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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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登瓜塔佩巨岩攀登瓜塔佩巨岩 欣賞小鎮七彩魔幻世界欣賞小鎮七彩魔幻世界 遊覽千島湖豪宅遊覽千島湖豪宅

【美南新聞泉深】12月22日，我們包一輛轎車從哥倫比亞
第二大城市麥德林（Medellín) 驅車一個半小時前往80公裏之外
的瓜塔佩小鎮。小鎮內坐落著一座巨大的岩石，無論你在小鎮的
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它被命名為瓜塔佩巨岩（西班牙語：El
Peñón de Guatapé）。

我們驅車在很遠的路上就能看到這塊奪目於山水之間的瓜塔
佩巨岩，它實際上就是一座奇特的石頭，倚天拔地，雄奇峻峭。
看著虎背熊腰，威嚴矗立的巨石。

也不知道“瓜塔佩”是因這巨石而得於地名，還是因地名得
於石頭。

司機兼導遊吉瑞德告訴我們，瓜塔佩巨岩每年都吸引了數百
萬遊客前往。這座巨岩的形狀就像是拉鏈將兩座山峰連接一起，
造型十分奇特，被稱為全世界最具個性的景點之一。

瓜塔佩巨岩形成於百萬年前，其曆史悠久。巨石頂部的海拔
約2135米，地面高約220米，寬約385米，含有2,200萬立方米岩
石，重量大約6,600萬噸，主要由石英、長石和雲母構成。巨岩
有多個缺口，其中一個缺口建有人工興建的呈Z字形蜿蜒的台階
，需要攀登659步台階才能登頂。

我們沿著階梯直上雲霄，爬到半山腰，看到傳奇人物女神的
雕像。

到了岩頂，一切美景盡收眼底，場面極其壯觀。也看到有直
升飛機送遊客過來登石峰。

瓜塔佩矗立在千島湖中間，在山水迂迴盤繞中，以湖光山色
映襯，美不勝收。巨岩頂上有一座觀景處，在觀景處可以眺望週
長500公裏的風景。從那裏可以獲取工藝品、明信片和其它本地
商品。岩頂也有小賣部和餐廳，我們坐下來吃塊冰淇淋和芒果，

也為當地人做點小貢獻。
階梯分為上山和下山兩個通道，上山道寬，上山容易下山難

，下山階梯有兩個地方是狹窄的通道，胖人能上不能下，所以登
石山人的體形要受到限制。

經查閱資料，西班牙征服者曾於1551年來到過這個地區，
1811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希拉爾多·希門尼斯發現了這座巨岩
。 “瓜塔佩”這個名字來自於克丘亞語，其意思是與“石頭和
水”有關。

此地區的原住民特海米思印第安人（Tahamies Indians）崇拜
這座巨石，稱其為“mojarrá”或“mujará”，意為“岩石”。

1940年代，瓜塔佩巨岩被哥倫比亞政府定為國家名勝。
司機告訴我們，瓜塔佩鎮被稱為“世界最美小鎮”，整座小

鎮像是調色盤一樣充滿了繽紛七彩的顏色，令人目不暇給。他驅
車帶我們前往，隨著山路視野慢慢開闊，開始看到了水，慢慢成
湖，綠綠蔥蔥的世界，歲月靜好的湖邊小別墅，歡聲雀躍的鳥叫
聲，彷彿慢慢駛入了一個世外桃源，又帶我們欣賞小鎮七彩魔幻
世界，我們漫步於色彩繽紛的街道和甯靜的廣場。

瓜塔佩（Guatape） 也被稱為“ 佐卡洛斯 ”（Zocalos），
因為其雕刻精美、色彩鮮豔的 3D 鄉村生活圖案裝飾著曆史悠久
的市中心幾乎每棟建築的底部。這“世界最美的小鎮”真的名不
虛傳。

隨後，司機又打電話為我們預約一艘小飛船，帶我們到遊船
碼頭，將會講英語的船長史帝文介紹給我們，帶我們在千島湖上
飛濺遊覽島上豪華別墅。

他告訴我們，這群湖不是天然的形成的，而是人工修建的。
他說，在 1970 年代，政府決定用洪水淹沒 5600 英畝的丘陵

景觀來建造一座水力發電大壩，該鎮居民被迫遷移到鄰近的山區
，該鎮的教堂所留下一個突湖面的大十字架，像徵是原居民的住
所。該策略奏效了，今天大壩為哥倫比亞提供了大約 36% 的電
力，同時創造了該國一些最壯觀的景觀。同時旅遊景點的開發，
改善了當地物質文化生活，有旅館、酒店、餐飲、碼頭、導遊等
，原居民非常富有。

密密麻麻的島嶼從編織的清澈湖水中冒出來，一棟棟小洋房
棲息在半島和郁鬱蔥蔥的山頂上。他說，這裏風景好，房價很貴
，便宜的也要百萬美元。他說有的豪宅做為度假村租用，每晚大
的200美元。

他帶我們去看一個佔地八英畝破舊的建築群，這是上世紀的
八、九十年代惡名昭著的毒梟埃斯科瓦爾（Pablo Escobar）的老
巢。他領導街頭毒販、兇殺爆炸頻發、毒販火並、襲擊警察，使
麥德林一度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看過美國電視劇《毒梟
》就知道這段曆史。

埃斯科瓦爾可以說是哥倫比亞的傳奇，一度控制了80%輸入
美國的可卡因毒品，積累了高達叁百多億美元的財富，成為當時
世界前十位的首富，是當之無愧的可卡因之王。可他在家鄉麥德
林被認為是位劫富濟貧的羅賓漢式的英雄。他捐建學校，救濟窮
人，修建醫院，資助球隊，又買通官員，大半個麥德林都是他的
天下，還曾被選上了國會議員，可謂魔法通天。

但他的張狂激怒了美國政府，幾屆總統連續施壓哥倫比亞政
府對其圍剿。埃斯科瓦爾最終在1993年12月2日在此窩藏點的
屋頂被擊斃。此後這套別墅群無人管理，一直被廢棄，只有湖邊
房還保存完好。



北韓北韓1818日發射可攜帶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引發各國關注日發射可攜帶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引發各國關注
美國派出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和美國派出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和F-F-3535戰鬥機向朝鮮展示武力戰鬥機向朝鮮展示武力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北韓北韓1818日發射可攜帶核彈頭的洲際日發射可攜帶核彈頭的洲際
彈道飛彈彈道飛彈（（ICBMICBM），），引發各國關注引發各國關注。。而對於金正恩的大動作而對於金正恩的大動作，，美美
國則決定將國則決定將B-B-11BB戰略轟炸機重新部署至南韓以示回應戰略轟炸機重新部署至南韓以示回應。。週二週二，，
美國派出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和先進的隱形噴氣式飛機向朝鮮展美國派出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和先進的隱形噴氣式飛機向朝鮮展
示武力示武力，，韓國國防部表示韓國國防部表示，，部署美國部署美國B-B-5252轟炸機和轟炸機和F-F-2222隱形戰隱形戰
鬥機與韓國戰機進行聯合演習是一項以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一切可鬥機與韓國戰機進行聯合演習是一項以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一切可
用手段保護韓國用手段保護韓國。。演習還包括來自韓國的演習還包括來自韓國的F-F-3535和和F-F-1515戰鬥機戰鬥機，，
演習地點是濟州島西南海域演習地點是濟州島西南海域。。演習是在朝鮮聲稱發射了一顆用於演習是在朝鮮聲稱發射了一顆用於
開發其首顆軍事間諜衛星的試驗衛星開發其首顆軍事間諜衛星的試驗衛星，，並在過去幾天測試了一種並在過去幾天測試了一種
用於移動性更強的洲際彈道導彈的固體燃料發動機之後舉行的用於移動性更強的洲際彈道導彈的固體燃料發動機之後舉行的。。

