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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舞蹈團和亞美舞蹈學校應邀在亞美舞蹈團和亞美舞蹈學校應邀在
““休斯頓市長聖誕特邀節目休斯頓市長聖誕特邀節目””盛會表演盛會表演《《墨之回憶墨之回憶》》

【美南新聞泉深】受休斯頓市長辦公室的再次邀請，亞美舞蹈團（Dance of Asian America）和亞美舞蹈學校（DAA Dance Academy）將於12 月 3 日星期六晚上 6 時到 8 時，在休斯頓市中心市政
廳前舉行的“休斯頓市長聖誕特邀節目”盛會表演《墨之回憶》。這是休斯頓市政廳每年聖誕節前舉辦的特別節目，該活動將在休斯頓電視台13頻道（Channel 13）進行現場直播。亞美舞蹈學校很
榮幸成為休斯頓唯一一所被選為在全市範圍內代表亞洲文化的中國舞蹈學校。

亞美舞蹈學校令人矚目的成績和精湛的演藝獲得了休斯頓各界的認可和讚賞。從2003年起，休斯頓市政府就委託亞美蹈團在南美地區最大的米勒劇場一年三季舉辦大型的公益性舞蹈晚會。亞美
舞蹈團是休斯頓唯一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亞裔藝術團體。學校六次應NBA休斯頓火箭隊的邀請在豐田中心上演中場秀。

亞美舞蹈學校春季1月5日起開課, 現已開始報名。招收的學生年齡從3歲至成年。按年齡和水準分班和插班，課程全面而係統，包括：幼兒芭蕾舞、中國舞啟蒙教育、體操、中國古典舞、民間
舞、西方芭蕾舞、現代舞、爵士舞等。葉繼瑩校長為不斷提高學生的水準， 特聘請3位休斯頓芭蕾舞團的主要教師， 在該校任教， 為有志認真學習舞蹈的學生提供方便。報名諮詢請電：葉繼瑩：
832-630-5048，沈敏生：832-993-9333。學校地點：9889 Bellaire Bivd. C #335，Houston, 77036（敦煌廣場）。該校網站：www.dance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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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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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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中華公所上周日舉行三年來首度年終餐會中華公所上周日舉行三年來首度年終餐會
佳賓雲集佳賓雲集，，歡樂滿滿歡樂滿滿，，期待老幹新枝生生不息期待老幹新枝生生不息

（本文續週六12月3日內容下）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黃登陸：（亞裔選舉聯盟副主席）
我們最實際的，就是超越美國的政治。因為美中台這個關係，不
是台灣說了算，講難聽點，也不是蔡英文說了算，也不是台灣選
出那一個總統他說了算，事實土，美國的關係就是存在。而美國
的這個影響力是可以被影響，大家不要小看我們自己的這一票。
這也是我們在20年前成立 「80-20促進會」之因。當時李先生這
個美南報業等於是一個尖峰，我們都還很依賴美南新聞的報導。
跟大家講一個非常硬科技的數字。就是2000年時，我們華人投
的票在休斯頓地區大概只有1200到1500個人去投票。可是最近
這次的投票，據他們簡單的統計，已經有15000人去投票，是當
時的10倍。我們投票的人數增加了，投票票率增加了，這些也
都是所有人的努力，說起來我們一起奮鬥過很多年。我講回剛剛
的重點，就是我們真的是很關心我們的故鄉，不管是從大陸來還
是台灣來，我們在美國的華人，都需要扮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去投票！ 影響你能夠影響的美國政客。這個影響其實是很直接
有效。我舉一個像我自己的例子，我父母當年是從福建漳州到台
灣工作，他們去得比較早，大約是日本人一離開的時候，他們到
台灣找到工作就留在那邊，所以我還有蠻多親戚在福建那邊。我
的情況在台灣長大出國，坦白講我也沒在中國大陸，可是我還是
很關心大陸，我不希望兩岸有任何武力的衝突。我坦白跟大家講
，我是贊成統一的，可是假如說統一的結果是台灣的人不能夠投
票，對不起！我相信90%以上的台灣居民，甚至我是99%，他們
都不能接受。像這次的台灣選舉，大家都很關心，可能是說好像
民進黨大敗，其實我看到的是台灣選民比較成熟。等於美國的期
中選舉，美國的期中選舉超過100名，都是總統的對立的黨派。

還有台灣這次18歲以上可以投票的公投案
沒有過，其實我認為台灣的選民覺得選票
是很重要很神聖的，他們很珍惜，他們覺
得選票很重要，他們也很真實。我相信幾
年以後的選舉，台灣的選民會越來越成熟
。我也希望在美國的華人，我們一定要利
用我們有的權利選舉出我們支持的人，然
後去監督我們支持的人。
鄧潤京（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前會長
）

得克薩斯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前任
會長鄧潤京在發言中表示，台灣的九合一
選舉是地方官員的選舉，包括縣、市長直
到里長的選舉。地方選舉的議題大多與民
生問題有關，與兩岸局勢的關聯不多。那
麼，兩岸局勢的的現狀是怎樣的呢？鄧潤
京說，在三個星期以前，就在這裡，美南
電視台的演播室，台灣孫文學校的總校長
張亞中到訪。對台海局勢的現狀給出他精
準的概括。這就是“兵凶戰危”。

鄧潤京回憶了在2019年時跟隨代表團訪問台北及周邊城市
的情形。他說，對於生活在台灣的那些朋友來說，真不希望看到
他們的生活受到戰火的波及。座談會的主持人，美南傳媒集團董
事長李蔚華向參與座談會來自台海兩岸的嘉賓提出問題，作為在
美華人，如何做來使兩岸降低戰爭風險。鄧潤京對這個問題的答
案是，11月14號到17號G20在印尼巴厘島舉行。期間，拜登總

統和習近平主席舉行了會談。拜登總統表示不支持台獨，不支持
“一中一台”，不支持“兩個中國”。作為在美華人，可以通過
自己的努力，影響那些可以影響到的人，支持拜登總統的講話。
讓島內台獨分子“依美謀獨”的幻想成為一個肥皂泡。進而降低
兵凶戰危的程度。
作為8位嘉賓最後的一位發言人，鄧潤京對未來局勢充滿信心。
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鍵時刻，他引用一位古人的名言；大江東去浪
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期望大家都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完）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休士頓中華公所於休士頓中華公所於
上周日上周日（（1111月月2727日日））下午六時下午六時，，在新皇宮酒樓在新皇宮酒樓

（（New Palace )New Palace ) 舉行舉行 20222022 年年
感恩餐會感恩餐會，，這也是疫情三年這也是疫情三年
來首度聚會來首度聚會，，該日會友該日會友、、佳佳
賓近百人出席賓近百人出席，，包括中華公包括中華公
所前二任共同主席徐朗所前二任共同主席徐朗、、關關
邦健邦健、、江麗君江麗君、、黃泰生及現黃泰生及現
任共同主席賴李迎霞任共同主席賴李迎霞、、黃以黃以
法聯合主辦法聯合主辦，，席開八桌席開八桌，，出出
席者包括中華公所屬下社團席者包括中華公所屬下社團
代表及僑領先進近百人出席代表及僑領先進近百人出席
盛會盛會。。

