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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通知、大火雞：
“龍學”娃娃的別樣感恩節

( 作者臧娜)感念他人的相助與恩
惠是人類的美好品格。400年前，當
滿載熱望的“五月花號”先輩在北美
大陸與原住民相遇，感恩的種子便播
撒到了腳下的這片土地。世界上很多
國家也都有自己獨特的感恩節日，中
華文化更有投桃報李的千年俗諺。大
至國家，小及團體、個體，方式不同
，稱謂各異，其中的情感卻是相通的
。

2020年感恩節對休斯頓龍學天
下中文學校的孩子們來說不同以往，
沒有了“感恩早餐會”這樣的常規線
下活動，取而代之的是“龍學”娃娃

親自繪制的感恩節海報、熱氣騰騰的
火雞和節日禮物。別致溫馨，更難忘
懷。

節日伊始，壹個有趣的點子在校
長王榕腦海劃過，讓孩子們自己設計
“龍學”感恩節放假通知的海報。由
於內容涉及以中文形式撰寫通知，所
以主要向高年級學生征集作品。活動
信息壹經發出，孩子們熱情高漲。學
校連續數日將各班學生創作的原創作
品在家長群中滾動播放，不論是鮮活
的手繪塗鴉，還是多樣的版式設計，
不論是團隊協作，還是個人獨創，
“龍學”娃娃的奇思妙想和創作熱情

壹次次點亮了師長們的眼睛。
最為激動人心的投票環節在11月

23日中午開啟。投票信息得到家長
們積極轉發，孩子們充滿意趣的設計
作品引來眾多“路人粉”駐足。由於
是初次試水這種線上活動，此次票選
持續不到12個小時，投票通道於23
日午夜12點關閉。雖然歷時不到半天
時間，但20幅參賽作品共計獲得了
2262張投票，投票頁面訪問量達到
了13610次。

投票活動落下帷幕，壹等獎壹只
感恩節大火雞被六年級的Muci Guo
小朋友“牽”回了家，二等獎熏香火
雞腿被Avery Zheng, Laura Du, Annie
Shen, Mohan Zhao 獲得，三等獎南
瓜派獎勵給Eric Xu, Ryne Jia, Mia Ye,
Angela Jin, Sara Restrepo, Melissa
Tian. 還有眾多參賽學生獲得優秀獎
獎勵。

2020年“龍學”別具匠心的感
恩節活動留給人們悠長的回味。將感
恩的美好品格與創意設計、中文通知
撰寫巧妙融合，這種寓教於樂、潤物
無聲的教學活動設計正是休斯頓龍學
天下中文學校辦學思路的體現。“龍
學”人將常懷感恩之心，龍學天下中
文教學也將日日精進，與孩子們共同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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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健康保險聯合健康保險20212021年紅藍卡優惠計劃年紅藍卡優惠計劃
在這個特殊時期帶給您的獨特方案在這個特殊時期帶給您的獨特方案

(本報休斯頓訊) 聯合健康保險介紹
其 2021 年聯邦醫療保險(俗稱 「紅藍卡
」)優惠和處方藥計劃，重點包括可負擔
的承保、專有福利、更廣的計劃使用範
圍、讓會員無論何時、何地都更容易聯
繫至優質護理。

* 幫助您無論是身在何處都能查詢
健康護理資訊的計劃

* 更多計劃(包括HMO)可適用聯合
的紅藍卡全國網絡

* 更多會員受惠於穩定、下調的紅
藍卡優惠計劃(Medicare Advantage)月費

* 將近所有計劃都提供$0定額手續
費使用遠距問診、化驗、例行視力和聽
力檢查、大腸鏡檢查、乳房X光篩檢和
心血管疾病復康服務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提
供穩定和讓人安心的護理和承保。」聯
合健康保險聯邦醫療與退休保險行政總
裁Tim Noel表示： 「我們認真聽取了會
員的意見，致力提供會員所期望和應得
的穩定而全面的承保。」

聯合健康保險2021年度紅藍卡優惠
計劃重點福利包括：

無論在哪裡都有更多途徑獲得護理
，讓您倍感安心

「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深深地改變
了醫療護理體系。家居健康護理由過去
簡易護理的其中一個選擇，變成了現在
很多人的唯一選擇。」Noel表示： 「儘
管新型冠狀病毒在我們許多人來說是重
大的變化，但它並沒有改變聯合健康保
險一直堅守的承諾 — 幫助大眾獲得所
需護理，無論是在醫療護理處所還是在
家裡。」

遠距問診： 所有計劃均提供$0 定
額手續費使用遠距問診。

紅藍卡全國網絡： 全國最大的紅藍
卡優惠計劃網絡 將會適用於更多計劃，
包括許多HMO計劃。無論在家或是旅
遊，會員於任何全國網絡內85萬多名醫
療護理提供者處看診時，只需支付網絡
內費用。

量身訂造的支援：聯合健康保險亞
裔市場部團隊提供個人化及化繁為簡的
保險體驗，在休士頓方便華裔民眾的地
區開設服務中心，由瞭解該地區及會說
華語的客戶服務代表提供專業的紅藍卡
諮詢服務。