美國美國B-B-5252轟炸機轟炸機、、C-C-1717和韓國空軍和韓國空軍F-F-3535戰鬥機於戰鬥機於1212月月2020
日星期二在韓國舉行的聯合空中演習期間飛越朝鮮半島日星期二在韓國舉行的聯合空中演習期間飛越朝鮮半島，，美國派美國派
出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和先進的隱形噴氣式飛機向朝鮮展示武力出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和先進的隱形噴氣式飛機向朝鮮展示武力
。。

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美將舉行聯合空中演習韓美將舉行聯合空中演習，，同時美同時美
國空軍的國空軍的B-B-11BB戰略轟炸機將重新部署至南韓戰略轟炸機將重新部署至南韓。。韓美聯合空中演韓美聯合空中演
習將由韓國空軍的習將由韓國空軍的F-F-3535AA和和F-F-1616戰機護送美軍戰機護送美軍B-B-11BB戰略轟炸機戰略轟炸機

進入韓國防空識別區進入韓國防空識別區（（KADIZKADIZ），），並進行聯合編隊飛行並進行聯合編隊飛行。。據美聯據美聯
社報導社報導，，美國向朝鮮部署了超過一百架美國向朝鮮部署了超過一百架F-F-3535戰機戰機，，試圖讓北韓最試圖讓北韓最
高領導人金正恩卻步高領導人金正恩卻步。。美國最新一代隱形美國最新一代隱形F-F-3535戰機可挂載最新型戰機可挂載最新型
戰術核武器戰術核武器。。在未來的四年中在未來的四年中，，將有超過一百架將有超過一百架F-F-3535戰機在日本戰機在日本
岩國岩國、、韓國平澤的空軍基地待命韓國平澤的空軍基地待命。。此外此外，，日本和韓國已經從美國日本和韓國已經從美國
洛克希德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購入約馬丁公司購入約8080架架F-F-3535ss戰鬥機戰鬥機，，更多訂貨尚在生更多訂貨尚在生
產中產中。。

F-F-3535ss隱形戰機主要用於執行地面攻擊和空對空爭霸等任務隱形戰機主要用於執行地面攻擊和空對空爭霸等任務
。。F-F-3535系列屬於具有匿蹤設計的第五代戰鬥機系列屬於具有匿蹤設計的第五代戰鬥機，，作戰半徑超過作戰半徑超過11,,
000000公里公里，，具備有限的類超音速巡航能力具備有限的類超音速巡航能力。。是美國及其盟國目前是美國及其盟國目前
的空戰主力的空戰主力，，儘管北朝鮮宣稱擁有核武器儘管北朝鮮宣稱擁有核武器，，但其空軍主力面對但其空軍主力面對
F-F-3535機群機群，，不堪一擊不堪一擊。。33月份月份，，美國國防部在朝鮮半島首次啟動美國國防部在朝鮮半島首次啟動
了了F-F-3535戰機戰機。。美空軍中將杰里美空軍中將杰里••小哈里斯說小哈里斯說：： 「「通過通過F-F-3535AA戰戰
機機，，美國空軍能夠在惡劣天氣美國空軍能夠在惡劣天氣，，不分晝夜地打擊和摧毀大範圍的不分晝夜地打擊和摧毀大範圍的
目標目標。。」」 他說他說：： 「「戰鬥機的未來戰鬥機的未來，，屬於屬於F-F-3535。。它擁有世界上最先它擁有世界上最先
進的航天系統進的航天系統。。」」 美韓聯合旨在警告朝鮮不要試圖威脅韓國或部美韓聯合旨在警告朝鮮不要試圖威脅韓國或部
署在韓國和日本地區的美軍基地署在韓國和日本地區的美軍基地。。

爾格林議員出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爾格林議員出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在國會會議上的講話在國會會議上的講話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212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出席了國會聯席會議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出席了國會聯席會議，，並發表了並發表了
以下聲明以下聲明：：近一年來近一年來，，烏克蘭人民在壓倒性的逆境中表現出勇敢的毅力烏克蘭人民在壓倒性的逆境中表現出勇敢的毅力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2022年12月21日，星期
三，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出席了國會聯席會議，並發表
了以下聲明：近一年來，烏克蘭人民在壓倒性的逆境
中表現出勇敢的毅力。在那段時間裡，意識到自由不
是免費的，美國通過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經濟援助和
國防支持伸出了友誼之手。因此，我懷著極大的敬意
歡迎澤倫斯基總統關於團結致勝的信息。隨著烏克蘭
繼續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向前邁進，美國絕不能立即
停止支持，也不能對烏克蘭人民為維護爭端不升級為
戰爭的世界秩序而奮鬥的決心失去信心。我們要么勇
敢地站在一起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要么因害
怕俄羅斯到處侵略而分道揚鑣。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週三在白宮會見了拜登總統
，之後他將在晚上晚些時候向國會聯席會議發表預定
講話。此行是澤倫斯基自去年2月俄羅斯入侵開始以
來已知的第一次在烏克蘭以外的戰時訪問。下午2點
剛過，澤倫斯基抵達白宮與拜登舉行雙邊會談，副總
統卡馬拉哈里斯、國務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長梅里克加
蘭參加了拜登的會談。在雙邊會談之前，拜登在橢圓

形辦公室對澤連斯基說：很榮幸能在你身邊，在這場
殘酷的戰爭中團結起來防禦。烏克蘭人民繼續激勵著
世界，我的意思是真誠的。烏克蘭人民不僅激勵我們
，而且用他們的勇氣以及他們如何為自己的未來選擇
韌性和決心來激勵世界。

直到現在，美國一直拒絕向烏克蘭派遣愛國者導
彈發射台，部分原因是擔心烏克蘭軍隊難以正確使用
這種複雜的多部件武器，這種武器需要數十名士兵才
能操作。國會正在考慮的援助主要是軍事援助，其中
超過200億美元用於向烏克蘭武裝部隊提供武器和裝
備，烏克蘭武裝部隊正在寒冷的氣溫中進行苦戰，以
奪回被俄羅斯軍隊佔領的領土。這一數字還包括用於
補充美國國防部庫存的資金，這些庫存在向烏克蘭提
供物資近一年後已經耗盡。如果參議院批准為期一年
的政府撥款法案，它將提交給眾議院，民主黨領導人
希望在眾議院通過該法案，並在他們週四休假前將其
送交拜登的辦公桌。經過近一年的戰爭，一些共和黨
人開始公開質疑美國是否應該繼續資助烏克蘭軍隊。

在金正恩的妹妹向韓國和美國軍事基地發出新威脅後在金正恩的妹妹向韓國和美國軍事基地發出新威脅後，，美國美國
向韓國部署了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向韓國部署了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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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為期近一個月的卡塔爾世界盃經己成功
落幕，世界盃的吸引力，除了展現各國
的足球水平之外，還有享受足球運動帶
來的刺激感；展現一種為國家榮耀而戰

的英雄感和自豪感！所以 「足球是最神奇的運動之一，
團結了廣大球迷及民眾。」這個說法，講得十分對。你
看看電視直播世界盃比賽場上的各國球迷觀賽的表情，
就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他們的情緒比在場上踢波的球
員還肉緊，自己國家的球隊入球盡情歡呼，落後時唱歌
為自己球隊打氣，與比賽的球隊同呼吸共命運的感情，
真的是非常可愛、十分真摯。

就看剛完成的法國VS摩洛哥比賽，法國隊支持者揮
舞國旗，高唱 「我們進行決賽了」以及國歌《馬賽進行曲》。摩洛
哥輸給法國無緣爭冠失望之餘，摩洛哥全隊球員跪謝球迷，感謝球
迷遠道而來支持，行為令人感動！媒體形容摩洛哥這趟世足光榮之
旅，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中激起感動而喜悅的淚水。因為摩洛哥是
世界杯歷史上首支闖進世界盃4強的非洲國家球隊，也是首支有此

