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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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畫頁

111111年元旦升旗典禮頒發聘書年元旦升旗典禮頒發聘書、、
感謝狀及獎狀儀式感謝狀及獎狀儀式((下下))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FASCAFASCA 20212021年度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獎狀年度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獎狀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獎狀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獎狀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僑委會社會公益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僑委會社會公益類
「「全球傑出僑生校友全球傑出僑生校友」」 證書及獎座證書及獎座趙婉兒僑務顧問趙婉兒僑務顧問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捐贈僑生獎助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捐贈僑生獎助
學金僑委會感謝函學金僑委會感謝函王敦正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僑務諮詢委員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休士頓僑界慶祝雙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頒發休士頓僑界慶祝雙
十國慶籌備委員會十國慶籌備委員會 國慶籌會主委劉志忠國慶籌會主委劉志忠 副主委劉美玲副主委劉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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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社區

55歲的兒童玩打火機點燃聖誕樹歲的兒童玩打火機點燃聖誕樹
引發費城大火引發費城大火 造成造成1212人死亡人死亡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費城官員周四晚上
透露，調查人員正在調查一名正在玩打火機的
5 歲兒童是否點燃了聖誕樹，引發了一場大火
，導致 12 名住在費城聯排別墅的家庭成員喪生
。

費城和聯邦調查人員正試圖確定火災的原
因，該5歲兒童點燃聖誕樹的消息被包含在搜
查令申請中。

週三早些時候發生在該市一個多世紀以來
最致命的火災，奪走了三姐妹和她們的幾個孩
子的生命。

費城地方檢察官拉里·克拉斯納 (Larry
Krasner) 的發言人簡·羅 (Jane Roh) 證實了搜

查令的內容，這是《費城問詢報》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首次
報導的內容，報導中，5歲的兒童告
訴調查人員，是他在玩打火機時點
燃了聖誕樹。

消防官員在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
提供的細節很少，拒絕透露有多少
人逃離了大火或推測可能的原因，
並補充說火災現場很複雜。

聯邦調查局費城分部負責人馬修·瓦里斯科
(Matthew Varisco) 說：“我知道，我們希望能
夠提供這場火災的具體起源和起因，並為親人
以及這座城市提供一些答案。”他負責管理費
城的酒精、煙草、槍支和爆炸物。

在周四晚上的守夜活動中，親戚們發表聲
明說，他們家的女族長在大火中失去了三個女
兒和九個孫子。這三位女兒被確認為羅莎莉·麥
克唐納（Rosalee McDonald）、弗吉尼亞·托
馬斯（Virginia Thomas ）和昆莎·懷特（Quin-
sha White） 。家人說，還有兩名倖存者在醫院
，天普大學醫院說，其中一人情況穩定。

據住房管理局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凱爾文·耶利米 (Kelvin Jer-
emiah) 稱，2021 年，樓上的四
居室公寓裡住著 14 人。他說，
十年前這個家庭有6名成員搬到
那裡，從那時起，這個家庭有了
很大的發展，都是黑人單親媽媽
，增加了八個孩子。

耶利米在回答記者關於房子
是否足夠容納這麼多人的問題時
說：“費城住房管理局不會因為
人們有孩子而驅逐他們。”

他說：“這是一個選擇住在一起的完整家
庭。我們不會驅逐他們的家庭成員......他們可能
沒有其它合適的住房選擇。”這些單親媽媽都
是由政府為她們提供生活費和免費住房，但她
們的孩子多，在尋找合適的住房方面有一定困
難，戶主在面對她們時麻煩不斷。

耶利米有時難以保持鎮靜，他說官員們已
經為倖存者的家庭成員聯繫了兩套公寓，幫助
他們找到新家。

他說：“我們費城住房管局的所有人都感
到震驚。”

消防部門此前表示，大樓內的四個煙霧報
警器似乎都沒有工作。但住房管理局官員周四
表示，該建築實際上有 13 個 10 年防火探測器
，所有這些探測器都在 2021 年 5 月的最後一
次檢查期間檢測過。

該市消防局副局長丹尼斯·馬里根 (Dennis
Marrigan) 表示，這座建築是“非常、非常複雜
的場景，這是一個到處都有損壞或缺失的場景
，而且非常複雜。這是一項非常複雜的調查。
”

他拒絕評論火焰從聖誕樹蔓延的可能性。
根據非營利安全組織美國國家消防協會

（NEPA)的說法，涉及聖誕樹的火災比其它類
型的房屋火災更有可能致命。該組織表示，聖
誕樹是每年大約 160 起火災的原因，每年造成
兩人死亡和 1000 萬美元的財產損失。

一棵乾枯的樹可以在 15 或 20 秒內完全被
大火吞沒。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的火災研究科
學家艾薩克·萊文頓 (Isaac Leventon) 說：“如
果這些樹木枯竭，它們會變得非常非常非常快
起火” “一棵幹樹可以代表 10 或 20 磅以上的
木材。”

官員沒有公佈在周三早上 6 點 30 分左右的
大火中遇難者的姓名或年齡。

官員說，死亡人數包括八名兒童和四名成
人。

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部長瑪西
婭·福吉（Marcia Fudge）在推特上表示哀悼，
並表示 HUD 已與城市領導人保持聯繫，並“隨
時準備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支持社區”。據馬里
根稱，HUD 調查人員周四進駐該市。

根據NEPA的數據，週三的大火是自 2017
年以來美國住宅公寓樓發生的最致命的火災，
當時有 13 人在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的一間公寓中
喪生。那場火災是在一個 3 歲的男孩玩爐灶後
開始的。

在此之前，公寓樓中最致命的火災發生在
1982 年的田納西州。 NEPA 的數據顯示，16
人在那場大火中喪生。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年輕年輕、、希望希望、、活力活力，，我們需要改變我們需要改變！！
請支持關心華裔的哈里斯縣區長候選人周浩恩請支持關心華裔的哈里斯縣區長候選人周浩恩

錢進瓜地馬拉 開拓美歐市場的最佳起點！
（（本報訊本報訊））你也許有喝過瓜地馬拉花神咖啡你也許有喝過瓜地馬拉花神咖啡，，但你對瓜地但你對瓜地

馬拉了解多少呢馬拉了解多少呢??
瓜地馬拉不僅擁有地理位置優勢瓜地馬拉不僅擁有地理位置優勢，，更與美國更與美國、、歐盟及其他歐盟及其他

近近5050個國家簽署個國家簽署1212個自由貿易協定個自由貿易協定，，可說是僑臺商拓展歐洲可說是僑臺商拓展歐洲
、、美國美國、、墨西哥與中美洲市場的最佳起點墨西哥與中美洲市場的最佳起點！！