簡約、可負擔的產品
* 月費： 部份2021年紅藍卡優惠計

劃月費為$0。
* $0 定額手續費： 幾乎全部計劃

以$0定額手續費提供：遠距問診、化驗
、例行視力和聽力檢查、腸鏡檢查、乳
房X光篩檢和心血管疾病復康服務。

* 可負擔的處方藥： 大多數計劃包
括處方藥承保，以節省費用、可預算價
格和高透明度為目標。

獨特的額外福利
額外的福利和計劃特色不但有助改

善身體狀況，還改善財務狀況，包括：
* Renew ActiveTM 健身計劃：

提供健身中心會籍，可使用遍佈全國的
網絡健身中心。

* 牙科： 提供全國最大的紅藍卡優
惠計劃牙科網絡。

* 視力和聽力： 所有計劃承保年度
視力檢查，大多全數承保標準鏡片，並
可使用龐大眼鏡零售網絡。大部份計劃

提供折扣助聽器以供選擇。
* 非處方櫃台(OTC)產品： 大多紅

藍白卡(雙重資格 D-SNP)計劃提供每季
度補助額供購買多種常用的非處方櫃台
產品。

* 食物補助額： 大多紅藍白卡(雙
重資格 D-SNP)計劃提供每月補助額供
購買食物。

* Renew 獎勵計劃： 大部份會員
可能合資格透過完成某些健康護理項目
而獲取高達$120獎勵，例如：年度健康
檢查、預防篩檢、接種流感疫苗或透過

記錄步數以保持活動量等。
民眾可以在紅藍卡年度開放註冊期

(10月15日至12月7日)更換紅藍卡計劃
。若需要更多聯合健康保險紅藍卡計劃
資訊，請致電1-866-868-8988。

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地
址是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位
於 二 樓 ， Saigon Houston Plaza 內),
Houston, TX 77072。華語查詢專線：
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
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休斯頓網紅離奇死亡 不排除被謀殺可能

家庭聚餐有助於孩子健康成長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隨著現代生活節奏加快，父母由於工作繁忙，疏於
與孩子交流的現像日益增加。根據一項關於中美日韓親子關係比
較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父母和孩子的溝通頻率偏低，僅有
約 57%的受訪兒童表示會經常與父母交流，比其他三國約低
21%-24%。同時，缺乏溝通往往會造成誤解，有超過一半的受訪
兒童表示自己上網搜索信息時常常被父母認為在玩電腦遊戲。

眾所周知，經常和家人一起用餐有助於加強父母與孩子
的溝通，改善家庭關係。美國麻省總醫院的家庭治療師
、臨床心理學家、家庭聚餐項目的聯合創始人Anne Fishel
博士表示，家庭聚餐的好處不僅限於此，它還對孩子身
體和精神健康都非常有利。有研究表明，全家人經常一
起用餐對孩子的成長頗有益處，比如更均衡的營養、更
高的抗壓能力、更好的學習成績、更低的抑鬱傾向和肥
胖風險。同時，家庭聚餐不僅提供了一個討論個人及家
庭問題的平台，以便父母與孩子加強溝通，甚至在孩子
出現心理問題之前進行及時干預；還能通過討論社會、

文化等問題，讓孩子與更廣闊的世界建立連接。
在2010年，Anne Fishel博士創建了一個非營利性的家庭聚餐

項目，旨在幫助人們認識到和家人一起用餐的好處，介紹與孩子
有效溝通的方法和講故事的技巧。 “大部分父母都表示他們知
道晚餐是和孩子溝通的最佳時機，但因為工作繁忙，並沒有多少
父母真的會和孩子一起吃晚餐。 ” Fishel博士說道，“所以我們

創建了這個項目，希望能為父母和孩子提供幫助，增加家庭聚餐
的機會，享受一起用餐的樂趣，幫助孩子健康成長。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本報訊)（綜合報導）休斯頓一名26歲的網絡紅人
日前被發現拋尸路邊死亡，並引起了社交媒體的極大關
注，據她的朋友在社交媒體上的報導，原計劃對死者亞
歷克西斯·沙基（Alexis Sharkey）的追思守夜活動已經推
遲。

社交媒體帖子中寫道：“由於環境的變化，我們推
遲了亞歷克西斯的生日慶祝活動。” “非常感謝大家向
她展示的愛與支持，並在此刻繼續尋求尊重，繼續分享
，不斷發出聲音。繼續為亞歷克西斯爭取司法正義。

該活動原定於12月3日下午5:30在布法羅巴約公園
舉行。

此外，以亞歷克西斯的名義開設的 GoFundMe 帳戶
已籌集了超過$ 22,000的資金，超過了其$ 15,000的目標
。

根據 People.com的一份報告，沙基的死並未排除被
謀殺的可能。該媒體報導稱，對她的身體進行初步屍檢
已經表明這種可能性。 People.com引述哈里斯縣法醫學
研究所發言人的話說，這種情況下被謀殺的可能性仍然
存在。

哈里斯縣法醫學研究所的公共信息官米歇爾·阿諾德
（Michele Arnold）表示：“我已經說過不排除謀殺被害
的可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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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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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好的亲密关系，并非镜中花、水

中月，会舍、会予，便离舒不远了

。关系若舒服了，幸福更长久。

——小婚家

不知何时，“累觉不爱”这个词

火了！

可到底是因为太累爱不动了，还

是因为不爱才深感疲惫？

或许当我们深究时，很多人说不

出个所以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终其一生，都渴望拥有一段

让人舒服的两性关系。

那么，如何才能拥有呢？

答案就藏在一个“舒”字里。

会“舍”, 敢说“我可以”，也

敢说“我不可以”

不久前，袁隆平生日，他称自己

从“80后正式变成90后”，被网友打

趣为“90后梗王”。本以为科学家不

苟言笑，没想到袁老还挺可爱。

年轻时他的确不苟言笑，还因此

成为“老大难”。是邓哲改变了他

，从结婚时对方说不用买新衣他就

不买，到给妻子写情诗、纪念日送

礼物、出差捎衣服……舍弃“直男”

