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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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PY assumes principal and interest will remain on deposit until maturity. 
Minimum balance to obtain APY is $25,000. Penalty imposed for early withdrawals. Fees may reduce earning. 
Not available for public funds or brokered funds. APY is accurate as of the publication date and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Minimum opening balance to receive gift is $25,000 to $99,999for Gold Ingot or amount $100,000 and over for 
Gold Kumquat. The gift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time of account opening. The gift is limited to a maximum of one 
per account opened and is available on a first come basis. Multiple accounts opened under the same name will 
be considered one account opening and is limited to only one gift.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substitute a gift of 
similar value. Gifts are considered interest and may be reported on IRS Form 1099-INT or 1099-MISC (or Form 
1042-S, if applicable). Available on 1/9/2023 thru 1/31/2023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ates and terms, please contact AFNB at 1-877-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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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美南新聞泉深】1月 18 日中午，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在斯坦福藝術中心歡迎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小唐納德·克拉文斯
（Donald R. Cravins Jr.) 到訪休斯頓，討論少數族裔企業發展問題
，包括少數族裔企業發展局 (The Minor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Agency,MBDA) 全新的資本準備計劃。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說：“首先，我感謝我的同事們支持我的法
案，即《少數族裔企業彈性法案》，該法案在成為法律後，將少數
族裔企業發展局 (MBDA) 永久編入《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中，
確保大休斯頓地區的少數族裔企業能夠獲得成功所需的工具對我來
說至關重要。 少數族裔和女企業家往往面臨系統性障礙，無法獲得
對其成長至關重要的信息、網絡和資本。 這就是為什麽我如此努力
地通過了我的《少數族裔企業彈性法案》，該法案在美國商務部永
久建立了少數族裔企業發展局（MBDA）。”

他說： “我感謝商務部副部長克拉文斯對少數族裔企業經濟發
展的領導和奉獻。 他今天在休斯頓宣布 MBDA 的資本準備計劃非
常寶貴。 我熱情地支持這個項目，因為它旨在幫助縮小社會和經濟
上處於不利地位的個人所面臨的創業差距。 根據資本準備計劃，
MBDA 將與某些組織合作，幫助企業家建立和發展他們的企業。 我
感謝國會女議員加西亞成為休斯頓少數族裔企業家擴大機會的合作
夥伴。”“資本準備計劃將為小企業提供平等獲得資源和資本的機
會，以充分發揮其經濟潛力。”

他說休斯頓是美國最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地區，特地表揚了
休斯頓國際管理區李蔚華區長在支持和發展小企業方面做出的貢獻
，並指出，小企業是我國經濟的支柱，為了促進創新並創造一個代
表所有美國人的更強勁的經濟，培養下一代企業家和增加小企業的
多樣性至關重要。

2022 年 8 月，小唐納德·R·克拉文斯被參議院確認為第一位負
責少數族裔企業發展的商務部副部長。他說： “MBDA 和拜登-哈
裏斯政府的使命是讓每個美國企業家都能實現經濟公平。 為實現這
一目標，我們必須解決少數族裔和其他服務不足的企業家面臨的最
大障礙，即獲得資本。 通過 MBDA 的資本準備計劃，我們將投資
近 1 億美元來創建一個全國性的企業孵化器和加速器網絡，以幫助

在社會和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企業家和創始人創辦和發展他們的
企業。 多虧了國會議員艾爾·格林這樣的領導人，這個具有曆史意
義的項目，連同休斯頓的 MBDA 商業中心和 MBDA 出口中心，將
繼續幫助休斯頓的企業家獲得成功所需的幫助和渠道。”

商務部少數族裔企業發展局 (MBDA) 是主要的聯邦機構，致力
於幫助少數族裔企業 (MBE) 克服限制其參與國家自由企業體系的社
會和經濟劣勢。 MBDA 的使命是支持少數族裔商業社區的發展和增
加全球競爭力。通過本地業務發展中心網絡和其它舉措，MBDA 通
過提供技術和業務援助、支持和資源，以及代表 MBE 進行宣傳和
研究來履行這一使命。

拜登政府的 2022 財年預算申請包括用於 MBDA 的 7000 萬美
元，比 2021 財年規定的水平高出 2200 萬美元，以及一項新的 10
億美元贈款計劃，以幫助 MBE 獲得私人資本。

MBDA 的活動旨在通過公共和私營部門的計劃、政策和研究擴
大獲得資本、市場和合同的機會。通過專業項目和商務中心網絡向
MBE 提供技術援助和其它服務。 MBDA 還與其它聯邦機構、非政
府組織和私營公司協調，以擴大 MBE 的資本獲取以及承包和出口
機會。

當前國會感興趣的問題包括該機構實施新計劃以接觸 MBE、個
人和社區； 提供該機構的資金； 現有活動的整合。 MBDA 可能會
尋求僱用更多員工或以其它方式提高其重建地區辦事處、管理現有
和新計劃以及激活其它角色的能力，例如聯邦機構之間的協調以及
技術援助和研究活動新領域的發展。

克拉文斯先生擁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政治學文學學士學位和
南方大學法律中心的法學博士學位，他曾在法律評論和模擬法庭委
員會任職。在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機構任職期間，他代表了數百家企
業——許多是少數族裔所有，許多位於農村社區。在卡特裏娜颶風
和麗塔颶風之後，克拉文斯先生擔任企業主的代言人和擁護者，協
助應對與恢複和重建相關的挑戰。

2009 年 1 月，克拉文斯先生離開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機構，擔任
美國參議院小企業和創業委員會的參謀長兼首席法律顧問，他在
2010 年小企業就業法案的成功通過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3 年 1 月，他成為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 Mary L. Landrieu 的
幕僚長。當時，他是美國參議院中唯一的非洲裔美國參謀長。

自 2015 年離開美國參議院以來，克拉文斯先生曾在美國一些
最大的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公司擔任重要行政職務，包括全國城市聯
盟，他最近擔任該聯盟的執行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作為美國最傑
出的民權組織之一，克拉文斯先生領導了全國城市聯盟的創業計劃
，並率先開展了企業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計劃。

除了擔任副部長外，克拉文斯先生還是哥倫比亞特區陸軍國民
警衛隊軍法署署長 (JAG) 軍團的美國陸軍少校。他的獎項和軍事勳
章包括兩枚功勳勳章、叁枚陸軍嘉獎勳章、空軍嘉獎勳章和陸軍成
就勳章。他還是 Alpha Phi Alpha Fraternity, Inc. 的終身會員、The
Rocks, Inc. 的終身會員，以及喬治王子縣 100 名黑人成員。

他的榮譽包括 2018 年入選南方大學法學院名人堂，2015 年被
評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傑出校友，並於 2020 年被國家律師協會
評為年度最佳律師。

會議期間，斯坦福市長、州議員、市議員分別發表了講話。

國會議員格林歡迎商務部副部長克拉文斯國會議員格林歡迎商務部副部長克拉文斯
到訪休斯頓到訪休斯頓 討論少數族裔企業發展討論少數族裔企業發展



民意調查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包括大多數民主黨人贊成調查拜登文件民意調查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包括大多數民主黨人贊成調查拜登文件

（（本報訊本報訊））來自多倫多的程明聰神父將於二月第二星期探訪來自多倫多的程明聰神父將於二月第二星期探訪
休士頓休士頓,, 特為本市華人天主教粵語教友舉辦靈修聚會特為本市華人天主教粵語教友舉辦靈修聚會。。程明聰神程明聰神
父生於香港一個公教家庭父生於香港一個公教家庭,, 是第一位加入十字架同行者修會是第一位加入十字架同行者修會

(Companions of the Cross)(Companions of the Cross)的華人神父的華人神父。。程神程神
父的眼疾於父的眼疾於20092009年突然惡化年突然惡化，，從此失去閱讀能從此失去閱讀能
力力。。法律上失明的程明聰神父法律上失明的程明聰神父，，雖失去閱讀能雖失去閱讀能
力但他仍積極地為社區付出無私的貢獻力但他仍積極地為社區付出無私的貢獻，，在在

20132013年年，，榮獲加拿大政府頒發女王鑽禧獎章榮獲加拿大政府頒發女王鑽禧獎章(Queen(Queen’’s Dias Dia--
mond Jubilee Medal)mond Jubilee Medal)。。程神父現全職福傳事工程神父現全職福傳事工；；一半時間撥給一半時間撥給
福傳志願團體福傳志願團體 『『生命恩泉生命恩泉』』 ，，培育及訓練三百多位義務工作者培育及訓練三百多位義務工作者。。

程神父探訪休士頓期間將會在休士頓美華天主堂程神父探訪休士頓期間將會在休士頓美華天主堂46054605 JettyJetty
Lane, HoustonLane, Houston 7707277072舉辦靈修活動舉辦靈修活動，，歡迎休士頓人士參加歡迎休士頓人士參加，，查查
詢請聯絡詢請聯絡 Janet Chan(Janet Chan(281281)-)-799799--49394939。。

