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1年10月17日 星期日
Sunday, October 17, 2021



BB22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21年10月17日       Sunday, October 1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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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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休斯頓報導】為了追求更好
的生活，許多華人從中國、台灣、香港
、新馬等地移民美國，然而，面對新環
境與不同的文化及政策規定，新移民需
要應對方方面面的要求；即便在美國安
定下來，老移民也要為生活打拼，處理
財務、稅務、房事等等。一家以幫助新
移民為宗旨的公司，整合了跨界的律師

、會計師、地產專家、理財專家等，專
門服務新老移民，提供一條龍服務，並
有疫期初級理財執照培訓，同時結合教
會團契的力量，幫助需要協助的移民們
，這就是新移民NITC 諮詢公司與大衛
律師所。

新移民NITC 諮詢公司專精的業務
範圍很廣，例如像:工卡、綠卡、公民諮
詢、報稅、健保、免稅退休計劃、疫期
初級理財執照培訓等等。大衛律師所
(David Wells)則專精於移民、刑事、移民
保 釋 等 ， 具 有 22 年 上 庭 經 驗 (Board
Certified)。

新移民諮詢公司結合教會團契，共
同服務新老移民，並以 「財務自由/世代
富裕」為核心，希望能提供全面提升美
國移民的生活品質的機會，建議在不同

的年齡層有不同的理財方式。從出生到
20歲是小小巴菲特，儘早開始複利積累
的規劃。從20到40歲，是一份工作/一
個兼職。年齡增長後，40到70歲，是一
個教會/一個小組團契。70歲以上，則發
揮餘熱/做光做鹽，燦發生命的智慧。

此外，新移民諮詢公司也為合格的
教會/團契弟兄姐妹提供不同的兼職機會
，主要是以下三個領域：

一、法務:工卡綠卡公民、離婚手
續/結婚綠卡、健保/報稅/買房、刑事/
商務/糾紛等。

二、財務:存錢省稅增值；應急保險
養老；複利積累/財務自由；財富傳承/
世代富裕。

三、短期專業執照培訓，免學費，
主要以微課及錄音視頻為主，並且配合

實習/就業/合作等。
新移民諮詢公司提供非常多免費的

課程與訓練，每周有不同的實用主題，
例如像:健康和效率管理、讀書會、如何
造就自己的高度、如何了解金錢的屬性
、如何理財、如何不浪費時間精力、如
何為後代子孫打好基礎、如何學會復利
積累與世代富裕等等，都非常切合移民
的需要。

此外，由於結合教會團契，也給新
移民提供很多思考，讓新移民往內省思
，平時忙於生存，為什麼要來教會？為
什麼來團契？是來浪費時間，還是有所
得著收益？時間應該如何更好的運用？
總之，新移民諮詢公司NITC聯合不同
專業人員，提升參與者的移民生活品質
。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詳情請洽新移民諮詢公司 NITC，
聯絡方式:短信/微信預約/諮詢/加群二維
碼 832-403-6056。地址: 7001 Corpo-
rate Dr., Suite 300A & 382, Houston（需
預約）

滿足新移民滿足新移民、、老移民的不同需要老移民的不同需要
新移民諮詢公司新移民諮詢公司NITCNITC與大衛律師所與大衛律師所 提供一條龍服務提供一條龍服務

購買老人醫療保險停看聽購買老人醫療保險停看聽
事先考慮事先考慮 安心四問有保障安心四問有保障

(本報休斯頓訊) 在美國，醫療保險
對於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不然身體
一旦出狀況，昂貴的醫療費用都將無法
負擔，尤其是長輩們。而政府為了照顧
長者們能享有更好的晚年生活，提供了
Medicare醫療保險計劃，但其實它所提
供的保障並不能全面完善，以下就為大
家列出四條選擇醫療計劃時需考慮的問
題：

(1) 需仔細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
如果您健康狀況非常好，少看醫生

或只偶爾做年度體檢，那麼花費過多的
資金在醫療上就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

(2) 您需要經常吃藥嗎？藥物的花費
？

如果您需經常吃藥，且花費不少，
通常這也代表您可能是選錯保險了。我
們建議您要選用市面上銷售較久的藥物
，別因廣告或朋友推薦去貿然嘗試新品
牌。因為久銷的藥物通常大眾已認可，

安全性較高，且嚐試新品牌藥物通常風
險較高。

(3) 您需要經常看醫生嗎？您的醫生
對病人負責嗎？

建議華人看病要找會說中文的醫生
，畢竟美國醫生表達醫學詞彙容易聽不
懂，溝通將非常浪費時間。

(4) 您經常旅遊嗎？若旅遊突發意外
情況時該如何？

如果您擁有遊玩世界的夢想，出發
前需做好萬全準備來應對突發情況。

以上是我們提出的一些在購買醫療
保險時需考慮的問題，畢竟買保險就是
買平安，而我們這裡不止提供福利好又
便宜的保險計劃，專屬您的保障，為您
量身打造！(本專文全部內容，倘未經過
筆者之書面同意，一律不得翻印或轉載
。)

2022年Medicare計畫講座
為了幫助長者們更了解不同計畫的

優缺點，李元鐘保險公司特別舉辦2022

年Medicare計畫講座，分析不同保險公
司、不同計畫有哪些福利選擇，例如像
是 Part B退費一年可達$1140元、牙齒保
險一年$3000元、保健品一年$560元、眼
鏡一年$400元、水電補助一年$600元等
等。

李元鐘保險第二場講座，時間為10
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點到12點。主題
: 2022 年最新老人醫療保險-Aetna、
Amerigroup、Humana、和 Wellcare 計畫
說明。地點也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6901 Corporate Dr., Ste. 101, Houston)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元鐘
保險經紀公司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
」 聯 繫 。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華埠大廈)，
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
ton@johnleeins.com， 微信或 Line 請加
johnlee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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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當今世界上，除了一年
一度的聯合國大會在美國
紐約市舉行可以吸引舉世

