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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The promotional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is available for new money only. New money 

is defined as money not currently on deposit in an AFNB account.

This is a limited time promotional offer and subject to change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PY accurate as of 9/12/2022 and assumes interest will remain on deposit until maturity. 

$20,000 minimum deposit to open and earn APY. Interest compounded daily. Fees may reduce 

earning. Penalty may be imposed for early withdrawal.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ates and terms, please contact AFNB at 1-877-473-1888.

www.afnb.com

HOUSTON AREA:
MAIN CORPORATE OFFICE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596-2888

HARWIN BRANCH
7038 Harwin Dr,
Houston , TX 77036
TEL: 713-273-1888

FIRST COLONY BRANCH
4915 Hwy 6 S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TEL: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1318 Blalock Rd.
Houston , TX 77055
TEL: 713-273-1838

KATY BRANCH
1231 South Mason Rd.
Katy , TX 77450
TEL: 281-762-6688

SUGAR LAND BRANCH
3412 Highway 6,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TEL: 281-762-6699

DALLAS AREA:

L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TEL: 972-348-3488

HARRY HINES BRANCH
TEL: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TEL: 972-348-3466

CARROLLTON BRANCH
TEL: 972-428-5088

PLANO EAST BRANCH
TEL: 469-429-2422

ARLINGTON BRANCH
TEL: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TEL: 972-272-337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TEL: 702-777-9988

PAHRUMP BRANCH
TEL: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TEL: 775-372-1100

HENDERSON BRANCH
TEL: 702-216-5500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TEL: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TEL: 626-863-1980

ARCADIA BRANCH
TEL: 626-321-4455

 CERTIFICATEOF DEPOSIT

$20,000.00 Minimum Balance
New Money Only .

New Money Only .

( Regular CD) (Jumbo CD)

13 MONTHS

2.75% APY* 2.85% 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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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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場所引發衝突工作場所引發衝突，，八年華人家族八年華人家族
滅門案滅門案 兇手舊金山被捕兇手舊金山被捕

【美南新聞泉深】被指控在德克薩斯州賽普拉斯（Cypress)地區謀殺
華人一家四口的男子呂峰對沒有發生的工作晉升感到不安，是導致孫
茂業家族被謀殺案八年未解決的法庭文件中揭示的動機。
在 2014 年 1 月的華人家族大屠殺中，沒有其它新的線索導致兩名父

母——父親孫茂業和他的妻子謝梅——以及他們的兩個年幼的孩子
——9 歲的蒂莫西（ Timothy）和 7 歲的提圖斯（Titus）被槍殺。
上週日，在孫家被殺八年後，58歲的呂峰（Feng Lu）在加州舊金山

被捕，並被控與孫氏家族的死亡有關。
新的法庭文件顯示，這一切可能是因為工作問題而開始的。在接受

調查人員採訪時，呂告訴警方，他向孫提出晉升推薦信。
呂告訴警方，他聽說孫沒有提供推薦信，所以他打電話給他，問他

為什麼不提供。文件稱，據報導，孫告訴呂他確實推薦了他。
第二天，當呂回到工作崗位時，他告訴警方，他覺得他的同事“對

待他的方式不同”。他說，他認為孫在他的同事打電話後對他說了一
些貶損他的話，這就是為什麼他沒有被選中升職的原因。
法庭文件顯示，呂某於2014年1月23日購買了一把槍。調查人員認為，他在兩天后用同一把槍殺死了孫家的全部四人。
調查人員認為，孫是在 2014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的某個時候在他們的 Coles Crossing 家中被槍殺的。直到下週一作為父親的孫茂業沒有出現工

作場所時，他們的屍體才被發現。
呂告訴調查人員，他不知道孫家的其他人，也不知道他們住在哪裡，他否認謀殺。然而，法庭文件稱 DNA 證據與呂的聲明相矛盾。
八年來，朋友和鄰居都不知道呂是嫌疑人。
孫的朋友張傑說：“我和心理學家談過，你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這輩子會發生什麼。他也有同齡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和孫的孩子一起彈鋼琴，

太難過了。”
儘管調查人員掌握了槍支證據並收集了 DNA，但他們之前無法將呂放在孫家的謀殺中。然後，在 2022 年初，他們再次測試了在家中發現的一

個舊錢包。這一次，他們使用了一種名為 STRmix 的新 DNA 軟件。該軟件過去十年在新西蘭開發，可以分離在犯罪現場發現的多人的 DNA 鏈
。

新軟件給了調查人員一個提醒。現在，過去八年的所有碎片都已到位，調查人員終於有足夠的證據發逮捕令，呂被逮捕。
警長麥克萊恩說：“我認為正義將會得到伸張。這是我們社區中兩個珍貴的男孩，他們有著光明的未來，他們走了是不公平的。我認為現在是伸張正義的時候了。”
呂週日從中國返回美國時在舊金山灣區被捕。他目前在聖馬特奧縣監獄，等待引渡回德克薩斯州。



很多想去留学的同学们最关心的就是就业问

题。事实上，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逐年增长，以

及海外院校门槛的一步步降低，有关海归含金量

的争论正变得日益激烈。如何能够从海归大军中

脱颖而出？海归就真的比留在国内的毕业生拥有

更好的就业机会吗？相信这是每一位准留学生心

中的疑惑所在。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分析数据来看

一看留学生回国就业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全球大学就业力排名

全球大学就业力排名是全球雇主使用率第二

高的排名，由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0

名管理者参与投票产生。在2021年的榜单中共有

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所大学入选。其中美

国大学占比最高，共有54所大学上榜；法国排名

次席，共有17所大学上榜；英国和德国分列第三

和第四位。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排在第五位

。这份排名直接展示了顶级公司的管理人员喜欢

招聘哪些大学的学生，显示了企业雇主对于各国

教育质量的认可度。

具体到大学层面，全球大学就业力排名前5

位依次为：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哈佛

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

和新加坡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同样跻身世界前10位

，是亚洲地区排名最高的大学。中国大陆地区排

名最高的是北京大学（15位），此外，进入前

100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31位），清华大学

（37位），复旦大学（56位），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87位）。香港科技大学（23位）是中国香港