22月月 1010日日 66::0000--88::3030 PMPM ––聚會聚會、、朝拜聖體和粵語告解朝拜聖體和粵語告解
22月月 1111日日 1010::0000--44::3030 PMPM ––避靜避靜、、告解和粵語彌撒告解和粵語彌撒
22月月 1212日日 上午上午 99::0000 ((英英)) 和和 1111::0000 ((中中)-)- 慶祝彌撒慶祝彌撒
下午下午 11::0000--55::0000 ––用英語與青年組一起做避靜用英語與青年組一起做避靜。。

美華天主堂社團活動消息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雅虎新聞的一項新民意調查發現雅虎新聞的一項新民意調查發現，，
近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近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6464%%贊成國會贊成國會““調查在總統拜登的家調查在總統拜登的家
中和副總統後辦公室發現的機密文件中和副總統後辦公室發現的機密文件”” ，，包括大多數民主黨人包括大多數民主黨人
5252 %%。。 只有只有1616%%的美國人和的美國人和2727%%的民主黨人反對這樣的調查的民主黨人反對這樣的調查。。

這一廣泛的兩黨共識對白宮來說是個不受歡迎的消息這一廣泛的兩黨共識對白宮來說是個不受歡迎的消息，，過去兩週過去兩週
白宮一直在努力應對有關在不同地點發現的額外文件的源源不斷白宮一直在努力應對有關在不同地點發現的額外文件的源源不斷
的爆料的爆料，，這些爆料與前總統川普與聯邦當局之間持續的衝突相呼這些爆料與前總統川普與聯邦當局之間持續的衝突相呼
應應。。20222022年從他的海湖莊園查獲的年從他的海湖莊園查獲的““高度機密高度機密””材料材料。。相比之相比之
下下，，新上任的眾議院共和黨人將從這些數字中得到證明新上任的眾議院共和黨人將從這些數字中得到證明：：他們已他們已
經要求政府交出與文件相關的所有信息經要求政府交出與文件相關的所有信息，，包括拜登家中的訪客日包括拜登家中的訪客日
誌誌。。白宮表示白宮表示，，拜登在特拉華州的住所不存在此類訪客日誌拜登在特拉華州的住所不存在此類訪客日誌。。
““我們有很多問題我們有很多問題，”，”眾議院監督與問責委員會主席眾議院監督與問責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共和黨眾
議員科默週日表示議員科默週日表示。。這項於這項於11月月1212日至日至1616日對日對11,,538538名美國成名美國成
年人進行的調查還表明年人進行的調查還表明，，只有相對較少的美國人接受民主黨對拜只有相對較少的美國人接受民主黨對拜
登的主要辯護登的主要辯護：：據報導據報導，，他擁有的文件比川普少得多他擁有的文件比川普少得多，，而且發現而且發現
後立即將它們歸還給國家檔案館後立即將它們歸還給國家檔案館。。

雅虎新聞的一項新民意調查發現雅虎新聞的一項新民意調查發現，，近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近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
6464%%贊成國會贊成國會““調查在調查在[[總統總統]]拜登的家中和副總統後辦公室發現拜登的家中和副總統後辦公室發現
的機密文件的機密文件”” ，，包括大多數民主黨人包括大多數民主黨人5252 %%。。 只有只有1616%%的美國人的美國人
和和2727%%的民主黨人反對這樣的調查的民主黨人反對這樣的調查。。

司法部長加蘭上週任命了一名特別檢察官來調查拜登的文件司法部長加蘭上週任命了一名特別檢察官來調查拜登的文件
，，就像他早些時候在特朗普案中所做的那樣就像他早些時候在特朗普案中所做的那樣。。第二天第二天，，新任眾議新任眾議
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吉姆喬丹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吉姆喬丹，，俄亥俄州共和黨人俄亥俄州共和黨人，，發起了第一次發起了第一次
正式的國會調查正式的國會調查，，調查他所說的總統對機密記錄的調查他所說的總統對機密記錄的““不當處理不當處理””

以及司法部對此事的調查以及司法部對此事的調查。。這可能是目前眾議院共和黨人誓言發這可能是目前眾議院共和黨人誓言發
起的眾多調查中最受歡迎的調查起的眾多調查中最受歡迎的調查，，因為他們擁有傳票權因為他們擁有傳票權。。對在拜對在拜
登家中和後副總統辦公室發現的文件進行的調查獲得的支持與探登家中和後副總統辦公室發現的文件進行的調查獲得的支持與探
討討““美國南部邊境的安全美國南部邊境的安全””也是也是6464%%一樣多一樣多，，並且比眾議院對並且比眾議院對
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的其他潛在調查獲得更多支持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的其他潛在調查獲得更多支持（（5959%% 贊成贊成
，，2323%% 反對反對）；）； 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以及他們自己對川普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以及他們自己對川普
的刑事調查的刑事調查（（5353%% 贊成贊成，，3030%% 反對反對）；）；拜登拜登（（4949%% 贊成贊成，，3131%%
反對反對）；）；以及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以及美國從阿富汗撤軍（（4949%% 贊成贊成，，2525%% 反對反對）。）。結結
果也可能表明果也可能表明，，提出彈劾提出彈劾（（並在任何情況下表示支持並在任何情況下表示支持））已成為黨已成為黨
派懲罰對方的常規方式派懲罰對方的常規方式。。

總統在所有美國人中的工作支持率為總統在所有美國人中的工作支持率為4343%%，，反對率為反對率為4949%%
，，與與1212月中旬基本持平月中旬基本持平，，當時支持率為當時支持率為4343%%，，反對率為反對率為5050%%。。
在可能的在可能的20242024年總統複賽中與川普較量年總統複賽中與川普較量，，拜登現在的領先優勢拜登現在的領先優勢
4646%%對對4040%%實際上比一個月前實際上比一個月前4545%%對對4141%%略多略多。。拜登在理論上拜登在理論上
與特朗普最有可能獲得共和黨提名的競爭對手佛羅里達州州長德與特朗普最有可能獲得共和黨提名的競爭對手佛羅里達州州長德
桑蒂斯桑蒂斯4242%%的比賽中獲得的支持率較低的比賽中獲得的支持率較低4444%%但他在但他在1212月中旬追月中旬追
平德桑蒂斯平德桑蒂斯4343%%後仍領先後仍領先22%%。。在拜登在這個問題上的支持率下在拜登在這個問題上的支持率下
降降88%%的同一時期的同一時期，，表示表示““不確定不確定””的民主黨人和民主黨傾向者的民主黨人和民主黨傾向者
的人數增加了的人數增加了77%%。。文件情況可能讓民主黨人再次不確定他是否文件情況可能讓民主黨人再次不確定他是否
會成為會成為20242024年最強有力的總統候選人年最強有力的總統候選人。。

休斯頓台灣松年學院二十週年感恩募款音樂會休斯頓台灣松年學院二十週年感恩募款音樂會
（本報訊）休士頓臺灣松年學院 於2023 歡

慶成立20週年，將於3月4日晚間七時三十分，
於休士頓基督教大學 (Houston Christian Univer-
sity, 前HBU) 鄧南劇場盛大舉行感恩募款音樂會
，國際知名小提琴大師林昭亮獲悉松年學院過去
二十年的辛苦耕耘，長年為休士頓華語社區長輩
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一口答應為本場音樂會義
演，並邀請同事萊斯大學低音大提琴教授提姆西
匹茲(Timothy Pitts) 與三位優秀學生常倩、熊若
谷、以及Askar Salimdjanov 加入這場演出，帶來
泰勒曼小提琴四重奏與三首Julian Milone 改編的
弦樂五重奏，包括皮亞佐拉的自由探戈、遺忘的
探戈以及蓋西文的 「並非如此」等。

在休士頓僑社耕耘五十年，成果豐碩的台聲
合唱團也由女高音張廖莉娜帶領，為松年這場音
樂會義演，替聽眾帶來溫馨俏皮的 「十八姑娘」
、 「噗仔聲加催落」、臺灣味的 「綠島小夜曲」
與阿美族曲調 「豐年祭」。致力推廣臺灣作曲家
作品的亞悅三重奏 - 鋼琴家陳奕伶、大提琴家
吳箴、小提琴家黃詩婷，也將會帶來李和莆 「六
首原住民敘事曲」；休士頓基督教大學女高音孫

詠薇教授將為大家帶來兩首義大利歌劇知名詠嘆
調，普契尼歌劇 「杜蘭朵公主」- 主啊! 聽吾言!
「蝴蝶夫人」- 美好的一天，以及俏皮的戀愛歌

曲，海斯勒與葛德莉齊的 「泰勒，那位泡咖啡的
男孩」。

打擊樂演奏家家李采倩與鋼琴伴奏曾思婷合
作，帶來熱鬧精彩，由作曲家李民雄為東方打擊
樂與鋼琴所作的 「漁舟凱歌」與 「奪豐收」。長
笛家溫雅如將帶來提伯·伯恩 Theobald Boehm
為長笛與鋼琴所寫的大波蘭舞曲。鋼琴家楊明在
音樂會中除了為台聲合唱團伴奏，並帶來臺灣鋼
琴作曲家家盧易之改編為炫技鋼琴曲的臺灣歌謠
「桃花過渡」、 「望春風」、 「採茶歌」，身為

作曲家又在許多國際大賽得獎的盧易之教授，在
臺灣也對松年這場音樂會獻上祝福。

這場音樂會歡迎僑教各企業以及個人踴躍贊
助，購票已經開始，歡迎3/3前至松年學院購票
(5855 Sovereign Dr. Suite G, Houston, TX 77036)
，或 3/4 當天在 Dunham Theater 購票，細節請
洽 https://www.htisc.org/ticket

11月月1313日日，，拜登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拜登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

没有哪个父母可以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任何伤害的、完全积极

向上的原生家庭氛围。

但只要父母相信，孩子所有的行为都是事出有因，孩子就有了

抵抗生活中一切虚假和脆弱的底气。

前阵子，看了《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看到里边的数据

，深深叹了口气。

数据表明，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28%，青少

年抑郁症的患病率接近于成人。

而造成青少年抑郁症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亲子关系。

我看到有评论说，怎么现在父母这么重视教育，孩子抑郁症还

这么高发？

是啊，我们期盼着孩子能快快乐乐生活，为什么小小的他们，

承载了这么多负面情绪，甚至让自己抑郁了呢?

