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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診所希望診所 (Hope Clinic)(Hope Clinic)
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全日制綜合醫療服務中心

致力於社區民眾健康與護理致力於社區民眾健康與護理

接受各種保險及沒有保險的人接受各種保險及沒有保險的人﹐﹐包括包括

Medicaid, CHIP, & MedicareMedicaid, CHIP, & Medicare

可幫助民眾申請可幫助民眾申請 MedicaidMedicaid 和和 CHIPCHIP ﹒﹒幾乎不需要幾乎不需要

費用就可以涵蓋醫生就診費用就可以涵蓋醫生就診﹐﹐住院和處方費用住院和處方費用﹒﹒

全年都可申請全年都可申請﹒﹒

服務項目服務項目 ::成人體檢成人體檢﹑﹑一切婦科醫療一切婦科醫療﹑﹑心理輔心理輔

導導﹑﹑健康輔導健康輔導﹑﹑小兒科小兒科﹑﹑產前後檢查產前後檢查﹑﹑牙科牙科﹑﹑眼科眼科

請致電預約請致電預約 :: 713713--773773--08030803 (( 中文中文 ))
HOPEHOPE 總 部總 部 :: 70017001 Corporate Dr. #Corporate Dr. #120120,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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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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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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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剛
剛踏入
牛年第

二天，2 月13 號，一個名為
「北極狂魔」，這一個 120

年以來最嚴寒的冰天雪地天
氣，迅猛間侵入德州大地，接連5 天以來，雪暴風狂，無情地摧毀
了年久失修的德州電力網，致使400 萬戶德州家庭，不分種族、不
分貧富，不管白天黑夜，一律無電力供應。 「福無重至，禍不單行
」與此同時，德州州內不少水管，也因日久失修，以至結冰爆裂。
州內至少 400 萬人無電力使用， 無食水可飲，真的是叫天不應、喚
地不聞。情何以堪？

德州今次遭到極端冷鋒吹襲，在暴風雪下，當地部份地區更錄
得 -2 C 低溫。低溫導致當地電力供不應求，不少地區停電，過百
萬居民需渡過無電的寒冬。《紐約時報》指，在暴風雪加上停電的
惡劣環境下，當地至少 31 人死亡。此外，據《侯斯頓紀事報》報道
，超過 300 名居民利用火爐及其他設備取暖時，不慎吸入過多一氧
化碳需入院治療。當中有母女2 人，更因中毒過深，傷重而亡。

德州救護服務亦未能應付大量需求，有地方政府安排了裝有冷
藏櫃的貨車，準備暫存在無電房屋發現的屍體。美國總統拜登已宣
佈德州進入緊急狀態，方便調動聯邦資源支援州政府及地方政府。
州長 Greg Abbot 亦已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州內的天然氣供應商，停
止對州外地區輸出燃料，預留給當地發電廠使用。部份地區的電力
回復正常，但電力公司呼籲民眾盡量減低使用量，避免再次停電。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FEMA) 亦已調動發電機及其他救援物資
前往德州，應付當地電力及寒冬危機。

美國廣播公司指，今次大停電是由於州內基礎設施老化，不少
零件已有 50 年歷史、日久失修。電力公司發言人亦向《彭博》表示
，今次停電危機的主因，是當地的天然氣發電設施無法在低溫下運
作。不過州長 Greg Abbot 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卻將矛頭指向潔淨

能源政策，將停電歸疚於風力發電系統，該說法獲多名共和黨人轉
發。事實上，德州風力發電只佔當地 10% 的發電量。

FiveThirtyEight 高級科學記者 Maggie Koerth 在美國廣播公司播
客節目解釋： 「我們在全美各地的電網都並非最新設計的系統大家
所談論的是個會隨時間演變的設施，但實際上一直無人為此周全計
劃。電網內有不少功能表現不完美，但大部份時間運作正常，直到
它失效時就引發大問題了。」

電力不足亦影響抗疫計劃，當地有新冠肺炎疫苗儲存設施停電
，有 8,000 劑 Moderna 疫苗受影響，當地衛生部門需在短時間內尋
找大量民眾接種。此外，德州州政府亦指原定本周抵達的 40 萬劑疫
苗，最快於當地時間周三才會送到當地。德州過去 7 日就每日平均
錄得約 6,006 宗新確診個案，比上周低，但新增個案減少相信是受
暴風雪影響、測試減少所致。

美媒當地時間廿一日報道稱，冬季惡劣天氣，已經致使全美七
十人死亡。美國總統拜登批準德州進入重大災難狀態，並命令聯邦
部門協助當地的雪災應對和援助工作。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
道，在重災區的德州，根據該州環境質量委員會發佈的消息，截至
當地時間二十日，該州超過一千四百個公共供水系統中斷供水，這
使該州一百九十個縣約一千四百四十萬人的用水受到影響。另據全
美停電信息網的數據，全美因惡劣天氣導致的斷電用戶總數，超過
廿二萬戶，在德州有超過四萬三千戶家庭和企業斷電。在受到惡劣
天氣影響的諸多致死案例中，包括有全國各地的車禍、一氧化碳中
毒、溺水、房屋火災和氣溫過低等多種情況。

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的五名民主黨人致信得州州長格
雷格·雅培指出，今次的事件表明，災難的準備工作，存在重大缺
陷，必須採取更多措施來保護受冬季停電影響嚴重的社區及國民。
德州本應是美國國內最不可能出現大規模停電的州份之一。因為它
是少數有自己電網的州份，供電自主性很強；當地也是美國最大的
能源出口州份，理應有最充足手段應付當地的供電需求，但偏偏德
州卻出現大規模停電，當地政府責無旁貸。

《紐約時報》一篇題為《德州原可保持供電》的評論文章指出
，早在一周之前，德州已廣泛預測會有超級寒潮來襲，但期間州政
府以及德州能源穩定委員會無動於衷。至二月十七日，州長在大停
電後，才下令州內所有天然氣生產商不能將天然氣輸出州外。由此
可見，這種大停電，本應是可避免的災難，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
是人禍。

據報道，德州一戶人家試圖用汽車取暖，結果導致一名成年女
子和一名八歲的小女孩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就在德州民眾為政府常
年不作為表達不滿時，德州科羅拉多市的市長博伊德語出驚人，發
文稱：“我們不欠你和你的家庭甚麼。當地政府的責任不是在這種
困難的時候給你們提供幫助！生存還是死亡是你們自己的選擇！市
和縣，以及電力供應商或任何其他服務方對你們沒有任何虧欠！”

博伊德表示，尋求救濟的人讓他“感到噁心和厭煩”。
被斷電的居民家裏冷，沒被斷電的居民心裏冷。據美國媒體報

道，一些德州居民收到了供電公司的天價賬單。居住在德州達拉斯
附近的居民阿莫斯說，自己上個周末的時候突然收到供電公司的賬
單。她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自己單日電費已經達到四百五十
美元，到了二月十七日，她的當月電費已經達到二千八百六十九美
元。與此相比，她說自己去年二月電費才三十多美元。為何會出現
如此荒誕的局面？阿莫斯說，歸根結底是供電公司太貪婪。

當地時間二十日，白宮發佈聲明稱，美國總統拜登已於十九日
宣佈德州存在重大災難，批准該州宣佈重大災難狀態，並命令聯邦
政府提供援助，以支持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應對冬季風暴的恢復工作
。德州遭遇的雖是自然災害，但若不是重大政策謬誤，災情不會這
麼嚴重。但從德州州長艾波特以下的官員非但不擔起責任，還推說
是綠色能源造成德州電網癱瘓、激進的環保人士要為數百萬人摸黑
受凍負責云云。

單就本次寒潮災難來講，我認為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不願在民
生領域傾注資源，精英階層視百姓如螻蟻草芥，純粹資本逐利，才
是造成這次災難發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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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看牛年十二生肖運程（下）

