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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奧巴馬健康保險選擇計劃注意事項年奧巴馬健康保險選擇計劃注意事項
【安穩保險楊德清】 2023 年奧巴馬

健康保險開放登記期11月1日已經開始，
截止日期是明年1月15日，在選擇計劃時
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呢？
1. 網絡適用性

首先查看計劃的網絡情況， Market
Place的計劃都有網絡限制。也就是說只有
在保險公司網絡裏面的醫療機構才能得到
賠付。選計劃時首先要考慮自己常去就醫
的家庭醫生，專家，實驗室，影像中心及
醫院等是否在網絡裏面，若在看病時發現
喜歡的醫生及身邊的醫院都不在網絡裏面
，那選擇的計劃就用不上。
2. 計劃因地而異

保險公司的計劃都是按居住區域提供
的，有些區域有的計劃另一個區域不一定
有，例如在大休斯頓地區的Harris County
有 很 多 計 劃 ， 而 臨 近 的 縣 Fort Bend
County, Brazoria County 就不一定有，所
以每人情況不同，朋友說的計劃不一定適
用於自己。
3. 查看計劃的星級

政府會給計劃評選星級，在有星級選
擇時，優先選擇星級高的計劃。同一個保
險公司的不同計劃星級也會不同。新的公
司或新的計劃沒有星級，星級是根據實際
表現評選出來的。

評選星級的表準是根據保險計劃在以
下叁個方面的表現情況：

保戶滿意程度：包括醫療服務，網絡醫生多少，約診及治療需要的方便程度。
醫療情況：提供常見病的檢測，疫苗及其他基本醫療服務；跟蹤治療部分健康

狀況。
計劃的管理：客戶服務 查找信息容易程度；網絡內醫療機構多少。

4. 綜合衡量費用與需求
根據個人或家庭的預估收入，系統會查出來原價保費，政府補貼金額及應付保

費，應付保費等於原價保費減去補貼金額。在選擇保費多少時請注意，一定要考
慮個人的醫療需求及自付費用，經常需要的醫療項目有沒有包含在計劃裏面，自
付費用包括自付額，掛號費，分攤額等，統一衡量以後再選擇總支出相對少，包
含醫療項目多的計劃。而不能光看保費便宜就一定選，若掏腰包部分多的話，即
便保費低，但一年下來支付的總費用也許更多；若選的計劃有很多限制，所需醫
療費用不予報銷的話花錢就更多了。
5. 全年長遠規劃

慎重選擇計劃，選好後全年不要輕易改變。雖然有些符合特殊登記期條件的保
戶可以更改計劃，但每次計劃更改都會造成自付額再從零開始計算，這樣本來已
經發生了的自掏腰包費用就不能算入新更改計劃的自付額裏去，意味著掏腰包的
錢會更多。
6. 諮詢保險代理

保險代理經常幫助客人選擇計劃，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幫保戶提供全面的建議
，回答保戶的疑問，使保戶少走彎路，建議保戶在保險代理的指導下登記計劃，
以免走彎路，出現問題。

希望本文能幫您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信息，若有問題歡迎聯繫安穩保險
713-952-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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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知道，将来你会有自己的小家庭，但

是爸爸一定要让你有底气，只要你想回头，这个

家这盏灯就会为你亮着。”

《少年派2》大结局中，林大为的这段话让

我印象深刻。

他说要给林妙妙留一间房，随时都可以回家

。

在林妙妙的内心，林大为一直是个靠谱的爸

爸。

自己遇到事情时，爸爸总是站在她的角度平

等对话，尊重她的选择，还用自己的方式开解她

。

面对原则性问题时又能晓之以理，做她的后

盾，给足了她安全感。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林妙妙不仅是非

分明、仗义执言、对感情看得也很通透。

对于孩子来说，爸爸是不可或缺的，给孩子

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爸爸的存在是“魂”，是“魄”，为教育注

入魂魄，孩子才会真正被唤醒。

陈铭说：“父母是孩子永恒的生命范本，你

想让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先做一个那样

的人给他看。”

尤其是爸爸用言行影响孩子，教孩子走上正

路。至于用什么样的言行，则是一种智慧。

爸爸的智慧，不仅影响孩子的品行，还有孩

子掌控未来的能力，更决定家庭的福气指数。

毕淑敏说：孩子的生命，自有他该有的轨迹

，该承受的，该经历的，他都应该有完整的体验

。

人生路上，孩子难免遇到沟沟坎坎，如果这

时爸爸能尊重孩子，适当地放手，他们会在体验

中得到成长。

就像蔡笑晚，他对每个孩子都很尊重。

蔡笑晚的四儿子看武侠片着了迷，天天缠着

爸爸要去练武功。

没想到蔡笑晚不但没有反对，直接把儿子送

到了少林寺。

虽然仅仅过了2个月，儿子就后悔了，但还

是学习了一个学期。

因为蔡笑晚告诉儿子，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

责。

后来儿子成长了很多，通过努力考上了重点

大学。

给予孩子尊重，让他们在接受现实的毒打后

，逐渐有了自己的底线和处理方式才是对孩子最

好的保护。

知乎上，一个网友坦言她的爸爸在很多事情

上都不干涉她的选择。

比如她早恋，爸爸从不阻拦她。

但是爸爸经常用女孩未婚先孕被男孩抛弃的

故事引导她：“谈恋爱没问题，但不要做出一

些出格的事情。”

在爸爸的教育下，她不会因为好奇做出一

些自己难以把握，甚至伤害自己的事。

最后，她也遇到一段让她真正喜欢的感情

。

可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爸爸的影响

力是不容小觑的。

爸爸尊重孩子的意愿，也尽自己的能力护

孩子周全，让他们不受伤害。

同时，还会给孩子一些忠告，让他们明白

不能感情用事。

最重要的，是在孩子思想还未成熟时，用

智慧启迪孩子，给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些父母总是嫌孩子不听话，但他们说话

的态度和方式决定了孩子的认知。

能够第一时间让孩子感受到善意，而不是敌

意的话，效果会更好。

吴敏霞的丈夫张效诚，就是一个好脾气的爸

爸。

女儿西西有点挑食，不爱吃蛋黄，吃完蛋清

还把蛋黄捏碎。

张效诚没有发火，而是耐心吃下这些蛋黄，

告诉女儿不要浪费。

然后想办法把蛋黄和蛋清融在一起，让女儿

吃下了完整的鸡蛋。

当张效诚发现女儿西西有时难以控制情绪，

因为女儿喜欢看动画片《汪汪队》，于是他便跟

女儿约定把“汪汪队出发”作为生气时的暗号。

从此，这个暗号成了父女俩情绪沟通的法宝

。

爸爸的耐心带来好的情绪价值，让孩子感受

到安全感，亲子关系也因此变得融洽。

教育学家尹建莉说：“你对孩子发的三分脾

气，会对孩子造成七分伤害。”