这让我想起了外甥女娜娜。

1、“我哪敢说！”

娜娜今年上初二，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

每次家族聚会，娜娜都是重点表扬对象：

“期中考试又考了年级前五。”

“同学们都喜欢她，只要是她说的都愿意帮忙。”

“老师说她作文写得特好，又被当范文了。”

……

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娜娜的成绩开始下滑，无缘无故哭泣，

还常常无意识地抠手指……

表姐怀疑娜娜得了抑郁症，就让身为心理咨询师的我去跟孩子

聊聊。

事情并不复杂。

娜娜班上的一个男生喜欢娜娜，偷偷在她的书包里塞了一封情

书，娜娜看了之后很慌张。

她不知道如何拒绝，才不会伤害那个男生；又不敢问爸妈，因

为爸妈严令禁止早恋，即便是别人喜欢她，也会盘问她，甚至“监

视”她。

一时之间孩子不知如何是好，平衡不了这件事和学习，成绩就

下滑了。

娜娜说：

“小姨，你知道吗？我爸妈看我情绪不好，连问都不问我怎么

了，就质问我成绩为什么下滑了。

为了让我提成绩，天天让我做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卷子，然后

跟我说什么，你看这张卷子，是XX重点中学的，可是你爸妈求爷

爷告奶奶，花了大价钱给你弄来的，你成绩上不去就对不起我们！

我听了就想死，就想成绩上不去，我还活着干啥……

要是得抑郁症就不用想这些事儿了，我愿意得。”

听到娜娜这么说，我特别心疼，但也并不意外。

表姐家的教育方式一向如此。

2、“我知道爸妈对我掏心掏肺！”

自打娜娜上学开始，表姐表姐夫就对她异常严格。

娜娜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到表姐家做客，表姐让我帮孩子讲几

道数学题。

我清楚地记得，表姐站在旁边看我们做题时，娜娜坐得板板正

正，我讲完一个知识点，她就重复一次。之后表姐做饭去了，娜娜

才放松下来，开始问一些她还没明白的地方。

我问她，为什么刚才不问？

她说，如果她问了，妈妈不是批评她不够专心，就是批评她学

得慢。

这种情况在娜娜上了初中后，愈演愈烈。

确实，表姐非常爱女儿，掏心掏肺为女儿计划好了一切，娜娜

也知道这点，所以对妈妈言听计从。

但是，表姐很少肯定孩子的努力和天赋，在说完娜娜取得的成

绩后，总要跟着说一句——

“要不是我时时监督，她哪有今天的成绩。”

或是——

“她呀，还是贪玩不够勤奋，这个样子想考清北还差太远。”

而娜娜听到这些话，就会失落地低下头，小声说：“我会继续

努力的。”

3、“爸妈，我好压抑！”

作为妈妈，我能够理解表姐的心情。

当父母的，谁不希望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呢？

然而，孩子毕竟不是机器，他们有自己的需求，也希望自己能

被欣赏，活得更有价值。

娜娜是所有人眼中“品学兼优”的孩子，但她总是压抑自己，

满足父母的期待，却从未按照自己的想法活过。

这次的“早恋”事件，孩子特别想处理好，可她又不知道怎么

做，反倒影响了情绪导致成绩下滑。

而父母逼得又紧，最后孩子可不就只剩下“抑郁”一条路了

吗？

事实上，娜娜身上发生的事，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

曾在网上看过一位妈妈的倾诉。

因为她一直为自己的学历自卑，所以从儿子上学开始，就花大

价钱逼孩子上各种辅导班和兴趣班。

即便儿子不喜欢，她也强迫孩子坚持学。

小学倒还好说，她只要强势起来，孩子哭哭啼啼也就照做了。

可儿子上了初中后，就变得叛逆起来。面对她的指责，也敢大

声指控“你只知道逼我学习，你自己考不上好大学，就让我考，有

本事你自己考”。

这位妈妈听了之后非常愤怒，对儿子又打又骂，更是下定决心

要好好扳扳儿子的“坏毛病”。

不料，儿子被查出患了抑郁症。

虽然不敢相信，但她也隐约意识到，是自己不当的教育方式，

让孩子生了病。

她想不明白，自己只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让他以后能过上好

的生活，为什么孩子不但不理解，还抑郁了？

记住这个问题，这可能是相当一部分父母最困惑的事。

4、“爸妈，我很痛苦！”

其实，孩子不是不理解父母，相反，他太能理解父母，对父母

的情绪变化太敏感了。

小时候，他会把父母的焦虑内化成自己的，总想着牺牲自己满

足父母。到了青春期，独立意识愈发强烈，孩子就想按照自己的意

愿活着。

面对不理解自己的父母，有的孩子不敢反抗，会选择苛刻自己

；有的孩子反抗了，但又会生出内疚感。

不管孩子如何做，内心都会产生强烈的内耗，他的痛苦程度是

很高的。

孩子没办法解决这个困境，时间长了扛不住了，难免会出现心

理问题。

父母看到的，可能是孩子突然之间变了、抑郁了、狂躁了；没

看到的，是孩子一直以各种方式给父母发信号却被忽视，最后承受

不住的大崩溃。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以前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父母连打

带骂也没出现什么问题，是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遇到一点点事就

接受不了，动不动就抑郁、自残。

借用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专家、资深家庭治疗师林红博士的话

来回答：

如果一个人吃不上喝不上，关注点当然只会在温饱上，顾不上

去关注自己的情绪。温饱解决之后，人们忧愁的境界就会更高。

我们要认识到，孩子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家

长不能只把他当成物质生命，好像管吃管喝就尽到义务了，觉得孩

子的痛苦都是无病呻吟。

孩子们的烦恼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物质丰富的条件下，孩

子们自然会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去思考“我是谁”“我活着的

意义是什么”。

如果我们简简单单把问题归咎为孩子脆弱、不抗挫，不去看孩子

真实的状态，也就别怪孩子用“生病”或极端的方式向我们表达——

“看看我，感受我，理解我！”

5、“爸妈，爱我、看见我、让我做自己！”

怎么说来说去，又成了父母的责任？

看到这，估计不少人心里都冒出了这句话。

首先，我们得承认一点，在家庭中，未成年的孩子处于弱势地

位，他们离开父母很难生存，精神上也很容易被父母影响。

其次，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故事，意义不在于谴责父母，而在

于警醒。

我相信，绝大多数父母打心底里希望孩子好，希望孩子少走弯

路，一生幸福顺遂。

所以，面对孩子展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

当孩子摔破一只碗，有没有必要严厉批评他一顿？

当孩子偶尔成绩下降，需不需要让他把错题抄上一百遍？

当孩子跟自己诉苦，要不要指责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

当孩子明确说了“不”，是不是一定要孩子继续下去？

当孩子发出求助信号，有没有及时察觉并帮助他？

当孩子好不容易做好一件事，可不可以及时鼓励孩子几句？

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一下自己。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

父母要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预防和避免孩子抑郁或出现其他

心理问题呢？

尹建莉老师提出，母爱（家庭教育）的任务有两个——

第一个任务是和孩子亲密，呵护孩子成长。

第二个任务是和孩子分离，促进孩子独立。

亲密，指向的是——

让孩子时时刻刻感受到被爱着、被看见、被尊重、被欣赏、被

理解。

而分离，则指向——

把孩子看成独立的个体，允许他成为自己，活得有尊严、有价

值、有意义。

说白了，养育的关键就在于，这些人格层面上的东西，父母有

没有给到。

但这并不是说，父母一定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完美无缺的原生家

庭环境，毕竟父母是人不是神，我们在长大之前，也都是孩子，也

都带有各自原生家庭的烙印。

我们能做的，就是以育儿为契机，重新养育自己，不再重复上

一代错误的教养方式。

教育是一件“秋后算账”的事，以前种下的罂粟不会结出樱桃

，可现在种下的樱桃，将来必然会结出甜美的果实。

带着这个信念，我想，我们一定会成为孩子心目中，那个最好

的父母。

把女儿养废后，我才明白：家有这种氛围，孩子很容易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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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3 年1 月22 日，天
大的好日子。因為是 23 年，中
國話23、23，就是容易生活、易
於生存，大家聞之，寧不大笑開