上週週日2 月21號，乃年初十，際
此牛年佳節伊始，本書生誠心向諸君介
紹今年牛年十二生肖的運程。因為紙短
話長，難以在單日中全部寫出，故我只
能先行撰寫7 個生肖。到了今天2 月28
號年十七， 「易易發」大好日子，再續
前文，介紹餘下的5 個生肖的動態。

生肖8屬鼠人士今年的吉星有歲合
、文昌；凶星則有︰病符、陌越屬鼠的
朋友今年與太歲相合，因此有 「歲合」
星幫助，容易與高層、老闆有交流，表
現自己賺取機會；同時，有 「文昌」星
，有利讀書進修，所以可以考慮今年加
強本身事業的專業知識，或考取相關牌
照，自是事半功倍，同時亦有利文職工
作。
但要留意本年亦有 「病符」星，易有傷
痛疾病之事，還有留意生育功能問題，

而腰腳的傷患也是復原較慢。最後是
「陌越」，面對更多陌生環境，困難阻

礙較多，要比其他人花更多精神時間體
力方能達成目的。整體來就，在工作上
易有調遷之事，個人方面需要努力學習
、不斷裝備自己才有成果注意：龍蛇多
是非 ，馬仔羊女易有桃色糾紛。
9。屬龍的朋友今年的吉星有︰太陰、
唐符；凶星則有︰歲煞、貫索、勾神。

今年是犯太歲年份，要多留意長輩
健康，同時凶星上有 「歲煞」星的出現
，亦代表今年的 「三煞位」。另外，在
「貫索」及 「勾神」星的影響之下，工

作上易有迷茫、喘不過氣來的感覺，而
在個人健康上出現健忘、呼吸系統問題
。同時， 「貫索」有被綑綁的意思，所
以做事上易被管束，更甚會有官非之事
上身。
尤幸今年有力量較大的 「太陰」及 「唐
符」兩顆吉星幫助； 「太陰」代表有貴
人暗中幫助之外，亦建議做事宜轉為低
調、三思而後行；而 「唐符」則有官運
，以至在職權有所提升。綜合以上，本
年做事方針宜低調、穩健，愈急愈快，
只會令自己愈做愈亂，反而有時候 「慢
慢嚟、會比較快」。
10。屬蛇的朋友今年的吉星有︰三台、
國印；凶星則有︰天哭、官符、五鬼、
指背。

今年是合太歲的年份，但是吉星不

是太多。當中有 「三台」、 「國印」
兩顆吉星，兩者均對工作上有高層幫
助，以及職權上的提升，當中尤以從
事教育、社工等工作的人更有利。然

而，今年有四粒凶星。當中有 「天哭」
星，代表個人容易情緒低落、有不愉快
事情。至於 「官符」星，易官非訴訟、
被人投訴之事。而 「五鬼、指背」，有
破財、口舌是非之餘，更甚有被排擠的
影響。綜合以上，今年屬蛇的人與 「是
非官非」十分有緣份，建議最好少說話
多做事，不妨多找屬猴的人合作或傾訴
，借助他們的 「天喜、紫微」的力量，
幫助你解決問題、舒緩情緒壓力。11。
屬馬的朋友今年的吉星有︰天廚、月德
、玉堂；凶星則有︰咸池、桃花、小耗
、六害、死符。

今年是犯太歲的年份，相比起其他
生肖，有較多凶星。當中有 「咸池、桃
花」，在感情上易被誘惑，單身人士小
心 「桃色陷阱」，同時令已婚及拍拖中
的朋友，容易與人發生曖昧關係，小心
擦槍走火。

另外有 「小耗」星，常有破財機會
，或用錢態度疏爽。而 「六害」星則是
小人是非、親人不和的影響。最後的
「死符」星，令人固執硬頸，同時身體

易有毛病。尤幸，尚有三顆吉時幫助。
本年有 「天廚」代表飽嘗美食，也可以
改變飲食習慣，幫助調理身體。另外，
「月德」吉星幫助緩衝問題，而由於
「月」屬陰，亦可以多行善事積德，此

外，還有 「玉堂」星賦予冷靜理性，幫
助斬斷煩惱慾念。綜合而言，屬馬的朋

友今年雖然桃花緣重，但小心因為這株
桃花而對家人、朋友、錢財也蒙受損失
。
12。屬羊的朋友今年的吉星有︰地解；
凶星則有︰歲破、大耗、闌干、月煞。

屬羊的朋友，今年正沖太歲，所以
凶星比例佔多數。當中有 「歲破」星，
基本上得罪太歲都是諸事不順、破財傷
人，不被老闆高層重用。另外有 「大耗
」星，代表大型開支，同時令個人體力
、精神、時間消耗更快更多，以至長輩
健康也會轉弱，要多加留意。在諸事不
順的情況下，再有一夥 「闌干」星從中
阻隔， 「一波三折」的情況時有發生。
而 「月煞」星，亦會令人易有桃色糾紛
，以至女性會多一重疾病的影響，要留
意腸胃、婦科的問題。吉星方面，今年
只有一顆 「地解」星，有化煞作用。可
以藉此加強與同事下屬、朋友聯繫，增
強助力。而對於女性在治療方面也有好
處。另一方面，從事裝修、建築業的朋
友同樣有利。所以今年宜打好根基，為
將來順勢時做好準備。

我利用兩個週日專欄，介紹 12 生
肖今年的運程動向，僅供大家參考，作
為今個新歲茶餘飯後的一個熱門話題，
信者可視作今年的指路明燈。不信者亦
無傷大雅，只要行得正、企得正，定會
逢凶化吉，順水順風。
今天我已經六、七十多歲的人了。
說生命過半，毫無懸念；說餘生還長，
不可預算！
也許百年不止百歲、 或許明天就是百年
。

對個人來說，已度過了漫長超過一甲子
；
對歷史而言，只是飄過了一絲雪花的瞬
間！

我們這一群同齡人，曾有過理想、
作過美夢，尤幸沒有經歷過飢餓、嘗試
過苦難，兒時有過“樓上樓下、電燈電
話、三轉一響、西裝革履”的期盼，成
長後，也享受過電視、傳呼機、電腦、
手機的社會進步的果實；

幾十年間，曾享受過越上青天（飛
機）、陸上飛彈（地鐵），超越了中國
歷代帝王的待遇，近期更可變空間隱身
（網絡）、又可以超然亮像（視頻）糾
結了千古神仙聖賢的智商！

從當年騎自行車出門的美感、到如
今駕駛汽車、乘飛機出行的平常； 從漂
洋過海的環球旅行、到曠世縹緲的虛無
網游； 我們這一輩，人生經歷跨越了幾
千年、生活品質超過了無數代！

而如今，從作兒孫到了當祖輩，從
童音朗朗到了白髮蒼蒼， 從踢足球跳皮
筋、到了太極拳練氣功我們漸漸老了，
我們將走向永恆！ 但是，我們值得了，
我們該知足了！因為我們這一輩，沒有
經歷兵荒馬亂的戰爭、沒有流離顛沛的
逃亡、沒有國破家亡的痛泣、沒有妻離
子散的悲傷！雖然國有不平，我們基本
生活無憂；那怕世有不公，我們安全逍
遙自在。偶有辛勞，卻是為了兒孫！雖
有苦衷，總還對得起人生！沒有磨難，
沒有劫後餘生的苦況！

新的一年，我們要放飛夢想、 撫平
心態，笑看天下！樂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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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 美南最大的升學留
學諮詢機構 「美金榜教育集團」近期將
推出 AP 備考強化班，很多家長及學子
都很想知道，為什麼要上 AP 輔導課？
眾所周知，美金榜的老師們一直竭盡所
能的在幫助莘莘學子們申請上理想的大
學，自從疫情爆發之後，申請大學狀況
多變，在美金榜老師們的努力之下，喜
訊頻傳，然而，從各種變化中歸納出結
論，未來申請大學 AP 考試更加舉足輕
重。