地区排名最高的大学，香港大学（45位）和香港

中文大学（92位）也都进入了前100。由此可以

看出，虽然近年来我国高校在排名中上升势头显

著，但国外高校，特别是英美顶尖院校的就业优

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国内就业情况

以上展示的是全球就业情况，接下来我们聚

焦于国内的就业情况。根据国内某知名求职网站

的调查，26.3%的雇主表示海归的薪酬会略高于

国内毕业生；近八成雇主认为海归可以胜任工作

要求；近一半企业雇佣了海归留学生。

从海归求职的角度来看，留学生的优势也显

而易见。以英国为例，据统计，赴英留学人员累

计已达656.06万人，其中，423.17万人在完成学

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

。近八成英国海归在3个月内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

留学生回国就业的优势在哪里？

④ 领先的专业水准

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国外的一些高校居于世

界领先的地位。在留学过程中，同学们能够深入

地学习专业前沿知识，在专业水准上比国内毕业

生更具优势。这导致在某些行业和岗位上，海归

留学生在求职竞争中确实领先一步。

④ 突出的综合能力

留学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更是一个增长

见识、培养综合能力的过程。在雇主看来，留学

生在外语能力、独立思考、问题解决能力、创意

方面得到了更高的认可度。

尤其是留学生的外语能力，遥遥领先于国内

毕业生。这在职场竞争中是很大的优势，特别是

对于想要进入到外资企业中去的同学们。不少留

学生在掌握英语的基础上，还能熟练使用另外一

门小语种比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

语等，更能够快速适应并胜任多语种互译沟通的

工作要求。

然而，海归回国就业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有

的企业担心海归在国外的待遇比较高，回来后不

能在企业安心工作，心气儿太高，频繁跳槽，无

法适应国内的工作强度，这体现在能力评价上，

相比于国内毕业生，海归留学生在稳定性、忍耐

力和执行力上面处于明显的劣势。

④ 年龄优势

相比国内读研，留学生具有年龄上的优势。

特别是英国、爱尔兰、中国香港等地区，一年时

间就可以读完研究生，很多毕业生在24岁左右就

可以获得硕士学历，较国内毕业生提早两年进入

社会，跟同龄人相比会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随

着越来越多企业偏好年轻的求职者，这一优势可

能会越来越大。

④ 包容性与国际视野

海外学习过程中，留学生们会遇到各种不同

国籍，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惯

的人，在相处中如何表达才能不失礼貌，显然是

一个需要不断练习的技术活，从中锻炼了同学们

在未来工作中优秀的包容性与人际交往能力。海

外院校还会经常提供一些国际交流活动和实习实

践机会，使得同学们能熟悉国外的社会环境、职

场环境，让留学生们拥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留学生常见的就业方向

④ 公务员或事业单位

留学生回国如果想参加国考或省考，一定要

在报考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

证，特别要注意专业匹配度的问题。符合选调资

格的同学们，可以报考选调生。绝大部分省份的

选调生对于海外院校的要求并不高，基本上QS

前100的大学就足够。

④ 传统跨国公司

招聘时尤其看重学生通过接受国际化教育培

养出的全球视野、外语水平、跨文化沟通、多角

度思考的能力。外派到国外工作或者与国际团队

合作是比较常见的岗位。某跨国公司高管认为，

雇主更看重一个人在职场上的学习能力和上升潜

力。其中，全球视野就是留学生的一大优势。

④ 互联网巨头

国内一些知名的互联网大厂也更加偏爱留学

生，很多产品端的职位会希望招到更能接轨前沿

技术、反应更快、对新鲜知识更熟悉的求职者。

在其招聘规则中，海归背景已经成为一个优先录

取的优势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今年国内高校的毕业生突

破 了1000 万，国内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程度非

常高。在这种大环境下，海归的优势的确有

所减弱，但根据相关数据来看，留学生归国

就业的优势依旧存在，特别是世界顶尖名校

的毕业生依然是各大企业争抢的对象。希望

各位同学保持平稳的心态，祝福大家都能找

到理想的工作！

那么多人出国留学，海归回国就业还有优势吗？

都说海外求学难，却不知道毕业后求职才是

“难上加难”！不论你是已经身处异乡，还是正

准备留学，这份《留学生就业最难的Top8国家》

表格请一定要收好！

TOP 8 荷兰

｜虽然国家不大，但是机会不少

虽然荷兰是一个小国，但却是欧洲最先进的

国家之一。荷兰几大著名商学院每年会收到欧洲

大企业大量的Offer，荷兰大学进入伦敦投行的成

功案例非常多。同时荷兰给国际学生提供在毕业

后为期一年的Search Year，合法留在荷兰寻找工

作，在找到工作后也可以方便的申请永居或移民

。

此外，荷兰有大批的海外投资企业，需要大

批的管理、技术和金融人才。荷兰企业用人的策

略就是“人才的地区化”：靠国际化课程培养这

些人才，高质量的留学生在荷兰仍有较多的就业

机会。

TOP 7 新加坡

｜跨国公司遍地，中英文随时切换

作为高就业率、低失业率的国家来说，新加

坡的就业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新加坡研究生毕业后半年内找到工作的在90％

以上。

另外，从就业环境来看，新加坡作为国际商

业中心，汇聚了全球6000多家跨国公司及70多

家全球100强IT企业，更有很多企业将新加坡作

为了地区总部。这就意味着新加坡的就业环境良

好，除了本地企业以外，还有众多国际企业可以

选择，就业及发展空间都很广阔，这也是新加坡

研究生就业率高达98%的原因所在。

TOP 6 澳大利亚

｜找工作要看政策和专业

在澳洲劳动力紧缺时真的，但是留学生难找

工作也是真的。首先就是签证限制，大部分的雇

主都是要求你有PR或Citizen ship的。此外，由

于澳洲商科的留学生很多，所以如果没有一技之

长，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

但是，不同专业的就业环境也截然不同。相

对而言，IT、工程、医疗、护理等专业基本毕业

即就业。

TOP 5 加拿大

｜厉害的人都能上岸

加拿大的就业对于厉害的人来说或许不难，

对于不厉害的人来说可能就会很难，但是这样的

说法在任何地方都是成立的。

在加拿大，学IT，Engineering的同学找工作

会相对顺利。商科行业如果是专业有一定难度的

，学生本人也有认真念书的，找工作一般会顺利

一些。

TOP 4德国

｜语言是一个重要因素

德国原本就是一个机械制造的发达国家，大

型器械，汽车知道，医疗器械在世界都是占很重

要的角色。所以在德国的工科类专业的企业和岗

位都比较多，对德语要求也没那么高，主要是科

研和动手能力，所以理工科学生在德国更容易找

到工作。

此外，德语和英语的水平和你的求职机会成

正相关。中国留学生的劣势是语言，大部分留学

生不是特别敢说。所以如果你在本科或者是研究

生刚入学阶段就开始锻炼你的语言，后面找工作

阶段就会有相对大的优势。

TOP 3 日本

｜就业形势严峻，注重“企业文化”

对在日留学生来说现实却不容乐观。在外国

留学生中，有70.4%的本科生和64.1%的研究生希

望留在日本工作，但实际就业比例却只有29.7%

和28.5%。

雇用外国人的日本企业，除了看学历、语言

等硬性指标，企业也非常注重“日本式的团队合

作性”和“全球化视野”。此外，日本社会对外

国人就业的限制很多，只有一些涉及国际业务的

工作或教育工作才能申请到工作签证。大部分的

日本公司之所以招收中国留学生，主要是考虑到

他们熟悉中文，并且了解中国情况，便于本公司

与中国企业的合作。

TOP 2 英国

｜时间紧，任务重

英国脱欧后引发经济震动，英国经济发展更

加艰难。受经济的直接影响，英国公司招聘需求

锐减，甚至有公司已经出现裁员现象，英国留学

生毕业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工作岗位需求人

数，英国留学生就业难趋势愈来愈明显。

对于英国的留学生而言，相对于所有留学生

都存在的“身份限制“，求职规划方面的迷茫和

紧迫的时间线才是阻碍大家留下的根本性因素。

英国的课业压力大，时间线紧张，尤其对于很多

一年制的研究生而言，基本入学第一天就要开始

准备求职。很多学生临近毕业才开始“临时抱佛

脚”，导致错过了最佳招聘时机。

TOP 1 美国

｜做好和“全世界”竞争的准备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无论在教育资源、科技

领域还是商业发展上都是全球领先。雄厚的资金

也吸引着全世界所有顶级的精英们…… 在美国

求职不是和全美的人竞争，而是“全世界”！

在美国求职，没有一个专业可以被真正的称

为“好就业”。虽然有大约40%的公司计划招揽

国际从业人员，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招聘要求

，就会发现：哪怕只是一个实习生，都要求有丰

富的行业背景，相关知识技能，项目经历以及认

证证书等。

此外，为了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美国大

公司从投递简历到拿到Offer可能要经历3-5场面

试，历时2-6个月的时间。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单

纯的“靠运气”留在美国。

留学生就业最难的Top 8 国家，你属于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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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週日我為了配合
中秋佳節，特別撰寫
「中天一輪月，秋野萬

里香」一文來應景。第二天，即有馬來西亞文友容
先生以電郵跟我交談，他認為中國唐詩三百首中，
寫下有千幾個“月”字，古今多少文人墨客，吟誦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何解今次文章中，

我沒有以月為題材，來吟唱一番呢？
容先生的確言之有理。不過在我一生中撰寫中秋佳節的文章，

大大話話已有50 多篇，今時今日要在中秋夜行文中來發揮文情雅
意，我有點老套的感覺，也許自己江郎才盡，故此今次沒有多寫
皓月浮雲。

不過今年中國可以說得上進入最高層次又最深潛藏的“賞月新
世代”——因為有中國太空人，在太空過中秋。地球上，中國科

學家和藝術家在電子顯微鏡下賞月壤（月塵），電視報道找到了月裡嫦娥
……石，資深戲迷也許悲喜交集，千年來朝思暮想的“嫦娥”，竟然是一粒
塵，顯微鏡才看得真切。

奔月嫦娥，中國影劇千年永恆巨星，今天，月球上找到的嫦娥石，也是

中國人第一個發現命名的。電視介紹，中科院科學家透露月壤幾乎覆蓋整個
月球表面，每一粒塵埃都能講述那個星球上曾經發生的故事，月壤比髮絲還
細小，先進的顯微鏡下才看得到……

