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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群智貸款群智貸款
專精各種貸款專精各種貸款
連續連續88年榮獲五星專業獎年榮獲五星專業獎
評為德州前十大最優貸款公司評為德州前十大最優貸款公司
Michelle YoungMichelle Young 通國通國﹑﹑英英﹑﹑粵語粵語
電話電話:: 713713--364364--77887788﹑﹑832832--498498--75667566
TopOneMortgage.comTopOneMortgage.com
地址地址:: 70017001 Corporate Dr., #Corporate Dr., #100100A, HoustonA,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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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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警方繼去年8月大
舉搜查蘋果日報大樓，上
週又再封鎖大樓搜查約5小

時，及拘捕《蘋果日報》5名高層。《蘋果日報》事後發公開信
，稱一直合法合理報道，會奮戰到底。多個傳媒工會擔心，港府
製造憂寒蟬效應 ，令業界日後增加自我審查，嚴重侵犯新聞自
由。有資深大律師就認為，今次牽涉的與報道無關，強調是意圖
問題，普通市民或訂閱購買蘋果日報不違法。

中聯辦發聲明指，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的執法，強調基
本法任何權利和自由，都不能突破國家安全的底線。 警方在壹
傳媒大樓搜證後，《蘋果日報》在網上向讀者發公開信，指警方
檢走大批物品，包括38部屬新聞工作者的電腦，內有大量新聞
材料，形容香港新聞自由保障岌岌可危，強調全體員工會謹守崗
位、奮戰到底。被捕人之一的《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其丈

夫兼網媒《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表示，陳已有律師
協助，形容她 「冷靜、堅強和鎮定」。
壹傳媒工會發表聲明，指警方單方面聲稱報道有觀點違

法，就將新聞工作視為犯罪，認為是借國安法之名嚴重侵犯新聞
自由，強烈譴責警方行動，重申編採人員一直堅守專業，會盡力
維持報紙如常出版，又對法庭發出手令授權警方搜查新聞材料表
示遺憾。

對於警方指有強烈證據顯示，蘋果日報自2019年起有數十
篇中英文文章，呼籲其他國家及機關制裁香港及中國，記者協會
主席楊健興表示，報館刊登的文章內容不一定代表報館的立場，
如果因刊登文章被指違反《國安法》，將在業界散播恐懼，嚴重
損害新聞自由。

而記協、攝影記者協會、壹傳媒工會等8個傳媒工會及組織
發表聯署聲明，指對事件感到震驚及不安，擔心《國安法》被武
器化，造成寒蟬效應，呼籲政府盡快披露案件更多細節消除傳媒
及公眾疑慮。另外，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亦表示關注事件，指當局
必須公開透明處理，釋除市民疑慮。

中聯辦發聲明指，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嚴格執法，強調
基本法任何權利和自由，都不能突破國家安全的底線。新聞自由
不是違法行為的 「擋箭牌」，任何人不論職業及背景、不論背後
有甚麼勢力支持，只要違反港區國安法等法律，都會受到法律的
嚴厲制裁。另外，中通社報道駐港國安公署發言人指，堅決支持
警方依法履職，打擊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香港國安法》是
針對邀約、要求和慫恿外國制裁香港和中國的行為，法例並沒有
將陳述有關制裁的新聞報道列為犯罪，相信有關法例原則上與一
般新聞報道無關。至於刊登有關制裁香港和中國的評論文章是否
違法，他認為如果有人刻意要求外國制裁香港，而傳媒作出相關
報道，背後目的為認同或希望助長 「要求制裁」的力量，則可能
犯法，強調相關準則在於覆述犯法行為的意圖。

被問到如果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同樣違法，湯
家驊指，暫時沒有留意到，香港有任何傳媒、它的唯一營運目的
是危害國家安全或要求外國制裁香港，相信在這個情況下任何人
購買有關報章，沒有可能構成犯法，公眾毋須杯弓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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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大咬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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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 「結束一黨專政」 違法否？
自從 「國安法」去年在

香港實施後，關於在港
澳宣揚 「結束一黨專政
」是否違法，已引起海
外不少媒體關注。筆者
出生在澳門，個人認為
在澳門並不存在違法的
問題。不過澳門警方卻
指出今年六四燭光集會
時，若然有人再次引用
這句口號時，便會加以
拘捕。我則

引用澳門刑法典來說明
，這是無罪可犯。事實上，澳門每年舉行的六四燭光集會的訴求
，主要是 「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而並沒有如香港維
園六四那樣完整地提出五大訴求（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
、停止政治逼害、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在澳門的六四集會上， 「結束一黨專政」確實許多年都沒有
提了。當然，在另一些場合，如 「八九民運圖片資料展覽」，還
保留一些版面是完整提這五大訴求的。那是因為八九民運展覽目
的是保留歷史的真實，五大訴求也曾是全世界華人社會在悼念六
四，要為六四死難者討回公道時提出的共同訴求，所以在展覽上

必 須 保 留 體
現 。 但 在 集
會 上 ， 特 別
是 六 四 事 件

二十多年之後的集會，場地空間有限，故意精簡了訴求，集中在
「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兩點。所以，如針對六四集會

在 「結束一黨專政」上造文章，可說是絕對失焦。
筆者不妨再深入來討論一下澳門的刑法。刑法典中有298條

，它列明 「煽動以暴力變更已確立之制度」，就是 「顛覆政權」
。所以，要 「變更已確立之制度」，不論是主張抑或實行，在內
地已可坐實為犯罪。但在澳門，即使有人真的主張 「變更已確立
之制度」，也不一定是犯罪。其關鍵在於是否使用 「暴力」。任
何人煽動他人以暴力來推翻政權，都可視為違反上述法律。但若
「結束一黨專政」只是一種主張，或一個訴求，只要沒有煽動他

人以暴力來 「結束一黨專政」，則不能成罪。
至於有左派人仕說澳門的六四燭光集會，乃違反國安法，那就不
合常理。因為連澳門警方生堆硬砌來為六四燭光集會羅織罪名，
也不敢把國安法扣到六四集會頭上，因為澳門的 「維護國家安全
法」並沒有直接的煽動顛覆政權的罪名，國安法第三條一款的行
文是很清楚的，是 「以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試圖推翻中央
人民政府，或阻止、限制中央人民政府行使職能者，處十年至二
十五年徒刑。」因此，從法律行文來說，即使有人主張要 「推翻
中央人民政府，或阻止、限制中央人民政府行使職能」，只要他
沒有採用 「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也不能視之為違法。而
這裏的 「其他嚴重非法手段」也有清楚界定，而不是隨意定義。