2021年秋季入學的大學申請在各種
不確定中已經過了一半，很多小伙伴們
已經獲得了夢校的錄取。從目前美金榜
所獲得的實際錄取數據看，雖然絕大多
數大學採取了test optional的政策，但是
並不意味著標化就不作為衡量錄取的條
件了，相反更多標化成績進入評估系統
。

最明顯的，就是 AP 考試所起到的
作用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除了為人熟
知的GPA加權，大學轉學分的作用，在
大學申請的競爭力上也更加重要。比如
，紐約大學明確表示 3 門 AP 統考成績
（3分以上）可以代替SAT成績。不同
學校的評分標準不同，因此GPA的橫向
比較十分困難，標化成績是一項必不可

少的標準。

只不過，大學放寬了標準，給了學
生更多選項，比如SAT, ACT, AP, IB等
。此外，三門AP成績（3分以上）可以
獲得AP Scholar的榮譽。美國大學理事
會（College Board）2021 年 1 月 19 日宣
布，將取消該機構負責管理的SAT單項
考試，讓學生失去了一個展現自己學術
能力的機會，使得 AP 考試更加舉足輕
重。

綜合以上所述，美金榜建議：在眾
多學生利用test optional的時候逆流而上
，拍出你的漂亮的 AP 成績，絕對會使
招生官眼前一亮：不僅證明你響噹噹的
學術能力，而且展示了你勇於接受挑戰
的品質！

備考 AP，從來沒有像今天如此有
價值，趕緊行動起來吧！

2021 年春季 AP 備考強化班 （4 個
週末，12 (15)小時授課+家庭作業）：
AP English Language & Composition: 4/

3, 4/10 4/17, 4/24， Saturdays, 8:00
am - 11:00 am, Central Time

AP English Literature & Composition:
4/4, 4/11, 4/18, 4/25， Sundays, 8:00
am - 11:00 am, Central Time

AP Calculus AB/BC: 4/3, 4/10 4/17,
4/24， 5/1 (BC only) Saturdays, 12:00
pm - 3:00 pm, Central Time

AP Physics 1: 4/4,
4/11, 4/18, 4/25，
Sundays, 12:00 pm -
3:00 pm, Central
Time

AP US History: 4/
3, 4/10 4/17, 4/24
， Saturdays, 4:00
pm - 7:00 pm,
Central Time

AP World Histo-
ry: 4/4, 4/11, 4/18,
4/25， Sundays, 4:
00 pm - 7:00 pm,
Central Time

課程介紹：

時間：週六或週日
課程結構：4 次大課，每次 3 小時

，外加課外作業
授課內容：CB 考試大綱知識點回

顧，考題分析和考試技巧，課後練習技
能

課外附加值：大約一小時課外模考
作業

授課老師
Kieran Lyons 博 士 ： AP English

Language & Composition、 AP English
Literature & Composition
Kevin Liu: AP Calculus AB/BC、 AP
Physics 1
Mallie Brossett： AP US History、 AP
World History

Lyons 博士，美金榜教學部主管，
英語專業博士，萊斯大學校友。超過十
年英語教學經驗，包括 SAT 英語、AP
英語、英語寫作、文書寫作等課程。耐
心、細心，善於總結考試規律，教授學
習方法，教學成績卓然，深受學生好評
。 Lyons 博士根據 collegeboard AP 教學
大綱，以考試真題為基礎，結合自己的
教學經驗和學生反饋，開發出自己獨特
的教學課程，集應試和提高英語能力為
一體，教給學生一套行之有效的學習方
法，使 AP 備考工作事半功倍，考出好
成績。

Kevin Liu, 畢業於上海交大和北大
，理工碩士，有著深厚的數學功底。劉
老師多年來一直進行SAT/AP數學和物
理的教學，學生大多為洛杉磯地區的高
級知識分子和白領的華人子女，經過他
輔導的學生大多獲得SAT/AP數學和物

理滿分。用他自己的話說，學生考不了
滿分他都覺得不好意思。自信和水平可
見一斑。劉老師課程講解循序漸進，邏
輯性強，挖掘每個知識點，完全做到學
習無死角，讓學生從對原理的模棱兩可
達到完全理解的程度，最終取得理想的
考試成績。

Mallie Brossett, 佐治亞大學博士研
究生，歷史和國際關係專業。在大學和
高中兼職教授 AP 歷史、美國政府和政
治等科目，五年以上教學經驗。 Mallie
深入研究了CB教學大綱，開發出自己
獨特的教案和教學方法，工作細心耐心
，對 AP 歷史相關係列課程的考試經驗
豐富。

美金榜教育集團
美 金 榜 教 育 集 團 英 文 名 To The

Top Education Group，是美國本土、美
南最大、美國教育機構認證的升學諮詢
公司，也是TACAC/德州大學招生委員
會成員、NACAC/全美大學招生委員會
成員。美金榜教育集團為一對一精准定
制的高端升學服務，專精初高中、本科
、研究生申請及提前規劃、高端夏校，
SAT/ACT/AP輔導培訓，獎學金與財政
援助申請。

區域辦事處詳情請聯繫我們:
AP備考強化班報名註冊: https://tinyurl.
com/55bc9ojj
微信：lonestar2012；HeOu88；lidaqd；
客服部：info@ToTheTopEducation.com
美金榜官網：www.ToTheTopEducation.
com

未來申請大學未來申請大學APAP考試更加舉足輕重考試更加舉足輕重
美金榜教育集團推出美金榜教育集團推出APAP備考強化班備考強化班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總統拜登今天
（2 月 26 日）親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這是他
上任以來首次前往主要災區，這裏本月遭受了
殘酷的冬季暴風雪的襲擊。

總統的第一站是哈裏斯郡緊急行動中心，
在到達前警犬在街道停放的車內搜索是否有炸
彈，到達時受到街邊民眾的歡迎。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代理局長鮑勃·芬頓
（Bob Fenton）以及州和地方緊急情況管理官員
作了簡報。

拜登聽取了緊急情況官員的簡報，並感謝
所有工作人員所做的“上帝的工作”。

休斯頓地區成千上萬的居民仍然沒有安全
的水，當地官員告訴拜登，許多人都在掙紮。

德克薩斯州在上週末暴風雪中遭受的打擊

尤其嚴重，該暴風雪席
捲了多個州。異常嚴酷
的條件導致廣泛的電力
中斷和冰凍的管道爆裂
並淹沒了房屋。數以百
萬計的居民失去了溫暖
和自來水。

德克薩斯州至少有40人死於暴風雪，盡管
天氣恢複到正常溫度，但仍有超過100萬居民被
命令煮沸水後才可以飲用。

在暴風雨的最高峰，美國第叁大郡哈裏斯
郡逾140萬居民沒有電，而有350萬人處於缺水
狀態。

國土安全部說：“總統向我們表明的非常
清楚，在這樣的危機中，我們有責任為美國公

民提供及時而有力的聯邦支持，我們必須確保
官僚主義和政治不至於阻礙本次的救援活動。
”

在休斯頓陪同拜登訪問的人員包括顧問利
茲·舍伍德·蘭德爾（Liz Sherwood-Randall）、
德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共和
黨參議員約翰·科甯（John Cornyn）、休斯敦四
位民主黨國會議員以及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
特納（Sylvester Turner ）和哈裏斯郡郡長莉娜·

伊達爾戈（Lina Hidalgo）。
在離開休斯頓之前，拜登還計劃慰問休斯

頓食品庫並參觀由聯邦政府運營的NRG體育場
的大規模冠狀病毒疫苗接種中心。

拜登週四紀念他上任以來進行的第5千萬次
COVID-19 疫苗接種，這是他在任職 100 天時
實現1億劑目標的一半。為了慶祝這一活動，人
們默哀片刻，以紀念本週早些時候因該疾病而
死亡的50萬美國人死亡。

拜登總統調查了德州的暴風雪破壞情況拜登總統調查了德州的暴風雪破壞情況
感謝緊急救援人員所做的感謝緊急救援人員所做的““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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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玛特做的玩具仿佛有一种魔力