中科院專家、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家，聯手進行顯微成像攝影。藝術家指
導如何在拍照時打光，如何為照片打色；科學家琢磨如何把微小月塵固定住
，迎合適當的拍攝……你舉頭看到一輪明月，今天，科學家低頭看到一粒粒
月塵。顯微鏡下留影的共一百四十六粒，中國專家命名“嫦娥石”，人類前
所未見，月壤大部分是玻璃。小隕石高速撞擊，沒有大氣的月球，溶化更加
微細，與其他月壤黐成奇形怪狀，拍攝其中一粒月塵，“酷似寵物小狗”。
電子顯微鏡下，還看到色彩斑爛的圖案，有花、有蝴蝶、有星星，礦物折射
的色彩，其中幾種稀有元素，地球沒有的。

顯微鏡賞月過中秋，還有太空賞月，屬新世代的節目——中國人的中秋
太不簡單了……“中國太空站每九十分鐘環繞地球一圈，三名太空人一天可
以欣賞十六次月升月落，他們還用視頻方式記錄在太空站首次過中秋節的情
況。”神舟十四號指令長陳冬說：“由於沒有雲等因素干擾，從太空站望月
亮更加明亮。”

太空人也吃月餅過節，飛船發射時早已預備了應節食品進入太空。太空
人帶來的種子，經過三個月的種植，已成太空生菜，為節日大餐加餸。

太空年代賞嫦娥

今 年 年
初 的 2022
年 2 月 28

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
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開幕式上
，發表了對全世界各國的人權狀況的粗略概括的
講話。其中有關中國的人權現況，最引人矚目。
不少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人杈現況，普遍不滿，尤
其是爆發出近年香港的一連串反制活動後，中國
強行實施 「國安法」的管治手法。中方為了澄清
對自己的不實報導，特意邀請米歇爾‧巴切萊特
來華訪問，以便向舉世諸國，作出公平公正、不
偏不倚的調查報告。

8 月31 號，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發布了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報告。該報告講
話的中心內容，正是巴切萊特月前曾到中國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實地參觀訪問後所作出的坦承報告
。

該報告認為：維吾爾族和“其它主要以穆斯

林為主
的社區
” 存

在 著“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問題，中國政府應
該立即停止及予以改善。報告稱，“關於酷刑或
虐待模式的指稱，包括強迫醫療和惡劣的拘留條
件，以及對於個別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力事件
的指稱，是可信的。”

她在報告結尾中以措辭強硬的評估中來表示
，在“更普遍地限制和剝奪個人和集體享有的基
本權利的情況下，對維吾爾族和其他人進行任意
拘留的程度可能構成國際罪行，特別是危害人類
罪”。
以下乃為這份45頁報告的四個要點。
嚴格審查

報告表示，今次的報告“基於對人權高專辦
目前可獲得的文件材料的嚴格審查，並根據標准
人權方法評估了文件材料的可信度。

“特別關注了中國政府自己的法律、政策、
數據和聲明。人權高專辦還要求提供信息，並在
整個過程中與中國進行了對話和技術交流。”

這份報告是人權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在四

年任期的最後一天發布的。報告稱，這些侵權行
為發生在中國政府聲稱其針對維吾爾少數民族的
恐怖分子的反極端主義戰略的背景下，該戰略涉
及使用所謂的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心，或再教育營
。
聯鎖模式

報告表示，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
“導致呈現出對廣泛人權的嚴厲和不當限制的連
鎖模式”。

報告指出，即使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心系統如
北京所說，“已經範圍縮小或結束”，“支撐它
的法律和政策仍然存在”，從而導致監禁使用的
增加。

報告表示，自2017年以來的任意拘留制度和
相關的虐待模式“是在對維吾爾族和其它少數民
族進行更廣泛歧視的背景下出現的”。
違反國際法

“這包括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廣泛、任意和
歧視性限制，違反了國際法律和標準”，包括對
宗教自由以及隱私權和行動權的限制。

此外，該報告稱，中共政府在新疆的政策
“超越了國界”，分隔家庭，“切斷”聯繫，對

更廣泛的公開談論國內狀況的維吾爾僑民產生了
“恐嚇和威脅模式”。

報告表示，中共政府“負有首要責任確保所
有法律和政策符合國際人權法，並迅速調查任何
侵犯人權的指控，確保追究肇事者的責任，並向
受害者提供補救”。
報告建議

在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包括，政府應採取“迅
速措施”，釋放所有被任意關押在新疆的個人，
無論是在再教育營，還是在任何其它拘留中心。

報告稱，中國應讓家人知道任何被拘留者的
下落，提供確切的位置，並幫助建立“安全的溝
通渠道”，讓家人團聚。

報告呼籲中國對其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國
家安全和反恐政策進行全面的法律審查，“以確
保其完全符合具有約束力的國際人權法”，並廢
除任何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法律。

它還呼籲政府迅速調查關於在再教育營和其
它拘留設施中侵犯人權的指稱，“包括關於酷刑
、性暴力、虐待、強迫醫療以及強迫勞動和拘留
期間死亡報告的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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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對中國新疆人權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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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仙逝面面觀
英女皇日前以 96 歲 之高齡
仙逝，對於東西方的價值觀
來說，都可以說得上是嵩壽

有餘。直至去年4 月皇夫仍然是尚在人間之時，女王健康仍是不
俗。可惜皇夫一旦駕鶴西歸之後開始，女皇也許是思夫心切、也
許是失去精神支柱，她之健康狀況也開始呈現不穩定的現象。到
了今年初的女王登基70周年的白金禧慶祝活動，報章、電視新聞
報道和白金漢宮牆上，都只是展示英女王由年輕的女王，成為英
國大眾、甚至全球人眼中的祖母而矣，沒有怎麼特別把眼前96歲
女王的玉照作出公開，因為英國國民及英聯邦子民也明白：英女
王己開始 要必須接受醫學監察，子女和孫兒也開始不時湧往蘇
格蘭對她探視。全英國民眾也開始憂心不已。而英國廣播公司
(BBC)駐王室前記者也宣稱，從那刻開始，白金漢宮鮮有透露有
關英女王的健康狀況，大家心知女王己成為英國大眾、甚至全球
人眼中的高壽祖母了。
的確，9 月之前的英女王，是全球最年長的君主！

英女王於1952年2月6日在父親喬治六世離世後登基，她當
時只有25歲，英國正從二次世界大戰中復原，食物要配給，社會

仍受階級觀念和特權支配。邱吉爾是她成為英女王時的英國首相
，那時由史太林領導蘇聯，韓戰正爆發。日前宣誓就任首相的卓
慧思，是英女王登基以來第15任首相。96歲的英女王是英國在
位最長的君主，也是全球最年長君主。

英女王健康亮起紅燈後，全英關注，前首相卡梅倫和貝理雅
也在Twitter貼文表示 「深表關注」女王的健康消息，並為她及
其擔憂的家人祈禱。報道指出，近數月以來，英女王的健康每況
愈下，在過去24小時至48小時更是讓醫生擔心。白金漢宮也宣
布取消每天早上的御林軍傳統換班儀式，讓遊客不要撲空。

走筆至此，我想起在我移民來美的1975 年及1986 年，英女
皇曾經兩度訪問香港，難忘她直入公屋 參觀，更與天王巨星張
國榮握手言歡，去中環嘉咸街路邊攤檔上，跟市民交談。

這位25歲登基，在位70年，是世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過去她曾會見多個國家領導人，也是英國遊歷最多的君主，在不
同地方到訪120次，更曾兩度訪港，分別是1975年及1986年，兩
次都是3日行程。英女王當時與菲臘親王及隨行人員到訪的地方
，與民眾的距離非常近，只與市民一繩之隔，期間更有人出手輕
撫女王面頰。

記得英女王首度訪港當天，剛下機便坐上船隻，由機場直到
中環皇后碼頭上岸，出席歡迎儀式。但隨即英女王即走入民居視
察。她到中環嘉咸街路邊攤位，跟小販了解物價，又問路邊的市

民會煮甚麼。之後又到摩士公園游泳池及愛民邨等，當年她更走
入康民樓六樓一戶鄧姓的單位參觀，鄧家派出細女向英女王獻花
，而英女王在離開前，特意在鄧家的字畫簽名留念。當時整個愛
民邨都擠滿民眾，人人都希望找到有利位置一睹英女王英姿。此
外，她亦到訪過紅磡火車站、跑馬地快活谷、荃灣新市鎮、葵涌
貨櫃碼頭、香港大學及香港仔避風塘。

