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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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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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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南部潰敗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南部潰敗
但在東部佔領了一些村莊但在東部佔領了一些村莊

【美南新聞泉深】英國周五表示，儘管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南部潰敗，但俄羅斯
支持的部隊在烏克蘭東部取得了一些進展，佔領了一些村莊。一名俄羅斯任命的官員
提出幫助當地居民逃離烏克蘭聲稱俄羅斯吞併了該地區。

英國最新情報稱，由俄羅斯私營軍事公司瓦格納集團領導的部隊佔領了激烈競爭
的巴赫穆特鎮以南的奧普廷和伊万格勒村，這是三個多月以來的首次向此地推進。

來自倫敦的每日更新說：“自 7 月初以來，俄羅斯或分離主義勢力幾乎沒有佔領
其它定居點。”該更新通常側重於烏克蘭戰場上的成功。

烏克蘭於 8 月下旬對自 2 月入侵開始以來佔領該國的俄羅斯軍隊發起反攻，將他
們趕出東北部的大部分地區，並使他們在南部承受巨大壓力。

在俄羅斯遭遇挫折之後，莫斯科的親密盟友白俄羅斯本週下令部隊與俄羅斯軍隊
一起部署在烏克蘭附近，這引發了人們對其可能首次將其部隊越過邊境的擔憂。

週五，由於邊界緊張，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將白俄羅斯置於他所謂
的高度恐怖主義警戒狀態，但烏克蘭否認攻擊白俄羅斯。

基輔現在的主要焦點是赫爾松——俄羅斯聲稱最近幾週吞併的四個部分佔領的烏克蘭省份之
一，可以說是最具戰略意義的省份。

俄羅斯塔斯社通訊社表示，預計從赫爾鬆地區撤離的人員將於週五開始抵達俄羅斯。此前一
天，一名俄羅斯任命的官員建議人們可以逃往俄羅斯，尤其是赫爾松市周圍的人。

儘管隨著烏克蘭軍隊的推進，烏克蘭領土的俄羅斯佔領區的一些人逃往俄羅斯，但據報導，
少數人被迫前往俄羅斯，其他人仍向西逃往烏克蘭控制的該國部分地區。
戰略目標

從赫爾松撤離的平民將是對俄羅斯上個月聲稱吞併烏克蘭約 15% 領土並將面積與葡萄牙相當
的地區併入俄羅斯的說法的打擊。週三，四分之三的聯合國成員譴責此舉是非法的。

赫爾松市是俄羅斯自 2 月入侵以來唯一完整佔領的主要城市群，控制著俄羅斯在 2014 年佔領
的通往克里米亞半島的唯一陸路通道以及將烏克蘭一分為二的第聶伯河河口。

自10月初以來，烏克蘭軍隊突破了俄羅斯在該地區的前線，這是自戰爭開始以來在南部的最
大推進，旨在切斷俄羅斯軍隊的補給線和越河逃生路線。

烏克蘭週五早些時候表示，其武裝部隊在過去一個月內重新奪回了 600 個定居點，其中 75 個
在赫爾鬆地區，43 個在東頓涅茨克地區，Optyine 和 Ivangrad 所在的地區。

臨時佔領區重返社會部在其網站上表示：“被解放的烏克蘭領土面積顯著增加。”
赫爾松毗鄰扎波羅熱地區，俄羅斯也聲稱擁有該地區，歐洲最大的核電站就位於該地區。
一位俄羅斯指派的的官員說，該核電站現在按照俄羅斯標準運行。目前尚不清楚在俄羅斯軍

隊的監視下繼續經營該核電站的烏克蘭工人是否還在那裡。
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分別在推特上表示，俄羅斯和烏克蘭正在接近就核電站的保護區達成

一致，他說這種情況“站不住腳”。
莫斯科稱這場衝突已造成數千名烏克蘭人死亡，城市、城鎮和村莊成為廢墟，這是一場“特

別軍事行動”，旨在使一個向西方發展威脅俄羅斯自身安全的國家非軍事化。基輔及其西方盟友
稱這是一場無端的征服戰爭。

英國的報告稱，俄羅斯人的彈藥和人力嚴重短缺，並且在前線的北端和南端受到烏克蘭軍隊
的破壞。

它說，俄羅斯瓦格納集團的目標是巴赫穆特，試圖奪取頓涅茨克地區東部的克拉馬托爾斯克-
索爾維斯克市區，俄羅斯表示儘管沒有完全控制，但它已經吞併了該地區。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週四晚些時候在視頻講話中報告稱，那裡正在進行“殘酷”的戰鬥。
7 月，烏克蘭 SBU 國內安全機構指責該組織在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奧列尼夫卡定居點的一座

監獄發生爆炸，造成數十名烏克蘭戰俘死亡。俄羅斯指責烏克蘭。
澤倫斯基在講話中說，還沒有人訪問過奧列尼夫卡，指責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維護烏克蘭戰