标签，变成“宠妻狂魔”。

而邓哲则为他舍弃“完美”执念

。生活中的袁隆平不拘小节，鞋袜

到处丢、赶时间边跑边系皮带……邓

哲见他“屡教不改”，还每每逗她

开心，一面笑他是“爱情投机分子

”，一面包容他的自由散漫。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

亦没有完全契合的两个人。那些活

成神仙眷侣的，不过是两个相爱的

灵魂，敢舍弃身上的“刺”，去拥

抱彼此。

在现实中，有一种失败的婚姻约

定叫“爱情协议”。一方的条款是，

我愿意舍弃自己的需求去爱你；另一

方的条款却是，你必须听我的。

与其说这是爱情条款，不如说是

婚姻中的权力斗争。有人得，就有

人舍。最忌讳的是，用情感绑架迫

使对方舍；最可悲的是，该舍的不

舍，不该舍的舍了；最痛苦的是舍

错了，既不敢喊停，又放不下委屈

，蹉跎了自己。

健康的取舍观是一种主动行为，

是一种智慧之举，是一种舍与得的

能量守恒。

比方说，袁隆平舍弃“直男”标

签，并不妨碍他成为“杂交水稻之

父”；邓哲舍弃“完美”执念，不

会 让 她 的 人 格 打 折 。 因 为 他 们 的

“舍”无关自我，源于自发，旨在

舒心。

在爱情协议中，我们可以舍弃

那些有损亲密关系的苛责条款，而

有关自尊、自爱、自我价值的条款

，不可舍。大多数人开始一段亲密

关系，本是因为爱上对方的优秀品

质，假如这部分被舍弃，还是当初

爱上的那个人吗？而当发现舍了不

该舍的，丧失了自主权，辱没了自

我，不妨勇敢收回。

所谓“舍得”，是敢说“我可以

”，也敢说“我不可以”，舍对了

，得大于失；舍错了，失大于得。

会“予”，少说“我觉得”，多

问“你觉得”