跟孩子好好沟通，既包容孩子的小脾气和不

良习惯，又有自己的原则，比发脾气有用得多，

也让孩子容易接受。

有一个爸爸对待儿子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借

鉴。

儿子的数学经常考0分，他虽然着急但是没

有跟儿子发脾气，而是接受了儿子的现状。

但是有一次儿子数学竟然考了7分，他为了

鼓励儿子，买了烟花庆祝。

在外人眼里，儿子是愚笨的，但在他心中，

这个孩子只是还没开窍。

一个小小的举动，改变的不只是别人的看法

，而是孩子的不自信。

爸爸的情绪表达，孩子都看在眼里，刻在脑

子里，即使还不够完美，也会认可自己。

家有这样的爸爸，才是孩子一生的福气。

心理学研究表明：

“认怂”才能产生共情效应。一个人只有觉

得别人理解他们，才会愿意打开心扉。

而爸爸的“怂”，不仅让一个家庭和谐，而

且让孩子学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作为书画家，陈叔亮是被学生推崇的好老师

。但他还有一个教育家的头衔，是被孩子喜欢的

“怂”爸爸。

两个孩子小时候不让人省心，儿子陈其钢小

时候很好斗，与人打闹时头被人用铁块打破，爸

爸没有责备他，只是带儿子去医院包扎。

回家路上，儿子看到一家小卖店，小心翼翼

地问爸爸能不能买点糖。

虽然爸爸不知糖果限量供应，要凭糖票，但

还是给儿子买了哈密瓜干。

从那时起陈其钢不但记住了哈密瓜干的香甜

，还记住了爸爸内心深处的温暖。

爸爸很少对他唠叨和说教，只有在特殊情况

下，爸爸会多提醒一两句，但永远不会说第二次

。

他说：这对他影响挺大，每当他做一件事情

上瘾时，马上就想到爸爸的话。

在儿子心里，爸爸不说教、不命令，而是用

自己的“怂”教会自己很多道理。

在女儿陈滨滨眼里，爸爸是爱而不“溺”，

教而不“训”。

她犯错了，爸爸从不怒言怒语，而是用幽默

的方式点拨她，耐心等她开悟。

在家练钢琴，听到来了客人，她就要显摆一

下自己的琴艺，把琴弹得速度很快而且声音很大

。

但爸爸从不当面戳穿，也不打骂她，而是给

她留足了面子。

爸爸会在事后和颜悦色地与她沟通：我晓得

的，只要有人来，滨滨就要开火车了，拼命加快

，快得不得了，哪里知道，人家最不高兴的就是

坐火车。

作为“怂”爸爸，他懂得孩子的小烦恼、小

心思，肯降低身份与孩子交流。

《示弱的力量》里说：

很多时候我们付出许多，却得不到满意的回馈

，是因为一个强者形象在那摆着，但如果降低姿态

，会让孩子认可自身的价值，从而与你亲近。

向孩子认怂的爸爸，给了孩子面子和台阶，

自己的权威也没有被丢掉，反而在潜移默化中提

高了。

“怂包”爸爸不是无底线地忍让，而是包容

。看似粗枝大叶，却细针密缕，做好亲子关系的

粘合剂。

有这样的爸爸，孩子更容易看清自己的问题

，心甘情愿地去改正、反思自己。

所以，一个家庭有多幸福，就看爸爸在家有

多“怂”。

看完全剧，我们可以发现“智慧爸爸”林大

为的种种表现里，藏着爸爸对家庭的负责。

也许他不会说漂亮话，可他的很多话都说到

了孩子的心坎上。

因为孩子成长路上，爸爸永远是不能代替的

。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尔弗说：“父亲对孩子

的影响巨大，会一点一滴地渗入孩子的血液，嵌

入孩子的灵魂。”

孩子的教育需要妈妈的呵护，更需要爸爸的

智慧。

孩子做选择的时候，爸爸能给的是尊重。

孩子需要发泄情绪时，爸爸能给的是倾听。

孩子需要撑腰时，爸爸能给的是底气。

愿爸爸们，都能成为孩子心目中的“林大为”。

相信在这份智慧下，孩子会永远自信、勇敢

、乐观。

再好的教育，抵不过一个有智慧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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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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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立冬二首 楊楚楓
霜寒露冷又凌冬，寂寂山林景不同。
莫道群芳蹤影渺，黃花賞罷賞丹楓。
冷雨瀟瀟下，驚心又立冬。

風高榕葉響，鴉亂露華濃。
瘟疫猶施虐，關山 樂啟封。
陰霾雲散盡，夜夜聽寒蛩。

德州的10 月，是秋末而冬又未到的季節；有時覺
得秋高氣爽、但有時又似覺冬天快來。籍在工作之餘
，步出所棲身的社區，走近離茅舍不遠的海畔小林區
，舉目四望，常有詩思浮現。本文所寫的 「壬寅立冬
二首」，正是近日心態，遙寄回港澳報章刊發之前，

先交由德州文友指正。
正是 「花開兩朶、各表一枝。
馳名於德州休斯頓及達拉斯兩大都會的保險業翹楚李元鐘先

生，過去5 年來誠心誠意為廣大華矞長者服務的熱忱的作風，在
今個10 月及11 月兩個月當中，三度南下休斯頓，專誠為65 歲

及以上的長者，舉辦醫療講座。（ Medicare Health Insur-
ance)

今期三次講座，經己圓滿比結束，一如往常一樣，舉辦
得十分成功，依我個人出席如見，是一次較一次成功，因而吸引
到現居住於休斯頓來自中港澳台、中南半島的越南、老撾、柬埔
寨三國；甚至星加坡、馬來亞、泰國等地區的華人長者 ，分別
去到休市唐人街上的美南銀行會議廳及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內
，細聽李元鐘先生的講座，從而瞭解到美國十 多間長者醫療保
險公司所包涵的保障範圍、收費制度、及每月每季的醫療藥物、
長者生活必須品的派贈方案。林林種種，五花八門。細想一下，
若是長者自己去選擇醫療保險公司，那的確是花多眼亂，恐怕會
掛一漏萬，會令長者無所適從。幸好有李元鐘先生的出現，將市
面上廿多間極負大名的保險公司的保障條例，抽絲剝繭，逐個分
析，滿腔熱誠向長者詳細地解釋說明，令到出席人仕對下一年的
醫療保險公司有一個整體概念 的認識，再結合自己的身體狀況
、健康質素，從而選擇出配合自己的最佳保險公司來。