懷！更有好意頭，今年有農曆癸卯兔年“閏二月”。白兔仔精乖活潑，人皆
喜歡的十二生肖，閏月剛巧落在二月。又是 「易易音響」，筆者祝賀休市華
人，今年逢事皆易， 「萬水千山易過灘」！

且讓我在新春伊始，介紹一下今年曆法：
二○二二年已經過去，嶄新的二○二三年開始走來。天文科普專家介紹，公曆二○二三年為
平年，二月有二十八天，全年共有三百六十五天。即將到來的農曆癸卯兔年為閏年，全年共
有三百八十四天。

按曆法走勢，每年的一公曆和農曆各有不同的歷史淵源和曆法規制。公曆每四年設一閏年
。通常情況下，凡公曆年數能被四除盡的年份為閏年，二月有二十九天；除不盡的年份為平
年，二月有二十八天。二○二三年不能被四除盡，所以是平年，共有三百六十五天。

農曆是以月亮圓缺變化的周期為依據，一個朔望月為一個月，約為二十九點五三天，全年
一般是三百五十四天或三百五十五天，比公曆年（也稱回歸年、太陽年）的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
天少了十一天。

為了使農曆年的長度和公曆年的長度接近，古人採用增加閏月的方法，即在十九個農曆年中加入七
個閏月；有閏月的那一年有十三個月，全年一般是三百八十四天或三百八十五天，叫作閏年。這樣一來
，十九個農曆年和十九個公曆年的長度幾乎相等。

至於閏月具體安置在哪一個月，這和二十四節氣的“中氣”有關。二十四節氣由十二個節氣和十二
個中氣組成，月首叫“節氣”，月中叫“中氣”，兩者相間排列。加閏月的規則是每個月中，凡含有中
氣的算正常月份，不含中氣的就算上一個月的閏月。農曆癸卯兔年的“閏二月”沒有中氣，所以就是上
一個月二月的閏月。

從今年天文年曆上看到，由於被安排了一個“閏二月
”，農曆癸卯兔年全年共有三百八十四天，從二○二三年
一月二十二日開始，至二○二四年二月九日結束。

農曆癸卯兔年天數較多，還使得這個農曆年出現了兩
個立春的曆法現象，即“一年兩頭春”，也稱“雙春年”
。統計發現，十九個農曆年中，有七個年頭是“雙春年”
，有七個年頭是 「無春年”，其餘的五個年頭是正常的
“單春年”。

“‘雙春年’和‘無春年’都只是正常的曆法現象，
與吉凶禍福無關。”諸君不要過份解讀。有人認為： 人的
一生，就像坐在列車上的乘客一樣，乘風而去。讓我成為
你們列車中的服務員，向你們改上新春賀詞：
「敬愛的乘客您好：您所乘坐的2022永不返程號列車，己

經到站，請您整理好所攜帶的回憶，以免遺漏。 下車前：
請給列車上您所認識的每個人說句謝謝。 不論你們的關係
如何，在這段旅程中經歷過什麼，好的、壞的，不管怎樣
他都陪您走過了2022年。讓您在這段旅途中有些許回憶、
有些許指導、有些許體會、有些許心得， 祝各位乘客珍惜並好好享受這最後時光， 願各位在下一班列
車2023更加幸福！

記得在去年年尾12 月31 號晚上，同一時刻我收到來自香港澳門的同學友人，送來一段感人的話語
： 「今天是"三末日"，即週末、月末、年末，千年難遇！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地渡過了一年。
明天（1 月1 號）是*三首日*一周首日，一月首日，一年首日，人生曠世難逢！

祝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明天見 、下周見明年見！
祝福我們生命中遇到的每個人，日日、週週、月月、年年皆見！

新歲開筆賀華人

中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於 去 年 十

二月三十日宣佈，免去外交部部長王毅的職務，
由駐美大使秦剛接任。與一般人印象中非常神秘
的中國官場不同，外交部是一個人員升遷軌跡比
較清晰的部門，首先，由於外交工作具有一定的
專業性及知名度，因此中國國家政策當中，很少
從其他部門中橫調某位官員出來代之。其次，中
國外交部是處理對外事務，在外交場合中代表中
國政府，所以人事必須公開，不然別國外交官及
發言人，就不知找誰來對話。

近這三十年，中國六任外交部長，由錢其琛
到秦剛，他們在當部長之前，駐外的經驗中，主

要是四個國家：美國、日本、英國、俄國。近年
在外派到這四國當大使之前，相關官員會被升任
為外交部副部長，就是掛一個副部長職銜去接任
大使。換言之，上述四國算是中國的外交重點，
能夠當上部長的人，以上述六人為例，三人曾駐
美、二人曾駐日，只有比較早期的錢其琛曾經駐
俄，而秦剛在駐美之前長期駐英。中國最大的國
際貿易夥伴，以國家為單位，頭三位是美國、日
本和韓國，因此中國與以上國家的關係乃是非常
重要。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政府給外界的印象，就
是 「親俄抗美」。但實際操作上，遠遠不是外表
那麼簡單。筆者同意中美全面競爭的時代已經到
來，但中美的較勁，不是上世紀美、蘇冷戰，或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英德兩國的軍備競賽。
中國在表面上親俄，中俄關係上不封頂，但中國
和俄國之間從來沒有建立過正式的軍事同盟，甚
至在俄烏戰爭爆發至今，中國也未曾明確支持過
俄國。相反，在國際舞台上經常互不相讓的中美
兩國，互相是對方的第一大貿易國。美國對一個
普通中國老百姓月尾份糧的影響，其實遠高於俄
國。中美若真要撕破臉，雙方都會有大量國民失
業和公司倒閉，這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實在是產生
很大的影響。

因此，對中國而言，穩住美國是頭等大事，
其實美國本身也一樣。而中俄關係的本身，更似
是中國平衡美國的一種手段。俄國可以用它的軍
隊和石油，在國際上興風作浪，但對中國國民經
濟的幫助不大。所以中國實際上並不是真的在
「親俄抗美」。那麼換上一位當過駐美大使的人

當外交部長，是否表示中國在未來會對美國的立

場變得溫和？筆者也並不這麼認為。
秦剛確實對英語世界的國家比較熟識，這是

一個事實，但不代表甚麼。筆者舉個例子，在第
二世界大戰中，指揮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日本名將
山本五十六，曾經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當過日
本駐美武官。還有近一點的例子，澳洲的現任外
交部長黃英賢，就是一個華裔。道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知己知彼，讓我方針對性的行動更準確，
同時亦避免誤判對手的行動。

過去幾年，中國實施所謂的 「戰狼外交」，
效果實在不敢恭維。 「戰狼外交」震懾西方的效
果不彰，反而好像在不斷提醒對手要加緊防範。
這一點與外交工作的本質背道而馳，外交工作的
根本，就是溝通、說服，真的不行，那就擾亂和
麻痺對手，惡形惡相、敲鑼打鼓去搞甚麼 「戰狼
外交」，百害而無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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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狼外交 百害無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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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壇教父」 顧嘉煇
香港最富聲名的歌唱家

羅文生前就曾經這樣稱讚過
「樂 壇 教 父 」 顧 嘉 煇 ：

「只要煇哥站在台上、拿着指揮棒，所有歌手、樂手的台前幕後
，都會變得很聽話，因為人人都尊敬他。而黃霑更堪稱與煇哥是
樂壇的 「黃金拍檔」，一個作曲、一個填詞，二人合作無間、打
造了千百首眾多家喻戶曉的經典金曲。在2004年黃霑病逝時，顧
嘉煇專誠回港送別，更為黃霑寫下一曲《霑叔：給黃霑博士的歌
》作為悼念。

素有 「中文金曲之父」之稱的前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張文
新（新哥）是開創香港中文時代流行曲排行榜、頒獎禮的先驅，
與 「樂壇教父」顧嘉煇相識相知超過半世紀，他倆一起見證着香
港樂壇由發展到最繁華盛世之時；對於故友煇哥的離世，他深感
懷念，盛讚這位充滿音樂才華、又為人謙厚的好好先生，並相信
香港樂壇的歌迷會永遠記得顧嘉煇這三個字。

張文新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回憶說：1975年他在香港電台首

創第一個中文歌曲排行榜，於1979年又創立了第一屆《十
大中文金曲頒獎禮》，成為香港樂壇頒獎禮中歷史最悠久，
新哥做電台主持時期，曾訪問及頒獎給顧嘉煇，緣起於此。
他知道祖籍蘇州的煇哥自1948年來港發展，早年受到胞姐

邵氏影星顧媚的影響，愛上音樂，一直埋首創作為樂壇貢獻。至
2018年正式退休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張文新每年都會與太太車淑
梅一起到加拿大與當地的香港音樂人歡聚，原本2020 年也飛往當
地，可惜疫情突發、再加上煇哥當時因精神欠佳未有應約，直到
今天仙逝，最終大家均緣慳一面、引為憾事。

