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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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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首場老人保險首場老人保險MedicareMedicare計畫講座圓滿成功計畫講座圓滿成功
李元鐘保險公司於李元鐘保險公司於1010//3030將舉辦第二場講座將舉辦第二場講座

(本報休斯頓報導) 於10月16日李元
鐘保險公司（John Lee Insurance）負責
人李元鐘先生應美南銀行莊經理邀請，
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了2022年
度Medicare老人保險計劃講座。一位聽
眾表示，美國老人保險計畫非常複雜，
在李元鐘詳盡又細心的說明之下，他才
明白不少細節，也才能掌握保險中能符
合自己需要的部分，感覺非常實用。

這場講座的主題是:2022年最新老人

醫療保險-AARP和Wellcare計畫說明。
講座現場，來了許多希望了解Medicare
老人保險計劃的長者們，李元鐘先生詳
細的介紹了老人保險的制度和規則，並
就大家關心的優勢計劃和補充保險計劃
，通過實務案例分析和對比了兩種計劃
的優缺點，讓與會的聽眾朋友結合自身
需求選擇合適的計劃。

美南银行長期致力於本地華人企業
的發展，為華人提供開戶便利，定期舉

辦各類演講，為聽眾提供有用的資訊，
為華人社區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專業與經驗俱豐
李元鐘保險公司素來以擁有多個專

業執照、與豐富的保險規劃經驗而著名
，其保險顧問更樂意站在消費者的角度
，為每位客戶認真地研究保險計畫，做
到更完美的風險管理。

李元鐘先生畢業於台灣淡江大學保
險系，之後取得美國Hartford大學保險
碩士學位，在美國和台灣前十大保險公
司從事理賠專員二十餘年，累積了豐富
的理論和實務經驗。

不可諱言，對於消費者來說，能找
到最好的計劃、並且節省比價的時間，

是選擇保險公司的重要關鍵。尤有甚者
，在複雜的不同保險計畫中，能為消費
者耐心解說，更能贏得客戶的青睞。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服務團隊，不僅
了解保險業的內部運作機制，在客戶出
險過程都能提供必要且完整的協助，更
能以自身經驗，詳細的為客戶的需求設
想，貼心的為華裔民眾考量各種可能性
，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老人保險最具口碑
在李元鐘保險公司，老人保險的服

務非常周到，也最具口碑。大部分的老
人家選擇保險公司是看服務好不好，同
時也要看能不能符合需他們的需求。李
元鐘保險公司的經理會先跟老人家們細 談，幫長輩們看他們健康情況，怎麼樣

的保險計畫最符合，怎麼樣的計劃最貼
近他們的需求與狀況，後續的服務也非
常好，贏得許多老年人的肯定。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每一個工作人員
都非常親切、有耐心，老人家對保險計
劃有許多地方不了解，工作人員都會細
心清楚的回答，讓他們明白不同計畫的
要點何在，對自己有哪些幫助。

第二場講座將於10/30舉辦
每年十月15日起，開始美國老人醫

療保險的註冊，不同的保險公司與各種
計畫玲瑯滿目，常常也讓長輩們摸不清
箇中特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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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0月30日週六與早上10點到12
點，李元鐘保險還將在美南銀行社區服
務中心舉辦第二場講座，對於想要了解
更多美國老人保險計畫有何不同的長者
們，歡迎屆時到場聆聽與討論。

第二場講座的主題是:2022年最新老
人醫療保險-Aetna、Amerigroup、Hu-
m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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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洽休斯頓李元鐘保險公司
Kevin 謝經理，電話（832）500-3228，
郵 箱 Houston@johnleeins.com 。 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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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因洗黑錢
罪在港服刑出獄近2年，至今未兌
現赴台自首殺害女友的承諾。案中

死者潘曉穎的母親早前邀請陳同佳、協助陳同佳的牧師管浩
鳴、香港保安局長鄧炳強、民建聯議員李慧琼及周浩鼎，齊
到政總外當面對質，並打算讓陳同佳即場打電話向台灣投案

。但上述各人拒絕應約。依時現身的潘媽媽向傳媒表示，無人出席屬 「預料之內」，斥 「其身不
正」的人不敢見她。

對於鄧炳強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稱，陳同佳已就在香港所犯的罪行服刑完畢， 「在這件事上
保安局沒有角色」。潘媽媽反駁 「點會冇角色？」她認為， 「香港(政府)可以做很多，香港未曾嘗
試就說沒有角色、不做事，殺人犯其實可以在香港審理、為何不嘗試？」潘母期間一度哽咽說死
去的女兒仍未可沉冤得雪，希望香港政府可以特事特辦，在香港審理案件。她又指出陳同佳尚未
就殺人的罪行服刑，質疑現時就讓陳同佳更生的做法，令香港變成殺人逃犯的天堂。

沒有赴約的鄧炳強見傳媒表示對潘媽媽 「非常同情」，並質疑 「中國台灣為何要政治操弄」
，呼籲 「潘媽媽同我哋一齊」，促請台灣 「攞返人性、攞返公義」，好讓陳同佳赴台自首。鄧炳
強強調，台灣是中國不可分裂的一部分，並警告台方任何政治操弄均不會改變這個事實。被問到
為何沒有應約，鄧炳強則轉變話題。

潘曉穎的母親公開質疑，香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牧師幫助陳同佳的動機，是為了參選選
委時爭取曝光率，又叫對方 「唔好再扮傻落去」。管浩鳴回應指出：明白潘媽媽的心情，他認為
自己一直做的就是希望陳同佳面對過錯，回台自首，重申自己處理這件事上 「對得住天地良心」
，同時公開文件指陳同佳代表律師去年單是10月已經7次以上聯絡台灣 「單一窗口」，表明投案
決心，惟台方要求他們不用再打電話與刑事局窗口聯繫，等候協商結果即可，惟事隔一年仍沒有
回覆。

潘母昨亦批評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和議員周浩鼎，形容兩人當年以 「花言巧語」哄騙她，更要
求她 「唔好出聲」回應林鄭月娥推出的 「反修例」爭議，只需相信他們便能 「討回公道」，但最
後 「電話都唔覆個，淨係卸俾管牧(管浩鳴)，自己就人間蒸發咗。」