餐會開始餐會開始，，由羅秀娟主由羅秀娟主
持持。。她公佈當晚的年終感恩她公佈當晚的年終感恩
餐會餐會，，由中華公所三屆的共由中華公所三屆的共
同主席主辦同主席主辦。。中華公所兩位中華公所兩位

現任主席李迎霞現任主席李迎霞、、黃以法致詞黃以法致詞，，表達感恩節祝表達感恩節祝
福和感謝大家出席福和感謝大家出席。。並介紹出席的嘉賓包括並介紹出席的嘉賓包括：：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夫婦及副處長王韋羅復文處長夫婦及副處長王韋
龍夫婦龍夫婦、、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副主任黃依莉副主任黃依莉
，，並邀請佳賓上台並邀請佳賓上台，，由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由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
霞霞、、黃以法代表贈送聖誕花卉黃以法代表贈送聖誕花卉。。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在會中致詞表羅復文處長在會中致詞表
示示：：感謝中華公所全力支持中華民國台灣感謝中華公所全力支持中華民國台灣，，並並
在僑社組織僑眾團結僑群的貢獻在僑社組織僑眾團結僑群的貢獻，，期許該組織期許該組織
作到老幹新枝作到老幹新枝、、生生不息並發揚光大生生不息並發揚光大。。同時強同時強
調傳承工作的重要調傳承工作的重要，，希望透過各社團的深耕成希望透過各社團的深耕成
果果，，發掘更多優秀僑青發掘更多優秀僑青，，並致贈台灣風景月曆並致贈台灣風景月曆
給所有出席的社團領袖及代表們給所有出席的社團領袖及代表們。。

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致詞表示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致詞表示：：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是所有社團的領頭羊是所有社團的領頭羊，，經過三個月以來的國慶經過三個月以來的國慶
系列活動系列活動，，她幾乎認識所有在場的各社團代表她幾乎認識所有在場的各社團代表
，，並感謝中華公所長期以來對中華民國政府的並感謝中華公所長期以來對中華民國政府的
支持支持，，在各種場合全力協助僑教中心推動僑務在各種場合全力協助僑教中心推動僑務
工作工作。。王主任同時藉餐會宣傳僑委會最新的全王主任同時藉餐會宣傳僑委會最新的全

球僑胞服務球僑胞服務LineLine 數位平台數位平台，，可提供僑胞各項諮可提供僑胞各項諮
詢詢、、陳情陳情、、建言等相關服務建言等相關服務，，歡迎大家多多利歡迎大家多多利
用用。。
餐會中也安排新上任社團代表上台致詞餐會中也安排新上任社團代表上台致詞，，包括包括
：： 「「文化大學校友會文化大學校友會」」會長芮久玟會長芮久玟、、 「「美南華美南華
文寫作協會文寫作協會」」會長秦鴻鈞會長秦鴻鈞、、 「「美南國建會美南國建會」」會會
長劉志忠長劉志忠，，及安排及安排 「「逆風高飛逆風高飛」」一書的作者李一書的作者李
錦星錦星，，與大家分享他從香港泉灣鄉下長大與大家分享他從香港泉灣鄉下長大，，到到
後來在美白手起家後來在美白手起家，，橫掃中南美的創業經過橫掃中南美的創業經過。。
李錦星並當場捐出八本書現場摸彩李錦星並當場捐出八本書現場摸彩。。會中並邀會中並邀
請心靈輔導師蕭老師擔任當晚的演講嘉賓請心靈輔導師蕭老師擔任當晚的演講嘉賓，，她她
分享心靈語錄分享心靈語錄，，並感謝在座的長輩為我們僑團並感謝在座的長輩為我們僑團
多年付出多年付出，，並培養提拔很多傑出的年輕人並培養提拔很多傑出的年輕人，，給給
他們磨練他們磨練、、累積經驗的機會累積經驗的機會。。

當天主辦單位還安排了精彩的摸彩禮品當天主辦單位還安排了精彩的摸彩禮品，，
同時預告同時預告20232023年的中華公所共同主席由江麗君年的中華公所共同主席由江麗君
和唐心琴擔任和唐心琴擔任。。

圖為李蔚華先生圖為李蔚華先生（（中中 ））與所有出席座談會僑領與所有出席座談會僑領、、學者專家在座談會結束後合影學者專家在座談會結束後合影
（（左起左起））黃登陸主席黃登陸主席、、葉宏志中央評議委員葉宏志中央評議委員、、白先慎教授白先慎教授、、唐心琴會長唐心琴會長、、丰建偉丰建偉
院長院長、、徐建勛律師徐建勛律師、、楊德清會長楊德清會長、、鄧潤京會長鄧潤京會長。（。（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傳媒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親自主持電視座談美南傳媒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親自主持電視座談
談談 「「選後之台灣情勢和美中台未來關係選後之台灣情勢和美中台未來關係 」」 下下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七左七））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王盈蓉主任王盈蓉主任
（（左二左二））贈送台灣風景月曆給出席的貴賓及社團代表贈送台灣風景月曆給出席的貴賓及社團代表。（。（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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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老人保險
更多福利選擇
   老人保險
更多福利選擇

2023

AARP. Aetna. Humana. Wellcare. Amerigroup. BCBS. Cigna. Devoted. Kelseycare  AdvantageAARP. Aetna. Humana. Wellcare. Amerigroup. BCBS. Cigna. Devoted. Kelseycare  Advantage

Part B退費

牙 齒 保 險

眼 鏡

保 健 品

水 電 補 助

簡訊:(832)469-6877   微信和Line請加 : johnleehouston

李元鐘保險    www.johnleeins.com 
電話832-500-3228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微信和Line請加: johnleehouston李 元 鐘 保 險

Medicare 2023 計劃Medicare 2023 計劃



BB44星期日       2022年12月4日       Sunday, December 4, 2022

美南人語

SAM'S
PHOTO
HERE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電影紅星嘉玲
，剛以八十七歲高齡，於泰國曼谷，歸
隱道山。
這位星光璀璨，深受港澳及星馬泰、中

南半島影迷愛戴的天王巨星，生來好命，嫁入豪門有奇
情。當年嘉玲走埠到新加坡登台，有富商姚武麟，每天
寫一封情信給她，邀她與泰國的家人見面。嘉玲在娛圈
成長，見證過不少豪門富商家庭，多不接受電影女明星
作為歸家娘媳婦；因此初期未敢接受。但姚公子緊追不
棄，令到嘉玲產生好感，想到大家見見世面又何妨。

第一次到泰國姚家作客，她穿上藍色禮服、塗上藍色
眼影，但是見到姚家上下，打扮得撲素保守。當時自己

己打定輸數，料不會被姚家接受了。不過，奇蹟出現，姚父邀她第
二天再到家中吃飯……今次嘉玲以眞面目示人，不施脂粉，姚武麟
媽媽反而問她為何不化妝。

姚武麟這樣評價妻子，離開片場後，她就是一個普通人。我可
以和一個普通人生活，但我不會和一個永遠是明星的人共度一生。
她非常簡單、純樸。結果新婚時，兩人在香港生活，與嘉玲的父母
同住。丈夫對老人家非常照顧，令嘉玲十分感動.