到了1986年，英女王再度訪港。此行她先後到訪立法局大樓
、滙豐總行大廈、香港理工學院、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沙田馬場
等，同時亦像首次訪港一樣，到沙田公屋隆亨邨探訪其中一個家
庭，了解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其後她與菲臘親王到紅館欣賞大
型演出，根據當時的演出內容，除了有不同表演外，還有歌手獻
唱環節。張國榮、成龍、鍾鎮濤、張學友及區瑞強上台輪流獻唱
，張國榮更有幸與英女王握手。當日負責指揮的是葉詠詩，她領
導管弦樂團及數千位學生組成的合唱團一齊演出。

當晚他們獻唱由6首耳熟能詳的歌曲組成的《這是我家》，
當中有5首是來自中國民歌，由顧家輝編曲、黃霑重新填詞。鍾
鎮濤率先打頭獻唱、接住便是區瑞強、張學友、張國榮，最後聯
同成龍一齊大合唱。

儘管已是36 年前的往事，我夫妻二人跟雙親一起，遠從美
國休斯頓觀看電視畫面上的英女王訪港的情景，仍然是歷歷在目
，印像深刻難忘，因為女王直像我娘親一樣，和藹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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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

则徐一生的真实写照。他是精神的标杆，是铮铮

的硬汉，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01与民鱼水情

“为官一方，造福八面”这是林则徐的为官

之道。

林则徐生于平民之家，对于百姓疾苦感同身

受。他任职江苏按察使期间，江苏发生洪水，林

则徐与其他官员会商，并亲自走遍田间查勘灾情

。之后紧急采取措施筹集粮食。面对灾情毫不迟

缓，是林则徐的一贯作风。

此外，灾害面前，林则徐还“挤富济贫”。

对于一些不捐赈的，林则徐则采取特殊之法

。

原户部尚书潘世恩水灾发生时丁忧在家，林

则徐发现其家有米万石却拒不捐赈。于是请他开

仓发米，但潘世恩说自家粮仓无粮。林则徐听罢

，立即吩咐手下用江苏布政使封条将其粮仓贴上

封条，潘世恩家人出来阻挡，说既然粮仓为空就

请借用一下储藏粮米。潘世恩无奈，只能让林则

徐将该粮仓之米发与饥民。

在清代闹饥荒灾荒也是常有的事情，林则徐

认为捐赈这种临时筹集不是长远之法，于是他将

抚署内年久失修的旧屋十多间加以修缮用来存储

在丰年的余粮，将这个粮仓取名为“丰备仓”。

因为这个粮仓很多老百姓受到了救助。当时有句

话“林使君之德，生活我也”传遍大街小巷。

为了老百姓，林则徐不仅不怕触怒权贵，就

是在皇帝面前也是据理力争。

道光十三年（1833年），作为江苏巡抚的林

则徐听到了“暗荒”一说，他原本没当回事，但

当他后来四处查看时，才发现了暗荒的严重性。

于是林则徐火速与陶澍联名上奏皇帝延迟漕粮的

征收。由于林则徐身为巡抚没有办理漕政的权利

，且已超时限，皇帝非常恼火，对其大加训斥。

虽然龙颜大怒，但为了百姓，林则徐宁可不

顾个人得失，于是以个人名义再次奏请皇帝，以

情力荐。最终皇帝同意，江苏一带官绅百姓皆欢

聚泣。

林则徐就是这样急百姓之所急，解百姓之所

困的父母官。

当然，有这样的好官，百姓们除了感恩戴德

外，林则徐筹建水师时普通百姓踊跃报名参军，

林则徐离开任职省份百姓夹道相送，类似的事情

不胜枚举。

就这样，林则徐和百姓在林则徐不同的任所

上不断上演官爱民、民爱官的动人暖心场面。

02两袖清风

晚清时期，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首词《一剪

梅》：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这首词是官员们总结的为官“经验”“诀窍

”。为官之后的林则徐，对此不以为然，他要以

真才实学报效国家，因此即便生活困顿他也不同

流合污。

有一件事让人有些难以想象。1813年6月，

林则徐到京为官，有段时间林家生活是十分窘迫

的，即便这样，他也不想迎合当时官场，竟然靠

代人撰写、缮写折子和书信贴补家用。 有时也

兼职教书，偶尔也接受恩师张师诚的接济。

有一次林则徐为不满官场现实辞职了，这在

当时官场上引起不小震动。

后来林则徐官至四品，他也廉洁自律，谨守

本分。

这样的气节、作风与他的

家风密不可分。

03家风流传

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总是

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注重名

节。

林宾日虽然也常困顿，但

对于比自己更穷的人时常救济

；对于不义之财绝不收取；对于官场，痛批污吏

，怒斥贪官。

除了这些，林宾日在家境好转的时候还在家

里养了宠物，猜猜是什么，和林逋一样，是鹤！

他喜欢鹤的高雅，敬佩林逋的飘逸洒脱，他要以

此陶冶家人的性情。

“梅妻鹤子”

