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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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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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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忌誕 官方為何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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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 「艾達」席捲美國東北部多
地，在八個州引發洪水、龍捲風等
災害，已造成至少六十五人死亡，

今次嚴重災情，使得美國基礎設施問題，突發地顯現
出來。路州約有一百萬用戶斷電，還要經歷手機服務
癱瘓、供水暫停、汽油嚴重短缺等問題。全美有多達
二萬二千根電線桿被損毀，超過五千二百個變電站發
生故障，近二萬六千根電線桿傳輸線斷線。

此外， 「艾達」也對新澤西州和紐約州等地造成毀
壞，風暴引發的洪水造成紐約市地鐵系統停止運行，
當地國際機場的航班被迫中斷。美國總統拜登馬不停
蹄，分別到路州、新州和紐約州，就颶風 「艾達」造

成的損失展開調查。
美國公共政策智庫城市未來研究中心執行董事喬納森．鮑爾

斯的報道:過去數十年，紐約市的基礎建設，跟不上人口增長速
度，更不必說要承受 「越來越猛烈的風暴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海
平面上升」等現象。 「每次大風暴，這座城市似乎都會崩潰，這
并不奇怪。」他說。紐約對火車站、機場、橋樑等大項目投入多
，但較少把經費用於下水道和水管等 「不吸引人」的項目。

曼哈頓研究所城市經濟專家妮科爾．傑利納斯說，紐約市的
基礎設施無法承受幾小時內多達十幾厘米的降水量。短時間強降
水堵塞下水道排水管，又缺乏足够綠地幫助吸收降水。 「因此，
當遭遇風暴時，一些街道變成運河。」

今次颶風 「艾達」狂掃美國路州、墨西哥灣地區，及紐約州
、新州、賓州，造成嚴重災區。許多災區民眾批評稱，政府反應
緩慢，救援不及時，在 「艾達」襲擊近一周後，供水、供電仍未
恢復，使居民無法維持基本生活，不少民眾被迫離開家鄉，前往
鄰近州份避難。在風雨大作中，紐約州被豪雨洗刷，一宵便成了
泡在水中央的美國大城，地鐵成水簾洞、隧道變游泳池，汪洋中
到處可見巴士、校車及私家車被水包圍。這場水災奪走了數十條
人命，亦讓世人看到即使是自詡國力最強的美國，在天災面前，
一樣是無可奈何。號稱 「全世界最富有、最繁華的城市紐約這場
水災，對西方以至中國人來說，都有不少警示作用，也摑醒了那
些盲目捧美派，讓那些只懂吹噓美國這樣好、那樣好的人看個清
楚，美國雖然被譽為先進國家，其國力、城市建設均眾口稱讚，
但還是抵不過一場暴雨的衝擊。記得中國河南鄭州7月曾遇大豪
雨，整個城市泡在雨水中，當時西方不少媒體諷刺中國城市建設
太差，一場大雨便現了形，甚至指摘中國的大城建設不乏豆腐渣
，也有人批評氣象預報水平不佳。

那麼，美國今次水浸又如何呢？艾達還在海中央時，美國氣
象部門已嚴密追蹤，上月尾便急急疏散南部州份的居民，可是，
後勁十足的艾達卻吹向美國東北部，帶來大風大雨，洪水滔滔，

造成廣泛而嚴重的水
災和破壞。

澤國中的新澤西
州及紐約州居民最憤
怒的是，預報失準了
嗎？州政府不懂應變
嗎？事實是，紐約州
州長向全州發出緊急
狀態通知時，只能急
匆匆用推特發文；紐
約市市長宣布紐約市
進入緊急狀態時，全
市已被滔滔洪水侵襲
。

一切來得又急又
快，唯一慶幸的是，
大水來襲時紐約已是
晚上，大部分居民已歸家，人命損失才較少，但泡在水中央的汽
車，一點不比7月遭遇千年大雨的中國河南鄭州少。

紐約這個時候受災，也是天不佑拜登。9‧11將至，每年的
這個時候，紐約都是世人目光聚焦的地方，偏偏今年的紐約卻成
了澤國，麻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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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淹紐約 引發爭議不少

我對港姐的評價

今年 9 月 9 日，是毛澤
東去世 45 週年紀念日。我
通過搜索發現，截止8日，

中共當局還沒有舉辦相關活動， 傳媒、官媒也是一片靜悄悄，
沈默渡過，沒發表什麼紀念文章。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筆者認為，習當局對毛是又利用
又限制。利用，就是還舉著毛澤東的旗幟，比如現在高喊“共同
富裕”；也可以說來自毛氏理論。限制，就是毛時代受害人太多
了，習總自身和一些政治局委員，都深受文革其害。而且現在的
形勢和毛時代已經根本不同了，不可能回到毛時代了，所以對毛
只是“尊重”而已，做法不能照搬。因此，習當局會選擇在一些
他們認為關鍵或必要的時候，搞些紀念毛的活動，一般就不提，
尤其不會在毛的出生日和死亡日搞活動。

而官方沉默的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前一段時間
，大陸左網寫手李光滿，在自媒體發表的文章，
突然被官媒集體轉發，稱中共“正在進行一場深

刻的變革”。文章掀起軒然大波，外界普遍認為，這幾乎等同於
文革時期的“五一六通知”，預示第二次文革就要來了。

面對國內外的質疑，中共趕緊“滅火”，不但讓胡錫進批評
李光滿“誤判和誤導”，官方也多次出面強調，對民營經濟、對
外開放態度不變。

既然中共現在還在“滅火，又怎麼會高調紀念毛澤東呢？
在官方沉默的同時，我們看到，像“紅歌會”、“烏有之鄉

”這些大陸極左網站，連日來不斷發文，又是表示對毛懷念，又
是宣傳紀念毛的文藝活動。

很多人會想，直到今天，還會主動懷念毛澤東的到底是哪些
人？

著名網絡作家譚作人對此有所分析，真心崇拜和懷念毛澤東
的人群，“往往是文化程度偏低、收入偏低、社會地位偏低的

‘三低’人群。這些人也往往是遠離權力中心，遠離財富中心，
甚至於遠離文化中心的邊緣人群。”而毛粉之所以存在，是因為
這群人看不清過去，搞不懂現在，對未來更是茫然。

毛澤東對中國人的影響是很大很深的，因為它形成了一個強
大的共黨文化市場。固然，在文化程度偏低、收入偏低、社會地
位偏低的‘三低’人群中，所謂邊緣人群中，毛左有一定市場；
就是在全社會，包括一部分精英人士中，也有毛左。否則，怎麼
解釋“薄熙來現象”呢？薄熙來當時高調唱紅打黑、宣稱要分好
蛋糕，就是要重走“毛澤東路線”，還被稱為薄澤東。

而對於毛左，習當局其實並沒有手軟。就拿最近的一件事來
說，毛左派領軍人物、北大教授孔慶東，被微博噤言了。他從8
月25日起停止更新，目前仍處於禁言狀態。

目前，外界還不知道他被噤聲的具體原因，但他曾經被稱為
薄熙來的“吹鼓手”之一，還推崇過朝鮮的製度和金正日的“主
體思想”哩。

自 上
世紀 七十
年代開始

，每年夏天，便到了香港小姐選舉的季節，從
面試到決賽這幾個月內，電視臺成功地製造不
少話題，儲備人氣，年復一年的創造一個又一
個 「神話」，像今年 「老是常出現」的 「最美
港姐」朱玲玲，在熒光幕前也許亦開到荼靡，
年過六十的她，每次當電視鏡頭給她大特寫時
，我總會覺有點不忍，再加上周遭的人不斷以
「最美港姐」的稱號加諸其身上，我不是覺得