煇哥六十年代開始作曲，早期為人熟悉的其實皆是電影音樂
，他為邵氏及嘉禾影片公司創作了許多電影主題曲、插曲及配樂
，包括《何日君再來》、《明日天涯》、《萬花迎春》，亦參與
了許多李小龍電影的配樂，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創作了由其胞姐主
唱的電影《不了情》插曲《夢》，對電影音樂影嚮很大。至七十
年代，他的作品更橫跨電影、電視、電台、熱門流行曲、兒歌，
甚至廣告歌等，涉及多元化不同的界別，堪稱是全面的音樂人，
作曲編曲指揮各方面也相當出色，有樂壇教父之名，至今後無來
者。煇哥是港台最高榮譽 『香港電台榮譽獎』（金針獎前名）的
第一人，並很記得煇哥於第25屆獲頒 『金曲銀禧榮譽大獎』時，

在場刊中表示音樂生涯可以說是與香港一起成長，很榮幸有份參
與及創作好多影視主題曲，獲得許多榮譽，對香港樂壇有深厚感
情。」1981年是全港第一位音樂人獲得樂壇最高榮譽

說到煇哥的音樂，新哥稱讚煇歌作品逾二千，豐富程度是華
人作曲家無人能及，最厲害之處是他有傳統東方音樂（中樂）的
底子，還到過美國波士頓柏克萊音樂學院（Berklee College of Mu-
sic）攻讀音樂，作品能融合中西音樂，每一首都沒有重複；而獎
項方面更是相當威水，不單止是《中文歌曲龍虎榜》的入圍常客
，前五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的50首得獎十大歌曲中，有20
首得獎、佔近半成，而煇哥曾指當中最有印象和嘉歡的是《盡訴
心中情》；煇哥在電影、社會、政府、教育等各個範疇也獲頒大
獎，是香港數一數二獲獎最多的音樂人，這表示大家認同他在音
樂上的付出。作品橫跨影視 各領域獲獎無數

新哥指煇哥對音樂亦有其一番見解，認為地球是圓的，音樂
也是圓的，好的音樂就是好，不會過時，與潮流服飾一樣會回歸
的，音樂造詣極高的煇哥亦指很喜歡流行曲，認為音樂不應分粗
淺、國界及古今，音樂是無級別之分

繼黃霑離去，顧嘉煇亦撒手塵寰，走筆至此，我衷心祝願：
香港兩大音樂奇才在天國相聚，繼續譜寫美麗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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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最终没有等来。

在确诊结肠癌一年多以后，巴西“球王”

贝利因癌症引发多器官衰竭，于当地时间12月

29日15时27分去世，终年82岁。据悉，他的葬

礼将在桑托斯市举行。

贝利的女儿纳西门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一张家人们将手叠在一起的照片，并配文，

“我们的一切都归功于你，我们永远爱你，安

息吧 ”。

贝利的去世引发足球界众多球星追思。阿

根廷球员梅西上传与贝利的合照，愿他安息；

巴西球员内马尔表示，贝利“把足球变成一门

艺术”；葡萄牙球员C罗晒出与贝利14年前的

颁奖合影，催泪又动情。

据路透社消息，巴西政府已宣布为贝利的

去世哀悼三天，并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贝利是

“一位伟大的公民和爱国者，无论他走到哪里

，都能提升巴西的声誉”。

贝利之于国际球坛而言，正如他的称号一

般——永远的球王。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永远是

：震惊世界的超级巨星，打破无数纪录的足球

传奇。

多次幽默辟谣“死讯”

生命末端的最后十年，贝利一直疾病缠身

。但倔强不服输的他，每次都拒绝被病魔摆布

。

最近一次全民关注他的健康，是在2022年

12月初卡塔尔世界杯期间，贝利被曝出对化疗

无反应，已经转入临终关怀病房，似乎时日不

多。

得到消息的球迷们悲痛不已。

然而转天，贝利就像一个“老顽童”恶作

剧得逞一样突然发声：“朋友们，我很坚强，

也充满着希望。我会一如既往地接受治疗，感

谢所有医护人员对我的照顾。”

文章末尾，他还表示，自己也会观看巴西

队在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

贝利的坚强又给了球迷们希望。巴西队在

卡塔尔世界杯晋级八强后，队员拉起贝利的大

幅画像，给这位球王加油。

球员生涯的过度透支，让贝利的晚年一直

和疾病、手术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甚至多次被

误传去世。但此前每次“虚惊一场”之后，他

都会以独特的方式出来辟谣。

2014年12月，CNN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贝

利的“死讯”，但很快又撤销了消息。

当时的贝利刚接受完肾结石手术，但在出

院以后，又因尿路感染再次入院，接受肾透析

治疗，病情一度恶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CNN闹出的“乌龙”让球迷揪心不已。贝

利病情稳定后，马上发视频报平安，还一时兴

起对着镜头自弹自唱了一曲，还说自己身体好

到“可以在2016年奥运会为国家队征战”。

不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贝利因接受

髋关节手术，只能依靠拐杖行走，无缘参与奥

运开幕式，更错失点燃主火炬的机会。

曾经赛场上的追风少年，变得走路都困难

。这不仅让球迷感叹岁月无情，贝利本人也一

度难以接受。

贝利的儿子埃迪尼奥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他是球王，一直备受关注，但现在连基本

的走路都做不到，这让他非常沮丧，十分尴尬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愿意被别人看见，把自

己藏在了房子里。”

到了2017年，收拾好内心情绪的贝利，再

次“复活”了。

在当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上，

77岁的贝利作为特邀嘉宾，坐着轮椅现身。

他和普京以及马拉多纳的这张“世纪合影

”，成为永恒经典。这也是球王贝利最后一次

出现在与世界杯有关的活动上。

2021年8月，贝利迎来了人生中最艰难的

考验之一——被确诊为结肠肿瘤。

同年9月，他接受了肿瘤摘除手术，之后

又因胃酸倒流问题重新进入重症病房。一时间

，关于球王“去世”的消息甚嚣尘上。

等到身体好转，贝利马上在社交媒体发文

感谢球迷，依然不忘开玩笑，“我现在有兴致

打满90分钟以及加时赛”。

然而，最终随着贝利肿瘤恶化，球迷这次

再也没能等来他幽默的“辟谣”。

穿鞋踢球什么滋味？

该如何定义贝利这个名字呢？

贝利的本名叫埃德松· 纳西门托。1940年

，他出生那年，巴西小镇特雷斯科拉松伊斯的

贫民区刚刚供电，贝利父母想给孩子起名爱迪

生，以表达对电灯泡发明者托马斯· 爱迪生的敬

意。结果出生证明上的爱迪生（Edison）拼错，

少了一个字母“i”，变成了埃德松（Edson）。

埃德松的名字太拗口，家人们更习惯叫他

的小名“迪科”。

上学后，小伙伴们则给他起了个绰号“贝

利”，嘲笑他口齿不清。

然而，就是这个一度让贝利嫌弃的绰号，

最后变成了全世界亿万人仰慕的符号。

1970年世界杯后，英国《星期日时报》又

用大标题的形式赋予了这个名字另一种写法：

“贝利如何拼写？G-O-D(上帝)！”

贝利日后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童年经历的

“磨难”。

有一段曾经被写进中国语文试卷作文题的

趣事。贝利喜得贵子，有记者给他道贺："看孩

子长得多壮，今后会成为像你一样的体育明星

。"贝利不假思索地答道："他有可能成为一名

优秀的体育运动员，但决不会有我这样的成就

，因为他现在就很富有，缺乏先天竞争意识，

而我小的时候却是非常贫穷。"

回到贝利童年生活的那个贫民窟小镇，家

里一贫如洗，小小年纪的贝利就要出去擦皮鞋

补贴家用。

母亲将家庭的贫穷归因于贝利的父亲。贝

利的父亲也是个球员，但并未踢出名堂，还因

为在一次比赛中受伤，导致膝盖半月板受损，

后半生难再有作为。

母亲不希望贝利重走父亲的路，希望他能

好好读书，走出贫民窟。但很快她就发现，儿

子天性中对足球的渴望根本难以压制。

小贝利没钱买鞋，就和伙伴们组成“光脚

小分队”，赤脚在烂泥地里踢着用破袜子做的

球，哪怕把脚踢得血流不止，依然乐在其中。

7岁那年，姑姑送给他一双半新的皮鞋。他

把这双鞋当成了宝贝，只有周末去教堂才舍得

穿一次。

有一次，他穿上鞋踢球，结果把鞋子踢坏

了，被妈妈狠狠批评了一顿。小贝利流着泪，

心里满是委屈：不过是想知道穿着鞋踢球什么

滋味而已。

生活穷困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小贝利却从

踢球中找到了自信。他双脚左右开弓，连过七

八个人，轻轻松松就能完成一记秒到难以言说

的射门，在街头引发一阵喝彩。

11岁时，巴西前国脚瓦尔德马尔· 德布里托

在街头发现了天赋异禀的贝利，将其收为弟子

。

1957年 7月，贝利首次穿上国家队的球衣

，迎战来访的阿根廷队，并且凭借比赛时的两

次进球，坐稳巴西队的主力。

球王贝利的传奇从这里呼之欲出。

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这时，我感觉

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苏醒。”