。

这家公司做的玩具，几乎清一色都

是面无表情的搪胶人偶，其中最受欢迎

的那个叫Molly。2016年8月，泡泡玛特

推出第一个“MollyZodiac”盲盒系列。

天猫旗舰店上线当天，200套预售产品

在 4 秒内全部卖光。2019 年，单单是

Molly一个玩具就卖出了4.56亿元。

为这些玩具买单的人，并不是小朋

友的父母，而主要是18-24岁的年轻女生

。她们把泡泡玛特买成了一家年收入十

几亿的公司，也让盲盒潮玩成了跟汉服

、JK、Lo裙相媲美的“少女破产四坑”

。

平时只爱喝茅台的中年人，还没搞

懂这个小小的玩具为什么会受到年轻女

生的欢迎，泡泡玛特就要在明天在香港

上市了。

而就在上市前一天，中年人一边说

看不懂年轻人炒玩具，一边把本来估值

500亿的泡泡玛特在券商的暗盘中炒到

了超过千亿市值。

那么，问题来了：

1. 潮玩跟玩具有什么差别？

2. 盲盒是一种怎样的商业模式？

3. 为什么泡泡玛特的玩具那么受欢

迎？

泡泡玛特在招股书中，把自己定义

为：中国最大的潮流玩具公司。

一般来说，玩具是给小孩子玩的，

例如芭比娃娃；而潮流玩具则是成年人

买来摆的，例如HotToys的钢铁侠。不

同的时代其实有不同的潮玩，就像以前

的君子兰、邮票等等，都具备外观好看

、社交话题、收藏价值等属性。

现在一年赚十几个亿的泡泡玛特，

把自己称为潮玩公司，实在是太谦虚了

。

最近几年是全球玩具行业的至暗时

刻，不管是给小孩子做玩具的，例如做

芭比娃娃的美泰（Mattel）、做乐高玩具

的凯知乐（Kidsland）、卖玩具的玩具反

斗城（ToysRUs），还是给大人做漫威

、DC潮玩的Funko，在这些公司里，活

得最好的Funko，净利率也不超过2%，

活得最惨的反斗城2017年就申请破产。

玩具巨头们过上穷日子，一大原因

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可以玩的东西实在

太多。全球玩具行业的零售额在2012年

就达到800亿美元，之后就停滞不前，

到了2018年，行业规模还是800亿美元

。在这样的存量市场里，手上拿着一大

堆IP、又有美国极其发达的影视娱乐工

业加持，玩具公司的日子尚且惨淡，做

代工、制造的中国玩具厂家就更惨了。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出口国

，世界上卖的玩具，90%是中国制造。

对于玩具，国内厂家早就是想怎么造就

怎么造。可是话虽如此，国内玩具行业

的格局极其分散，缺少实力强大的龙头

企业，以利润来算，国内玩具市场前5

大和10大厂商的总市场份额均不到美国

和日本的三分之一。

这是因为，国内厂家多数都是代工

，为国外品牌生产，在玩具生产、销售

的整体过程中只能分得其中极小的利润

。例如售价9.9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工

厂只能赚0.14美元。

在时代潮流和竞争结构的双重夹击

之下，泡泡玛特在老老实实做玩具和卖

玩具的时期，也是碰了一鼻子灰。

2010年，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去

香港逛街。在一家时尚超市里，看到消

费者们拎着购物篮，把化妆品、玩具、

文具等商品一股脑地放进购物篮，他觉

得发现了新大陆：这是一种内地当时还

没出现的商品集合店。

回到内地，王宁把这种模式照抄了

一遍。泡泡玛特开门店，不光卖玩具，

还卖家居、数码、零食等等，还组了一

个买手团队，到全球各地挖掘潮流玩具

和百货。到2016年底，一共开出了84家

门店，大部分在一二线城市的购物中心

里。

在电商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在线下

店卖标准品，那当然是亏成狗了。2014

年、2015年、2016年1－5月，泡泡玛特

的营收分别为1703.21万元、4537.53万元

、2942.61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77.29万

元、-1598.04万元、-2483.53万元。

在亏得一塌糊涂的日子里，王宁有

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一款名叫Sonny An-

gel的日本盲盒玩具，占了门店销售的大

头。

Sonny Angel有着光溜溜的身体和凸

凸的小肚子，双手乖巧地放在身体两侧

，背后还有双天使翅膀。2014年，Son-

ny Angel贡献了三分之一的收入，2015

年贡献了三分之二。

Sonny Angel不止在泡泡玛特卖得火

，在老家日本更火爆，自2005年诞生后

，发行了超过600多款造型，而且销售

方式不是开门店来卖，而是用扭蛋机、

盲盒的方式来卖。

这给了王宁新的创业灵感。2016年

1月9日，王宁发了条微博：“大家除了

喜欢收集Sonny Angel，还喜欢收集其他

什么呢？”一半的回复指向了一个王宁

没有听过的名字——Molly。

后来，一位泡泡玛特高管把这条微

博底下的评论形容为“价值一个亿”。

王宁赶紧带着团队飞去香港拜访

Molly的设计师王信民。用王宁的话来说

：“他已经是玩具圈子里最头部的艺术

家了，但对我们来说，相当于遇到在酒

吧唱歌时期的周杰伦。”