因為在國安法的第二條有這樣的界定：
在本法中， 「其他嚴重非法手段」指下列任一行為：

（一）侵犯他人生命、身體完整或人身自由；
（二）破壞交通運輸、通訊或其他公共基礎設施，或妨害運輸

安全或通訊安全，該等通訊尤其包括電報、電話、電台、電視或
其他電子通訊系統；

（三）縱火，釋放放射性物質、有毒或令人窒息氣體，污染食
物或食水，傳播疾病等；

（四）使用核能、火器、燃燒物、生物武器、化學武器、爆炸
性裝置或物質、內有危險性裝置或物質的包裹或信件。
所以在國安法第四條中的所謂 「公然及直接煽動」雖然有點抽象
，但不論如何理解 「煽動」這個概念，重點在煽動者對被煽動者
所發放的訊息中，有否包含鼓動或煽動 「以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
手段」來達到 「推翻中央人民政府，或阻止、限制中央人民政府
行使職能」的目的。若實施煽動者有傳達此一訊息，才能與第四
條對得上號。若沒有，則相關行為並沒有牴觸國安法。

綜合以上的條文來看， 「煽動者」若 「煽動」他人 「顛覆中
央人民政府」，也必須是公然及直接煽動他人以暴力或上述的其
他嚴重非法手段來實施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才能成罪。相反
，若沒有煽動他人使用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的話，即使有人
主張 「結束一黨專政」，也只是言論自由的範疇，而並非國安法
所禁止的行為。至於其他如六四燭光集會每年一定展示的 「毋忘
六四」、 「民主烈士 永垂不朽 八九民運 浩氣長存」 「平反八九
民運 建設民主中國」，乃至 「三十年沉冤未雪」等等，都很難
套得進 「煽動」他人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這個罪名

六月十七日，中國成功
發射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
，把三名航天員聶海勝、

劉伯明和湯洪波，一起送入太空。這是中國空間站建造階段的首
次載人飛行，是中國航天員時隔五年後再入太空，也是中國人民
解放軍太空人大隊第七次載人飛行任務。

仰語天際，浩瀚太空，探索永無止境。中國航天員先後已有
十七人次勇闖蒼穹，完成了上百項空間科學試驗。這一次，航天
員將聯合國旗幟帶上太空，更讓中國國旗五星紅旗，在浩瀚太空
中飄揚。

中國航天事業自一九五六年創建以來，在幾代科技工作者的
不懈努力下，航天科技實力正在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
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的提升。載人航天、月球探測、北斗系
統、行星探測、應用衛星等各領域全面發展，取得了纍纍碩果。

早在一九九二年，國家就制訂了載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發展戰
略，今次建成空間站，更是發展戰略中的重要目標。中國人一步
一腳印，“三步走”走得很扎實、很從容，經過十年的攻關研製
，今天的空間站，已進入到在軌組裝建造的階段。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已將月球表面的岩石和土壤樣本，帶
回地球、天問一號探測器着陸火星，以上這些都是非常複雜和具
有挑戰性的工作，神舟十二號飛船的成功發射，又是一個重要的
歷史時刻。

中國空間站是集歷史上空間站經驗之大成而設計的實用型空
間站。神舟十二號的任務和一九八六年的聯盟T-15號很相似，
目的是為後續空間站的建造和利用開好局。但是，它又有所不同
，這次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它將改變幾十年來美俄主導的
太空格局。

太空探索是人類的共同事業，回溯歷史，從神舟八號飛船搭
載的中德聯合生命科學試驗，到神舟九號帶回的國際宇航聯合會
會旗，開放一直是中國載人航天的關鍵詞。中方一直致力於和平
利用外空，積極倡導防止外空武器化和軍備競賽，相信在中國空

間站建成後，也就是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會看到中外航天員聯合
參加中國空間站的飛行。中國也正與法國、意大利、巴基斯坦等
國圍繞在空間站開展基礎物理、空間天文等領域空間實驗進行雙
邊合作交流，中俄在近地軌道空間站等領域正溝通醞釀開展更多
合作……

人類頭頂上的太空，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如何持續推進
外空合作，使其成為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新疆域，是國際社會
面臨的共同課題。人們期待，中國“太空之家”作為具有“世界
眼光”的空間實驗新平台，將為探索宇宙奧秘、增進共同福祉帶
來新機遇。

籍此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這次航天任務備受矚目
。正如航天員聶海勝所言：“我們向前走的每一步，都承載着黨
、國家和人民的厚重期望，都將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貢獻中國智
慧和力量。”從古時的“萬戶飛天”到如今的“築夢天宮”，中
國人對太空的嚮往和探索從未停止，偉哉，神舟升空，築夢天宮
，舉世華人驕傲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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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築夢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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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月出月降，人生
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
每個人終將面臨的大課題，尤其因為新
冠疫情大流行，讓不少人失去至親。不
管貧富貴賤，無論種族、職業，上至總
統下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
何面對死亡、以及該怎麼準備身後之事
，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趁早計畫
。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
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
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60
萬人，甚至，在疫情嚴重時期，有些地
方還傳出醫院太平間不夠、或是墓地滿
員的狀況，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
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 慮，其
實現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
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
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
什麼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我們降
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

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
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
後代子孫，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
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
方上演著，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

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
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
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
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
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
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
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
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
孫之間有差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

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
。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
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
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購買了預付的
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
，去使用這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
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
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
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
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
，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
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
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
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
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

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

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
前付款時，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
。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
為 2,000 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
漲了許多，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
價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
通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
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
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
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

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例如像:爸爸會
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材嗎？媽媽
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嗎？如
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多

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
先計劃，使家人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

內進行。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
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
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
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
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
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
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

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
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
禮應如何安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

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
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
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
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
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
受的心情。

隆重推出優惠折扣，僅至月底為止
Memorial Oaks隆重宣布，本月有優

惠折扣計畫，僅至月底為止。
這個優惠包括高達 15% Off 生前計

劃墓產優惠折扣，60 個月 0%利率，無
需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 10% Off。
許多家庭給予 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
，為最受華裔人士裡歡的墓園，是既有
墓地、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務，能包
辦追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洽 詢 電 話 ： 832-913-5888。 Me-
morial Oaks 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日昇日落日昇日落 豁達面對做好生前計畫豁達面對做好生前計畫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生前規劃生前規劃 鎖定現今價格免受通貨膨脹影響鎖定現今價格免受通貨膨脹影響

【美南新聞泉深】週五上午，佛羅里達州
邁阿密的瑟夫賽德（Surfside）建築物倒塌正在
進行大規模救援行動。邁阿密戴德（Mi-
ami-Dade ）消防隊長雷·賈達拉 （Ray Jadal-
lah ）告訴記者，130 名消防員正在開展搜救工
作，這得到了 FEMA 的支持，以應對部分建築
物倒塌事件。