周浩鼎就表示，相當明白及體諒潘媽媽的心情，希望台灣當局不要再玩弄政治，盡快讓陳同
佳到台灣投案。

台灣陸委會表示：投案絕非只是單純批出簽證 便可以。法務部指出：已對潛逃返港的陳同佳
發出通緝，呼籲港府積極回應辦理案件所需要的手續，就是台港政府的司法互助，正式提供本案
在港事證及共商疑犯回台等事宜，以確保疑犯能順利歸案及台灣能合法取得在港證據，以完備證

港府一直拒絕台方要求，明顯是害怕大陸政府認為台港若是單方面進行，似形成北京政府跟
台灣政府的接觸，犯上兩國對話的底線，形成了一宗人間悲劇： 殺人犯願意赴台受審服刑，但卻
為荒謬的政治想法，令到死者永遠沉寃難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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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自首的香港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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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相識多年的休市華人，一般以為
我只愛聽及,愛唱粵曲。其實我對西洋音
樂，也是一樣喜愛，只是深藏不露, 鮮向
友群表達。今年是西洋音樂大師聖桑

（Camille Saint-Saen 1835-1921）逝世一百周年，原定舉行的今屆國
際音樂節，亦計劃上演這位法國作曲家的音樂，可惜在新冠疫情肆虐

之下，音樂節辦不成，筆者只能透過唱片來懷念這位多才多藝的大師了。
我所認識的聖桑，可能因為他是作曲家、鋼琴家和管風琴家，但不可不知，他還是

一位劇作家、詩人，甚至對考古、天文、動植物學、哲學均有很深的涉獵，更曾寫作遊
記及哲學專論，不僅學識淵博，且活力充沛，可謂之 「周身刀，張張利」。

有著眾多不同嗜好和才藝的聖桑，最擅長的無疑是作曲，他的音樂旋律優美，樂句
線條簡潔流暢，情感流露適度而理智，並帶有一股高貴的浪漫氣質。聖桑大多數傳世作
品的演奏率極高，《動物嘉年華》、《管風琴交響曲》、《骸骨舞曲》，為小提琴與樂
隊而作的《哈瓦涅拉》、《A小調序奏與隨想迴旋曲》、《第三號小提琴協奏曲》，還
有《第一號大提琴協奏曲》等，都是樂迷熟悉的作品。

說起聖桑，筆者首先想起的是他那首《天鵝》。多美、多高貴的天鵝啊！當年我在電台廣播
中初聞這首樂曲，立刻被它迷到，開始涉足古典音樂，此曲可說是把我導向古典音樂海洋的作品
。《天鵝》應是聖桑最膾炙人口的作品吧，這首由大提琴主奏的短曲，出自《動物嘉年華》
（Carnaval des Animaux），此組曲各段落對多種動物的模擬，可謂繪影繪聲，聽來形象得很，全
套包含十四個樂章的《動物嘉年華》，是在作者逝世後一年才出版的，這套精巧而有趣的樂曲很

快大受歡迎，皆因其不同段落或神祕高深、或幽默風趣
，或故弄玄虛，充份體現作者豐富的想像力。這部作品
配器相當奇特，雙鋼琴、木琴、幾支木管樂器、弦樂四
重奏加上倍大提琴，從來無人用如此奇怪的樂器組合來
創作樂曲。

聽過《動物嘉年華》後，我很快又沉醉在《管風琴
交響曲》的旋律中，此曲首尾樂章固然擁有壯麗輝煌的
管弦樂音響，但我卻偏愛它的第二樂章（小慢板 Poco
Adagio），筆者認為這是音樂史上最動人的旋律之一，
每次欣賞，我都想像正駕馭滑翔風箏飛越一度平靜的湖
面，那種在廣闊空間中自由翱翔的感受，真教我 「挾飛
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

在眾多領域顯露過人才華的聖桑，作曲時也不忘顯
露其無所不能，他盡可能運用各種體裁譜寫音樂，各類
形式的管弦樂及室樂作品，在他的作品清單中一概包攬
。他亦嘗試以不同的樂器創作協奏曲，分別為鋼琴、小
提琴及大提琴作了共十部作品，聖桑所寫的協奏曲份量
，在浪漫時期作曲家中確是數一數二。這些協奏曲旋律流暢迷人，和聲色彩豐富，形式簡潔端正
，既充滿輕快明朗的樂念，又散發典雅高貴的情調，把作曲家的才氣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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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橫溢 話聖桑

淺談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將軍
10 月18 號週一的大

清早，我如常駕車回校
上班。途經一間宏偉的

教堂門前，見它掛着的一面美國星條國旗，不是在高端旗桿
上迎風飄揚，而是停在旗桿的一半位置上。這說明美國國內
，定有重量級的政治人物逝世。我連忙開啟座駕車內的收音

機，收聽CNN的晨間新聞報導。前國務卿鮑威爾，因感染新冠併發症，日昨突然離世。享壽84
歲。

鮑威爾的家人特別在 Facebook上發布有關他的訃聞， 「由於Covid 19的併發症，鮑威爾將軍
今天早上去世了。我們失去了一位了不起且充滿愛心的丈夫、父親、祖父和一位偉大的美國人。
」 家人有提到，鮑威爾生前已經完成了2劑的疫苗接種。但也受到感染而離世，這個不幸事件，
恐怕又會成為美國拒絕接受防疫注射的那些固執死硬份子的一個活生生的抗拒口實了。

鮑威爾1937 年4 月5 號出生於紐約的一個貧民區，哈林區（Harlem），父母是牙買加移民。
其後他在紐約南布朗布朗斯區（South Bronx）長大，之後就讀紐約市立學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期間參加美國大學院校軍事訓練計畫 「預備軍官訓練團」（ROTC），接受了不少
軍事知識及技能。1958 年，時年21 歲的他，參加美軍。60 年代直接參加越南戰爭中去，之後在
歷任美國政府中，曾經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同樣也是美國首位黑人出任上
述這些職務。稍後於1991 年波斯灣戰爭中，美軍在科威特成功擊敗伊拉克，鮑威爾被視為該次勝
利的最大功臣，在時任總統喬治布殊任內，出任美國國務卿一職，是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國務卿
。