在王宁找到王信民的十几年前，

Molly就已经被设计出来了。

Molly是一个嘟着嘴巴，长着蓝色大

眼睛，没有表情的小女孩形象。在被泡

泡玛特发现之前，就是在香港的常规门

店卖，销量并不好。

当2016年泡泡玛特去香港找王信明

合作的时候，就提出由王信明设计，泡

泡玛特负责从开模、生产到宣传的所有

其余环节，并仿效Sonny Angel，用盲盒

的方式来卖。

所谓“盲盒”就是一个个装着款式

不同的玩偶的盒子，这些盒子的外在包

装一样，在用户买到、拆封之前，不知

道里面装的哪一款。

2016年 7月，泡泡玛特推出第一套

Molly产品，Molly Zodiac。在天猫旗舰

店上线的当天，4秒钟的时间里，200套

预售产品就全部卖光。此前年年亏损的

泡泡玛特，从此走上了开挂的路。

2017 年，找到盲盒大法的泡泡玛

特，第一次实现了年度盈利，156 万

元。到了 2018年，双十一当天在天猫

旗舰店就卖出 2700 万元；2019 年双十

一，卖出了 8212万元，在天猫玩具大

类中排名第一，远超Funko、乐高等国

际品牌。

Molly没有任何故事，跟它材质、体

积近似的玩具售价通常低于10块，而它

却能卖59块一个，还能在天猫上卖得比

漫威、迪士尼、乐高的玩具好，一大功

臣就是盲盒。

泡泡玛特设置的盲盒有两种，普通

款和隐藏款。以Molly为例，普通款有

12个不同的常规造型，一箱12盒，抽中

率为1／144。隐藏款只有1个造型，抽

中率为1／720。如果想要集齐一套，用

户必须重复购买，跟麦当劳的开心乐园

餐每次送不同玩具是一个意思。

买玩具不一定刺激，但变成抽奖就

刺激多了。抽盲盒让人有了一种未知的

惊喜，尤其在抽到隐藏款那一刻，可能

比喝茅台还爽。

抽奖一时爽，一直抽才能一直爽。

根据泡泡玛特招股书的披露，2019年，

320万注册会员的重复购买率高达58%，

确实有很多人在抽了一个之后，就想集

齐一整套；有了一整套之后，就想要隐

藏款、限量款。

1000亿的泡泡玛特和盲盒里的95后

找到金钥匙的泡泡玛特，当然不会止步

于天猫和门店。泡泡玛特目前有零售门

店、天猫店，还有小程序泡泡抽盒机、

二手玩具交易平台葩趣、线下盲盒机

（招股书里称作“机器人渠道”）等渠

道。

其中收入增长最快的，是微信小程

序。在“泡泡抽盒机”里，用户不仅可

以在线抽盒，还有一套完整的积分系统

，用户在180天内的消费金额会被分成

1-4级，最高的4级用户可以拿到12张

“泡泡抽盒机显示卡”。

也就是说，只要肯氪金，盲盒就不

盲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凭借这种对用户上瘾的极致开发，

小程序的收入突飞猛进：从2018年9月

推出以来，从2018年的2300万收入，增

长到2019年的2.71亿元，超过了天猫的

2.51亿。

上瘾又上头，盲盒就是“后浪”的

茅台。

1000亿的泡泡玛特和盲盒里的95后

在去年底，泡泡玛特的首席营销官果小

，在一次活动中公布了核心用户画像：

75%为女性；32%的人是95后；90%的人

月收入在8000元-20000元之间。

打铁还需自身硬。盲盒再刺激，也

得首先让别人对盲盒里的东西有期待才

行，不是随便放什么东西进去盲盒，年

轻女生就会买单的。

王宁找到王信民的时候，曾经想让

王信民把Molly的嘴角往上拉一拉，从

毫无表情变成一个微笑表情。

王信民说：不行。

正是这种设计，成就了Molly。形象

人畜无害，脸上难见悲喜，这几乎可以

说是一二线城市20来岁且收入较高的年

轻人的日常写照——

（1）累觉不爱。20多岁，能在大

城市立足，而且有8000元-20000元月收

入，除了少数家里有几十套房可以收租

的人以外，这样的收入水平往往意味着

工作强度极大的996。而在996之后，注

意力集中度下滑，身体疲惫，就成了脸

上无表情的样子。

（2）需要短平快的刺激。都是潮玩

，Molly跟钢铁侠不同的地方在于，Mol-

ly没有故事，这反而是一个优点：如果

有故事，用户还要看完一大堆漫威宇宙

，而现在年轻人连看个片都要2倍速了

，还是没有故事，一来就直接上盲盒最

好。

在泡泡玛特发家致富的这几年，也

正好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飞速崛起的

时期，年轻人的时间变成了碎片，拖着

疲惫的身躯寻找即时的刺激。

这一切，王宁看在眼里。他曾经说

，买盲盒就像买冰淇淋，存在的意义就

是让消费者获得5-10分钟的多巴胺。

为盲盒一掷千金的年轻人，买到了

刺激，但不一定买得到快乐。

1000亿的
泡泡玛特

和盲盒里的

95后

2018年12月21日，北京的冬天一如既往的寒冷。

但在这天清晨6点的西单大悦城门外，却有两千多人排起了长龙，他们打算在寒

风中再等4个小时，等大悦城一开门就冲进去买一款玩具：泡泡玛特的新款公仔。

这些来买玩具的人，不是需要哄孩子的父母，而是以95后、00后为主的年轻人。

这种场面，对泡泡玛特来说已经不算新鲜。在2018年4月，泡泡玛特在上海举办

展览会，同样是上千人提前足足4天4夜在会场外面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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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變者》 Netflix原創出品

