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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t, Fast,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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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地產陽光地產
德州德州﹑﹑明州專業地產經紀明州專業地產經紀
Christine ChenChristine Chen 陳霞陳霞
˙̇ 經驗豐富˙經驗豐富˙ 誠信敬業誠信敬業 國國﹑﹑粵粵﹑﹑英文英文
多年服務于華人社區多年服務于華人社區
專職民宅及商業專職民宅及商業（（各類店鋪各類店鋪﹑﹑生意生意﹑﹑寫字樓等寫字樓等））
買賣買賣 && 出租出租（（持物業管理專業證書持物業管理專業證書））

手機手機﹕﹕832832--945945--02370237 // 763763--442442--02780278
xiachen @msn.comxiachen @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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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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孟加拉國商會舉辦合作投資研討會美國孟加拉國商會舉辦合作投資研討會
國貿中心主席李蔚華出席國貿中心主席李蔚華出席

【美南新聞泉深】2022年7月6日中午，美國孟加拉國商會（Bangla-
desh Chamber of Commerce,USA) 在德克薩斯州阿靈頓市（City of Arling-
ton) 舉辦少數族裔合作投資研討會，孟加拉國十餘位投資人、美南國際貿易
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以及華裔、韓裔、印商貿易代表和商業領袖等應邀出席
。

本次研討會的主要議題是在俄烏戰爭對世界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世界
各地油價上漲、通貨膨脹、全球股市下跌、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美國各少數
旅裔投資人如何加強合作，利用自己的資源，致力於創造更多的商業貿易合
作機會，促進經濟的共同發展。

美國孟加拉國商會的宗旨就是“合作共贏”（Working Together is Win-
ning Together)。這個宗旨一直放在主席台的兩邊。

美國孟加拉國商會會長、Concord Restaurants Inc.總裁Masud Chowd-
hury先生介紹了該商會18位董事會成員及其在美國的投資和合作的項目。

他指出，過去幾十年美國孟加拉國商會在促進孟加拉國和美國雙邊貿易
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加強了美孟的合作與發展。他主張加強美孟經濟走
廊，通過倡導關鍵投資和監管事項，促進具有競爭力和透明的美國與孟加拉
國商業合作的環境。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指出，在座的都是來自世界不同國家
和地區的不同民族後裔，在美國屬於少數民族，也受到一些偏見和歧視。我
們必須加倍努力，把自己變得比過去變得更好，更強大；我們都在不斷地學
習、成長、提高，不斷地為美國作出貢獻和成就，讓美國看到我們亞裔的優
勢；我們各少數族裔之間要加強團結，達到投資、合作、共贏的目標。他提
到華爾街為什麽會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是因為它掌控了銀行系統和主流媒
體。銀行掌控著經濟發展的命脈，而媒體掌控著輿論的宣傳和決策的實施。

金融家JP Park從事銀行經營管理工作二十餘年，他介紹了美國傳統的銀

行系統。美國擁有大小不同的銀行一萬多家，亞裔少數族裔的銀行只有70餘
家。美國亞裔人口約2140萬，占美國總人口的6%左右，然而亞裔銀行的數
量與亞裔人口數量不成比例，因此需要擴展亞裔的銀行業務，增強亞裔的經
濟實力。他也談到各個銀行業的發展、成功、失敗的先例。

各族裔的代表和商業領袖們也討論了經濟複蘇的途徑和跨部門經濟新增
長的前沿，提出創建經貿合作與發展的新機遇。



拜登在短期內可能采取取消部分中國關稅的溫和的舉措拜登在短期內可能采取取消部分中國關稅的溫和的舉措
財政部長耶倫表示拜登在考慮取消關稅作為降通脹的手段財政部長耶倫表示拜登在考慮取消關稅作為降通脹的手段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汽油價格上漲汽油價格上漲，，高通脹導致食品必需品變得更加昂貴高通脹導致食品必需品變得更加昂貴；；拜登的支持率下拜登的支持率下
降了降了。。益普索近日的一份全美民調顯示益普索近日的一份全美民調顯示，，總統拜登的支持率已跌至總統拜登的支持率已跌至3636%%，，為其上任來的最低水平為其上任來的最低水平
。。這對民主黨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這對民主黨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該黨有可能在該黨有可能在1111月月88日的中期選舉中失去對國會的控製權日的中期選舉中失去對國會的控製權。。
民主黨人越來越擔心民主黨人越來越擔心，，民眾對拜登的不滿可能會讓該黨失去在國會的多數席位民眾對拜登的不滿可能會讓該黨失去在國會的多數席位。。如果共和黨控製如果共和黨控製
眾議院或參議院眾議院或參議院，，拜登的立法議程將很難成功拜登的立法議程將很難成功。。民主黨人在民主黨人在20222022年幾乎沒有出錯的餘地年幾乎沒有出錯的餘地，，共和黨共和黨
人在眾院只需翻轉人在眾院只需翻轉55席席，，就能重新奪回控制權就能重新奪回控制權，，而害怕失去多數席位是民主黨人焦慮的主要原因而害怕失去多數席位是民主黨人焦慮的主要原因。。
而議程中心的而議程中心的33..55萬億美元社會政策和氣候法案萬億美元社會政策和氣候法案，，一直被溫和派的西尼瑪一直被溫和派的西尼瑪SinemaSinema和曼欽議員和曼欽議員
ManchinManchin拖延著拖延著；；而左翼自由派卻發誓要擱置而左翼自由派卻發誓要擱置11萬億美元基建法案萬億美元基建法案，，直到能對直到能對33..55萬億美元方案採萬億美元方案採
取行動取行動。。

保守的最高法院多數派正在通過廢除聯邦墮胎權和破壞遏制氣候變化的環境保護來破壞他的保守的最高法院多數派正在通過廢除聯邦墮胎權和破壞遏制氣候變化的環境保護來破壞他的
議程議程。。民主黨正在失去耐心民主黨正在失去耐心，，擔心在民主黨控制國會期間任何發生重大變化的機會正在消失擔心在民主黨控制國會期間任何發生重大變化的機會正在消失。。在在
白宮內部白宮內部，，顧問們明白顧問們明白，，需要的不僅僅是計劃需要的不僅僅是計劃，，而是選票而是選票。。不受歡迎的總統往往在中期選舉中表不受歡迎的總統往往在中期選舉中表
現不佳現不佳。。但自但自66月以來月以來，，這一領先優勢已縮小這一領先優勢已縮小。。昆尼皮亞克大學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Quinnipiac University)日前公布的日前公布的
一項民意調查發現一項民意調查發現，，4747%%的註冊選民願意看到共和黨贏得眾院控制權的註冊選民願意看到共和黨贏得眾院控制權，，而而4444%%希望民主黨保持控希望民主黨保持控
制制。。拜登總統基本上已經將波音置於空中客車之下拜登總統基本上已經將波音置於空中客車之下，，至少目前是這樣至少目前是這樣，，這是按照民主黨的條款重這是按照民主黨的條款重
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的高風險長期戰略的一部分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的高風險長期戰略的一部分。。原因原因？？對抗中國及其在航空業的野心對抗中國及其在航空業的野心。。