她不配，而是有感到身邊的年輕人沒有看到她
多年來的變化、經歷，看到眼前的她只能說是
一個虛像。

香港小姐的美不是徒具外型，歷年以來她
們都強調美貌與智慧並重，美貌先天成分較高

，智慧則以後天積累的為重，美女每
天都在成長，這些年來像朱玲玲那樣
得天獨厚，有着傳統上所謂的嫁得好
，生活得好，簡單直接地以其美貌嫁

入豪門，甚至可以一嫁再嫁，一富再富，仍不
失其尊貴之儀，實在難能可貴。

像幾二零一四年港姐季軍何艷娟，年僅二
十九歲卸任港姐後，與坐擁三十億身家的富商
吳志誠閃婚閃離，據知回復單身的她，分得約
三億元贍養費，繼續享受其上流生活，亦時有
傳出她繼續攀上高枝，媒體給她的評價委實不
如朱玲玲般正面和肯定，反而更接近一名拜金
女的生命歷程，可不知這已然是現代社會中最
普通不過的事。合則來，不合則去，香港小姐
的名銜亦沒有那麼高高在上。何艷娟雖然失婚
，但仍能繼續過其闊太生活，被記者拍到不時
周遊列國又大曬名牌手袋，更被拍得到古董街
「尋寶」及投資名畫，生活相當富態。

一旦成為千嬌百媚的香港小姐，身份到底
是甚麼？大會指是代表香港的親善大使；民間

評價卻是“為富豪選媳婦”。歷史是檢驗眞理
的標準，選港姐其實是選藝員——這是現屆港
姐導師、二十四年前的“四料港姐冠軍”、蟬
聯四屆“慧姸雅集”會長的向海嵐所說的。

向海嵐擔任今屆港姐導師，在電台講港姐
的身份進化：“我認為近六、七年來，港姐的
定位改變了。我入選那個年代，當選港姐後要
代表香港參加環球小姐、世界小姐競選，做很
多親善大使的工作。近年的港姐有點不一樣，
似選電視演員多過選美。”

四料港姐向海嵐拍過許多無線經典劇集、
大美人大奸人集於一身；藝途坦蕩的她，卻有
弔詭之處，為何不躍上大銀幕呢？捧紅不少大
明星的電影大老闆向華強，傳聞是她的親叔叔
哩。

自認性格內向、不善交際的“慧妍會長”
向海嵐，得到永遠榮譽會長朱玲玲鋪橋搭路，
進入羅康瑞旗下的上海新天地打工，負責客戶
服務。雖有貴人相助，向海嵐對上海生活完全
不習慣：“試過零下四度，在街上花了一小時

等的士。”她憶述最初半年完全唔適應：“曾
覺得上海所有事都不及香港，不知哭了多少次
。每個周末都要返香港，上班有點度日如年。
”四年白領生涯後，她復出演藝圈，但不是回
巢香港，而是簽約內地經紀公司，與馬浚偉上
演了一場不同風味的《偶然·徐志摩》，贏得
觀眾喜愛，復出的她，越來越漂亮。四年前，
向海嵐和經紀公司解約，自己接工作。

事業隨心所欲、資深“慧姸”會長、七四
年出生的向海嵐，至今竟然未婚；據講，男友
也沒有。“過往也拍過幾次拖，最終沒有擦出
火花。”她笑說，“找男朋友不是努力就可以
，隨緣吧。到了這階段，不會為拍拖而拍拖。
”擇偶條件？不需有錢，最重要性格投緣。

被冠以“黃金盛女”稱號，她表示：“我
不介意，人們會聯想到是盛放的盛，他們讚我
凍齡。現在的女仔可以很獨立，不必依賴男性
；但我仍然憧憬婚姻、相信愛情。”看來，向
海嵐係另類港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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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拟议2022财年运营和资金预算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市交通管理局（METRO）将举行公开听证会，听
取公众对其拟议2022财年（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运营和资金
预算的意见。听证会将于2021年9月21日星期二中午12:00在德克萨斯州休斯
顿市主街1900号二楼METRO董事会会议室（邮编77002）举行。

邀请公众出席听证会并亲自发表意见。您也可以在Zoom上参加听证会，请
访问以下网址https://us02web.zoom.us/j/84985325440或拨打：
346-248-7799，会议号：849 8532 5440。仅当您想在听证会上发表意
见时，才需要在Zoom上参加。  否则，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在线观看听证
会的直播：
https://www.RideMETRO.org/Pages/BoardStreamingVideo.aspx。听证
会的录像也将在RideMETRO.org上存档。

METRO拟议2022财年运营和资金预算副本目前可在METRO网站
RideMETRO.organd上和李·P·布朗METRO管理大楼（位于德克萨斯州休
斯顿市主街1900号，邮编77002）大厅内供公众查阅。

发表公开意见的程序

建议希望发表公开意见的人士在听证会举行之前至少48小时致电
713-739-4834或发送电子邮件至boardoffice@RideMETRO.org，并提供
其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注册成为METRO董事会办公室的公众发言者。
如果您预先注册，听证会上将首先听取您的意见。您会在适当的时候被点名
发表意见。

此外，您也可以在预先注册的发言者之后通过在被点名时举手（如果您在董
事会会议室）来发表公开意见，或者在Zoom平台上在线通过选择“举手”功
能来发表公开意见或通过电话加入时按*9来发表公开意见。来电者将自动进
入静音状态。在识别出未注册的发言者的姓名或电话号码后，其麦克风将被
取消静音，并可以发表意见。

语言援助、无障碍和特殊安排

根据要求，METRO按照其语言援助计划提供免费的语言援助，帮助英语读
、写、说或理解能力有限的顾客。METRO的听证会为残疾人士提供便利。
语言援助和其他安排的请求应在听证会举行之前至少48小时致电
713-739-4834向董事会办公室提交。

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市交通管理局（METRO）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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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花開
花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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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因為一場新冠疫情大流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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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達面對做好生前規劃豁達面對做好生前規劃
華裔最中意的寶地華裔最中意的寶地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推出優惠推出優惠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前局長、美國中
央司令部前司令戴維·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說，美國
處理從阿富汗撤軍的方式損害了美國在國外的信譽和聲譽。

彼得雷烏斯認為美國應該在阿富汗保持軍事存在，他指出在
阿富汗政府垮台和塔利班接管一個美軍存在了二十年的國家後，
英國政府和其他主要歐洲領導人對美國提出了批評。

他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華盛頓首席記者加內特
（Garrett）少校的《外賣》（Take out)播客採訪時說:“我們的
信譽和聲譽受到損害。”

彼得雷烏斯說，拜登政府認識到，並且需要非常努力地制定
一種“整個政府”的方式來對待世界和中國，就像拜登政府的頭
七個月裏那樣“巧妙”地做到了。但在從阿富汗撤軍方面，他犯
了錯誤。

他說：“再說一次，那是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執行，但

顯然現在會有一些損害，在某種
程度上，他們必須更加努力地做
到這一點。”“它將一如既往地通過行動來完成，而不僅僅是口
頭上。需要言辭，但人們會真正關注行動。”

這位戰時將軍對於美國是否在 20 年後輸掉了阿富汗戰爭沒
有回答是或否。

他說：“好吧，我們當然沒有達到我們中的許多人，也許是
大多數人所希望的結果。”