邓哲曾说，袁隆平最让她感动

的是：婚后不久，二人去游泳，袁

隆平怕她被渔网缠住，竟默默带了

把剪子。几十年来，袁隆平就是用

这些不经意的贴心之举，满足妻子

被珍视的情感需求。妻子洗澡，他

怕出事，隔几分钟喊一次；妻子突

发病毒性脑炎，情况危急，他时刻

守候，迎来奇迹……

而邓哲深知袁隆平的水稻之梦，

不仅扛起家庭重担，更在艰难时给

予他莫大支持。有一次，袁隆平费

尽心力找到的雄性不育株被人砸了

，他沮丧不已，是邓哲细心宽慰，

并努力找到新的培育基地，让他的

梦想继续。

给予并非是自己有什么就给对方

什么，而是善于读懂对方内心所求

，精准对接才能收获爱的福报。

在现实中，有一种廉价的给予叫

做“我觉得”。他们以自己的意愿

给予对方，并每每抱怨，自己好像

对牛弹琴。

享誉全球的婚恋专家盖瑞· 查普

曼博士曾说，爱有 5种语言：肯定的

言语、服务的行动、接受礼物、精

心的时刻、身体的接触。我们只有

用对方渴望的“爱语”去给予，对

方才能欣然接受。

那么，对方的爱语到底是什么呢

？很简单：

若对方喜欢被赞美，TA 的爱语

就是肯定的语言；

若对方渴望我们做实事，TA 的

爱语就是服务的行动；

若小礼物总能让对方惊喜，TA

的爱语就是接受礼物；

若仪式感才能让对方心花怒放，

TA的爱语就是精心的时刻；

若亲吻、拥抱更能抚慰对方，

TA的爱语就是身体的接触。

没有人会读心术。要想增进彼此

的 了 解 ， 少 说 “ 我 觉 得 ” ， 多 问

“你觉得”，沟通、试错是“给予

”的王炸。

爱，让人困惑的地方也恰恰也是

让人欲罢不能的地方。其玄妙之处就

在于特别感，当我们只针对对方的需

要来给予，那就是独一无二的。假如

你给对方的，和给张三李四的没区别

，价值何在？高附加值的“给予”如

同映射，点对点，才有光。

所谓“给予”，以对方的需求为

标尺，以爱做天平。给错了，事倍

功半；给对了，事半功倍。

会“舍”，也会“予”，让人舒服

的关系，才长久

就像袁隆平夫妇，因为不吝“舍

”、“予”，才收获一段让彼此舒

服的关系。在一次颁奖礼上，袁隆

平带着妻子去领奖。他说：

“我未来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

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

球梦。”紧接着表示，自己还有第

三个梦想，“跟我的贤内助一起白

头偕老”。

很多人总以为梦想与事业、价值

相关，至于婚姻幸福，不必上升到

梦想的高度。而在袁隆平看来，与

妻子携手一生却是比肩全球梦的梦

想。一段婚姻之所以让人渴望长久

，相信很大程度上，在于让人感到

舒服。

不久前，微博热议上有一个话题

“人类为什么需要亲密关系？”引

将近 5亿人围观，一句因为我们的一

生都是反复被爱被救赎的过程，获

赞超过500000次。

没错，我们都渴望在亲密关系中

获得爱与救赎。可谁也不是谁的救

世主，要想“得”，先得学会“舍

”、“予”。

舍身上的刺，舒服对方，完善自

己；予对方所需的爱，熨帖对方，

滋养自己。当爱与被爱这两大基本

需求都得到满足，才谈得上彼此救

赎。而当“舍”“予”，合起来，

恰恰是一个“舒”。

有人问，让人舒服的婚姻到底什

么样？

假如把婚姻比作一个坐标系，横

轴代表自我，纵轴代表关系。让人

舒服的婚姻，就是在横轴做自己，

在纵轴相处不累。二者正相关，前

者让自己舒心、成长；后者让关系

舒展、长久。只有达到两个层面的

舒，幸福线才能走向更远。

可让人舒服的婚姻不会从天而降，

也并非一人贡献一半，而是当两个人

共同付出100%的努力，才能1+1>2。

在《亲密关系》中有这样一段话

：好的伴侣，其实有三重角色。TA

是一面镜子，让你看见引发你关注

的不舒服感；是一名老师，在你探

寻真实自我的时候，激励与启发你

；是一名玩伴儿，开启并陪伴你一

段生命的旅程。

深以为然。都说婚姻是一场修行

，好的伴侣，不仅是我们的爱人，

更是一起打怪升级的同伴。我们只

有彼此照亮、鼓励、陪伴，才能透

过彼此，认识自己，疗愈创伤，不

断成长。

到那时，我们会发现，两个人久

处不厌，相亲相爱，没有内耗，彼

此治愈，才是婚姻里最舒服的状态

。而这也并非终点，我们终其一生

，是透过一个“舒”字，在亲密关

系里，发现你就是你。

好的亲密关系，并非镜中花，水

中月，会舍，会予，便离舒不远了

。关系若舒服了，幸福更长久。

好的婚姻，藏在一个“舒”字里

2019年，在东京某医院，有一对夫

妇先后进入手术室。这是中日国际婚姻

，丈夫是日本人，樱井敏范。妻子是中

国人，刘薇。

2019年是他们结婚20周年。他们共

同做出一个决定，丈夫樱井将自己的一

个肾，经由手术医生的手，移植到刘薇

的身体里，连上血管，等候它启动，在

另一个身体里运作，也就是俗称的换肾

。

当天手术后，在各种排异反应中，

刘薇在重症监护室经历一夜后，回到普

通病房，醒过来的瞬间，想到自己身体

里有一个来自丈夫的健康的肾脏，不知

同一天经历手术的丈夫怎样了……刘薇

泪如泉涌。

一个健康的肾脏，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天经地义而从未意识过的字眼。

所以，我们一定无法真正理解刘薇

的心情。我们只能了解他们的经历，感

受这人间的艰难和美好。

小提琴家的食疗生活

15年前，刘薇被医生诊断为肾功能

不全，肾脏萎缩，不能完成肾脏功能，

按照医生的解释，一般被诊断为肾功能

不全后，两三年左右就将不得不开始透

析生活，一周三次去做透析，十分影响

正常生活。刘薇属于慢性肾功能不全，

并且是一种叫做间质性肾炎，很难予以

治疗。

刘薇希望不做透析而维持正常的生

活。她是一名小提琴家，毕业于东京艺

术大学并获得第一个外国人音乐博士学

位。生活中有家庭，有育儿，还有演奏

会。刘薇开始了食疗，以食物疗法维护

了15年几乎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但是

针对于肾脏的食物疗法，需要十分细致

认真的一日三餐搭配，也因此，刘薇还

将自己的食物疗法心得出版发行了。因

为按照日本医生的见解，她这样肾脏的

情况早就该做透析了，而凭借惊人的生

命力和自律的生活，刘薇竟然维持着普

通生活，并且还坚持着音乐家生涯。

刘薇告诉记者，她的食疗主要就是

吃新鲜无农药蔬菜水果和杂粮，尽量不

吃加工食品、冷冻食品，简单来说就是

不给肾脏增加工作量。又比如调味，需

要清淡，所以刘薇用些香草、咖喱粉调

味，酱油也只用纯大豆的。而且，为了

减轻肾脏负担，吃的量也要控制。除了

饮食注意，还坚持轻度运动，从外部促

进身体循环。

然而，从2018年秋天起，刘薇感到

身体状况不佳。食物疗法也到了极限。

刘薇的肾功能下降到2.7%(

正常人是百分之百)，症状

有浑身疲乏、不能吃饭、没

有小便、无法集中精神，也

就是尿毒症。去医院，医生

说，已经非常了不起，从被

宣告应该透析起，至今已10

年，从前还没有过这样的先

例。就连医生都说向刘薇致

敬。

日本每8个人里就有

一个人有肾脏疾病，而遗憾

的是，肾脏是沉默的脏器，

一旦查出，已经是肾功能不

全。肾脏功能一旦不全过，

就没有恢复的可能性。

12月起，刘薇开始了