这些都被林则徐看在眼里，铭记在心。

为官后，林则徐也是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标

杆，做官清正廉明，百姓称其为“林青天”。

我们再来看看林则徐的家训。这个家训既是

林则徐的做人标准，也是他对孩子的教育原则。

林则徐教子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

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

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林则徐生活的时代距我们近200年，但细细

品味，好些我们至今仍然受用。

04虎门禁烟禁烟人选

当时全国都在禁烟，禁烟成绩前三名分别是

主政广东的邓廷桢、主政直隶省的琦善和主政湖

北的林则徐。道光皇帝为什么把禁烟任务交给排

名第三的林则徐呢，自然有他的考虑。只不过从

未谈过原因。

据史料分析，邓廷桢曾主张“弛禁”，对禁

烟信心不大，也没有长远之法；琦善，对于禁烟

一向消极，他的成绩与朝廷反复催促有关，且具

有偶然性，长远禁烟就不消说了，把禁烟任务交

给任意一人道光心里都没底。只有林则徐禁烟态

度坚决，经验也丰富，经过权衡，道光就把这个

重任交给了上任湖广总督才一年多的林则徐。

林则徐接到谕旨赶赴京城。抵京后第二天道

光就召见了他，这次面圣共八次。君臣这些密谈

的内容鲜为人知，我们也只能从林则徐的日记以

及给朋友的信件中知晓一二。

先来看一下林则徐日记中记载的道光给林则

徐的礼遇：

1838年12月27日卯刻（早上五六点钟）第

一次召见：命上毡垫，垂问至三刻有余。

1838年12月29日第三次召见：蒙垂询能骑

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

异数也。

1838年 12月30日第四次召见：蒙谕云：

“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

如何禁烟

宣传 吸食鸦片危害，并广而告之。

研究推广 潜心研究戒烟药方，推广戒烟药

方。

林则徐的夫人是曾担任过知县的郑大谟的长

女郑淑卿。郑淑卿懂医术，常与林则徐一起讨论

戒烟之法，一起制作戒烟药，一起验证药效，最

终研制了十多种戒烟药。

道光也曾吸食鸦片成瘾只不过后来醒悟，为

表严禁鸦片的决心不仅扔掉了烟具，就连进呈鸦

片的太监也给杖毙了。

缴烟销烟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

上的第一块浮雕，刻的就是“虎门销烟”的场面

。

为什么把它作为第一幅浮雕呢？或许是因为

虎门销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起点

，是重大标志性事件。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中国

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说的就是这个伟大的

历史事件。

林则徐销烟没有使用传统的焚烧方法而是采

用大池子来销毁。传统的焚烧方法被烧融化后渗

入泥土，有人就会将深入鸦片的泥土挖出进行煎

制过滤可得到一些烟土，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方法

，与林则徐此次要彻底销烟的初衷不太一致，经

过走访和思索得来的销烟之法验证消烟极为彻底

，道光朱批“可称大快人心”，外国人目睹后也

极为叹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

发表文章感慨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

禁烟成绩 此次虎门销烟收缴鸦片数量为

19187箱又2119袋。1839年6月3日开始销毁，

1839年6月23日为止，林则徐亲自在虎门海滩监

督销毁没收的全部外国鸦片。

禁烟影响 这次销烟打击了鸦片贩子的嚣张

气焰，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林

则徐也因为这一事件以及后来的反侵略举措成为

了民族英雄，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一面

旗帜。

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则把虎门销烟的

日子——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日”。

如今，林则徐铜像矗立在美国纽约市百老汇

附近，铜像底座上赫然写着“世界禁毒先驱林则

徐”。其实这个广场原来叫且林士果广场，只是

在1999年5月18日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根据纽约议

会决议将这个广场改名为林则徐广场。具体为什

么做了改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或许跟人们近年

来对于毒品的重视有关。不管怎样，林则徐有如

此殊誉，可见其销烟一事影响深远。

05治水干将赴伊犁之因

禁烟成绩虽然斐然，但道光皇帝还是下了一

道谕旨，定林则徐罪名为“误国病民”。听到上

谕，林则徐如五雷轰顶。这皇上是怎么了，哎，

圣心难测！

这与英国发动战争有关。

定海陷落，对禁烟持怀疑态度的官吏们说战

争由林则徐禁烟引起，道光轻信了，于是定了这

样一个罪名。钦差是当不了了，可怜为维护国家

和民族利益呕心沥血的林则徐痛苦之后，仍给其

他官员（即使是政敌）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和

主张。然而他的抗敌救国热情，还是被一些如琦

善、杨芳、奕山、隆文、祁贡之流一次次地泼了

冷水。

即便如此，当道光以“五百里谕令”下了一

道谕旨，林则徐又立即动身前往浙江镇海。林则

徐本以为自己可以在那里一展身手，然而当他踌

躇满志地和裕谦规划如何抗敌时，皇帝的谕旨又

意外下达。

林则徐这种兴奋的心情只维持了半天（林则

徐先于裕谦到达镇海），就被流派伊犁戍边。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

两句是林则徐被迫在西安与家人分别准备前往流

放地——伊犁的路上所写，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

感以及性情。

林则徐就是这样，衷心为君不计较个人得失

！

且看，林则徐到伊犁三年时间，虽戴罪仍立

奇功：重视边疆防务；兴修水利；勘察南疆八城

。在这里，我们就来想说说兴修水利的事儿。

坎儿井是新疆吐鲁番等地区的一种水利设施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林公井”，为什么叫“林

公井”呢？

林则徐在勘察南疆走到吐鲁番时发现了独特

的水利设施“坎儿井”，吐鲁番的农业生产得益

于此，于是林则徐制定了一个在伊拉里克掏挖

“坎儿井”的计划，已推广建造这种水利设施。

后因各种缘由，此计划未能实施。

林则徐离开伊犁后，伊犁将军萨迎阿将计划

实施。所以当地人就把“坎儿井”叫做“林公井

”了。时至今日，新疆人依然在使用这种井灌溉

农田。

在新疆，还有一个“林公渠”，这又是怎么

回事呢？

伊犁将军布彦泰兴修水利，林则徐认修龙口

工程，拖着病躯督率民工，用了四个多月，终于

建成了一条六里多长、十几米宽、近3米深的水

渠，引来喀什河水，灌溉了伊犁地区十万亩荒田

，至今还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条渠被后人称为

“林公渠”。

当然林则徐不只在伊犁治水，在河南、湖北

、江苏都修过水利，经验可谓丰富！说到这个，

小编就想说说到河南开封治水的事情。

林则徐被道光革去四品衔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途中接到上谕，说免除林则徐去伊犁，直接前往

河南开封治理黄河决口。原来是忘年交军机大臣

王鼎奉道光之命前往开封治水，王鼎又力荐林则

徐。王鼎此举，一来林则徐治水经验丰富，二来

以此让林则徐戴罪立功免受伊犁戍边之苦。只是

皇上在决口处合龙之时又反悔了，仍让林则徐赴

伊犁。

这样的结果让王鼎愤怒至极，他回到北京的

第一件事就是奏请皇上启用林则徐，皇帝不允，

王鼎依然力荐不止，皇帝恼怒拂袖而去。王鼎绝

望，留下遗折死谏道光，以表达对朝廷议和的不

满，对林则徐不公处置的不满。

在伊犁的林则徐听到王鼎的噩耗，痛苦万分

，写下诗篇，表达对知己的敬佩、怀念与惋惜。

才锡元圭告禹功，公归遵渚咏飞鸿。休休岂

屑争他技，蹇蹇俄惊失匪躬。

下马有坟悲董相，只鸡无路奠桥公。伤心知

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

——《哭故相王文恪公》（其一）

在林则徐的朋友圈中像这样的知己不止一个

，还有龚自珍、邓廷桢等。

06开眼看世界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林则徐是“满清时代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我们从办理“夷务”说起。

办理“夷务”，让林则徐产生了“师夷”的

思想。好友魏源将其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

林则徐在“师夷”的指导下，广泛搜集世界

各国资料，招募翻译人才成为幕僚，林则徐组织

幕僚翻译外国人出版的书报。其中就有取名为

《四洲志》的图书，这本巨著由林则徐亲自进行

润色编辑。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史地

译作，也是这本书使林则徐成了晚清时期“睁眼

看世界第一人”。

此外，林则徐还平反了许多冤狱，他的的诗

作和书法也是值得称道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再

赘述。

关于林则徐，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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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年輕三金得主盧廣仲，新作品終於出擊