邁阿密戴德縣市長丹妮拉·萊文·卡瓦
(Daniella Levine Cava) 證實，在周四的瑟夫賽
德大樓倒塌後，現在有 159 人下落不明。同時
，已經有120人證明失踪。

市長說，一夜之間從瓦礫中拉出三具屍體
後，死亡人數已上升至 4 人。

市長說：“這項工作對這些救援人員來說
是冒著極大風險的。當他們工作時，碎片落在
他們身上，他們每天都在現場冒著巨大的風險
。”

市長還表示，救援人員“必須停止輪班
——這就是他們繼續努力的動力。”

市長在談到搜救工作時說，他們（居民）
“仍有希望”。

當被問及她是否相信廢墟下還有活人時，
市長說：“我們將繼續搜救，因為我們仍然有
希望找到活著的人。”

市長說他們將繼續努力提供最新信息。在
周五早上的一條推文中，市長寫道：“我回到
瑟夫賽德大樓倒塌的現場，聽取完整的早間簡
報，我將很快向媒體和公眾通報最新情況。”

救援人員“整夜”聽到聲納探測到的聲音
當被問及據報導聲納技術接收到敲擊聲時

，賈達拉說：“我們正在傾聽聲音，不一定是
敲擊聲，只是聲音……可能是各種各樣的事情
，可能只是鋼鐵扭曲，也可能是細碎片撞擊的
聲音，但不像是特別的敲擊聲或人的聲音。”

他說：“每次我們聽到聲音時，我們都會
集中在那個區域。因此，我們派出更多的團隊
，利用設備，利用K9（犬類油檢測裝置）檢測
。隨著我們繼續聽到這些聲音，我們將注意力
集中在這些區域。”

他說他們“整夜”都聽到了這樣的聲音。
建築物倒塌後失踪的許多人來自拉丁美洲

國家

據邁阿密先驅報和美聯社報導，週四早上
大樓倒塌後失踪的 27 人來自拉丁美洲國家，
其中至少 9 人來自阿根廷，6 人來自巴拉圭，
4 人來自委內瑞拉，3 人來自烏拉圭。

失踪的阿根廷人包括安德烈斯·加爾弗拉
斯科利（Andres Galfrascoli）博士、他的丈夫
（同性伴侶）法比安·努涅斯（ Fabian Nuñez
） 和他們6 歲的女兒蘇菲亞（ Sofia），他們
週三晚上在朋友尼古拉斯·費爾南德斯（Nico-
las Fernandez ）的這所公寓裡度過的。

布宜諾斯艾利斯整形外科醫生加爾弗拉斯
科利和和她的丈夫、劇院製片人和會計師努涅
斯來到佛羅里達是為了擺脫阿根廷的 COV-
ID-19 死灰復燃及其嚴格的封鎖措施。費爾南
德斯說，他們兩人努力收養索菲亞。

失踪的巴拉圭人包括索菲亞·洛佩斯·莫雷
拉（Sophia López Moreira），她是巴拉圭第一
夫人西爾瓦娜·阿布多（Silvana Abdo ）的妹妹
和馬里奧·阿卜杜·貝尼特斯（Mario Abdo
Benítez ）總統的弟媳婦以及她的家人。

芝加哥當地FOX 32 報導稱，據信21 歲的

芝加哥大學學生伊蘭·奈布里夫(Ilan Naibryf) 和
他的女友黛博拉·貝雷茲迪文(Deborah Ber-
ezdivin) 也在周四凌晨倒塌的大樓內。

芝加哥大學學生主任米歇爾·拉斯穆森(Mi-
chele Rasmussen) 在提供給FOX 32 的一份聲
明中證實了這一消息，並寫道：“芝加哥大學
已經證實，該學院物理和分子工程專業四年級
學生伊蘭·奈布里夫於6 月24 日星期四，在佛
羅里達州瑟夫賽德的尚普蘭塔南公寓大樓倒塌
後失踪的人中。”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邁阿密建築物倒塌死亡人數上升至 4人 仍有159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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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6年，在西湖边的一隅僻静处，一

座由七栋白墙黑瓦小楼搭建出的会所悄然开

张。

这些建筑从外面看起来稀松平常，但里

面却大有乾坤。会议区、红酒区和餐厅客房

一应俱全，卧室的床头灯是阿玛尼的，接待

室的家具是500多万的紫檀木，墙上挂着何

水法的作品，就连角落里的木橱，也是苏州

老木匠仿刻慈禧的物件。

在这青山绿水间，这座由金庸亲自题词

的“江南会”潜伏其中，但名声却早已响彻

整个苏杭。

原因很简单，它的背后站着马云、冯根

生、郭广昌、沈国军、鲁伟鼎、宋卫平、丁

磊、陈天桥8位掌门人。

这个由顶级浙商厉兵秣马组成的圈子，

神秘却又难掩光芒。

虽然马云是牵头人，但他在江南会里论

资排辈也只能往后稍。

在年底的胡润富豪排行榜上，马云以

40亿元的身家排行第56，在八人集团里排名

倒数第三。

作为第一梯队，丁磊、郭广昌和鲁伟鼎

家族以90亿的资产并列第11位。紧随其后

的陈天桥家族排名第25，而绿城集团的宋卫

平夫妇排名第29，接下来才轮到马云。

根据会规，八位创始人每个人都有一张

“江南令”，一旦身遇危局，就可以持令高

呼，其余人必须鼎力相助，同舟共渡。

作为浙江第一会所，抱团取暖的浙商们

雄心早就迈出了江南。

而这八位浙商的沉浮兜转，也早已经定

格在2006年的西湖边。

二

2006年的马云流年不利，十面埋伏。

而就在一年前的8月份，志得意满的马

云宣布，雅虎中国将并入阿里巴巴，并注入

10亿美金，而交易条件是雅虎将获得阿里巴

巴40%的股份和35%的投票权。

此时的雅虎正是如日中天，马云既能抱

上金主大腿，一解资金的燃眉之急，又能继

续对阿里保持掌控权，自然是喜气洋洋。

聚齐了淘宝网、雅虎中国和支付宝三座

引擎的马云正准备大干一场，但危机已经悄

然来临。

先是阿里巴巴上的假货问题闹得沸沸扬

扬，再是被马云寄予厚望的淘宝网只进不出

，烧钱快干完了老本，而本想着如虎添翼的

雅虎中国更是被百度和谷歌甩得连车尾灯都

看不着，成了甩不掉的包袱。

不止如此，在年度十大流氓软件的评选

中，马云独占三元，并且因为提前撤回“淘

宝网三年免费”的承诺而引起集体“罢网”