想要深入了解瓜地馬拉嗎想要深入了解瓜地馬拉嗎？？我們將瓜國經濟概況與商情我們將瓜國經濟概況與商情，，

收錄彙整至收錄彙整至 「「瓜地馬拉臺商投資環境報告瓜地馬拉臺商投資環境報告」」 ，，讓你輕鬆掌握瓜讓你輕鬆掌握瓜
國投資發展國投資發展
僑臺商專區僑臺商專區http://Business.Taiwan-World.Nethttp://Business.Taiwan-World.Net
點選點選 臺商投資環境報告臺商投資環境報告
瓜地馬拉臺商投資環境報告瓜地馬拉臺商投資環境報告 https://bit.ly/https://bit.ly/33FpFxNsFpFxNs
歡迎踴躍下載參考運用歡迎踴躍下載參考運用！！

圖為周浩恩圖為周浩恩（（左二左二））本周三拜訪本周三拜訪 「「長和老人中心長和老人中心」」 與母親與母親（（左左
一一 ）、）、助選義工方宏泰助選義工方宏泰（（右一右一））及該中心長輩及該中心長輩（（右二右二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這兩週來，自從休士頓西南管理
區主席李雄為哈里斯縣第四選區區長候選人周浩恩主辦籌款
晚宴後，僑界捐款及加入助選行列的人士如雨後春筍，紛紛
冒了出來。因為，我們失望、冷漠太久了，僑界實在太需要
改變，我們希望有關心我們華裔，加強治安、建設、防災、
為長者服務的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而年輕、希望、活力的
周浩恩，能實現大家的願望！

哈里斯縣第四區涵蓋了華人密集的中國城、Sharpstown
、Alief、Galleria、Memorial Park、Energy Corridor、 及部分
Katy和Cypress地區。從上次聚會到本週，周浩恩都參與了僑
界的支持活動。如本周二（一月四日）中午，周浩恩拜訪了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
及本周三（一月五日）上午，周浩恩在父母及亞裔助選人士

方宏泰（Cecil Fong）等人的陪同下，拜訪長和老人中心
，與長輩們交流並教他們如何填表，他的熱誠、親切，
關心、服務的意願，給長輩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家看到不同於其他候選人，周浩恩關心我們的社
區，他保證當選後將與休士頓市政府密切合作，以加強
華裔社區的警力、確保商業及住家社區的治安、防止犯
案、監督道路維修及防治水災、增加年長者的福利及服
務項目。包括：提供免費的，巴士接送、康樂活動、法
律諮詢、健康檢查、提供更多華人在政府部門的工作機
會及政府招標過程的公平競爭條件等等。

休士頓國際區的區長李蔚華先生與周浩恩交換了很
多社區服務的心得。如他擁有及主持的 「國際區」及
「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已辦過上

千場會議，為上千個國際企業找到貿易的機會。他以
「事在人為」與周浩恩共勉之。

長和老人活動中心的負責人表示：我很驕傲能看到
周浩恩出來參選，周浩恩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位，他會
照顧每個管區的治安及年長者的福刊。

另一位非營利組織的亞裔社區領袖方宏泰（Cecil
Fong )也表示：我好高興得知有一位華裔出來競選哈里
縣的公職。周浩恩是一位勤勉、創新和實現諾言的人，

他會把哈里斯縣建設好，更會顧及弱勢群體。我們需要一位
好代表，而周浩恩正是那位。這也是我為什麼全力支持他競
選縣區長的原因。

15年前就開始協助華裔候選人競選的周浩恩，具有良好
的華語溝通能力，在華人政界已留下好印象，這次出來競選
，更表現出他超於一般年輕人的堅持不懈及勇於奮鬥的特質
，也讓我們對他過去15年來默默努力付出，認真誠懇的態度
而刮目相看。而此次競選的投票人數、募款金額、及募款人
數，將是決定他能否在今年三月一日的選舉中脫穎而出，繼
而參加11月普選的關鍵。
周浩恩英文網站：https://www.benchoutx.com/
周浩恩中文專頁：http://www.homemem.com/
interview/2021/About BenChou.html

（（本報訊本報訊））日期日期：： 11//1010//20222022
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一點至兩點一點至兩點（（太平洋時間太平洋時間））
參與辦法參與辦法：：
加入加入ZoomZoom 視訊會議視訊會議: Join Zoom Meeting: Join Zoom Meeting
網上會議號碼網上會議號碼 Meeting IDMeeting ID：：9587956942795879569427
密碼密碼 Passcode:Passcode: 768577768577

或電話或電話: (US) +: (US) +11 833833--548548--02820282
密碼密碼 Passcode:Passcode: 768577768577
或通過或通過SIPSIP參加參加 Join by SIP:Join by SIP: 9587956942795879569427@zoomcrc.com@zoomcrc.com
密碼密碼 Passcode:Passcode: 768577768577

更多中文視訊課程更多中文視訊課程: https://tinyurl.com/AlzChineseWebinars: https://tinyurl.com/AlzChineseWebinars
請上網報名請上網報名: https://tinyurl.com/: https://tinyurl.com/20222022OnlineChineseEdOnlineChineseEd
阿滋海默症協會中文網頁阿滋海默症協會中文網頁: www.alz.org/chinese: www.alz.org/chinese
若對義工有興趣若對義工有興趣: https://www.alz.org/norcal/volunteer: https://www.alz.org/norcal/volunteer
若對倡導有興趣若對倡導有興趣: https://www.alz.org/norcal/advocacy: https://www.alz.org/norcal/advocacy
若對臨床試驗有興趣若對臨床試驗有興趣: alz.org/trialmatch: alz.org/trialmatch
Alzheimer's Association OfficeAlzheimer's Association Office
22902290 N.N. 11st St., #st St., #101101 | San Jose, CA| San Jose, CA
2424//77 Helpline:Helpline: 800800..272272..39003900

『『有效的溝通策略有效的溝通策略』』
圖為周浩恩圖為周浩恩（（右右 ））拜訪拜訪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董事長，， 「「休士頓國休士頓國
際區際區」」 區長李蔚華先生區長李蔚華先生（（左左））合影於會議室合影於會議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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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每年除夕之夜，紐約時
代廣場的跨年倒數活動，
動輒有數十萬人參加，總