帕特雷烏斯對塔利班從一個前阿富汗政府手中接管一個國家
的“令人心碎的發展”表示遺憾，該前政府雖然不完美，但是通
過民主選舉並增強了自由。雖然他贊揚了成功空運數萬名美國人
、阿富汗人和第叁方國民的數千名美國軍人的英勇行為，但他承
認美國撤離現場一片混亂。

彼得雷烏斯說：“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發生的事情，而且拜
登還說這是一次順利、精心策劃的行動。”
盡管如此，他說，阿富汗的撤軍失敗可以追溯到幾年前

。美國在 2003 年進入伊拉克時很快將注意力從阿富汗轉
移到了伊拉克。他回憶說，當他前往阿富汗並看到那裏
取得的進展相對而言很少時，他感到震驚。
但是，在今天，在他看來，更好的解決方案是根本不從

阿富汗撤軍。他說，美國的足跡是可持續的，近年來，
美國在訓練場上損失的部隊人數多於在戰場上死亡的人
數。彼得雷烏斯指出，夥伴國家在阿富汗的軍隊數量是
美國的兩倍多。
他說，阿富汗不是越南，撤軍並非不可避免。
但他說，一旦總統決定撤軍，其它決定可能會減輕影響

，沒有意義。
彼得雷烏斯說，美國選擇在塔利班好戰的夏季節撤出阿

富汗犯了一個錯誤，美國本可以在冬天撤軍，因為惡劣

的天氣會減緩塔利班的軍事行動。
他還指責美國批准特殊移民簽證的過程極其緩慢。
彼得雷烏斯說對他最有影響的書是尤利西斯·S·格蘭特

（Ulysses S. Grant）的傳記《格蘭特接受命令》（Grant
Takes Command），他不同意李將軍的策略如此優越。他說，
李採取了錯誤的策略。

彼得雷烏斯說：“我認為偶爾重要的是要記住羅伯特·E·李
，因為他所擁有的所有品質和品德都受到了贊譽，但都已失傳。
"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美中情局前局長、中央司令部前司令：
阿富汗撤軍確實“損害了美國的信譽和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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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中國

对于赵薇突然消失的猜想，或许还有更

严重的问题被有关部门掌握，只是还没曝出

来。

毫无征兆的，著名女星赵薇突遭全网封

杀——影视作品被除名、微博超话被关闭。

这一天，是 2021 年 8 月 26 日。当晚，

“赵薇被封杀”的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社交平

台的热搜。

关于赵薇被封杀的原因，外界猜测主要

有三个：

一是受其旗下艺人张哲瀚的牵连——张

哲瀚被曝曾于 2019 年在日本乃木神社参加婚

礼，之前还发布过在靖国神社前的合影，因

而于今年 8月被封杀；

二是赵薇本人在 2001 年，曾身穿“日本

军旗装”在美国曼哈顿为《时装》杂志拍摄

春夏服装宣传照，引发轩然大波；

三是赵薇及其丈夫黄有龙，因在 2016 年

12 月以 51 倍杠杆、总价 30 亿元收购上市公

司万家文化（现“祥源文化”， 600576）

29.135%的股份不成，而于 2018 年 4 月受到监

管部门罚款 30 万、5 年禁入证券市场的处罚

。

以上三个原因，看似成立——每一件事

都引发公愤，有的甚至涉及“家国情仇”；

却又不成立——毕竟都是“陈年旧案”，况

且有的已有定论。

或许，赵薇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被有关部

门掌握，只是还没曝出来；也或许，是前述

诸多因素叠加，最终一起算总账。总之，昔

日纵横演艺、资本两界，风光无限，却又极

具争议的跨界女王，这次从神坛重重跌落，

摔得连点渣都没剩下。

演艺圈前辈早有说法：出来混，迟早要

还的。

28 年前，路人赵薇以电影《画魂》中一

个没有台词的群演，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而后一路所向披靡，成为演艺圈现象级的

艺人，当之无愧的女王；28 年后，荣誉等身

，事业、财富双丰收的赵薇，遭遇全平台封

杀，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泯然众人。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在被封杀之前，没有迹象表明赵薇遇到

了麻烦。

这位女星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

6月出席某品牌的代言活动。

当日的赵薇，一身绿色连衣裙搭配高跟

鞋亮相，却因为身材与服装并不是很搭，而

被吐槽脸大脖子短，造型老土。

网友看到的，已是赵薇精修过的照片。

近两年，赵薇不再像从前那样青春靓丽

、光彩照人，除了因为年龄关系，容颜苍老

、身材走样，还与其从台前转向幕后有关

——演而优则导，影后开始转型导演、制片

人，难免不修边幅，不再妆容精致。

更有说法称，赵薇早已与丈夫黄有龙离

婚，身心受创，容颜憔悴。这个传闻的依据

是，自 2018 年 3 月黄有龙通过社交平台发信

息，祝贺赵薇生日快乐后，两人再无互动，

亦未同框。不仅如此，两人还删除了各自的

社交平台。此外，赵薇多次被曝和小鲜肉一

起参加聚会，出入夜店和酒店。

对于婚变传闻，赵薇极力否认，甚至不

惜以诉诸法律警告造谣者。

不过，这对昔日令人艳羡的明星夫妻，

如今的日子似乎过得并不好。

就在不久前，黄有龙被曝拖欠巨额贷款

而被起诉——自 2016 年 8 月开始，黄有龙先

后两次向香港某财务公司借款 1.5 亿港元，

但自 2017 年 7 月开始，黄有龙除了每个月归

还部分利息外，一直没有归还本金，截至被

告上法庭，欠债 3亿港元（约合人民币 2.5 亿

元），其中本金 1.5 亿港元，利息 1.5 亿港元

。

黄有龙究竟遇到了什么，需要借高利贷

？

要知道，2018 年初发布的胡润女富豪榜

上，赵薇、黄有龙夫妇曾以 63 亿身家成功

挤进前 100 名；2019 年的胡润百富榜，黄有

龙、赵薇夫妇亦以 45亿元位列第 912 位。

借 1.5 亿港元逾期不还的黄有龙，与其

身家数十亿的人设完全不符。

看来，一切只是虚假繁荣

。

如果沿时间轴慢慢往前追

溯，会发现，赵薇、黄有龙夫

妇在 2016 年，经历了一件最终

决定他们命运轨迹的大事。

2016 年 12 月 26 日，当时还

叫万家文化的 A 股上市公司祥

源文化发布公告，宣布大股东

万家集团与赵薇控股的龙薇传

媒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万

家集团将其持有的 1.85 亿股万

家文化股份（占比 29.13%），

以 30.6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龙薇

传媒，万家文化实控人将变更为赵薇。

消息一出，震惊娱乐圈和资本市场。

3 天后，上交所发出问询函，询问这笔

收购的巨额资金来源，最终揭开了赵薇“蛇

吞象”的真相。

根据龙薇传媒的披露，公司 2016 年 11 月

2 日才成立，注册资本 200 万元，且未实缴

到位，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总资产、净资

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为零。

换言之，龙薇传媒是专门为收购万家文

化突击成立的，是名副其实的空壳公司。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高达 30 亿元的收