透析生活，一周三次，每次

四小时。每次在透析时，刘

薇都血压升高到200以上。

从第一次透析到移植手术，

刘薇一共透析了88次。

每周三次的四个小时

透析时间，听上去仅仅是去

医院作治疗，知道日本医院

之清洁温馨的人难免会认为仿佛是多了

一段安静休息时间，其实并非可以坐在

那里休闲，因为过敏症状，眼睛肿得无

法看书。血压升到200，手脚感到僵硬

，行动不便捷。这也是很多透析患者行

走需要拐棍的缘由。刘薇用拉小提琴来

算作自己的康复训练。

除了透析，是否还有活路？

生活在山梨县八之岳的刘薇夫妇，

1月来到东京医院就诊。

在结婚20年的过程中，樱井多次说

，以后(当你的肾功能衰竭)我给你一个

肾脏吧。

事实上，由于樱井体重，并不符合

肾脏提供者的条件。一直以来准备给刘

薇移植肾脏的是刘薇的父亲。2018年4

月刘薇住院时，在海外留学的女儿给刘

薇打来电话说，我可以给妈妈一个肾。

当时，刘薇的弟弟正在旁边，弟弟说，

还有我呢，我给你换肾吧。丈夫樱井感

慨地对刘薇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

被这么多人深深爱着，刘薇也深深

感受到了幸福。

其实默默做好了准备

樱井体重比较重，结婚后，虽然他

承认妻子依靠食物疗法维持着肾功能不

全但正常生活很不容易，但他认为自己

并没有必要也这样注重饮食健康，所以

，他是一位胖胖的先生。当2019年1月

，二人为了咨询移植手术而到东京的医

院，在体检后，看着手中的数据，医生

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体重就算了吧。

”樱井问医生，那您说，我体重减到多

少，就可以移植给她肾呢？只要有可能

，我就会努力。

樱井的体重、血糖值、BMI值都不

够肾脏提供者的条件。樱井开始了食物

和运动减肥。首先每天饮食以蔬菜为主

，不吃主食，并且每天上午健身房，下

午游泳池，再加上每天走路两万步，在

准备给妻子移植肾脏之前的几个月，樱

井几乎不在家，整天在调整身体以达到

成为合格的肾脏提供者。

半年后，樱井体重减了7公斤，终

于可以移植了。医院决定将手术日子定

在2019年11月。这意味着刘薇还要经历

痛苦的透析生活。

刘薇说，就好像有什么眼睛所不可

见的神秘力量在运作，有一天，接到医

院电话，说可以将手术日子提前，定在

了7月5日。

三个人一起的约会

7月6日，樱井在经历5日摘除一个

肾脏手术后，拔去尿管，开始可以缓慢

行走。他来到刘薇的病房探望。刘薇握

着樱井的手泪流满面，没有语言，而樱

井则对她说：“行了行了，已经过去了

，不用担心，我因为人生有你和女儿，

已是最棒的人生。果然还是该移植我的

肾脏给你，这是我的使命呢。”

一番平常语气说出的话，更是令刘

薇除了眼泪没有别的语言，“太美了。

肾脏太美了。”这是她写在SNS上的话

。

刘薇说，她的肾炎原因不明，仿佛

从出生起就已经与人不同，也许自己从

未经历过完全健康的自我。刘薇与樱井

，血型同为A+Rh，并且都是母亲是B型

，父亲是A型。刘薇不曾孕育过与樱井

的孩子，所以二人之间的抗体反应极少

。

樱井在移植给妻子肾脏后曾说“我

因为人生有你和女儿，已是最棒的人生

”——这个女儿是刘薇前次婚姻的孩子

，她带着女儿与樱井结婚。

相识时，刘薇36岁，独自带着3岁

的女儿。樱井47岁，一直单身，是一名

建筑设计师。3岁的孩子需要照顾，二

人的约会自然得带上孩子。就在第三次

约会时，女儿很自然地称呼樱井为“爸

爸”，这让刘薇也大吃一惊。刘薇因为

已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所以对于再

次结婚怀有顾虑，她对樱井说希望他不

要总是来约她。樱井对她说：“我并没

有想要从你这里获得什么答案，我只是

想帮助你。你一个人带孩子，都没有时

间做音乐吧？我带女儿去公园玩耍，你

把这时间用来作为自己的时间就好。

相处三年，每一次约会都是带着女

儿一起。刘薇被樱井的温柔大爱所打动

，三人重组了幸福家庭。

樱井从婚前就支持刘薇的音乐生活

，他现在也希望刘薇继续她的小提琴家

生活，因为“社会培养一名音乐家不容

易，应该让大家多多听到你的音乐”。

手术前，刘薇让女儿去鼓励爸爸，

女儿说，你们这夫妇太搞笑了，爸爸也

告诉我让我鼓励妈妈呢。

呵护同一个肾脏活下去

手术成功了，虽然还有各种术后恢

复的痛苦，但希望已是满满地充盈于生

活。

刘薇说她还了解到肾脏提供者有多

痛，因为同病房来了一位由妻子提供肾

脏给丈夫的患者，一夜都在喊痛，刘薇

因此更知道丈夫实际上承受了极大的痛

苦。同为手术后的痛，刘薇原是病体，

而樱井是从健康的身体里生生摘除一个

肾脏，然而当刘薇问丈夫手术是否很痛

时，答案却是淡淡的“没关系，因为摘

除肾脏所以里面内出血可能有点肿。”

对于樱井强健的身心，刘薇总是充

满敬重，在雪国金泽生长的樱井仿佛拥

有加贺平原大地的力量。事实上，樱井

的祖母活到110岁，是石川县第一长寿

者。刘薇说将要以饮食来呵护给了自己

一个肾脏的丈夫的健康。而丈夫的生活

态度总是令她钦佩，因为是一位数“一

，二，三”就立即睡着的人。

樱井说社会培养一名音乐家不易，

鼓励刘薇坚持演奏

樱井住院约一周就出院了，并且又

开始去看兴趣爱好之画展，自己也画画

儿。每次来看望妻子后回去，刘薇都说

，一点儿都不寂寞啊，你的肾在我身体

里呢。二人的对话，也围绕着今后的健

康、今后的生活，二人决定要比赛着健

康，一起度过快乐的人生。“你不用对

我好，你好好对我的肾脏就好。”樱井

说。“嗯，两个人一起好好呵护着我们

的肾脏而生活，”刘薇说。

日本丈夫为中国音乐家妻子换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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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娛樂

15歲的時候，年輕的尼古拉斯問叔叔科波拉

，想讓對方給自己壹次試鏡機會，並號稱“我要

告訴妳什麽叫做表演”，在車裏演完之後，換來

壹片沈默。畢竟此時此刻的科波拉，早就執導過

馬龍· 白蘭度、阿爾· 帕西諾和羅伯特· 德尼羅這種

級別的演員們了。

雖然想要叔叔的提攜，但為了避免裙帶關系

抹殺自己的努力，身為美漫狂人的尼古拉斯· 科波

拉，更名為尼古拉斯· 凱奇——就是盧克· 凱奇的

那個凱奇。

1982年，憑借《開放的美國學府》，凱奇正

式開啟了自己的電影演員生涯，這也是唯壹壹部

片尾字幕中出現了“尼古拉斯· 科波拉“這個名字

的凱奇電影。

他試鏡過科波拉的《局外人》（1983），不

過叔叔也沒有任人唯親，影片男主角最終給了馬

特· 狄龍。後來凱奇終於還是演了叔叔的電影，在

科波拉執導的《鬥魚》和《佩姬蘇要出嫁》（就

是《夏洛特煩惱》被指模仿的那部原版影片）中

都有所表現。

1984年，凱奇在洛杉磯碰到了初出茅廬的約

翰尼· 德普，正是他鼓勵德普走上了演員的職業生

涯，讓德普出演了演員處女作《猛鬼街》。

凱奇在各種大小影片中都有涉足，無論是主

流商業電影，還是中小規模預算的藝術電影。別

看現在凱奇被大家用“爛片王“”票房毒藥“”