成就的阿拉伯國家球隊。美國有綫電視台ESPN FC即發文
寫道： 「這支摩洛哥隊或許沒有贏得世界盃，但他們己經
贏得了我們的心。」摩洛哥球迷留言︰ 「摩洛哥讓整個穆

斯林世界引以為榮！我們真的為這支球隊感到無尚光榮。」
在這個充滿激情的世界盃中，另一道風景線當然是被形容為跳

最後探戈那幾位世界級足球名將C朗、美斯等的表現，葡萄牙8強
止步，C朗被傳媒捕捉到落寞的身影、痛哭的表情，再看看一些媒
體和球迷苛刻的挑剔，半點不能包容，C朗在足球生涯上光芒四射
的日子獲得的讚美早已歸零，感到足球世界也有殘酷現實的一面。
再看到C朗賽後深情發文實在令C朗的支持者很大感觸。

「為葡萄牙贏得世界盃冠軍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大最的雄心和夢
想。幸運的是，我贏得了許多國際級別的冠軍，包括為葡萄牙贏得
的冠軍，但讓我們國家的名字登上世界最高水平是我最大的夢想。
在16年的時間，我在世界盃上有5次進球，總是與偉大的球員並肩
作戰，得到數百萬葡萄牙人的支持，我付出了我的全部，我把一切
都留在了球場上。不幸的是，昨天夢想結束了。我永遠是一個為每
個人的目標而戰的人，我永遠不會背棄我的隊友和我的國家。謝謝
你，葡萄牙。謝謝你，卡塔爾。夢想在持續時是美好的……現在，
是時候成為一名優秀的顧問，讓每個人都得出自己的結論了。」C

朗的表白非常真誠。
許多人喜歡將C朗

和美斯比較，很明顯是
兩種性格，有時性格決
定命運。C朗有衝勁，
美斯則內斂沉穩，上戰
場肯定是後者會笑到最
後。以前不明白點解球
迷都喜歡美斯，現終於
明白了。足球要贏到最
後是靠腳下功夫和團隊
配合，球員的個人情商
（EQ）也很重要。C
朗是好例子，他的鬥心
賣力沒有減少過，就是
不能笑到最後。看別人
的人生正好是啟發自己
的好教材。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令我再次在自己晚年的歲月中，也
當上小學生的學習機會！感謝你，圓圓的足球！

世界杯魅力無法擋

自從3 年前年中，美國從
阿富汗撤軍之後，當年的
12 月聖誕節，就呈現出舉

世太平的氣息和景像。想不到今年的2 月，萬惡不赦的俄羅斯，為
了烏克蘭抗拒它的合併方案，即悍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兵入侵
小國鳥克蘭。從那刻起到今時今日，烏克蘭國土之內，處處火光熊
熊、屋倒樓塌，鳥民死傷遍地、一派淒涼景像，令世界上愛好和平
的民眾，心痛如絞。

在日前世界杯開幕前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希望國際足協（FIFA）主持正義，在世界盃決賽之前
，播放他的講話錄影，有關他提出以一個全球和平的會議，解決有
關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以及烏克蘭的球員和職員的訊息。他斥
責俄羅斯喪心病狂，摧毀鳥國家園。但仍無法阻止他對和平的呼籲
。他表示：世界盃是勝利的精髓： 「不過比賽是在球場，而不是在
戰場。最壞情況也不過是紅牌，而不是紅色掣（意味核戰）。」澤

連斯基指出： 「我們向世界提出和平的方案。
這絕對是公平，我們提出是因為戰爭中沒有冠
軍，這不可能是打和。」： 「縱使FIFA阻止

這訊息在決賽前於卡塔爾的球場內廣播，世界仍然能聽到我們的呼
籲。」

澤連斯基表示： 「我宣布在這個冬天舉行全球和平方案的峰會
。這個峰會將團結所有國家以達至全球和平。球場的看台在比賽後
就空出來，而戰爭之後城市亦變得空虛。」 可惜FIFA拒絕在世界
盃中播放任何的政治訊息。

澤連斯基無計可施之下，抗爭仍然是要繼續下去。首都基輔在
漆黑一片中，聖誕樹仍然亮燈 起來，象徵著在戰火下，烏克蘭人
迎來俄羅斯出兵攻打烏克蘭後首個聖誕節。當天早上，遭到俄軍自
殺式無人機新一輪轟炸的首都基輔，市長克利奇科於晚上為豎立於
市中心索菲亞廣場、高12米的聖誕樹亮燈。在電力設施受襲損毀
下市內供電不足，以烏克蘭國旗顏色為主、用藍黃色燈泡裝飾的聖
誕樹在漆黑中，發電機為聖誕樹亮燈亮起，克利奇科說，不會容許
俄羅斯 「偷走」兒童的聖誕節。

根據過往歷史，烏克蘭在傳統上是跟隨東正教在每年1月7日

來慶祝聖誕節的。但調查顯示，愈來愈多烏克蘭人傾向與其他宗教
一樣，於12月25日慶祝聖誕，支持率由2021年的26%增至今年的
44%。在俄軍系統性攻擊下，數以百萬計民眾要在漆黑和嚴寒中度
過今個冬天。基輔在周一清晨，遭到了第三輪的自殺式無人機攻擊
，該市稱有23架無人機來犯，他們擊落了18架，市內有電力設施
遭擊中起火。在斷電下，市政府改以柴油發電機為聖誕樹亮燈，並
循環再用過往幾年使用過的裝飾。克利奇科表示， 「我們稱今年為
不敗的烏克蘭的聖誕樹」，解釋無論有多困難，都要為兒童帶來節
日氣氛。他又指出： 「俄羅斯試圖偷去市民正常生活，但我們不會
讓他們偷走兒童最大的節日新年。

市中心該棵聖誕樹除了以藍黃色燈泡裝飾之外，還掛有和平鴿
圖案，樹頂則掛上烏克蘭三叉戟盾徽。幾十名民眾冒寒觀看聖誕樹
亮燈，有人自拍，也有人在樹前唱聖詩。有民眾認為聖誕樹可為如
此艱難時刻帶來節日氣氛。不過，也有民眾難以投入聖誕節的歡樂
，一名從曾被俄軍佔領南部城市赫爾松遷到基輔的民眾稱，並不感
到特別的節日氣氛， 「我只想一切結束，和平到來。我們全部人都
正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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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江澤民在澳與民同樂

筆者出生在澳門、成長在香港。而澳門與
香港，同為中國領土，只是在滿清政府期間，
因為政治腐敗、國力衰落，分別被英葡兩國強
搶為殖民地。歲月匆匆，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
晚期，中國政府義正嚴詞地向昔日的英葡兩個
老牌帝國，提出取回港澳城市，回歸中國懷抱
。歷經十年的兩國多番的外交交鋒，最後是合
浦珠還。香港是 1997 年歸還中國；澳門則是
1999年 回到祖國的懷抱。

2000年12月20日，乃澳門回歸祖國一周年
慶典。當天在澳門文化中心劇場內，隆重舉行
慶祝活動。是日活動的重頭戲，是時任澳門特
首何厚鏵先生陪同江澤民主席登上舞台，接受

澳門市民的熱烈歡迎。該日
下午兩點，劇場內全場掌聲
雷動。來自北京的江澤民主
席對澳門特區政府和全體居

民表示熱烈的祝賀和良好的祝願。何厚鏵則彙
報了過去一年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成
功業績……

講話結束後，精彩紛呈的文藝演出開始，
來自內地、港台、外國的華人藝術家和澳門本
地藝術家合唱《七子之歌》，鋼琴家孔祥東、
廖國敏等演奏《黃河》協奏曲，王健演奏德沃
夏克的《B小調大提琴協奏曲》，陳燮陽指揮上
海交響樂團協奏。