民眾的目光之外，另一個令人注目的焦點會議，就是G20 國的
高峰會議。今年20國集團的峰會由意大利舉辦，直至本人執筆
撰寫本文為止，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不會現身意大利會場，仍然
是未知之數。有些外國電訊引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習近
平不會去意大利出席G20峰會。彭博社10月5日曾有報導，中共
外交官已通知20國集團（G20）官員，習近平目前不打算親自出
席本月在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的G20峰會。理由是中方特使引用
中國的COVID-19協議，其中包括對返國旅客的隔離要求，假
使習近平真的現身大會，那麼回返北京之時，他要不要有所隔離
呢？若是因他位高權重，高人一等，醫護條例有所放鬆，生怕民
間會有異議。為此，就作為習近平不去羅馬的原因。

奇怪的是直至此刻10 月中旬，中國方面一直沒有就此事再
跟意大利官方進行溝通，而意大利政府又尚未收到中國官方的回
應。不過北京經常會在最後一刻，宣布習主席的旅行計劃，快要

接近峰會舉辦的10月30日之前，意大利政府曾經向中國駐
倫敦和羅馬兩處大使館提出請求，可惜兩處的中領館，似乎
借了 「聾耳陳的耳朵」，不理不睬。
回顧一下自2020年1月中旬以來，習近平就一直沒有出過國

、到外面訪問。習近平上一次國外出訪是在2020年1月18日訪
問鄰國緬甸。回國後五天，新冠肺炎在中國突然爆發，武漢首當
其衝。為防範病毒向中國四方八面擴散，中國當局採取前所未有
的強硬措施，突然宣布武漢全面封城。自那一刻起到今時今日，
習近平再沒有踏出國門一步，出訪海外。

不過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中，他通過視頻方式，也參加了十
幾次國際會議，同時與世界各國領導人進行了約60次電話通話
，包括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領導人馬克龍
的多次交談。習近平最近還與美國總統拜登通了電話。

今年G 20國際 峰會，時為關鍵時刻，議題方麵包括全球氣
候變化、COVID疫苗供應、以及全球經濟因勞動力、半導體和
能源等短缺而苦苦掙扎等議題。

峰會也會為各國領導人在場外進行一對一會面提供機會，而
這些雙邊對話，可以解決國與國中間的一些分歧。

趁今次G 20國際 峰會，拜登和習近平若能舉行面對面的會

晤，也許會解決美中最棘手問題，是以習近平若能出席，一直倍
受外界關注。早前中共最高外交官楊潔篪離開中國，前往瑞士和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會面，議程之一
，就是與美方討論習近平和拜登舉行峰會的可能性。

一年以來，美、中雙方因台灣、香港、南中國海以及中共對
新疆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行為等議題，存在廣泛衝突。日前，中
共派創紀錄數量的軍機擾台，也引髮美國的譴責。美中兩國領袖
在意大利見還是不見，難以想像。對習近平來說，G20峰會舉行
的時間，可能很微妙。中共高層決定於今年11月在北京召開中
共第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已召開了8次六中
全會，通常召開的時間在9月、10月份。今次若改在10 月尾舉
行，六中全會定關係到中共明年二十大高層人事的佈局，而屆時
習近平是否會戀棧權位、一繼連任下去，將會是中共二十大高層
人事的焦點中之焦點矣！

繼20國集團峰會之後，將會有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COP26
的舉辦。英國政府是今次主辦方面的主角。彭博社報導，一名外
交知情人士說，COP26己有所期待，習近平是否會出席。 .中國
政府一如對待意大利20 國峰會一樣，暫時無可奉告，有待確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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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會出席G20峰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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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蒙休斯頓美南集團總裁李蔚華
、朱勤勤伉儷賞識，本人為美南報
刊執筆撰文，已有十多餘年，寫下

文章也過千篇。熟悉我文風的讀者，亦知悉我除以白
話文撰寫文章外，不時也會 以古體詩之 「律詩」 「絕
句」來為我國的大時大節來歌舞昇平一番。我個人心
中其實有個夢想： 再多寫三年五載之後，我也許會把
歷來多年自己寫有的詩詞文字，來過精選之後，以中
英兩國文字，印成書冊，廣贈親友讀者，一展平生所
願。

正是 「英雄所見略同」。世間上似我這般想法的作
者，也有不少。香港文友，發來消息，介紹香港政壇

元老黃宏發先生，二千年離開香港立法會及其律師事務所後，在
香港報界不斷吟詩，筆耕不斷，且不時發表其詩歌作品，儼然已
成為唐詩專家。新近他把100多首唐朝詩詞，翻譯成英文，印刷
出版。友人知我亦為同道之人，於是即向我介紹書中概況。

我自出娘胎以來，便熱愛唐詩宋詞明曲清劇。更明白 「熟讀
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這是小學第一天讀唐詩時，啟蒙
老師已向我說過這句鼓勵的說話，故此到現在我己步入七秩之年
，不時吟風弄月，的確不時還是向唐詩 「偷橋」，才得以完成自
己的詩句。我自問本人迄今還是詩詞的門外漢。反觀香港政壇元
老黃宏發先生，則厲害得多，他既作詩歌，更還把100多首唐詩
翻譯成英文，向外國讀者介紹。

查黃宏發於英治時期以學者身份從政，連任多屆立
法局議員，且是香港回歸前的末代立法局主席。2004
年黃宏發敗選立法會後，淡出政壇，之後便埋首唐詩
世界，鑽研翻譯唐詩，斟字酌句，探意尋韻，把百多