欠的債還清了嗎“種種語言嘲諷，他當年可是曾

經2獲奧斯卡影帝提名，1次真正拿獎——影帝哦

，surprise！

1995年的《遠離賭城》讓凱奇將小金人收入

囊中，而2003年的《改編劇本》則讓他獲得了提

名，輸給了阿德裏安· 布洛迪的《鋼琴家》。

"如假包換"的奧斯卡影帝

2002年，凱奇第壹次執導長片電影《索尼》

，後面身為演員的職業生涯，壹直起起伏伏。影

評人對於凱奇在《戰爭之王》和《天氣預報員》

中的表現都表示稱贊，但這兩部片子卻沒那麽受

北美觀眾歡迎。

翻拍版《異教徒》（老版翻譯為《柳條人

》）口碑票房雙撲街，4千萬美元的成本沒收回

來。在漫威電影宇宙還沒開啟的2007年，改編自

漫威漫畫的《靈魂戰車》全世界範圍內拿下超過

2億美元票房！賺錢歸賺錢，影片照樣遭到了不

少詬病。

大部分商業上成功的凱奇電影，都是動作/冒

險類，比如說《國家寶藏》系列、《勇闖奪命島

》、《變臉》、《世貿中心》，他甚至還在《刑

房》裏面客串演過傅滿洲……提到《勇闖奪命島

》，凱奇與片中的另壹位男主角、近日剛剛去世

的肖恩· 康納利早就有緣分——1988年，康納利憑

借《鐵面無私》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小金

人時，正是凱奇給他頒的獎。

2013年，凱奇終於迎來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票

房之最，這壹年，由他配音的動畫片《瘋狂原始

人》上映了，口碑爆表的同時，也以5.85億美元

的全球票房，傲視他出演的其它所有真人電影。

之後的凱奇，不斷在各式文藝電影中遊走，

但並不是都能取得理想成績，比如說，跟《瘋狂

原始人》同壹年上映的《喬》就撲慘了，雖然4

百萬美元的預算已經很低了，但票房依然只有區

區236萬。影片先後在威尼斯和多倫多電影節進

行了展映，評價很不錯，但不賣座就是不賣座。

凱奇的電影開始頻頻出現在各大電影節上，

比如恐怖喜劇片《瘋狂父母》在2017年多倫多電

影節的“午夜瘋狂”單元展映，《曼蒂》出現在

2018年的聖丹斯電影節上等等。

同年，凱奇終於為動畫片《少年泰坦出擊》

中的超人配了音！他和克拉克· 肯特壹角的緣分可

是源遠流長，20多年前，凱奇本來打算在蒂姆· 波

頓執導的《超人復活》中飾演超人，甚至去試穿

了超人制服，然而這個90年代的項目至今都沒有

拍出來。有壹個名為《超人復活夭折記》的紀錄

片，講這個項目怎麽流產的，凱奇的試裝花絮也

收錄其中。

這些年來，凱奇也不斷在回應著跟“超人

“相關的問題，他其實現在依然對出演《超人》

電影感興趣，只是他已經不走大制片廠路線了，

而是壹猛子紮進了中低成本的世界中去。給DC的

動畫角色配了音，漫威也沒落下，還是2018年，

凱奇成為了索尼動畫片《蜘蛛俠：平行宇宙》中

的”暗影蜘蛛俠“。

1990年，凱奇與女朋友所生的大兒子韋斯頓·

科波拉· 凱奇出生，這個哥是個黑色金屬樂隊主唱

，長相就非常金屬，他還客串出現在了凱奇的

《戰爭之王》中，但大兒子的媽媽並不是凱奇老

婆。

他壹共結過四次婚，第壹次是與帕特麗夏· 阿

奎特（1995-2001），他倆之間的故事挺神奇，凱

奇在80年代初期，第壹天見到帕特裏夏的時候，

就向她求婚，結果把人家嚇跑了，多年之後，她

們重逢、相愛、結婚、離婚（還試圖離了兩次）

。

第二次是與貓王的女兒麗薩· 瑪麗· 普雷斯利

，凱奇是貓王的超級粉絲，在《我心狂野》中的

角色就參考了貓王的形象來演的，但是這段發生

在2002年的婚姻，只存在了107天。

第三個妻子愛麗絲· 金· 凱奇是亞裔，為他生

下小兒子卡爾· 艾爾（就是超人出生時的名字）時

才21歲，倆人是在愛麗絲打工做服務員的壽司店

認識的。這段婚姻比較久，從2004-2016，足足持

續了12年。去年3月，凱奇又在拉斯維加斯結婚

了，這壹次後悔得更快，4天之後就申請註銷婚

姻……

凱奇還幹過不少別的事兒，比如說，凱瑟琳·

特納在她2008年的回憶錄中寫道，在拍《佩姬蘇

要出嫁》期間，他曾因酒駕被捕過2次。2011年

，他還因對愛麗絲濫用家庭暴力，在新奧爾良被

捕，後來該指控被撤訴。有壹天夜裏在家裏醒來

，凱奇發現有個裸男正在他家床頭吃冰棍……警

察把這個人抓走了，但最終凱奇也沒有告他。

凱奇還因為揮霍無度而慢慢面臨入不敷出，

什麽恐龍頭骨、鬼屋、原版《超人》漫畫、城堡

、自己建的金字塔、私人飛機、隕石、蘭博基尼

、縮水人頭（就是字面意思）、小島、各式房產

、遊艇……照這個花錢法，賺多少錢都不夠用，

除了變賣房產家產，凱奇開始瘋狂接各種大小片

，來者不拒，用以還債。

身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凱奇2014年曾進軍

中國電影市場。在愛情動作片《白幽靈傳奇之絕

命逃亡》中，凱奇搭檔“天行者”海登· 克裏斯滕

森（現在也糊得壹塌塗地）所飾演的武士，為救

劉亦菲所飾演的公主，展開了壹段充滿殺戮的逃

亡旅程。據悉，影片原名《最後的戰爭》，曾經

兩次更改片名，全片沒有中文對白。

遺憾的是，這部《絕命逃亡》沒能讓凱奇擺

脫“票房毒藥”的魔咒，該片曾在首次當天緊急

撤檔，遭遇影院“壹日遊”，半年後改名再次上

映，累計票房僅有2433萬元。在《絕命逃亡》之

後，凱奇並沒有接到更多的中國電影，看來中國

市場的錢，也沒有想象中那麽容易掙。

接下來，凱奇和索菲亞· 寶特拉主演、園子溫

執導的驚悚片《鬼域的囚徒》已經在日本拍完，