雖然鮑威爾在共和黨政府任職多年，但他離任後卻多次表態支持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這包
括了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奧巴馬之前，鮑爾曾經被視為最可能成為美國總統的非裔人物

，共和黨也曾多次詢問他的意見，但他以 「美國還沒準備好」的理由而拒絕了。其實他不參選的
最大理由，乃來自其家庭壓力。因為他的妻子極力拒絕他走入白宮當上龍頭，恐怕深藏於民間的
「反黑」惡勢力，可以隨時致他於死地！

擔任幾屆共和黨政府的國務卿的他，曾經協助政府，制定了美國的外交政策，獲得極大的好
評。鮑威爾在老布希政府時期遇到好幾場美國軍事行動，包括1989年出兵巴拿馬，然而更重要的
戰爭是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一生之中，雖然鮑威爾是共和黨人，但民主黨同樣欣賞他的所作所
為。因此民主黨的柯林頓總統時期，曾向他先後頒發了2枚總統自由勳章，可見對他的尊重。

鮑威爾在2001年成為小布希總統的國務卿，他成為當時權位最高的非裔美國公職人員，在總
統繼任者中排名第四，也是創下歷史。不過，也正是在他國務卿任內，因錯誤的情報認定 「伊拉
克正研發大規模毀威性武器」，促使聯合國出兵發動第2次伊拉克戰爭，日後被證明出錯，他的
聲譽因此受損，他日後也坦承是 「公職記錄上的污點」。

到了2000年總統大選時，他再次拒絕了請求他參選的呼籲，而他改為選擇支持小布希當選，
這也被視為小布希當年能夠選舉成功的一大助力。

儘管鮑威爾的公職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共和黨政府中渡過，但他晚年卻多次選擇支持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並嚴厲批評共和黨高層領導人。他曾支持過歐巴馬，也在2016 年選擇支持希拉蕊而
不是特朗普，他甚至批評特朗普的當選為美國總統，是國家的一大恥辱。

2020年大選時，他再次批評特朗普，抨擊他濫用權力 「我們有憲法，也必須遵守。然而總統
已經違背了它。」並於6月宣布支持拜登。

當今年1月上旬， 支持特朗普的暴徒強行到美國首都白宮的國會大廈大肆騷亂後，鮑威爾憤
激地表示： 「我已經不能再稱自己是共和黨人了，我現在什麼都不是。.....現在，我只能關心我的
國家，而不 是關心政黨...」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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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聞