的《異變者》，是日本恐怖大師

清水崇最新的科幻驚悚新作。影

片改編自〈殺手阿一〉漫畫家山

本英夫的同名邪典漫畫，邀來日

本影帝綾野剛和人氣男星成田凌

互拚演技。影片講述綾野剛的流

浪漢，在接受出身名門的醫大生

成田凌的實驗手術後，左眼竟然

開始能看到各種類型的怪物，揭

開別人內心深處的祕密，而他失

去的過往記憶也逐漸浮現。

《 破 碎 的 瞬 間 》 （My
Blood & Bones in a flowing
Galaxy） 作品類型橫跨奇幻、

恐怖、喜劇的日本鬼才導演SA-

BU，這回改編同名輕小說的新作

《破碎的瞬間》，講述夢想成為

英雄的高三男孩，出手相助被霸

凌的學妹，沒想到學妹竟說一切

都是「幽浮」在作祟，身上還有

莫名傷痕，似乎連她的家人也有

不為人知的一面。新生代明星中

川大志、石井杏奈，以及實力派

演員堤真一、原田知世聯手出擊

。融合校園霸凌、青春純愛、超

級英雄、奇幻驚悚等多種類型，

不僅峰迴路轉，更充滿感官娛樂

，前所未見。

《超越無限兩分鐘》 京都

知名劇團EUROPE KIKAKU與東

京獨立戲院Tollywood合作，導演

山口淳太把劇團的科幻喜劇狂想

搬上大銀幕。《超越無限兩分鐘

》故事講述一間平凡無奇的咖啡

店，老闆、店員和常客試圖將店

裡與二樓住宅的兩分鐘的「時差

」延長，用來預見趨勢進而飛黃

騰達。沒想到現實不可承受的逆

轉，竟指向意想不到的橫禍。全

片沒有特效輔助，卻能憑著精密

計算和天衣無縫的默契，讓線性

拍攝創造非線性邏輯，一鏡到底

也能超時空跳躍，讓動畫名導押

井守看完都盛讚不已。

《破壞之日》（The Day
of Destruction） 以《藍色青春

》成名影壇的日本導演豊田利晃

，這回《破壞之日》攜手老班底

松田龍平、窪塚洋介、澀川清彥

帶著觀眾走進神祕瘟疫壟罩的末

日日本。影片描述一處農村礦坑

發現了神祕怪物，自此瘟疫傳言

四起，一名年輕修道者閉關展開

終極修行，決心消除傳染怪物。

本片是豐田利晃在2020年 COV-

ID-19疫情當下所拍攝的作品，意

有所指之外，更暗喻日本民族的

創傷，以及對政客、掌權者和群

眾的抗議吶喊。音樂品味一流的

豊田利晃，除了邀來知名樂團

GEZAN打造主題曲，主唱Mahi-

To The People更挑樑演出年輕修

道者，充滿爆發力的演出令人印

象深刻。

《老師！你會不會談戀愛》
（You Are Not Normal, Either!
） 《水手服與機關槍—畢業》

導演前田弘二前作才讓女神橋本

環奈拿起機關槍，這回《老師！

你會不會談戀愛》則讓超人氣美

少女清原果耶指導補習班老師成

田凌談戀愛，沒想一個只會想不

敢作，一個出張嘴，兩人都是愛

情修羅場的超級魯蛇，兩個怪咖

該如何找到幸福的絕對領域？清

原果耶的青春無敵加上萌到帥的

成田凌，兩人攜手打造屬於怪咖

們的新時代愛情喜劇。

《舌尖上的高潮》（Sexu-
al Drive） 還記得《蒲公英》的

那碗神級拉麵嗎？這回輪到日本

新銳導演吉田浩太來上菜！吉田

浩太在2018年「以食喻情」的短

片《啊！好性感的納豆》初嚐滋

味後，三部曲長片《舌尖上的高

潮》終於問世。影片以一名其貌

不揚的怪大叔拎著一盒天津甘栗

貫穿三段故事，並透過牽絲納豆

的獨特氣味，麻婆豆腐的嗆辣火

爆，背脂大蒜拉麵的重擊濃郁，

以舌尖勾動情慾，借感官催化心

靈，揭開探索慾望的獨門祕方。

《三角窗外是黑夜》（The
Night Beyond the Tricornered
Window） 以《跟爺爺說再見》

獲得影展注目的森垣侑大，這回

將日本擅於BL劇情漫畫家山下朋

子的同名漫畫《三角窗外是黑夜

》搬上大銀幕。電影找來新生代

男星志尊淳飾演擁有陰陽眼體質

的書店店員，與飾演除靈師的岡

田將生一起除魔破案，一樁分屍

命案，卻為這對最佳拍檔帶來危

機。除了有最帥最腐除妖搭檔，

還有瀧藤賢一、「欅坂46」前成

員平手友梨奈攜手加入，展開一

場邪教組織、妖魔鬼怪的集體大

混戰。北川景子更在片中驚喜客

串，展現嚇死人不償命的演技。

《早安甜心歐嗨喲》（In
Those Days） 《小小夜曲》導

演今泉力哉改編自漫畫家劔樹

人自傳式作品的《早安甜心歐

嗨喲》，不僅邀來知名邊劇富

永昌敬妙手操刀，還找來松坂

桃李、仲野太賀等一線男星化

身早安家族狂粉。他們一起打

屁挖苦、泡錢湯，更在地下展

演空間說說唱唱聊偶像，不知

不覺他們也成為彼此人生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令人又哭

又笑又充滿動人情懷的故事，

帶領觀眾一起回到早安家族黃

金時代，傳說中的千禧年代。

2021金馬奇幻影展開幕片揭曉
日本恐怖大師清水崇讓綾野剛化身《異變者》

即將於4月9日展開的2021金馬奇幻影展
，今日（2/25）公布Netflix原創出品日本恐怖
大師清水崇的驚悚新作《異變者》（Homun-
culus）為本屆開幕片。以《咒怨》 「嚇」 遍影
壇的清水崇，這回將同名邪典漫畫般上大銀幕
，讓日本影帝綾野剛透過覺醒的神祕能力，和
超人氣男星成田凌一同揭開人類深藏內心的怪
物模樣。此外，影展也選入另外七部明星雲集
，橫跨恐怖、驚悚、科幻、愛情、喜劇、青春
校園等類型的日本電影，見證令人 「腦洞大開
」 的東瀛狂想。

包括鬼才導演 SABU 的《破碎的瞬間》
（My Blood & Bones in a flowing Galaxy）
，讓擁有英雄夢的學長遇見堅信一切不幸皆是幽
浮造成的怪學妹，峰迴路轉的劇情，讓人好笑好
哭又無比激動，不到最後一分鐘根本猜不到結局

。連動畫名導押井守都盛讚的《超越無限兩分鐘
》（Beyond the Infinite Two Minutes），導
演山口淳太不靠特效輔助，憑著精密計算和天衣
無縫的一鏡到底，帶領觀眾一起跳躍時空。導演
豊田利晃攜手老班底松田龍平、窪塚洋介與GE-
ZAN樂團主唱MahiTo The People挑樑主演的
《破壞之日》（The Day of Destruction），將
人們對疫情以及政府作為的憤怒轉化成橫行的惡
魔，對映全球疫情籠罩的當下，更加真實駭人

角色造型多變的成田凌，在《老師！你會不
會談戀愛》（You Are Not Normal, Either!）
成為只懂微積分、愛情卻零分的補習班老師，在
古靈精怪的女高校生清原果耶指導下，升級為超
級無敵追女仔。《舌尖上的高潮》（Sexual
Drive）用食慾把愛情比下去，納豆、麻婆豆腐
和背脂大蒜拉麵變成催情神物，用驚悚為佐料，

讓人看得食慾性慾皆大開。
還有兩部改編人氣漫畫的佳作。森垣侑大導

演的《三角窗外是黑夜》（The Night Beyond
the Tricornered Window），找來新生代男星志
尊淳與岡田將生組成最帥的除魔搭檔，魅力無邊
的兩人要讓觀眾嚇到膽戰心驚，腐到心花怒放。
《早安甜心歐嗨喲》（In Those Days）則帶著
影迷重返 「早安家族」 的黃金時代， 「日本第一
美男」 松坂桃李化身忠實鐵粉，展現前所未見的
形象和演技。

2021年金馬奇幻影展將於4月9日至18日
在台北信義威秀與MUVIE CINEMAS展開，選
片指南將在3月27日舉辦，並於3月28日正式
開賣，更多精彩片單與周邊活動訊息將陸續公佈
，請鎖定金馬官網、臉書粉絲專頁、Instagram
，或下載金馬APP，掌握第一手消息。

超萌動畫《100%小狼人》將

於2月26日上映，陪觀眾開心過元

宵。故事描述狼人家族的接班人在

成人變身之夜，竟外變身為一隻毛

絨絨的貴賓狗！為了找回狼人的外

貌和自信，他展開了一場奇幻的冒

險之旅。2/25〈四）晚上《100%小

狼人》在台北信義威秀影城舉辦首

映會，現場邀請當今超紅天團五堅

情站台，現場為了應景元宵節，推

出元宵小狼人天燈，為電影和大家

祈福，讓現場笑聲不斷。

《100%小狼人》在去年已於

國外上映，票房將近1.3億台幣，

上映後深受到大朋友小朋友們的

喜愛，不少影評也給予好評，這

次中文版更邀請到了當紅團體五

堅情合體進行配音，讓眾多粉絲

期 待 不 已 。 2/25 〈 四 ） 晚 上

《100%小狼人》在台北信義威秀

影城舉辦首映會，現場很榮幸邀

請到五堅情擔任站台嘉賓，陳零

九、邱鋒澤、黃偉晉、賴晏駒

（小賴〉、婁峻碩5人活潑的跳躍

上台，他們對於首次配音都感到

很新鮮，在配音過程看到《100%

小狼人》的畫面非常有趣，讓他

們超想看到配音成果，同時也非

常推薦全家大小一起來看。

零九現場表演當配到跌落和

被撞倒的聲音時，需要做出的跌

倒動作，讓全場笑聲不斷，他當

下立馬詢問其他五堅情成員有誰

可以做到，沒想到下一秒大家就

一起做出跌倒動作，超級搞笑；

邱鋒澤全程用他配音角色瘋哥的

聲音來與大家打招呼，讓他直呼

超累人！黃偉晉表示「雖然我平

時很瘋，但ㄟ辣姊的瘋絕對會讓

你忍不住笑著罵牠瘋狗！」他當

場展現ㄟ辣姊的發瘋程度，果真

被所有人笑著罵瘋子；小賴當場

示範狗狗如何學人類說話，教導

其他五堅情成員如何利用舌頭在

口腔裡攪動發聲，大家努力嘗試

的舉動逗樂所有人；婁峻碩開啟

心靈導師模式，讓全員能夠冷靜

下來，殊不知只維持個3秒就破

功，場面十分歡樂。

五堅情的幽默風趣，就連主

持人也忍不住說：「這還是第一次

訪問到笑到肚子很痛」，在愉快的

訪問完五堅情後，接著進入到首映

會的元宵小狼人天燈祈福儀式，今

年因為疫情讓許多元宵燈節活動取

消，因此《100%小狼人》首映會

特別推出天燈祈福儀式來應景元宵

節，五堅情在天燈上寫下各自的新

年期許，認真許願下也不忘打鬧一

番，相互偷看別人的願望，看得出

五堅情感情要好，最後並用虔誠的

心一起將天燈點亮，預祝《100%

小狼人》票房長紅，電影能在元宵

檔期開紅盤，更加希望所有人都能

平安健康！

《100%小狼人》 台北首映會 五堅情站台大聊配音趣事 笑料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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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劇集
《失憶24小時》一班演員郭晉安、譚俊
彥、湯洛雯（靚湯）、譚凱琪（Zoie）
等人26日元宵佳節返電視城宣傳，眾人
輪流玩遊戲重演劇中橋段，譚俊彥與靚
湯共舞時，靚湯表明不讓對方觸碰身體，
因為回家會被人罵。而眾人寫天燈祝福語
時，譚俊彥替靚湯寫下“Get Married”，
笑指對方秘婚沒人知道，靚湯沒好氣地表
示大家去查一下就知真相。

問到譚俊彥是否向靚湯催婚時，他
笑道：“沒有得催，他們都大個人，順
其自然吧，可能他們已簽字呢？”靚湯
戲言拍檔講說話不負責任，只要大家去
查一下就真相大白。雖然26日是元宵佳
節，但靚湯表示沒有準備，工作後會回
家陪家人。提到男友馬國明將要到深圳
拍劇，近兩個月不能見面，靚湯說：
“我都不清楚他什麼時候出發和回來，
現在有視像都不怕，不像以前要打長途
電話。”譚俊彥就分享自身經驗，表示
以前離家工作，睡覺時都會開視像，可
以讓他聽到太太和小朋友的聲音。問到
譚俊彥有否讓女兒看劇集，他笑道：
“女兒看得太投入會喊，第一集她就問
點解爸爸要離開媽咪，見到我被人打又
喊，開口說不要再看。”