目前正在後期制作中；凱奇還將首次出演電視劇

《喬· 野生》，他飾演的男主角就是今年夏天紅遍

全美的Netflix紀錄片《養虎為患》中，瘋b同性

戀邪教頭目虎王。

凱奇甚至還在新片《不能承受的天才之重》

中飾演了“尼古拉斯· 凱奇“本人！故事講述過氣

演員凱奇，不顧壹切想要在昆汀· 塔倫蒂諾（他確

實很想跟昆汀合作）執導的新片中爭取壹個角色

，還會和90年代的自己偶爾對話，那個自己會吐

槽他現在拍了太多爛片，而且已光芒不再……

盡管這不是壹部傳記片，但影片中充滿了凱

奇自身的影子，而且會致敬多部他以前的作品，

包括《變臉》《遠離賭城》《極速60秒》《改編

劇本》等。這個片兒也挺神的，本來沒打算去賣

，只是兩個編劇寫的樣品劇本，但劇本送出去後

，各方展現出了濃厚興趣，還被送給凱奇本尊看

了，凱奇還真的很感興趣。

疫情之年，凱奇的各項新作都暫被擱置，喜

愛他的觀眾依然不會放棄他。別的都不重要，讓

我們期待凱奇更多好的、不好的各種作品吧。

奧斯卡影帝與票房毒藥的奇幻人生
瘋狂電影人——尼古拉斯凱奇

環球影業的動畫片續集《瘋狂原始人2》在時隔7年之後，終於回歸上映了！
2016年末時曾有新聞報道，當年被康卡斯特集團（環球影業母公司）收購後，《瘋狂原

始人2》項目曾被叫停。但好在後來時來運轉，項目壹年之後宣布重啟，首部配音卡司尼古拉
斯·凱奇、艾瑪·斯通、瑞恩·雷諾茲等人悉數回歸，萊斯利·曼恩、凱莉·瑪麗·陳、彼特·丁拉
基等人也加入陣容。

說出來妳可能不信，為片中“瓜哥“配音的尼古拉斯·凱奇，盡管因《靈魂戰車》《國家
寶藏》《勇闖奪命島》等動作大片為人所熟知，然而第壹部《瘋狂原始人》卻是凱奇演員職
業生涯中，全球票房最高的電影，沒有之壹——影片全球範圍內拿下了5.87億美元，高於
《馴龍高手》《瘋狂外星人》等原創作品，甚至比《功夫熊貓3》都強壹些，在中國內地也獲
得了3.9億人民幣的票房。

《瘋狂原始人2》是凱奇的第8部動畫電影，第壹部動畫片續集，也是他身為演員的整整
第100部作品。

而尼古拉斯·凱奇的人生也稱得上是瘋狂！
1964年1月，尼古拉斯·金·科波拉在還算溫暖的加州長灘出生，父親是意大利血統的文

學教授，母親是舞者，擁有德國、英格蘭、蘇格蘭和波蘭血統，叔叔則是大名鼎鼎的導演弗
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當時還姓科波拉的尼古拉斯，從小就立誌要當演員，上學時期就開始
出演校園戲劇，當年的偶像是詹姆斯·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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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據英國《衛報》12月3日報道稱
，法國前總統瓦勒裏·吉斯卡德·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 Estaing
）已于周叁（2日）因感染新冠病毒後去世，享年94歲。

德斯坦9月因呼吸系統疾病入院，然後于11月再次住院。
據路透社報道，他在遭受與冠狀病毒有關的並發症後死于家中
。

吉斯卡德基金會發推文說，德斯坦周叁因新冠肺炎並發症去
世。推文說：“按照他的意願，他的葬禮將在最嚴格的家庭密切
關系中進行。”

法國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向德斯坦表示
敬意，稱他“畢生致力于加強歐洲國家之間的關系”。

據路透社報道，德斯坦在1974年至1981年期間領導法國，
通過允許雙方同意離婚和使墮胎合法化，使國家現代化。他是繼
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執政後第一個當選的法國總統。

據路透社報道，在他的總統任期內，德斯坦尋求讓法國的社
會態度和經濟自由化。

他曾負責法國高速TGV列車網絡等重大項目。
他的任期結束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他在經濟衰退期間的

連任競選中敗給了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
路透社報道稱，他在創建歐元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與

當時的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一起幫助建
立了歐洲貨幣體系。

前英國議會議員丹尼斯•麥克沙恩（Denis MacShane）寫道
：“非凡的政治生涯。我喜歡和他聊天。對我們國家完全愛恨交
加。馬克龍在很多方面都是他的繼任者。他是改變了歐洲卻改變
不了法國的大政治家，”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因感染冠狀病毒後去世 享年9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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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 萬千關注話金冠萬千關注話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11 月7 號週六中午12 時，