環顧一下休斯頓市內從事各式各樣保險業務的公司及從業員
，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位之眾，但是像李元鐘先生如此盡心盡力地
為僑胞服務，真的是無出其右，不作二人之想。

作為四十多年世界報刊雜誌的自由撰稿人（Freenlance writ-

er) 的我，楊楚楓，衷
心地感覺到李元鐘先
生這種大愛式的的造
法，十分可取，因而
本人不厭其煩，努力
地向休市長者推介！
一盡我一介書生為民
效力的宗旨。

本文收筆之際，
提醒休市諸位長者，
爭取在 12 月 5 號之前
，高移玉步，到休市
中國城華埠大廈二樓
李元鐘保險公司辦事
處，找上謝經理，報
名參加李元鐘先生在
講座中所介紹的醫 療
保險公司來，為自己來年的身體健康，作出一個明智的抉擇。古
語有道： 「蘇州過後無艇搭！機不可失呀！

三度再談李元鐘保險專家

十一月十五日晚上，美國
前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
海湖莊園上正式宣佈，將參

加二○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
當晚，特朗普向數百名支持者發表演說時表示：“為了讓美國

再次偉大和輝煌，今晚我宣佈參加下屆美國總統競選。”這將是特
朗普第三次競選美國總統。

根據最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表示，他一直渴望重返政壇，並試圖
阻止潛在挑戰者的崛起。過去幾個月，特朗普的助手們一直在準備
文件，確定團隊人選，並根據二○一六年的競選經驗制訂新的競選
計劃。

特朗普本來希望借助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大勝的機會上宣佈參加
總統選舉。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今次共和黨未能在中期選舉中取
得預期的優勢。與此同時，在共和黨內部，特朗普也並未佔據難以
撼動的強勢地位。若想在二○二四年總統大選中勝出，特朗普首先
要過競爭激烈的黨內初選這一關。剛剛成功連任的佛羅里達州州長

的德桑蒂斯，預計將會成為特朗普的強勁對手，而且尚有包括
前副總統彭斯、及前國務卿彭佩奧在內的其他共和黨人仕，也
正準備開展各自的競選活動，與特朗普一較高下！
根據美聯社最新的對全美九萬四千選民的調查顯示，在上星期

的中期選舉中，五成四的選民對特朗普“非常或有些不滿意”。該
機構十月的調查顯示，共和黨人對特朗普繼續擔任該黨的“標桿人
物”持保留意見。四成三的共和黨人表示，不希望看到特朗普在二
○二四年競選總統。

在競選美國總統戰況約另一邊，現任總統拜登此前已表達了尋
求連任的意願，但一些民主黨人對他的年齡和低支持率表示擔憂。

拜登和特朗普在二○二○年競選總統時，就已經是有史以來年
齡最大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如果下屆成功連任總統，拜登在第二個
任期結束時，將年滿八十六歲，而特朗普到時也是年滿八十二歲矣
。

法新社報道，正在印尼峇里島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會
的拜登推文表示：“特朗普辜負了美國。”

拜登的推文還附上視頻，內容指稱特朗普“替富人操縱經濟”
、“攻擊衛生保健系統”、“縱容極端分子”、“攻擊女權”，以

及“煽動暴徒”，企圖推翻二○二○年總統大選輸給拜登的結果。
目前，特朗普正面臨多項刑事和民事調查。美國廣播公司報道

稱，一些特朗普的助手表示，特朗普認為宣佈參選總統，將使他免
受調查。但許多法律專家說，參選總統不會給這位前總統帶來任何
特殊保護。

美國福克斯新聞網更有驚人消息報道，當地時間十五日，特朗
普宣告自已 「嫁杏有期」時，想不到他的嬌嬌女伊萬卡就此事表態
說， 「自己不打算參與政治了。」

“雖然我會永遠支持和愛戴我的父親，但今後我將在政治舞台
之外這樣做……這一次，我選擇優先考慮我年幼的孩子，以及家庭
的私人生活，我不打算參與政治。”

伊萬卡是在特朗普發佈競選聲明之後作出上述表態的。當天，
伊萬卡、特朗普的小女兒蒂芙尼和長子小唐納德·特朗普，都沒
有出席海湖莊園的記者會。不過，伊萬卡的丈夫庫什納則有份出席
記者會，以示對岳父大人的支持。

美國《紐約郵報》曾報道，特朗普希望自己的女兒伊萬卡和女
婿庫什納一起為他助選，不過一直遭到他倆的拒絕。是否知道老爹
必敗無疑，故而避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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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嫁杏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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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病逝 中共不許親友治喪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
秘書鮑彤於11月9日在北京
去世，享年90歲。在“六四

”天安門事件中，因反對當局武力鎮壓而遭判刑7 年，並被撤銷
中央委員職務。出獄後，晚年經常發表時政評論。

鮑彤之子鮑樸於11月9日發出訃告：“先父鮑彤，慟於2022
年11月9日7時08分安然離世。距生於1932年11月5日，享年90
歲。”據大陸前媒體人高瑜透露，鮑彤是因患骨髓異常性增生綜
合症病逝。

此外，鮑彤之女鮑簡在推特上寫道：我敬愛的爸爸於今早7:
08安詳離開這個世界。他對這塊土地仍然充滿希望。正如他4天
前90歲生日時所言，“人是天地之間一個非常渺小的歷史的存在
……我的90不90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要爭取的未來、要

爭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夠做、應該做、必
須做的事情，並把它做好。”

鮑彤夫人蔣宗曹於今年8月下旬病逝。在蔣宗
曹的遺體告別式上，中共官方限制參加告別式的親

友人數，還對輓聯進行姓名審查。
走筆至此，恕筆者孤漏寡聞，走遍天下任何一個角落的殯葬

禮儀館，包括休市永福殯儀館在內，相信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
會限制親友到來弔祭逝世者，也沒有限制民眾送上花圈、更沒有
不許人家寫上輓聯！若是有的話，就是極權政府矣！

對此，鮑彤發推說：“偌大一個告別廳，只准進30人，減去
政府機關14人必到，兒孫5人不可阻，親戚只有11位能進，朋友
是負數。對輓聯進行姓名審查。名人只許署姓，不准署名。——
嚴防死守，大概是中國治國理政的新規定。”

鮑彤生於1932年，祖籍浙江海寧，1949年，鮑彤就讀於上
海南洋中學期間擔任校學生會主席，畢業後進入中共中央華東局
。 1954年，被調入中共中央組織部。 1964年，升任中央組織部

研究室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到衝擊。
1978年，鮑彤被任命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人，