购资金中，只有 6000 万元是股东自有资金，

其余均为借款，杠杆比例高达 51 倍；而直

到龙薇传媒回复上交所问询的这一天，相关

股权质押融资仍在金融机构审批流程中。

这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

然而，一个多月后，赵薇变卦了。原定

的购买 1.85 亿股（占比 29.13%），降为 3200

万股（5.04%），缩水近 83%，原因是“融资

遇到了难题”。

就算是这 5.04%的股份，赵薇依然未能

兑现。2017 年 3 月 28 日，万家文化公告称，

万家集团与龙薇传媒未在协议约定时间内办

理完毕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最终，轰轰烈烈的万家文化收购案，以

赵薇收回定金，一股未买收场。

喧嚣过后，一地鸡毛。

赵薇的爽约，造成了一个直接后果：万

家文化股价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最终发

起诉讼。截至 2019 年 5 月 18 日，祥源文化共

计收到 544 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诉讼金额共计 5700 多万元。

还造成了另一个间接后果：80 后创业明

星茅侃侃自杀。茅侃侃与万家文化合作创立

的万家电竞，最终资金链断裂，茅侃侃不堪

重负自杀。外界将矛头直指赵薇，认为是其

爽约最终将万家文化及万家电竞拖入深渊。

万家文化收购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是，赵

薇、黄有龙夫妇每人被处以 30 万元的罚款

，以及 5年禁入证券市场。

对于赵薇、黄有龙夫妇来说，几乎是毫

发无伤。

失信的赵薇并未受到抵制，在演艺圈依

旧左右逢源，风光无限。她出席第 37 届香

港电影金像奖并担任颁奖嘉宾、参加湖南卫

视节目、主演田壮壮执导的话剧、加盟腾讯

视频的真人秀节目……

针对影响恶劣的万家文化收购案，2019

年 3 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樊芸尖锐地指出，“现在证券法顶格处罚只

有 60 万元，解决不了问题。像赵薇割韭菜

赚了几十个亿，不止一项罪名，加起来才罚

70 万元”。她表示，“不少代表商议要抓紧

修改证券法……可以先出台法规、部门规章

，灵活及时指导股市”。

2020 年 3 月 1 日，新《证券法》正式实

施，加大了对于各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这，算是赵薇为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健康

发展做的一点“特殊贡献”吧。

在万家文化收购案中，有一件事非常有

意思。就是当赵薇遭遇监管和舆论双重拷问

时，她的密友，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站

出来撇清关系，称和她不是很熟，双方总共

也就见面 10 次，其中至少有 5 次还是因为公

益活动。

相似的一幕，4年后再次上演。

这一次，当赵薇遭遇各个平台全面封杀

后，娱乐圈明星杨幂、李冰冰迅速删除与赵

薇的合影，杨紫、黄晓明删除与赵薇有关的

所有微博信息——当“危险”来临时，昔日

的好友，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要快。

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商界还是娱乐圈，

都是非常“现实”的地方。

但无论马云怎么躲闪，他与赵薇、黄有

龙夫妇的亲密友谊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如果要列举赵薇生命中的贵人，马云绝

对是最重要的人之一。

赵薇曾一度被誉为中国“女版巴菲特”

，实在离不开马云的“神助攻”。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还在演艺圈打

拼的赵薇就开始涉足投资。不过，包括上海

欣艺、北京普林赛斯等公司在内，基本是由

赵薇的哥哥、母亲等亲属实际持股并代为打

理，属于“小打小闹”。

真正让赵薇财富暴涨，是在其 2009 年与

新加坡籍富豪黄有龙结婚，尤其是结识了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等大佬之后。自此，

赵薇开始在资本市场大展身手。

2015 年，唐德影视（300426）上市，作

为十大股东之一的赵薇，与其哥哥赵健合计

持有近 800 万股股份，总价近 6 亿元，投资

回报率达到 150 倍。

在唐德影视上的成功，不过是赵薇在资

本市场小试牛刀。真正让其名声大噪的，是

在阿里影业（01060）上的投资。

2014 年 12 月，赵薇、黄有龙夫妇耗资 31

亿港元，以 1.6 港元/股的价格购入阿里影业

19.3 亿股，持股比例达到 9.18%，成为公司第

二大股东。2015 年 4 月，赵薇夫妇以 3.9 港

元/股的价格减持阿里影业 2.56 亿股，套现

近 10 亿港元；2016 年 10 月，赵薇夫妇再度

套现 12.5 亿港元，持股比例降至 4.97%。

经此一役，赵薇“股神”、“女版巴菲

特”的名号不胫而走。

截至 2016 年年底，赵薇、黄有龙夫妇已

经积累起令人艳羡的雄厚财富。除了持有多

家上市公司股份，两人还进军酒店、红酒、

影视等多个领域，总资产高达 56亿元。

在万家文化收购案中，2017 年，万家集

团在回复上交所问询时披露，赵薇夫妇的资

产总价值 56亿，其中不动产价值逾 6亿。

不过，万家文化收购案后，赵薇夫妇开

始走下坡路。

正是在 2017 年，黄有龙被曝资金链紧张

，夫妇俩还将上市公司顺龙控股（00361）

的股票抵押给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这

也就可以解释，为何自 2017 年 7 月起，黄有

龙开始还不上借款本金、最终被人追债了。

自 2017 年起，赵薇的资本版图停止了扩

张。不仅如此，赵薇还开始从部分公司的股

东名单中消失了。

最新工商信息显示，除去已经吊销、注

销的 6 家企业，目前赵薇旗下处于存续状态

的企业共有 7家。不过，这 7家企业中，有 5

家的股权已于今年 4 月被冻结，合计被冻结

股权金额超近 1700 万元。目前，赵薇的自身

风险有 5条，关联风险则达到上千条。

眼见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

楼塌了。

28 年前，尚在芜湖师范学校读书，17 岁

、一张白纸一样的赵薇，自电影《画魂》中

一个没有台词的群演，开启了自己跌宕起伏

却又绚烂辉煌的演艺生涯。

她“一意孤行”，放弃师范生的铁饭碗

，去报考刚创办一年的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立志当明星——这个当时在人们看来还很不