她常對子女說：“幸福婚姻是相對的，人的一生雖然好醜命生
成，不過一半在天，一半在人。”

丈夫姚武麟是晝則師，年輕時派駐香港，代表公司找嘉玲拍廣
告片因而結緣。一九六三年結婚後，嘉玲繼續拍戲。六八年，姚武
麟返泰國接手家族生意，嘉玲便嫁雞隨鷄、嫁狗隨狗、跟隨大夫移
居當地，歸化泰籍，改個泰文名字。她還學得一口流利泰語。

兩夫婦住在曼谷郊外的豪宅，面對泰國最大的人工湖。屋苑佔

地五萬呎，則師丈夫親自設計。樓底高二十五呎，八個大套房，
有戶外泳池和私人電影室。

丈夫退休後，夫妻經常宴客。經常參與當地扶貧慈善工作；年
紀漸長，夫婦健康都不太理想。嘉玲常年鼻敏感影響呼吸道，腰部
兩塊軟骨移位，也令她不能久坐或久站。又因耳骨硬化影響聽覺，
到英國做手術，但漸漸癒合後又出問題。

“與丈夫同是一九三六年出生，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結婚
，人生重大事都與三、六、九有關。”嘉玲死後火化日子：十一月
二十六日！

演戲成功的紅星嘉玲！死位於泰國曼谷火化，青煙繚繞碧空，
寫下了香港影壇“一代奇婦人”的威水史——“盼來世再做母子”
，她的神秘長子哀號難捨，嘉玲是位成功的母親。她靈柩旁邊放着
香港影帝謝賢致祭的花圈。在香港第一小生的心目中，並未忘懷嘉
玲！因為她是“我第一位最愛的女人”！嘉玲是位成功情人。嘉玲
是一位很成功的妻子。也是一位成功的母親。當嘉玲魂歸天國，揭
開了香港娛樂新聞威水一頁。六十九年來，證明香港娛樂界記者：
重情、重義，不阻明星搵食，不利的消息，保密得非常徹底。

香港無線電視台有位影視綠葉王叫黃栢文，圈內親友都知他是
嘉玲入行前第一個兒子…… 十一月二十一日，嘉玲噩耗半夜傳來
，翌晨群記湧到機場，包圍正要離境奔喪的黃栢文。當然大家心中
早已、有數，專業記者知行知止，能將嘉玲姐終身一憾，在適當期
間，不但無憾，揭發一段曲折奇情的母慈子孝之感人事跡。沒有爸
爸、沒有媽媽的孩子，原來一直過着天倫樂的黃栢文坦言，繼父待
我一如己出。

早年黃栢文結婚，母親嘉玲飛回香港主持。第一次感到母愛偉
大的，黃栢文自言：“三十歲時自己患癌，媽媽無微不至地貼身關
懷，醫治期間，她非常焦慮，完全畀我感受到母愛的無微不至。並
千叮萬囑，女細老婆嫩，保重身體為至要，於是我放下一切工作，
返回加拿大……”

一直以來，母子秘
密相依，而且還多了一
個繼父。“姚武麟當我
係佢個仔，只不過，我
一直改唔到口，都係叫
佢Uncle。”

奔喪期間，黃栢文
一盡孝子之責，隨侍繼
父左右。

六十九年來，嘉玲
的母愛不變，默默享受
。六十年來，夫妻恩愛
愈恆。

嘉玲是奇母親、奇
情人、奇妻子。一代奇
女子——嘉玲香港標準
的奇女子，六十年若隱若現的神奇娛聞，劃上句號了。

筆者走筆至此，要在空中回覆一位休市之香港 梁姓女讀者，
她跟我一樣，亦是嘉玲影迷。當她知道嘉玲過世，在心痛之餘，很
想在休市之內，做.點拜祭心儀偶像之事。梁姑娘常讀美南日報本
人文章，知我跟本地著名殯葬業永福公司相熟，請我向他們打聽一
下： 可否許她進入該公司之內，焚香跪拜，好送嘉玲一路好走！

我沒有向永福諸位老細瞭解，便回覆對方，永福是從事殮葬殯
儀之業務，並沒有供市民拜祭及紀念親友的塲所。我建議她可以到
本頭公廟上去，哪裡有當天叩拜的地方，可以讓市民焚香祝禱。梁
姑娘接受我的建議。我也順常將此事電告幾位永福老闆知悉。知道
永福大名，已植根在市民心中！

一代奇女子 — 嘉玲

11 月 26 號，台灣舉行
「九合一」的地方選舉，在

二十一個縣市長的選舉中，
藍營的國民黨拿下十三席，包括台北、新北、桃園、台中 「四都」
，奪得全台約五成選票，成為最大贏家，讓台北市 「藍天」再現，
蔣介石的曾孫 「英俊小生」蔣萬安，以大熱姿態當選市長。而主政
的當權派的綠營民進黨，僅得五席，比上屆還少一席，是戰績史上
最慘一役。為此，身兼台灣領導人的蔡英文，立即宣布辭去民進黨
主席職務，為敗選負責。

學者指出今次藍勝綠敗，大大提振了國民黨的士氣，但島內民
意及兩岸形勢變幻難測，難言二○二四年台灣總統大選，.究竟會
鹿死誰手。 蔣萬安在勝選大會結束時，高舉拳頭，大聲吶喊 「我
們做到了！」蔣萬安並於晚上八點，向支持者發表勝選宣言。台北
市長競逐是今次地方選舉的重頭戲，藍綠白陣營三強爭霸。當天四

點開票後，國民黨候選人蔣萬安一路領先，長軀直進，最終以
五十七萬多票（得票率四成二）勝出，比民進黨的候選人、衞
生福利部之部長陳時中，多出十四萬票（得票率三成二）。被

稱為白色力量、獲民眾黨支持的台北原副市長黃珊珊，則排名第三
（得票率兩成五），獲得三十四萬票。
這是國民黨在相隔八年後，再度主政台北市。蔣萬安在勝選中發表
宣言時說，這不止是他個人的勝利，更是每一位選民用手中神聖選
票， 「讓善良戰勝側翼，讓正直戰勝謊言，讓民主戰勝黑箱，讓光
明戰勝黑暗」。在勝選大會上，蔣萬安的父親蔣孝嚴率領合體家人
，突然現身，令蔣萬安驚喜不已，即席與父母擁抱，哽咽道謝。

台灣二十一個縣市昨選出新首長，包括俗稱 「六都」的六個直
轄市，即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和高雄。國民黨在 「六都
」中拿下四席，比上屆多一席。除台北外，國民黨的前行政院長張
善政，擊敗民進黨對手鄭運鵬，當選桃園市長，令台北、桃園再現
「藍天」。國民黨的侯友宜、盧秀燕則分別在新北及台中連任。

二○一八年，國民黨在 「韓國瑜（前高雄市長）的旋風」拉動
下，在當年的 「九合一」選舉中大勝，在二十二個縣市長取得十五

席，如今 「韓流」不再，但仍拿下十三席，
根據中選會公布的數據，在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在全台取得

近五百七十萬票，得票率是百分之五十點零三。民進黨得四百七十
四萬票，得票率為百分之四十一點六二。
民進黨上屆縣市長選舉拿下六席，今次減至五席，只贏得高雄市、
台南市、屏東縣、嘉義縣、澎湖縣等五縣市，失去了 「六都」中的
桃園，整體而言，今年民進黨的戰績，是歷史上最慘。