，被钉在风口浪尖。

内部危机重重，外面强敌环伺，眼看着

腾讯、百度步步逼近，42岁的马云有一种无

人应援的孤独。

但他的心里有个支撑，叫鲁冠球。

作为浙商的老前辈，1970年，25岁的

打铁匠鲁冠球靠着凑来的4000块创办了“宁

围公社农机厂”，用3年的时间发展到400

多个工人，年产值300万元，并顺势成立萧

山万向节厂，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改革开放之后，鲁冠球更是疾速飞跃，

率先以企业名义实行股份制，允许职工入股

，这在当时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属于极具风险

的超前之举。

1992年，47岁的鲁冠球向政府购买了

万向的股权，开始独立经营。两年之后，鲁

冠球旗下的万象钱潮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

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

从此，万象由一个最开始的手工作坊逐

渐扩展进而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

标杆。

按照马云自己的说法：“我佩服鲁主席

，因为鲁主席创业已经45年来了，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再做30年。”

不过，和马云玩到一起的，不是年长他

近20岁的鲁冠球，而是和他平辈的鲁伟鼎。

三

与白手起家的马云不同，早在1994年

，23岁的鲁伟鼎就从父亲鲁冠球的手里接过

了万向集团总裁的担子，成为富二代中最长

袖善舞的一位。

年轻时候的鲁伟鼎也张狂不羁，最爱飙

车，后来被鲁冠球看到眼里，喝了一声“别

给我丢脸”就把他送到了新加坡深造，后来

顺理成章地进入家族企业培养。

就在鲁伟鼎承继万向的这一年，36岁

的宋卫平刚刚从珠海回到杭州，身无分文的

他凭借着在最南方嗅到的苗头借了15万元开

始投资房地产。

兜兜转转一圈，宋卫平还是回到了杭州

，发现还是狗年。

此时的他距离从杭州大学毕业进入舟山

党校工作刚好12年。历史学系出身的宋卫平

有一股子文人气，进入党校5年之后因为一些

气不平的言论被迫“下岗”，只身前往珠海

的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可惜，他乡终究不是

故地。

返乡尝到甜头站稳脚跟的宋卫平靠着后

期借来的300万投标买地，并迅速开发出丹

桂花园、金桂花园和银桂花园等一系列叫好

叫座的项目，绿城逐渐坐稳杭州房地产界的

头把交椅。

正当宋卫平的事业初见起色，1995年5

月，同样祖籍浙江嵊州的小老弟马云才刚刚

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辞职，正式推出“中国

黄页”，但此时的中国距离接入因特网还有

3个月。

而在上海，28岁的郭广昌率先完成了

“小目标”。在年底，他麾下的复星公司赚

到了第一个1亿元。

四

与宋卫平相似，出生在浙江东阳横店一

户农家的郭广昌也是妥妥的“穷二代”。

但郭广昌很争气，1985年，18岁的他

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

跳板。

毕业之后的郭广昌在留在复旦统计预测

调查分析中心工作，之后进入校办企业担任

市场部经理。

1992年，25岁的郭广昌在邓小平南巡讲

话的促动下决定放弃出国，开始创业，主攻

市场调查，并凭借着之前的人脉在10个月内

顺利赚到100万。

一年之后，郭广昌调转舵头，进军生物

医药。在复旦同窗的帮助下，公司成功研制

出当时领先的PCR乙型肝炎诊断试剂，赚得

盆满钵满。

1994年，郭广昌将公司更名为“复星

”，寓意“复旦之星”。

早早成为人生赢家的郭广昌一路顺风顺

水。1998年，复星上市，融资3.5亿，有了

足够的资本，郭广昌开始把手伸向房地产、

汽车、金融领域，一个庞大的“复星系”帝

国轰轰烈烈地开启。

与郭广昌一样平步青云的，还有小他6

岁的师弟陈天桥。

当马云背着大麻袋在义乌广州进货，四

处推销鲜花来养活翻译社时，20岁的陈天桥

已经提前一年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直接

进入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总裁办，并在一年

后成为子集团副总经理。

1999年，在六年的准备之后，陈天桥

在上海一套三居室里创办了盛大网络，喊着

“做中国迪士尼”的口号投身动漫游戏。

创业初期的盛大烧钱烧到怀疑人生，眼

看着积蓄一点点耗尽，公司却起色不大的陈

天桥只能苦苦支撑着。

但他很快等来了机会。两年之后，陈天

桥赌上全部身家，掏出30万美元拿下了韩国

游戏《传奇》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权，此时生

死未卜。

不过，陈天桥赌赢了，《传奇》一炮而

红。在2003年，盛大的净利润已经达到了

2.73亿元，单《传奇》每天就贡献100万的

收入。

2004年，被外界一致看好的盛大获得

了软件银行集团4000万美元的融资，并迅速

在纳斯达克上市。

31岁的陈天桥凭借88亿的身家一跃为

胡润IT富豪榜的首富，陈天桥成为了传奇，

年少成名，风光无二。

而被他挤掉首富位置的，正是大他两岁

的丁磊。

五

丁磊也是年少成名。1997年，26岁的

丁磊创办了网易公司，开始运营免费邮箱业

务。

在与广州电信局的合作下，加上市场上

没有竞争者，网易邮箱以每天2000人的注册

数递增飞涨。单免费邮箱一个产品，就为网

易赚了几百万。

不过，网易的大头利润不在邮箱，而在

丁磊无心插柳的“门户”。

在听说国外网络门户巨额的广告流水之

后，抱着试水态度的丁磊将网易改版为“网

络门户”，为用户提供免费的个人主页平台

和站点统计服务。

在1998年7月份互联网十佳中文网站的

评比中，网易雄踞第一，每天的用户访问量

达到10万。在互联网尚未遍地开花的当时，

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2000年，网易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三年之后，网易的股价已经到达70.27美元