油價上漲高通脹導致必需品變得更貴拜登的支持率下降了
民主黨有可能在11月8日的中期選舉中失去對國會的控制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消費者感受到了壓力，從汽油
到雞蛋再到汽車的各種價格都在上漲。作為貿易戰的一部分，前
總統川普對中國征收高達25%的關稅，涵蓋價值數千億美元的中
國進口商品。通貨膨脹的原因有很多，6月份達到了40年來的最
高水平，據報導，拜登總統正在考慮取消對一些中國商品的關稅

以控制它。前白宮首席貿易談判代
表威廉姆斯表示，總統拜登可能很
快推出一項適度的救濟方案，以取
消美國對中國征收的一些關稅，以
抑制通脹。今年 5 月，拜登表示，
他可以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
部分關稅，以幫助控制美國不斷上
漲的消費價格。

白宮目前正在審查前總統川普
實施的處罰措施，該措施提高了從
尿布到服裝和家具的所有商品的價
格。這一過程是由法律規定引發的
，而不是美國重置關係的政治意願
。威廉姆斯說，拜登政府有興趣從
長遠來看使名單合理化，並使其更
具戰略性。他補充說，這可能包括
更廣泛的關稅削減，以及在他們認
為對實現供應鏈目標很重要的領域
可能會增加一些關稅。

一些經濟學家估計，隨著時間的推移，取消對中國進口
商品的關稅將使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降低1%，並恢復對經濟的信
心。這可能有助於拜登在今年晚些時候的中期選舉之前站穩腳跟
。在11月的中期選舉中，美國選民將考慮更高的價格，而中國
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7月5日的虛擬會談引發

了有關關稅可能很快取消的猜測。康奈爾大學經濟與貿易政策教
授、前美國經濟研究部主任普拉薩德表示：隨著高通脹成為政治
上有毒的問題，拜登政府顯然渴望採取其職權範圍內的任何政策
行動來遏制物價上漲。盡一切可能控制通脹的當務之急，可能壓
倒了對美國對華政策軟化的看法所帶來的任何政治反擊的擔憂。
”

前白宮首席貿易談判代表威廉姆斯表示前白宮首席貿易談判代表威廉姆斯表示，，總統拜登可能很快推出一項適度的救濟方總統拜登可能很快推出一項適度的救濟方
案案。。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部分關稅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部分關稅，，以幫助控制美國不斷上漲的消費價格以幫助控制美國不斷上漲的消費價格

在在1111月的中期選舉中月的中期選舉中，，美國選民將考慮更高的價格美國選民將考慮更高的價格，，而中國副總而中國副總
理劉鶴與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理劉鶴與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77月月55日的虛擬會談引發了有日的虛擬會談引發了有
關關稅可能很快取消的猜測關關稅可能很快取消的猜測

民主黨人越來越擔心民主黨人越來越擔心，，民眾對拜登的不滿可能會讓該黨失去在國會的多數席位民眾對拜登的不滿可能會讓該黨失去在國會的多數席位。。共和黨人在眾共和黨人在眾
院只需翻轉院只需翻轉55席席，，就能重新奪回控制權就能重新奪回控制權，，而害怕失去多數席位是民主黨人焦慮的主要原因而害怕失去多數席位是民主黨人焦慮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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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休城社區



一手推動並帶領英國脫
離歐盟英國首相約翰遜，
終於不敵內閣官員集團請

辭逼宮，7 月6 號宣布辭職，但會留任至保守黨選出新黨魁接任
才離去。分析師預料保守黨9月才會選出新領導人來；因此黨友
對此表示不滿，希望約翰遜即時落台，這包括前首相馬卓安。他
們認為應由副首相藍韜文暫任首相一職。保守黨也應加快選黨魁
的程序，否則需時數月才選出新黨魁。另一問題是辭職的大臣和
官員達五十多人，當中逾20個職位未有人填補，影響部分國會
委員會工作，因無官員可代表政府出席會議。

另一方面，約翰遜在烏克蘭戰爭中力撐烏克蘭，他宣布辭職
後，俄羅斯政界拍手叫好，稱他是 「愚蠢小丑」，嘲諷他提供武
器給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終獲回報。

約翰遜在首相府外發表的講話顯示他的不情願，稱希望大眾
知道 「放棄這份全世界最好的工作，我有多傷心」，並說委任了
一個新內閣，他將留任至新領導人就任。他並未有為導致他離職
、最近發生的連串事件道歉，以及為任內成就感到驕傲，包括落
實英國脫歐、帶領英國渡過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率領西方對抗俄

羅斯總統普京入侵烏克蘭。
回應約翰遜辭職提問時，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說： 「他不

喜歡我們，我們也不喜歡他。」下議院院長 Vyacheslav
Volodin說： 「小丑落台了。」

這場英國逼宮鬥法充滿戲劇性，財相辛偉誠及衛生大臣賈偉
德等多位保守黨人未周二突然劈炮，約翰遜仍堅拒下台，但至周
三累計逾50人辭職，單日辭職人數創英國政壇90年來最多，約
翰遜終於被迫至死角。有指壓垮約翰遜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剛接
替辛偉誠任財相的查學禮，他周三在Twitter發文公開呼籲約翰
遜為了國家好辭職， 「我感到心碎他不聽他人說，而他正破壞這
個政府的成就」。報道指查學禮和內政大臣彭黛玲等多名大臣周
三到首相府開會，有人呼籲約翰遜定下時間表和得體地退場，其
中促請約翰遜辭職的地方發展大臣高文浩遭革職，後者也曾爭奪
拜相。