首唐詩翻譯為英文，最近精選了其中60首結集成書，書名《英
韻唐詩六十首》(60 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Verse)。為了增加讀
者的閱讀興趣，每首詩都附有QR code，一嘟就可以聽到發叔的
真人發聲和感性演繹。

我們現今所讀的唐詩，主要是來自 「蘅塘退士」選輯的《唐
詩三百首》。蘅塘退士姓孫名洙，乾隆十六年進士。乾隆二十八
年(1763年)，他把75位唐代詩人的300多首詩，選輯為《唐詩三
百首》，這個數量僅佔《全唐詩》的一百六十分之一，因此稱得
上是詩中精選。現時坊間唐詩書籍五花八門，但萬變不離其宗，
選詩內容離不開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

黃宏發在香港大學一年級選修英文、中國文學史及翻譯，之
後主修英文及英國文學，因此無論是中譯英還是英譯中，對他來
說絕對無難度，他開始英譯唐詩時也是這樣想，豈料真的動起手
來，便發覺困難重重。黃宏發認為如果根據英詩的押韻模式去翻
譯唐詩，就會失去唐詩的味道，不只是語言的味道，更是意義的
味道，不能因為追求押韻而失去詩句神髓，因此押韻是一個頭痛
問題。黃宏發譯詩特別注重強音韻律(Accentual Verse)，他巧妙地
以五個或七個英文重音，套用在中文的五言及七言，他在《英韻
唐詩六十首》書中有詳細說明。並對英譯唐詩有興趣的讀者公開
介紹：

百多年以來，中外名家英譯唐詩的作品多得很，讀者上網便
可找到一些資料。西方翻譯唐詩的學者，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最受推崇，他
是哈佛大學東亞系教
授 ， 2016 年 出 版 了
《The Poetry of Du Fu
(杜甫詩)》，稱得上是
劃時代的翻譯專著。
他耗時 8 年把 1,400 首
杜甫詩譯成英文，是
迄今為止，英譯唐詩
首屈一指的著作。

最後，讓我選錄
黃宏發翻譯李白一首
七言絕詩和大家分享
：
李白《早發白帝城 /
下江陵》朝辭白帝彩
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Early Departure from Baidi City /Downstream to Jiangling ）譯文
如下：
At daybreak I left Baidi , in the midst of clouds aglow ,
Three hundred miles to Jiangling , takes just a day to go .
In the endless cries of monkeys , on banks both left and right ,
I’ve sailed past a myriad clifftops, flanking my skiff below

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
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楊楚楓楊楚楓

介紹黃宏發英譯唐詩一書

林鄭月娥 的 「連任報告」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表

她在 2022 年前的最後一份
施政報告。近期無論她多

次迴避 「尋求連任」的問題，但在外界眼中，這個報告好像她爭
取連任的報告，多於一般的施政報告。

不過，即使這真的是她爭取連任的報告，但按她近日的解說
、答問和言辭之間透露出來的內容，市民也會懷疑，報告的內容
只是遠景，甚至只是願景而已；能否落實？真的還有很多問題。
且看她提過的 「明日大嶼」，雖然沒有被否定，但分量已明顯今

非昔比。
除了到底是遠景還是願景之外，市民也擔心林鄭月娥的執行

能力。以她的性格而言，一定會努力行事(如果計劃還未改的話)
，但今天港府的決策和執行表現，已令人大失預算，也難建立信
心。這不是 「唱好或唱衰」的問題，而是從多個民意調查中可以
觀察到的、市民對她評分的事實。

她的施政報告著力處理經濟和民生問題，但市民也關心另一
個問題──政治環境的變化，這始終是市民心中的一個結。也許
這不是她能夠解決的，我也無意挑起這個問題，但必須看到，絕
對不是依靠宣傳 「形勢轉趨穩定」就可以解開市民的心鎖。

畢竟林鄭仍能交出一份有願景、具宏觀性的施政報告，實在
是難能可貴。社會對此亦有正面反應，並獲得大陸港澳辦的積極
評價，林鄭也因此而顯得神采飛揚，令其連任的行情稍為看漲。

在任期最後階段祭出一份如此規模龐大的施政報告，無疑是
有助林鄭連任：一方面，林鄭固然要交出功課，積極爭取連任，
但更重要的是，她要顯示出如此龐大的計劃，只有她才能主持
——當然有人會說即使林鄭未能連任，計劃也可以由其他人執行
，但大前提是這個人能駕馭得了公務員團隊，以執行這龐大計劃
。林鄭的最大對手陳茂波，顯然不太適合這工作，而現時掌控政
府中樞的原紀律部隊人士，也不具備這種能力。所以林鄭搞出這
頭龐然大物，就是要賭這一把，令自己成為當然之選，此舉的成
敗甚至將關係到公務員今後的地位與命運。

本來林鄭當然早在修例風波中已丟光了臉，但國安法卻為她
掃清了障礙，令她毋須再顧忌政治，得以拋出一個必然政治正確
的 「北部大開發」計劃，徹底改變香港的走向，這也是時也命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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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李落義，筆名李和禧，男，漢族，1975年生於河南商丘
。現為：北京神怡書畫院理事,中國楹聯學會中宣盛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會員,中
國大眾文化學會名人書畫發展委員會委員,中國楹聯學會會員,中國大眾文化書畫
藝術專業副主任委員,中國楹聯學會書畫藝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建築研究會書
畫藝術專業委員會《民族藝術》編委會編委,北京華夏冰雪書畫院特聘畫家。

李落義自幼喜歡畫畫，對書法和指掌畫情有獨鍾，對指掌畫更有一番樂趣
，用手指手掌手臂的各個部位，巧妙蘸墨直接作畫，日積月累，掌握了這種獨
特技法和藝術魅力！指掌畫也叫手指畫、指墨畫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國非
物質文化遺產！對指掌畫有著深刻的研究，作品被國內外友人收藏。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全國上下齊心攻堅克
難，彰顯使命擔當，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在人民藝術家網上
捐贈六幅作品，支援武漢，為武漢加油，盡自己的微薄之力。