節目演完後江主席再次登上舞台祝賀演出
成功，他建議王健再獨奏一首《二泉映月》，
江主席就站在大提琴旁邊欣賞，然後江主席轉
過身來與陳燮陽指揮握手，並面對劇場戲說：
“陳燮陽是我的音樂老師。”劇場裡爆發出掌
聲和笑聲……

台上台下氣氛熱烈歡騰，塲內有人提議請
江主席唱一首歌，首先江主席就敘說了他早年
訪問葡萄牙時唱歌的故事，那天他選擇演唱中
國著名藝術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江主席
說：他喜歡這首歌曲，因為這首歌曲產生的年
代與他自己同齡，都是一九二六年誕生的。在
葡萄牙那次他正準備歌唱的時候，先猶豫了一
下，他擔心演唱中忘記歌詞，後來還是鼓足勇
氣唱完了這首歌，而且.一字不漏。（我在這裡
說明一下：有些網頁上誤傳江主席在澳門慶典
上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其實他沒有演唱
，只是說到這首歌曲而矣。）

接下來江主席問大家，今天唱什麼歌呢？
有人建議唱《歌唱祖國》，江主席說：先唱一
首抒情歌曲吧，我們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
。他說：誰會唱這首歌的請到台上來一起唱。
劇場哄動了，澳門名人莫華倫先生和賭王何鴻
燊四姨太梁安琪女士（筆者按：梁安琪是九十
年代由廣東省 江門市南下澳門謀生，因為舞蹈

出眾，巧遇一代舞王何鴻燊，火速合併，成為
四姨太）興奮地登上了舞台，跟江澤民合唱。
江澤民為擴大影響力，於是作出號召地說：我
們北京來的同志都上台來一起唱吧！跟隨江主
席來澳門的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和多位中央領
導人士也立即登上舞台，在江主席引領下，大
家熱情歌唱《洪湖水浪打浪》，原先已經在舞
台上的交響樂隊和合唱隊即興伴奏伴唱。熱烈
的掌聲中，江主席又指揮全場引亢高歌《歌唱
祖國》，激動人心的歌聲將大會氣氛推向最高
潮。

事後港澳媒紛紛指出：江 澤民平易近人，
說話風趣，又懂得搞氣氛，但又不會令人尷尬
。看得出江主席喜愛音樂，他自己會演奏多種
樂器，十分關注國家音樂文化的發展，尤其對
上海交響樂團，特別喜愛。

緬懷江澤民主席，追憶二十二年前他在澳
門與民同樂的親民情景，令人難忘一代偉人的
豐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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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与“约束”之外，林毓生还提

到，“学术自由实际上是个特权。但这个特权

是必须提供的，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供的。

即这个人必须是个学者，有资格做学问，念过

书，有成就，尊重别人，有基本的追求真理的

能力和责任。这些条件具备后，社会给你提供

资源，让你享有一种特权。比方说你今天研究

学问累了，特别没劲了。你三天三夜睡觉，听

音乐，散步都可以。这是特权。你要是上班，

不管白领还是蓝领，你就做不到，不能忽然说

给自己放假。拿国外来讲，学术界收入不是很

多，也不是很少，是中产阶级。那么凭什么社

会供养着你，而你除了念书、做学问基本上什

么事不做。很多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做的事情并

非他们的兴趣。你做你最喜欢做的事，还提供

你一个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不是特权

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相对于给你提供资源的

社会，你要承担责任。”

他还分析了不同学校在学术研究领域对于

职级评定的不同：有些学校要评分，要出版多

少才能评职称。以台湾为例，写一篇历史论文

，发表在历史院研究所的学报就有8分，台大

学报7分，另外的学报6分，有些不行的跑到

师范大学的学报发表，则只有4分。每篇文章

都评分。从讲师升教授要多少篇文章，而且规

定最近5年写的才行，以前写的还不算。各种

硬性规定，最大的理由就是“美国也这样”，

其实美国根本不是这样。

为了那次演讲，林毓生特别打电话给一个

工学院的教授，问他们工学院是否和社会科学

方面的类似。对方说完全一样。办法是这样的

：第一，请人非常严格。拿威斯康星历史系来

说，请年轻学者来是非常艰难的事。年轻学者

来的时候，至少要有10封推荐信。这10封推

荐信的作者必须是世界上他那个领域里第一流

的权威学者。每一封推荐信通常需要两页半到

三页之间，单倍行距。“不是说像从前陈寅恪

先生那样，写几个字，某某人挺好，就升了。

”

“不管你是陈寅恪还是王国维，都要写两

到三页单倍行距的报告。”接下来，教授组成

一个五人的review committee（评审委员会）。

如果这个年轻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古史，

系里将派出两个欧洲中古史专家，都是世界水

准的，还有一个研究范围比较接近的专家。这

三人都来自欧洲史。还有另外两个教授一个来

自美国史，一个来自其他史学，他们的欧洲中

古史是普通大学生程度，不是特别懂。

为什么不懂的两个人也进入评审委员会呢

？因为这两个人要监督这三个人的所作所为符

不符合学术程序。这五个人要履行学术责任。

“就是要看被考虑的年轻学者的著作。”那两

个不懂中古史的人至少可以看懂他的论证。看

完了以后开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提交报告

。每个报告至少两页，相当于一篇小论文。大

家意见一致的话就通过，有时候意见不一致，

就要彼此沟通，然后取得多数。假如没有多数

，就要交予大会，也就是系的终身职的副教授

以上的人开会，看看有没有道理。每次会都要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这种办法，拿我的经验来说，通常都能

找到最好的人。”林毓生肯定这样的评定学术

人才的方式。有一次学校要找一个欧洲工业史

的教授，找到一位女学者。她是哈佛和MIT研

究欧洲工业史的两个权威共同推荐的，认为从

来没见过一个年轻人这么优秀。但是她很年轻

，论文还没写，只有一篇研究计划。那怎么办

呢？林毓生和同事们开会，请她把她的学术报

告等拿来看一看。结果一投票，全系一致通过

，破格给她offer。这位女士在林毓生演讲的时

候，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该领域最重要的权威。

“你看，这个机制很妙吧，你说它守规矩吧，

它又破格。你说它破格，它又守规矩。它是精

英跟民主、自由与共和相互配合的运作机制。

运作好了非常有意思。运作不好，什么机制都

不能保证永远成功。”

论学之乐与忧

在求学、治学过程中，林毓生与殷海光结

下深厚的师生情，《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记

载了两人的情谊、学术讨论和困惑。

1960年，林毓生赴美，羁旅异邦。从1961

至1969年，殷海光的信成为他羁旅生活中最大

的鼓励与支持。殷海光的信都是挂号寄达的，

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有时林毓生中午

或下午从外边回到宿舍，看到来自台湾的挂号

信通知单，便知道一定是殷先生的信到了，心

中立刻感到无比高兴，马上放下别的事，骑脚

踏车到邮局签字把信取出。先在邮局中打开匆

匆看一遍，然后骑车回到校园中，找一个安静

的角落，坐下来再看一遍，晚上吃过饭，往往

会看第三遍，之后才开始读书或写作。

1964年，林毓生因父亲身体不好，加上博

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一部分可在台湾进行，就返

回台湾住了半年，得以与殷海光重聚。在台期

间，殷海光时常邀林毓生到家吃饭，往往两个

人刚开始吃了不久，就大讲起学问与世事来。

每次林毓生讲到殷海光赞许或会心的地方，先

生就用筷子夹一块好吃的菜放在他的盘子中，

以示奖励。

治学有乐也有忧，尤其是对关照现实的学

者而言，去世前一年的1968年，殷海光在写给

林毓生的一封长信中谈及他对人类未来的忧虑

：

“我所要打开肺腑说的，是我不想掩饰我内

心对人类今后自由问题的忧虑。这主要的并非我

个人的遭际使然。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岁月，个人

的幸与不幸，又算得了什么？我真正关心的是整

个人类前途自由的明暗。人本主义及科学本是近

代西方互相成长的一对双生子。可是，西方文明

发展到了现代，科学通过技术同经济的要求，几

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

难看到‘文艺复兴人’了。我们只看见大批‘组

织人’‘工业人’‘经济人’，纷纷出笼。他们

不是被归队于公司，就是被束缚于工厂。我们偶

尔瞥见个把哈耶克，彳亍在西欧的街头。大部分

人的活动及个性逐渐被科学技术织成的组织之网

缠住。大学也企业化，工商管理化，教师成为雇

员。”