蔡英文當晚在召開記者會上表示，她會虛心接受選舉結果與選
民的決定，身為民進黨的執政黨主席，今次她承認會承擔所有責任
，即刻辭去黨主席一職。她說，所有民進黨的支持者、所有支持蔡
英文的民眾， 「我們沒有時間難過」， 「跌倒了再爬起來，抬起頭
，眼睛看向未來前進。」
代表台灣白色力量的民眾黨，雖然主席柯文哲將卸任台北市長，但
其候選人高虹安在藍營 「棄保」效應下，成功擊敗民進黨的沈慧虹
及國民黨的林耕仁，當選新竹市長 「下架民進黨」。高虹安今年才
三十八歲、她曾在鴻海集團任高層人士，此番轉移跑道，即成為新
竹市首位女市長。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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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藍天照亮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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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戰江湖非易事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躊躕滿志
地於 11 月 15 日宣布再戰
2024 美國 總統大 選，不過

最新的民調顯示，德州選民更擁戴佛州州長德桑提斯 （Ron De-
Santis），特朗普的支持率落後德桑提斯達雙位數字。這表明即使
在自己共和黨黨內，特朗普代表共和黨出征的前景也並不樂觀。

美國 「新聞周刊」（Newsweek）報導，美國共和黨德州 分
部 「德州共和黨」（Texas Republican Party）14 日公布最新 民
調，在2024總統大選共和黨內的初選中，選民最支持的竟然是鄰
州佛州的德桑提斯 參選，其支持率達到43%，之後才是特朗普的
32%，後續依次序為尚未決 定的13%有美國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的5%、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 利（Nikki Haley）的
4%，前國務卿的蓬佩奧（Michael Pompeo）與南卡羅 來納州
參議員史考特（Tim Scott）分占1%。 而特朗普的支持率竟然
落後於德桑提斯11%。 這份民調是在本月12至13日間進行，

一共有1099名民眾回覆 ，所有參與者都是在德州登記投票的選
民，其中78%支持共和 黨，22%為中間選民。 今次報導指出，民
調結果顯示這個夏天選民支持的對象，在中期選舉才剛剛結束，
不過對於下屆美國總統的選舉形勢，已經來個大 翻轉了。

回看今年8月份的一項德州達拉斯的民調依然顯示出： 特朗
普的支持率達到高潮的69%， 當時佛州的共和黨德桑提斯的支持
率，僅僅才是24%。想不到事隔 90 天，己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
，特朗普午夜夢迥，寧不大罵選民負心？

除此之外《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紐約市市調公
司 「輿觀」（YouGov）於 11 月 11 日公布的民調顯示，如果

2024是德桑 提斯與特朗普兩強相爭，在支持共和黨的選民中，
42%表示會投給 德桑提斯，次為特朗普的為35%，這說明另一份
民調亦顯示：特朗普也是落後於德桑提斯7%。

今次共和黨在期中選舉的表現不如預期之佳，原先被美國媒
體一致認為美國國內會出現代表共和黨紅色黨旗的 「紅色浪潮」
的現象，選舉結果：反而有多名特朗普背書的候選人紛紛意 外
中箭落馬，讓特朗普被批評是 今次選情不佳的 「戰犯」，部分
共和黨 選民更表示，不想看到他再出馬參選2024。另一方面，
美國權威雜誌 「新聞周刊」亦指出，其實在這次中期選舉之前
，特朗普的光環就已經 逐漸消退，主因在於他在任職期間的私
人 商 業 交 易 及 處 理 機 密 文 件 不 當 ， 己 受 到 司 法 調 查 。
「NPR-PBS NewsHour-Marist」9月公 布的民調顯示，高達2/3

的中間選民不希望看到特朗普再戰2024江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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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复制的“神话”

没有传奇的时代，只有时代的传奇。

1981年，在日本腾飞的节点上，孙正义创立

了软银，这家名为“软件银行”的公司，起初就

只是一个电脑软件分销商而已。

在时代的大潮之下，孙正义与国运一起成长

，最终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软件分销商。

钱赚得足够多，人心就会膨胀，当年的日本

在最辉煌的时候，曾经买下了美国地标建筑帝国

大厦，也将哥伦比亚电影收入到了囊中，甚至还

一度“占领”了美国的汽车市场，但是在时代的

大潮下，日本最终还是遭遇了“失落的三十年”

，以至于直到今天都没有一家全球著名的互联网

公司。

时代选择了孙正义，将他推向了“神坛”。

1987年，孙正义结识了比尔盖茨，在那个互

联网浪潮的起步阶段，认识盖茨是孙正义投资生

涯的重大转折。

在比尔盖茨的建议下，以31亿美元收购了美

国计算机科学杂志Ziff-Davis，当时这笔生意不管

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必亏无疑。但是时代选中的

人，一般都有例外。

偶然的巧合，孙正义询问编辑哪些项目值得

投资的时候，编辑们肯定地回答道：雅虎。

然而，就是这一声雅虎改变了孙正义命运的

走向，也改变了整个软银集团的走向。1995年，

软银向初创的雅虎投资了200万美元。在互联网

浪潮的席卷下，孙正义彻底被互联网征服，不久

之后，孙正义向这家创建不足一年的公司投资1

亿美元，换回了雅虎33%的股权，当时连雅虎创

始人杨致远都觉得他疯了。

事实证明，孙正义赌对了。1996年，创立一

年的雅虎挂牌纳斯达克，上市当天雅虎的股价就

突破了30美元/股，到了第二年雅虎就超过了老

牌互联网企业网景，市值超过了28亿。

此后，在杨致远的介绍下，孙正义认识了马

云，而对于阿里的这一笔投资，直接让孙正义

“封神”。

孙正义的第一次退休

1999年，中国的互联网大潮席卷而来，众多

的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但是他们

当时都面临一个窘境——缺钱。

找钱无门的阿里也不例外。

软银和阿里相遇的节点，是孙正义命运的第

二次转折。

当时，孙正义只用了五分钟就决定向阿里投

2000万美元，本来按照马云的说法还要投资更多

，但是被其拒绝了，而这一笔投资也成为互联网

领域的佳话。但是根据后来解密的内容，当时孙

正义投资了多家公司，阿里并不是那个被特殊对

待的公司。

2014年，阿里上市，作为当时美股最大的

IPO，持股超过30%的软银成为了最终的赢家。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孙正义想到的不是乘胜追击