在慶祝建黨100週年展覽活動中，榮獲“新時代文藝先鋒人物”榮譽稱號。
作品並入編《中國文化進萬家·2021年精品日曆（年鑒）》。在2020年 “文化
中國·中國文化進萬家優秀傳統文化高峰論壇（文昌)暨中國文昌軍事電影和短視
頻展映系列活動”中被授予：“中國文化進萬家年度文化特別貢獻人物”榮譽
稱號，在2021年全國 “文襄兩會，藝頌國是”傾聽文藝的聲音——踐行活動中
，被授予:“弘道藝術家”，作品榮登《中國人物榜》、《進萬家會報》、《中
國人民藝術家》和《民族藝術》等多家報刊。 2021年多幅指畫作品被《中國郵
冊》收錄，特授予“百年輝煌，百位名家”榮譽稱號。

2021年7月，在《心系河南——中國人民藝術家向抗洪一線人民子弟兵致
敬》中，捐送叁幅作品，用於公益慈善事業，盡綿薄之力。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指畫名家李落義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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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天下奇聞

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令人意外

的是，南极竟然出现了史上最冷的一个

冬天，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南极在10月5日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

最低温——零下61摄氏度。

而在这之前，南极冬季最冷的气温

记录，是1976年的零下60.6摄氏度，而

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由于全球变暖，

南极的冬天事实上一直都处于一个不断

升温的状态，这一次，要比过去30年的

平均气温值足足低了2.5摄氏度。

难道地球真的在变冷？新一轮的大

冰期即将来临了吗？

上世纪70年代，当地球出现温室效

应，南极上方开始出现臭氧层空洞的时

候，却有研究者指出，地球的“间冰期

”已经接近尾声了，地球将很快开始变

冷。

来自俄罗斯的科学家阿布杜萨马托

夫，也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发表论文，

认为地球会在2041年迎来新一轮的大冰

期，同时，在2060年的时候，地球有可

能会进入到最冷的一段时间。

不过，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由于地

球的整体温度正在不断上升，两极冰川

的融化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事实上地球

正在变冷的观点，也被渐渐认为是错误

的。

当然，即使全球变暖已经是主流，

但是，却仍然有研究者表示，全球变暖

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不大，而是与地球的周期性变化有关，

太阳照射强度、地球内部运动等等，都

会导致地球气候发生变化，毕竟在人类

工业革命之前，事实上地球也是温暖期

和寒冷期交替出现的。

通过对格陵兰冰芯中的氧同位素研

究，有研究者指出，地球的气候变化，

是存在10万年的周期规律，其中每经历

大约1万年左右的温暖期，就会进入到

长达9万年的寒冷期之中。

我们都知道，现代科学研究认为，

地球上一次冰期是从大约1万年前结束

的，过去的1万年时间里，地球都处于

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里，特别是在1000

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国东北地区，都是

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

如果研究者有关于地球每隔10万年

就是一个气候变化周期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如今地球的确是在缓慢进入到

新一轮的冰期之中，只不过如今因为温

室气体排放的原因，导致地球气候的周

期变化情况被打乱，从而让人感觉好像

地球正在持续变暖。

那么，地球究竟是在变冷还是

在变热呢？

目前来看，主流的观点仍然认

为，地球正在变暖，也就是人类活

动所导致的温室效应，目前仍然在

持续之中。

拿今年的南半球来说，事实上从

南半球入冬以来，南半球多地就都出

现了异常的低温天气，赤道地区开始

狂降暴雪，这些也都曾被认为，是地

球新一轮冰期的开始。

不过，研究者却认为，这其实是

因为全球变暖引发的气候异常，因为

当地球的气候正在走向崩溃的时候，

这种极端化的异常天气就会变得很常

见。

比方说，今年北半球就是经历了可

怕的极端高温，此外在本世纪末之前，

北极的新气候将形成，未来北极的春夏

季节，将再也不会有冰存在了。

因此，虽然这一次南极出现了史上

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温，但是，研究者却

仍然相信，这并不是地球变冷的征兆，

反而对于人类来说，而是一个新的信号

，提醒人类要想办法早日恢复气候平衡

了，否则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那么，这一次南极为何会出现史上

最冷气温呢？

经过研究，这其实与南半球冬季的

时候，平流层出现了强烈的极地涡旋有

关，因为高速气流的原因，导致冷空气

在南极上空停滞，从而导致了南极最低

温的出现。

这就好像是今年夏季，北美洲上空

中出现了“热穹顶”，导致冷气团无法

进入，从而出现了极端高温一样，都是

属于地球极端天气的一种。

此外，研究者表示，南极上空臭氧层

的空洞不断扩大，或许也是导致今年南极

出现史上低温的原因，因为臭氧空洞的扩

大，会进一步加强极地涡旋的活动，从而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简单来说，就是极地

涡旋的出现会加速臭氧消耗，从而会让臭