約翰遜出生政治世家，出任過外相和倫敦市長等高職，是脫
歐旗手之一，脫歐也促成他登上英揆寶座。他視戰時首相邱吉爾
為偶像，希望像對方帶領英國度過脫歐時期。約翰遜言論出位、
不按牌理出牌，連施政也表現極端，一手促成英國脫毆，領導國
家抗疫時感染新冠肺炎幾乎掉命，但他也因違反自己的封城防疫
限制，被揭首相府舉行派對而被指虛偽，而最近的保守黨副首席
黨鞭平徹的酒後性騷擾醜聞，令約翰遜再度被指大話精，他可說

是成也自己敗也自己。
有人對歷史是最無情的。約翰遜任內出現兩度迫黨友 「退位

讓賢，」，想不到 「剃人頭者、亦被他人剃光其頭。」事緣約翰
遜於上任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政府中出任外相時的2018年7
月辭職，向文翠珊逼宮，當時英國正陷入脫歐爭議，約翰遜是保
守黨內脫歐派代表人物、不滿文翠珊的 「軟脫歐」方案。文翠珊
雖於2018年12月，在不信任動議中驚險過關，但在約半年後辭
職下台。

約翰遜於2019年7月23日舉行的保守黨黨魁選舉，以66%得
票擊敗對手、時任外相侯俊偉 (Jeremy Hunt)，成為新一任首相。
約翰遜上台後接手處理英國脫歐方案。2019年8月，約翰遜以為
了有時間制定政府來年立法議程為由，要求女王批准國會提前休
會至10月14日，但真正目的被指是使國會，不夠時間阻止在無
協議下如期脫歐，即 「硬脫歐」(no-deal Brexit)。當地法院後來
裁決約翰遜對女王提出的要求不合法，因此無效。反對派質疑英
女王 「受騙」，約翰遜否認誤導女王，強調不會辭職。終於3 年
後的今天，約翰遜始終要走上被人追殺逼宮的地步，誠始料不及
。

不過這也給世人看到： 正正是民主自由體制的國家才有此
風範，其他一些極權體制的國家的領袖，到了任期己滿，還是不
願退位讓賢，死撐要多幹三載五年，令國民為之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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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地震 約翰遜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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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逐雨中飄、曲隨廣陵散、感時知
有恨，息別稍無言。」
7 月 2 號 星期六，美國德州休士敦一

代扁鵲名醫、武林宗師黃福安先生，以82 歲高齡仙逝，飛向天上瑤池，
跟隨愛妻安嬸，從此雙雙對對，一起展翅高飛於天宮樂園！

黃福安先生祖先源自福建省，於1942 年7 月14 日出生於越南西貢，上
有8 位兄長家姐，自小聰明好學，中國文學歷史、歷朝詩詞歌賦，均有

涉獵。更難得跟隨越南武術大師李國威大師苦練少林武術，及中醫診治，年方二十，便
以超卓武藝及宅心仁厚醫療診斷，而名震中南半島。

上世紀六十年代，黃福安師父與李 惠芳師妹 共諧連理，一對新人相親相愛，共研武
術醫術，更設館招募年輕人到來學習中國武術，防身健體，鋤強扶弱，惠澤西貢堤岸華
人社會。聲譽鵲起，引至越南軍方，樂於聘僱黃福安師父，到軍隊中教授少林功夫，子
弟兵數以百計。更於1970 年受到美國空軍部禮聘到德州聖安東尼奧市（San Antonio) 空
軍基地接受軍事訓練。

1973 年越南變天，越共坐大後直搗西貢，驅逐民主政府，建立共產極權統治，百萬越人華人
，抗拒越共統治，寧願作怒海逃生。黃福安夫婦攜帶兩男兩女，又率領多位手足姐妹，於月黑風
高之夜，冒死坐艇逃離中南半島、跟波浪作鬥。尤幸天公佛祖見憐，怒海飄盪多日，得有美軍戰
船出手相救，送至馬來西亞離民營暫且棲身。一年後得蒙美國教會伸出援手，接受黃氏十多位家
眷，來到德州休士頓立足，展開人生第二個奮戰階段！

從立足休市一刻至九十年代這廿多年間，黃福安夫
人先在休市首屈一指的粵式酒家李家莊中任職，稍後更
接手經營；而黃福安師父日間在自僱的機械器材公司中
營商，週末之夜開辦有國威武術館，向休市華人子弟、
美國黑白少年，傳授正宗少林拳腳，及醒獅技術，以便
每年農曆春節及新店號公司開業之際，可以去為華人越
人等商家作開市大吉，增添節日氣氛。福叔除卻授徒行
醫之外，亦熱心僑社公益，正正在此廿年光景中，先後
擔任休市廣東同鄉會會長、黃氏宗親會主席，建樹良多
、造福桑梓，贏得僑友社朋一致讚賞。

黃福安伉儷膝下生有四位子女，一向對他們，栽培
有方、教導有力，四位均為青年才俊，大學畢業後，更
上層樓，入醫學學院繼續深造，結果人材輩出： 長女次
女，為骨科醫生： 三兒則是牙科醫師、四兒乃休市建築
師，專職市內公路修建。子女亦成家立業，膝下有八位
孫兒 、六男二女，均己進入美國高等大學學習，德才兼
備，樂也融融！

今日安叔榮歸故土，回首一生亦是從容。安叔的一生，是光榮的一生，是值得誇耀的一生。
正如中國宋朝大文豪天文祥所說：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安叔，安息吧，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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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黃福安先生仙逝

撰文寫詩兩雙行
1（七言律詩）

看我國第三艘航母福建號下水感賦

碩大無朋凜凜然，深藍馳騁浪滔天。

海疆萬里驅強寇，鐵甲三軍藐霸權。

科技精尖鯨鰐遁，電磁彈射艦船堅。

國之重器如山屹，橫槊中流濟巨川。

楊楚楓楊楚楓

2.( 七言絕句）
習近平蒞臨香港 感言

千里龍臻送暖風，
滿城雀躍樂融融。
穩行兩制高瞻遠，
璀璨明珠旭日中。

3 （七言絕詩）
呤詠夏至

東岸驕陽西岸雨，
夏收夏種最忙時。
滿園荔熟紅如火，
喋喋青蟬千闋詩。

4 （五言律詩）
端午懷屈子
追思懷屈子，
競渡賽龍舟。
歲歲端陽度，
年年汩水流。
忠魂傳萬代，
大義感千秋。
艾酒雄黃貯，
菖蒲吉糉留。（（後記後記））美國各地文友美國各地文友，，愛我文章愛我文章，，亦愛我詩句亦愛我詩句。。見我久無詩詞公開見我久無詩詞公開，，函電交馳函電交馳，，催我夏日交貨催我夏日交貨。。難得美南有此園地難得美南有此園地，，讓我一展所長讓我一展所長，，固即奉上列固即奉上列44 首詩詞首詩詞