16岁，正是花一般的年纪，对于少

女们来说，也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

然而，在菲律宾，确有一名16岁的少女

，在花一般的年纪患上了一种可怕的疾

病——早衰症。

明明只有16岁，但是她却看起来好

像是60多岁的老妇人一般，这也让她的人

生，还没有开始，就提前进入到了尾声。

菲律宾16岁美女光速变老，2年就

成了老太太

根据印尼媒体Liputan6的报道，这

名来自菲律宾的16岁少女Raizel Calago

，她的噩梦是从14岁那年开始的。

在当时，虽然只有14岁，但是由于

发育较早，Raizel Calago已经出落成一

名青春靓丽的美少女了，于是，在14岁

那年，Raizel Calago还报名参加了当地

的选美大赛，虽然Raizel Calago最终没

有在选美大赛中获奖，但是她仍然收获

了一些粉丝。

选美比赛结束之后，Raizel Calago

也计划着好好学习，让自己进步得快一

点，希望自己以后有机会可以在选美比

赛中获取一个名次，然而，在那之后不

久，Raizel Calago却不知道什么原因，

开始飞速衰老起来。

短短2年的时间，Raizel Calago看起

来老了至少有30岁，她如今和自己的妈

妈站在一起，甚至看起来要比自己的妈

妈还要显老，Raizel Calago自己也无法

接受，她开始排斥出门，而且即使出门

了，也要将自己全身包裹起来。

Raizel Calago也去往了医院就医，

希望可以让自己重新恢复青春，不过，

医生却告诉Raizel Calago，她患上了早

衰症，而且这种病是无法治愈的，这也

意味着，Raizel Calago的生命正在加速

流逝，而且她永远变不回年轻的模样。

那么，究竟什么是早衰症，它有多

可怕呢？

早衰症，就是一种身体加速衰老的

疾病，相较于正常人而言，患有早衰症

的人，人生都好像是开了加速器一般，

衰老速度是正常人的25倍。

而且早衰不仅体现在外表上，就连

身体器官也都会同样早衰，这也让早衰

症患者短期内就会变成老人的

模样，并且在20岁之前，就会

老去死亡。

根据资料显示，人类最早

有关于早衰症的研究，是在

1886年的时候，当时一名新生儿出生的时

候，一切都非常正常，可是却在随后的一

年时间里，突然就出现了一些老年人才有

的症状，身上还出现了老年斑，通过对身

体机能的检查，也发现好像是一名80岁的

老人。

随后，研究者们发现，早衰症在世

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而且在新生儿中

，患上早衰症的概率大约是八百万分之

一，要知道，根据数据显示，全球目前

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大概在8300万人左

右，这也意味着，平均每年大约有10名

新生儿，有可能会患上早衰症。

研究认为，早衰症和基因缺陷有关

，它作为一种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一

旦新生儿的隐性基因变成了显性基因，

就很容易发病，而且一般来说，患有早

衰症的儿童，都会在婴幼儿时期发病，

也有一些会在进入青春期发病，但是一

般不会晚于13岁。

因此，像这位菲律宾少女在14岁的

时候才发病，这也是极其罕见的，根据

Raizel Calago的讲述，她是在14岁的时候

，突然身上长了很多的疹子，而在疹子消

失之后，自己就开始迅速衰老起来。因此

，有观点认为，或许早衰症也存在着一些

触发机制，从而导致一些患者发病较晚。

那么，早衰症真的无法治愈吗？

目前，针对早衰症的治疗方面，是

没有任何一种疗法，可以被证实是有效

的，可以让患者重新恢复青春，不过，

也有一些可以尽量帮助早衰症患者延缓

衰老、延长生命的疗法。

比方说在日常生活中多补充维生素

C，通过对实验鼠的研究来看，当实验

鼠被注入早衰症基因之后，日常饮食中

加入了维生素C，一段时间后，它们的

身体竟然开始恢复。

不过，研究认为，对于已经患上早

衰症的人来说，服用维生素C是没有什

么效果的，但是却可以通过服用维生素

C来预防早衰。

此外，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患有早

衰症的人，都是因为早衰蛋白过多导致

的，因此，研究者也希望，可以通过对

人体基因的研究，找到一种可以抑制早

衰蛋白形成的药物，从而可以挽救更多

早衰症患者。

当然，对于Raizel Calago等已经患

上早衰症的患者来说，目前是没有被治

愈的机会了，而且生命留给他们的时间

也都所剩无几，Raizel Calago本人在得

知患上了无法治愈的早衰症之后，也是

放平了心态，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病情，

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里，让自己的人生

尽量不留遗憾。

早衰症有多可怕？
菲律宾16岁美女光速变老，面容松弛犹如六旬老太

1970年，眼看着“太空竞赛”已经被

美国赶超了，前苏联为了实现“逆风翻盘

”，制定了一个全新的计划，将目标从太

空转向了地球内部，想要看看地球内部都

有什么。

于是，这项名为“挖穿地球”的新计

划，就在科拉半岛展开了，在当时，前苏

联给自己设定的挖掘目标，是地面以下

15000米。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项调动了前

苏联大量科研人员和工人，而且开出了巨

额回报的新计划，却在眼看着要达成目标

的时候，在挖掘到地面以下12262米的时

候停止了，多年来，有关于这件事网上也

是争议不断，那么，究竟为何前苏联突然

就停工了呢？

苏联当年挖到“地狱”了？

在网上，有一个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

观点是，前苏联当年挖到了“地狱”，不

仅从挖出的洞口中爬出了怪兽，而且还从

洞口的底部，传来了一阵阵“鬼泣”声，

这让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感到非常害怕

，前苏联也是立刻停止了施工。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前苏联在挖掘

的时候，打通了“地心世界”的入口，从

而受到了来自于“地心文明”的警告，由

于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是根本无法于是

抗衡的，于是，前苏联只好放弃了对地下

世界的探索。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当然，在这里

笔者可以很负责任地跟大家说，以上的说

法都是“谣传”，都是不真实的，至于为

何会有这么多的谣言存在，事实上也是很

好理解的，因为在当时正好是处于冷战时

期，突然停工的确是需要一个不得已的理

由，特别是前苏联还是在和美国的对抗过

程中国，处于下风的情况下。

这就好像是当年美国登月，事实上一

直到今天都是谣言不断的，认为美国登月

是造假，或者是认为美国在月球上遇到了

外星人，否则为何美国在1972年，突然就

停止登月了呢？

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挖穿地球计

划”，还是美国的载人登月，它们突然停

下来的原因都是非常简单的，而且真实的

原因也都差不多：没有充足的资金了。

那么，前苏联究竟为何突然停工呢？

说起来，虽然前苏联的这项计划叫

“挖穿地球”，然而事实上却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挖穿”，要知道，如果想要挖

穿地球，从当时前苏联施工的位置来看，

是需要挖6300多公里，才会抵达地球另一

端的，可想而知，这绝对不可能。

其实前苏联不过是取了一个比较夸张

的名字，事实上本来也没准备挖太深，是

想要趁着美国的重心都在太空领域的时候

，抢先对地球内部，也就是和地壳的部分

去进行研究，尝试着去接近地壳和地幔的

交界处，学术上管这里叫“莫霍面”。

因此，一开始前苏联给自己定下的目

标，就是挖到地面之下20公里左右的位置

，但事实上却只挖了12公里左右，随后就

因为技术原因，以及时间成本等原因，让这

项计划在进度条完成了80%的时候夭折了。

因为当时前苏联挖得越深，越发现岩

石变得越来越硬，施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挖掘设备的磨损也越来越严重，发展到

后来，几天的时间里，仅能挖几厘米的深

度。

而且由于距离地面1万米之下后，地

球内部的温度上升也非常快，这就彻底变

成了一个“烧钱”的行为，价值数万美元

的钻头，有的时候一天就要换好几个。

自然，投入越来越大，而且看起来遥

遥无期，前苏联国内对于这项计划的投入

过大，也是一直颇有质疑之声，特别是后

期前苏联即将解体，自然人们也就无心进

行这项研究了，于是在1994年，长达24年

之久的“挖穿地球计划”也宣告结束了。

那么，前苏联真的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虽然前苏联“挖穿地球计划”没有完

成，但是却并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24年

时间里，前苏联在挖掘的过程中，获取的

宝贵数据，都对于人类研究地球内部来说

，拥有着巨大的意义。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前苏

联在挖掘到8000米-10000米之间的时候，

还曾经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金矿和

钻石矿。

不过，前苏联为了让“挖穿地球计划

”继续进行，不希望让大家因为发现了这些

矿产而分心，选择放弃了这些宝贵的金矿和

钻石矿，这件事也让很多人觉得，前苏联是

错过了一个“发财”的大好时机，那么，在

你看来，前苏联这么做究竟对不对？

苏联当年挖到“地狱”？原计划挖穿地球，为何到12262米赶紧停？

【美南新聞泉深】中國人民的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成
為中華民族幾代人的曆史記憶。油畫藝術家王鐵牛教授創
作的《上甘嶺戰役》是他從心而出的真誠創作。他說：
“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黃繼光、邱少雲等英雄烈士的形象和
事蹟伴我成長，催我奮進。我的個人從藝經曆中也幾次與
這場戰爭邂逅，參加過話劇《彭大將軍》（表現抗美援朝
戰爭初期的彭德懷同志）劇組排演繪景工作，主創完成反
映朝鮮戰爭的《清川江畔圍殲戰》全景畫，並為此赴朝鮮
考察，後來受南京軍區之邀創作（與王君瑞合作）《上甘
嶺•1952》曆史畫。所有這些都為我這一次創作《上甘嶺
戰役》埋下伏筆。”