後又調任中共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0年開始，鮑擔任中共國
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後又兼任中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
員會委員、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等職。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
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及中共中央政治體制
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鮑彤反對當局用武力鎮壓民
主運動，支持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
解決問題的思路，但趙紫陽的方針不被當時的中共軍委主席鄧小
平接受，最終以武力鎮壓收場。

“六四”事件後，鮑彤被撤職，並於5月28日在北京被捕。
1992年3月，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 7月，因“洩露
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
7年。 1996年5月，鮑刑滿釋放。此後，鮑彤一直生活在軟禁中
，晚年經常發表時政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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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是中国近代史

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教育主张功在千

秋，他的思想堪称中国新文化“古典时期”的一

个范本。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人和发起者

，他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奠基者。他所提出的“兼

容并包，思想自由”，让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

”的盛况，此人便是毛泽东称之为“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的蔡元培。

一、一匹另类的千里马

1868年，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

城内笔飞弄。

笔飞弄大有来头,据说,王羲之在此居住时,经

常遭遇老妪纠缠,要求他为之题扇,王羲之烦不胜

烦,怒气堆积,有一天终于爆发了:想我王羲之风流

倜傥,却成了中老年妇女的偶像!他一怒之下将笔

掷出,这支笔仿佛长了翅膀,竟扑棱棱飞走了。一

个传说而已，然而绍兴却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

1872年，蔡元培6岁，父亲蔡宝煜为蔡元培

延师于家塾就读。1877年，11岁时父亲病逝，蔡

元培附读姨母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读书生活，

家庭也陷入困窘，但蔡元培发奋苦读，除听塾师

讲授外，也常聆听叔父蔡铭恩教读，此外，饱读

叔父家丰富藏书。1883年，17岁的蔡元培考中秀

才。1889年，23岁的他中了举人，并于次年进京

会试考取贡士，但未参加本科殿试。

殿试是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为什

么要放弃这十年寒窗的最后一关？

对此，蔡元培是这样解释的：“因殿试朝考

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待下

科殿试。”蔡元培也是卓尔不群。

1892年，26岁的蔡元培补应殿试被取为进士

，28岁由庶吉士升补为翰林院编修，供职于翰林

院。可以说，进了翰林院就相当于有了入阁拜相

的资格，蔡元培的未来可期。

然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此时接触了

大量西学的32岁的蔡元培，深感清廷无望，为

“培养革新之人才”果断辞职，携眷离京抵至绍

兴，出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校长。

此举遭来许多非议，有人说愚蠢至极，有人

深感大材小用，……殊不知，蔡元培胸有大志，

他要推行新式教育，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远大抱

负。

后来，绍郡中西学堂在蔡元培自己教育理念

的引领下，践行教育主张，短短几年，就成为绍

兴首屈一指的新式学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蔡元培的名声也遐迩相传。

二、扶大厦之将倾

1916年9月，身在法国巴黎的蔡元培接到时

任教育部长范源的一封电报。范源恳请蔡元培归

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当北大校长声誉巨大，很多人梦寐以求吧，

然而蔡元培的友人多数认为蔡元培是往烂泥坑里

跳，劝他别蹚浑水而败坏自身名声，蔡元培也是

思忖了3个月，才接受任命的，他说是下了“我

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

这又是为何？

原来当时的北大是这样的：

1898年由清朝政府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一

所培养官员的学堂，大多数学生是为了“学而优

则仕”。

民国初年，京城有个著名的“八大胡同”，

这是个花街柳巷。这里流传着“两院一堂”的说

法：来这里的客人，多半来自“两院一堂”，

“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而这“一堂”呢，

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了。

在蔡元培之前也已经有几位校长在北大这摊

浑水里做了尝试，他们皆叹管理北大太难了，难

在树立北大“学府”的本质，摒除“官府”之风

。

所以1916年底摆在蔡元培面前的北大，最

多是官员们的联谊所，而非研究治学的学府。

难虽难，蔡元培坚定决心，要进行大刀阔斧

的改革。

三、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天空有很多群星璀璨的文

化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傅斯年

……，而蔡元培就是照亮群星的那盏灯，他是伯

乐，是培养大师的大师，受万流景仰，为人世楷

模。

蔡元培锐意改革，对民国初年的北大进行了

脱胎换骨的改造。

初进北大，蔡元培决定任用贤才，我们看看

他是怎样招兵买马的。

三顾茅庐 蔡元培最先请的是身为《新青年

》主编的陈独秀。

为什么选择陈独秀？因为《新青年》在青年

中有很大的号召力，这种影响力正是刚上任的蔡

元培所需要的。然而陈独秀以没有什么时间去教

学而拒绝了蔡元培的邀请。

蔡元培没有放弃，他很看好陈独秀。堂堂一

个北大校长天天搬个小板凳守在陈独秀家门口等

待陈独秀改变主意接受邀请。

陈独秀也很不解，北大校长为什么要请没学

位、没资历的他，还要他去当北大的文科学长。

蔡元培解释道他唯才而已，无关学位学历。陈独

秀还是没有答应，最后蔡元培甚至应允陈独秀把

杂志办到学校这样的要求，这才请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受聘北大后不负所期，开展新文化运

动，成为北大革新的头号猛将。

群星闪耀 蔡元培还聘请鲁迅担任北大讲师

。

蔡元培还在后来担任国民党新政府大学院的

院长时，特意为鲁迅量身定作了一个“大学院特

约撰述员”的职位。鲁迅文坛领袖的地位，也多

亏了蔡元培的一手提拔。蔡元培还把鲁迅的三弟

周建人安排进了商务印书馆。这都是后话。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

首推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指蔡元

培），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

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北

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

病殁，蔡元培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此外，蔡元培还聘任了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

袖人物胡适，新闻界新秀25岁的徐宝璜，26岁

的德语教授朱家骅，24岁的哲学教授梁漱溟。无

数颗新星，因为蔡元培而冉冉升起。

除邀请新派人士、发掘新秀之外，蔡元培也

聘用或留任了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等

。

蔡元培的确搅动了北大这滩浑水，注入了鲜

活之水，北大在蔡元培的指引下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

蔡元培聘请教员只问才学、能力，不问思想

、派别。

请来了教员，蔡元培接着就实践教授治校的

主张，制定规章制度规范校纪，北大之师生面貌

，在蔡元培的倡导下焕然一新。

蔡元培开创了新时代，不仅是北大。

前排左起为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

、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

四、北大课人人可上

蔡元培理想中的大学，是人人都可以进去

的。因此他在北大改革原有的招生制度之余，

也面向社会开放，鼓励非北大学生前来旁听。

当时京津一带的公务员、中小学教师、报社从

业者甚至失业青年，都 慕名而来，他们可

以同在校生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课堂上，如果

没有座位，就站在窗下或者门口旁听，甚至还

出现了旁听生比正式在校生还多的情景。这些

旁听生虽然没有上过北大，其中却涌现出了一

批杰出的人物，如沈从文、丁玲、瞿秋白，还

有后来的毛泽东。

哲学大师杜威曾说：“世界上著名大学的校

长很多，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

，但还没有一个校长像蔡元培先生一样，能对一

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产生如此大而深远的影响，先

生无愧是培养大师的大师。”