，而是退休。

萌生退休的想法之后，他便重金从Google挖

来尼科什· 阿罗拉，为了充分的“放权”，孙正

义卸任日本软银CEO及雅虎日本董事长一职，由

科什· 阿罗拉接替。

上任之后，科什· 阿罗拉不负众望，展开了

疯狂的投资与并购。不到一年，他将软银投资版

图扩张至全球的很多领域。

而对美国无线运营商Sprint的投资，更是直

接将软银拖入了泥潭。为了缓解危机，他抛售了

79亿美元阿里的股票，并且将旗下游戏子公司

Supercell以76亿美元转卖给腾讯，获得流动资金

之后，他并未想着停下来，而是继续投资亚洲市

场。

他的做法很快引起了软银投资人的质疑，最

后甚至有人要求控告他，但在孙正义的坚持下，

尼科什· 阿罗拉才得以安全落地。

据悉，尼科什· 阿罗拉的薪资是1.6亿美元。

就这样，孙正义的第一次退休梦想破灭，继

续执掌软银之后，他沿袭了过去的投资风格，为

了复制在雅虎和阿里上的投资成就，他成立了一

期愿景基金和二期愿景基金。

孙正义的第二次退休

时代给予个人的机会，往往只有那么一两次

，错过了就要学会急流勇退，而不是逆流而上。

2018年，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的鼎

力支持下，一期愿景基金1000亿美元到账，孙正

义开始大范围的重金投资初创公司，Uber、We-

Work都是他的“杰作”。

为了“逼迫”这些创始人同意他的大手笔投

资，孙正义甚至威胁要投资对手公司，就这样，

他不仅成为了Uber、WeWork的大股东，最后还

顺带接管了这些公司，在他的努力下，那些初创

公司的创始人都选择套现走人，而软银则成为了

最后的“接盘者”。

2019年财年，软银净亏损了70亿美元，创下

了当时软银的亏损纪录。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

，他投资的88家企业里，有15家破产。为了缓

解集团的经济压力，他选择了减持阿里的股票做

对冲。

作为软银集团最值钱的“资产”，阿里就像

软银的提款机，每当遭遇亏损的时候，软银首先

想到的就是套现阿里，在多重压力下，阿里也最

终跌破发行价。

在孙正义“坚持不懈”大手笔投资下，2021

财年，软银继续净亏损131.2亿美元。2022年上

半财年，软银又录得了9亿美元的净亏损。

面对巨额的亏损，孙正义反思道：“我为自

己过去贪图暴利而感到羞愧。”

其后，他便开始了“拯救”计划：

第一，愿景基金开始裁员；

第二，继续减持阿里股票套现；

第三，成立第三期愿景基金，不得不说，这

个做法非常令人迷惑；

第四，推动ARM上市。

11月11日，在软银的上半财年的财报会议上

，孙正义决定退休，并且专注于ARM。

而未来软银的主基调则是“收缩”。

面对孙正义的决定，我认为有可能是一步缓

兵之计，也有可能是真的“厌倦”了投资生活，

如今软银手中阿里的股票只剩下了14%，如果再

大笔投资，未来的压力可想而知。面对软银的

“至暗时刻”，也许不折腾就是最好的选择，而

此时孙正义或许是做了人生最正确的决定，因为

属于他们的时代过了就要选择放手，否则黄光裕

们可能就是前车之鉴。

孙正义正式“告别”，一个时代结束了
孙正义第二次走上了“退休”之路，对于软银和愿景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
在软银最新财季会议上，孙正义郑重地宣布：“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财务业绩会上发言。”
与八年前相比，软银的状况截然不同，孙正义的处境也天差地别。
此次孙正义将集团的日常工作交给了CFO 后藤芳光等软银高管，而自己要专注于芯片公司ARM。
这可能是“疯狂”投资过后的无奈，也可能是孙正义“反击”的筹码。
据悉，此前“缺钱”的孙正义一度曾想着卖掉ARM，但是由于监管的各种原因这个愿望最终落空，最后软银不得已重启了ARM重新上市的计划，而这家公

司能否重新上市，对于软银集团和孙正义而言，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盈亏同源”是资本市场的一条铁律，现在或许是孙正义“还债”的时候了。

孙正义的父母在九州岛（Kyushu）经营柏青哥生意，祖父辈是从韩国大邱移民至日本

当矿工的在日朝鲜人，并取日本姓氏安本。

孙正义祖籍福建莆田，孙家祖先于南北朝时期从中国福建莆田经多次迁徙迁往朝鲜半

岛，至孙正义祖父孙钟庆一代，孙家才由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大邱迁至日本九州，孙正义的

祖先是移居朝鲜半岛的华人，孙正义出生于日本佐贺县鸟栖市，是定居日本的第三代韩裔

日本人，孙正义在日本定居已有三代。他说：“我家族的孙氏和朝鲜民族固有的孙氏不一

样。我祖籍和汉民族的孙氏属于同一根源。”

孙正义自称祖先是中国人，是从中国迁到朝鲜，到孙正义的祖父辈，又从韩国大邱迁到日

本九州去。孙正义在日本定居已有三代。他的家族说：“孙氏和朝鲜民族固有的孙氏不一样。

我祖籍和汉民族的孙氏属于同一根源。”1980年代末期，孙氏仍不是日本公民。他的日本妻子

随他姓孙。结婚后，法律承认了她的新姓氏，孙正义随之而成为日本公民而不用改姓传统的日

本姓氏，直至1991年，孙正义才正式“归化”为日本人，并拥有日本姓氏“安本”。

2008年08月02日中午在杭州第二届亚太中小企业峰会《孙正义：我的祖先是中国人》

“我在23代之前，我的家族我的先人也是中国人。

所以说我的姓是姓孙，我的姓是一个中国的姓氏，因为我的家族从23代前从中国移到

了韩国，然后再迁到了日本，不管怎么说我是亚洲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软件银行公司自1994年上市以来，拥有日本三百家企业，遍及美国、欧洲重要的合资

或独资企业，辖下关系事业、创投资金和策略联盟等一切资产，总共四百亿美金，跻身日

本前十大会社。

由于软件银行2014年9月8日以来股价狂飙16%，孙正义于2014年9月16日跻身日本首

富，一举赶超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社长柳井正（Tadashi Yanai）。57岁孙正义的财富净

值达166亿美元，柳井正身为日本第2大富豪，身家合计达162亿美元。

由于投资者需求强劲，阿里巴巴将首次公开发行(IPO)参考价区间由原本的60-66美元提

高至66-68美元。阿里巴巴招股书显示：日本软银集团持股797,742,980股，占比34.4%。由

此，阿里巴巴筹资规模为218亿美元，距离全球最大IPO向前迈进了一步。可见，软银大有

“押对一宝，满盘皆赢”的姿态。

孙正义个人直接持有软银股份近44%的股份，且这已经排除了可能作为债务抵押的

6370万股。按照新的股价，孙正义在2000年以2000万美元购入的股份，价值将超过500亿

美元。软银发言人拒绝对此置评。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时代便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孙正义当时便开始四处

疯狂投资。为了寻找未来最有前途的新技术和在线业务模式，他在几百家默默无闻的科技

初创企业上砸下了几十亿美元的赌注。其中，孙正义在14年前向阿里巴巴投了2000万美元

。当时，阿里巴巴仍是中国的一家小电子商务公司。

早年孙正义在接受采访时感叹：“网络上，一切东西变化都太快了，所以你不能走寻

常路。”

截至2014年4月14日，软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市值为8.141万亿日元（合810亿

美元）。在刚刚结束的财年里，该公司的营收预计为6.5万亿日元（合640亿美元），同比增长

92%。净利润预计为4,500亿日元（合44.5亿美元），同比增长74%，每股收益同比增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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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賀歲大「騙」《詐團圓》，由3度拍攝賀歲電影的葉天倫執導