是擠得水洩不通。從電視機上看紐約倒數時萬人狂歡，掃走煩惱
的景象，是我人生一大節目之一。

今年變種毒株Omicron如海嘯席捲美國，除夕之前，紐約市
新增36.3萬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因此時代廣塲上除夕夜的大型
倒數的入場人數，限制在1.5萬。同時必須佩戴口罩。只有這樣
安排，停辦了一年的水晶球降下倒數儀式，才可以復辦。有別於
以往，今次出席人士熱情擁吻的畫面大為減少，取而代之是拍照
及擁抱。

晚會在傍晚6時開始，接近午夜時現場氣氛升至最高。倒數
60秒啟動後，由近2,700顆水晶製成的6噸重水晶球，從時代廣
場高處緩緩落下。當倒數看板顯示為 「0」時，廣場煙花四射及
撒下五彩碎紙，群眾情緒高漲。

邁向新一年，白思豪正式卸任紐約市長，亞當斯（Eric Ad-

ams）在倒數儀式結束後宣誓就任。亞當斯左手按着
聖經、右手拿起已故母親的照片宣誓，成為紐約市第
110任市長。

Omicron及另一變種毒株Delta夾擊下，美國染疫數字居高
不下。約翰金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顯示，美國於拆禮物日至元旦
日一周內新增249萬宗確診，期間每日平均35.5萬人染疫，創下
疫情爆發以來新高。美國於去年1月3日至9日亦錄得170萬宗確
診，當時亦創下紀錄，但與現時疫情相比是小巫見大巫。

疫情亦衝擊國際航空業界，除夕全球逾8,560班航班延誤，
超過3,090班取消，其中一半是進出美國的航班。美國多家航空
公司機組人員、機師及後勤人員，儘管有豐厚的津貼，仍拒絕在
節日期間加班，以免感染病毒；加上過去18個月，航空公司裁
員及逼員工放無薪假，導致人手不足

筆者撰文之時，是二零二一年半夜十一時卅分，馬上要和二
一年說再見了。這一年，疫情不但沒有結束，反而不停換代升級
，令人應接不暇。世界仍然沒有恢復正常，不時傳出哪裏又封城
，哪裏疫情又再度爆發的消息。人們的自由仍然受到限制，到哪
裏都要隔離，疫情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表面上人大家

各自平靜地生活，好像已經習慣了一切，習慣了戴着口罩出門，
習慣了時不時做病毒檢測，習慣了和病毒共存。但是有一種情緒
在暗暗滋生，它是一種看不到前方的迷惘和身處紛亂環境中對自
身的無力感。這種情緒不同於二零一九年的驚恐，也不像二零二
零年的熱切期盼，它讓人低落煩躁而又無可奈何，同時還夾雜對
未來的擔憂和恐懼，它就是焦慮。

世界紛紛擾擾，身邊的朋友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離開，有
人來到，有人吵鬧，有人沉寂，每個人的狀況都不同，但是焦慮
卻頻頻出現在大家的口中，這層焦慮的烏雲也籠罩了我很長一段
時間，直到前兩天我看到了一段話，它簡單樸實但卻很能安慰人
心： 「人和人的生活總是節奏不一樣，有人三分鐘煮泡麵，有人
三小時煲湯，有人外賣已送達，有人剛切好菜和肉。當你平靜地
把該做的事都做好，生活自然會把該給你的東西，在合適的時間
一樣一樣都給你，好的人生不慌不忙。別貪心，你不可能甚麼都
有，別灰心，你不可能甚麼都沒有。」我想把這段話送給更多的
讀者、親朋戚友，希望可以鼓舞到大家。不管如何，二零二一年
總是過去了，二零二二年又新的來到，新的希望新的願景，願大
家，一年總是好過一年，新年總是勝過舊年！

(((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

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花旗
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景態

看紐約倒數萬人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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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 即
香港無線電
視台的英文
簡稱。它成

立己有55 年光景，是香港最大傳媒機構，亦稱著於世。它每年製作過千
的電視節目，會來過評級比賽，以茲鼓勵旗下各個單位的職員。它自我
宣傳這名之為 「萬千星輝頒獎禮」。此一特備節目，不獨大受港澳市民

歡迎，連帶世界各地有華人生活的地方，亦成為熱哄的當時得令的衛星電視節目。身為
港人的我，50 多年不甘後人按時收看。

今年該頒獎典禮已曲終人散，雖然絕大部分賽果未見爆冷，但總有人會為失獎者抱
不平；縱然真的如此，但賽果已經塵埃落定、改變不了，其他人只有努力寄望於來年。
任何頒獎禮的賽果都是惹人關注的，但這次萬千星輝頒獎禮更值得關注的，其實是頒獎
嘉賓。除了有國際級導演劉偉強及林超賢外，還有多位已離巢的TVB前藝人擔任頒獎
人，計有黃宗澤、吳卓羲、林保怡、張慧儀、劉江、盧海鵬、林建明、苑瓊丹、陳彥行

、羅冠蘭、馬浚偉、秦沛及狄龍，甚至有大馬拿督；完全有別於往年“自己人頒獎予自己人”的
做法。

說到頒獎嘉賓，從秦沛與狄龍頒發“萬千光輝演藝大獎”予姜大衛，似已說明了個別賽果將
出現貓膩；果然狄龍之子譚俊彥及姜麗文雙雙獲獎，如此“巧合”安排，實在極具心思。

在某程度上而言，是次頒獎禮其實是在體現曾志偉總經理的人脈關係。不僅從頒獎嘉賓的份
量能看到曾總經理跟圈中人的友情，而且從得獎者口中頻頻出現“多謝志偉哥”亦可見一斑。曾
總經理早已說過是屆頒獎禮要似香港電影金像獎一樣華麗隆重，所以不單有紅地氈衣着獎，亦出
現了兩位金像獎級的導演頒獎，無綫藝員姜大衛獲得 「眾望所歸演藝大獎」。 該大獎由其好友狄
龍和胞兄秦沛負責頒獎。當宣佈他得獎時，全場人仕一起歡呼並站立起來、報以熱烈掌聲。

姜大衛出生於1947 年，3 歲時跟父母由上海來香港
居住。4 歲己當上童星，入行七十載，被狄龍形容為
“全方位、多功能”的演員，曾於1970 年憑其 「報仇
」一片，獲得當年 「亞太電影最佳男主角」金像獎。