的确如此，蔡元培功绩卓然，前无古人！

五、不熄的明灯

1912年，蔡元培与家人在德国合影

抗战爆发时，蔡元培化名周子余，携家人暂

居香港，一家人仅靠年事已高的蔡元培微薄的薪

水度日。后来，蔡元培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

1940年病故，长眠于香港。

蔡元培没有房产，生前还欠着医院的千余元

医药费，死后既无遗产，也无棺木钱，就连入殓

用的衣物等还是朋友帮付的，他把一生都献给了

教育。

蔡元培一生清廉，为人正直不阿。为民族革

命，他殚精竭虑；为民主自由，他尽心竭力；为

民主教育，他呕心沥血。

这盏照耀民国学界的明灯熄灭了，但他的大

师风范光照千古。

蔡元培是“知行合一”的忠实践行者，中国

教育的一座丰碑。“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成就了北大，成就了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成

就了中国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的群星灿烂。

蔡元培：照亮民国学界星空的那盏灯

蔡元培北大就职演说稿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本校。诸君

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

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

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

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

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

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

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

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

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

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

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

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

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

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

，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

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

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

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

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 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

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

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

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

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

前，营营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

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

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为诸君求学之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

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

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

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

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

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

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

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

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

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

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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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可熙、張翰主演的混血台片《芳香嶺》La