，全片眾星雲集，破天荒聚集金馬獎影后《孤味》國民阿嬤陳淑芳、破億

票房女星隋棠、《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破億票房男星陳昊森、《木曜4超

玩》最強熟齡網紅邰智源、金鐘獎最佳女配角《華燈初上》謝瓊煖等人，

堪稱賀歲團圓最應景的「佛跳牆系卡司」；今（22）日釋出前導預告跟海

報，掀起討論熱潮。

前導預告中，陳淑芳、隋棠、謝瓊煖3位實力派女演員高手過招，上

演心機大鬥法，眼神跟肢體渾身是戲，笑裡藏刀讓人發毛，各自有算計；

故事從隋棠與陳昊森兩人，令人眼花瞭亂的魔術技倆起頭，實際年齡相差

16歲的兩人在片中飾演一對靠著詐術維生的「高顏值母子」，寄生在台灣

上流大家族裡，在暗處中觀察所有人的一舉一動，跟夥伴華仔（邰智源飾

演），準備大撈油水，而其真正的目的似乎不僅止於此。

以家族「接班人」之姿出現的陳昊森，讓處心積慮想奪權的謝瓊煖不

禁懷疑，為何在母親（陳淑芳飾演）退休這一年，冒出一個自稱家族遺腹

子的美國金孫，但她與媽媽似乎存有很多芥蒂，這時還殺出各方人馬，讓

她無法掉以輕心，正準備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陰謀；而身為一手掌握公司運

作、家族成員、接班人選家族大家長的陳淑芳，該如何拚盡全力守護整個

家族，象徵團圓的年夜飯表面歡樂，背地裡暗潮洶湧，豪門家族的茶壺風

暴即將引爆。

差16歲！隋棠搭
「小金城武」 扮母子

由陳潔瑤執導的溫馨感人電影《哈勇

家》，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監製瞿友

寧及《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監製

梁宏志聯手，黃瀞怡(小薫)、陳宇及新人林

亭莉和黃信赫及許多素人演員共同演出，

打造一齣充滿溫暖的可愛家庭作品。電影

在金馬獎頒獎典獲得最佳女配角及最佳導

演兩項大獎肯定，許多觀眾看了片後，都

對電影和演員十分喜愛，電影公司將舉辦

與影迷同樂的活動，最特別的是金馬名導

鍾孟宏將和《哈勇家》導演陳潔瑤進行對

談。

《哈勇家》導演陳潔瑤成為首位獲得

金馬的台灣女性導演，將與以《第四張

畫》及《陽光普照》二度獲得金馬最佳

導演肯定的鍾孟宏導演於11月 29日晚上

7點半，在華山光點電影院進行一場「當

陽光普照哈勇家」的對談，於《哈勇家

》電影放映之後，由《哈勇家》及《瀑

布》的監製瞿友寧導演擔任主持引言人

，鍾導已看過《哈勇家》，並有其獨到

見解，而《陽光普照》和《哈勇家》一

樣都是聚焦於家庭的凝聚，他與善長情

感表現的陳潔瑤的對談精彩可期，活動

及售票詳情請上「哈勇家GAGA」官方臉

書粉絲團查詢：https://www.facebook.com/

GAGA.movie查詢。

《哈勇家》在金馬獲得最佳導演及最

佳女配角二項大獎肯定，也帶動話題，讓

票房持續成長，看過電影的觀眾除了對暖

心動人的劇情十分有感之外，對片中的演

員們也非常喜愛，進行映後QA活動時，林

亭莉、張祖鈞及黃信赫等人出現時，都會

引發現場的驚呼尖叫，還會提問各式有趣

問題，像是林亭莉秀出的肚子是真的嗎？

張祖鈞的口簧琴練了多久？觀眾最好奇的

是真的有殺豬嗎？還有一場出現了一對從

美國加洲來台灣看女兒的夫妻，女兒為他

們選擇看《哈勇家》，李瑄和林亭莉便以

流利的英文和他們聊天，讓影廳活動驚喜

連連！

為了慶祝電影得獎和感謝影迷支持，

電影公司特別在周未於台北及台中舉辦與

觀眾同樂的活動，《哈勇家》的導演陳潔

瑤將帶領演員林亭莉、張祖鈞、黃信赫、

李瑄、洪金輝及林孟君等演員進行拍照及

簽名見面會，活動詳情請上「哈勇家GA-

GA」官方臉書粉絲團查詢：https://www.

facebook.com/GAGA.movie

《哈勇家》由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氧氣電影有限公司、中環國際娛樂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星泰國際娛樂份有限公司

、得藝文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凡宇興業

有限公司、樂到家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電影將於11

月11日上映，更多電影資訊，請上「哈勇

家GAGA」官方臉書粉絲團查詢：https://

www.facebook.com/GAGA.movie

《哈勇家》慶祝金馬獲獎

與觀眾互動同樂
周未展開演員見面活動

作為 2022 高雄電影節雙閉幕片之一

的《山中森林》以一妖嬈華麗姿態、領檯

觀眾進入台灣黑道和情色產業裏頭，無痛

窺見林中人事紛擾。故事描述生哥（李康

生飾）為兄弟沙鷗（謝承均飾）而坐牢12

年，假釋後回到曾經的地盤林森北路，中

山區卻是人事已非。全片火辣場面與火拼

戲皆有，還有邱勝翊（王子）與郭雪芙

扛起愛情主線，一切卻又是不同於《角

頭－浪流連》，且電影對於幫派之間的械

鬥、兄弟鬩牆的情節，也另有著墨方式。

《山中森林》的主角線落在李康生與

邱勝翊（王子）身上。這對兄弟無血緣關

係卻是過生死的交情，王子對於李康生的

忠誠與混黑道的生活讓女友郭雪芙看不下

去，時不時勸他金盆洗手。彼時，沙鷗與

黃遠所飾演的猴子衝突日益漸深、大戰一

觸即發，沒有人知道會不會還有明天。

電影拍得浮華絢麗、艷光四射，但

《山中森林》所探討的卻是很原始的東西

，舉凡男人的「開槍亂射」與女人的「拿

身體還債」等可以想像的江湖恩怨和各種

不得已情事，都在電影裡面會發生。電影

透過李康生和李千娜

的角色故事，各自碰

觸到了他們最終不得

不面對的職涯動物感

傷。

生哥為了挺兄弟

而開槍，開槍從來都

是一種選擇，但荒謬

的是在決定開槍以後

的「承擔」與「後果

」其實並不會如人所

預期，「義氣」也不

一定是有用的東西，

在李康生語帶雙關地

說出「亂射還不是為

了挺你？」之後，依然得面對到人走茶涼

的寂寥。因為道上本來就沒有永遠的贏家

。

而李千娜所飾演的小靜，遇到大哥或

更多男人之後的終於看破，在感情與虛榮

的陣痛中逼迫自己脫身原本也已經是個最

好的結果。

王子背上的刺青搶眼、郭雪芙拿包包

Ｋ大哥李康生的戲碼也很帶種，至於王子

與公主郭雪芙有如夢幻ＭＶ般的婚禮本就

勢在必行，畫面也拍得唯美。但有趣的是

在這之後的情節轉折。若說《山中森林》

情節中有什麼令人意想不到的，那就是婚

禮戲以後的整體變奏。

黃遠飾演黑道的氣場佳。他所飾演的

猴子在槍戰與煙火中都具有高辨識度的存

在感，他的那幫兄弟與王子李康生組隊火

拼，也是《山中森林》動作戲高潮之處。

「大哥的夢想是賣香腸」，這樣的黑

道大哥人設其實超級樸實無華，也道出了

市井小民之間臥虎藏龍的台北風景。李康

生在《山中森林》最後一顆金魚池的鏡頭

令人印象深刻，算是康哥年度表演的戲劇

名場面。

王子組隊火拼黃遠《山中森林》 李康生結局祭出名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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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柔美渴望與郭富城合作