當晚姜大衛在台上表示：“我四歲入行，這七十年
間做過很多角色，童星、武師、男主角、導演、監製，
公司老闆，好多角色都演過。在電視台及電影中亦演過
大俠，拍過動作片、喜劇、悲劇、愛情片等等。所以這
麼多年在影視圈是無所不曉，冇嘢（廣東俗語，意思是
沒有什麼）難倒我。但冇諗到近幾年這行業的變化很大
，不論電視和電影都有不同，甚至演員的做戲方法都有
所不同，所以還有很多東西唔識。之前有人問我幾時退
休？我話都未識晒點退！做演員係冇退休這兩個字，連
自已個腦都未知我幾時退。身體最誠實，會話我知，依
家未話，即未需要退休。”

姜大衛多謝這個獎令他多年來努力得到認同，亦希
望大家多給予新人機會，最後不忘多謝太太李琳琳和師
父張徹導演。

聽上姜大衞這番發言，身在萬里美國德州休斯頓的我，亦心有同感。他年長我兩年，尚且未
退休，我當然樂於跟隨姜兄，繼續學習、邁進向前。他在電影電視圈內做過多個角色，今天我在
現實生活中也同時擔當上多個岡位： 每週五個白天，我在美國校區任職。每天晚上，我分別為美
國及港澳地區多個媒體撰寫（美南人語）、（政海楓聲）、（花旗快訊) 、 (東翻西看） ( 誏君知
曉）（美澳連綫）等專欄，為民發聲、報効中美兩國，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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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香港TVB 金像獎頒獎典禮有感

陳淑莊 亡命走天
元旦剛過，香港 Now

TV 電視台一位主播友人，
突然發來電郵告知我：陳

淑莊女仕，香港立法會議員 及香港的執業大律師，己於去年中
悄然離開香港，飛往台灣定居。從此，香港又再少了一位為港人
的民主自由來發聲的忠誠戰士。

回看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她因為洞悉香港政局會生變
，毅然退出自己心愛的公民黨，不再跟香港當局力爭港民自由民
主。不過她的名字仍在大律師公會名冊中出現。

去年年中，她已與多名戰友及好友共吃 「散水飯」，飯局之
後，她便離開土生土長的香港，飛往台灣居住。而一直跟她相依
為命的母親，因為感到年事已高，若是跟隨女兒離開香港，到人
地生疏的台北去，徒增陳淑莊的負擔，故未有與女兒同行。陳淑
莊無奈只好委託親友，代為照顧年老母親。

現年四十九歲的陳淑莊，原本隸屬資深大律師王正宇的
Chambers成員，陳淑莊希望繼續保留自己的執業大狀資格，故

在離港前轉去 「馬維騉大律師事務所」掛名。不少公民黨友人曾
致電陳淑莊的手機，但只留言說 「你所打的電話，暫時停止接聽
任何來電。」曾與陳淑莊在公民黨共事的楊岳橋，因涉及香港
「35初選」案，而被還押監房中，另一戰友郭榮鏗，則於二○二

○年十一月和妻兒 「前後腳」赴加拿大定居，去年七月在美國哈
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被列為亞洲學人。

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出生的陳淑莊，中、小學及幼稚園就讀於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主辦的嘉諾撒聖心書院。其後在香港大學法律
系學士畢業。 一九九二年報名參加香港小姐選舉，但未能入圍
。於二0○三年正式在港作律師執業。陳淑莊起初任職投資銀行
司庫，後來重返香港大學完成法律系碩士，到 「姚黎李律師行」
當見習事務律師，其後轉為大律師，亦因此認識資深大律師余若
薇，展開從政之路。

陳淑莊原是公民黨創黨黨員、前外務副主席，也曾在D100
電台當節目主持。

陳於二0○八年夥拍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及愉景灣區議員容詠
嫦出選當年立法會選舉，她在選舉中以高票數當選。二○一○年
一月陳淑莊連同其他四名議員，包括梁家傑、黃毓民、陳偉業、
梁國雄，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再參加補選，為香港政制改革、

功能組別的存廢表態。直至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她再次出選港
島區地區直選，並以三萬五千四百零四票成功當選，重返立法會
。

由於陳淑莊在 香港的 「佔中九子案」等候判刑期間，因腦
腫瘤需做手術而押後，主審法官陳仲衡指，陳淑莊需接受放射性
治療，認為可判入獄八個月，准以緩刑兩年。

根據立法會條例及《基本法》中定明，如議員在其任期中違
法而被判監禁以及緩刑等將由判刑當天開始五年內不能夠參選，
故陳將無法參與二○二一年香港立法會選舉。

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公民黨跟隨民主派以政治判斷決定
延任一年立法會議員，惟陳淑莊以個人健康及家庭為由，拒絕延
任及退出公民黨，公布正式退出政壇。陳淑莊指離任及退出政黨
是不容易的決定，指早前確診腦瘤，經歷生死邊緣後，希望可以
讓身體真正休息，並認為自己愧對母親，希望趁自己和母親身體
仍然健康時，可以把握時間相處。

斯人已去，放眼香港今天環境，自由民主蕩然全無，想起鄧
小平曾向我港民承諾： 香港回歸後，五十年不變。不禁怪自己
為什麼會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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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銀行權威機構定義虛擬貨幣為非央行、
非政府頒布的數字貨幣。是在有限範圍內被合法
自然人接納的可交易、存儲的電子支付的介質。

美聯儲定義虛擬貨幣為在某些環境下可以充
當交易的類似貨幣的介質，但不是真正的貨幣，
在司法上不具有法律性質。

國稅局將虛擬貨幣定義為 Property – 資產
， 如股票、房地產、基金等。所以虛擬貨幣的買
賣只可以產生增值(虧損) Capital Gain (Capital
Loss)， 不會產生如正常貨幣的匯兌收益，for-
eign currency gain (Loss)。

使用虛擬貨幣的優勢：
虛擬貨幣是區塊鏈技術的一個應用。區塊鏈

的不可偽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開透明及
集團維護等特征賦予了虛擬貨幣很多優勢。

1. 在金融方面可以省卻第三方中介，如銀
行。 實現人對人、人對生意、生意對生意的直接
對接，不需要銀行、信用卡公司的轉換支付，從
而在大大降低成本的同時，快速完成交易支付。

2. 公開透明，任何發生的交易都記錄在區
鏈塊節點上，無法全部更改， 不可丟失。

3. 交易不可逆轉。交易一旦成交，買賣雙
方都不可以反悔。這對於賣方是一大利好，因為
沒有中介銀行或信用卡公司，沒有拒付stop pay-
ment或者信用卡的盜卡保護 credit card fraudu-
lent detection之說。