Colline Parfumée 耗資2.15億台幣，是由曾入圍奧

斯卡獎與坎城影展的國際導演席沙克 Abederrah-

mane SISSAKO 所執導，駐地台灣約兩個月所拍攝

的台灣茶葉愛情電影，電影場景除了台灣，也將會

在法國盧森堡與象牙海岸等地作拍攝。

《芳香嶺》的拍攝緣起於導演席沙克遊歷亞洲

時，發現台灣這個棒地方：「台灣人很和善，親切

，不是很激動的民族。」而導演也讚高雄人親和力

高：「在這電影裡，高雄比台北的電影感更好。」

片中包括吳可熙、張翰與張豐豪等演員都是來

自於導演遠端room meeting選角而來，席沙克導演

感性說道：「即便是透過 room meeting，過程中還

是有感受到人的溫暖在裡面。聊天過程中，抓到了

片刻演員臉上神態的感覺是我很想要的。會讓我很

想接近演員，想更了解他們，勾動我想跟他們合作

的慾望。很高興也很幸福有這些演員的加入。」

不只有吳可熙、張翰與張豐豪，《芳香嶺》還

有個非裔法籍演員妮娜美羅Nina Mélo在片中擔任

要角。導演解釋：「她的角色是從象牙海岸來的，

透過學習做茶的過程，沈靜的時間、儀式感對於她

來說很重要，把兩個主角拉在一起。」法籍女演員

妮娜美羅表示來台多數時間都在工作，但還是有抽

空去墾丁體驗台灣的海邊風情，當天是她的生日、

還穿了比基尼玩水！妮娜美羅講起中文語助詞時有

台灣腔，非常可愛，但她也表示中文很難，拍戲過

程中，常常在事前努力背好中文台詞，到現場卻會

遇到導演突然改掉對白的狀況，幸好有中文老師救

援、對手演員張翰也有幫忙。

曾定居在法國的導演席沙克，他所拍的法國電

影《在地圖結束的地方》曾一舉拿下多項法國凱薩

獎大獎，這次來台灣拍愛情電影，席沙克也幽默表

示這部混血電影《芳香嶺》與法國愛情電影最大不

同之處在於「法國愛情電影最後大家會脫光光上床

，但這部電影沒有！不是只有床戲可以表達愛的東

西。」導演解釋他更想聚焦在兩個人認識之初，通

電的感覺，以及不小心的觸碰到時的過程：「那或

許不一定是愛情，而是你對一個人產生興趣的過程

。」

吳可熙提及自己在與導演room meeting之前就

看過劇本，但其實與導演 room meeting 時，兩人

並沒有聊到故事和角色，只有純聊天，她與導演聊

了自己實際上的父母有過到海外開中餐館的經驗。

張翰則是分享自己婚後生子對於婚姻出現全新的看

法：「尤其是有小孩以後，拍戲不在家的那段時間

，我太太每天開車送小孩上學、還確診，很辛苦。

這讓我拍戲這段期間都很想家，也讓我對她的感情

更加提升。」張翰也因此感受到進入婚姻不代表從

此沒有戀情，而是在更多磨練中、重新經營感情：

「我以前認為的愛情，跟現在認為的愛情是兩件事

，有重新體會跟成長的感覺。」

電影《芳香嶺》描述來自象牙海岸的女孩艾雅

（妮娜美羅飾）在等待婚禮公證儀式時，看見一對

華人男子與非裔女子未婚夫婦正在調笑，恍惚間、

艾雅來到異地臺灣一處熱鬧的非洲人聚集區，在一

間專營茶葉出口貿易商行工作，邂逅茶行老闆王才

（張翰飾）Ｍ兩人因茶藝交流而展開跨越文化的愛

情故事。另一方面，王才與結縭多年的妻子張英

（吳可熙飾）、兒子王立本（張豐豪飾）卻因一段

不為人知的陳年往事，陷入一場暗濤洶湧的家庭糾

葛。

橫跨亞洲、歐洲、非洲三地作拍攝的《芳香嶺

》預計11月11日在台北殺青、年底前往非洲進行最

後的拍攝，後期製作會在法國跟盧森堡，預計明年五

月完成，電影裡頭有不少中文篇幅、台灣劇組也扎實

工作了兩個月，有望報名競逐第 60 屆金馬獎。

混血台片《芳香嶺》耗資2億

有望報名競逐第60屆金馬獎

喜劇電影《女優，摔吧！》將於11/25(五)全台上映，由周

美豫執導，夏于喬 、 吳映潔、黃心娣主演。近期試片好評不

斷，觀影過程不斷發出瘋狂爆笑，觀眾留言表示是今年底最紓

壓的歡樂喜劇！今（10日）周美豫導演與兩位女主角夏于喬、

吳映潔出席媒體茶敘，曝光兩人為詮釋AV女優，努力克服害

羞，進入角色，吳映潔透露自己克服的方法是在拍攝期間，每

天回家看愛情動作片觀摩學習，而夏于喬則表示自己也有很認

真地觀摩，特別找了美國的、日本的紀錄片或講述AV女優的

電影。本片由滿滿額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上作娛樂有限公司共

同出品。

《女優，摔吧！》講述過氣AV女優誤打誤撞成為摔角選

手，電影中有個橋段是擬真AV的拍攝狀態，特別打造奇幻的

場景，也配置了AV導演與對手戲演員AV男優等配角演員，

非常逼真。吳映潔透露自己為了此段拍攝，每天晚上都會看A

片來研究女優的表情、動作跟叫聲，笑說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時

候的生活很特別，伴著女優的聲音入睡。也因為電影中需要演

繹AV女優叫聲的聲音表演，很感謝是跟夏于喬一起拍攝，有

人陪伴一起叫，才不會很尷尬。周美豫導演則稱讚兩人非常敬

業，不管是演出AV女優或是摔角選手，都想要做到最好，突

破形象的演出呈現的效果也非常驚艷。

被問及演出大尺度的內容是否會害羞？吳映潔表示對這樣

的題材不會抗拒，因為覺得非常有趣，第一場拍攝時會有點尷

尬，但是頭過身就過！夏于喬則表示對於真實的裸露不會害怕

，因為在開拍前就調適好自己的心情，認為裸露跟肢體碰觸是

工作之一。周美豫導演也透露對兩位演員非常感謝，其實初期

選角過程不太順利，因為這樣的題材要接演這樣的電影滿大膽

的，很幸運能夠邀請到夏于喬與吳映潔願意為故事付出。

電影中飾演吳映潔AV前輩的夏于喬雖是首度挑戰大尺度

拍攝，但她提及自己在拍攝時就是想著要做到最好，沒有想太

多，夏于喬笑說：「沒想到完成拍攝後，經紀人才告訴我說，

她感到很害羞與尷尬，那代表我表現得還不錯啊！」近日劇組

在抖音曝光一支夏于喬角色宣傳短影音，突破百萬人觀看紀錄

，被讚「叫出新高度」。

夏于喬分享自己平常就是喜歡看各類型電影的人，接演

《女優，摔吧！》後特地把之前曾看過的像是《A片現場不

NG》，還有一些介紹AV女優的紀錄片找出來再看一次，也有

看了關於女性摔角的影集《GLOW：華麗女子摔角聯盟》，她

說：「因為我不曉得一個女孩子是怎麼成為AV女優的，就跟

電影一樣，有可能是被騙，有些是自願的，當時看了很多來了

解AV女優是怎麼樣走上這一路的。」最需要紓壓的上班族朋

友有福了，《女優，摔吧！》即將舉辦「OL上班族一起消極

掰掰！」場試片，只要憑工作證、名片等在職證明，甚至跟你

們公司招牌拍照，就可以免費看，一起進場爆笑，詳請請上

《女優，摔吧！》官方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girls-

beambitious.1125。《女優，摔吧！》將於11/25(五)全台上映，

一起摔美的。

吳映潔《女優，摔吧！ 》
為角色每天鑽研愛情動作片

《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今（11/6）

於金馬影展世界首映，導演張作驥與製片

高文宏接受媒體茶敘文字聯訪。今年金馬

獎戰況激烈，張作驥與《哈勇家》同時入

圍到導演獎項，而《哈勇家》導演陳潔瑤

師出於張作驥，看過《哈勇家》的張作驥

說：「她應該會得（獎）吧！」

作為師傅，張作驥不吝評價《哈勇家

》：「這電影的題材很特別，只有她拍得

出來。拍得很好。她跟我合作五年半，那

時候那時她世新第一名畢業、她直接來我

公司按門鈴、問缺不缺人？看得出來她是

一個非常豪邁的人。當時她當助理很辛苦

、也看得出來她很有潛力，所以這次她應

該會得（獎）吧！」張作驥笑說當時《夏

日天空的那匹紅馬》與《哈勇家》都在冬

天的宜蘭拍攝，《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

已經很冷了，《哈勇家》更高更冷！

「那電影很難拍，原住民更難拍！電

影又拍出四季的變化，電影迷人的地方就

在這裡，跨過文化、讓我們漢人能感受到

。她是很有實力的（導演）。」雖然這樣

講，張作驥也認為得獎與否都是評審的選

擇，創作者不要去想這個：「我就是平常

心，而且（獎）應該是要給年輕人機會。

只是因為得獎會有沙發，所以同仁很希望

得獎！」

張作驥今年以《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

》入圍金馬獎最佳導演獎項，坦言拍片因

為遇上疫情而超支1700萬、賠了一棟房子

，導演感嘆：「我一直很想做一個榜樣，

告訴年輕人拍片不用很辛苦，但事實上真

的是很辛苦。以前我認為拍過遇到困難，

溝通就好了。但是疫情無法溝通，我盡力

了。所以我下一部片要拍疫情，把這兩年

受的委屈拍出來。」

《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多數場景是

在宜蘭拍攝，場景方面，張作驥導演喜歡

天空和地平線之間的空間，例如天橋，也

喜歡兩邊牆壁所形塑的狹窄巷弄，有時甚

至喜歡到會為了場景寫劇本。這次拍片，

張作驥說想把宜蘭風光拍出來：「我很迷

戀宜蘭休耕時水田和窄路的風景。」《夏

日天空的那匹紅馬》描述的是一家子男生

的日常生活中，闖進一個女人的故事，導

演解釋：「我的邏輯是把這女生當作像是

疫情、是個侵入者。」電影故事就聚焦在

這女生在一個家的來與去，是一部家庭電

影，對此張作驥也直言：「在疫情這麼嚴

重的狀況之下，家還是需要愛和關懷。」

導演自認拍家的主題是種本能，並說：

「我很享受拍吃飯。」電影一開始剪成了

118分鐘，後來剪成一個半小時，不過張

作驥導演也認為90分鐘還是太長。

新片超支1700萬賠一棟房子！
《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首映！導演預言：我覺得她應該會得金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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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龍朱一龍首奪影帝首奪影帝
奚美娟奚美娟再封后再封后
陳凱歌 徐克 林超賢獲最佳導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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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第3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頒獎典禮