炎明熹想開秀
邊吃邊唱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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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表演隔空唱歌的Gigi笑言很緊張，在綵
排時已經要望3塊玻璃唱歌，並笑道：

“因為不想眼珠斜望，會露出太多眼白，但又
要遷就角度，保持最靚的一面。”提到台慶當
晚陳嘉佳惡搞周筆暢演出《聲生不息》，Gigi
笑稱沒有告知周筆暢，但相信對方有看到。對
於好友姚焯菲（Chantel）與張馳豪開騷，Gigi
表示有工作在身未能出席，但坦言很渴望去，
覺得每次欣賞別人的演出都獲益良多。至於何
時輪到她開騷，Gigi說：“我很想做一個美食
演唱會，一邊食一邊唱，感覺像在家中和大家
唱歌，又可以遞咪給觀眾唱。”Gigi異想天開
的想法因疫情暫時未能實現，她期望疫情過後
可搞粉絲聚會熱身。

阿姐龍袍加身斤両十足
近日有傳台慶過後不少藝人中招染疫，曾

確診康復的Gigi表示自己身體還好，並稱她是
一個堅強的人，已經檢測過沒有事，不過天氣

轉涼，自己都有點聲沙，故囑咐大家小心身
體，謹記要多穿衣服睡覺。

汪明荃（阿姐）日前已領了台慶大獎，即
價值港幣28萬8千元的電動車，但因未有行車
證暫時未能開行。見阿姐一身黃色打扮如龍袍
加身，她表示服裝是私伙，款式有點巴閉，但
兩袖很重斤両十足。提到台慶後不少藝人中
招，曾與多人接觸的阿姐表示不知情，說：
“沒辦法，只好小心一點，我每日都有做檢
測，沒有事。”

Yumi現場獲阿姐邀請合照，今次二人雖未
有再合唱，但她期望再有機會與阿姐合作，也
想跟其他跳唱前輩合作。提到郭富城（城城）
為台慶演出，當年Yumi參加《聲夢》比賽時也
是唱對方的《狂野之城》，笑問她可想與城城
合作時，Yumi說：“當然想，他表演時我正在
換衫沒有看到，但有欣賞他綵排的情況，氣氛
很好，自己都忍不住在旁邊一起跳。”Yumi稱
因為不敢打擾城城綵排，所以沒有集郵合照。

至於台慶後有不少藝人染疫，Yumi稱有留意報
道，說：“希望大家盡快康復和保重身體，自
己都會擔心，所以不用埋位時都會盡量佩戴口
罩，而且返學每天都要做快測，我現在沒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汪明荃（阿姐）、林盛斌
（Bob）、李麗霞（黑妹）及組合EOTeam 25日晚以“愛心大使”
身份為奥迪慈善基金《耳愛傳聲》15周年慈善演唱會獻唱，與基金
會主席林建煇醫生一同落力為基金會各項服務計劃籌募經費，以及
向社會推廣聽覺保健重要性及宣揚關懷弱聽社群信息。而原本作客
的粵劇名伶鄧美玲與丈夫何文超也臨場應邀上台演唱《田園春夢》
送驚喜，徐小鳳雖未能現身，也預先錄音支持。

當晚阿姐原來是抱恙到場、腸胃不適又工作了一整天，有點累
的她也沒有欺場，連唱《京華春夢》和《華麗轉身》的經典金曲之
餘，更和林醫生合唱《萬水千山總是情》，令現氣氛升溫，獲現場
人士捐出20萬元善款、林醫生再加碼多捐20萬元作答謝。而稍後完
成自己12月的粵劇演出後，將與家英哥飛到日本東京度聖誕當休息
放假，並指家英哥會安排一切，她只負責交人去玩。

被林醫生稱讚天生一副“福相”的Bob和黑妹就唱出連串中英
經典金曲，亦為基金會籌得不少善款。黑妹指與Bob是姊弟相稱，
笑言自己也是奪走了阿Bob“處男演出”的人，大讚對方很會搞氣
氛。而當晚導演要求她演唱《黃昭君》也是考她唱功，歌很難唱，
笑言以前後生有氣有力較容易駕馭得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林盛斌
（Bob）與劉佩玥（Moon）26日再以劇集
《美麗戰場》中的最佳CP配搭出席剪綵
活動，Bob高興地表示，這次是首次以CP
配搭出席商業活動，之後陸續有來，暫時
接下約4個工作，希望可以再多一些。對
於一起密密接工作酬勞會否更高？Moon
笑說：“見我笑到見牙唔見眼就知道，是
非常開心的價錢，之前疫情少活動，今日
就好墟冚，希望好嘢繼續來，也全靠
Bob！”Bob謙虛說：“其實是找Moon她
又叫埋我，客戶找我又會提議與Moon 一
齊，互相射下射下！”

Bob又乘機拉票，二人均有信心奪無
綫台慶頒獎禮最佳熒幕拍檔，Bob指他倆
的角色深入民心，小朋友叫他“富貴
哥”，大人叫他“富貴仔”，就連25日晚
他於音樂會介紹自己時，台下三千人齊聲
嗌他“徐富貴”，更有朋友的太太和女兒
都叫他朋友一定要看，因為其角色是好男
人的教材；Moon則說：“我本身對Bob
好有信心，而出來觀眾這麼好反應，是我
們這條線有笑有淚，又有柔情，所以好有
火花，不過出來反應好最要多謝觀眾。”

香港文匯報訊 互聯網絡發
達，英皇一眾藝人如周勵淇（Ni-
ki）、吳浩康（Deep）、周家怡、
李靖筠（Gladys）及艾妮（Elly）
等為配合廣大的廣告客戶，均紛紛
落力經營自己的網上平台，內容由
日常生活到美容到汽車等，全方位
拓展網絡影音平台市場。

最近頻頻活動的Niki近月開始
經營其YouTube channel，頻道主
要以扮靚為主，如分享化妝、護
膚、髮型等心得，為了向網民展示
護膚程序，Niki無懼高清鏡頭，更
首次素顏出鏡，絕對專業，不少網

民留言大讚Niki皮膚靚兼零毛孔，
同時乘機請教護膚心得。而曾任職
護士於疫情期間自資置5位數器材
拍片的Elly，以自身經驗分享健康
小資訊、扮靚貼士等。

新手爸爸Deep日前亦推出新
片，除了拍攝他近年迷上的山地單
車、介紹配件等，這次亦分享了他跟
太太郭思琳及囝囝的第一次露營初體
驗，他又預告逢星期日都會推出新
片，同時會有不同類型節目製作中；
至於家怡及Gladys的《恨駕女團》節
目亦深受車友歡迎，在介紹車款同
時，亦開車帶大家到香港靚山靚景。