靠谱的职业。

毕业后，初次闯荡社会的失意，并未让

这个安徽妹子退却。龙套生涯是一种磨砺，

并最终促成她前往文化圣地，明星云集的京

城。

要想获得资源，圈子很重要，出身更重

要。于是她报考了中国最有名的造星工厂

——北京电影学院。虽然她因为紧张将准考

证弄丢而嚎啕大哭，却幸运地遇到了自己演

艺生涯中的另一位导师崔新琴，最终，她如

愿进入这所明星摇篮学校。

她在大学二年级开启了自己开挂般的人

生，凭借言情剧鼻祖琼瑶导演的《还珠格格

》中的“小燕子”一角，红透大江南北，成

为现象级的演员。这，得益于她的富二代男

友，《还珠格格》的最大投资人叶茂青。或

许，从那时起，她就已经懂得利用资本的力

量。

此后，她拍电视、演电影、出唱片，成

为影视歌三栖明星，风头一时无二。

28 年间，她出演了《还珠格格》、《情

深深雨濛濛》、《亲爱的》、《致青春》等

多部经典作品，获得包括香港电影金像奖、

大众电影百花奖等在内的多个影后荣誉。

虽然她也有过“身穿日本军旗装”、

“殴打孕妇”这样的丑闻，甚至因此被人泼

粪，但这些却未能让她在娱乐圈的地位降低

。

而随着与神秘富豪黄有龙的联姻，借助

资本的力量，她开始在商业世界开辟出另一

片天地，积累起巨额财富。

荣誉等身，富贵逼人。人生如此，夫复

何求？

然而，爬的越高，摔得越惨。极度“膨

胀”的赵薇，最终因为一次“冒天下之大不

韪”的资本运作，而被打出原形，自此开始

一路向下。

真是成也资本，败也资本。

如今，伴随着赵薇被全面封杀，昔日那

个风光无限的跨界女王，从神坛跌落，消失

于凡间。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 28 年前，那个大眼睛

的呆萌女孩，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

赵薇：女王陨落



李行導演過世，8日他的追思會於

台北第一殯儀館舉行，多位影壇及政

界人士皆到場送他最後一程，文化部

長李永得也頒贈總統褒揚令給李行的

家屬。

追思會開場由國家電影及視聽文

化中心董事長藍祖蔚擔任引言人，他

透露李行導演4月29日前往台南藝術大

學，出席黃仁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會後

，身體便轉差，但在91歲生日當天，

依舊掛心台灣電影，頻頻問道：「我

的紀錄片拍好了沒？你們（國家電影

及視聽文化中心）什麼時候搬家？」

如今李行導演的紀錄片《行影．

不離》擔任今年金馬影展閉幕片，國

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同仁也將在下

周於新場館工作，讓藍祖蔚感嘆：

「這輩子，您為電影而生。到了生命

最後時刻，對電影依舊念念難忘，懷

念您的獅子吼，懷念您豪爽的笑聲、

熱情的握手，感謝您對電影那份無可

救藥的愛。」

李行導演的女兒李顯順表示，父

親每次總在活動1個月前準備宴客名單

，「每次看到他都很煩惱，我和我媽

大而化之，都不了解他為何這麼傷腦

筋？直到這次準備名單，我才知道為

什麼，因為他的朋友實在太多了，所

以如果今天我有任何疏漏，希望他能

原諒我，我這粗心的女兒。」最後感

謝各界今天來送父親最後一程。

今日歐陽龍帶著歐陽妮妮到場，

十分惋惜台灣的電影圈失去了李行導

演，「希望李導演在天之靈，台灣電

影要繼續繁榮。」演員石雋則感謝李

行導演提拔，讓他的演藝生涯沒有交

白卷。楊惠姍則透露，李行導演像父

親一樣，「沒有導演，可以說沒有惠

姍、沒有張毅。」楊貴媚、王童、侯

孝賢、李烈、瞿友寧、魏德聖、王小

棣、陳玉勳、葉如芬等人都到場送別

，房祖名也代表成龍和林鳳嬌前來。

李行導演追思會 「為電影而生」
摯友傾吐他生前最掛念2件事

由金獎導演陳芯宜、金鐘編劇樓一安

共同聯手打造，2021下半年唯一療癒劇

公視影集《四樓的天堂》，集結跨海台港

金獎卡司，包括影帝黃秋生、影后謝盈萱

、金馬最佳新人范少勳等，該片講述人與

人的關係、與自我療癒之道。昨晚預告搶

簽看，網友看完預

告互動熱烈，紛紛

留言敲碗期待：

「想預約了」、

「眼眶有淚」、

「超期待」。黃秋

生昨天也已經抵台

，在臉書上放上台

北風景照片跟大家

報平安。

在劇中飾演推

拿師的影帝黃秋生

，既神秘又工夫了

得，上門而來問診

推拿的女客人絡繹

不絕，然後個個都

是影后等級；包括

金馬影后謝盈萱，

金馬女配角丁寧，

以及今年甫入圍金

鐘獎獎項的黃姵嘉

、陸弈靜、孫可芳

、盧以恩、潘麗麗

等，在預告影片中也將他們劇中扮相一一

揭露。加上金馬獎最佳新人范少勳，在劇

中也有非常爆炸性的演出，光是預告中揭

露的打鼓短短幾秒鐘的鏡頭，范少勳認真

花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學鼓及練習。

影片一開頭就驚喜見到兩位金獎影帝

張嘉年（太保）、黃秋生粵語對戲高手過

招，頓時這個香港來的推拿師黃秋生神秘

感一秒爆棚。這個神奇的推拿師，他的手

可以觸碰到客人身體的秘密、或者心裡的

傷痛；上門來尋求被療癒個客人絡繹不絕

，包括與母親潘麗麗心結頗深的心理師謝

盈萱、被媽媽拋棄然後一直尋找歸屬感的

塗鴉客范少勳、面臨與阿嬤相依為命生活

的房子即將被拆遷的劇場演員王真琳等。

只見他的手輕輕拍撫，彷彿就安慰了他們

內心的傷口，讓人止不住眼淚。

這次釋出的預告影片中，謝盈萱與飾

演母親潘麗麗「最虐母女黨」之間的對手

戲最讓人動容。有別於現在熱播的《俗女

養成記2》中讓人又笑又哭的母女，這次

謝盈萱在《四樓的天堂》裡的母女關係則

是讓人揪心。從小因父母離異導致家庭氣

氛不佳、長久心結無法解開的母女；在母

親重病之際，女兒試圖想要去理解母親，

影片中說道「你有沒有發現你要求自己每

件事情都要一百分，但我們其實已經都很

厲害的耶。」這一場在醫院的戲，倔將的

母女背對著背哭泣，不願意先跟對方示弱

、也不讓對方發現自己的軟弱。謝盈萱說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場戲，沒有強烈的

情緒、就只是對話，但是兩個角色劍拔駑

張、現場氣氛降至冰點的同時、又要同時

演繹出心疼母親的情緒，再加上母女兩人

無法溝通的距離感，其實比吵架還要難演

；麗麗姐把氣氛帶得很好，所以那場戲演

起來很放鬆、很舒服」。謝盈萱也透露演

員功課皆取材自身邊的朋友：母親與女兒

之間相處的難題，自己身邊有多少女性朋

友，就有多少故事可以參考，一個比一個

精彩。

《四樓的天堂》定檔於十月九日起，

每週六晚間九點於公視頻道播出。本劇為

影帝黃秋生首次參與主演的台劇，幕前幕

後都是金獎組合：包括因電影《誰先愛上

他的》一舉奪下金馬影后、憑藉電視劇

《俗女養成記》口碑與討論度都沸騰的謝

盈萱；以電影《下半場》榮獲金馬獎最佳

新人獎、並在電視節目《阮三个》主持裡

累積好人緣的范少勳等等；影帝影后同台

飆戲，驚人火花、強大氣場，將為2021下

半年，這個探討如何與自我相處的後疫情

時代，注入最療癒最溫暖的力量。

《四樓的天堂》故事描述：「天堂」

，一間隱身在巷弄，位於老舊公寓四樓的