，，供諸君指正供諸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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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商业时代还会好吗？”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这两年半里，这个问

题时刻被问起，或浮现在W的脑海里。

W是一位“80后”，土生土长的东莞人

。2019年，他正式将接手运营刚满两年的家

族工厂做了战略转型——从一家“三来一补

”起步的皮革制鞋厂转型为自创品牌，从代

工厂转变为品牌商。

可惜时运不济，原本就备受质疑的宏图

大志遭遇新冠疫情的突然撞击，W的雄心与

工厂的命运像极了狂风中的风筝，外人看起

来是命悬一线，但他却认为“逆风的方向，

更适合飞翔”。

疫情突发带来的供应链断裂、俄乌战争

导致的地缘政治动荡、传统制造业式微之下

的产业困境等宏观大势是W个人所无法逃避

的；而微观层面的土地与人力成本上涨、订

单与利润下降、产品核心竞争力不足、品牌

号召力太弱等困境则如影随形地束缚着制鞋

厂的发展。

“中国制造还有红利吗？中国品牌还有

春天吗？”其实W内心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他很明确的一点是，“当下的状况难道会

比我父亲当年创业时的状况更差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他父亲创业时的

1980年代末，国家实力弱，国民收入低，社会

发展差。“父亲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白手起家

都能打下一片天，我当下所面对的各项条件都

比当年的他好太多了，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国家经济韧性足，消费市场总量大，国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波折里前行，于

挫折中上升，这就是W认定的商业基本盘。

“你对那个很Low（低端、廉价）的工

厂说过一声感谢吗？”

正是这一句话，改变了W的人生轨迹。

那时的他，肆意地挥霍着青春与金钱，玩世

不恭的生活状态却难掩内心的彷徨与无措。

似乎是作为某种弥补的手段，父亲几乎有求

必应地给予W不限额度的金钱供其花费。

频繁地往返于国内外的留学与事业交际

圈，混迹于声色犬马的名利场，W一直在寻

找一个更高大上的事业方向。“父亲其实是

希望我接班工厂的，但我并不愿意，一是觉

得做工厂太苦了，二是根本看不上这工厂做

的鞋子，三是总觉得自己能做一番更大的事

业。”

直到有一天，一位老者对他说了这么一

番话：“你有自己的追求与坚持，这当然是

好事，但当你坐着头等舱飞往全球胜景打卡

时，当你驾着跑车流连于各大夜店时，你内

心是否对你父亲以及那个很Low的工厂说过

一声感谢？”

这是一个W从未意识到的问题。他开始

思索父亲以及制鞋厂一路走来的历程。最终

，他从父亲手里接了班。这是一个“烫手的

山芋”，还是一段商业传奇的开始？他并不

清楚，只是内心觉得该去做点不一样的事。

时光倒回至1980年代。彼时国内生产工

艺、技术设备落后，进口货又难买，处于短

缺经济时代。正是抓住这样的市场机会，W

的父亲利用地利（邻近港澳）的优势，学习

先进的概念和技术，创建了制鞋厂。

而在更大的层面上看，以东莞为代表的

珠三角城市群正是凭借“三来一补”的时代

先机，率先发展轻工产业，在服装、电器、

日用品等领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珠江水

、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畅销全国，书

写了“广货”传奇；“东西南北中，发财到

广东”的顺口溜，更是吸引无数人才汇聚南

粤热土。

但时代红利终有结束之时，“世界工厂

”的称号当下已被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虎视眈

眈。以W家族制鞋厂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制造

业该走向何方？他选择的方向，是自创品牌

。

在欧美奢侈品行业的六大分类中——时

装及皮革制品、香水及化妆品、钟表及珠宝

、葡萄酒及烈酒、豪车游艇与私人飞机、精

品家居与高级酒店，至少有三类产品的中国

乃至世界之制造大本营，就在珠三角。

具体而言，服装、鞋履、皮具、箱包、

香水、化妆品、珠宝及腕表的国内一流的制

造基地，几乎都在珠三角。数据显示，广东

省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服装产量

约占全国的20%；广东省皮革、制鞋产业总

产值约占全国的20%（全国首位）；广东省

珠宝首饰行业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70%；

深圳是唯一的“中国钟表之都”……

根据《广东省培育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行

动计划（2019～2025年）》（征求意见稿）

，到2025年，广东全省力争实现纺织服装制

造业产值达到8000亿元，纺织服装技术研发

、产业化及推动应用水平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夯实广东省纺织服装材料、皮具制品材料

市场规模全球第一，牛仔、衬衫、内衣、针

织品、时尚箱包与皮具等产品位居全球产量

首位的坚实地位，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纺

织服装产业集群。

但在巨大的产量之下，“广货”的品牌

并不强，甚至是静默无声——同样都是在制

作服装、鞋履、皮具、箱包，为何Hermès、

LV、Chanel、Dior等商家能备受消费者追捧

、享受品牌高溢价，而中国制造却是产品无

人问津、工厂难以为继？

“当下如日中天的欧美奢侈品牌也是从

当年的家族作坊、小工厂发展而来的，那我

们为何就不行呢？”W决定对制鞋厂做一些

改变。

“你知道人的脚掌有多少块骨头吗？”

以上这句话，源自一位奢侈品行业的研究

学者对W的提问。“我接手家族制鞋厂之后，

总想着要有匠心，要打造一个自主的高端品牌

，但是该如何去打造（品牌）这一问题并没有

想透。”尽管W组建了设计队伍，但对于设计

方向却迟迟未能找到实质性突破。

听到这个提问时，W明显地愣了一下，

“我们团队又不是研究人体解剖的，怎么会

知道呢？再说了，这跟做鞋有什么关系？”

这个提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案例——

被誉为“明星御用皮鞋匠”的Salvatore Fer-

ragamo（萨尔瓦托勒-菲拉格慕）为了找出合

脚的鞋履的制作秘诀，专程去了洛杉矶大学

修读人体解剖学，学会了身体的重量如何对

脚掌造成压力的知识，于是他设计出加入铁

片的鞋子以加强鞋子在拱位处的支撑力；又

旁听化学工程及数学，发掘护理皮肤及使用

不同物料的新知识和新方法……

何为匠心？这就是。鞋子是否合脚、舒

服，不是靠语言来描述的。W认为这个提问

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曾经我父亲运

营工厂时，鞋子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尺码

的大小不同，甚至连男女鞋都不分，一个款

式打天下。而每个人的脚型都是不一样的，

当购鞋者进行消费升级时，我们自然就惨遭

淘汰了。”