香港文匯報訊 劉若英日前到英
國倫敦帕拉丁劇院，以及巴黎會議宮
開唱。

這回劉若英為歐洲場特製劇
場版的鯨天動地飛行船、給我抱抱
打氣熊前往英法開唱，光是一開場
“滑翔翼滿天飛瘋狂紙花”手寫卡
片，紛飛到觀眾席上，就讓歌迷為
之瘋狂，紙花同時也象徵劉若英
終於飛到身邊唱歌給大家聽。在演
唱完《彼得潘》、《為愛癡狂》等

歌後，她說：“終於我們又聚在一
起了，謝謝你們！非常感動，我真
的飛到你們身邊，唱歌給你們聽，
也謝謝你們今天跟我一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汪明荃、炎明熹

（Gigi）、鍾柔美（Yumi）、詹天文與一眾《聲夢2》

畢業生25日晚錄影《生生不息25周年演唱會》，Gigi

透露在節目中與身在內地的周筆暢隔空對唱，而Yumi等

就會與A.I.一起跳唱。鬼主意多多的Gigi自言好想做一個美食

演唱會，邊食邊唱，輕鬆自在，可惜還是要待疫情變平穩才能再

考慮這方案。

抱恙為慈善獻唱不欺場

汪明荃聖誕休假遊東京
藝人搶佔網絡影音平台市場

周勵淇素顏出鏡教護膚

劉若英劉若英歐洲開唱歐洲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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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一年一度的老
人保險註冊期即將於 12/7 告終，
在休斯頓社區素來享有好口碑的萬
德福保險負責人李淑惠提醒長輩們
，如果不滿意自己目前的保險計畫
、或是健康狀況有變化，要把握最
後更換的機會，選個更合適的保險
，讓 2023 年展開一個更好用的
Medicare，來保持您的健康。
多種保險計畫適合長者們

李淑惠表示，不同健康狀況的長
輩們適合不同計畫，長者們要根據
實際需求來選擇保險計畫。您在尋

找沒有月費的老人保險? 條件優惠的牙保? 低自付額卻有廣大醫師
網的計畫? 還是福利優厚的保險計畫? 萬德福保險代理十多家知名
保險公司，您要找的計畫，我們都有!

今年的產品熱戰和競爭手法是提供更多福利來吸引顧客，但
長輩們千萬別忘了，保險是用來看病的，要衡量自己的健康狀況
，提供很多福利的公司不一定是好用的保險。
Aetna Freedom PPO優點多，禮卡創驚喜

相信很多的Aetna Value PPO客戶都收到保險公司的通知要漲
價了，Aetna為了留住客戶，也推出了比Value PPO更好的產品，
叫Freedom PPO，建議長者們盡快改到這個產品，它有許多優點
。

Aetna Freedom PPO是目前最低的PPO，好處如下: 一、沒有
月費(去年有交 PPO 月費的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換成免費的
PPO)。二、最低的Out of Pocket PPO，封頂$5900元(一般PPO都
是在$7300元到$7500元之間)。三、低的藥處方自付額。四、附加
Deluex $2000牙保，可以做假牙，對許多長者有實際上的好處。

據悉，今年Aetna客戶收到一個意外的驚喜，不少客戶打電話
給李淑惠道謝，紛紛表示李淑惠為他們找個好保險，又有錢拿。

原來，Aetna會員收到禮卡(Reward card)，依照不同的計畫收
到不同金額，有 $300、$500、$750的prepaid master card。李淑惠

請Aetna 會員們要留意信箱，看禮卡是否到了。要
特別注意的是，這筆錢一定要在12/31/2022用完
，否則就浪費了。
聯合健保U Card每月有$150 元，頗
受矚目

聯合健保今年有U Card ，每月有$150 元，可
以方便的用在買菜、付水電費、或是買非處方藥
，是很大的賣點，在目前物價飛漲之際，聯合健
保的U Card很具吸引力，尤其他們不限制只能買
非處方藥，對於長者們而言，等於每個月多$150
元可以用，是很好的福利。另外，聯合健保增加
了牙科費用，有$3000 元的額度，對於需要牙保的
長者們，也是一項利多。
Blue Cross的 Flex PPO

Blue Cross有一種PPO，設計像Supplement的
F計畫，月費$213元，但只要是醫療需要的，看醫
生、住院、開刀、急診等全免費，也包括藥處方在內。如果您是
用慣了 Supplement的客戶，但又覺得價格太高，可以建議改為
Blue Cross的 Flex PPO。
Amerigroup牙保

萬德福保險李淑惠代理十多家保險公司，一般低收入的保險
福利有很多，尤其是牙保這一塊，Amerigroup也改變以往的每季
度給$1000元，現在改成一年一次給$4500元，和Aetna的DSNP一
樣。當然還有好幾家DSNP，但一般受中國城醫生廣大歡迎的只
有幾家。另外，Amerigroup的客服有中文服務。
Devoted有Give Back program

Devoted將於2023提供Give Back program，最高$120元，就
是Part B可以退費，這項福利頗能打動某些長者。不少長輩們也
喜歡Devoted的客戶服務，他們的回答迅速，平均3分鐘就會回答
您，不像一般公司讓您等30分到40分鐘那麼久。
事前準備好資料

需要看很多專科醫生的客戶，在選擇保險之前，請把您的專
科醫生的英文名字、地址、電話
準備好，以查核是否在網內，避
免未來換專科醫生的不方便。
吃很多藥的朋友，也請準備好清
單，以便查對藥是否包括在保險
的Formula內。
客戶提供詳細的資料，可以讓經
紀人更有效率的選擇適合您的保
險。祝大家有個平安健康的2023
年。
真誠與專業服務

李淑惠在華裔社區素以熱心助人為長者所稱讚，曾經幫助非
常多的長者們解決老人保險的困難。對於許多接受過李淑惠服務
的長者們來說，李淑惠是最佳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朋友，常常
還是解決問題的救星。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出發，專業回答
問題，讓老人們更了解健康保險，她用她的真誠與專業服務，打
造極強的人格魅力，也讓她的客戶都樂意把朋友介紹給她，在休
斯頓華裔社區口耳相傳。

其實，好口碑並非從天而降，而是靠她一步一腳印，誠心的
關懷客戶，仔細了解保險資訊，掌握專業知識，關心客戶健康，
實在的幫人解決問題，一點一滴都是用心的成果。

李淑惠專精的服務項目包括: 老人保險Medicare、人壽保險、
長照保險、年金。代理多家知名公司。

連 絡 電 話 是 281-758-9152， 832-538-0455 或 wonderful-
suelee@gmail.com。微信和 LINE 的 ID 是 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
信/Line，請直接打電話)。若使用AT&T家庭電話無法撥通者，請
改用手機打。(有講座時間，也有一對一提供服務，歡迎預約)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29, Houston, TX 77036 (新搬家至
王朝廣場古董店後面)

1212月月77日前日前 把握老人保險註冊期最後機會把握老人保險註冊期最後機會
李淑惠精通老人保險李淑惠精通老人保險 熱心專業享譽僑界熱心專業享譽僑界

BB88
星期日       2022年12月4日       Sunday, December 4, 2022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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