私人推拿會所；在這裡，推拿師天意（黃

秋生 飾演）總能以獨特的方式，碰觸到

客人不願面對的心裡傷口，替他們層層解

開病因。無論是總在幫助別人卻不知道如

何化解自己母親心結的心理師（謝盈萱

飾演）、有著黑洞般過往的塗鴉客、或是

害怕失去總是壓抑情緒的劇場演員。在

「天堂」，藉由天意的雙手，他們將一一

重新找回心底最柔軟最溫暖的自己。

推拿師黃秋生抵台開業
《四樓的天堂》釋出正式預告

影劇文化的力量有多大？金鐘獎好戲

《想見你》前進亞洲最大國際廣播影像市

場「2021 韓國首爾國際電視節（BCCW

2021）」，破天荒為台劇《想見你》舉辦

了跨海的線上座談會！

除了有兩位演員許光漢、施柏宇受邀

參與，還有幕後重要主創製作人麻怡婷、

編劇簡奇峯和林欣慧也現身！

雖然《想見你》自2020年二月播畢至

今已近兩年，在亞洲市場的影響力依然巨

大可見。許光漢出場就以流利韓文打招呼

，被調侃「有偷練」！

除此之外，許光漢也惦記著他戲裡的女

主角柯佳嬿，因柯佳嬿未能到場，許光漢就

用韓文幫柯佳嬿對孔劉告白了！讓人猜測許

光漢防疫期間是不是有偷偷在上韓文課！

如今韓國購買了《想見你》韓劇、電

影翻拍權，講座上暢談到拍攝完畢至今近

兩年的「想見你現象」，主創團隊知無不

言、毫無保留地與韓方分享。許光漢因

《想見你》而在韓國受封「網路男友」之

稱，韓版《想見你》備受期待，許光漢被

問是否會想要在韓版客串一角？許光漢突

然以小雨萱口吻對大家說：「大哥哥你不

可以忘記我喔！」足以見得許光漢還是最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台版《想見你》。

目前韓版李子維、黃雨萱、莫俊傑要

由誰來演出一直有著不少討論。許光漢韓

文再繼續進步應該可以直接去演韓版李子

維。施柏宇則是想演任何一個角色都好：

「想知道陳韻如到底喜不喜歡莫俊傑？」

今早在韓國的座談會上還播放幾個經

典片段，不禁讓許光漢回想李子維回到雨

中看著那把傘、所有事情都即將消失的那

一刻：「好像有一個什麼，但這一切又沒

有發生過，每次看到這一幕心裡都會覺得

很酸，可能也是我對李子維這個角色的遺

憾，他們經歷的一切都沒有了。」

施柏宇在劇中的暖男形象也深受歡迎

，提到在拍戲期間的即興發揮，施柏宇說

：「因為莫俊傑的右耳聽不見，在演出時

，我總會站在柯佳嬿、許光漢他們的右後

方，表示用左耳聽他們說話。」果然拍片

期間的施柏宇實在很入戲！

編劇簡奇峯、林欣慧也分享選角時就從

許光漢及施柏宇身上看到到他們與劇中角色

不謀而合的「眼神」特質。製作人麻怡婷也

補充，當初因為在等許光漢的檔期而延後開

拍，第一次擔綱主演的施柏宇，演技雖然生

澀卻非常努力，導演黃天仁更趁著等待的時

間，親自帶著他排戲、幫他上表演課。

回顧去年金鐘獎頒獎典禮轉播當天，

只要《想見你》主創團隊一出現，網路上

立刻刷出成千上萬則韓國粉絲留言；到了

今年8月31日，還成為了史上第一部上映

於韓國電影院的台劇，雖然僅播出第12、

13集，卻依舊吸引了死忠韓國粉絲到戲院

用大銀幕重溫！且今年9月韓國還要會發

行《想見你》DVD讓粉絲收藏。台灣戲劇

IP實力與魅力果然不容小覷！

《想見你》爆紅兩年多！
許光漢偷練韓文流利、敲碗直接接演韓版李子維？！

BB66台灣影視
星期日       2021年9月12日       Sunday, September 12, 2021



BB77文藝副刊
星期日       2021年9月12日       Sunday, September 12, 2021

愛 漫 遊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6

青槓坡遺址遊客絡繹不絕
青槓坡戰役和四渡赤水的親歷者、指揮者

之一張愛萍將軍，為紅軍二渡赤水的習水縣
二郎灘渡口題詞“昔日紅軍渡，今日習酒
香”，如椽巨筆，將今昔巨變盡收眼底。赤
水河是美酒河，赤水河的美酒曾為紅軍療
傷，因此赤水河又是英雄河。在赤水河流
域，在四渡赤水的任何一個渡口，這樣的故
事可謂數不勝數。而今天，當年為紅軍療傷
的美酒，又在為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
強勁動力。
記者獲悉，過去一年，習水縣新增白酒產

能3萬千升，當地白酒龍頭企業習酒公司，
銷售收入突破百億元大關，並榮獲貴州省第
三屆“省長質量獎”。“十四五”時期，習
水縣還將堅定不移實施“酒旅並舉．富民強
縣”戰略，緊緊抓住茅台集團“雙輪驅動”
打造習水增長極的戰略機遇，依託“中國醬
香．赤水河谷”區域品牌效應，推動習酒、
茅台201廠、安酒、小糊塗仙、步長集團等
產能分別達10萬千升、5萬千升、2萬千
升、1萬千升、5000千升，致力打造300億
級園區，進一步提高白酒產業首位度，全力
推動白酒高質量發展。
2006年12月，青槓坡戰鬥遺址被列入國

家級文物保護單位。2015年8月，青槓坡戰
鬥遺址被列入中央國家機關愛國主義教育基
地。記者眼前的青槓坡戰鬥遺址，主要由青
槓坡戰鬥遺址保護區域、青槓坡戰役烈士紀
念碑、烈士墓、緬懷廣場、鐵血忠魂浮雕等
構成，佔地面積約2平方公里。記者到訪當
天，一波又一波的參訪者絡繹不絕。頭一天
是高達38.5的氣溫，此刻竟然是涼風習習，

像是歷史和現實，正在作一次友好的交流。

博物館小鎮力構紅培之都
青槓坡戰役的一位傷者—老紅軍何木林，

他的孫女何莉，現在是位於土城鎮的四渡赤
水紀念館的宣講員。接過爺爺的班，講述紅
軍的故事，就是何莉的工作內容之一。
何木林爺孫的故事是被稱為博物館小鎮的

土城，力構紅培之都，賡續紅色文化的一個
縮影。袁銳說，作為一個縣，土城所屬習水
縣，在中國革命和黨的百年大業中，至少有
4個“之最”。一是在一個縣，紅軍活動範
圍最大。包括土城在內，習水26個鄉鎮，
23個留下了紅軍的足跡；二是時間最長，從
1月21日進入習水縣境，到最後離開共62
天；三是影響最大，毛主席關於“得意之
筆”的定論，足以說明其影響巨大。袁銳還
提供了一個細節，說明“長征”一詞，也是
在紅軍四渡赤水中的二渡之後，在進軍習水
縣良村途中的吼灘時，發布的一份文告中最
早出現的。

惟其如此。近年來土城鎮依託紅色資源，
陸續將土城鎮打造成了遠近聞名的博物館小
鎮，建成了四渡赤水博物館群。時至今日，
已建成開放的有四渡赤水紀念館、女紅軍紀
念館、紅軍醫院紀念館、中國工農紅軍第九
軍團陳列館、毛澤東與四渡赤水陳列室、朱
德與四渡赤水陳列室、耿飆長征陳列室以及
貴州航運博物館、赤水河鹽運文化陳列館、
千年古鎮土城博物館等場館等。
以前述革命遺址遺蹟紀念館體系為載體，

土城先後興辦起了四渡赤水培訓學院、習水
紅色文化教育中心（縣委黨校）、新長征教
育中心（四渡赤水紀念館）、習水紅色文化
研究中心和土城紅色文化教育基地，共5家
紅色文化培訓機構。記者了解到，儘管去年
受疫情影響，但當年前來土城接受“紅培”
者，仍然達438班次27611人次。記者在今
年習水縣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還發現今年
“紅培”的人次，被鎖定在8萬這個數字
上。一個風生水起的紅培之都，已是漸行漸
近。

紅色旅遊感悟系列旅遊感悟系列

貴州習水貴州習水““昔日紅軍渡昔日紅軍渡 今日習酒香今日習酒香””