4. 虛擬貨幣是世界通用的。國際之間的交
易不需要貨幣兌換。可直接在 任何地方支付任何
其他國家個人或企業。

5. 至少在目前，政府無法追蹤虛擬貨幣交
易並扣押虛擬貨幣，因為虛擬貨幣是存在區塊鏈
上的，政府無法介入。如果欠稅國稅局可以凍結
銀行賬戶，但國稅局無法進入區域鏈凍結虛擬賬
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IRS現正加大力度進行
監控。

使用虛擬貨幣的劣勢：

1. 虛擬貨幣的價值上下波動
幅度太過劇烈。也許會因為一個
小小的謠傳，市場上的價值就跌
落千余元。這就給交易之後，接
收虛擬貨幣的一方造成巨大損失
。頭一天花費上萬美元購買的虛
擬貨幣，第二天可能就只值幾千
美元。
2. 因為是網絡產品，存在著

被黑客襲擊、虛擬貨幣錢包被偷
盜以及不斷出現的系統BUG。這
些造成虛擬貨幣丟失的風險遠遠
大於真正的存在銀行裏面的貨幣

。
3. 在虛擬貨幣交易的過程中，買方存在著

巨大的風險。一旦交易成功，買方支付了虛擬貨
幣，這個交易就不可逆轉了。如果賣方拒絕按照
合約運貨，買方沒有任何辦法將已付出去的虛擬
貨幣拿回來。

雖然虛擬貨幣還沒有成為法定貨幣，但在我
們的現實生活中已有許多由虛擬貨幣完成的交易
，需要向國稅局申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顧客
Mr. Smith用兩個比特幣購買了一臺比特幣挖礦機
。Mr. Smith需要決定他當時購買比特幣的成本，
就是比特幣的Base。因為國稅局對虛擬貨幣的定
義是資產，而不是貨幣，所以比特幣成本的計算
方法和商品庫存的計算方法是一樣的，先進先出
、後進先出、特定價格以及平均價格幾種方法。

在交易的過程中，Mr.Smith首先將比特幣賣
掉換成美元。比特幣挖礦機的美元價格就是Mr.
Smith賣掉比特幣的市場價格。Mr. Smith 在申報
他的個人稅表的時候就需要在Schedule D 上申報
Capital Gain （Loss）。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

Capital Gain 要取決於他持有比特幣的時間。在
買到挖礦機之後，Mr.Smith又有幸挖到了比特幣
，那麽Mr.Smith又要在他的個人稅表的schedule
C上申報這一生意的收入 Ordinary Income及支出
Ordinary Expenses。收入就是挖到的比特幣當日
的市場美元價值，費用支出包括挖掘機的折舊、
電費、辦公室費用等。Schedule C 除了要繳納所
得稅，還要繳納自雇稅。納稅之後，這些新挖得
的比特幣的base就是挖到比特幣當日的市場美元
價值。之後的增值以此為基準。

對於銷售挖掘機的企業，ABC inc. 他們需要
想國稅局申報銷售一臺挖掘機的銷售收入 – 將
比特幣換算成美元。同時ABC Inc還需要向Mr.
Smith索取銷售稅並轉交給當地州政府。

公司用虛擬貨幣支付員工工資和支付合同工
的支出，都需要將虛擬貨幣轉化成美元。所有的
工資稅、工資預交稅完全和正常的美元支付的程
序一致。

根據國稅局的定義，虛擬貨幣是資產，是物
件。這似乎又將我們帶回到了以物換物的年代。
只不過那個時代沒有政府納稅的概念， 沒有貨幣
概念，沒有網絡的概念，思想單純，生活清爽。
如今世界已經超級復雜，又加上區塊鏈、貨幣、
虛擬貨幣、雲計算等無窮多的抽象概念，人們天
天生活在“雲裏霧裏”。連國稅局到目前為止也
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案。但國稅局現已經意識到這
裏的稅收問題，並正加大監管方面的投資。

國稅局IRS 2022年申請的預算是一百三十二
億美元。其中的三千兩百萬將用於監管數字化的
資產。三百萬用於支付信息技術專業人員，六百
萬用於支付硬件及軟件費用，兩千三百萬用於支
付監管虛擬貨幣、區塊鏈、數字密碼分析等專業
合同工。

新年伊始，提醒大家在保
護好自己的數字資產的同時
，記錄好這一項資產的變化
，以便在之後的申報有據可
查。

以下是英文的國稅局在這
方面的預算以供參考。
The IRS Fiscal Year 2022 Bud-
get asks for a $13.2 billion
budget. Of which $32 million
would be spent on reinforc-
ing the operations that will
help prevent the misuse of
digital assets.
According to the filing, $3

million are expected to be spent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cialist compensation, $6 million on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23 million to pay
contractors.
With this funding, the regulator would hire crypto
and cybersecurity experts, build a dashboard ded-
icated to blockchain analytics for internal use
named STRIKES, seek help from private crypto an-
alytics, cybercrime, forensics, accounting, and in-
vestigation firms.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稅務、法律
或其他專業咨詢者提供的咨詢意見。謹誠會計不
對任何信息出現差錯或遺漏，以及因使用該信息
而獲得的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77
虛擬貨幣與所得稅虛擬貨幣與所得稅

(本報休斯頓訊) 凝聚力強、人才濟濟的梨城華
人協會，打從第一次舉辦梨城春晚便讓所有族裔豎
起大拇指，節目精彩紛呈。疫情之後，改採用線上
春晚，優秀的演出一樣的讓人叫好。 「2022梨城華
人短視頻春晚」開始邀請節目啦，多才多藝的梨城
同胞們，趕緊動手做出你自己的視頻吧，在梨城春
晚上秀出你的才藝，還可能拿到獎金喔。

今年的你，歌聲一定更加動人；今年的你，舞
姿一定更加曼妙；今年的你，演奏一定更加精湛；
今年的你，段子一定更加炸場；今年的你，創意一
定更加精采。那還等什麼？ 來梨城線上春晚展示你

的才華，閃耀你的青春！舞動你的熱情！彰顯你的
魅力！

參與規則如下：
1. 節目以微信短視頻形式提交，橫豎屏不限，

時間長度盡量控制在45秒至90秒。
2. 建議以虎年、春節、及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題