幾十年來，表現上甘嶺戰役的繪畫作品很多，王鐵牛
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避開別人的老路，從新的視角出發，如
何很好總結以往經驗，在藝術創新上更上一層樓。 《上甘
嶺戰役》的規定尺寸是高3米，長度未做規定，而是由作
者根據創作內容與構圖需要選定合適的長度，王鐵牛說：
“我將畫面定在了6.75米長，這更宜於展示寬闊場景。因
為我即想表現志願軍戰士沖鋒陷陣的英雄形象，又想表現
硝煙彌漫的戰爭場景，兩者兼顧其實是創作曆史畫的大忌
，畫不好就二者皆失。我力圖較全面地展示陣地攻防爭奪
戰役級的戰爭圖景，使人物與環境更理想地融為一個統一
整體，力圖解決好特寫式的人物組合與整個戰場的比例和
透視關系。”

上甘嶺戰役的典型特徵是以山地攻防戰和陣地戰為主
，中美雙方都投入了數萬兵力，在3.7平方公裏範圍內激
戰43天，使用了數萬噸的彈藥，戰爭激烈程度前所罕見。
戰鬥同時在多點進行，戰爭形態也呈多樣，不同類型、數
不清的英雄事蹟感天動地，但曆史畫只能表現同一時空下
的被瞬間定格的特定事件為主要落腳點，必須選擇好典型
環境和典型人物以及上甘嶺戰役中最有代表性的典型戰爭
態勢。

在構思創作中，王鐵牛把握住了幾點：一是，人
物形像作為畫面主體。他說，根據不同的特定情景，
去創作設計處於不同空間位置，不同狀態中的每個戰
士形象，不單單是臉部的刻畫，戰鬥動勢的肢體語言
設計更為重要，在畫面中心，側重塑造了群體組合造
型來強化視覺張力和視覺沖擊力，達到整體效果中畫
龍點睛的作用；二是，對志願軍戰士衣著、裝備和武
器參照史料經過考證，力求符合曆史真實。戰術動作
標準專業，符合軍事常識。王鐵牛是軍人出身，畫面
中主要人物的戰術動作都是他親自做模特。人物形象
設計是整個創作的重中之重，在極其嚴酷的戰爭環境
下，志願軍戰士們勇敢向前、不畏犧牲的英雄主義精
神如何刻畫到位，始終是他努力追求的；叁是，畫面
中對典型化的理解，如上甘嶺的山形地貌通過史料認
知，同時憑借各種形像素材、經驗積累，調動藝術想
像力去創作一種接近真實戰場的視覺效果。

從戰役視角表現這場戰爭，考慮到上甘嶺戰役是
陣地爭奪戰、坑道戰為特徵，所以圍繞這一特點，作
者構思了志願軍戰士前赴後繼，堅守陣地為主要情節
的畫面，設計了壕溝沿山坡蜿蜒極遠的多層次佈局，
充分利用光影和明暗對比，充分利用煙火去渲染氣氛
，調度處理畫面中虛實藏露，用藝術表現手段去豐富畫面
視覺效果，努力營造出宏大悲壯的戰爭場景。

《上甘嶺戰役》的創作，在民族曆史永恆的記憶中增
添了美術濃墨重彩的一筆。
王鐵牛簡介

王鐵牛，1950年生於哈爾濱，沈陽市人。 1977年在
沈陽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從事舞台美術工作，1984年考入解
放軍藝術學院美術系。 1993年調入魯迅美術學院大型繪
畫工作室。 1995年赴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油畫系留學，

1998年畢業獲碩士學位。 2002年調入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繪畫系，任油畫教研室教授至今。現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教授、教學督導，中國美協國家重大題材創作藝委會委員
，中俄友好協會理事，歐美同學會留俄蘇美術院校校友會
會長，中國文藝志願者協會榮譽會員、全國最美志願者榮
譽稱號獲得者，俄羅斯藝術科學院榮譽院士，列賓美術學
院榮譽博士、榮譽教授，蘇裏科夫美術學院榮譽教授。 30
餘年來完成各類曆史題材主題創作近40餘件，散佈於國內
部分博物館、紀念館中陳列展出。

王鐵牛《上甘嶺戰役》將硝煙彌漫的戰爭
場景與沖鋒陷陣的英雄戰士和諧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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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推廣東南亞電影的第15屆波蘭