类似的忧虑也存在于林毓生的晚年。2020

年，法学博士周天玮去看望林毓生，当时失智

症已经令林毓生不能十分理解当下周遭发生的

事情。

在那次的探访和对话中，林毓生享受着早

年的回忆。其间，两人谈到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是否可以分开对待，林毓生说：法治和民主可

以分开对待，而法治高于民主，否则的话，会

流于多数暴政。没有了法治，就没有了一切。

他还举出身边的例子，就在谈话的几天前

，美国又发生了精神病患拿枪杀人的事情，

“枪械可以在美国自由买卖，不需要调查个人

背景，这其实并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

原始精神，当时是因为有独立之需要，这成为

美国最大的矛盾。”

林毓生还补充，法治不是法家的法制，法

治如果走到极端，人性的扭曲会很严重，所以

法治也要有范围。澳大利亚的一位汉学家批评

儒家思想里面有父子互隐的观念，认为不合逻

辑。牛津大学的一位法学家却同意林毓生的看

法，他说在英国普通法底下，如父亲犯法，儿

子可以为父隐，否则人类伦理就要瓦解了。法

治必须是good law，要符合社会的价值，否则

就要崩溃。

保持清醒、不含糊，林毓生向来如此，即便

已经八十多岁，头发全白、语速变慢，接受采访

时他总不配合记者想“拉”着受访人走的把戏。

“你这样说不对（不准确）”，“我不这么认为

”，“你没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中华读书

报》的记者后来总结，林毓生的“逆”，多在三

种情况下出现：全称判断、道德评价和政治语言

。对于这三者，他几乎有本能的敏感和反感。他

说到海外的谁谁、谁谁谁都和他的观点一样，随

即便叮咛记者：报道用我的名字可以，用他们几

个人的名字，一定要他们本人同意，我不能代表

他们发言。媒体是公共舆论，有别于私下的聊天

闲谈；朋友的私交再好，各人的言论和公共形象

还是各人负责。

就连做演讲的时候，林毓生都会自己带个

小闹钟上去，时间一到，自动终止。他说再讲

五分钟，就是五分钟。不理解这种严格分明的

界限，就不能真正理解自由。 （完）

林毓生：“我所有的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

大家最近可能都知道了，马云这半年来基本上

都在日本待着。马云既没有办理日本的移民签证，

也没有加入日本国籍，那他是怎样在日本合法居住

这么长时间的呢？

那是因为他是拥有“联合国通行证”的人。

是的，“联合国通行证”，这个我们听起来有

点像俗套骗局里的道具的东西，竟然真的存在。

1946年，联合国成立的第二年，就正式推出

了这个通行证，拿上它，你就相当于拥有一本“地

球护照”，可以在全球几乎所有国家享受免签和快

速通关的待遇。

联合国通行证分为红色和蓝色两种。一般级别

的人物，只能拥有蓝色“尊贵版”，只有贡献特别

大的，级别更高的，才能拥有红色“至尊版”。

红色“至尊版”能够享受到的权利更大，基本

上就属于“地球公民”了，走到哪里那都会得到

VIP待遇。

马云是怎样得到这本通行证的呢？

那要从2016年说起。

2016年，马云被聘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年薪一美元，不管五

险一金和社保。

该任命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签

发。这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聘请这样

的职位，相当于秘书长助理的级别，属于顶级

高管。

不得不说当年的马云，还真是“天皇巨星”般

的存在，这样的殊荣，他也是中国企业家里第一位

，也是目前唯一一位。

既然都已经到了秘书长助理级别，要帮联合国

做事了，马云也就自然获得了联合国通行证的红色

“至尊版”。

跟这本“地球护照”比起来，现在市面上那些

所谓的“黄金护照”，就逊色多了。

那么，要怎样获得这本联合国通行证，花多少

钱才能拥有“地球护照”，成为全球畅通无阻的

“地球公民”呢？

其实，这还真不是你有钱就能解决的事情，否

则联合国不成了加勒比岛国了吗？

网上曾经盛传，在目前的公开资料里，拥有联

合国通行证的非政府部门的中国人只有三位，第一

位是马云，第二位是李连杰，第三位是黎明。

李连杰和黎明之所以能获得，都是因为两人在

国际公益事业上的特殊贡献。不过他两人获得的都

是蓝色“尊贵版”，跟马云的相比还是级别要低一

点。

马云、李连杰和黎明，那都是在各自领域登上

过“金字塔”的人物，那是不是要像他们这么优秀

才有资格来申请呢？

其实并非如此。

这个联合国通行证听起来确实高大上，好像跟

普通人完全不沾边。再加上网络上盛传的“公开资

料里非政府部门的中国人只有三人拥有”，自然就

会让人觉得遥不可及。

但真实的情况是，这个通行证面向

的申请人范围还是挺广的，至少没有到

非得马云、李连杰和黎明这种级别才能

申请。

在联合国的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申

请联合国通行证的网页，里面对于什么

人可以申请写得很详细。

除了联合国聘用的专业人员，哪怕

是司机、厨师、安保，只要是正式聘用

的人员，都可以申请这个通行证。

还有就是一些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

员，需要进行跨国流动的时候，也是有

资格申请的。

比如经常有一些非营利组织，会参

加联合国倡导和组织的国际公益活动，

去非洲送蚊帐、送药品等等，他们要去

当地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申请联合国通行证。

只不过他们申请下来的通行证，和马云的相

比还是有不同的。马云属于最高级别，红色“至

尊版”，能够给到的权限更多，时间也更长。目

前联合国通行证已经不再发放纸质版的了，而是

发放电子版本，一般都是给5年期限。

所以，一般的联合国通行证并没有那么难申请

，李连杰和黎明那种蓝色“尊贵版”，只要是在国

际公益事业上有所贡献的人，应该都有资格申请。

只有像马云这种红色“至尊版”才是真的大佬。

说起来，像马云这样的人物，确实很难再出一

个了。

马云虽然也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但这几十年的

风起云涌，也只造就了一个马云。在国内我们常说

的BAT大佬，真正在国际上吃得开的，也就只有

马云。

现在的他，在东京深居简出，跟自己昔日的投

资人孙正义喝茶对弈，据说偶尔还寄情山水，笔墨

丹青。

其实以他的声望，想要去哪里根本用不上包里

那本联合国通行证，他一个电话，可能就能直达某

些国家政要的办公室。对于他来说，那只是人生中

一份特殊的荣誉而已。

马云的“联合国通行证”，究竟有多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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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家家》是一部以母女关系为题的短

片，描写家族里女性隐匿著重大影响力，一个

时代的缩影，一段如梦境般迷人而神秘的母女

关系，在彼此的爱里生存、依赖、也互相伤害

。这是影后刘若英继《相爱相亲》后，睽违5

年终于又带来新的演出作品，这次她更一人独

撑全场，在《家家》中大量的独白与情绪转折

，是贯穿全片的灵魂人物，精湛演技获得肯定

。近年来，刘若英演而优则导，执导电影《后

来的我们》赢得好口碑，更成为 Netflix 第一

部华语电影。今年她也展开“2022飞行日世界

巡回演唱会”飞往欧洲开唱，是疫情后首位到

欧洲开唱的华人歌手，也是跨足幕前幕后，影

歌视三栖的才女“文艺天后”。

《家家》的导演姚国祯，为台湾资深美术

指导及音乐录影带导演，近期美术指导电影作

品包括《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刻在你心底的

名字》《哈勇家》等片表现独特的视觉美学风

格，执导音乐录影带善于刻画细腻的情感与家

色，曾以执导金曲歌后A-Lin《未单身》、魏

如萱《陪著你》歌曲MV入围过金曲奖最佳音

乐录影带奖。对于首部短片创作缘起，导演姚

国祯说：“无论我身处何方，我的岁月是跟随

著我逐渐老去，记忆的模糊、肉体的孱弱、灵

魂的不安，这些衰弱现象后的寂寞跟地理位置

、人类种族、自然生态无关，我唯一的家族

‘母族’深深影响著我，尝试著打开我的时间

之书，页数很多、记载很少，多半都与母亲有

关。”同时他也说：“如果说这辈子势必要找

一个势均力敌的战友与对手，我的母亲会是我

的战友，而我终将成为自己的对手。”