以此为起点，W对产品设计与商品体系

做了全面的整改与梳理，并对产业上下游的

供应链进行了相应的筛选与匹配。

W曾调侃“一入品牌深似海”：实用美

学的产品设计、全流程顶配的供应链管控、

以核心消费者为导向的品牌传播、忠实资本

战略的适时实施……每一个领域都是大工程

，每一项工作都是他从未涉及的全新挑战。

喧闹的夜经济中少了一位“夜场王子”，但

深夜的办公楼中却多了一位“拼命三郎”。

在W为自创品牌而殚精竭虑时，各大欧

美奢侈品牌近年来逐渐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

开拓力度，不仅只是将产品直接销往中国，

且不断为中国消费者推出特定主题的限量款

商品（比如新春生肖特别款），甚至是以东

方元素共创一个“中国品牌”，比如Hermès

创立了中式高尚生活品牌“上下”，LVMH

创立了以云南古树普洱为主元素的高端护肤

品牌“茶灵”。

欧美奢侈品牌“为中国而变”的背后，

是一个强大的消费市场——无论是顺境下的

2019 年之前的“丰收年”，还是逆境下的

2020年之后的“衰退年”，中国消费者（含

境外消费）皆为全球奢侈品行业提供了最大

的消费购买力及发展推动力。

“你是家族工厂的第几代传人？”

每当回忆起这个问题，W内心都会被触

动，有一丝羞愧，也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责任

感。当时他刚接班工厂后不久，在一次欧洲

考察时约留学期间的同学闲聚，被一位国外

同学问起。“聚会的气氛很轻松，我分享了

刚接班的心得。他提问，我便回答说我是

‘第二代’，而他是其家族纺织厂的第五代

传人了。”

W并未感觉到被冒犯，而是从他的神情

里感受到了一股对家族的自豪感，对事业的

自信心，以及一种坚毅的力量。

正是这个问题的触动，让他更坚定了要

走品牌化的路线。回望他做出“自创品牌”

决定的2019年，那是一个对于中国品牌发展

利好的标志年代——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

超过 1万美元（中国 2019 年度人均GDP为

1.026万美元），在消费端会发生两个变革：

一是新中产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消费主力（消

费升级），二是这部分消费主力的本土文化

意识会大规模地崛起（文化自信）。

中国人的脚型与欧美人是不一样的，东方

文化与生活方式也有别于西方。那么，为中国

人而造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之向往”的

高品质鞋履，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的探索

与答案，决定了W事业发展的前行方向。

从大的层面看，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民

族文化意识之觉醒，推动了“新国货”品牌

的崛起进程，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红利”的

底层逻辑。2021年3月，国家“十四五”规

划明确指出要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

培育出属于中国的高端品牌。这一举措，正

是对“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

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

转变”的现实反响。

几乎每个中国企业家都有一个“百年品

牌梦”，但却忧虑“富不过三代”；而欧美

奢侈品牌为何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穿越数

个经济周期、传承三四代人直至今天？他们

是如何打造品牌基因、转型升级模式、穿越

经济周期、培养发掘人才、拓展跨国市场乃

至实现家族传承的？

“这些商业运营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年

轻一辈的创业者去深思。”但让W深感无力

的一种大环境氛围则是“知音难觅”——

“一代”创始人已完成原始积累，随着时代

红利的消失及新常态下的严峻经济形势，普

遍心生倦意，继续做代工，时代已经不允许

；升级做品牌，却有心无力。“二代”接班

人则更是两难，传承做实业？个中艰苦与能

力不及令其望而却步；进军金融与投资界？

看似高回报的背后，亦有超乎个人把控能力

的高风险。当“一代”逐渐离开舞台，“二

代”如何传承并创新发展？“想做品牌者如

过江之鲫，但真正践行者却寥若晨星。”

珠三角乃至中国不缺精密的制造能力，

也不缺精美的设计能力，更不缺精神的有志

青年，却唯独缺了一批（能获得高溢价的）

精品品牌，也就是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所

言的高端品牌。

“其实我并没有所谓的宏图大志，对国

家大势、民族品牌等宏观议题也知之甚少。

我只是觉得这个家族工厂不应该在我手里没

落，且我也比父亲创业当年具备了更好的发

展条件，那为何不去做点更有价值的事呢？

我希望二三十年之后，我的儿子会对我说，

‘爸，你创建的这个（工厂）品牌很受各界

朋友的追捧，我为此深感骄傲！你退休吧，

我来接班！’若这个场景真能实现，那将是

对我接手创业的最大肯定。”

商业时代的家国情怀，就是将家族事业

融入国家发展的进程之中，既造福社会，也

润泽后辈。祝福W，以及更多像W这样的创

业者。“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

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

人。”