譚俊彥稱小時候也有看爸爸狄龍的
演出，笑道：“我有看到他拿刀殺人，
更即時叫快點報警，因為爸爸殺了
人。”譚俊彥稱之後的劇情不能讓女兒
看，因他與靚湯有親密戲，而且他會半
裸上陣，連他自己也不想看到當時肥胖
的身形。靚湯也稱小時候有看爸爸湯鎮
宗演的劇集，日前她公開兒時與爸爸的
合照，她笑道：“有網民讚他是小鮮
肉，我條眉跟他是一模一樣，細個被人
笑是紫菜眉，搞到我會喊，後來潮流興
粗眉才覺得有用。”笑指靚湯突然出賣
爸爸甫相，她說：“相片是爸爸傳給我
的，他說幾靚應該是讚我的。”

郭晉安被囡囡問為何說謊
郭晉安與譚凱琪都表示有讓小朋友

看電視追劇，安仔稱女兒會看到笑，但
因已復課只能讓她在周末、周日重溫。
安仔說：“女兒對娛樂圈是比較敏感，
覺得唱歌跳舞是好神奇的工作，有時見
我做戲會問點解爸爸要講大話呃人，如
果讓她看到《阿旺》就不得了。”Zoie
就稱一向不讓BB看電視，擔心影響視力
發展，但可能聽到電視中有媽媽的聲
音，就會望向電視機。提到26日元宵佳
節，Zoie開心情人節和元宵都可以一家

三口一齊過，表示現在全副心機都放在
女兒身上，也會準備湯圓慶祝一番。安
仔笑稱回家時會買湯圓，因為稍後他要
到深圳拍《白色強人2》外景，連隔離要
逗留50多天，幸好當地也收看到TVB，
可以繼續追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

陳展鵬（圓圖）26日以歌手身
份加盟天盟娛樂，獲樂易玲、
何麗全、陳欣健及其他同門
歌手到場支持，唱片公司隆重
其事展鵬的加盟，即場安排他
獻唱及播放新歌《零歲》MV，
音樂監製舒文分享與展鵬合作經過，而
粉絲也有代表向展鵬送上蛋糕和柑桔。

相隔20多年再重返樂壇，展鵬笑言對上一次以
歌手身份唱歌已是很多年前，說：“其實好多人都有
一個歌手夢，現在終於可以夢想成真，廿年前公司有
給機會我，但當時我太幼嫩，現在反而好好多，又多
了人生經歷，覺得時機很適合。”展鵬透露三四年前
樂易玲已叫他再唱歌，當時他也掙扎了一番，因為做
演員唱歌可以接受到走音，但做歌手後就不能容忍。
至於為何選擇天盟娛樂而不加入星夢，展鵬表示機緣
巧合下由樂易玲安排。笑指他是否以天價加盟兼做一
哥，他說：“叫我一哥都是因為我年資高，一班師
姐、師兄都比我細，他們都好尊重我，我只是小師
弟。”展鵬稱現場這種環境難得預他玩音樂已經好感
恩，暗示並非以天價加盟。

麥秋成和Kathy 26日早10時
許穿上傳統的中式唐裝和裙

褂步出會所門外，由擔任伴娘的張
惠雅 （Regen）為新娘子撐起紅雨
傘，麥秋成胞弟擔任伴郎，新娘子手
上戴上的多對龍鳳鈪，其中最巨型的

乃英皇老闆楊受成所送。
一對新人應在場傳媒
要求下大方合照，
新郎隔着口罩親
吻太太兩次，隨
後登上勞斯萊
斯花車行大運
行足20分鐘。
兩人於中午

12時半左右進行註
冊儀式，前來見證的

嘉賓有郭富城和經理人小
美、老闆楊受成及英皇高層許

佩斯、無綫高層樂易玲、舞蹈師Sunny
Wong、Jackal@DearJane，並由崔建邦
擔任婚禮司儀。下午4時許，一對新人
換上晚裝及禮服接受傳媒訪問，懷有4
個多月身孕的湯怡明顯肚凸凸上圍升
級，戴上婚戒和2卡訂婚戒指，應大家
要求下兩度咀嘴，恩愛非常，問到BB性

別，湯怡大賣關子，叫大家猜估一下，
而身邊朋友都有開盤估BB性別，稍後便
會公布，但仔女也沒所謂，麥秋成笑
言：“不如打孖上”，湯怡則指家人都
覺得她4個多月的肚比正常大，又希望
可以親自湊BB，同時坐完月後隨時準備
復工。問到會否緊接再追多個，麥秋成
表示：“要看天意，不過見到外父扭了
龍鳳鈪五六個圈，試下可否生五六個，
哈哈。”

分5個廳招待逾80人
說到婚禮有不少感動時刻，兩人都

忍不住落淚，麥秋成謂：“最感動是同
父母講的深情說話，望見他們已經忍唔
住喊，他們都留了傳家之寶給我們，分
別是我18歲時媽媽早已買定給我的金
鏈，婆婆傳給爸爸再傳我的金戒指，這
股溫情立時湧上心頭，眼淚便奪眶而
出。”他更向老婆發表愛的宣言“愛你
一生一世”，湯怡即說：“最開心是佢
出現在我人生裏面，自從認識他之後每
日像在發夢，感覺好夢幻，他好有耐性
同包容我。”

因疫情下未能邀請太多賓客出席婚
禮，麥秋成表示：“要分5個廳招待80

多人，很多跟我打拚的舞蹈員戰友都請
不到，只請了跳舞老師，所以心裏很不
舒服，暫時計劃年底補擺喜酒。”湯怡
和應說：“希望生完修身先。”麥秋成
指樂易玲教她一次過擺埋BB百日宴，
而湯怡預產期是7月底。說到湯怡其中
一襲Deep V婚紗十分性感，她笑言是
入行以來最性感一次，麥秋成笑說：
“我睇到眼都凸！不過太太鍾意就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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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鵬隔廿年再做歌手
謙稱自己“小師弟”

湯怡雙喜臨門
郭富城到賀麥秋成小登科

父母流露抱孫心願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思穎）湯怡

（Kathy）和排舞師麥秋成上月宣

布“奉子成婚”，一對新人於

26日的元宵佳節在陽明山莊註

冊結婚，正式成為夫婦，因在限聚令下，只能邀請雙方家長

及至親好友約80人到場觀禮。一對新人在婚禮上喜極而泣，

湯怡父母更狂扭龍鳳鈪極渴望抱孫，新郎哥笑言會盡量一試，

但生兒育女要聽從天意，並跟老婆許下愛的宣言，向對方

承諾“愛你一生一世”，新娘子則甜蜜表示最開心有

對方出現在她人生裏，肉麻對話閃爆全場。同

屬舞蹈界出身的郭富城也有前來道賀，

並叮囑麥秋成一定要錫老

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郭富城和
經理人小美一起前來向湯怡和麥秋成祝賀，城
城表示：“睇住秋成長大，他幫過我做騷，
之後一路慢慢發展，看着他成長好開心。”
城城和新娘子湯怡亦分別在電影《寒戰》及
《斷網》合作過，而他們結婚是開心事，

所以一定要來道賀。問他送什麽賀禮給新人？
城城表示：“送利是比較實際。（分享夫婦相
處和做父母心得？ ）他們有孩子了，今天是
他們大日子應會很忙，遲些見面先傾談做爸爸
的心得，那是最開心的。（提點他要錫老婆？
）一定要啦。”
新娘好友Regen擔任伴娘，問到前一晚有