，這次再度攜手黃金搭檔瞿友寧導演，兩人是睽違

五年再次合作，挑戰他們都認為是最難挑戰的喜劇

電影《他馬克老闆》。這次共同改編圖文插畫家

《我是馬克》的同名主角的上班族漫畫系列，該系

列已經在市場上流傳了14年，即將邁入第15週年

，早已深植所有上班族的心，成為大家休閒娛樂、

發洩壓力的必備漫畫，更於八年前就已經由果陀劇

場推出改編漫畫的爆米花劇場系列，也是場場爆滿

，今年十月還即將加演。這次是首次由真人演出電

影版，劇組於5日，趁著軒嵐諾颱風遠離台灣，陽

光終於露臉之際開鏡，從釋出的開鏡照片，更驚喜

曝光今年金曲獎廣受好評的星光大道驚喜主持人，

也是金曲得主歌手黃宣YELLOW一同參與演出，這

將是黃宣YELLOW第一次戲份如此吃重參與電影的

演出。

黃宣這次將飾演一個不停糾纏著盧廣仲所飾演的

上班族馬克，甚至搞到他快瘋掉的一個瘋狂角色，對

於這次的演出，黃宣表示：「這一次非常的期待、興

奮、so excited！因為這次演這個角色比較特別，有非

常多不同的面向，所以有在做一些功課，而這一次是

第一次嘗試這麼重要的角色，並長期投入劇組中，其

實我非常期待準備角色的過程，現在已經開始在想這

個角色一些有趣的點」而關於這次與瞿導的首度合作

他表示：「第一次和瞿導聊天時就覺得雙方有化學反

應，期待在與導演的合作中找到新的自己！我相信一

句話：『沒有暗礁，哪來美麗的浪花』所以我相信一

定會有美麗的浪花，我會努力的！」

而這次盧廣仲將飾演原著漫畫中的主人翁「馬

克」，他對於這次再度與瞿友寧導演合作表示：

「很高興可以再次和瞿導合作，這部片雖然跟花甲

同樣是喜劇，但不同的是會挑戰一些新的喜劇表演

模式，導演也強調這一次是一個集體創作的表演模

式，從開拍之前上的表演課，和對手演員們的撞擊

，先對喜劇有一個心理準備，增加彼此默契，因此

對於接下來的演出更加期待，希望可以帶給大家有

別以往更瘋狂好玩的表演。」而廣仲這次與黃宣有

極多的對手戲，對於曾經也是由歌手轉戲劇新人的

他表示：「因為我其實也只是第二次拍攝電影，所

以也算是新人！大家一起努力，這是一個滿輕鬆的

電影，所以就是要放輕鬆不要太緊張表演，觀眾也

會感覺到！」

除了兩位演員之外，《我是馬克》的原著作者

筆名馬克的李含仁也出席了開鏡儀式，對於這次自

己的圖文漫畫創作，可以躍上大銀幕的他興奮地表

示：「對於畫出來的角色，在被改編成電影真人化

後覺得很酷，而且廣仲的角色非常貼近漫畫主人翁

，也有偷偷問了身邊的朋友都覺得很符合漫畫的形

象，而黃宣飾演的角色，找來他演出反差感十分強

烈，後面還有令人更驚喜的選角，覺得這部電影在

導演的選角下為作品更為加分，敬請大家期待。」

而瞿友寧導演繼《花甲》之後再度改編人氣IP

作品，並再度攜手盧廣仲，他表示：「喜劇很難，

誠惶誠恐，拍悲劇的時候，觀眾用同情主人翁的心

情看，催出大家的眼淚相比喜劇來說，喜劇是挑戰

觀眾的自尊，觀眾會嚴苛的看待到底好不好笑，這

是挑戰每個人各自不同的笑點，不容易產生集體渲

染」為此雖然拍片經驗豐富的瞿導，開拍前還是不

停地看經典喜劇電影，希望找到一種獨特的喜劇說

故事方式。「越是重複看那些經典喜劇，越是佩服

那些大師，怎麼看都不膩，這就是我想努力的」。

至於這一次再跟廣仲合作，瞿導更加緊張：「我希

望每次和廣仲合作，觀眾都有新鮮的感受，所以光

是造型就試了很多種，我也準備了很多突發的試驗

，等著和他再創造一種新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這

次挑選黃宣的原因」瞿導愛用新人，眾所皆知，至

於這一次為什麼選黃宣？更是引人好奇：「他是天

生的表演瘋子，認識他之後才發現，難怪他在金曲

獎會主持得這麼好」因為他的聰明，瞿導更是開始

構想怎麼讓他的戲有更多的發揮，也敢給他挑戰更

有難度的表演。

電影《他馬克老闆》全片將打造出一個充滿幽默

加上天馬行空幻想的全新風格喜劇電影，電影拍攝場

景將遍佈台灣各地，本片由氧氣電影製作、三皇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夢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百

聿數碼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秀泰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美學經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華映娛樂股份有限

公司、晉揚投資有限公司與添翼創越工作室共同投資

出品，並預計於2023年與大家在大銀幕相見，這也將

是2023年令人備受期待的超級大片。

《他馬克老闆》開鏡 盧廣仲、瞿友寧再合作

Netflix8日宣布全球獨家華語懸疑劇《她和她的她》將

在今年上線。由葉如芬擔任總監製、卓立執導；演員包含

許瑋甯、李程彬、賈靜雯、吳慷仁、李霈瑜、温貞菱、于

子育、陳以文、丁寧、伊正、徐鈞浩、胡宇威、郭雪芙。

卡司陣容強大，是下半年值得期待的懸疑影集。

許瑋甯在《她和她的她》飾演個性高冷的職場女強人

林晨曦，孤身一人在大城市的豪宅裡過著簡約快節奏的生

活，在她冰冷的外表下，身上更藏有許多秘密。劇中一場

車禍意外醒來後，林晨曦就像來到另一個時空裡，回到老

家宜蘭與原本不相往來的母親、已經逝世的父親生活，許

瑋甯表示「這部戲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像在拆開一層一層的

包裝，找到疑點、回到原點，會一直發現遺漏的細節，要

很仔細的看，也要看到最後才會知道真相。」對於與李程

彬合作許瑋甯笑說：「雖然是第一次合作但很愉快，在這

部影集有很多場崩潰的戲，我們彼此都可以在丟接球上給

對方最好的節奏。」

飾演林晨曦男友李皓明的李程彬在《她和她的她》劇

中一人分飾兩角，分別是彬彬有禮的上班族李皓明、一個

是叼著牙籤辦案的臺客刑警小劉，李程彬認為：「分飾兩

個角色最大的困難在於必須讓觀眾相信他們雖然長得一樣

但個性完全不同，語調、口音、習慣都是重新塑造。」談

及與女神許瑋甯對戲，李程彬讚：「和瑋甯對戲非常過癮

，不論是在上班族的我們在家裡為了感情爭執、還是當刑

警時一起辦案、猜測、模糊的情愫，印象都很深刻，很開

心可以參與這次的演出。」

《她和她的她》也有驚喜CP，賈靜雯與吳慷仁接續了

《媽，別鬧了！》的一對「言情小說派」情侶，在《她和

她的她》中，賈靜雯竟成一個百依百順的夫奴，深怕一個

舉動惹怒了恐怖總裁丈夫吳慷仁，對於兩人再度合作，賈

靜雯認為：「如果在《媽，別鬧了！》裡的如蓉和學長真

的結婚，應該就是會像《她和她的她》裡的這對夫妻一樣

，太太對先生言聽計從，即便先生對太太做出很多過分的

行為，不論是身體上的或是言語上的傷害都做，太太也不

敢表達抗拒。」吳慷仁則笑說：「沒想到和靜雯的兩次合

作都是不太正常的關係，這次欺負的人不止靜雯，還有瑋

甯，會不會被觀眾罵慘？」

時尚雜誌認證十大成功女性—林晨曦（許瑋甯 飾）

從一場意外車禍醒來，眼前的世界全變了樣，原本應該是

男友的李皓明變成警察小劉（李程彬 飾），主要調查關

於晨曦高中化學老師謝志忠（陳以文 飾）遭殺害的案件

，高中學姊顏聖華（賈靜雯 飾）竟然是主要涉嫌人？晨

曦一天天重建、拼湊著自己的記憶，發現自己的回憶與家

人、好姐妹們的闡述卻有很多出入，看似幸福美好的家庭

與閨蜜情，都隨著兇殺案的真相逐漸揭露，那些晨曦不願

被想起的過去。《她和她的她》預計2022年於 Netflix 全

球獨家上線。

Netflix全新華語懸疑劇《她和她的她》

許瑋甯、李程彬
賈靜雯、吳慷仁捲入命案

浪漫愛情電影《初戀慢半拍》現正熱映中，該片由

陳駿霖執導，徐若瑄、柯震東、于子育、范少勳主演，

是導演陳駿霖繼《一頁台北》後的第三部電影長片，刻

畫現代人因為工作忙碌或沈溺社群軟體，渴求溫暖卻更

加寂寞的心情，寫成一段節奏輕快的愛情故事療癒觀眾

，今（8日）再發布徐若瑄、柯震東合體拍攝的宣傳美

照及影片，片中兩人曖昧得辛苦，戲外默契絕佳，舉手

投足之間都充滿濃濃CP浪漫氛圍，女神徐若瑄穿上貼

身針織洋裝，柯震東簡約白襯衫超有國民初戀男友感，

還分別比出花式愛心來感謝粉絲支持，讓粉絲直呼太寵

粉！剛結束演唱會演出的徐若瑄也向粉絲喊話：「除了

支持歌手Vivian，也期待大家要進戲院看演員徐若瑄喔

！這部電影除了談愛情，也有很多反應現代家庭的議題

可以討論，無論是情侶約會、或和家人朋友一起看，都

很適合。」

電影除了姐弟戀情，母子之間的情感也讓觀眾直呼有

感，片中柯震東、于子育的母子關係是媽媽給太多愛，變

成直升機家長，每件事都想干涉過問，把兒子養得乖巧聽

話，柯震東生動形容角色兒子小洪的處境：「小洪就像金

魚關在水族箱裡，一直在媽媽的控制下，安全但也無處可

去。」于子育則說媽媽美玲肯定認為自己比外面的女生都

愛兒子；徐若瑄、范少勳這對母子的關係則反應早婚生育

的女性面臨的問題，因為年紀輕輕就變成媽媽，不懂得怎

麼正確與孩子互動，逃避處理孩子的愛和需求，導致關係

越來越疏離，徐若瑄曾實際與早婚生育的女性談心，她分

享：「我所飾演的樂樂外表看似堅強，小洪媽媽衝到旅館

、要切斷樂樂和小洪的感情，她才驚覺原來媽媽為了兒子

可以不顧一切，而自己和兒子偉傑卻情感淡薄，讓她做出

行動改變。」導演陳駿霖談到電影核心意義，表示：「這

部電影談愛情，也講母子關係議題，沒有體驗過心碎，永

遠不會成長，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故事裡找到成長的影子

。」電影現正熱映中。

中秋也要浪漫約會《初戀慢半拍》
徐若瑄、柯震東合體美照秀CP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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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明熹、
鍾柔美、姚焯菲
及詹天文難得合
體出席公開活

動。

約滿環球唱片難捨舊同事

李幸倪10月開始悠長假期
張國榮66歲冥壽好友緬懷
陳淑芬籌備紀念音樂會

炎明熹本月3日確診新冠後即時
停學、停工接受隔離，經過9

天時間休息，Gigi 於 12 日正式出
關，她穿上露腰裝並特別戴上外科口
罩精神奕奕地出場，不時跟粉絲揮手
打招呼，司儀問她身體狀況？Gigi
說：“我還好，只是聲音上尚有少少
缺憾。”隨後四人被安排與粉絲組隊
玩了多個遊戲，Gigi仍未見疲態，接
Yumi、Chantel和Windy分別於台
上獨唱，只有Gigi沒唱歌。