12日晚在福建廈門舉行。紅毯儀式及頒獎典禮上群星璀璨。頒獎禮嘉賓陣容包

括成龍、劉德華、惠英紅、任達華、陳凱歌、李雪健、吳京、文詠珊等。內地

演員朱一龍、奚美娟分別憑藉《人生大事》、《媽媽！》獲得最佳男女主角

獎。陳凱歌、徐克、林超賢憑《長津湖》獲得最佳導演獎，同時《長津湖》亦

獲得最佳故事片獎。王玉梅、黃蜀芹、王好為獲得中國文聯終身成就電影藝術

家榮譽。第3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評委會特別獎授予《我和我的父輩》。

第3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主要得獎名單
最佳故事片獎：《長津湖》

評委會特別獎：《我和我的父輩》

最佳導演獎：陳凱歌、徐克、林超賢《長津湖》

最佳男主角獎：朱一龍（《人生大事》飾莫三妹）

最佳女主角獎：奚美娟（《媽媽！》飾女兒馮濟真）

最佳男配角獎：辛柏青（《漫長的告白》飾立春）

最佳女配角獎：齊溪（《奇跡．笨小孩》飾汪春梅）

最佳導演處女作獎：劉江江《人生大事》

最佳編劇獎：邵藝輝《愛情神話》

最佳美術片獎：《熊出沒．重返地球》

最佳外語片獎：《漫漫尋子路》

中國文聯終身成就電影藝術家：王玉梅、黃蜀芹、王好為

為期三天的2022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
暨第3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12日晚落下

帷幕，百餘位嘉賓影人亮相紅毯暨閉幕式頒
獎禮。朱一龍憑藉《人生大事》首次獲得最
佳男主角獎，他在獲獎感言中說：“此時此
刻，我覺得這就是我的‘人生大事’。”他
亦表示，中國不缺好演員，缺的是機會，而
自己是幸運的那一個。

67歲的奚美娟，時隔31年再次奪得最佳
女主角獎。早在1991年，奚美娟就憑藉自己
的電影處女作《假女真情》獲得第11屆金雞
獎最佳女主角獎。在發表獲獎感言時，奚美
娟表示，距自己第一次獲得金雞獎最佳女主
角時的年齡，現在已經翻了一倍，雖然自己
現在60多歲，但並不認為自己創作力會凋
謝。她亦勉勵同齡人一起加油，為中國電影
繼續貢獻力量。此前奚美娟在金雞獎提名表
彰儀式上表示，自己雖然年紀大了，但還是
想繼續努力，不想放棄美好的電影夢。香港
女星王丹妮憑電影《梅艷芳》角逐最佳女主
角殊榮失敗，但也是雖敗猶榮。

“《長津湖》給我很大挑戰，要把這麼
重要的故事拍成電影，三個導演把各自的手
法和風格融合成一部，是很大的挑戰。”徐
克代表三位獲得最佳導演獎的導演上台發表
獲獎感言時表示：“當時的英雄人物的勇氣
和力量讓我們龐大的劇組感受到，我們也付

出了力量和熱血完成這部電影，相信擁有力
量的我們會把電影拍得更好。”

任達華感受年輕活力
今年繼續出席金雞獎頒獎典禮的任達華

在受訪中稱，很開心每年都能到金雞獎現
場，與老朋友重逢，與新朋友相識。
他亦說，金雞獎現場有前輩，也有
年輕導演和年輕演員，和年輕人
在一起能夠帶給自己諸多活力。任
達華說，好的電影應該是多元化的，
他自己很喜歡年輕人，也希望自
己能和更多的年輕人一起跟着
電影往前走。

齊溪憑藉《奇跡．笨小孩》
中汪春梅一角獲得最佳女配角
獎。齊溪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
小時候就希望站在殿堂級的舞台
上，讓家人們覺得自己是個好閨
女。“我愛電影，除了當演員，
我不知道我還會做些什麼事
情。”在受訪中齊溪還表示，每
個人都要做自己生活的主角。

最佳導演處女作獎則由
《人生大事》的劉江江導演
獲得。劉江江說，自己在成
長與工作的過程中接觸了無

數接地氣、貼地皮的事，這些經歷造就了自
己的電影理念，也成就了《人生大事》。

在紅毯儀式上，《流浪地球2》導演郭
帆，領銜主演吳京、沙溢、寧理、王智、朱
顏曼滋，特別演員劉德華等攜手亮相。簽字
結束後，華仔筆掉了，吳京手疾眼快彎腰幫
撿，並指揮大家合影留念。合影時，劉德
華、吳京神同步，同時用手“比耶”。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蔣煌基蔣煌基廈門報道廈門報道））第第353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閉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閉
幕紅地毯儀式幕紅地毯儀式1212日傍晚在福建廈門舉行日傍晚在福建廈門舉行。。一眾明星及嘉賓神采奕奕一眾明星及嘉賓神采奕奕、、
盛裝踏上紅地毯盛裝踏上紅地毯，，引發現場粉絲驚叫不斷引發現場粉絲驚叫不斷。。女藝人倪妮女藝人倪妮、、萬茜萬茜、、楊穎楊穎、、
姚晨姚晨、、高圓圓等造型獨特高圓圓等造型獨特，，成為紅地毯最大看點成為紅地毯最大看點。。

1212日廈門氣溫接近日廈門氣溫接近3030度度，，紅地毯秀現場更是高潮迭起紅地毯秀現場更是高潮迭起。。本屆本屆
金雞獎金雞獎，，朱一龍是一眾男星中獲獎呼聲最高的藝人之一朱一龍是一眾男星中獲獎呼聲最高的藝人之一。。紅地毯秀紅地毯秀
上上，，朱一龍與倪妮一齊走上紅地毯朱一龍與倪妮一齊走上紅地毯，，倪妮一身清雅靈動綠野仙蹤造倪妮一身清雅靈動綠野仙蹤造
型型，，又美又仙的森系精靈又美又仙的森系精靈，，設計感十足設計感十足，，將倪妮美背纖腰的身材完將倪妮美背纖腰的身材完
美展現美展現，，令人驚艷令人驚艷。。

楊千嬅打扮高貴楊千嬅打扮高貴
楊千嬅一身墨綠色長裙亮相紅地毯楊千嬅一身墨綠色長裙亮相紅地毯，，港風十足港風十足，，亦顯得十亦顯得十

分高貴分高貴。。文詠珊今年作品不斷文詠珊今年作品不斷，，今次她穿的是深今次她穿的是深VV綠色緞面連綠色緞面連
衣服衣服，，無論是顏色還是設計都十分亮眼無論是顏色還是設計都十分亮眼，，走在人群中十分顯走在人群中十分顯
眼眼。。

楊穎楊穎（（AngelababyAngelababy））紅地毯上手持仙女棒紅地毯上手持仙女棒，，身着白紗立體身着白紗立體
繁花抹胸高開叉連衣裙繁花抹胸高開叉連衣裙，，優雅飄逸優雅飄逸，，宛若仙境精靈宛若仙境精靈。。萬茜則是萬茜則是
一身紅色露背長裙一身紅色露背長裙，，氣場強大氣場強大。。婚後久違露面的高圓圓則一身婚後久違露面的高圓圓則一身