为看贝利踢球停火

贝利的职业生涯中有太多的经典之战。

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是在1958年、1962年

和1970年带领巴西队征战世界杯，也让他成为

历史上唯一一位三夺世界杯冠军的球员。

人们永远难以忘记1958年世界杯，年仅17

岁的贝利因独进6球拿到世界杯银靴奖，为巴

西队第一次登上冠军宝座立下汗马功劳。

消息传到里约热内卢，万人空巷，街道上

挤满了狂热的球迷，人们狂呼：“贝利！贝利

！”

瑞典的一家报纸率先以“球王”称呼贝利

。从那一刻起，这个称号伴随了贝利的一生。

贝利虽然身高只有1.74米，但却将足球这

项运动变成了一门艺术。他惊人的速度、出色

的平衡力、非凡的控球能力，加上脚和头绝妙

的配合，创造出无数经典进球：

1964年，在桑托斯与博塔福格的比赛中，

贝利创造了单场个人进球纪录——8球；

1961年，在桑托斯队与弗洛米嫩塞的比赛

中，贝利贡献了一次最伟大的个人表演——连

过对方9名队员破门得分；

1969年11月19日，贝利在马拉卡纳体育场

打进了个人生涯的第1000球。

贝利在自传中回忆踢进第1000个球的场景

有多梦幻：“观众的吼声几乎能把滂沱大雨压

下去。摄影师和记者从球门后面冲上来，把我

团团围住。数以百计的观众跳下看台，不理会

警察，越过湿地，向我冲来。我的球衣被人剥

了下来，又有人替我套上了另一件——上面印

着1000的号码。“

后来桑托斯俱乐部将11月19日定为“贝利

日”，纪念球王的成就。

那个时代的贝利，究竟有多受欢迎呢？

1970年，尼日利亚战火纷飞，政府军和反

对派军队三天两头交火。可当贝利宣布要在首

都拉各斯踢了一场表演赛时，双方首脑居然很

默契地发布通告：停火48小时，看球王踢球！

前美国总统里根见到贝利曾说，我是美国

总统，而你不用介绍自己，因为所有人都认识

球王贝利。

1999年，贝利被国际奥委会评为“20世纪

最佳运动员”；2000年，首届劳伦斯终身成就

奖颁给了他；2004年，国际足联授予他“FIFA

百年最佳球员”称号……

所有的称号和奖杯都不足以概括贝利在足

球界的成就。国际奥委会官方这样评价：贝利

1366场比赛，打进1283个进球，这样的辉煌成

绩，已经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

“老顽童”和“乌鸦嘴”

退役之后的贝利，始终没有离开足球圈。

他以世界杯形象大使的身份不断促进巴西

、联合国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发展。

“世界上任何一个踢球的孩子都希望成为

贝利，”他说，“这意味着我有责任让他们知

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位球员，还有怎样成为一位

出色的人。”

1994年，球王贝利成为巴西体育部长，一

干就是3年。

任期内，他协调起草了“贝利法”，让球

员处境得到改善。球员们不再像商品一样专属

于某个俱乐部，拥有更多转会自由。

进入新世纪以后，贝利几乎变成了“老顽

童”。他对足球赛事的“乌鸦嘴”预测，每每

都能成为球迷们的谈资。

2002年世界杯，他看好阿根廷和法国队，

结果双双小组毙命；

2004年欧洲杯，他看好的意大利队很快就

卷铺盖走人，被他赞赏的法国队当晚即被淘汰

……

尽管如此，这个乐观的老头完全不在乎大

家的评价，依然自顾自地做出预测，让全世界

的球迷体验了一把“足彩反着买，别墅靠大海

”的乐趣。

足球之外，贝利的退休生活多姿多彩。

他曾与著名影星史泰龙合作过著名的电影

《胜利大逃亡》，本色演出了一位集中营里的

黑人球星。

以他为原型的电影、关于他的传记等文艺

作品不计其数。在这些作品中，那些少年时代

的苦难、球员时代的挑战、退役之后的苦闷，

都成了他不凡一生的注脚。

与早年球场上的霸气相比，晚年的贝利给

人慈眉善目的感觉，公开露面总是一脸祥和，

彷佛过往的辉煌与遗憾都变得云淡风轻。

两年前，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因病去世，

与其拌嘴多年的贝利在接受采访时说：“愿上

帝给他的家人力量，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在天

堂一起踢足球”。

这一次，球王相会，赛事正酣。

贝利去世，一声“球王”
道不尽82岁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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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投資第一部影集《你的婚姻不是