的历史高点，足足升值了617%，丁磊也随

之坐稳了互联网的头把交椅。

不过，也是在2003年，马云和丁磊结

下了梁子。

此时的马云刚刚创立淘宝网，开始和

行业老大eBay易趣争夺个人交易的C2C市

场。

为了获得更好的曝光率，马云通过私人

关系和各大门户网站打好招呼，希望能够只

接淘宝的广告。谈好了价格，丁磊这一众大

佬当然得卖个面子，纷纷答应。

但马云刚走，易趣也拿着同样的方案来

到网易，要求只投放自己的广告。稍微不同

的是，财大气粗的易趣拿出了双倍价格。

动心的丁磊最后把广告位给了易趣，马

云被硬生生地摆了一道。

六

时间拨回到2006年，这八位最终走到

了一起。

无论是朋友、同乡、校友还是暗暗较劲

的对头，江南会里的他们只有一个身份：顶

级浙商。

他们都很清楚，在风云莫测的前路上，

谁也离不开关键时刻能扶一把的队友，不管

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感情还是义气上。

对这一点最先有感触的，是沈国军。

与前面几位年少成名相比，沈国军年龄

不小，成就不大。

在35岁这年，沈国军毅然从建设银行辞职，

下海创业，在北京一家酒店里创办了“中国

银泰投资公司”，不过沈国军的日子并不好

过。

先是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合伙人纷纷

离场，等好不容易稳住跟脚，全盘铺开投资

，又迎头被证券业的新规敲了一棒。

2005年，证监会发布声明，由于股票

市场的各种乱象，今后将不鼓励民营企业担

任证券公司的大股东。听到这个消息，沈国

军的心顿时沉入谷底。

他旗下的天一证券正做得风生水起，而

且自己前前后后已经投进了10多亿。心急火

燎的沈国军东奔西走，但摸不着门路最后只

能全部打了水漂。

损失惨重的沈国军心力交瘁，一度在公

司电梯里伤到吐血，前路灰茫。

不过，在江南会，沈国军很快遇到了贵

人的点拨。

2007年，沈国军带领着银泰百货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成为中国民营百货上市的第

一支，并创下了240倍的单股超额认购记录

，成为当年的王牌。

一年之后，一扫阴霾的沈国军投资60

多个亿修建的北京银泰中心顺利开业，在限

高250米的长安街，高度为249.9米的银泰中

心成为“长安街第一高度”。

在开业的当天，沈国军意气风发，而站

在他旁边点头致意的正是马云和郭广昌。亲

自站台，不言自明。

七

沈国军一路高歌猛进，鲁伟鼎也尝到了

红利。

在马云投资华谊的第二年，鲁伟鼎也在

他的牵线介绍下跟进入股，趁着黄金期狠狠

赚了一笔。

有钱一起赚，有难多分担，这一点宋卫

平想必深有体会。

2011年，杭州绿城的日子不好过。在

经济刺激政策下，眼看着楼市向好，绿城一

路突进，疯狂拿地，仅这一年就新增地块

309万平方米。

但地越拿越多，绿城的净资本负债率也

从一年前的105.1%飙升到163%，随着限购

令的推行，一二线城市资金的回笼困难成为

悬在宋卫平脖子上的一把利剑。

在9月份，一份海航有意斥资30亿收购

绿城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市场上疯传银

监会将着手调查绿城的信托项目，这导致绿

城的股价一天暴跌16.23%。

到年底，绿城因为资金链断裂不得不申

请破产的消息再上头条，宋卫平不得不亲自

出面辟谣。

此时的绿城，在沸沸扬扬的传言里岌岌

可危，“绿城活不过2011年”看起来几欲成

真。

不过，在危局关头，马云伸了一把手。

在11月份，马云大手一挥，号召阿里

巴巴的员工前往绿城看房购买。在专属看房

会上，现场有100多位阿里员工，其中不乏

中高层。

为了刺激友军的意愿，绿城规定只要阿

里人购房，一律享受内部员工价9.2折。

虽然成交量并未公布，但马云的加持为

宋卫平解燃眉之急还是添了一杯水。更重要

的是，马云用自己的影响力帮绿城稳住了人

心。

这一点，是单单用钱解决不了的。

八

不过，江南会里流淌着的不只是信息和

人脉，还有暗涌下的接连过招。

早在2007年，求贤若渴的马云就从

陈天桥那里挖来了盛大互动娱乐公司的

首席财务官张勇，负责淘宝网商业模式

的设计。

为了不影响与陈天桥的关系，马云亲自

登门致歉，这才化解了干戈。

正是在张勇这根臂膀的助力下，才有了

淘宝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为马云的商业之

路越拓越远，并在今天正式成为阿里的董事

局主席。

而和马云“相濡以沫”的宋卫平，嫌隙

也在悄然生长。

2014年6月5日，已经成为中国首富的

马云宣布，阿里将斥资12亿入股恒大足球，

阿里和恒大各持股50%。

然而就在两周前，宋卫平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马云将以个人身份入股杭州绿城俱乐

部，并且颇为豪气地表示：“至少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面，阿里将只占有49%的股份。”

眼看着被啪啪打脸，宋卫平坐不住

了，公开声称自己要带领两万浙江球迷

声讨马云“不爱浙江爱美人”，并指其

重利忘义、嫌贫爱富。

面对老大哥的不满，马云虽然笑着

称宋卫平是性情中人，但言语里的回击

照样犀利：“毫无疑问，来玩足球就是

来玩快乐的，不是来玩钱的，那么51%和

49%是有关系的。大家玩快乐，就不在乎

谁多一点，谁少一些。我本来认为许总会

提出他51%，我49%，结果他提的是50%

对50%，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许总是真正

喜欢足球的。”