五味電影節將於11月17日開幕，青年導

演倪曜首次執導的劇情長片《生而為人》

，受邀參與本次年度盛會。今年影展共分

為 7個單元，《生而為人》將在Taiwan-

ese Queer Cinema單元登場，作為特別放

映的影片之一，藉由電影探討的「雙性人

」題材，激發大眾對於社會中 LGBT族

群的討論。

對於能夠獲邀參加此次波蘭影展，導

演倪曜感到十分榮幸，並表示波蘭是她一

直以來都很嚮往的地方，因為那裡是她從

小最崇拜的女性居里夫人的故鄉。她也特

別提到，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能夠順利

完成這部電影相當不容易，感激團隊讓作

品成真，同時也對這次因為疫情無法親身

前往影展感到可惜，期盼以後還有機會親

自參與其中。

《生而為人》劇情講述一個14歲的男

孩，因為突如其來的生理變化被診斷出

「雙性人」的身份，在醫生的慫恿下，他

的父母擅自決定為他進行了變性手術。被

迫成為女生的她，表面看似順利過渡到新

生活，但內心的掙扎與性別認知的矛盾卻

從此讓她痛不欲生。

根據聯合國專業機構的統計測算指

出，「雙性人」族群在國際上並非少見

，全世界有0.05%至1.7%的人口為此「性

少數」族群。意味著有每2000人之中，

就有至少1位、至多 34位雙性人。而你

會驚訝的是，在全世界人口之中有著紅

色頭髮的人數比例幾乎是相同的。導演

身兼編劇的倪曜透露，本片的創作靈感

就是起緣於她身邊好友的親身經歷，她

以劇中主角的遭遇帶出傳統華人社會對

於雙性人的誤解與歧視，以及對於身體

自主權的忽視。她還試圖利用劇中醫生

與主角的對立，反映出現今醫學對雙性

人權益的剝削，甚至對於強制的變性手

術之必要性作出嚴厲的批判與反思。導

演倪曜認為雙性人的聲音需要被聽見且

重視，且需要獲得尊重與平等對待。

片中「雙性人」一角由台灣新生代

實力派演員李玲葦擔綱，她為挑戰演出

男生，不惜剪去20公分長髮，刻意練習

壓低嗓音講話，拍攝時更要束胸，穿著

縫著陽具的安全褲走動。更為詮釋好男

生「打手槍」的畫面，她不避諱向身邊

男性朋友大方請教，最終憑其優秀的演

技獲得不少肯定。

本片雖只以特別放映形式參與波蘭

五味電影節，但影展對此亦相當重視，

將安排作爲重點宣傳之影片，在影展舉

行期間輪番播映。電影團隊期望片中深

刻探究的性別議題，能夠因此受到更廣

泛的國際關注。

《生而為人》道出雙性人掙扎
獲波蘭五味電影節受邀特映

Netflix即將於本周五10月22日獨家播

出《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影集版，此次

升格影集版監製的電影版導演林孝謙與編

劇呂安弦，特地搶先與觀眾分享影集版七

大看點，生死糾葛的悲催愛情、生離死別

的親情恩怨、金獎級演員的催淚演技、新

銳導演的細膩詮釋、攝影美術強力打造精

緻百萬落日千萬場景、最成功的韓國IP翻

拍與改編、全十集一次登上Netflix，絕對

會讓觀眾追到欲罷不能，而且「要讓大家

看一集哭一次，觀眾要做好準備」。

首先是生死糾葛的悲催愛情，影集版

《比悲傷》以十集篇幅重新細膩刻畫眾角

色愛怨情牽：包括「張哲凱 K」與「宋媛

媛Cream」從相知相遇的趣味、被迫分離

的眷戀、到生死難忘的虐心愛情；全新人

物線霸道傲嬌男「主管柏瀚」遇上傻白甜

「單親媽安安」從搞笑對立到冰山解封的

往返糾結，更牽扯一段巨星生死要脅的秘

密戀情；悲傷史上最坎坷牙醫祐賢與攝影

師辛蒂從相識到相愛相殺，這次不僅有情

慾糾葛還另有幕後黑手，更與「張哲凱 K

」與「宋媛媛Cream」有著不為人知的生

死密約。

第二是生離死別的親情恩怨。影集版

《比悲傷》深刻描繪主角們親子情面臨生

離死別的磨難，單單哲凱與媛媛家長都是

金獎級，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張詩盈飾演張

媽、金鐘獎入圍最佳男配角吳昆達飾演張

爸、金馬獎入圍最佳女配角陳雪甄試演宋

姑姑，幾場揮別分離對手戲絕對淚水暴走

；全新故事線「單親媽安安」與生病「兒

子可樂」母子情既溫馨又可愛，「霸道柏

瀚」亂入追求更增添浪漫趣味，最終濃情

更與「哲凱媛媛家長們」形成強烈對比；

新出現的祐賢牙醫院長父親，父子對立亦

成為悲歡離合的導火線。

第三是金獎級實力派偶像演員的催淚演

技。監製林孝謙讚賞今年入圍金馬獎最佳女

主角的王淨，「當王淨在隧道裏哭喊，感覺

媛媛恍若隔世又出現。」編劇呂安弦讚賞金

馬最佳新演員范少勳，「表現出全然不同跨

度與細膩的ｋ。」林孝謙稱讚入圍金鐘獎王

柏傑與邵雨薇及天才童星白潤音所詮釋柏瀚

及安安可樂家族新CP，「是我沒見過的演

出，王柏傑的霸道與純真，邵雨薇的擔心與

焦急，眼淚非常動人。白潤音更是最大哭點

。」呂安弦稱讚入圍金馬最佳女配角姚以緹

與跨界日劇曾少宗代替觀眾看盡愛情悲苦無

常，「辛蒂與祐賢詮釋出對愛不信任，對愛

與人性的渴望。」

第四是新銳導演謝沛如細膩女性觀點

詮釋，林孝謙讚賞獲金馬國際影評人費比

西獎肯定《大餓》導演謝沛如，讓影集有

不同角度詮釋：「影集版是翻拍再翻拍，

有很多空間也多限制，沛如依然創造出她

獨特火花，讓觀眾看到動人的親情、真實

的眼淚。」呂安弦很認同：「她是情感豐

沛的導演，可以調動演員的情緒在攝影機

前給出自己所有情緒的表演。」不僅主角

們出色，包括袁艾菲、蔡嘉茵、馬念先、

李冠毅、安哲、邱志宇、王可元、陳妤、

A-Lin…等跨刀演出同樣精彩。

第五是總製作預算破億規模的精緻盛

大製作。為打造更精緻《比悲傷》影集，

劇組此次不僅環島取景拍攝上百場景，單

單為兩組男女主角安排極緻美景「天空之

鏡」，特與颱風賽跑遠征台南與墾丁與多

處網紅景點，劇組戲稱「耗資百萬級海濱

落日」；更耗資千萬特別打造主角們主場

景，包括在陽明山美軍宿舍搭建哲凱與媛

媛兩人小窩，天母公寓陳設安安與可樂的

母子居，關渡老房裝潢柏瀚的藝術家小屋