珠三角“厂二代”的高端品牌梦



由滿滿額娛樂與好好看文創出品，好好看文創、

滿滿額娛樂與星辰映畫製作，能率影業、阿榮影業、

安卓影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崴森管理顧問、樂到家

國際娛樂、超級娛樂聯合出品，由億萬監製莊淳淳與

導演謝沛如再度合作的療癒系爆笑見鬼喜劇電影《我

的麻吉4個鬼》，歷經艱辛疫情終於在近日正式殺青

；全新組合男女主角曾敬驊與邵雨薇飾演地獄倒楣宅

男與守護天使，金馬獎等級實力派演員陸弈靜、蔡嘉

茵、張再興扮作風另類的鬼魂，皆期待明年暑假上映

能讓觀眾「又驚又喜」。

億萬監製莊淳淳非常欣賞導演謝沛如對感情的深度

刻劃，兩人繼催淚影集版《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後再

度合作，一同挑戰不同類型的爆笑鬼喜劇電影《我的麻

吉四個鬼》，期間歷經各種險阻，監製莊淳淳表示：

「我們在疫情升溫之際，儘管擔心這將是一段艱難的旅

程，依然進行這部電影的拍攝。拍攝非常困難，每隔幾

天就停停拍拍。加上梅雨季來臨……這是我職業生涯中

，做過最具挑戰性的作品！」導演謝沛如在殺青時也有

感而發：「非常感謝所有工作人員與演員們，你們的包

容與協助才完成了這個作品。謝謝大家。」

曾在校園驚悚電影《返校》被魍魎追趕的學弟曾敬

驊，這次在爆笑見鬼喜劇《我的麻吉4個鬼》更挑戰直

接見鬼，而且還是個超級衰到家的孤單宅男阿緯，本以

為倒楣人生走上絕路就已經是低谷，沒想到不僅死不成

卻還被四個冤鬼（「碎念鬼」陸弈靜、「愛哭鬼」蔡嘉

茵、「菸鬼」張再興、「調皮鬼」童星洪君昊）纏身而

走上命運岔路，幸好遇到邵雨薇飾演的守護天使筱茵伸

出援手，就此改變人鬼殊途的命運～～連女主角邵雨薇

都表示，此次演出《我的麻吉4個鬼》最困難挑戰之一

，就是要同台面對眾鬼附身曾敬驊爆笑出招而自己不笑

場。《我的麻吉4個鬼》預計2023年暑假上映。

張寗為了演出《少年吔》，
準備兩個角色

早在試鏡階段，張寗對於演出《少年吔》就很

有企圖心：「當初整個劇本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女角

色，試鏡的時候劇組並沒有明確要求是要徵選哪個

角色？一開始我心裡很想演警察（後來由李千那飾

演），覺得演警察很有趣。但我真的太想演這部片

了，就決定兩個角色都做功課。」

試鏡當下，顏正國果然問了張寗想演哪一個？

張寗也誠實回答：「警察我沒演過，少年妻之前演

過的相關的角色、我比較有把握。最後我演少年妻

，不知道國哥是跟我開玩笑？還是真的？他說『來

試鏡的演員，沒有人敢演少年妻』！」

張寗傻呼呼、就愛演邊緣型角色

似乎是從出道開始就是這樣，張寗總是敢別人

所不敢。不論是表演的尺度、或者是角色的特殊性

、邊緣度，張寗來者不拒：「我就是有一點傻吧。

當初演《醉· 生夢死》我真的是傻呼呼。後來印象比

較深刻的，是拍客台《日據時代的十種生存法則》

，拍戲之前，我的客語跟日語程度完全是零，當時

剩下一個月就要演了！沒辦法，演戲逼迫你一定要

學起來、一定要進步，我是蠻需要被鞭策的那一種

人。」

沒有幫自己設限，讓張寗出道至今作品不多、

卻部部質地有聲。張寗甚至因此為自己開拓了獨特

的戲路：「我可能是蠻好騙的，當別人跟我講說

『你辦得到』的時候，我會相信。也真的蠻多角色

是因為這樣才接得到。而且我蠻喜歡演邊邊角角、

邊緣一點的角色。要我演水鬼，我也是說我敢我敢

！我很喜歡拍鬼片，我特別喜歡演女鬼，因為她就

不是正常人啊！」

張寗用時間換來女孩演員的真實情感

現實人生中生了一個兒子，在《少年吔》裡卻

飾演女兒的媽媽。張寗的兒子與戲中女兒年紀相仿

，她認為幼稚園年紀的孩子都一樣：「反而是照顧

別人家的小孩有點不一樣，因為別人的小孩不能打

罵（笑）。我平時不太打、但就是會發飆、會罵。

拍戲那段期間，我所有兒童物品都買兩份，兒子一

份、女兒一份。」

面對小女孩演員，張寗除了用對待兒子的規格

相對，也花了更多時間心力做陪伴：「《少年吔》

這部戲裡的很多時候都有槍啊、打打殺殺，都是小

朋友會怕的狀態，一開始我一抱她、她就哭，我完

全抱不到她！我就盡量陪她玩。到後來她就有比較

黏我了。我是跟組、順便當保母。」都說小孩演員

最難控制，最好的方法，就是給予孩子最真實的感

情交流。

張寗戲裡戲外都在沈浸式表演

聊到素人女兒演員妹妹，張寗坦言沒辦法跟她

對戲：「你不可能叫『等一下要怎樣怎樣』，你只

能順著妹妹、和她做真實的互動、去完成一個媽媽

的角色。國哥也演得很生活、很自在，所以我也不

能很演，很演的話，我在他旁邊就會顯得很突兀。

」說張寗演《少年吔》時，戲裡戲外都在實習、都

在做沈浸式演出，絕對不為過。

雖然沒有經歷當過大哥的女人，但藉由蹲組現

場，張寗把最真實大哥大嫂百款現實生活樣貌消化

吸收成為《少年吔》。張寗回憶拍《少年吔》的那

段日子，聊起所看見最有感的畫面：「大哥大嫂的

相處也是會吵架，也是會生悶氣、也是會對罵。可

是會看他們隔天又好好的，他會摸摸她的頭，一切

如常。」

張寗就像是水一般的演員，裝在不同的容器，

就變成了不同的角色，容器可能是劇組，可能是劇

本、或是對戲演員與環境。在《少年吔》演活少年

妻一角之後，也令人期待下一回、她會把自己裝到

什麼樣的人物故事裡頭。

演出邊緣角色的巨大存在感
《少年吔》張寗專訪

不論你是從台劇《未來媽媽》認識張寗？或是看《醉·生夢死》、《自畫像》或《女鬼橋》
就認識這位女演員，你都不能錯過她在《少年吔》中的精彩演出。張寗為了演出《少年吔》竟做
特殊的準備、拍戲過程中又跟組田調、甚至充當保母！以《少年吔》入圍台北電影獎最佳女配角
獎，可說是實至名歸。