踏進青槓坡看踏進青槓坡看““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故事故事
“196

0 年 5月，二戰

名將、英國元帥蒙哥

馬利首次訪華，對遼瀋、

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讚不絕

口，但毛主席對此不以為然，說‘四

渡赤水才是我平生得意之筆’”，貴州省

習水縣黨史研究室主任袁銳說，“現在我們腳

下站的地方就是青槓坡，黨史和軍史研究表明，青

槓坡戰役實際上就是四渡赤水的‘觸發點’或發軔地”。

“昔日紅軍渡，今日習酒香”，袁銳引述青槓坡和四渡赤水戰

役親歷者、指揮者張愛萍將軍後來為二郎灘渡口所作的題詞，來描

述毛澤東平生“得意之筆”緣何在此“落筆”，以及“落筆”前後堪稱

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習水土城報道

在1935年1月27日，剛剛勝利召開遵義會議的中央紅
軍兵分幾路，主力陸續到達貴州省習水縣土城鎮，

意圖按遵義會議精神，經略黔北，伺機渡江進軍川南。紅
軍到了，奉命緊緊尾隨的敵川軍郭勳祺、潘佐部也到了。
敵我兩軍的“咬合點”就在青槓坡。這裏地處土城東北
部，距街上約3公里，是由習水縣城東皇鎮途徑土城、西
進入川的必經之地。更妙的是，這裏還是一個“葫蘆”形
的山間凹地，先到的紅軍可以在“葫蘆”周邊的高處布局
設伏，尾隨而來的郭勳祺部，似乎就是“甕中之鱉”？
28日晨5時，戰鬥打響。剛剛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常委

的毛澤東等黨和紅軍高層，親自到戰鬥一線青槓坡附近的
大埂上指揮。戰況的推進，很快和當初的預想有別。戰鬥
很快進入後來被指揮者、親歷者、參與者描述的拉鋸戰、
膠戰和消耗戰狀態。至當天下午四五點鐘，敵我雙方的
傷亡都是三千多，看似打成了平手，但實際上形勢對紅軍
非常不利。根本的原因在於我軍所獲情報有誤，原以為追
敵只有4個團，但實際上是8個團，至我軍最終決定撤出
戰鬥時止，在眼前這個面積不足2平方公里的葫蘆形隘口
中，敵人投入的總兵力已達12000人，而且似乎還在源源
不斷地從四面八方圍堵而來。兵力懸殊導致形勢已發生根
本的逆轉，原定全殲追敵郭勳祺部的設想落空，迅速突出
重圍才是當務之急。
袁銳說，研究一致表明，四渡赤水並不是一開始就設計

好的軍事行動，而是面對險峻形勢，以毛主席為首的黨和
紅軍果斷作出的重大戰略戰術決策。袁銳介紹，毛主席一
方面電令距此不遠、當時行進在赤水市猿猴鎮（今元厚）
的林彪，率兵回援土城，一方面請周恩來安排架橋事宜。
林彪的回援讓紅軍主力穩住了陣腳，周恩來則在土城附近
的渾溪口和蔡家沱兩個渡河點，指揮紅軍官兵和群眾連夜
架設浮橋。29日凌晨，從青槓坡戰場果斷撤出的紅軍主
力，在習水縣土城和赤水市元厚鎮渡口，分幾路縱隊渡河
西進川南，這就是毛澤東後來所稱“平生得意之筆”的四
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按照袁銳的研究，腳下的青槓
坡之戰，則是四渡赤水的“觸發點”或“發軔地”。

●老紅軍何木林向到訪的解放軍官兵講老紅軍何木林向到訪的解放軍官兵講
述紅軍故事述紅軍故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紅軍二渡赤水的習水縣二郎灘渡口紅軍二渡赤水的習水縣二郎灘渡口，，張愛萍將軍為此題張愛萍將軍為此題
詞詞““昔日紅軍渡昔日紅軍渡，，今日習酒香今日習酒香”。”。

●●紅軍一渡赤水的習水縣土城渾紅軍一渡赤水的習水縣土城渾
溪口渡口溪口渡口。。

●●習水縣太平渡習水縣太平渡，，圖中老鷹石圖中老鷹石
也是拴纜繩搭浮橋的所在也是拴纜繩搭浮橋的所在。。

●土城渾溪口渡口岸邊土城渾溪口渡口岸邊，，紅培之都長廊紅培之都長廊，，如今已如今已
成網紅打卡地成網紅打卡地。。

●●貴州省習水縣貴州省習水縣
黨史研究室主任黨史研究室主任
袁銳說袁銳說，，青槓坡青槓坡
戰役實際上就是戰役實際上就是
四渡赤水的四渡赤水的““觸觸
發點發點””或發軔或發軔
地地。。

●●記者到訪青槓坡戰鬥遺址記者到訪青槓坡戰鬥遺址，，
抓拍到中石化遵義新浦新能源抓拍到中石化遵義新浦新能源
公司在此組織上黨課情景公司在此組織上黨課情景。。

●●記者到訪四渡赤水紀念館記者到訪四渡赤水紀念館，，巧遇重慶交通大學馬克思巧遇重慶交通大學馬克思
主義學院史綱與思修教工黨支部在此參訪主義學院史綱與思修教工黨支部在此參訪。。

●●土城鎮上設有全國唯一的中國女紅軍紀念土城鎮上設有全國唯一的中國女紅軍紀念
館館。。

●●土城老街有曾經的毛主席住所土城老街有曾經的毛主席住所，，現在現在
是毛澤東四渡赤水陳列館是毛澤東四渡赤水陳列館。。

●●土城老街上有全國保存最為完好的女紅軍土城老街上有全國保存最為完好的女紅軍
街街。。

掃碼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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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讀者來信讀者來信------
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

我是一個住在西雅圖的乳腺癌病人，來自臺
灣，2018年初在一次洗澡時，突然發現左乳外側
有一小棗樣的腫塊，不痛不癢，推不動，質地特
別硬。我急忙在當地醫院看診，醫生建議我盡快
到美國最權威的治癌中心MD Anderson診治。經
病理切片和抽血化驗，我很快被確診為乳腺導管
細胞癌。左乳腺外側和腋下淋巴轉移，醫生讓我
先做化療。待腫塊縮小後，再做乳腺全切術，聽
後我呼吸急促，大腦一片空白，周身無力，癱坐
在走廊的座椅上。我從小離開父母在香港生活讀
書，大學畢業後，在美國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
我今年才34歲，還有一個不到2歲的女兒。因為
我有癌癥的家族史，我怕患癌，但也沒能躲過去
。我立即將診斷結果告訴我在臺灣的親人，父親
向我講述了祖父和他患癌後的治療經歷。

1999年我的祖父因為感冒咳嗽，痰中帶血。
在臺灣榮軍醫院通過CT，病理診斷為左肺中央型
腺細胞低分化癌。左側鎖骨下淋巴轉移，因體質
虛弱，已經轉移，告知不能手術，也做不了化療
。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一朋友送來了一本臺灣時
代周刊，第883期刊登了題為《大陸治癌名醫
——王淑霞》的報道。並得知她12歲開始學習中
醫，畢業於中國黑龍江中醫學院。1975年她開始
投入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實驗研究。1987年她研
製發明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蛇精®
01膠囊。神奇的療效使無數臨近死亡的癌癥患者
絕處逢生。我的哥哥還查閱到，1992年4月21日
光明日報記者張義德，汪大勇報道題為“創造抗
癌事業的未來”一文。1994年8月20日健康報題
為“探索蛇精抗癌之路”一文。1997年4月4日
大陸新華社中國圖片報報道題為“治癌名醫——
王淑霞”一文。通過這些權威信息，使絕望中的
祖父又有了生的希望。