姚国祯表示许多人可能很难想像男性导演

的电影首作以“女性关系”为题，尤其采取了

独角戏的形式，透过镜头视角观看中年女性的

后半生：“到目前为止，这是我认为最好的书

写女性生命的格式，看似有框架，其实自由。

”在疫情持续发生的当代，要说出一段动人的

生命故事，可以借由创作揭露真正的人生。

《家家》更由电影大师廖庆松，以及五月天阿

信联手监制，姚国祯和作词人李焯雄共同编剧

，幕后团队阵容华丽。

当初刘若英透过监制阿信看到《家家》剧

本，对于幽微而动人的母女关系描写相当有感

触，先主动联系了导演姚国祯，一开始是想给

予故事一些想法与协助，但越是深入了解与多

次讨论后，却逐渐成为最了解“家家”的人：

“剧本里母女间的情感刻画，也会让我开始思

考自身跟妈妈之间的关系。”而最后她也欣然

决定出演。接演后的刘若英除了角色功课外，

在片中要演到老年时期的她，面对画老妆扮成

老妇时，也吃足苦头牺牲超大！导演姚国祯表

示，刘若英对于剧本的设定相当认同，进而也

对老妆这件事情跃跃欲试，同时主动腾出时间

让特化团队一次一次的进行测试。

为刘若英打造老年妆容的团队，是于去年金

马奖以《月老》荣获最佳造型设计的特效化妆工

作室“百嘉堂”，团队费时许久沟通老妆皱纹的

疏密程度与走向，包括模拟角色的表情，以及亚

洲女性生活环境合理的老化程度，为求慎重还特

别在开拍前进行了2次的完整老妆定妆，导演感

谢地说：“我一开始其实很怕耽误奶茶姐的时间

，但她非但没有不耐，还相当配合。而制作老妆

的程序非常复杂，要先经历翻模、雕刻、试做，

聚焦讨论，然后再正式做成假皮，每贴合一次假

皮都需要至少四到五小时。”

另外，银白色头发更是复杂程度不输老妆的

大工程，因为妆容的特殊性，戴上假发比例会不

真实，她便提议用真发来做白发造型，然而斑白

跟光泽度呈现很难达到写实，最后选用银色油漆

笔将头发一搓搓上色，拍摄时都要提早4小时来

梳化，回家还要卸掉头发，导演姚国祯说：“为

此奶茶姐还特别洗了5次，结果头发上的油漆笔

痕迹都还洗不掉！”也令他也相当心疼刘若英为

力求效果，义无反顾的配合，就为呈现最到位的

老年人妆发造型。但变身“老婆婆”的完妆成果

也让刘若英相当满意，与平时冻龄的样貌差太大

，却也笑称“都快认不出自己！”

另外，刘若英为了准备长达30分钟的独角

戏，消化大量的台词，做了相当多的功课与自我

磨练，就为了内化与塑造角色，她常常在顾完孩

子入睡后，半夜在家里自我演练，练习到情绪较

为激烈的台词时，还曾被家人误以为是在骂孩子

，令她莞尔一笑。导演姚国祯也透露，片中刘若

英有许多看似不经意说出的台词或呢喃，“其实

都是奶茶姐按本一字不漏的背出来，她是非常用

功认真敬业强大的演员，令人很敬佩！”

《家家》故事讲述女儿家家，用了一生的

执拗固执，想逃离家又不得不回家。天生的母

女关系，让她越想抗拒，却越像是母亲的样子

，从写实到科幻的未来，母亲与女儿在彼此的

爱里生存、依赖也互相伤害。幽微而真实，相

爱相生、相生相依、相依相伤、相爱相杀的循

环里再生再战，揭露女性以冷静、冷淡、冷处

理的独立之姿向生命提问。

《家家》劉若英一人獨角戲

「瞬間老化」 細膩演繹動人母女關係

持续努力推广华语电影的金马执委会，为了让更多观众影迷看

见新锐电影创作者的作品，近日在“金马线上影院”平台推出全球

地区皆可观看的“短片导演推广计画”（Short Film Director Pro-

motion Project），内容包括多部近年在金马奖入围得奖的剧情、纪

录和动画短片，让全球影迷在影展与颁奖典礼之后，仍可一睹他们

的创意及勇气，除了增加国际能见度，其中55%的收入也会直接由

导演或版权方获得，鼓励他们持续创作。

“短片导演推广计画”截至目前已邀到多位电影创作者参与。

剧情短片包括近三年的金马奖得主李念修的《讲话没有在听》

（2022）、张志腾的《咏晴》（2021）与郭臻的《夜更》（2020）

。加上同样入围金马奖也大受好评的潘客印《姊姊》（2021）、陈

瀚恩《巴基之诗》（2021）、蔡慈庭《美芳》（2019）、林峻贤

《苍天少年蓝》（2018）、王逸帆《洞两洞六》（2017），风格多

样，各擅胜场。

纪录短片则有廖克发的《一边星星 一边海浪》（2022）、曾

威量《一抔黄土》（2020）、陈韦杰《寍》（2020），横跨了马来

西亚、新加坡与台湾。

动画短片除了王登钰赢得金马奖的《金鱼》（2018），还有在

各国际影坛大放异彩的汤厉昊《大桥遗犬》（2022）、张小踏《极

夜》（2021）、黄小珊《大冒险铁路》（2020）、李沛荣《灯塔》

（2019）、詹博钧《看无风景》（2019）、锺承旭《可爱》（2018

）等。

此外，该推广计画也在逐步规划金马短片导演的作品集，例如

陈奕凯碰触各种禁忌的的剧情片《偷偷》（2019）与《警徽》

（2022），黄诗柔充满想像力的动画《无瑕》（2017）和《水中的

女孩》（2021），都可在此平台一网打尽。

金马线上影院的“短片导演推广计画”将会陆续上架更多金马

入围／得奖的短片作品，敬请期待！更多片单介绍请见“短片导演

推广计画”官网（https://bit.ly/3W1atvM）。

金馬線上影院推出 「短片導演推廣計畫」
全球地區皆可觀看

線上付費實質鼓勵電影新銳

早年以青春玉女歌手身份出

道的港星薛凯琪(Fiona)，外型甜

美的她往戏剧圈发展表现亮眼，

拍摄多部卖座电影《早熟》、

《分手说爱你》等打开知名度，

近年她将事业重心放在大陆，除

了演艺工作外，还开创个人时装

品牌；去年就没有接演戏剧作品

的她，近期登演戏类综艺，因为

未来戏路问题，让惠英红和赵雅芝展开激烈辩论。

薛凯琪在节目中表示演戏想顺其自然，现在演妈妈可能没有说

服力，等到五十几岁时再试戏试一些妈妈的角色，结果当场被吴镇

宇打枪：“不可能的了，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卡，娃娃脸是很惨

”，吴镇宇以日本女星松隆子为例，强调松隆子过去多拍摄偶像剧

题材，青春逆龄的外型很容易就被定型，直到44岁才跳出偶像剧

的框架成功转型，“人家不敢找你演少女，也不敢找你演妈妈”。

过去是人气花旦的张可颐直言：“不论你保养得像什么年龄，

好像薛凯琪，看上去可能二十七、二十八岁而已，但是那个现实中

，导演也好监制也好，他们不会看你，（就算）保养得像二十七、

二十八岁，（也不会）选你做一个少女”。

惠英红认为每个年龄该有不同的样貌，坦言在她看来薛凯琪41

岁却看起来像20岁不好，这让逆龄有成的赵雅芝瞬间变了脸色，

赵雅芝反驳惠英红的观点，“她没有去装嫩，我觉得她就是活得她

自己，她是随遇而安，她觉得自己舒服就好啦”，不过吴镇宇和惠

英红则持反对意见，认为私人可以保持，但工作中仍是这种状态就

很容易没工作，双方意见僵持不下，尔冬升则打圆场：“你就慢慢

吸收，希望你能在这次过程里面，看看得到一点点东西也好，反正

我希望你开开心心。”