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联姻不成的

两人反倒置了一肚子气。

当然，最不待见马云的，还是丁磊。

在2011年的支付宝VIE事件中，马云

未经阿里巴巴董事局审核批准就将旗下支

付宝的所有权转移到自己控股的另一家内

资公司，这种不按合同行事的做派引发舆

论沸腾，马云的声誉也跌到最低点，负面

消息缠身。

根据报道，在这关键时候，马云希望丁

磊通过网易门户为自己“控控场”。但不久

，支付宝丑闻就出现在了网易科技的头条上

，马云又上了一头火。

从此，在每年举行的乌镇互联网大会上

，年年组局的丁磊请遍了整个互联网大佬圈

，但唯独没有请过马云。

两个人关系的微妙可见一斑。

九

2015年，盛大游戏正式从纳斯达克退

市，一代王朝落幕，而此时的陈天桥已经消

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在凭借《传奇》爆红之后，盛大因为游

戏误人而饱受批评，而陈天桥大手笔投入的

“盛大盒子”也打了水漂。在多次试水之后

，深陷在转型困境之中的陈天桥患上了焦虑

症，开始远离人群。

也是在这一年，48岁的郭广昌被官方

通报涉嫌利益输送。在上海光明食品董事长

王宗南的受贿案中，郭广昌被指曾以低价将

两栋别墅卖给王宗南父母，以此为复星集团

谋求利益。

在经历短暂失联、复星国际停牌等事件

之后，多次被调查的郭广昌最终洗脱嫌疑，

元气大伤的他也开始低调行事。

2019年7月，61岁的宋卫平辞任绿城董

事会主席，退居二线。

但他留下的绿城日子却并不好过，多个

项目传出质量问题，股价也随之大跌，后

教父时代的绿城，何去何从仍然是个问

题。

几家欢喜几家忧，前人退场就有后

人登台。

作为马云的铁哥们，沈国军一路

驰骋，银泰集团先是和阿里巴巴一起

成立了菜鸟网络，向电商靠拢。后来

索性将银泰商业退市，以177亿的价格

出售给阿里74%的股权，安安心心地

辅佐马云。

距离2006年已经过去了14年，江南

会里的次序位置也已全然不同。

在2019年胡润百富榜上，马云以

2750亿的身家蝉联首富，一骑绝尘。丁

磊紧随其后，排名第8。郭广昌位列第

45位，但身家已经不足马云的1/4，之后

是沈国军、陈天桥、鲁伟鼎。

时间拨回到2017年10月，马云见到

了病危的鲁冠球最后一面。在病床前，

72岁的鲁冠球叮嘱马云：浙商一定要同

心团结，互相搀扶。

江南会做到了，却又永远做不到。

因为圈子里面还有圈子，江湖深处

更有江湖。

沉浮起落，分合聚离，兜得住的不

是会所，而是人心。

走哪条路，点哪盏灯，看时势，更

看本心。

江南会：顶级浙商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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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驥在得知獲獎時頻頻表達感謝，

並在今晨舉行的頒獎典禮上以視訊錄影致

詞表示，「疫情使我們原本熟悉的世界，

變成了一個陌生人的世界，…還好我們還

有電影，讓我們從陌生又變回熟悉，瞭解

自己也瞭解別人」，更對冒著疫情評選的

評審們，表達他由衷的感謝。這部廣獲評

審們喜愛的電影《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

》，曾榮膺2019年金馬國際影展開幕片，

並陸續獲選包括2020年鹿特丹、赫爾辛基

、新加坡、愛丁堡等十多個國際影展。今

晨在義大利亞洲電影節勇奪大獎時，連該

策展總監 Antonio Termenini 都感動地說

「感謝導演給了我們這麼好的電影」。

《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是導演張

作驥的第9部劇情電影，除榮膺2019年金

馬影展開幕片外，並同時榮獲金馬獎最佳

導演等4項提名。該片費時三年籌拍，透

過一個失智上校的經歷，探討「如果沒有

回憶，人生還算不算數？」特別的是，該

片拍攝期間，張作驥歷經了母親失智、辭

世等至哀，更在看照母親、處理後事中，

逐步完成了電影的拍攝，許多片段猶如真

實人生，讓人看得不勝唏噓。

義大利亞洲電影節今年邁向第18屆，

迄今總計放映800多部亞洲劇情片，並曾

邀請侯孝賢、蔡明良、李康生及陳凱歌、

賈樟柯等導演出席。今年總共放映來自日

本、韓國、中國、菲律賓、香港、臺灣、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新

加坡等11個亞洲國家的28部劇情長片，包

括17部競賽片，頒發的五個大獎中，最佳

影片由台灣導演張作驥的《那個我最親愛

的陌生人》奪下；最佳導演為中國導演彭

士剛（《幸福之子》）；最佳男主角是越

南演員陳安科（Tran Anh Koa，《人性爆

走課》）榮膺；韓國女星高斗心則以《閃

耀的瞬間》榮膺最佳女主角；最具原創性

影片獎則由日本鬼才導演薩布的《愛在陰

陽兩極擺》奪得。

擊敗黑澤清擊敗黑澤清、、萬瑪才旦萬瑪才旦
張作驥張作驥《《親愛的陌生人親愛的陌生人》》
義大利勇奪最佳影片義大利勇奪最佳影片

疫情嚴峻，戲院暫歇，
台灣電影卻依然在國際大
放異彩！由張作驥執導的
電影《那個我最親愛的陌
生人》，6月24日凌晨於義
大利羅馬舉行的亞洲電影
節 （Asian Film Festival）
發威，擊敗日本導演黑澤
清《間諜之妻》、中國導
演萬瑪才旦《氣球》等包
括來自其他 7 國的 16 部競
賽片，一舉勇奪最佳影片
大獎。評審之一的義大利
女導演瓦倫蒂娜德阿米西
斯（Valentina De Amicis）
對《陌生人》推崇至極，
認為該片 「精彩揭露家庭
中可能存在的枷鎖與秘密
」 ，她更盛讚導演張作驥
片中藉許多戲劇性事件，
成功呈現了時光的緩緩流
逝，讚賞該片餘韻 「迴盪
人心」 。