Gigi受訪時表示，她確診後休息
了一個多星期，現終於康復過來，她
指其間有身體不適：“感覺是比普通
感冒嚴重少少，現在已好得七七八
八，最重要是聲音有點沙啞，仍未可
唱到歌給大家聽。”會否擔心影響聲線？她說：“順其
自然，因為無論怎樣的自己，都是最好的自己。”12日
其他三人戴透明口罩，她就特別戴上外科口罩，Gigi表
示都是希望確保大家的安全為上。問她是否很久沒休息
過這麼長的時間？她笑謂：“也是的，不過我個人比較
多事情去想，所以這段時間在家中可以思考人生，思考
的都是唱歌和學習方面，也得到一些結論，是希望唱歌
和學業兩邊都做好一些。”

After Class準備出快歌
剛病癒的Gigi是否正式全面復工？她表示看公司安

排，不過今日她會照常返學，至於何時才上台唱歌，她
會盡量嘗試，但也要待自己完全康復。有報道指Gigi確
診後被迫停工，當中廣告、活動及音樂會演出均取消，
估計令她損失近百萬。Gigi說：“沒聽過，也不知道，

但有些工作是取消了。”而她生病後未能繼續演出John-
ny老師（嚴勵行）的音樂會，她也答謝Windy仗義相助
頂替她唱歌。如何報答對方？Windy笑答：“一杯珍珠
奶茶可以了！其實當時收到消息，最擔心Gigi 的身
體。”她表示之後 Johnny老師要求她頂替Gigi 演唱
《Dear Friend》，自己都擔心，畢竟沒上台綵排過，幸
得老師給予很大信心：“雖然我唱得不夠Gigi好，但都
演繹到首歌！”

至於Chantel將於本月22日踏入16歲芳辰，Chantel
透露應該會跟家人外出吃飯，或者將近生日的日子再跟
朋友約會慶祝。Gigi、Yumi和 Windy則齊聲表示已準備
禮物，不過想保持神秘給Chantel一個驚喜，要是大家都
不用工作，更會為她慶祝。談到After Class已很久沒合
體，四成員均透露已有新歌準備推出，上次是唱慢歌，
今次會是一首快歌。

After Class合體出席商演

聲 沙未能演唱未能演唱
炎明熹炎明熹染疫康復染疫康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李幸倪（Gin Lee）12日到香

港將軍澳出席唱片《time & faith》簽唱會，獲
逾百歌迷及市民圍觀。即將約滿環球唱片的她，
透露完成手頭上的工作後，將會放一個悠長假
期，預計年底或明年初才回港，與男友感情穩定
的她又否認秘密結婚，主要是返馬來西亞探親及
休息。

Gin Lee12日穿上低胸緊身長裙出席簽唱
會，並即場獻唱《剛好》及《虛榮》， 獲大批
歌迷到場支持的她，更感動至眼濕濕。她表示因
疫情關係已很久沒有到商場獻唱，聽到大家的歡
呼聲，感到很開心和珍惜。之後緊接的簽名會，
排頭幾位都是小朋友，Gin Lee見到可愛的小歌
迷都忍不住要攬攬。

會後Gin Lee接受訪問，她透露今次是她約
滿環球唱片前最後一個宣傳活動：“喺環球8
年，好唔捨得一班同事，家感覺好似一個章節
完結，呢排我都好感性，有時坐車諗諗吓都喊，
（同環球唱片有冇合作轉機？）再算啦。”

她表示待完成《聲夢傳奇2》錄影後便會放
假，正相約公司幾十位同事食飯，10月就展開
悠長假期，返馬來西亞探親，因為疫情關係已
有三年沒見過家人，預計年底或明年初才返
港，至於年底及明年初的音樂頒獎禮應該都不
會出席。

問到此行是否秘密結婚？她笑否認道：
“似咩？唔係！主要係休息充電，周圍去食同遊
車河，同埋想寫歌準備重新出發，（男友會同
行？）我一個人飛走，（同男友有問題？）感情

冇事，一切好好，（不想見男友？）想見親友、
同學同好似契爺契媽嘅舊鄰居，我會帶啲唱碟過
去送畀佢哋。”

Gin Lee笑言放假期間會每日開一次手機，
因平日是秒覆，她又會上載放假的相片，等大家
知她安全。

談到之後的去向，Gin Lee表示有多間唱片
公司正接洽中，亦不排除自組公司的可能性。問
到要有什麼條件能打動她簽約？她說：“最重要
係音樂上方向一致，自由度大啲，我唔係一言
堂，想有商有量。”

香港文
匯報訊（記
者 梁 靜
儀）12日是
一代巨星張
國 榮 （ 哥
哥）的66歲
生忌，其生
前摯愛唐鶴
德（唐唐）
一如以往，
都會於社交
平台貼相及
留言祝哥哥
生日快樂，
今年亦不例外。12日凌晨
時分，唐唐在交社平台貼
出多年前與哥哥一起站在
生日蛋糕前的合照，並深
情以哥哥的歌曲《今生今
世》歌詞留言：“感激天意碰
你……生日快樂！”作悼念。時
裝設計師鄧達智亦有留言“長情”兩個字。袁詠
儀亦在社交平台貼出昔日與哥哥拍攝《金枝玉
葉》時的合照，並留言：“哥哥，生日快樂”。
古巨基亦上載了多張哥哥於音樂特輯《日落巴
黎》的照片以作懷念。當年，哥哥公開表示看好
的“雙古一鄧”，其中一“古”便是古巨基，另
一“古”則是古天樂。

另外，陳淑芬（陳太）偕兒子陳家豪到寶福
山向哥哥送上生日祝福，而哥哥好友和“哥”迷

都記得這個重要日子，哥哥生前
好友連炎輝、前助手Kenneth及
許多香港“哥”迷一早便攜同鮮花抵達寶福山寶
禪堂。海外的“哥”迷雖然未能赴港，但依然越
洋訂製精緻的花牌送給哥哥。

陳太並透露，她正在籌辦連串的二十周年紀
念活動，包括展覽會及明年4月1日於紅館舉行的
音樂會，希望藉舉辦多種類的活動，能夠讓香
港及遠道赴港的“哥”迷帶豐富及滿滿的回
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早前染疫的炎明熹（Gigi）康復後首

度復工，12日與女團After Class成員姚卓菲（Chantel）、鍾柔美

（Yumi ）及詹天文（Windy）合體出席活動，吸引數百市民迫滿商場

圍觀，當中尤以Gigi應援的粉絲人數最多。但Gigi因聲音有點沙啞，

仍未能唱到歌。

◆◆ After ClassAfter Class深受粉絲歡迎及愛戴深受粉絲歡迎及愛戴。。

◆◆ 詹天文早詹天文早
前頂替前頂替 GigiGigi
獻唱獻唱《《DearDear
FriendFriend》。》。

◆◆ ChantelChantel
透露生日會透露生日會
跟家人外出跟家人外出
吃飯吃飯。。

◀ 各 地
“哥”迷親
手製作千羽
鶴給哥哥。

▼ 陳淑芬為
哥哥送上紙
鶴銀章蛋糕
及復古紙鶴
紀念銀章。

◆◆

袁
詠
儀
每
年
都
不
忘

袁
詠
儀
每
年
都
不
忘

為
張
國
榮
慶
生

為
張
國
榮
慶
生
。。

◆◆ 唐唐感激天意唐唐感激天意
遇上哥哥遇上哥哥。。

◆◆李幸倪即將返鄉探親李幸倪即將返鄉探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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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九月十四日分別在美南電視座談會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九月十四日分別在美南電視座談會
及歡迎餐會發表兩場專題演講及歡迎餐會發表兩場專題演講，，主題主題：： 「「救黨救國救兩岸救黨救國救兩岸 」」 （（上上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台灣國際關係學者、政治人物、孫
文學校總校長、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中
華民國台灣政治學者張亞中校長於本月十四日來休士頓訪問，並
於十四日上午來美南新聞訪問，在美南電視攝影棚舉行電視座談
會，當場回答在場僑領提出的問題。如 「和統會」鄧潤金提出的
兩岸和平協議，是國民黨上共產黨的當，中共不接受任何協議，
共產黨講的話一句都不要相信；鄭長祥問：中國國民黨還有沒有
救？這幾年理念蒼白、渙散；黃泰生問：我們的 「三民主義」孫
總理，有無意識形態？蓋軍問：9月14日 「美台關係法」中，台
灣政策法通過，我們能作什麼？以及當天晚間，在 「新皇宮」餐
會上，江鎮遠、唐丹娜、陳柏宇等人的提問，張亞中校長總體表
述其個人思想、理念如下：