進行創作。
3. 視頻內容需為全新拍攝作品，即為2022梨城

線上春晚首發。
4. 短視頻格式：MP4、MOV格式等主流視頻

格式。
5. 本活動旨在促進梨城社區居民的文娛生活，

謝絕網絡刷票。
6. 希望選手們在拍攝視頻時遵守CDC的防疫

規範，注意個人衛生防護，保持社交距離。
投票方式：
視頻由梨城華協官方微信視頻號發布，觀眾通

過轉發分享，點贊作品進行投票。
獎項設置：
組委會將根據投票結果及節目內容評選出若干

獎項並設置獎金$50至$300不等。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22年1月15日
節目提交截止時間：2022年1月20日11:59pm

（中部時間）
投票時間：2022年1月22日至1月30日
頒獎時間：2022年2月1日

報 名 鏈 接 ： https://forms.gle/gSBB2HKAX-
Au6Go1s7

視頻提交方式：視頻通過郵箱發送至 txpca.ga-
la@gmail.com

關於梨城華人協會
梨城華人協會是一個會員制的非營利組織，其

宗旨為豐富梨城華人的生活並且幫助華人融入美國
社會。梨城華人協會通過組織各種公益活動，以鼓
勵會員為社區做貢獻，其組委會多名理事曾以身作
則積極投入在2017年哈維水災救援過程中，成為社
區活動的中堅力量。
梨城華協計劃定期組織多種社區活動，其中包括中
國節日慶祝、野餐會、各種講座等等。華協的另一
主要任務是幫助會員了解美國社會並且弘揚中華文
化，積極建設一個平等、和諧、和包容多樣性文化
的梨城。

金牛辭歲福虎到金牛辭歲福虎到，，梨城春晚再相邀梨城春晚再相邀！！

美味的美味的Golden nestGolden nest豬肉酥豬肉酥 令人回味無窮令人回味無窮
不添加味精與防腐劑不添加味精與防腐劑 CostcoCostco獨家發售獨家發售

「「20222022梨城華人短視頻春晚梨城華人短視頻春晚」」 開始邀請節目開始邀請節目

梨城華協每年以梨城社區為中心梨城華協每年以梨城社區為中心，，舉辦大舉辦大
型春節聯歡晚會型春節聯歡晚會，，為身在海外的華人準備為身在海外的華人準備
豐富多彩的過年節目豐富多彩的過年節目。。今年因為疫情今年因為疫情，，採採
用線上的方式用線上的方式，，與梨城人一起過春晚與梨城人一起過春晚。。

(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華裔朋友喜歡吃粥，而
搭配清粥的好朋友，不少人的心中屬豬肉酥為第一
了，把原本平淡的粥，提升到令人回味無窮用的層
次。

Golden nest豬肉酥百分百美國製作，完全符合

美國食品安全標準，不用擔心食用安全。這個品牌
的豬肉酥，採用上等豬肉製作，不含味精、不含防
腐劑，不添加麵粉。讓民眾吃得美味又安心，不必
操心有味精與防腐劑的問題。

除了配粥之外，這款豬肉酥用來拌飯、拌麵、

做麵包、包海苔、做蛋捲、夾土司、做飯糰等都很
好用，甚至搭配蔬菜沙拉，也別具風味。

有興趣的朋友可至Costco購買，由Costco獨家
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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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愛情電影《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