氧空洞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自然，无论地球是否变冷还是变暖

，南极这一次的史上最低温，都不会是

一个好消息，今年来看，南极的冬季的

确是要比往年冷一些。

但是，如果只是今年出现了这样的

情况，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

作为地球正在变冷的证据，因为从整体

的发展情况来看，南极冰川融化仍然在

持续，地球仍然在升温。

-61℃！南极遭遇史上最冷冬天，地球大冰期真的来了？

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

种说法：人是 拥有“转世”的，当死后

，灵魂就会进入轮回之中，重新投胎，

当然，有可能会继续投胎成为人，也有

可能会投胎成为动物。

虽然这看起来是一种比较迷信的说

法，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世界上

，竟然真的有很多拥有“前世记忆”的

人存在，这又是这么回事呢？

美国3岁儿童讲述自己前世经历：

遇车祸死亡

近日，一位来自美国德州的妈妈，

在网络上分享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甚

至是毛骨悚然的经历，她表示一次开车

带着自己儿子外出的时候，她的儿子竟

然跟她讲述了自己前世的经历，表示自

己是死于一场车祸。

一开始，这位妈妈觉得自己儿子在

恶作剧，但是自己的儿子却仅有3岁，

再加上讲述自己前世经历的时候，看起

来也不像是开玩笑，于是这位妈妈就尝

试着去追问，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真

的完整讲述了出来，而且逻辑性很强，

内容也都是很真实。

虽然无法去考证，但是，这位妈妈

认为自己儿子并没有在说谎，当然，这

并不是最离谱的，真正令人惊讶的是，

这位妈妈将这件事分享到网络上之后，

竟然有很多网友表示，自己家的孩子也

有这样的情况。

而且笔者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也

发现在我国，也有很多人拥有这样的经历

，甚至在我国湖南的一个叫坪阳乡的地方

，更是有很多人，生下来就具有前世的记

忆，这也让这里显得异常神秘。

之所以说湖南坪阳乡是一个很神秘

的地方，是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侗族人的

生活区，而且这里一直都是比较闭塞的

，很少有外人进入。

而且根据当地的记载，自古以来，当

地就有不少“再生人”，算下来到今天，

已经有1000多个了，这些人都是在幼年时

期，就拥有自己的前世记忆，也曾经有科

学家前往当地进行考察，却发现这种特异

的文化是无法用科学来进行解释的。

举个例子：在坪阳乡，有一名叫吴

晓的男孩，在3岁的时候，跟着自己的

父亲一起去姑爷家串亲戚，却没想到进

门看到了太姑爷，吴晓突然拿起一根棍

子，对着太姑爷就是一顿打，而且还说

这个太姑爷，就是自己上辈子的女婿，

自己很后悔将女儿讲给他。

要知道，在家里从来都没有人给吴

晓讲过长辈之间的这些事，但是3岁的

吴晓却能够准确说出自己曾祖父的名字

，而且表示自己就是曾祖父，事后还说

出了很多比较隐秘的，只有当事人才知

道的事情，这也让人相信，吴晓真的是

家中的祖辈转世。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而且一般来

说，拥有前世记忆的人，都可以准确说

出自己前世的姓名、个人及家庭情况，

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亡的等等，甚至还有

一些人因为过于想念前世的亲人，还会

去寻找再续前缘。

对此，研究者也表示，通过大量的

案例数据分析来看，一般拥有前世记忆

的人，都会在7岁之前拥有一个非常清

晰的，有关于前世的记忆，而且也都会

找机会去跟别人说，甚至还会有一些儿

童在7岁之前，还会跟父母讲述自己是

如何选择“投胎”的，是如何选择他们

作为自己父母的。

不过，当7岁之后，很多人有关于

前世的记忆也就开始渐渐模糊了，一直

到伴随着成长，很多人都会遗忘前世的

记忆，甚至再次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

自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般，只不过感

到非常真实罢了。

那么，人真的有“转世投胎”一说

吗？

除了7岁之前的儿童之外，也有一

些成年人因为饱受梦魇的困扰，去寻求

催眠治疗，而在催眠治疗的过程中，就

会想起自己的前世，从而让自己的精神

状态好转。

比方说，美国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

Brian L.Weiss，就曾经通过对很多精神患

者的催眠治疗，发现困扰他们的，都是模

糊不清的前世记忆，因为想不起来，但是

却经常做噩梦，所以才会导致情绪崩溃，

从而出现了类似于精神类疾病的情况。

一开始 Brian L.Weiss 也是不相信

“转世”的说法，但是接触的病例多了

，这让Brian L.Weiss不得不去相信，Bri-

an L.Weiss认为，或许人的死亡只是肉

体的死亡，灵魂是会一直存在的，所以

，才会不断去变换肉体，这样一来，也

就达到了“转世”的目的。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而已，毕竟如

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是真的存在

“转世”的，所以，即使很多人都会记

得自己的前世，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

说，却仍然是“伪科学”之一，对此，

你怎么看？

人真的有“转世”吗？很多儿童7岁前拥有前世记忆，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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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將於10

