，永遠不會消失》，2000年時王力
宏替她寫歌，回到美國後，常傳簡訊對阿妹示愛，
當她飛往拉斯維加斯出騷時，王力宏還驚喜突襲，
讓阿妹心動不已，有回阿妹飛往紐約找王力宏，而
王力宏也將阿妹介紹給家人。不過，這段情兩人至
今都未鬆口認愛。

對於今次“炒作”，張惠妹經紀人陳鎮川表示
“蠻無言的”。他更說：“快20年前的事，我不
想打擾問阿妹，更不想拿這種未經求證、道聽途說
的陳年往事，對人落井下石，夠了吧。”他指出阿
妹正在忙於籌備明年的演唱會。

徐若瑄第三度澄清沒有介入
另外，王力宏今年9月檢疫出關後，因違規和

徐若瑄等人聚會，在早前爆發婚變時，李靚蕾提及
他有位“明知違反法規也要飛奔去她家找她聚會”

的炮友，導致徐若瑄被捲入其中，讓她不堪其擾，
22日更第三度發布聲明表示“我，徐若瑄沒有介入
李王的婚姻。”

徐若瑄發文表示，對連日來的指控感到身心俱
疲，並說自己30年來在工作崗位兢兢業業、認真
努力，此次受到友人婚姻的波及，已經嚴重影響到
她的家人，“讓我和家人承受到毀滅性的網絡抨
擊、誹謗、栽贓、惡意中傷等，我感到心痛與無
奈。我必須堅強地再次站出來，澄清我沒有做的事
情，捍衛我的名譽”。

然而，21日內地瘋傳“王力宏、徐若瑄、范瑋
琪、黑人大玩4P、大尺度不雅視頻曝光”，李靚蕾
當日傍晚再在社交平台發文：“據我所知，黑人
（陳建州）、范瑋琪跟王先生沒有不正常關係。”
但就沒有提到徐若瑄的名字，而李靚蕾其後解釋
“只是單純受託幫黑人、范范澄清（4P影片傳
聞）”。陳建州對此透過經理人回應：“太多不實
消息和亂編的故事，謝謝靚蕾幫忙代為澄清！”

此外，受王力宏離婚牽連的By2妹妹Yumi 22
日亦在網上驚傳吞藥輕生送醫治療的消息，但其後
又有網民指她只“吃了兩顆維生素和兩顆褪黑
素”。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歌手王力宏與李靚蕾婚姻破裂，李靚蕾在本月17日

深夜無預警發出的近五千字“毀滅式”長文提到王力宏性成癮、劈腿、嫖

妓、炮友眾多，讓男方優質偶像形象一夕幻滅，加上媒體炒作搞到子彈橫

飛，殃及池魚，累及不少台灣藝人受困擾。除了Yumi 、徐若瑄，就連張惠

妹、范瑋琪、黑人都躺着也中槍。徐若瑄再三澄清非第三者。對媒體指王力

宏緋聞女友疑是台灣天后張惠妹（阿妹），阿妹經紀人陳鎮川22日對此回

應，表示“蠻無言的”，更勸告，對人落井下石，夠了吧。

●●王力宏月前違反自主健康管理規定王力宏月前違反自主健康管理規定，，到徐若瑄到徐若瑄
家和黑人家和黑人、、范瑋琪夫婦及音樂人陳子鴻聚會范瑋琪夫婦及音樂人陳子鴻聚會。。

●● 王力宏與李靚蕾婚王力宏與李靚蕾婚
變引起軒然大波變引起軒然大波。。

●女團By2
妹妹Yumi亦捲
入了王力宏婚
變風波。

●張惠妹忙
於籌備明年4月
台北小巨蛋開
唱。資料圖片

●●左起左起：：湯寶如湯寶如、、薛幼妮和孫佳君擺出薛幼妮和孫佳君擺出
型格甫士型格甫士。。●●王梓軒王梓軒（（左左））透露已開始討論新一輯透露已開始討論新一輯《《演鬥聽演鬥聽》。》。

●● AerenAeren與與ArthurArthur錄影期間表情多多錄影期間表情多多。。

●志偉大力
支持本地樂壇
發展。

資料圖片

對人落井下石對人落井下石 夠 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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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由王梓軒做主持
兼擔任音樂總監的音樂節目《演鬥聽》成功打入台
慶頒獎禮“最佳綜藝節目”最後五強，22日梓軒請
台前幕後吃飯慶祝，直言音樂節目罕有地打入頒獎
禮五強，加上他們是新節目，又在近深夜時段播
放，擔心會儲不到觀眾，現在收視比公司預期的高
出數倍，已準備好籌備第二輯節目。

預告邀張敬軒亮相
王梓軒稱當初節目安排在晚上十一時半播出，有

擔心過觀眾不會為追節目而捱夜：“因為我們是新節
目，有冒險性，志偉哥（曾志偉）想保護我們，萬一
放在其他時段而沒有預期的收視，節目隨時會被叫
停，所以安排較夜播出就不會有大壓力，好彩結果節
目的收視比公司預期的高出幾倍，公司已叫我們着手

搞新一輯。”
王梓軒透露《演鬥聽》概念源於早年曾志偉仍

是演藝人協會主席時，對方眼見香港樂壇的慘況，
委託他相約會見近200位音樂人，了解現時樂壇的
情況。直至志偉在TVB上任後即找他主理新的音
樂節目，他說：“《演鬥聽》像一個實驗室，雖然
開始討論新一輯，但需要時間去籌備，節目開始前
已花了兩三個月時間進行特訓，因為很多音樂人都
不習慣即場創作和上電視。”

至於新一輯節目最想邀請哪位嘉賓，王梓軒
說：“其實和張敬軒已經傾合作講了8年，但各有
各忙一直未成事，現在約定他明年底上節目，我還
想請Gin Lee、AGA、林奕匡等。”問到如何為節
目作最後拉票，王梓軒說：“我覺得我們的優勢是
新面孔，如果大家想給機會新血、喜歡新思維，請
考慮憐憫、可憐我們，扶持一班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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