最后惠英红表示自己希望学员们好，才会说得很直接，希望薛凯琪

不要介意，薛凯琪则坦言看到那么多前辈为她认真探讨可能性很感动。

金馬影后警告女星裝嫩不好

讓趙雅芝 「當場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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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馬歌手共同錄賀年
文凱婷樂交友文凱婷樂交友 期待跨地域合作期待跨地域合作文凱婷樂交友 期待跨地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棠）張敬軒（軒仔）曾
揚言《REVISIT 張敬軒演唱會》是為入行20周年
寫上一個完美句號，果然說到做到，20日晚舉行的
首場明顯花盡心思，高潮一浪接一浪，就連專誠捧
場的好友容祖兒亦興奮得不斷舉機拍攝軒仔的靚仔
樣，全晚台上台下都氣氛高漲。不過原來今次演出
亦是軒仔的最大挑戰，在幾乎零綵排下開騷！

疫情下三度開唱的軒仔表示挑戰了許多不可能
的事，並且考驗一次比一次大，他透露自己和團隊
身邊都不斷有人確診，為顧及大家的安全，今次的
演出一次樂隊綵排也沒做過，一直是隔空練習，當
晚在台上才是第二次與樂隊在一起，感謝各位樂手
們的包容。

雖然今個演唱會以Side Track歌掛帥，但軒仔
賣力獻唱，再加上不時大放笑蛋，驚喜不絕。當軒
仔換上雙肩有浮誇大花的黑色長褸現身時，他笑
言：“咁大個仔都係第一次托着兩朵大花，仲有好
多功能，遮光、防UV更一流，而咁大朵花正路仲
要淋花。”說罷已引得粉絲大笑，豈料還內有乾
坤，笑指為了更高更勁，第一次在演唱會穿上7吋
高跟鞋，亦是向廣大女同胞致敬，好佩服和感謝為
了市容及男士賞心悅目，獻出她們的腰骨。

軒仔自言很感恩今年得到不少廣告客戶支持，
所以將廣告商的禮物送給觀眾，當中有手機、電動牙
刷套裝及米線禮券，為公平起見，他還特意彎身轉幾
個圈再隨手一指，指中的人有獎，令全場high爆！

之後換上閃片西裝的軒仔表示要講一些心底
話，他指：“這幾年對香港歌手而言是很大的衝
擊，在頒獎禮上，我幾乎大過左右隔籬一截（年
紀），每一個時代有新浪潮衝埋來，我都嘗試打開
懷抱，雖然有些新嘗試、自己都好搲頭，但對我來
說，係出於好奇和掙扎，希望不斷突破自己，亦感
謝粉絲在不斷有小鮮肉、新人的湧現，仍支持張敬
軒的這份情義。其實我都有個男團夢，以前都好想
做偶像，可惜無具備做偶像的條件，反正都唔知下
次幾時再開演唱會，所以今晚決定‘盡地一煲’，
仲會做好多自己都起雞皮的動作，感受韓星獲得的
尖叫！”說罷就聯同一眾舞蹈員大跳K-Pop舞，還
不斷大派心心，派到連軒仔自己也忍不住笑。事後
他笑指終完成這個尷尬環節，更自嘲與一班舞蹈員
是“中彈老年團”。

香港文匯報訊出道近30年的譚偉權（Gary
哥哥）近日獲商場邀請，為聖誕活動《12隻恐
龍過聖誕》，與一眾小朋友齊齊穿上搞鬼恐龍
服飾重新演繹《白石嶺公園》MV，他以結他自
彈自唱，更與小朋友打成一片玩麻鷹捉雞仔、
過馬路及在戶外草地齊齊野餐，重現“12隻恐
龍去野餐”溫馨快樂的場面。Gary哥哥與一眾
小朋友拍攝期間吸引大批人士跟唱圍觀，無論
路過的大人或小朋友都表現興奮，有人更高呼
“回憶返晒嚟”！

Gary哥哥說：“聖誕活動‘12隻恐龍過聖
誕’題材新穎有趣，很高興收到北角匯邀請翻
拍《白石嶺公園》這首經典兒歌MV，由恐龍過
聖誕到‘12 隻恐龍去野餐’，給予歌曲翻紅的
機會！《白石嶺公園》此歌彷彿讓我永遠留住
青春一刻，對我演出甚有幫助！全新MV將會

在我的社交平台不日發布，大家記得密切留
意！我亦希望藉今次活動令歌曲再次紅遍全
港，讓此歌繼續成為每一代小朋友的集體回
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陳奕迅（Ea-
son）20日晚舉行的第九場演唱會，得到衛詩和
蘇永康帶同太太及五歲兒子蘇展弘（Jazz）一家
三口捧場；Eason更於台上跟Jazz打招呼說：
“契爺呀，Jazz！Hello！”，令 Jazz 十分開
心，揮着熒光棒為契爺打氣。而當晚Eason除了
吹水講Talk之餘、更表演了Leg Raise crunch
（下肢挺舉捲腹），邊講邊笑邊表演的他更能
做這個動作1分6秒，獲全場拍爛手掌驚嘆！但
其後Eason笑着說：“好攰呀，救命！我唔應該
咁，現在好實（下腹），有冇人識按摩？哈
哈。”看到觀眾反應熱烈爭相稱幫他按摩，他
抵死地表示按摩只得一個要求，就是按摩者個
樣要靚：“唔小心爆咗自己喜好，哈哈。”
原來Eason亦是用這個腹部靜止動作來增強腹橫
肌、以加強腰椎保護；有網民就認為此舉對丹
田發聲有好大幫助，能令Eason唱歌力量大大提
升。

此外，政府公布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
演唱會表演場地可放寬座位由85%變回100%；

陳奕迅主辦單位馬上宣布22日上午十時在城市
售票網能購得即日15%的“放寬位”，這些
“放寬位”場內不同位置都有出現，最特別的
全場中間“放寬靚位”全是一人之靚座位，不
過與朋友前後行的同坐上最佳位置也是不錯的
選擇。而23日上午十點起，能購買12月24日至
1月14日場次的“放寬位”。

開騷隨機向觀眾送禮開騷隨機向觀眾送禮
張敬軒組“限定男團”圓夢

譚偉權重新演繹經典兒歌MV

今次錄製的賀年MV起用《聲夢傳奇》香港大馬兩地藝人，Aeren稱：
“今次有機會參與賀年MV拍攝，非常感恩。我最鍾意嘅節日就係農

曆新年，好開心；呢兩年參加咗《聲夢》加入TVB 後，有時節日會喺工作中
度過，但識到一班新朋友也感到非常開心。今次又可以同大馬《聲夢2》藝人
一齊拍MV，希望繼續有多啲合作機會。”