一部獻給迷航者的生命敘事詩：

隨著鏡頭看見星兒長大後需要面對的

真實社會、父母面臨的壓力

「老師說我一輩子都學不會，我很痛

苦、我很生氣，卻又無法出言反駁。」患

有口語表達障礙的廷瑋，常有幻聽、幻覺

的大學生沛軒，無法適應學校生活的惠綸

，感情充沛卻不擅表達的樹緯，他們在地

球上迷了航，卻在多寶藝術學堂韓淑華老

師的引領下，用動人的詩句和音樂，以及

多彩畫筆，突破冷漠疏離，揮灑出內心熱

烈的小宇宙。

《地球迷航》是首部與星兒共創的成

人自閉症紀錄片，林正盛導演從 2018 年

起，以鏡頭拍攝和妻子韓淑華一起成立的

多寶藝術學堂。片中紀錄星兒多元的生命

姿態，並將四位主角的藝術作品製成動畫

，以獨特的插畫風格代表他們各自的奇思

幻想，讓我們看見創作與生命的雙重美麗

。相較於 2010 年上映、同為林正盛導演

執導的《一閃一閃亮晶晶》，《地球迷航

》聚焦在星兒長大後需要真實地面對社會

，而父母也面臨更大的壓力。《地球迷航

》不僅是林正盛導演長達四年的親身紀錄

，更是每位星兒美麗又殘酷的的真實人生

。

多寶藝術學堂引領星兒，透過創作找到自

力更生的一片天

六年來，投入藝術治療 25 年的韓

淑華老師與林正盛導演，引領星兒學習

將內心豐富的情緒，以繪畫、音樂、詩

詞等多元的藝術形式呈現。透過賣出作

品與設計授權，孩子得以發揮自我價值

並且自力更生。投入藝術治療 25 年的

多寶藝術學堂藝術總監韓淑華表示：

「這次的紀錄片是拍攝四位大孩子。孩

子的年齡是幾歲，父母所承擔的辛苦和

誤解，就有多長的時間。」韓淑華認為

，目前的台灣社會因為還沒有好好瞭解

過星兒，因此很難接納他們。多寶藝術

學堂創立的初衷，就是嘗試從根本找到

方法，讓這群孩子可以自力更生，這也

是星兒的父母所期望的。「他們需要的

除了是一個創作空間之外，多寶藝術學

堂提供他們和外界互動很好的場域。」

多寶藝術學堂為星兒搭起與社會互動

的橋樑，成為星兒的迷航站和生命教育的

空間。大眾能藉由創作傾聽他們的內心，

進行一場生命的交流。紀錄片以影像作為

橋梁，以溫煦平等的角度，打破因不解而

生的阻隔，走進內心世界，欣賞他們天馬

行空的創作天賦，接納與包容他們與生俱

來的困擾和障礙。

一切的善意來自於理解，一堂撼動刻

板印象的生命教育課：

校園公播帶母校認養計畫，讓善意發

芽、與孩子共創多元社會

「大部分的人對這群孩子先決的刻板

印象，就是天大的誤會啊！他們不懂得用

一般人的方式表達感情，但他們沒有要把

自己關閉起來。」共同陪伴孩子超過 17

年的林正盛導演表示：「其實到後來不覺

得星兒是生病了，從這些不一樣的生命狀

態和差異，我們反而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

東西。」林正盛導演相信，撕下誤解的標

籤，是社會擁抱星兒的第一步，透過這部

紀錄片，將帶領觀眾走入星兒的生命、看

見星兒和家人面對誤解仍不放棄的身影與

故事。

《地球迷航》耗時四年拍攝、花費近

一千萬元製作，然而，有限的經費卻成為

了大眾理解星兒的阻礙。為了讓《地球迷

航》順利發行，我們之間影片製作公司發

起群眾集資，目標籌募 300 萬元作為上映

發行費用，同時發起「校園公播帶母校認

養計畫」，民眾贊助後可將《地球迷航》

公播版 DVD 送到指定國小，為學弟妹們

帶來一堂不可或缺的生命教育課，讓善意

的幼苗發芽，跟孩子們一起打造更多元、

友善的未來社會。

「唯有理解才能帶來善意。希望大家

一起支持，給這些孩子一個機會，一起拿

出一點力量去理解和幫助星兒、也讓這個

社會變得更好。」林正盛導演表示。即日

起贊助指定計畫即可列名《地球迷航》電

影片尾感謝名單，還有帆布袋、珪藻土杯

墊、T恤、雨傘、絲巾和筆記本等由多寶

藝術學堂的星兒們親自手繪設計的回饋品

。集資計畫 20 % 的收入也將捐助多寶藝

術學堂，長期穩定幫助星兒。一起支持

《地球迷航》紀錄片上映暨自閉症公益計

畫：https://backme.tw/ref/zqPQ0/

《地球迷航》紀錄片上映暨自閉症公益計畫開跑
在台灣，每 50 人就有 1 人是自閉症者，我們或許

都聽過 「亞斯伯格」 、 「自閉症」 、 「星兒」 ，卻鮮少
有人真正認識他們，標籤處處可見，唯有社會開始理解
自閉症者，才能帶來善意與改變。繼 2010 年上映的
《一閃一閃亮晶晶》，林正盛導演耗時四年拍攝首部與
星兒共創的成人自閉症紀錄片 —《地球迷航》，紀錄每
位星兒長大後需要面對的真實社會、他們美麗又殘酷的
的真實人生。期望透過紀錄片，隨星兒一起踏上迷航之
旅，走入他們的內心，也走出台灣社會的善意之路。

由林正盛導演和妻子韓淑華創立的我們之間影像製
作公司與多寶藝術學堂，於昨（22）日正式啟動 「《地
球迷航》紀錄片上映暨自閉症公益計畫」 。除了募集上
映經費，此次也特別發起 「校園公播帶母校認養計畫」
，民眾贊助後可將《地球迷航》公播版 DVD 送到指定國
小，為學弟妹們帶來一堂不可或缺的生命教育課，讓善
意的幼苗發芽，跟孩子們一起打造更多元、友善的未來
社會。即日起贊助指定計畫即可列名《地球迷航》電影
片尾感謝名單，還有帆布袋、珪藻土杯墊、T恤、雨傘、
絲巾和筆記本等由多寶藝術學堂的星兒們親自手繪設計
的回饋品。此外，集資計畫 20 % 的收入將捐助多寶藝
術學堂，長期穩定幫助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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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龍大高速出口駛出後，無論是走廣田路，還是走朝
陽路，每隔百米就有一塊指示牌，告知“寶安一

大”舊址所在。除了道路指示方面的重視外，修繕工作也
凸顯出“寶安一大”的重要作用。

每日至少六個參觀團
2000年，寶安區撥資金10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

對“寶安一大”舊址進行了第一次修繕。2016年，寶安區
再次撥專項資金，對舊址進行了第二次修繕。驅車前往，
在燕川廣場斜對面，一座素白陳公祠的建築格外引人注
目，這裏就是“寶安一大”舊址所在。記者探訪時，正遇
上三十多名深圳市科創委的工作人員集體參觀，據講解員
介紹，“近期，前來參觀的團體及遊客呈爆發式增長，每
天至少還要接待6到7個參觀團。”
一方面是政府的重視，另一方面是絡繹不絕的參觀隊

伍。“寶安一大”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鏡頭拉回到1928
年2月23日，那一天，19名黨代表在這裏點燃了深圳地區
紅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大會通過了《提案大綱》，決定重
新整頓各級黨組織，進一步發展黨員；加強宣傳工作，創
辦農民學校、夜校，翻印《紅旗》、《布爾什維克》等黨
內刊物及各種宣傳品；開展農民運動，成立士兵委員會和
工人運動委員會；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抗租、抗捐、抗稅
鬥爭，這裏成為大革命時期深圳地區農民運動中心。

追溯紅色經典的回憶，感受時代的滄桑巨變。。在在““寶寶
安一大安一大””舊址內舊址內，，參觀者們右手握拳參觀者們右手握拳，，重溫入黨誓重溫入黨誓詞詞，，聲聲
音鏗鏘有力音鏗鏘有力，，響徹整個大廳……為了讓參觀者更深刻學習響徹整個大廳……為了讓參觀者更深刻學習
深圳地區早期的黨史黨情深圳地區早期的黨史黨情，，紀念館右側還有一個中共寶安紀念館右側還有一個中共寶安
縣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教育基地。
除了一樓的展覽館，二樓還打造成了紅色電影放映

室，三樓則利用全息投影技術讓觀眾身臨其境感受“寶安
一大”開會時的場景。

虛擬展館線上全景參觀
紅色網頁莊重而古樸，多樣的歷史圖片、厚重的文字

書稿、歷經時間磨煉的文物……一切仿若就在眼前。在網
上搜索“中共寶安縣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紀念館”，打開
網頁，一個虛擬的展館通過全景VR技術再現在屏幕上。
讓紅色文化轉化為優良基因代代相傳，就必須注重結