，內湖空工廠裝修天后A-Lin所屬的豪華

E-shine唱片公司，還借用陶喆御用錄音室

拍攝錄音對手戲，萬華老房陳設祐賢贊助

辛蒂的攝影棚，辛蒂三場大型攝影展遍及

台北四方，祐賢牙醫診所則遠征桃園，汐

止工業區搭設吉哥與小貓女POP HIT復古

風唱片公司，天橋與隧道…等經典場景更

特地回原景點拍攝，呂安弦讚賞美術指導

林沛辰，「場景設計架構跟電影版很像，

但細節與豪華規模不一樣，就像plus版。

」絕對會讓影迷觀眾目不暇給。

第六是《比悲傷》是第一齣韓國電影

IP最成功改編電影並改編為影集的作品，

不僅電影全球票房創下近五十億台幣佳績

，影集版更是Netflix全球獨家在超過190

個國家與地區播出；而此次影集版的改編

，監製林孝謙與編劇呂安弦不僅安排經典

場景重現，更調整許多關鍵人物故事線脈

絡，不僅許多未解之謎都在影集版有解答

，甚至還安排重要角色們有不同性格詮釋

與催淚結局，希望滿足影迷遺憾，監製林

孝謙補充：「攝影指導車亮逸靈活深情的

鏡頭，致敬原作拍攝演員落淚特別感人，

搭配再度串連『悲傷宇宙』的A-LIN主題

曲＜最悲傷的事＞，絕對是觀眾的催淚彈

。」

第七是影迷可以一次一口氣看完十集

《比悲傷》，一次哭到爽！因為《比悲傷

更悲傷的故事》影集版於10月22日在Net-

flix播出是一次上架全十集，直接滿足觀

眾追劇期待，不需每星期等後續等到天荒

地老；電影暨影集版監製莊淳淳請觀眾準

備好紙巾：「10集的哭點滿滿，絶對可以

讓大家盡情發洩！」」監製林孝謙也信心

滿滿：「要讓大家看一集哭一次，觀眾要

做好準備。」

2021年10月22日將於Netflix全球獨家

播出《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影集版全10

集，主演卡司包括王淨、范少勳、王柏傑

、邵雨薇、A-LIN、姚以緹、曾少宗、袁

艾菲、白潤音、馬念先、蔡嘉茵…等。故

事敘述唱片業高階主管柏翰與助理安安為

幫天后歌姬找主打歌，在樂壇前輩吉哥與

小貓女幫助下，暖男牙醫祐賢與冷艷攝影

師CINDY舊愛重新點燃，更發現張哲凱K

與宋媛媛CREAM這對悲劇戀人蕩氣迴腸

的愛情……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影集版愛情生死糾葛 親情生離死別

要觀眾看一集哭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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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由吳君如監製及主演，尹志文執
導，梁仲恆、馮皓揚、張繼聰、胡

子彤等演出之熱血港產
電影《媽媽的神奇小
子》22 日傳來喜
訊，該片將代表香
港角逐“第94屆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
國際影片”，君如

和導演尹志文收到好消息均喜極而
泣，衷心希望謝票至明年奧斯卡舉
行。

電影《媽媽的神奇小子》是根
據殘奧徑賽金牌得主蘇樺偉真人真
事改編而成，目前仍於戲院熱映
中，開映以來叫好叫座，22日再帶
來好消息，正式獲提名代表香港參
加角逐“第94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
片”，君如聞悉後開心不已：“我

吳君如真是做一萬次夢都不會做到
自己監製的電影，可以代表香港角
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今日（22
日）剛好謝票完第72日就聽到這個
消息，坦白講真是驚多過喜，驚完
之後就真是喜極而泣。”
她又笑言：“希望謝票謝到明

年奧斯卡舉行的時候，最重要是多
謝導演尹志文、台前幕後專業人
員，尤其是一班優秀香港年青演

員。”
導演尹志文收到消息後表現激

動，瞬即哭了出來，冷靜過後表
示：“這個神奇之旅帶給我很多很
多，一定要多謝蘇樺偉及‘蘇
媽’蘇韓小貞成就這個故事以
及監製吳君如的全情投入及
協助，亦多謝天下一電影
公司及台前幕後的支
持。”

《媽媽的神奇小子》代表香港 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電影《一級指
控》21日晚舉行首映，演員方中信、陳家樂、鮑
起靜及黃定謙等齊出席。

方中信之前為太太莫可欣慶祝生日時，他佩
戴了價值200萬元（港元，下同）手錶“騷哥
利”，他即拉高衫袖展示所戴的手錶只值二千多
元，不過他坦言當天所戴的二百萬名錶，也是當
投資才買下，家中亦有收藏一些名錶，他笑說：
“但最近入不敷支，沒再買錶了！”

問是否也送錶予太太作生日禮物？他帶笑
說：“當然是送近來最Hit的電話，每年這個時候
都有新款，又划算我又不用花心思去想！”

陳家樂在旁即賣口乖說：“學到東西了”，
沒料方中信竟反問他：“你結婚了嗎？談戀愛多
久了？”向來避談感情事的家樂即表現尷尬：
“不好講這些啦！這戲就拍了幾年。”方中信則
繼續玩他：“你Lok哥單身又多女Fans！”家樂

只好求饒：“信哥你才是，好喜歡開我玩笑！”
他指當時跟“信哥”第一次合作好驚他，覺

得不說話時個樣想殺人般好惡，眼神又銳利：
“我不敢望他雙眼，好似自己做錯事般會好
怯。”方中信再玩家樂說：“你答我問題，講真
話嘛，不需要避我眼神囉！”

家樂只好轉方向大讚他識落其實搞笑又幽
默，但央求“信哥”不要再叫他“Lok哥”：
“我會被人話，叫劉德華才可以這樣叫（電影角
色）！”方中信不認同說：“我這次戲裡面角色
叫雷有輝，那難道我不能唱太極樂隊的歌嗎！”

而《一》片亦有已故藝人廖啟智演出，方中
信與陳家樂不約而同都跟智叔合作過三次，方中
信說：“智叔在心裏，也相信行內行外無人會講
他半句壞話！”陳家樂則表示智叔是個好前輩，
只要自己肯問對方也樂意分享，但可惜他開班教
戲時自己沒時間去學，也沒機會正式拜他為師。