月15日至24日於光點華山電影館展開！面

對重重疫情關卡，女性影展絲毫不減熱忱

，以「幻形共生 IMPURE」為命題，帶著

精彩可及的11個重磅單元、80部熱門強片

，來回應這個動盪的時代！

開閉幕片首賣開紅盤，李美彌三部
曲即將完售

女影上演穿越劇，80年代女導演李美

彌賣座國片，修復還原重返大銀幕 。與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攜手合作，將台

灣早期的珍貴膠捲數位修復還原大銀幕，

重探八零年代女性導演自覺之聲—李美彌

帶來「台灣都市女性三部曲」，以《未婚

媽媽》作為開幕片，歸亞蕾、龍君兒、華

生同台飆戲，還有秦漢、秦祥林、蕭大陸

年輕身影，見證八零年代女性力量，只有

在本屆女影！

本次更首度以東南亞電影《走吧，回

家。》作為閉幕片。由印尼新銳女導演法

妮．喬蒂瑪執導的紀錄片，刻劃印尼兩名

女政治犯長達半世紀的情誼。在浮動年代

用最純粹的視角重新審視陪伴生活的日子

，如此深刻的題材引起熱烈迴響，閉幕場

次即將熱烈完售！

逃離塔利班魔掌，阿富汗女導演用
電影展現愛國真情

塔利班大舉接管政權之後，阿富汗知

名女導演夏哈巴努為求生存與自由，成功

投奔歐洲！日前曾公開呼籲各國關注阿富

汗時局，並直言「只剩下電影了」。獲坎

城影展「導演雙週」最大獎的《孤兒前進

寶萊塢》，將為觀眾呈現喀布爾『聖戰』

日常！

世界級玩家互尬，萬物喪屍誰能勝
出？

法國新浪潮教母安妮華達、東歐前

衛女導演薇拉齊蒂洛瓦、義大利重量級

導演莉莉安娜卡凡尼等國際間大師級導

演鮮為人知的科幻大作，全都在「幻形

共生」的發源地『一級玩家 X 異境幻遊

』。許多未曾在台灣上映過的世界級經

典大作，錯過遺憾終生！另類女同B級

喪屍片，挑戰大眾的主流口味，尺度由

你來定義！『萬物喪屍・末世記事』將

帶來橫跨歐美亞三州的喪屍秀，誰還敢

說喪屍不能談戀愛？

國片競爭激烈，實力派演技齊聚女
影

影展沒開始，台灣競賽獎入圍導演喜

訊連連！金鐘兩獎項《光的孩子》、金穗

最佳劇情片《手事業》、金馬入圍《給阿

媽的一封信》和《水中的女孩》較勁台灣

競賽獎得主，到底誰才是金獎十萬元的大

贏家？影廳看實力派女星楊麗音、潘麗麗

、李千娜及劇場天后徐堰鈴較勁演戲，以

及資深演員高振鵬最後身影，錯過不在。

女導演跨界論壇 X 好禮不斷

影展期間活動滿檔「女身幻形：OTT

掀起的新浪潮」論壇眾星雲集，與當紅影

劇《火神的眼淚》蔡銀娟導演、金鐘獎得

主鄭芬芬導演《做工的人》、《愛・殺》

導演周美玲 ，《四樓的天堂》導演陳芯

儀， 暢聊電影到電視產業的心路歷程。

現場更有影癡寶包、聯名悠遊卡、西蒙波

娃咖啡、女兒面膜、影迷專屬通行證等多

重好禮數不完，更多資訊請密切關注女影

各大社群平台。

第28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10月15日盛大開場

女影率領 『幻形共生』 重返大螢幕！

光的孩子 美少年格雷與八卦新聞 手事業

電影《老鷹之手》由導演賴麗君的鄉

愁揭開序幕，離鄉多年，北漂發展的她找

來前作《神戲》好搭檔彭家如導演合作，

一起將鏡頭對準家鄉牛斗山的藕田，以及

當地辛勤勞作的農人。配樂更找來曾拿下

多座金曲獎、金馬獎的知名音樂人林強操

刀製作，為電影打造出一首首純粹卻飽含

生命力的配樂。今日（14日）下午，導

演賴麗君、攝影彭家如，與特別北上的

《老鷹之手》主角藕農：碩果僅存阿嬤級

藕農鄧素玉、牛斗山近年來首位以蓮藕闖

出一片天的非農二代莊傑全、最美麗的變

種老鷹手林千芳，以及高齡九十歲，每天

靠著蓮藕養生的榮民李天成，共同出席台

北媒體試片會。試片會上，賴麗君導演感

動表示，如果田調時，不是鄧素玉阿嬤當

時熱心帶著她挨家挨戶拜訪藕農，一步步

尋找受訪對象，《老鷹之手》不可能得以

順利完成。對此，素玉阿姨表示：「有人

來拍牛斗山的故事很好啊！這對我們這邊

而言是一個機會！」充分對拍攝表達肯定

。然而導演賴麗君也坦言，素玉阿姨的熱

情協助，讓其他村民笑她「雞婆」，為何

要一直幫助這些「外來」拍片的人。慶幸

的是，在電影完成後素玉阿姨表示在幾場

特別放映會後，牛斗山蓮藕的知名度真的

有大增，不僅遊客變多，連訂單也多了起

來，試片會後更有觀眾特別跟素玉阿姨表

示：「我因為這部電影認識了牛斗山這個

地方！」讓她感動表示：「牛斗山終於被

看到了！」。

本片監製兼攝影師彭家如也分享到

，拍攝過程中由於藕農都是彎腰低頭耕

作，因此為了捕捉他們工作時的臉部神

情，身為攝影師的他必須蹲得比他們更

低，甚至幾乎整個人坐在泥底，上身後

仰著拍，常常不小心泥水就從背後滲入

青蛙裝裡，相當艱辛。提起一次與鄧素

玉阿姨夫婦一同半夜兩點去採藕的經歷

，更是讓兩人永生難忘。由於上午農田

氣溫炎熱，因此老年的藕農習慣於深夜

採收，比較不會中暑。因此兩人某天特

地和素玉阿姨夫婦約了半夜兩點去田裡

，一直拍到天亮早上九點才收工。農田

拍攝更是讓兩人吃盡苦頭，導演賴麗君

坦言自己好幾次整個人摔進爛泥裡欲哭

無淚，讓本也是都市人，結婚後才開始

務農的「超愛錢」蓮藕林千芳笑稱：

「每次看到導演摔倒，就像是看到剛開

始種田的自己！」而她的丈夫莊傑全也

接著表示：「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多