合現實生活和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早在2018年，在中共
寶安縣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召開90周年紀念日之際，紀
念館正式上線，360度全方位展現中共“寶安一大”舊址
各個單元的全貌，只需要拿起手機或登錄電腦，就可在線
參觀。
這一舉措在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線上探訪展

館的形式太方便了！3D旋轉的展示方式配合文字資料，
比在展覽現場看得還要清晰。”一位網友這樣留言。

紅色 旅遊感悟旅遊感悟

百
年
榕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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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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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望

百
年
榕
樹
寄
託
人
們
願
望

““人民有信心人民有信心，，國家才有未來國家才有未來，，國家才國家才

有力量有力量”、“”、“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眾人眾人的事情眾人

商量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改革開放是改革開放是

中國和世界共同發展進步的偉大歷程中國和世界共同發展進步的偉大歷程””………… 數十數十

塊紅色展示牌懸掛在百年榕樹之上塊紅色展示牌懸掛在百年榕樹之上，，猶如一張張許願卡寄託猶如一張張許願卡寄託

着人們的願望和夢想着人們的願望和夢想。。作為深圳作為深圳““寶安十景寶安十景””之一的中共寶之一的中共寶

安縣安縣““一大一大””會議舊址會議舊址，，不僅是寶安的驕傲與財富不僅是寶安的驕傲與財富，，也是深圳屈也是深圳屈

指可數的紅色旅遊文化指可數的紅色旅遊文化，，這是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寶安縣地區黨組織這是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寶安縣地區黨組織

召開的第一次召開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黨代會也是唯一一次的黨代會，，包括現在的東莞包括現在的東莞、、深圳深圳、、

香港等地區香港等地區。。 ●文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石華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

作為深莞兩地界河的茅洲河，
因污染問題曾一直備受詬病，隨着
水污染治理的成效凸顯，離“寶安
一大”舊址兩公里外的燕羅濕地公
園，已成為茅洲河畔的網紅休閒娛
樂之處。
粉黃的美人蕉、紫藍色的再力

花、灰綠的花葉蘆荻、青翠的風車
草……如今，500多種植物讓燕羅
濕地實現四季有花，野鴨、白鷺
等禽鳥也在這裏出現，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來打卡。
白鷺翔集，龍舟競渡。在茅洲

河畔，在“彎月形”的河灘上，穿
梭於“碧道之環”，觀看“一江碧
水，兩岸風華”；來到親水活力公
園，享親子休閒空間；穿過洋涌河
水閘大橋，來到青島啤酒廠純生之
旅博物館，體驗青島啤酒企業文
化……

深圳皮划艇隊成立於 1994
年，以前深圳缺乏訓練水域，這
支隊伍長期在外地依託廣東省船
艇中心、肇慶國家水上訓練基
地開展訓練，如今隨着茅洲河
治水成效的顯現，深圳皮划艇
隊結束在外流浪的日子，回
到深圳自己的“家”。

昔日的“黑臭水溝”，變
成今日的“野餐勝地”、“山
水燕羅”的畫卷在這開始

展現。

●虛擬展館，通過全景VR技術展現，大
家如親歷其中，連展館內的歷史文字也看
得清楚。

●“中共寶安縣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紀念館”網址

●●展館內參觀者展館內參觀者
們重溫入黨誓詞們重溫入黨誓詞

●展館內的革命先烈雕像 ●●展館內農民自衛軍用過的武器展館內農民自衛軍用過的武器

●●數十塊紅色展示牌懸掛在百年榕樹之上數十塊紅色展示牌懸掛在百年榕樹之上

●●展示牌展示牌
猶如一張猶如一張
張許願卡張許願卡

●●寶安一寶安一
大舊址大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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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洲河水清岸綠茅洲河水清岸綠 徐忠鐳徐忠鐳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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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新冠禁足一年新冠禁足頸椎腰椎躺出毛病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教你四招買到經濟實
惠的二手車！

請看美南電視15.3《修車師姐》第5集。本周六
晚7:30， 周日上午9:30，周一晚上8點，周二下午

1:30.
也可以登錄並訂閱美南國際電視“生活”節目

的youtube頻道：stv15.3 houston life。您可以隨時隨
地收看youtube上的《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修車師姐55::
四招教你買到經濟實惠的二手車四招教你買到經濟實惠的二手車！！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年的新冠禁
足，大多數朋友都躺在床上刷手機追劇
，天天躺月月躺，躺了一年多，躺出腰
椎頸椎一大堆毛病，痛得整夜都睡不著
。卻很嚴重，甚至因為延誤診治，差點
失去性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
，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了十
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對車禍
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的治療，有
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治療效果。
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輕微碰撞，只
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膏藥，抗一抗就

過去了，根本不當回事，等到一段時間
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出了問題，這就是
車禍後遺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
隱患。李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
，只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
以幫您聯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
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30多歲的男性
工程師，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也沒
有任何癥狀，所以，就沒有看醫生。然
而，在車禍後的一個多月，就出現了頭
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癥狀，導致
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藥和安眠藥才
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工作。可他自己
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醫
生得知他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是輕
微地碰撞了一下，當時沒有任何不適，
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查後，發
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才導致他頭
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以轉動
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他堅持每
周看一次，一個多月後，癥狀就全部消
失了。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醫

生的例子很多，這裏再舉一個病例：一
位從臺灣來美的20多歲男子，撞車後也
是沒有癥狀、沒有痛覺，因此就沒有看
醫生。車禍2年後的一天，突然感到腰部
疼痛，並越來越痛，痛到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
也診斷為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幾次後
，但未見好轉，癥狀沒有減輕。莊醫生
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以其特有的職業
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一般的車禍後
遺癥。以往類似的傷情，治療幾次都會
好轉，這個病人為什麽沒有好轉的跡象
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查
和詢問，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是建議
他馬上到專科醫生那裏作檢查，以免貽
誤了治療。病人聽從了莊醫生的建議。
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真的有個瘤
子，是早期癌癥。經過西醫的癌癥治療
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製。後來繼續
來找李醫生治療他的腰痛病。經過李醫
生細心地治療，腰痛已經好了，並回臺
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有

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嘛要
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認為車

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我不用
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己
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斷，
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利。如
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車禍碰
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有經驗的醫
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光檢查、腦
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否有腦震蕩、
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而身體則要做X
光檢查等，來判斷內臟是否有損傷、身
體是否有骨折等。通過各種檢查，進行
對癥治療，使受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
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得

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出現
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來推拿
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這是不懂
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發炎期，或
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的醫生是不會
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如果按摩推拿，
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加劇炎癥和紅腫
，甚至會加重傷害，造成“二次損傷”
，增加治療的難度，甚至會延誤治療。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
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

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
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
療法。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
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問
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的。
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左右，
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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