中 新 社 電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22

日發布公告，要求會員單位
對李雲迪進行從業抵制。這是當

天繼中國音樂家協會取消其會員資格
後，李雲迪收到的又一份懲戒。
在這份公告中，中國演出行業協會表示，日

前演藝人員李雲迪因嫖娼被朝陽公安分局依法行
政拘留，協會因此依規啟動行業道德自律評議程
序。

公告指出，遵紀守法是作為普通公民的基本
素質。作為公眾人物，李雲迪的行為表現出其法
律觀念淡漠、道德自律缺失，其行為違反法律法
規，違背社會公德，造成惡劣影響。因此，本會
對演藝人員李雲迪的違法行為進行道德申斥，並
根據《演出行業演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法》的
規定，綜合協會道德自律委員的評議意見，要求
會員單位對其進行從業抵制。

公告還鄭重提醒廣大演藝從業人員，務必加
強自省自律，提高遵紀守法意識，自覺規範言
行。以身試法，終將自食惡果。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是由中國文化和旅遊部主
管的國家一級社會團體。該
協會今年 2 月出台的
《演出行業演藝人員
從業自律管理辦
法》，首次明確規
定了演藝人員應當
自覺遵守的從業規
範。對違規藝人的懲
戒措施就包括行業聯
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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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信追問感情事 陳家樂尷尬求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內地綜藝節
目《披荊斬棘的哥哥》接近尾聲，24位哥哥們
奮戰多場賽事後，最終分成兩組，分別是由張

晉、陳小春和張智霖等組成
的“一枝花陣營”，以及以李承
鉉、黃貫中（Paul）和趙文卓為首的
“麒麟陣營”，會在最後一場演唱會“世界
上的另一個我”展開三場對決。

“麒麟陣營”在早兩輪對决已累積兩個離
場名額，所以負責最後一輪表演的Paul和歐陽
靖等人壓力加倍！為了確保成員晉級，賽前
Paul坦言要把憤怒轉換成能量，全力以赴！談
到他的決心，他也直言年輕時爭強好勝，還因
此搞壞身體：“我是一個好鬥的人，曾經希望
更了解拳擊，就是為了人家一句‘你不行’，
所以十年來不停地練拳，結果練到現在骨頭都
變形了，晚上彈結他手都發抖，就是為了好鬥
而害了自己。（如果有另一個我）我會告訴

他，不要為鬥
而鬥。”雖然朱茵
未 能 到 場 支 持 老 公
Paul，不過同屬“港普F4”的
蔡少芬（Ada）代替好姐妹送上驚
喜：“我的好朋友（朱茵）說她要支持
她的老公，叫我代替她說，‘老公好好享
受、盡情發揮，我愛你，你是我的英雄！’”

黃貫中
年輕太好勝害了自己

泳校開業3年終露曙光

見證驚青學員變飛魚
方力申眼紅紅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李思穎）方力申和香港女

子劍擊（重劍）運動員江旻憓

22日分別以青年大使和宣傳大使

身份出席“香港青年服務領袖

獎”獎勵計劃啟動禮。小方曾代

表香港游泳隊出戰奧運，擁有9項

香港游泳紀錄的佳績，被封“飛

魚王子”，而他開設的游泳學

校，今年終現曙光，除達到收

支平衡外，更讓小朋友們由

驚水到在泳賽中得獎，

小方坦言感動到

眼紅紅。

方力申和江旻憓在早前的東京奧運上緣慳一面，今次
活動上首次見面，小方不忘恭喜這位新鮮出爐的香

港“傑青”。小方表示：“之前在東奧的奧運村比較嚴，
大家未有機會見面，今日第一次見，知道她是新鮮出爐的
‘傑青’，有恭喜她，自己也是當運動員之後服務社會，
繼而取得‘傑青’，所以希望她這位現役運動員繼續為港
爭光，利用空閒時間貢獻社會。”

認為年青人應多接受鍛煉
作為這次活動的青年大使，小方有感而發說：“少

時最想參加的制服團隊是童軍，長大後就想做職業運動
員，細過因為要練水，課外活動都是游水，因此錯過了參
加制服團隊的機會。我覺得年青人需要接受鍛煉，爸爸當
年要我練水，也是想我透過鍛煉學習過程上，學懂服從紀
律，堅持和抱有目標，參加制服團隊穿上制服後自然產生

一份責任感和
守紀律，對年
青人成長會有
好的幫助。”

小方提到
其創辦的游泳
學校，開業 3
年“捱過”疫
情的艱苦經營
後，現時已漸
上軌道，終現曙光達到收支平衡，令其信心大增。早前泳
校成功首辦水運會，他謂：“見到小朋友們由驚水到在比
賽中得獎，不止家長感動到眼紅紅，我都眼紅紅，本來諗
住不一定要比賽，但原來小朋友在有激勵下會更加勤力，
所以計劃每半年舉辦一次水運會。”

●● 李雲迪是著李雲迪是著
名鋼琴家名鋼琴家。。

●●方中信方中信((左左))送禮給妻的手法送禮給妻的手法，，陳家樂也陳家樂也
笑言笑言：：““學到東西了學到東西了”。”。

●●黃貫中黃貫中((左左))與陳小春與陳小春
合唱合唱《《海闊天空海闊天空》。》。

●● 方力申和江旻憓等出席方力申和江旻憓等出席““香港青香港青
年服務領袖獎年服務領袖獎””獎勵計劃啟動禮獎勵計劃啟動禮。。

●● 方力申稱方力申稱
少時最想參加少時最想參加
的制服團隊是的制服團隊是
童軍童軍。。

●●經方力申訓練後經方力申訓練後，，其契仔也由驚水其契仔也由驚水
變得入水能游變得入水能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媽媽的神奇小媽媽的神奇小
子子》》是根據殘奧徑賽是根據殘奧徑賽
金牌得主蘇樺偉真金牌得主蘇樺偉真
人真事改編而成人真事改編而成。。

●●君如拍片分享感受君如拍片分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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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熱烈祝賀Mike HartfordMike Hartford與與Jackie XuJackie Xu
百年好合百年好合 喜結連理喜結連理！！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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