《我的麻吉4個鬼》
曾敬驊變身超衰宅男
女神邵雨薇化身守護天使

由新銳導演姜寧執導、李康生、李千那、郭雪芙、

邱勝翊（王子）、陳徳容、謝承均、黃遠等華麗卡司主

演的國片《山中森林》，於去年4月開鏡，5月遇到疫情

三級警戒而停拍，時隔15個月，6月24日率先透過與華

歌手Barry chen（陳柏銓）合作的電影前導宣傳曲〈飛

虎〉首度曝光電影畫面。

宣傳前導片當中所有角色的造型都是首度曝光，包

括李康生的全身刺青，不僅有傳統的全背半甲，包括腳

跟臀部也都刺上了紋身。這是李康生首度挑戰飾演兄弟

，從宣傳曲MV中可以看到他的神情與過往大家印象中

文藝派的李康生有很大差別。王子同樣首次挑戰江湖人

的角色，與大家印象中健康陽光的形象天差地別，眼神

眉宇透出濃濃殺氣，撕去過往文質彬彬的王子包裝。

王子因為與郭雪芙合拍《山中森林》後，傳出緋聞

；這也是他倆的首度同框，尤其在前導片中曝光短短一

秒的接吻畫面，已經讓許多網友敲碗希望他們真的在一

起，是否能繼邱澤跟許瑋甯又成就一段小姐與流氓的真

實愛情，著實讓人期待。

姜寧導演也為了呼應《飛虎》歌詞所想表達的意境，

進而用電影橋段重新排列出最貼近《飛虎》歌詞欲表達的

強烈畫面意境，不僅要讓觀眾在視覺跟聽覺上有極強烈的

「山中森林」風，也凸顯台灣本土黑幫饒舌的態度。

拍《山中森林》傳緋聞
王子、郭雪芙首度同框

BB66台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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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瓊丹用微信語音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出邀約：“你可以到我順德家裏來採

訪啊，我這裏的家很漂亮。”約定採訪的前
一晚，廣州發布暴雨預警，提醒市民非必要
不出門。她看到消息後，立即又語音提議，
安全為重，採訪可延至她北京出差工作以
後。結果第二日，全城市民等待之中，廣州
的暴雨並沒有如期而至。身在佛山的苑瓊丹
再度發來語音說：“採訪要不要原計劃進
行？剛好我深圳的朋友發出邀約，他那邊的
景致更好，適合聊天”。

有着30多年駕齡，苑瓊丹享受開車在
路上的感覺。一路走一路看，大灣區內城市
的界限逐漸消弭，城市的風格和面貌有個性
差異，但又和諧融合。乍一聽，“融合”這
個詞語有點正式且官方的腔調。但作為香港
最早一批到內地發展的演員，苑瓊丹回溯過
去，當下唯有“融合”的表達最為貼切。

語言差異非障礙“放床單”很歡樂
回憶過往和細節，苑瓊丹的腦海裏似有

一架高速行駛的列車，閃現很多個年代窗口
畫面。第一個畫面，自然是和“普通話”過
招。那些年，香港演員到內地拍戲都享受很
好的待遇。在片場，講台詞用粵語也覺得非
常自然。但和一些內地演員在演對手戲時，
苑瓊丹發現，自己講粵語台詞時，一些原本
很有笑點的對白，對方卻感受不到，這個感
覺不對啊！苑瓊丹反思：“大家去好萊塢拍
戲都會自覺學英文，那為何到內地拍戲不能
好好學普通話呢？”此後，她便有意去訓練
自己講普通話。學普通話難不難？肯定難。
尤其拍一些古裝戲，那種咬文嚼字，引經據
典，出口成章的台詞，極具挑戰性。直到現
在有些古裝戲的台詞對白，苑瓊丹還是一知
半解，但同時也會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來自我調侃。語言一開始可能會有些許
障礙，但其實也都好有趣。有一個關於“苑
瓊丹”的片場小故事：在某一個合拍片劇
組，內地副導演誤把苑瓊丹叫成了“放床
單”（音譯），一旁的香港武術指導老師納
悶回說，“不需要放床單”。溝通好幾個回
合無果，待場的苑瓊丹發現了問題所在後，
片場笑倒一片。苑瓊丹不介意自己的名字被
叫錯，反而還覺得語言的差異化可以製造很
多歡樂。

近幾年，到內地工作，苑瓊丹能用微
信語音交流的絕不多寫一個字。生活之中，

碰到好吃的食物、看到喜好的物
件，她也會拍照傳給朋友，順便語
音實時傳遞自己的歡樂。“曾經有一
度，大家都會笑自己的‘港普’。”後來
結識的內地朋友多了，苑瓊丹能聽出不同省
市朋友的口音問題。自此，心態就明朗不
少：東北人有你的“碴子味”，成都重慶的
朋友有她的“瓜娃子”，湖南的朋友不也經
常叫自己“弗蘭人”。那為什麼我不能有香
港的口音和味道呢？事實證明，港普也很
“爭氣”，在不少香港演藝界朋友的敢講敢
試中，為內娛綜藝貢獻了不少笑料。“原本
奔着同是粵語區的生活環境來的，現在大家
都好喜歡我講‘港普’。”

深入佛山社區解鎖廣場舞
和朋友行到各地吃喝玩樂時，苑瓊丹會

拍短視頻耍寶；也深入新農村，為青年農民
朋友的土特產友情吆喝；當然，夜晚深入順
德某廣場，在“要想做個成功人，千萬不太
牛”的DJ舞曲中，解鎖廣場舞姿也是茶餘
飯後的正經事。

住到佛山之後，苑瓊丹都會不時提醒自
己，不輕易排斥新事物，要學會和生活
相處、和年輕人相處，當然也要學
會和時代的機遇相處。花甲之年
還保有這種敞開心胸的學習態
度？苑瓊丹直言，豐富的生
活需要接納的心態。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在即，苑瓊丹不禁問自
己：“1997年回歸時，
我是幾歲？”她算了算，
哇，35歲。可不就是當下
乘風破浪的大灣區姐姐？
苑瓊丹笑言，當時的自己
肯定不夠成熟，但好在實
幹，邊做邊看總會有答案。一
路做到現在，看到現在，日新月
異、一日千里這些成語有了眼下和
背後的城市生活場景。認真回望過去這
25年的風雲變幻，苑瓊丹起身看向前海的
“灣區之光”，在繁華夜色中，她自認，對
祖國的情懷加深許多是肯定的。“知道聽朝
天邊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勵又互勉，哪怕
去到遠遠那方。”苑瓊丹近期常聽羅文的
《前程錦繡》。喜歡聽勵志歌曲的她希望與
大家共勉：步步前望，前程盡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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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佛山順德，對於苑瓊丹來說，不好說天時，說是地利人和較妥。新冠