的早餐》集合亞洲創作新天王周興哲及怪

物新人李沐、新生代潛力演員宋柏緯、何

思靜、婁峻碩及林鶴軒（大鶴）共同演出

，今天公佈電影首張前導海報，看見海報

充滿春天綠意，周興哲與李沐相視而笑，

愛情也從當中萌芽。同時公佈電影將於1

月28日上映，搶攻賀歲檔。

電影改編自人氣作家尾巴Misa所寫的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小說，取

材自2015年轟動Dcard的真實愛情故事，

一段因早餐而展開的青澀初戀，改編成電

影躍上大銀幕。今天公佈電影海報，在一

片充滿青春感的綠意中，周興哲與李沐臉

帶笑意、握拳相碰，兩人之間似

乎有暖暖的感情在萌芽，讓人看

著忍不住嘴角上揚。首次躍上大

銀幕的周興哲直攻最受矚目的重

要上映檔期，在大銀幕與李沐、

宋柏緯、婁峻碩等人一起陪伴粉

絲過年。

原著小說作家尾巴Misa對於

作品躍上大銀幕，覺得意外又

開心，「改編Dcard文章的小說

，沒想到能成為電影，現實生

活中也是有真愛存在的，那就

是矮子與學長（原愛情故事的

主角）！十分期待電影如何呈

現」。電影由《16個夏天》、

《華燈初上》金獎編劇杜政哲

改編同名小說並執導，他表示

本來是接到改編劇本的邀約，

雖然是真人真事紴編的小說，

但他覺得內容離自己年紀有點

遠，「以我的年紀去詮飾青少

年的故事，其實我有點害怕」

。

後來杜政哲去見了這對早餐

夫妻，「我才發現他們不是夢幻的人物，

是真實存在於你我身邊的人，愛情是不分

年紀的，在心裡都會有悸動的，我才覺得

可以試試看」。當寫到第四稿時，監製梁

宏志邀請他擔任導演，他沒有多想便接受

挑戰，「畢竟人物都是我寫的，不管角色

或情境上但我又花了兩年的時間修改劇本

，還執導了一部電視劇《若是一個人》，

累積拍攝經驗」。而杜政哲也以《若是一

個人》入圍金鐘獎最佳導演，跨行當導演

的功力獲得肯定。

至於主角人選，杜政哲透露本來是想

邀請周興哲合作音樂部份，兩人因合作

《16個夏天》熟識，「這次碰面之後，我

發現他的赤子之心的部份都還在，只是藏

得有點深，讓我覺得他蠻適合電影中學長

的角色」。周興哲首次躍上大銀幕，他笑

說：「其實我平日是一個有點愛演的人，

喜歡演一些好笑的東西，但一直是歌手，

大家比較少看到不同的樣子。我覺得透過

戲劇是一個很棒的方式，讓大家看到另外

一面的我。」

至於電影中的吃貨女主角人選，杜政

哲表示在電視劇《誰是被害者》之前，就

已經聽過很至少5個人推薦新人李沐了，

「我看照片就覺得她的模樣很可愛，見了

面之後覺得光是聊天，她都很符合劇本中

吃貨女孩的模樣，讓我很放心」。李沐首

次挑戰校園愛情電影，所以特別看了許多

青春愛情片，好抓住演出必需具備的少女

心情，更為了電影練唱歌和練吉他，李沐

因為演技出色，被封為「怪物新人」，她

笑說：「這個封號並沒有帶來太大壓力，

因為我不太記得有這件事情，所以這次就

是開開心心當一個高中生，準備的過程都

很放鬆。」

周興哲新片搶攻賀歲檔
霸氣摟李沐 「自認很愛演」

黃秋生、莊凱勛、蔡凡熙在最新一集《開著

餐車交朋友2》中，展開一場「台南文化巡禮」

第一站就來到於民國39年建立的「全美戲院」，

不僅建築外觀維持著舊時代的情懷，電影海報仍

堅持手繪，栩栩如生的精湛畫工，讓三人感到相

當讚嘆，黃秋生更回憶起舊香港時光。

「全美戲院」的售票窗口外，映入眼簾電影

場次公告，不是使用數位設施，而是以壓克力板

人工張貼在外，讓黃秋生一看就想到以前香港的

舊戲院，尤其走入影廳之後，映入眼簾的地板材

質、椅子風格，感覺更是如出一轍。黃秋生瞬間

回憶湧現：「以前要是這樣，這種戲院只有利舞

臺，香港利舞臺，很漂亮的一個劇院。」不過利

舞臺已於1991年拆除，黃秋生至今回想起來仍感

到遺憾。

隨後三人坐下來欣賞電影，播放到蔡凡熙的

作品時，他在兩個前輩面前直接把鴨舌帽壓到遮

住眼睛，害羞得不敢看；莊凱勛看自己的演出時

，反倒是一臉淡定，還趁機請教黃秋生演員課題

，自曝有一顆鏡頭拍了一百次，更遇過表演重點

被剪掉的狀況，黃秋生當場教學要「連做、連講

、連演」，把台詞、動作都串在一起，不過現在

科技日新月異，如何與時俱進，也是演員永遠不

變的課題。

歷史留下的韻味，還有匠人的技藝，戲院堅持

延續手繪電影海報的特色，有畫了50年的老師傅顏

振發坐鎮，無論是《黑寡婦》還是《玩命關頭》，

靠著紮實畫工都能高度還原，讓三人現場參觀作畫

過程時相當讚嘆，莊凱勛也拿起刷子體驗手繪，感

受滿滿懷舊感。一行人後來也前往擁有百年歷史的

老建築品茶，台南市長黃偉哲特別前來打招呼，介

紹台南好風光，更順便推薦了一些可以入菜的食材

，因為接下來主持人們也即將回到嘉義，擺起「感

謝宴」，把心意送給在地人。

莊凱勛表演重點全被剪掉
黃秋生親自傳授3演技心法 「永遠不變的課題」

藝人楊祐寧最近主演《華燈初上》，

還上傳幕後花絮，林心如甩霍建華巴掌，

這也是夫妻倆婚後，首度同台對戲，也讓

楊祐寧笑說，夫妻吵架湊什麼熱鬧。

演員霍建華：「要收音要收到喔，我

們事後都不配的。」

霍建華、林心如夫妻倆首度婚後同台

獻給《華燈初上》，演對手戲甩巴掌，其

中楊祐寧上傳了這段幕後花絮。

演員楊祐寧：「後台很硬跟誰舉報的

，為什麼可以直接下搜索令。」

響亮巴掌來真的也被清楚錄下來，霍

建華還摸了一下，字幕寫上「姊夫真的痛

」，楊祐寧也下評論說，夫妻吵架湊什麼

熱鬧，笑翻一票網友，事實上，《華燈》

熱播連韓國網友都關注。

網紅有璟：「他們都以為台灣的代

表電視劇或是電影，都是像那種愛情

故事，學生時期的戀愛故事，但是不

是台灣還會做這種很高級的，很有質

感的電視劇，劇情很有意思，也可以

推理後面故事，看的時候不會覺得無

聊。」

打破台灣電視劇愛情小品的刻板印象

，《華燈》推理劇情勾起觀眾好奇心，大

量台灣場景，80年代復古風，吸引外國人

目光，豪華演員卡司陣容，還有許光漢客

串都成了追劇原因。

影集《華燈初上》：「這家不是我們

要找的那種啦。」

網紅有璟：「在韓國《想見你》之前

非常有人氣，剛好許光漢在第一季客串演

出，因此好像有些韓國年輕人也追這一部

。」

衝著許光漢的高人氣，就算只是客串

演出，也有粉絲想看《華燈初上》，透過

國際平台紅到國外去，也讓其他國家見識

一下台灣影視產業的實力。

林心如、霍建華《華燈》真甩巴掌
楊祐寧：夫妻吵架湊什麼熱鬧



籲遵從防疫指引

港台同事染疫馬浚偉檢測呈陰性

劉德華為港人打氣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思穎、阿

祖）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

Omicron 流入社區有擴散跡

象，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主持人楊

子矜初步確診染疫，港台會按照衞生

防護中心指引，安排整座廣播大廈進行深

度清潔及消毒，亦已安排三名曾於 1月 6日與

該名主持人午膳的同事即時進行檢測，並會全

力協助追尋可能屬“密切接觸者”人士。

港台創作總監馬浚偉7日中午即做檢測

幸呈陰性，他坦言已接種 3針疫

苗，依然不敢放鬆。樂壇天王

劉德華和張學友也呼籲全

港市民做好防疫措施，

共同抗擊疫情！

港台創作總監馬浚偉表示：“有留意新聞，
知道有普通話台同事染疫，自己都即時在

下午2點到醫院做緊急檢測，5點出來報告是陰
性，好感恩，不過大家都千祈不要鬆懈！因我
經常接觸不同的人，其實自己每星期都有做政
府的深喉唾液檢測，又會自行在家做檢測，雖
然都已經接種3針疫苗，依然不敢放鬆。”馬仔
會盡自己責任護己護人，希望大家都能提醒自
己，而工作方面，馬仔未來一星期都不會返港
台，有部分已錄好節目會繼續播，未錄的便留
在家中錄製，不會受到影響，最重要是大家繼
續健康。

香港政府7日起收緊防疫措施，劉德華身
處內地開工，得知香港疫情告急，也特別拍下
片段為港人打氣︰“Hello，大家好，真的很
久沒見，我是華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
兩年的疫情一直反反覆覆，最近香港又有新變
種病毒出現，甚至乎導致很多地方又再收緊防
疫措施。我明白這段時間會令大家有一點不方
便，但我相信大家為了保護自己和保護家人，
都願意做多一點點。我知道大家在這段時間一
定可以忍耐一下，也一定可以一條心抗疫。我
更加相信疫情一定很快會被控制，在此和大家
一起互相鼓勵對方，為回復平常的生活，大家
加油！加油！”