摔幾次就好了啦！」已十幾年沒走進戲

院看電影的莊傑全、林千芳夫婦今日第

一次攜手進戲院觀賞《老鷹之手》，他

們表示，希望這部電影能帶給年輕人一

些啟示，「希望年輕人能透過這部電影

，看到另一個讀書之外的機會，像我兒

子現在也開始和我們一起種蓮藕，他總

跟我說這是很快樂的日子！」《老鷹之

手》將於10月29日上映。

嘉義牛斗山村早年盛產蓮藕，八零年

代曾是全國最大宗，當時更大量銷售到日

本和香港，隨著時代變遷逐年沒落，蓮藕

的榮景卻只停格在過去，如今牛斗山村的

種植人口僅剩二十七戶。老農無法割捨大

半輩子賴以維生的傳產，堅持用老邁的身

軀守護田園，長年挖蓮藕變形的「老鷹手

」是他們辛勤的歷史印記。當農村青年大

量北漂，一些非農二代年輕人卻選擇留下

，從零開始學習種蓮藕，從夕陽產業拚出

一條生路，即使經歷幻滅又重生的輪迴；

抑或面對傳統產業的困境，依舊不認輸地

用一雙「老鷹手」，挖出被歷史遺忘的價

值和夢想。超值預售套票於博客來售票網

熱賣中，凡購買雙人套票，即可獲得「老

鷹之手L資料夾」壹份；凡購買支持小農

套票，即可獲得「牛斗山蓮藕粉」壹包

（市價500元），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團購、包場需求及更多電影相關資訊，請

洽天馬行空粉絲專頁。

《老鷹之手》主角藕農北上看電影
感動表示 「牛斗山」 終於被看到了！

《老鷹之手》劇照_莊傑全

《老鷹之手》劇照_林千芳《老鷹之手》劇照_鄧素玉



全劇的演員都非常出色，尤其男女主角黃建東及蔡頌
思的表現出乎意料的好，特別是他們均首次擔正，

舞台劇又長達2小時，對白又多，真不容易，而且他們表
現夠放，贏得不少掌聲。區嘉雯的演技更不用多說，魏駿
傑演比自己年齡大的紳士角色非常到位，怪不得場場爆
滿。

蔡頌思媽媽應記一功
蔡頌思的媽媽蔡關穎琴為了女兒不辭勞苦，每晚開

場前和完場後都親自招呼親朋好友！蔡家商界社交圈多
朋友捧場，她不能不現身，難怪蔡媽媽說：“場場爆滿
都不可以再加場了，要休息下先。”

對於演出讓行內行外人都讚賞，蔡頌思當然很開
心，而演出時非常多呼喊場面，問她喉嚨喊破了嗎？她
笑盈盈說：“還好啦”。這次演戲非常投入和奔放，獲
讚可造之才，她坦言除了舞台劇、電視劇、唱歌外，任
何表演藝術都想試。蔡媽媽爆料指蔡頌思本來在中國內
地拍戲，不想回來演《老公你好悶呀！》的，但她認為
女兒一早答應了張之珏導演就一定要返來演出，結果想
不到反應那麼好。

黃建東感激張之珏提攜
就14日晚所見，一大班TVB藝人及幕後人員均來

捧場！可見黃建東人緣很好，黃建東說：“我很興奮很
開心，覺得被很多人愛惜，很感恩！ 之前有袁偉豪和
《把關者們》劇組，今晚有樂小姐、譚俊彥、楊明、陳
自瑤等等來看支持我感覺很溫暖。最感動是他們都和我
講‘阿東你可以做到的，用心！加油呀！你的努力有人
看到的，慢慢開始有收成。’我要多謝我的貴人張之珏
導演，他和我講‘覺得你演藝潛力好高，想幫你更上一
層樓’，這次這套喜劇都知道他本身有幾個心意的男演
員，但最終選了我，都好驚喜。為了個劇我也放棄了接
外面的工作和電視台一個劇，這幾個月專心排戲，不敢
玩，不敢放鬆，自己加排戲時間，同女主角對台詞對到
凌晨兩點，只是想盡力做到最好，不讓自己浪費這次這
麼寶貴的機會。我希望可以讓大家見到一個不同的黃建
東，發掘黃建東有不同的可塑性。”

其實黃建東曾於美國修讀戲劇，回港後做過3年香
港話劇團駐團演員，2011年參選香港先生而入行，加入
TVB後就將舞台劇暫時放下，直至2年前於謝君豪舞台
劇中與張之珏導演合作後，迎來新機會，這次終於在這
套喜劇《老公你好悶呀！》擔任男一，可謂天道酬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焯羚）由新華傳媒主辦，張之珏

導演，蔡頌思、黃建東、區嘉雯、魏駿傑及阮德鏘主演的

舞台劇《老公你好悶呀！》15日晚已經進入第八場了。14

日晚 TVB高層樂易玲聯同一大班藝人包括歐陽震華夫婦、

余嘉倫夫婦、譚俊彥與太太任祉妍、楊明、莊思敏、莊思

明和陳自瑤等來欣賞，令香港藝術中心星光熠熠！黃建東

表示見到不少圈中老友來捧場鼓勵感到很溫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陳凱琳
（Grace）15日與生意拍檔雪姨（容可兒）為自
家化妝棉品牌宣傳新產品，提到Grace老公鄭嘉
穎的新劇《星空下的仁醫》本周播出，Grace笑
稱最大得着是認識了真實的兒科醫生，萬一小朋
友有什麼事也可以找到人幫手。雪姨就透露斥巨

資取得動畫卡通人物的版權，稍後考慮開設嬰兒
用品等其他產品線。

日前鄭嘉穎表示拍完《星空下的仁醫》後，
對小朋友的耐性有改善，問到Grace現在與老公
在家湊小朋友時是否更得心應手，她笑道：“對
我來講他拍這部劇的最大好處是認識了一位兒科
醫生，他已跟對方吃過飯，始終小朋友如有什麼
毛病都可以找到幫手，他對小朋友的耐性是好
了，我有時見到小朋友不開心時都會煩躁，他會
叫停大家一齊冷靜。”

Grace盛讚老公教仔有一套心得，說：“如
果小朋友做錯事令到我不開心，他會先將大人
和小朋友分隔開不同房間，不會立即做‘好
人’去哄小朋友，會有時間給大家冷靜。我們
不會一個做‘好人’、一個做‘壞人’，有時
會一齊做‘壞人’，否則做‘壞人’的就會好
慘。”