林智樂揭MV穿越時空
要兼唱粵語、國語及Rap的Rock覺得這首賀年歌的歌詞幾容易記，內

容又很有意思。Felix提到整個MV的內容是以穿越時空貫穿的，興奮說：
“平時我除咗鍾意唱歌外，亦好鍾意煲吓劇，尤其啲神怪、科幻片；今次拍
攝時我非常投入，覺得自己好似魔術師咁，影張相就變走哂佢哋，非常好
玩！”
《想要乜嘢都可以》共有兩個版本，除了香港版有TVB香港和馬來西亞

《聲夢》的組合外，馬來西亞版獲得手遊商全力支持，更誠邀了香港藝人敖嘉年
參與拍攝。拍攝當日，一身桃紅色帥氣裝扮的嘉年，朝氣十足，加上面上燦爛的笑

容，非常配合賀年氣氛！嘉年笑說：“我最鍾意過農曆新年呀！象徵新嘅一年，一個
新嘅開始！我也預祝各位兔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棠）三

位香港《聲夢傳奇》歌手何晋樂

（Rock）、文凱婷（Aeren）和林智樂

（Felix），聯同《聲夢傳奇2》的馬來西亞

藝人彭詡越（Xair）、梁宸語（Zev）、王紫

薇（ZiWei）、陳泓升（Vincent）與潘乾政

（Zentson），首度兩地藝人合作錄製

2023賀年MV《想要乜嘢都可以》，亦

是8位歌手首次拍攝賀年MV。

◆Eason能邊講邊笑邊表演舉腳捲腹。

◆軒仔換上
雙肩有浮誇大花
的黑色長褸現

身。

◆◆軒仔笑言想感受韓星獲得的尖叫軒仔笑言想感受韓星獲得的尖叫。。

◆◆《《聲夢傳奇聲夢傳奇22》》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冠軍彭詡越在港拍冠軍彭詡越在港拍MVMV。。

▶一身桃紅色帥氣裝扮
的敖嘉年，朝氣十足。

▲8位《聲夢傳奇》出身的香港和
大馬歌手首次拍攝賀年MV。

◆譚偉權扮演大恐龍，與11隻“小恐龍”在戶
外野餐重現經典！

◆大家都是年輕
人，很快便熟
絡起來。

表演場地座位復常 陳奕迅即賣“放寬位”



【作者: 劉文利醫生】(休士頓整合醫學門
診www.integrativemedicinehouston.com)

有很多人儘管即曬太陽，也補充維生素 D
，但維生素D的水平還是很難達到正常，這是
為什麼呢？我們在治療維生素D缺乏的方法中
少了些什麼呢？我們循著維生素D的軌跡就可
以找到答案。
維生素D是治療骨質疏鬆的重要元
素

我們都知道維生素D對骨骼健康非常重要
，它是治療骨質疏鬆的重要元素。但除了骨骼
系統以外，維生素D對細胞的生長、繁殖、和
分化（也就是成熟）都有調節作用。所以，維

生素 D 缺乏跟腫瘤相關聯也
就不奇怪了。
另外， 維生素D對免疫以及
其它很多的系統和器官也有
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維生
素 D 缺乏又和自身免疫系統
疾病以及感染風險相關，比
如最近的新冠病毒感染風險
，就和維生素 D 缺乏相關。
因為維生素 D 的功能廣泛，
所以它的缺乏就可以引起很
大範圍的功能障礙甚至嚴重
的疾病。那麼糾正維生素 D
缺乏，自然是預防和治療很
多疾病的重要措施。
有人常曬太陽，為什

麼還缺乏維生素D?
曬太陽是我們獲得維生素D最主要的途徑

。我們的皮膚在獲得紫外B線的照射時會製造
維生素D。另外，少許的食物中含有維生素D，
比如深海魚和動物的肝臟。但是維生素D食物
的來源是很有限的。

所以，維生素D缺乏很有可能是日光照射
的不足。但是往往有人常常曬太陽， 可維生素
D還是缺乏。這是為什麼呢？

是我們的皮膚不干活了？當然不是。這是
因為我們臨床常用的維生素D指標是25羥基維
生素D，而不是維生素D的總和。您可能會在
維生素D的化驗報告上看到維生素D的前面寫

著數字25 和英文字母OH，這就
是25羥基維生素D。
鎂不足會影響維生素D的
充分激活

它是維生素 D 在肝臟第一步
激活的產物。第二步的激活發生
在腎臟。這兩步激活過程都需要
鎂元素的參與。如果飲食中鎂的
攝入長期不足就會影響到維生素
D的充分激活。

常曬太陽的人，如果他的飲
食中鎂的攝入不夠，儘管總維生
素D的水平是正常的，25羥基維
生素D水平卻很有可能不足。這

就好比一個房間裡有足夠的燈泡數目，可是
只有一兩個點亮了，點亮的燈泡數目跟總體
燈泡數目意義有所不同。

鎂元素不僅僅對維生素 D 激活很重要，
它對維生素D的吸收也是不可少的。如果想
通過食品和藥物來補充維生素D的話，鎂元
素攝入不足可以影響維生素D的吸收，從而
影響補充維生素D的效果。

美國大眾很喜歡曬太陽，但飲食中鎂的
攝入普遍不足。這很可能是維生素D缺乏在
美國高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維生素D不足反映一個人的生活方
式

那麼，我看維生素D的報告時，25羥基
維生素D不僅是維生素D是否足夠的指標，
它其實反映了一個人的生活方式。這個人是
不是常常曬太陽？他飲食中的鎂元素攝入是
否充足？他有沒有經常服用影響鎂元素吸收
的藥物？
需要整體生活方式的改善

所以， 在治療和預防維生素D缺乏時，
一個有特殊針對性的整體生活方式 的 改 善
，要比維生素D單獨藥物補充的方式更有效，
也更有益。因為整體生活方式的調節，可以同
時改善多個維生素D缺乏的誘發因素。

我們可以同時把提高食物中的維生素 D、
和鎂元素的攝入、跟曬太陽以及藥物補充結合
起來。
那有人會問我，能不能也補鎂元素呢？這個想
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這不是補鎂的最佳方式
。因為第一，單獨的藥物補充很難達到足夠的
鎂元素的攝入。另外，高劑量的鎂是不容易耐
受的。

最後呢，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鎂元素豐富
的食物有很多有益處是藥物鎂不能替代的。事
實上，以我們現在的知識水平，我們不可能製
造出來任何一個藥物補品可以替代鎂元素豐富
飲食所有的營養優勢。

我們維生素 D 偵探結果是，提高維生素 D
水平的困難，原因所在很可能是飲食問題。我
們的飲食雖然不是維生素D的主要來源，它卻
對維生素D的代謝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希
望您在維生素D的偵探過程中有所收穫。如果
您對整合醫學內容感興趣，可以關注YouTube

整合醫學視角頻道來獲取更多的內容。
關於劉文利醫師

休士頓整合醫學門診負責人( Integrative
Medicine Clinic – Houston)
劉醫師是著名的安德森癌症中心的退休醫生，
她將22年的專業經驗帶給讀者，用整合醫學的
方式治療許多疾病，減輕病人的身心負擔，尤
其是做化療前期與後期、手術的前期與後期，
都需要許多相關的準備與應對，整合醫學能發
揮極大的作用，幫助病人盡早恢復，同時減輕
痛苦。
服務項目: 代謝病、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營
養、更年期、失眠、焦慮
改善代謝病: 減低發生跟代謝病相關疾病的風險
。

營養準備: 幫助減低化療副作用、提高手術
後恢復。
電話： 281-520-0617
網址：www.integrativemedicinehouston.com
地址：6300 West Loop South, Suite 360, Bellaire,
TX 77401
YouTube 頻道:整合醫學視角 https://www.you-
tube.com/channel/UCyOjgCiqqLwu8yvuGg8ISJg

維生素維生素DD的水平很難提高的水平很難提高，，是為什麼是為什麼？？
糾正維生素糾正維生素DD缺乏缺乏，，是預防和治療多種疾病的重要措施是預防和治療多種疾病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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