當時我父親幾經周折，領著我的祖父到大陸
哈爾濱市神康中醫腫瘤研究所去尋找治癌名醫王
淑霞，找到後得知王淑霞人在美國工作，幸運的
是近兩天她從美國回到哈爾濱，不定期的出專家
門診。門診前看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癌癥患者排
隊等候。我父親說，他早五點排隊掛號，我祖父
經用一個療程的蛇精®抗癌註射液後，胸痛，氣
喘，咳嗽，飲食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轉，痰中帶血
也消失了。鎖骨淋巴那種腫痛也減輕了很多。去
的時候需要我父親攙扶慢慢走，等回臺灣的路上
，已經不用人攙扶了。回臺灣後一直口服蛇精®
01膠囊，3個月（三個療程）後在臺灣榮軍醫院
CT復檢，治療前肺部腫塊3.8cm x 4.2cm大小，3

個療程後腫塊已縮小為2.5cm x 2.8cm大小。左
鎖骨轉移淋巴，治療前是多個淋巴結融在一起，
大小為4.0cm x 4.2cm大小，治療3個月後觸摸周
圍柔軟，外觀看比治療前縮小三分之一左右。連
續口服治療一年來，沒做過手術，也沒有化療，
現已生存20余年，至今健在。

2008年我的父親是一個多年乙肝病毒攜帶者
，多年的胃潰瘍病史。多年不能吃米飯，一次飲
酒後，胃疼加劇，在長庚醫院做了胃鏡，診斷為
：潰瘍性腺細胞低分化癌，橫結腸轉移。做了部
分胃切除術，腸轉移已不能手術。醫生告訴最多
也只有2年的生命期。術後兩個月，我的哥哥領
著我的父親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中醫腫瘤研究
院找治癌名醫王淑霞給救治。經口服蛇精®01膠
囊2個月後，體力、大便、食欲都有很快的恢復
，另外為了治療腸癌，王醫生采用了肚臍內用藥
，很快大便下來一些爛肉樣的東西。就這樣綜合
治療近一年，在長庚醫院復查CT2次，腸轉移癌
縮小一公分多，胃癌沒有發展，沒有再轉移現象
。病情穩定，現已存活11年之久。我父親現除護
理我祖父外，還做家務。逢人便說，是王淑霞醫
生和自然療法救了他和祖父的命。並督促我想辦
法盡快找到王淑霞醫生。被診斷患癌後，我曾立
即去拉斯維加斯去尋找治癌名醫王淑霞。在當地
打聽，很多人認識並知道治癌名醫王淑霞，她的
口碑很好，不但醫術好，醫德更好，聽說她對每
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都很用心。有病人告訴我
2017年末，她調到休斯頓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工作
，但不知道詳細地址。我又來到休斯頓，在我萬
分焦慮的時候，我去中國城吃飯，順手拿了一份
《僑報》，《美南日報》，打開一看，上面都有
介紹國際癌癥康復中心的報道。我一口氣看完後
，得知王淑霞博士現任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主任。
休斯頓醫學中心規模相當大，範圍包括科研，臨
床實驗研究，醫務人員達幾萬人。最著名的醫院
有MD Anderson，還有貝勒醫學院。據了解，國
際癌癥康復中心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自然療
法治療癌癥的醫療機構。我太高興了，沒有患癌
癥經歷的人是體會不到我的心情的。面臨著即將
來臨的死亡和年邁的老人，年幼的孩子，我能挺
過來嗎？在家人的鼓勵下，選用化療後因副作用
大，會造成身體虛弱，沒有了抵抗力，也會加快
腫瘤的復發和轉移，好在我的父輩祖父和我的父
親因肺癌和胃癌淋巴也都轉移了，在走投無路的
時候，很幸運的選擇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
射液和蛇精®01膠囊治療後，我的祖父至今已生

存了20多年，我的父親用同樣的方法至今已生存
了11年，平時還在照顧我的祖父，我家三代人的
經歷，說明了病人和醫生也是一種緣分，我相信
在王醫生的治療和幫助下，我一定會活下來。這
天晚上是我被診斷癌癥以來，睡的最好的一夜，
也是我真正體會到了有些病人還沒有來得及治療
，由於不間斷的害怕死亡，恐懼，先被癌癥兩字
嚇死了。

第二天我按著報紙上的電話702-526-6288
打過去，不知需要提前預約掛號，因為我著急看
醫生，一聽要預約等很久，我馬上就上火了。無
奈我決定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在王醫生沒有下
班的前一個小時趕過去。我到7505 Fannin St，
Ste 120門診說明來意後，他們告知必須預約等待
。我不死心，一直坐在候診大廳，當病人都走後
，從診室走出一位60歲左右的老醫生。從照片上
我認出了她就是治癌名醫王淑霞博士。當她了解
情況後說可以晚走一會，補一掛號給我看診，其
他人可以先下班，我一聽，眼淚馬上流下來，這
就是國際著名治癌權威王淑霞。我坐下後，她不
問病，把脈後就說，“你患乳腺癌，可能淋巴已
經轉移了。你需要我如何幫助你。”，真厲害，
這才是大醫師，大專家，一針見血說明了我的病
情。我激動的說，我有希望了，王醫生告訴我先
治療調理一段時間。王醫生說，如果腫塊能縮小
的話，最好是做乳腺全切術，讓我回家與家人商
量考慮後再決定。我帶著01膠囊回到西雅圖，口
服了一個療程後，感覺腋下淋巴開始變軟了。乳
腺腫塊腫脹明顯好轉。兩個療程（兩個月）後，
腋下淋巴開始明顯縮小。三個月後，我再次到休
斯頓醫療中心MD Anderson復查。給我看病的醫
生聽說我沒去做化療，檢查發現我的腫塊明顯縮
小，使她很驚訝。問我用了什麽好方法。我說我
采用了自然蛇精®01療法。他又說，給你治療的
是一個中國人Dr .Wang吧？我問醫生，你怎麽知
道？他說休斯頓整個醫療中心Dr. Wang是唯一采
用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權威專家，她的方法獨特
，醫術也很厲害，復檢後我的醫生很神秘的告訴
我，根據現在病情可以手術啦。在西醫的幫助下
我做了左乳腺全切術，淋巴切除了一部分，醫生
讓我休息一段時間後，先去做化療，不然沒有切
幹凈的淋巴轉移會很快復發。考慮到化療的副作
用，我還是選擇了繼續口服蛇精®01膠囊治療。
一年多過去了，我的病竈一直穩定，體重又增加
了5磅，近期我又回到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了。

高興之余，我想讓我的癌友們來分享我的治

療結果。患癌後千萬不要恐懼，為了診斷後治療
不走彎路，選擇治療方法很重要，多走訪幾個醫
院的醫生，不要被癌癥所先嚇死。我和我的先輩
們能生存20年，11年不等，我們的體會是選擇治
療方法更重要，不論是選擇現代的西醫，還是手
術還是放化療，還是選擇采用蛇精01自然療法，
哪種方法最有效，哪種就是最好的選擇。

我認為選擇對了，就選擇了生命，我們祖孫
三代患癌癥轉移後能有今天的康復結果，沒走彎
路，是十分幸運的。首先我要感謝，治癌名醫王
淑霞博士對蛇精®01療法的重大發明，衷心的感
謝國際治療癌癥權威王淑霞博士用她的重大發明
久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生命。這樣的權威名醫確
實有真材實料，名不虛傳。還要感謝《美南日報
》及時真實的報道。美南日報是我們唯一可信的
報紙。

希望貴報能刊登報道，讓更多的癌友少走彎
路，分享我們的治療結果，祝大家健康長壽。

乳腺癌患者美國波音公司張桂榮親筆

2019年7月18日

編輯提示：
王淑霞醫師主理的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位於德州醫
學中心，應廣大病友的要求，目前在中國城開設
了分部。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15, Houston,
TX77036
電話：281-818-7928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上午10AM—下午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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