陳凱琳將與兒子追看《仁醫》
指嘉穎認識兒科醫生很有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溫哥華電
影學院院長賈樟柯曾斬獲多項國際電影大獎。這
位名聲在外的中國導演，總把鏡頭對準中國鄉土
文化與時代變遷。賈樟柯近日接受中新社專訪時
表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對於鄉土經驗的
回望和渴求；電影本身有一種全球化的基因，而
文化則是聯結全人類最基本的條件。

賈樟柯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通過四
代作家講述中國七十多年的社會變遷，記者問賈
樟柯通過這部紀錄片，希望如何向西方世界展示
中國的變革？賈樟柯說：“紀錄片最大優勢在於

可信性，在文學領域的類似形

式
叫
非

虛構寫作，它帶來的是一種
不可顛覆的事實存在。另一
方面，這部影片最終形成的
十八個章節，都是中國人
過去遇到的重要問題，
形成了中國人的心事，
也形成了希望。心事
和希望是一體兩面
的。這也是為什麼
中國社會一直在漸
進地變化，因為
有生生不息的生
命力。他們共
同構築的中
國往事，也
能帶來更
普遍的、
全 人 類

的理解。比如電影第一章提到的吃飯問題，不僅
困擾過去，也困擾今天；不僅困擾中國，也困擾
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再到賈平凹先生講述他生
病的故事，生老病死也是每個人要面臨的。從這
個角度來說，人類確實是命運共同體。中國遇到
的事情，全世界都會遇到。一部影片之所以能
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理解，是因為如果針對人類
共同的痛點、共同關心的話題，提供中國藝術家
的觀察和回答，就能引起廣泛的共鳴。”從影二
十多年來，賈樟柯始終聚焦大時代背景下的普通
民眾和基層生態，引發國際關注。在他看來，為
何中國的“鄉土文化”和“時代變革”備受國際
矚目？賈樟柯表示：“中國現代化之路剛走了一
百多年，急速城市化變革發生在最近十幾年。這
麼短的時間裏，新的科技及互聯網重新劃定人
群，社會處在移動重組的過程中。中國的城市化
進程，帶來了對鄉土經驗、鄉土文明的回望和渴
求，帶來了電影藝術的表達衝動。所以在中國藝
術中，對這種變革的呈現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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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高層樂易玲聯同一大班藝人一齊去看舞台劇《老公你好悶呀！》場。

●蔡頌思的媽媽蔡關穎琴(左三)幫忙招呼賓客。 ●左起：莊思敏、蔡頌思、陳自瑤、樂易玲
和莊思明自拍留念。

●●張之珏導演率蔡頌思張之珏導演率蔡頌思、、魏駿傑魏駿傑、、區嘉雯區嘉雯、、黃建東和阮德黃建東和阮德
鏘謝幕鏘謝幕。。

●●黃建東黃建東((中中))獲譚俊彥夫婦捧場獲譚俊彥夫婦捧場
打氣打氣。。

●●賈樟柯早前宣傳其新作賈樟柯早前宣傳其新作《《一直游到海水變一直游到海水變
藍藍》。》。

●●賈樟柯創辦的平遙國際電影賈樟柯創辦的平遙國際電影
展致力於挖掘非西方國家的新展致力於挖掘非西方國家的新
電影新導演電影新導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單文柔單文柔((左左))1515日前來支持陳凱琳日前來支持陳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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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1年10月16日（星期六）6

香港文匯報訊 江欣燕近日前往紅
十字會響應全港騎士捐血日活動捐血。
樂於助人的江欣燕，一向對捐血中心的
活動很支持，她更身體力行，於新劇
《法證先鋒V》開拍前抽空到捐血站捐
血，為慈善為救人出一分力，江欣燕都
希望大家盡力幫助紅十字會，齊齊捐血
救人。

江欣燕捐血救人

●●趁新劇開拍前趁新劇開拍前，，江欣燕江欣燕（（右右））前往捐血前往捐血。。

中國片裏的時代變遷國際矚目
賈樟柯深感電影有全球化基因賈樟柯深感電影有全球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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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

羅復文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羅復文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

羅復文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羅復文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
書書、、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有功團體及個人感謝狀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有功團體及個人感謝狀、、協助防協助防

治新冠肺炎疫情有功團體及個人感謝狀治新冠肺炎疫情有功團體及個人感謝狀

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已是海外僑胞愛鄉愛國的表徵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已是海外僑胞愛鄉愛國的表徵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丁方印擔任大會司儀休士頓榮光聯誼會丁方印擔任大會司儀,,朱江主唱中華民國朱江主唱中華民國
國歌及國旗歌國歌及國旗歌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夫婦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夫婦、、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慶籌會主任委員劉志忠慶籌會主任委員劉志忠、、副主任委員劉美玲於現場迎佳賓賓副主任委員劉美玲於現場迎佳賓賓

休士頓辦事處羅復文總領事代表僑聯總會頒發海外優秀青年榮休士頓辦事處羅復文總領事代表僑聯總會頒發海外優秀青年榮
譽獎章證書及獎章給優秀僑青周浩恩譽獎章證書及獎章給優秀僑青周浩恩，，他同時也獲得海華文教他同時也獲得海華文教

基金會今年所辦基金會今年所辦 「「海外十大傑出青年海外十大傑出青年」」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頒感謝獎牌給採購鳳梨捐送國內弱勢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頒感謝獎牌給採購鳳梨捐送國內弱勢
團體的休士頓台灣商會由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團體的休士頓台灣商會由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前首都銀行董前首都銀行董
事長王敦正事長王敦正,,亞洲化學公司董事長楊朝諄及現任張會長代表接受亞洲化學公司董事長楊朝諄及現任張會長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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