否開告別單身派對，她表示：“沒有，因湯怡
同老公都是較沉悶的人，而且習慣早睡，平日
凌晨12點前便睡覺，所以上頭後吃過湯圓，

很早便休息。”
說到早上接新娘情況，Regen透露：“新

郎哥好大方，他不想拖拖拉拉，成袋利是畀晒
班姐妹，都有幾十封，嚐了甜頭之後，自然玩
新郎都鬆手，因麥秋成是排舞師，所以要求他
做一些人類做不到的動作，都是些難度高的
瑜伽甫士，他算是勉強過關，當然少不了愛
的宣言，一對新人同在場人士都感動到
喊。”她透露湯怡爸媽為女兒戴龍鳳鈪時，
按傳統習俗扭了多下，希望他們不停生。
Regen坦言見到湯怡這位好姊妹找到一個好
男人，將女人的希望再次燃點。

Regen與姊妹們準備送BB用品給他
們：“新娘子叫我們不要太快買。（會買藍色
還是粉紅色嬰兒用品？）讓他們自己揀，我也
想當BB的契媽。”

城城樂分享育兒心得

●●英皇老闆楊受成和高層英皇老闆楊受成和高層
許佩斯前來賀一對新人許佩斯前來賀一對新人。。

●●一對新人甜一對新人甜
蜜咀嘴蜜咀嘴。。

●●同屬舞蹈界出身的郭富城
同屬舞蹈界出身的郭富城前來賀兩位後輩前來賀兩位後輩。。

▲▲寫天燈祝寫天燈祝
福語時福語時，，譚譚
俊彥替靚湯俊彥替靚湯
寫 下寫 下 GetGet
MarriedMarried。。

◀◀郭晉安與郭晉安與
譚凱琪都表譚凱琪都表
示有讓小朋示有讓小朋
友看電視追友看電視追
劇劇。。

●●湯怡肚凸凸下嫁麥秋成湯怡肚凸凸下嫁麥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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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從李斯的從李斯的《《諫逐客書諫逐客書》》說開說開 ((作者作者：：陳家傑陳家傑))

一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雖

說是爭戰不停，人才交流卻十分鼎盛
。從壹個諸侯國到另壹國度謀事的，
在主國就被稱為客卿。這個時期，是
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開放自由，學派
最為繁榮多元的時期之壹，可謂百家
爭鳴，百花齊放，為中華文明留下燦
爛的遺產。

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大
概公元前237年，韓國派水利專家鄭國
遊說秦王嬴政（即後來的秦始皇），
倡導興修水利，鑿渠溉田。這看似好
事，但此人真正的企圖，卻是以此耗
費秦國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使其力
量疲憊而不能攻韓。此為所謂的“疲
秦計劃”。陰謀敗露後，秦國上下掀
起壹股排外浪潮。秦王嬴政聽信宗室

大臣的進言，懷疑來秦的客卿大抵都
想遊間於秦，不可信賴，就下令驅逐
客卿，要趕走在秦國境內謀事的其他
諸侯國居民。

當時李斯也在被驅逐之列。他在
臨行前給秦王獻上《諫逐客書》，力
勸秦王收回成命。在《諫逐客書》中
，李斯先敘述自秦穆公以來，秦國因
為使用客卿，廣收天下賢才，逐步走
向強盛的歷史，說明秦若無他國人士
的輔助，則難以成為強國的道理；然
後列舉了流入秦國的各種女樂珠玉雖
非秦地所產，卻被秦人喜愛的事實，
指出，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勸秦王
不應該重物而輕人，因為這樣的話，
就難以實現制勝諸侯、壹統天下的宏
大目標。

李斯的《諫逐客書》立意高深，
始終圍繞“大壹統”的理想，從秦王
統壹天下的高度立論，正反論證，利
害並舉，說明重用客卿而強國的重要
性。全文觀點鮮明，壹氣呵成，打動
了秦王嬴政，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
恢復了李斯和其他客卿的官職。

秦王嬴政正是能使天下能人賢士
為其所用，才能最終吞並六國，從而
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壹個中央集權制
的統壹王朝。

在這個過程中，李斯為秦王出謀
劃策，立了大功。秦王統壹六國後，
李斯被拜為丞相，得到無人能及的信
任與重用。

此事看似圓滿，就李斯之諫被采
納本身來看，於他自己的生涯來說，
也不能不說是壹個成就。

二
但故事沒有到此結束。
記得1974年到1976年之間，中國

政壇上大搞所謂評法批儒的活動，
“批林批孔批周公”，借古評今，劍
有所指。當時政界壹片亂象，我作為
壹名中學生，竟然也被學校要求去宣
講法家的故事。李斯作為法家代表之
壹，被捧為英雄。

為什麽會這樣？簡單說是文革派
為向元老派奪權的需要，詳細講則是
很長的故事，需另費筆墨和功夫，才

能略加探索。此事在此暫且不表。
的確，李斯作為秦代著名的政治

家、文學家和書法家，歷史地位不可
否認。他參與制定法律，統壹車軌、
文字、度量衡制度。他提倡依法治國
，反對等級制度，不興諸侯割據。李

斯政治主張的實施，對中國和世界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兩千多
年封建專制的基本格局。 但是，他除
了懷有過人的政治抱負和才華外，也
確實權迷心竅，做過不少傷天害理的
事。最主要的有三件。

壹是害死了同是著名法家，他的
同學韓非（也稱韓非子）。本來秦王
很賞識韓非子，想委以重任，但李斯
擔心秦王壹旦重用韓非子，自己的地
位會受到威脅，竟然慫恿秦王將韓非
子投入監獄，並背著秦王，暗地裏派
人給他送去毒藥，迫使其自殺。

二是，在秦王統壹全國後，因為
有大臣和儒士就秦始皇采用郡縣制壹
事進行辯論，李斯便進言，過去天下
四分五裂，諸侯爭霸，就是以古非今
所致，而儒士的遷腐，是施行新政的
絆腳石。他的建議，直接導致接踵而
來的“焚書坑儒”，開啟了秦王朝殘
暴鎮壓文人儒士、焚毀珍貴歷史文獻
的歷史。

三是，李斯為壹己之私，竟然夥
同宦官趙高，篡改秦始皇駕崩前立下
的由德政皆佳的長子扶蘇繼位的遺囑
，私立秦始皇無德無能的幼子胡亥為
主，並命扶蘇自盡。為絕後患，還將
親扶蘇、功勛卓著的大將蒙恬、蒙毅
殺害。

三
出來混，總是要報的。
昨日與李斯互相勾結，壹起大搞

陰謀的同夥趙高，野心勃勃，另有所
圖。他豈容李斯絆自己的腳？在昏庸
的秦二世面前，趙高讒言挑撥，說李

斯日後會與某些前人壹樣謀反。秦二
世竟然給了李斯這個曾經對秦始皇忠
心不二、威風凜凜的大人物壹個陰謀
篡位的罪名，並以殘忍的腰斬刑將他
與其兒子處死，而且分屍街頭，株連
九族。

正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老子的道德經中說，“富貴而嬌

，自貽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
老子也認為，“有無相生，難易

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凡事
都有對立面，都可以向相反方向轉化
。所謂“物極必反”，李斯的權勢用
到極致，卻多次脫離了正道，終於招
來殺身之禍。

李斯的《諫逐客書》確實是精彩
的壹筆，從其目的來說，它成功了。
但是，倘若當初沒有李斯成功的上諫
，也許他就棄官去秦，回歸故裏了。

那樣的話，他還能繼續做他的文學家
和書法家，以此流名百世，也不至於
日後受趙高此類惡棍的陷害了。當然
，秦始皇統壹全國的歷史軌跡可能有
所不同，也有可能是由戰國中其它六
國的某壹國，而不是秦國，來完成統
壹中國的歷史使命吧。

從這個角度來說，李斯《諫逐客
書》的成功，卻為他以後人生的悲劇
埋下了伏筆。

妳說他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回頭看，還是老子的思想可讓世
人得益。

上天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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