疫情爆發以來，香港和內地遲遲不能恢復正常通關，需要往返其中的人，身

心都經歷巨大消耗。但為何選擇順德落腳居住？自然是此地朋友更多，生

活悠閒便利，工作上可快速直通東西南北。長住下來，苑瓊丹開車訪

友，常穿梭在廣深佛之間。行車途中，大灣區各城市的界限逐漸消

弭，感覺上與在港從尖沙咀開車到屯門亦無太大差異。這種融

合感覺，就好像朋友歡聚一堂，如東北的“那旮旯”、四川的

“睡告告”、湖南的“弗蘭人”，口音各異，卻無礙交流。興

之所起時，講港普的苑瓊丹也喜歡借點天南地北的

口音來轟趴（Home Party）。

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帥誠

佛山、深圳報道
採訪場地 深圳奢宴

不管哪個場合，大多數人見到苑瓊丹總是脫口
而出先叫她“石榴姐”。人見人愛、風華絕代的
“石榴姐”，近期在不少社交平台喜提“原來‘石
榴姐’真的沒有騙我”等熱話。年輕的網友驚嘆她
當年的摩登美貌，同時也被她甘願扮醜的心態所折
服。哪能想得到，2022年的內地社交平台上，網友
熱衷為“石榴姐”風華絕代的美貌正名。這股熱浪
反應在抖音，讓她喜獲168.4萬次點讚；聚集在B
站，則有層出不窮的美貌視頻合輯配合話題。熟悉
苑瓊丹的戲迷都知道，最初她本以美女路線出道，
只不過歪打正着，一個扮醜的角色讓她保住了演員
這份工作。

在扮醜的路上，“石榴姐”本就是個敢於對自
己不斷下手的狠角色。扮醜的妝容，服飾、道具，
很多都是經她之手打造。回望群星燦爛的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的香港娛樂圈，苑瓊丹稱，當年在那個大
環境，自己肯定不算靚。

近期打開內地諸多社交媒體，無處不在的港風
也讓打撈港樂、港劇遺珠成為新潮流。與此同時，
苑瓊丹的“為自己爭一個茶杯”的故事也開始浮出
水面。年輕人一邊“躺平”，一邊又悄悄“考古”
這類青春勵志故事。

苑瓊丹笑笑說，都說城市塑造人的性格，但演
藝圈才是真正訓練到我的個性。娛樂圈，一度也是
勢利眼的代名詞。紅了，一切都是捧在手心。貼了
名字的茶杯會有人關顧，只需一個眼神各路工作人
員即能意會兼反應。在這些通通都未有的時候，就
要忍受着冷眼與嘲笑。苑瓊丹並不喜歡用苦口婆心
的語態分享往事，相反她提高音調說，那就先去研
究現有的角色。從造型、服飾、妝髮、微表情、小
動作都去做研究，這樣的付出最終贏得了花開之
時，因此也就有了星爺調侃的那番話：“喂，你要
不要這麼搶戲呀！”苑瓊丹認為，勤勞並不需要別
人看到，但自己一定能有所得。

演藝訓練邏輯思維
勤勞定能有所得

玩轉內地社交平台，是否有自己的
主攻方向？苑瓊丹是身邊朋友中的公認
的“食神”，她會吃，愛分享，不拍片
玩社交平台、不做直播帶貨都說不過去。
苑瓊丹說：“去年，我就開始自費到一

些農村拍片，介紹當地的美食。”往鄉村走，當然少不
了身邊朋友的一些安利：“新農村，完全可以顛覆你的
一些固有想像。”她半信半疑中，先去看看，啊，食物
也都有非遺？香雲紗也是非遺手藝？苑瓊丹似走進大觀
園般驚嘆連連。走更多的農村，去為更多的內地蔬果造
勢，都是好有意義的事情。苑瓊丹稱，後續如果能找到
合作方一起去做最為理想，契合不到就繼續自費走起。
關於內地網友調侃“明星藝人的盡頭是直播帶貨”，伴
隨而來的是，不少演員荒於本業，粉絲群體為誇而誇也
只得造勢：“好敬業”、“妝容漂亮”，此類和演技關
係不大的話題。

當然，社會上也有聲音直指，演員做帶貨也很掉價。

已經試過直播10個小時，苑瓊丹對這些“眾說紛紜”
有了個人的思考。演員，何處不能演？真人秀裏，觀眾
默認演員肯定有表演成分；直播間裏，為了推銷商品，
和線上觀眾形成互動，不得賣力展演？人到了60歲，
苑瓊丹也不得不承認，體力大不如前。做演員，通常拍
一部戲，需要進組3到4個月，很多配角角色，往往要
花費大量時間去等。但走到自己的直播間不同，幾個小
時一場的直播，你是完全的女主角，可以盡情分享、表
演，同時也不妨礙和網友聊聊八卦。不可否認，直播帶
貨也需要演技。

在前海註冊了文化公司，苑瓊丹希望做到一個
“中間人”的角色，帶動到一些香港的同事和後生仔
到內地來發展。想做的事情不少，演戲、直播帶貨、
拍短視頻，幫助年輕人，這些工作並沒有先後優劣之
分。如果一個角色找來，只要精力和熱情顧得到，她
仍會二話不說進劇組，苑瓊丹表示：“演員做久了，
其實四處皆可片場。”

演員何處不能演？直播間也是片場

◆苑瓊丹現移居佛山。
胡若璋攝

◀因喜歡和朋友微信聊
天，苑瓊丹學得了不少
方言。 胡若璋攝

◆◆苑瓊丹和關智斌在第苑瓊丹和關智斌在第2424屆華鼎屆華鼎
獎獲得獎獲得““全國觀眾最喜愛影視明星全國觀眾最喜愛影視明星
獎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苑瓊丹開啟廣場舞新技能。

掃碼看片

��直播初心

◆◆苑瓊丹說豐富的生活需要敞開的心苑瓊丹說豐富的生活需要敞開的心。。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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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
人生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
，死亡是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
，有上車也有下車的時候，不同站
有不同的風景。無論貧富貴賤、種
族、職業，上至總統下至庶民，都
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對終點
做好生前計畫、以及該怎麼準備身
後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
要趁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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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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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開始部署 「生前計畫」。為
善終做好規劃，就如同好的財務規
劃一般，既減輕自己與家人的負擔
，也能避免不須要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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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幫助我們降低哪些方

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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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
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
會面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例如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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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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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優惠，僅在月底前有效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

紀 念 園 殯 儀 館 和 墓 園 (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
意的風水寶地，也是既有墓地、又
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務，能包辦追
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Memorial Oaks對大眾推出優惠
，包括高達 15% OFF 生前計劃墓產
優惠，60個月0%利率，無需信用評
估，還有身前契約高達10% Off的優
惠。這個優惠折扣僅在本月底前有
效 ， 請 立 即 致 電 預 約 ： 吳 玉 玲
832-494-6710。Memorial Oaks地址
: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 體貼自己與家人體貼自己與家人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推出優惠推出優惠 只在本月底前有效只在本月底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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