高級復古裙高級復古裙，，紮着高馬尾紮着高馬尾，，好身材展現得淋漓盡致好身材展現得淋漓盡致。。一直一直
廣受關注的關曉彤廣受關注的關曉彤，，今次紅地毯身着露腰白襯衫搭配魚尾今次紅地毯身着露腰白襯衫搭配魚尾
裙裙，，繫上黑色領結繫上黑色領結、、瘦腰大長腿瘦腰大長腿，，摩登女郎嘅視感摩登女郎嘅視感。。

去年的金雞獎影后張小斐擔任本屆金雞獎頒獎晚會主去年的金雞獎影后張小斐擔任本屆金雞獎頒獎晚會主
持人持人，，她一身米白色禮服加身她一身米白色禮服加身，，蕾絲花邊蕾絲花邊，，好像仙女踏浪好像仙女踏浪
而來而來。。

◆◆楊千嬅在楊千嬅在
紅地毯上貴紅地毯上貴
氣逼人氣逼人。。

◆◆楊穎精心打扮楊穎精心打扮，，宛若仙境精靈宛若仙境精靈。。

◆◆ 左起左起：《：《消失的她消失的她》》劇組主演朱一龍劇組主演朱一龍、、倪倪
妮妮、、文詠珊和崔睿導演一起踏上紅地毯文詠珊和崔睿導演一起踏上紅地毯。。

◆◆成龍成龍（（中中）、）、張涵予張涵予（（左二左二）、）、吳京吳京（（右右
一一））等盛裝出席金雞獎典等盛裝出席金雞獎典禮禮。。

◆任達華 12日現身金雞獎盛
典。

◆◆徐克發表感言說徐克發表感言說，，相信相信
擁有力量的我們會把電擁有力量的我們會把電

影拍得更好影拍得更好。。

◆◆奚美娟勉勵同齡人一奚美娟勉勵同齡人一
起加油起加油，，為中國電影繼為中國電影繼
續貢獻力量續貢獻力量。。

◆◆朱一龍認為獲得朱一龍認為獲得
最佳男主角獎是自最佳男主角獎是自
己 的己 的 ““ 人 生 大人 生 大
事事”。”。

◆劉德華以頒獎嘉賓身份
亮相今屆金雞獎典禮。

金雞獎紅地毯秀高潮迭金雞獎紅地毯秀高潮迭起起
楊穎楊穎優雅飄逸優雅飄逸 倪妮倪妮清雅靈動清雅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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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休斯頓報導)
想要買房的朋友，如
果不具美國身分、或
是沒有信用分數，其
實還是可以貸款的，
可用新一代不查收入
貸款，買下你期待已
久的房，不查收入，
也不問工作證明。

萬里貸款負責人朱
瑞薇女士表示，如果
您是持中国護照+美簽
者、美国公民、綠卡/
工卡持有人、第一次
購房者、退休人士、

學生滿21歲、以公司名義買房者等等，均可使用不查收入貸款，不用遲疑。
因為疫情或是其他種種原因，不少華裔民眾想貸款卻沒有辦法提供收入證明，這時候，不查收

入貸款是他們買房子最好的方式，萬里貸款公司提供真正的不查收入貸款，正好能夠幫助這些民眾
一償所願。

不僅美國公民、綠卡、工卡持有者可以貸款，持有美國以外國家護照者，也可以貸款，不查收
入，不問工作，讓您圓滿美國置產夢！中國護照、加拿大護照等均可，不需美簽，不需要信用分數
，只需要有美國的銀行帳戶，可以在自己國家簽字過戶。

許多華裔朋友移民到美國之後，希望貸款買房子，可是一般銀行所採取的是 「查收入貸款」
（Full Documentation Loan），審核時間較長，手續也複雜，同時要出示許多證明文件，例如工資
單、收入報稅表、銀行存款證明等等，很多人拿不出來文件，令想要貸款的人很傷腦筋。

而 「不查收入貸款」（No Documentation Loan）能夠解決這些困擾，不一定需要提供這些文件
，相對而言簡單方便得多。
新一代不查收入貸款特色有 「三不」 ：

第一：不查收入。第二：不問工作。第三：不追查首付資金來源!
不查收入貸款分為兩大類：
1、 買自住房，最低首付25%。要提供工作證明，但不看收入 。

2、 買投資房，不需要已有自住房了
。可以是第一次購房者，最低首付
20%，不需要工作證明，不看收入。
放25%首付。
怎樣是真正的不查收入貸款

朱瑞薇說明，當你的貸款銀行說
不查收入，但又跟你要24 個月銀行
流水、或是要工作證明，這種貸款銀
行不是不查收入貸款。做真正不查收
入貸款是不看報稅、不要W2、不要
工作證明，只看一個月銀行流水。最
低首付20%，持外國護照者則是30%
首付。
由專家處理就是不一樣

有貸款經驗的民眾會了解，有專
家處理和沒有專家處理，貸款利率差
別甚大，不少已經貸款成功的家庭，
對朱瑞薇的服務都非常滿意，並感謝
在她的協助之下，節省了這麼多錢。

朱瑞薇從2006年開始做貸款，專精 H1B、 L1、L2、E1、E2的簽證的貸款、及建築貸款，而且
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外國護照也可以貸款。如果有房貸已付清，想要重新貸款拿現金的，她都可
以提供最有效率的服務。
推出多種貸款

目前房屋市場降價拋售，如果低價買進、裝修，再持有做長期出租房、或出手速賣，都是很不
錯的方式，歡迎地主們洽詢，讓萬里貸款為你做建築貸款蓋房子。萬里貸款新推出: 裝修師傅貸款
、過橋短期貸款、商業樓貸款、大型公寓貸款、建築貸款、大麻工業建築物貸款。最少首付10%
LTC，快速放款，沒身份也可以做。信用分數只要550 以上，不查報稅收入。

朱瑞薇擁有17年住宅及商業的貸款經驗，專精大型公寓貸款，可做全美50州，她的個性非常
熱心，熟按貸款作業流程，知道如何為客戶規劃出最好的方案，專業又周到，專門服務僑社及海外
華裔朋友。如果讀者有需要貸款的，歡迎聯繫。

歡迎致電諮詢，電話是915-691-9072、915-621-8435。Email郵箱: rei@milesfunding.net。

買房做貸款不查收入買房做貸款不查收入 全美多州可做全美多州可做
朱瑞薇經驗豐富朱瑞薇經驗豐富 新推出多種貸款受矚目新推出多種貸款受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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