你的婚姻》剛播完，11日立刻宣布成立

「米神國際」，找來偶像劇教母柴智屏擔

任董事長，初步計畫拍攝5部電影和10部

影集，吸引Netflix、Disney+、HBO等OTT

國際業者派人到場瞭解，遠傳總經理井琪

誓言，以好看的影視內容吸引國人目光，

下一步輸出海外。

井琪出席「米神國際」成立記者會，

她穿上紅色西裝外套，將白色襯衫領子向

外拉，配上黑色大腰帶，難得秀出好身材

。井琪說，遠傳過去是對外買片來播，現

在決定投資戲劇製作，「除了受到NCC委

員鼓勵，文策院也幫忙引薦柴姐（柴智屏

），未來要借重她的長項，助遠傳在娛樂

產業走得更深、更多元。」

據瞭解，遠傳投資戲劇，初步規劃拍

攝5部電影和10部影集，「未來可能在遠

傳FriDay影音平台獨家上映，也可能與電

影院或其他OTT串流合作，會以極大化綜

效作考量。」井琪指出，遠傳投資《你的

婚姻不是你的婚姻》，找來中華電信和台

灣大合作，仍在FriDay影音寫下2年來流

量最高的台劇紀錄。

為了投資戲劇製作，遠傳鴨子划水布

局多時，早在去年3月成立「遠想原創」

，實收資本額8,250萬元，遠傳是握有4席

董事的大股東，柴智屏主導的群星瑞智拿

下2席董事，另1席董事由霹靂國際多媒

體出任。隔月，轉投資成立「米神國際」

，實收資本額8,000萬元，作為發展戲劇

內容的重要基地。

電信業出身的井琪，坦言自己是戲劇

界門外漢，「既然要做，就找圈外人幫忙

操盤，一起將好的影劇內容，做到讓台灣

民眾接受，提升台灣影視價值。」外界好

奇，遠傳發展戲劇企圖心大，究竟把誰當

成假想敵？井琪笑著說，從沒有把對手

（其他電信業者）當目標，重點是遠傳要

拍出好的片子。

話鋒一轉，井琪私下坦言，遠傳過去

發現買片市場相當競爭，時常發生買不到

好片的狀況，所幸台灣影視內容不錯，才

拍板投資戲劇拍攝。她藏不住喜悅，透露

早在米神國際成立前，率先投資第一部電

影，由演而優則導的藍正龍拍攝《成功補

習班》，預計今年第三季上映。

下一步是否輸出海外？「不論打入韓

、日市場或Netflix等OTT業者，必須有多

方資源去爭取。」井琪自信說道，柴智屏

對中國市場很熟，去年9月她帶著遠傳團

隊跑去首爾談合作，獲得南韓CJ娛樂公司

支持，Netflix《我們的藍調時光》曾在台

掀起討論炫風，確定翻拍華語版。

遠傳找柴智屏攻戲劇拍15部片
吸引Netflix、Disney+上門探訪

亮哲加入三立八點

台劇《一家團圓》飾演

大集團會長，因老婆林

千鈺生不出來，卻和其

他男人有過孩子而和她

賭氣，竟出軌與陳小菁

偷情，還大膽上演將手

伸入亮哲浴袍摸大腿的

激情戲碼！亮哲的呻吟

聲迴盪攝影棚，讓陳小

菁一邊演出一邊覺得好

尷尬。

亮哲坦承演床戲沒

有事先報備，但陳小菁

有做足禮數，親自傳訊

息給亮哲的老婆說不好意思，今天要幫

妳老公按摩，老婆還大方回應：「沒關

係妳盡量！」亮哲笑說拍這場戲按摩戲

他呻吟聲滿投入的，是發自內心在呻吟

，拍攝時有滿滿的想像空間的，並且很

投入在劇情裡面，被一旁劇組開玩笑說

在「抓龍根」。

他表示十年前在拍「天下女人心」的

時候，他跟何依霈有床戲，當時導播要拍

他剛起床像裸體的狀態，於是亮哲就把內

褲折進屁股縫，露出兩顆屁股蛋，讓副控

的工作人員都說不敢看。他拍床戲好像沒

有什麼底線，因為他覺得都是為藝術犧牲

，還表示拍床戲以前會報備，之前第一次

床戲還加上吻戲，記得對手是跟游詩璟，

但當時沒有事先說，老婆會質問為什麼沒

先報備，但現在都是老夫老妻所以覺得好

像沒差，因為現在怎麼問老婆她都會回說

「你去啊！」

亮哲身材好眾所皆知，拍八點檔常常突

然臨時會需要脫，所以他都跟GINO討論平

時一定要維持好，不然常常突然神來一筆，

網路上又會炸鍋說「身材這麼爛怎麼還敢露

。」之前有一檔戲亮哲念過黃玉榮說：「你

身為一個偶像，好歹也練一下吧！」後來他

就突飛猛進，竟還練出有六塊肌。

陳小菁《團圓》大膽偷情
亮哲聲音迴盪攝影棚超尷尬

曾創下台灣紀錄片群眾集資冠軍紀錄

的暖心電影《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

以結紮不放養為主題引起熱烈關注，募資

時導演Raye曾允諾會將電影全片放上網

路，今日宣布好消息，民眾已經可以在

YouTube 平台上免費觀賞。除此之外，

「十二夜光之沃土教育網站」也同步上線

，網站內不只有動保教案的範例分享，更

有《十二夜》兩集電影的分段影片素材，

期盼動保教育能融入生活，從知識轉化為

深植於每個人心中對生命的態度。

九年前引發社會熱烈討論的動保紀錄

片《十二夜》，電影中收容所的震撼畫面

，喚起台灣人的動保意識，促成「零撲殺

」政策上路，一夕之間《十二夜》彷彿成

為台灣動保的代名詞；然而，流浪動物問

題不會一夕解決，為了探究問題發生的源

頭，導演 Raye決定拍攝《十二夜 2》，

帶領觀眾一起「回到第零天」，找到問題

發生的起點。

《十二夜 2》徹底走入全台 11 個縣

市、跨越 22,300 多公里；遠赴海外三個國

家拍攝取經，紀錄拍攝各收容所、獸醫、

動保協會與動保處等 200 多位專業人士。

歷時三年的拍攝，《十二夜 2》更在2020

年9月8日，與貝殼放大群眾集資顧問公司

合作，在網路上發起「動保教育發展計劃

」，藉由群眾集資的方式號召全民一同加

入動保推廣行列，包含捐贈公播帶至校園

，以及承諾製作教育網站，讓動保的觀念

真正藉由教育，在下一代的心中扎根。

歷經兩年的努力，導演 Raye 正式將

《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全片於 You-

Tube 公開免費觀賞，更推出「十二夜光

之沃土教育網站」，實現當年對群眾的承

諾。為什麼取名叫「光之沃土」？導演

Raye解釋，在街上仍有流浪動物的現在，

不管是政府公務員，救援者，志工，所有

關心牠們的人，一定經常感到深深無力與

挫敗感。飼主責任、結紮觀念，都得靠教

育來推動，教育看似緩不濟急，卻是讓流

浪動物問題真正「回到第零天」的重要工

作。導演Raye期待：「製作紀錄片只是

一個起點，希望能與教育者或者關心動物

的你，一起在動保教育的路上加把勁，創

造『沃土』陪伴幼苗成長，讓希望的『光

』儘早出現。」

曾以為自己的任務只是拍攝紀錄片的

導演Raye，在拍攝《十二夜》的過程中，

第一集能看見各種教育造成的實際改變，

第二集則認識到台灣動物福利教育發展的

困境，她說：「我期許自己除了等待，更

能成為促使改變發生的那個人。」面對未

來，Raye 直言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包

括邀請致力於動保教育的來賓製作Podcast

分享經驗、製作教案培力線上讀書會、教

案徵件活動、以及提供更多可愛插圖影片

，為教案寫作者服務。

演唱《十二夜2》主題曲的歌手「光

良」，一直以來也以關注動保議題為人所

知，光良這次也特別對光之沃土計畫表示

支持：「期待光之沃土計畫，讓更多朋友

認識浪浪，一起成為生命教育的農夫，在

更多人心裡埋下良善的希望種子。」

「十二夜光之沃土教育網站」提供

《十二夜》紀錄片第一集與第二集線上觀

賞連結，高雄市動保處與動保扎根教育平

台也提供教案範例，未來也將解鎖更多活

動，發展專屬不同年齡的教案，更多詳情

請上網站：http://12nights-edu.com/

《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
讓動保教育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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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香港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對Un-
cle Ray離世深表惋惜，並向其家人致
以深切慰問。楊局長表示：“Uncle
Ray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及親切的聲音
導賞音樂，陪伴我們數十年，是香港
重要的流行文化代表性人物，也是我
們慈祥的長輩，對樂壇貢獻良多，我
們對他的離世非常不捨，永遠懷念
他。”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
樺同樣對Uncle Ray逝世深表惋惜。
“Uncle Ray從事廣播工作逾70載，
建樹良多，備受業界敬重。他主持香
港最長壽廣播節目《All the Way with
Ray》，廣受聽眾歡迎。我衷心感謝
Uncle Ray對廣播界的畢生貢獻，並
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我們會永遠
懷念他。”

至於香港廣播處長張國財讚揚
Uncle Ray一生對樂壇及廣播界的貢
獻，對他的離世表示惋惜，並向其家
人致以深切慰問。

車淑梅本月初到醫院探望
另外，與Uncle Ray於港台共事

多年的DJ同事，獲知前輩離世的消
息，紛紛感到捨不得，資深傳媒人車
淑梅14日在其臉書貼上本月初到醫院

探望Uncle Ray的相片留言：“不捨
不捨真不捨，我們敬愛的Uncle Ray
昨午（13日）離開了……記得1月2
日我們探望Uncle（時），他的精神不
錯，我們貪玩拍片，大家說Happy
New Year他即來一句To Everybody！
真的好精靈！Uncle Ray您對樂壇和
廣播界的貢献，後輩向您衷心致敬和
緊緊追隨！Uncle Ray 一路好走，感
恩有您！We Love You！”另資深DJ
曾智華 14 日亦在臉書留言悼念：
“Uncle Ray昨午（13日）安詳回歸
天家，結束在世九十八年的燦爛人
生！”

張敬軒表示之前曾在多個電台節
目見過對方：“入行時對方雖然不是
榮休，但已經比較少做節目，其實由
小到大都知道Uncle Ray在樂壇的地
位，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介紹歐
西音樂給大家認識，他的離開對行業
是重大損失。”軒仔稱有前輩朋友早
前探望過Uncle Ray，當時對方很精
神和樂觀，想不到這麼快就走了，希
望Uncle Ray的家人節哀順變。

港台並安排15日晚9點“2000靚
歌再重聚”區瑞強、Joe Junior、
Christine Samson及杜自持 一同懷念
這位終身奉獻廣播界和香港樂壇的一
代傳奇。

深信人生有盡 音樂無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有“樂

壇教父”稱號，更是健力士世界紀錄

“全球持續主持電台節目最長久的DJ”

保持者的殿堂級唱片騎師 Uncle Ray

（郭利民），於本月13日下午5時，在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安詳離世，享年98

歲，為世界最長壽的唱片騎師。其至親

好友陪伴在側，並由 Joe Junior 領唱

《You'll Never Walk Alone》送別。一

生貢獻廣播界及樂壇的Uncle Ray深信

人生有盡，音樂無限。

楊潤雄 丘應樺 張國財
讚揚Uncle Ray對樂壇及廣播界的貢獻

▶▶車淑梅月初才到車淑梅月初才到
醫院探望醫院探望 UncleUncle
RayRay。。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出生於香港的Uncle Ray屬葡萄牙裔，於
1949年加入麗的呼聲任撰稿員，後擢升為

唱 片 騎 師 ， 主 持 首 個 節 目 《Progressive
Jazz》，1960年加入香港電台，1964年被派往
英國BBC修讀課程3個月，其間有機會訪問過
披頭四樂隊兩次，及至1970年開始主持香港最
長壽電台節目《All The Way with Ray》。任
職唱片騎師以外，Uncle Ray亦曾以玩票性質演
出過《摩登保鑣》、《失業生》及《我愛夜來
香》等多部電影。Uncle Ray一直致力推介西方
流行音樂並推動香港本地樂壇發展，他曾訪問
過披頭四（The Beatles）、Tony Bennett及奇
里夫．李察（Cliff Richard）等國際知名樂隊及
歌手，他更扶助過不少本地歌手及組合包括許
冠傑、蓮花樂隊、泰迪羅賓及Joe Junior等。

Uncle Ray主持長壽電台節目數十年，唯
新冠疫情肆虐，他於2020年12月一度暫停主持
電台節目《All the Way with Ray》，直到2021
年5月初宣布於同月10日至14日重返直播室，
主持最後一個星期之電台節目，及至5月底正
式“封咪”榮休，並出版個人傳記。他在“千
里同行終須一別”的退休聲明中談及：“編制
我的自傳之時，正值新冠病毒肆虐，身邊的朋
友都勸阻我繼續上班。無論我心境如何年輕，
也得承認自己年事已高，風險極大，只好聽從
勸告，暫別直播室，沒想到一停便是4個月。
疫情嚴峻，回歸無期，讓我放了一個悠長‘假
期’，也多了時間思考未來。”