張亞中說：“救兩岸”指的是如何讓兩岸不要開啟戰端，能
夠走向和平發展。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
基礎，台灣政黨中最大的兩個政黨就是民進黨和中國國民黨。民
進黨目前獨大專權，國民黨相對衰弱。要贏過民進黨才能救國、
救兩岸。因此，我們也必須救中國國民黨。

如何救黨救國救兩岸。毫無疑問，我們用“救”這個字，就
表達了不管是我們的黨，我們的“國”，還是我們的兩岸，現在
都碰到了相當大的危機，如果我們還持續麻木不仁，或者還在歌
功頌德，還在講一些自欺欺人的話，那或許只是演講場合中的一
些喃喃自語，並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真正的難題。

我想就從兩岸開始。因為這是重中之重。去年《經濟學人》
的封面，台灣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了，不只是《經濟學
人》，還有其他雜誌的報導，我們看到美國很多的智庫，歐洲很
多的學者，都在討論“台灣會不會是下一次最重要的東亞地區的
引爆點？“答案幾乎是非常明確的，兩岸的危機已經迫在眉梢。
最近我們看到，佩洛西女士訪問台灣，結果是大陸在台灣的四周
進行一種半封鎖的軍事演習，兩岸政治上的海峽中線已經不存在
了。我們又看到大陸的飛彈已經越過台北的上空。種種的徵兆已
經顯示，兩岸的和平似乎逐漸離我們遠去，台海的危機正在醞釀
，正在發生。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看到什麼？我們看到大陸公佈了從1993
年、2000年以後第三份的白皮書，裡面有一些強硬之氣。我們也
看到了在白皮書裡台灣在未來北京所設定的統一後的一國兩制條
件，已經遠遠和1993年的不一樣了。原來香港製度是參考未來
可能的兩岸的“一國兩制”而設定，經過了這幾年，反送中事件
以後，北京對於香港已經有了另外一番的作為。這一次的白皮書
，台灣在未來統一後所享有的條件，已經不再具有軍事的權利和
外交權，也沒有司法最終審判權，而祗有經濟和文化中的權利。
在北京的第三份白皮書裡，寫得非常清楚，香港目前所享有的
“一國兩制”的條件，似乎已經不再是台灣未來的“地板”，而
是台灣未來定位的“天花板”。這個條件，的確是目前台灣朝野
很難接受的。武統的鼓聲，兩岸緊張的鼓聲，越來越接近。

兩岸今天為什麼造成這樣的局面，毫無疑問地，民進黨應該
負最大的責任。遠的不講，從2016年開始，蔡英文上任以後，
不接受“九二共識”，使得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完全消失。蔡英
文政府這幾年來持續走民進黨的漸進台獨、文化台獨的做法，在
歷史教科書上，不止繼續走“去中國化”的路線，連中國史都在

我們高中的歷史教育中消失了。我們
看到這幾年來，在身份認同上，蔡英
文政府不斷地告訴台灣的民眾，台灣
人不是中國人，甚而認為台灣民族是
南島語族的一部分。兩岸的政治基礎
崩解，身份認同出現斷裂。民進黨在
任內也任用了很多立場上傾向台獨的
大法官。在兩岸交流方面，2016年以
後，海基海協沒有任何的互動了。台
灣通過了“國安”五法，與大陸互動
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大陸的同路人。
這種肅殺之氣，籠罩在台灣。

另外一方面，我們很遺憾地看到
，從特朗普上台以後，中美之間是處
在一種戰略的對抗狀態下。從美國的
戰略眼光來看，是所謂的“修昔底德
陷阱”，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山不容
二虎。美國這幾年的策略，基本上就
是要遏制中國大陸和平崛起。從美中
關係中，我們看到了貿易戰、科技戰
、南海戰，美國打“香港牌”，打
“新疆牌”，我們也看到了，美國正在打“台灣牌”。

對於美國來講，當然是以他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優先，這是國
際政治的常識，我們也不必去責備美國人，畢竟美國有自己的戰
略構想。但是問題來了，台灣處在美中戰略對抗的環境下，到底
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毫無疑問地，蔡英文選擇了“緊密地、
完全地、不留餘地地站在美國這一邊”。原因當然很多，從政治
上的原因來看，當民進黨不再接受“九二共識”的時候，兩岸的
政治基礎就沒有了，關係也斷了。當台灣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
只剩下了美國和台灣的關係時，台灣對美祗有百分百的扈從，這
對民進黨來講，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這段時間，美國要賣什麼武器，民進黨政府只得接受；
而這個武器怎麼樣使用，美國還有決定權！美國要台灣吃萊豬，
台灣就必須要吃萊豬，民進黨不惜動員所有的“國家”力量，用
公投的方式來維護吃萊豬。民進黨政府如此聽命於美國，蔡英文
的假博士論文事件也是一個原因。如果蔡英文的論文是假的，英
國的情報單位會不知道嗎？美國的CIA會不知道嗎？各位，如果
蔡英文的論文是假的，台灣的安全就完全操縱在美國手上，美國
可以對蔡英文予取予求。

近期大陸進行對台軍演，飛彈越過台灣的上空，打破了海峽
兩岸的政治中線，公佈對台政策白皮書，這只是因為佩洛西來台
灣嗎？當然不是！嚴格來講，從2016年以後，北京已經開始調
整戰略政策了。北京以前講說，兩岸關係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目前這兩個寄希望都出現了問題。在民進黨
這幾年去中國化的操控之下，台灣人民的身份認同，也在快速改
變當中。政大選研中心民調顯示，目前“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
人”的比率大概剩下30%，認為“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
比率約為65%。據估計，年輕人認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
例，可能有到八成，甚至已經九成。看到這樣的情況，北京怎麼

還能夠希望於台灣的人民？
兩岸關係已經嚴峻，兩岸和平固然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但

那需要坐下來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如果兩岸要簽署和平
協議，必須要兩岸共同坐下來溝通才可以達成。因此，在現階段
，在創造兩岸和平之前，台灣應該思考的是：如何避戰，即將台
灣定位為一個非戰和平區。

自我定位為非戰和平區，如同中立區的法律地位，有兩種方
式處理，一是周邊利益相關者的“白紙黑字”條約同意，如歷史
上的瑞士與奧地利；一是周邊利益相關者的默認，如瑞典與芬蘭
。

有關避戰，台灣方面可用最簡便的方式，即單方面地將台灣
定位為非戰和平區，以取得周邊國家的贊同。台灣方面願意為台
灣作為非戰和平區而做出四項承諾：

一、認同九二共識；
二、認同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三、不接受外國軍隊部署；
四、僅為自衛而使用武力。
我相信，當台灣可以做出這種政治宣誓的時候，兩岸之間的

兵凶戰危，應可全部化解。為什麼？北京常常講，“九二共識”
是兩岸的定海神針，台灣接受了定海神針，兩岸需要打仗嗎？北
京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台灣人接受了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請
問一下，兩岸還要發生戰爭嗎？北京認為外國的政治力量不可以
介入台灣，我們已經不接受外國的軍隊駐在台灣，不把台灣做為
外國的前進基地，請問一下，兩岸還需要發生戰爭嗎？

我在談救兩岸的時候，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避戰”，一
個是兩岸的“和合”。 “避戰”先於“和合”。避戰只是單方
面的把兩岸關係緩和下來。兩岸必須還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即兩
岸要追求和合。

圖為張亞中校長圖為張亞中校長（（右右 ））在美南電視攝影棚與僑領座談會上發表言論在美南電視攝影棚與僑領座談會上發表言論。（。（左左 ））為為 「「美南美南
報系報系」」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主持當天的座談會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主持當天的座談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花開花落花開花落 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推出優惠推出優惠 體貼自己與家人體貼自己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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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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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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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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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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