美南日報副社長、美南才女秦鴻
鈞來電向我查詢： 「.今天週六，
我特別往金冠酒家買廣東點心外
賣，作為到我家探訪的親友的一
份午餐。來到門前，只見大門關
上，店內不見燈光，証明金冠沒
有開門營業。為什麼金冠酒家會
在週六休息？楊兄，你人面廣，
請去瞭解一下如何。」

我聽到秦小姐這個消息，第
一個反應就是 「不可能！」 因為
早一天的週五午市時，內子大姨
才跟休士頓市一班太太團往哪裡
午食。晚上她來電跟我太太談天
說地時，還稱讚金冠酒家點心一
流，價錢公道。.這怎會相隔一天

，便休業起來？即使真的有需要
停工，也不會挑選週六，這個人
流興旺的日子，是否另有別情
......。

就在我正在衡量內情時，不
約而同有兩位金冠酒家常客，同
時也是我相識的休市友人來電找
我，細問金冠酒家為什麼週六休
業？其中有位更超想像地認為：
會不會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嚴重影
響，支撐不住，因而關門大吉？
自金冠酒家3 年前開業以來，我
便成為他的常年座上客，跟馮老
闆、William 經理、頭廚佳哥成
好友，雖然不是每天上門光顧；
但一個月下來，怎麼也有五、六
次登門進食，更不時為它們的精

良出品，而撰寫文字來宣揚，為
的是 「食不厭精，嗆不厭次」 ，
是兩千多年前至聖先師孔夫子所
擬定的飲食宗旨。眼前儘管受到
病毒侵襲肆虐，但是金冠酒家上
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萬眾一
心，搞好衛生工作、搞好食物出
品，全心全意地為上門光顧的來
自四方八面的食客服務，嬴得全
城讚譽、採聲滿堂。我逢週末入
座飲茶時，見到本地的親友，都
不時出現在金冠酒家大堂之內，
這足以証明本人 「為食書生」 ，
所言不虛。因而金冠休業，斷不
可能！

我居住在休市城外，每次要
進入中國城，非花上50 分鐘車

程不可。既然當天有眾多友好關
注金冠酒家的最新動態，我有義
務責任去了解真情實況。人急智
生，我猛想起本市紅棉曲藝社社
長雷艷芳女仕來。她的夫君黃堅
先生，乃金冠酒家開國功臣，雖
然黃兄已仙逝，但雷艷芳女仕跟
金冠酒家高層及本人，仍是深交
，我特別向她打聽一下，相信定
有答案。

果然所料不差。原來當天休
市水務局要在中午十二時左右，
來到金冠酒家的大型商塲搶介下
水道，屆時暫停供水，正是 「無
水無電，神仙難變」 ，是以金冠
酒家只得忍痛押後至下午3 時後
才開門營業。為免食家向隅，店

方在店鋪大門之上，貼上英文告
示。

「楊兄，你一向眼光獨到，
何解見不到這面英文告示？」 雷
女仕幽我一默。我馬上搶答：
「我哪有如施大意呢，我仍在城
外駕車入內。關於這段烏龍消息
，是城中友好告訴我，他們完全
沒有言及這份告示，也許他們見
不到，又或許告示貼不緊，跌在
地面上，不為人見也說不定，他
們心急向我查詢就是。」

經過今次事件，倒證明一件
事 ： 食客大家對金冠，真的是
： 「萬千關注在金冠」 呀！

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各式珠寶設計
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疫情期間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的寶石大受歡迎好評

馮啟豐馮啟豐（（左二左二）、）、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二右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一右一
），），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左一左一））出示各種寶石原形及珠寶產品出示各種寶石原形及珠寶產品。。

馮啟豐馮啟豐（（左二左二）、）、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二右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一右一
），），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左一左一））出示各種寶石原形及珠寶產品出示各種寶石原形及珠寶產品。。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二右二）、）、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聽了馮啟豐陳奕芳主任聽了馮啟豐（（左二左二））的的 「「國國
慶寶石能量講座慶寶石能量講座」」 後專程前來後專程前來 「「馮氏貿易公司馮氏貿易公司」」 參觀參觀。。旁為馮啟豐夫人鍾依君旁為馮啟豐夫人鍾依君（（左一左一）。）。

馮氏貿易公司馮氏貿易公司((66106610 Harwin Dr. #Harwin Dr. #118118))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
、、各式珠寶設計的配件材料等各式珠寶設計的配件材料等，，由長期熱心服務僑社已由長期熱心服務僑社已2020多年多年
的休士頓台聯會及客家會會長的休士頓台聯會及客家會會長--馮啟豐夫婦所經營馮啟豐夫婦所經營，，馮會長對來馮會長對來
自世界各地的寶石鑑賞及能量知識自世界各地的寶石鑑賞及能量知識，，已鑽研多年如數家珍已鑽研多年如數家珍，，也也
經常在全美各大城市參展做秀經常在全美各大城市參展做秀！！尤其珍珠的材料款式尤其珍珠的材料款式，，在休城在休城

更是數一數二更是數一數二！！在冠狀疫情爆發之後在冠狀疫情爆發之後，，為了扺抗疫情負能量為了扺抗疫情負能量，，
前來詢問寶石氣場脈輪正能量的顧客也愈來愈多前來詢問寶石氣場脈輪正能量的顧客也愈來愈多！！在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
僑委會推動僑胞卡的優惠活動時僑委會推動僑胞卡的優惠活動時，，也是最早加入支持該活動的也是最早加入支持該活動的
商家之一商家之一！！歡迎對天然珠寶設計配戴有興趣的僑胞朋友前來切歡迎對天然珠寶設計配戴有興趣的僑胞朋友前來切
磋交流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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