節目《香港機遇》（Our Synergy ）邀請
到“歌神”張學友接受特邀嘉賓主持周振基教
授訪問，學友在節目中分享了不少自己從藝路
上的點滴趣事、對當下樂壇發展的看法，及對
未來發展的規劃。當談及很多人盼望疫情後能
看到學友舉辦巡迴演出時，學友說：“一定不
會比我急切，老實說，我天天都在等，本來很
快通關，現在又有確診個案走出來，弄得亂晒
大龍！”學友也趁機會呼籲：“大家真的要遵
守防疫指引，不應只是貪自己一時之快，否則

會影響到很多、很多人，而我們互不相識，但
其實我也在受到影響，其他很多人也受到影
響；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量戴好口罩，盡量遵
從防疫指引，香港可以快點好起來，或者全世
界可以快點好起來。可否幫我翻譯成18國語
言傳給大家聽，因為我相信只有這個方法才能
將疫情停下來！”

汪明荃盼大家都盡快打針
此外，於再度收緊防疫措施前，阿姐汪

明荃與一班TVB資深高層同事趕及聚會，一
起去吃過自助餐，阿姐指出席的多位已是退休
人士，亦有很多仍在為自己事業搏鬥中，當中
包括蔡和平夫婦、陳慶祥夫婦、許冠文夫婦、
張敏儀、羅蘭姐、胡楓、周梁淑怡、葉潔馨及
馮美基等，大家談得非常開心。但在聚會中段
突然間聽到最新防疫措施，又要收緊社交距
離，關閉表演場地，阿姐不禁歎氣：“唉！真
係希望大家可以盡快打第一針，保護自己又保
護他人，齊心抗疫，不要再讓病毒擴散，爭取
農曆新年前可以恢復正常！加油！”另外日前
拍攝無綫節目，阿姐與鄭裕玲、胡楓、曹永
廉、馮盈盈及馬蹄露合作，阿姐也說是一個難
得的組合！

張學友

憂賀歲戲疫下叫停
粵劇同業聯署冀政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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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匯報訊（記
者阿祖）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第五波
爆發，政府7日起收緊
防疫措施。張敬軒原定正
於紅館舉行合共 18 場演唱
會，但為配合防疫措施顧及所有
觀眾及參與者的健康及安全，主辦
單位已公布餘下8場演唱將要延期舉
行。

演唱會無奈要煞停，軒仔7日在社交平
台貼出一張紅館場內空櫈零觀眾的照片，並留
言︰“唔係冇嘢想講，不過唔想新年流流講粗
口。我飲多兩日夏枯草先。唔好叫我休息，我一啲都
唔攰。我每五場過後第六日朝頭早，一定去照內窺鏡
check聲帶。黃醫生話我轉咗諗發聲位置同Ear Mon System
調過之後，把聲好似冇損耗過咁。我冇一晚留力留聲。佢話可
以唱卅場，只要瞓夠八個鐘。”軒仔還指本來跟團隊特意準備了
《塵埃落定》、《單打獨鬥》、《男孩最痛》等多首歌曲，現在只
好拿歌譜來送粥。

鄭欣宜亦留言送上安慰表示完美的時刻將會到來，“I love you！”軒
仔也答謝欣宜這個“甜心愛人”的關心。

陳嘉慧出街獲觀眾讚賞

●●馬浚偉持
續做檢測，
保障自己保
障別人。

●●張學友呼籲大家真的要遵守防疫指引！
《香港機遇》截圖

●●軒仔在社交平台貼出一張軒仔在社交平台貼出一張
紅館場內空櫈照紅館場內空櫈照。。

●●左起左起：：廖國森廖國森、、李龍李龍、、南鳳及梁兆明演出南鳳及梁兆明演出。。

●●劉德華身處內地開工仍心繫香港劉德華身處內地開工仍心繫香港，，透過視頻同大透過視頻同大
家打氣家打氣。。

●●馬浚偉現任港台創作馬浚偉現任港台創作
總監總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汪明荃日前與前知名
電視人蔡和平見面。

●●陳嘉慧感謝監製的選擇和陳嘉慧感謝監製的選擇和
信任信任。。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2年1月8日（星期六）6

香港文匯報訊特區政府因應第五波疫情收緊防控，農曆年是
戲班黃金檔期，預計超過百場演出，萬一不放寬防控，戲行中人又
再面對經濟難關。

西九文化中心7日閉館14天，桃花源粵劇工作舍前
晚上演第一場重塑《帝女花》便要停演。這晚全場滿座，
台柱之一廖國森受訪時說：“今日好多謝觀眾到來支
持，同時這晚有份參與手足已簽名聯署一封信交給
八和（八和會館），希望八和跟政府溝通，一
如去年般因疫情停止賀歲戲演出，獲政府資
助發放資金，由八和分給同業渡過難關。
我知特首林鄭月娥好支持粵劇，希望

特首今年再發揮愛
心，下面一班手足
生活艱難，擔心今
年 他 們 又 無 收
入。”廖國森又言
當然最好14天後能
放寬防控，讓過百
場粵劇能順利演出，一切看天安排。

《帝女花》總監陳善之表示，他也預計不到第一場變了最後一
場，但西九很好，說會盡快安排檔期上演餘下場數，希望在明年第
一季可以上演，他視今場為預演。

●●為顧及為顧及
所有觀眾及所有觀眾及
參與者的健康參與者的健康，，
軒仔演唱會餘下軒仔演唱會餘下88
場將要延期舉行場將要延期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無綫《愛上我
的衰神》7日晚播出大結局，劇中區明妙在胡鴻鈞
彌留期間的睡夢中死完又死，笑問監製方駿釗究竟
區明妙要死多少次，他謂：“劇入面四次左右，但
拍嗰晚都死咗有三四十次，嗰場被殺戲都拍咗
成晚，大概十個鐘，區明妙一直都成身
血，但她沒呻過辛苦，鏡頭外仲係咁同人
玩好開心。”

首度擔正女主角的陳嘉慧，
受訪時坦言感謝監製及不捨《衰神》：“好唔捨得，覺得自己好幸
運，入行短短四年就有咁好嘅角色，真係要多謝監製選擇同信
任，自己演技上知道仲有好多進步空間，但都好多謝一班
網民嘅支持同喜愛。我現在出街多咗好多人認識，有好
多人特登走過嚟話套劇好好睇，真係好開心。”

BB77香港娛樂
星期日       2022年1月9日       Sunday, January 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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