他並表示：“年齡是加法，日子是減法，
現在的我不單止要善用每一天，更加要珍惜每
分每秒。有什麼想做仍然未做的事呢？思前想
後，其實沒有任何事只有我或者必須我去做，
我更樂意讓其他人秉持我的精神，把我想做的
事延續下去。過去無數的日子，我放下唱片，
除低耳機，關掉咪高峰，離開直播室，不會有
什麼特別感覺，因為知道第二天還是會回來。
幾個月前真的難以想像今天的決定……我要退
休了！距離上次‘榮休’超過40年，較第一個
職業生涯還要長，精彩程度也不遑多讓，好比
活了兩次，夫復何求！退下來不等於停下來，
我還是與音樂同在。我深信人生有盡，音樂無
限。”

自信選的歌最好聽
Uncle Ray又稱：“電台不會死去的，如

果你有好的唱片騎師，介紹好的音樂，永遠有
觀眾在聽。我覺得我選的歌最好聽。”

Uncle Ray以96歲高齡退休，為致謝其於
廣播界和流行音樂的貢獻及尊崇地位，一眾實
力派歌手包括蘇永康、露雲娜、杜麗莎、陳潔

靈、葉振棠及倫永亮等在2021年於紅館舉行
“Uncle Ray榮休盛典演唱會”作致敬，2021
年 7月他亦為政府拍廣告片呼籲長者接種疫
苗，至去年一度傳出中風。Uncle Ray為香港廣
播界貢獻逾70載，他曾獲英女皇頒授MBE勳
銜、特區政府先後頒發銅、銀紫荊星章、香港
演藝學院頒授院士及香港中文大學頒授社會科
學系榮譽博士，以表彰其對社會作出之貢獻。

Uncle Ray一生未婚，在其自傳當中曾提
及人生中兩位最重要女性，包括初戀女友及已
故的方逸華，並指當年跟方逸華心意接近成為
戀人，只可惜未能開花結果，但仍能保持好友
關係。近年Uncle Ray體力出現問題才退休，
但生活中仍以音樂相伴，家中收藏的唱片便是
其最大消閒樂趣。

而Uncle Ray離世後，由其親友組成的治
喪委員會14日發文感謝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的醫
護團隊，個多月來對Uncle Ray 悉心照顧，並
向Uncle Ray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喪禮將以
天主教儀式進行，詳情另行公布。

◆◆Uncle RayUncle Ray舉行榮休盛典演唱會舉行榮休盛典演唱會，，杜麗莎專誠由美國返港杜麗莎專誠由美國返港。。

◆◆Uncle RayUncle Ray出席香港廣播八十周年港台特別製作出席香港廣播八十周年港台特別製作《《一起廣播的一起廣播的
日子日子》》專輯酒會及首映會專輯酒會及首映會。。

◆◆Uncle RayUncle Ray創下健力士最長壽創下健力士最長壽DJDJ紀錄紀錄。。

◆◆Uncle RayUncle Ray於於20082008年獲前特首曾年獲前特首曾
蔭權頒授銅紫荊星章蔭權頒授銅紫荊星章。。

◀◀Uncle RayUncle Ray獲頒銅紫荊星章獲頒銅紫荊星章，，
冀終身為唱片騎師貢獻社會冀終身為唱片騎師貢獻社會。。

◆◆Uncle RayUncle Ray早於早於19601960年加入年加入
香港電台香港電台。。

◆◆Uncle RayUncle Ray訪問國際樂壇巨星訪問國際樂壇巨星
Tony BennettTony Bennett。。

◆◆Uncle RayUncle Ray曾扶助許冠傑成曾扶助許冠傑成
名名。。

樂壇教父樂壇教父Uncle RayUncle Ray 19241924--20232023

健力士最長壽健力士最長壽DJDJ
Uncle RayUncle Ray
9988歲辭世歲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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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買賣或是租賃房
子是人生中的大事，每個家人都會有不
同的意見，而好的房地產經紀要能充分
理解和溝通，必須要有耐心，這是三一
地產總裁邵小明的看法，他以將心比心
的態度面對每個客戶，耐心地幫每個客
戶找到理想中的房子，不僅在地產界闖
出名號，更交到許多好朋友，從達拉斯
起家，一路發展到休斯頓來，在休斯頓
專業出租管理，提供價廉物美的一條龍
服務， 讓房東們能夠安心、省心、放心
。

休斯頓辦公室專營出租管理
邵小明表示，休斯頓的主要業務是

出租房的招租和管理，我們的強項是有
專業的出租管理團隊，豐富的招租以及
管理經驗，租客申請審查快速，嚴謹。

空房期間每週查房，每週會有書面提供
招租市場信息，並有眾多價廉物美的裝
修師傅可以及時進行維修。

每個月定期出明細單、每月定期劃
租金到房東賬戶、及時收租催租、及時
專業驅趕該驅趕的租客、用微信及時有
效溝通，公司有自己的註冊會計師、保
險專員、招租、管理、保險、報稅一條
龍服務，讓房東不用操心。

口碑超讚
客戶們都說邵小明超有耐心，紀錄

中最長的一次交易，曾花了他兩年多的
時間，才為客戶找到滿意的房子，也因
為他的優質服務，這位客戶最後成為他
的朋友，並且為他介紹新的客戶。

邵小明於2001年來到美國，他是計
算機科學專業的碩士，畢業後到達拉斯

，一開始在建築公司工作，由於興趣，
他考了房地產經紀執照，開始兼職做房
地產經紀，沒想到他的性格特質非常適
合做這一行，在兼職的第一年就掙得和
資深地產經紀一樣的收入，後來實在太
忙，無法兼顧，便決定成為全職經紀人
，並且在第二年成立自己的公司，就是
三一地產。

曾經，邵小明幫助一位客戶購置房
產，當交易進行至尾聲，他發現客戶出
的價格並非最優，而是過高，於是他坦
誠地告訴客戶，並建議客戶放棄購買，
也將自己到手的佣金予以退回。邵小明
說: 「我認為做事要先做人，從做人的角
度換位思考，如果我是這位客戶，我會
買嗎？」、 「我不怕客戶跑了，因為，
像我這樣一個經紀人，佣金到手了都可
以做到主動退回，他怎麼會不信任我？
我也不怕麻煩，從頭再來幫他找房子，
我有這個耐心。」 正是因為這一份耐心
，邵小明的客戶常常是從他老客戶那邊
聽到口碑慕名而來的。

獨具前瞻性眼光
中年創業的邵小明多了一份成熟和

穩重，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對行業的了解
，使他對公司的發展前景獨具前瞻性眼
光，他十分看好德州的房地產市場，相
比很多地產經紀在家辦公，他早在公司
剛剛成立之初，就在顯要地段租賃了專
門的辦公區域，這樣既有利於公司的規
模化發展，又增加了公司品牌的曝光率
。

投資房需要專業租賃管理服務
2010年，德州剛剛推出專門針對房

屋租賃管理的職業培訓時，邵小明敏就
銳地察覺到隨著德州房地產市場的升溫
，很多投資房都需要專業的房屋租賃管
理服務，尤其是華人市場。於是他很快
完成了培訓課程，開始拓展公司的房屋
租賃管理業務，同時也積極為公司儲備
人才，應對公司的發展需求。現在，房
屋租賃管理已經成為 31 地產的主要業
務，旗下管理的房產達到上百套。

邵小明表示: 「屋主或地產經紀自己
管理，無事則好，一旦房子或租客有點
什麼差錯，比如水電網、冷暖器、房子
裝修、建築老化、遇到刁蠻的租客等，
都是很麻煩的。甚至有被租客以歧視之
名告上法庭，官司拖了兩年的極端例子
。我們的優勢是系統化、專業化管理。
我們擁有自己的租房網絡平台、系統的
房屋管理資源、和經過專業培訓的團隊
。房子交給我們，客戶省心又省力。所
以我一點都不擔心，只要我們保持好的
口碑，屋主和地產經紀們累了的時候，

自然會來找我們。」
利潤與合作夥伴共享
對於如何處理與員工的關係，他有

自己獨到的見解。 「我不把他們當做我
的僱員，我把他們當做我的合作夥伴。
我賺錢，他們也賺錢，雙方有一方吃虧
，都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邵小明說
道: 「我曾經向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取經
，他告訴我: 你要想把生意做大，就要
把利潤降低，而不是反過來。把你的利
潤分給合作夥伴，才能幫你把業務擴大
，但你掙得還是和以前一樣多，你願意
這樣做嗎？我想我願意這樣做，我不怕
多付薪水，多投入資金，但我想自己輕
鬆一點把生意做大和做正規了。」歡迎
休斯頓經紀人合作推薦房東客戶。

三一地產休斯頓辦公室地址: 9440
Bellaire Blvd., #201, Houston, TX 77036
。 手 機: 469-525-2475( 請 先 預 約)。
Email: sam.shao@31realty.net。 網 址 ：
www.31realty.net。

三一地產三一地產 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
讓房東們能夠安心讓房東們能夠安心、、省心省心、、放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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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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