俘權利方面不作為。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表示，幾個月來它已經準備好探視，並補充說：“我們不能強行進入我們

未被接納的拘留或拘禁場所。”
除了吞併，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還對戰場上的挫折採取了其它措施來升級衝突：召集

數十萬預備役人員並威脅要使用核武器。
本週，俄羅斯發動了自戰爭開始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發射了 100 多枚巡航導彈，主要針對

烏克蘭的電力和熱力基礎設施。
它還重申，它準備就和平協議進行談判，一些分析人士將其解釋為克里姆林宮承認其部隊面

臨壓力。烏克蘭排除了談判，稱俄羅斯軍隊必須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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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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20232023年健康保險市場年健康保險市場1111月月11日開放至日開放至20232023年年11月月1515日日

中華合唱團中華合唱團《《 璀璨璀璨5050 歲月留聲歲月留聲》》音樂會隆重登場音樂會隆重登場
懷舊感恩傳承 八位指揮同台多首經典名曲懷舊感恩傳承 八位指揮同台多首經典名曲

（本報訊）中華合唱團成立50週年演唱會將在10月22日盛大舉行，中華合唱團是一個非營利
純音樂屬性的社團，成立於１９７２年，到現在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由早期來美求學、工作、移
民的華人組成，當年三五好友家庭聚會品嚐美食，分享生活經驗，彈奏樂器，唱唱喜歡的歌，抒
解鄉愁；1972年首任團長金楊碧璣女士建議把唱歌作為定期的活動。直到1976年請到了學音樂專
業林天園老師來指導；從此有了四個聲部的和聲，中華合唱團雛型於此開始。
每年定期的演唱會吸引了更多的合唱愛好者加入。指揮伴奏為音樂而奉獻，團員們為自己的興趣
而努力，除了在華人社區演出也參與美國本地節日和各種文化交流的演出；從早期的海華文藝季
到近期的和樂之聲，中華合唱團的團員還支援華人社區合唱團多次的專場主題合唱音樂會，曾經
遠赴達拉斯、奧斯汀、甚至到哥斯大黎加觀摩交流演出。中華合唱團唱過無數的中外經典歌曲傳
遞著和諧與美好。

回首來時路從初創，走過艱辛，2002年中華合唱團取得非營利組織的認證 ，2006年中華更有
了專屬的網站，網址：camachorus.org (歡迎瀏覽)

時光飛逝，指揮更替，團員流動，但每個週末的練唱風雨無阻，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準備就緒的音樂會嘎然而止，但50年半個世紀的時光一定要以我們的歌聲留下紀錄，在不能群聚
的情況下，熱心的團友利用電腦科技 開始網路練唱；上了年紀的團員們認真學習， 難得的是請到

了中華歷任指揮和現任指揮總計八位音樂老師：林天園、蕭楫、詹硯文、張廖莉娜、雷詠雲、蔡
啟遠、王佳雯、施彥伃，選唱了中外名曲和台語歌謠，經過全體團員半年在電腦上的努力學習，
練就了：在銀色的月光下、黃水謠、游擊隊歌、鄉愁四韻、離恨、綠島小夜曲、一的炒米香、
You’ll Never Walk Alone 、心在漂流眼在追求、Morning Has Broken、耶和華是愛、Edelweiss、
菊花台 、聞笛、答案、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雪花的快樂、城南送別等歌曲。

今年三月當疫情趨緩因熱心團友的贊助 ，租下有足夠社交距離的文化中心新廈大廳練唱；當
指揮和團員面對面時，很快的就能唱出熟悉的旋律，練唱情緒的熱度就如今夏的高溫，現值秋高
氣爽是豐收的季節，中華合唱團50週年的音樂盛典已準備就緒，一場以感恩、懷舊、傳承為主題
的音樂會即將與愛樂的朋友一起分享，這是一場空前的音樂饗宴，免費入場，敬邀喜歡音樂的朋
友參加，期待您的光臨！
演出時間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３點正
地 點：Linda and Archie Dunham Theater Morris Cultural Arts Center of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休士頓浸信會大學
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Texas 77074

洽詢電話：(281)537-5632 (832)293-3298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20222022年健康保險交年健康保險交
易市場易市場（（奧巴馬健保奧巴馬健保））開放註冊期於開放註冊期於20222022年年1111
月月11日開始至日開始至20232023年年11月月1515日結束日結束。。美國醫療美國醫療
費用昂貴費用昂貴，，為自己和家人選擇一份合適的健康為自己和家人選擇一份合適的健康
保險計劃是非常必要的保險計劃是非常必要的。。

20212021年簽署的年簽署的《《美國救援法案美國救援法案》（》（AmeriAmeri--
can Rescue Plan Actcan Rescue Plan Act））擴大了健康保險市場個擴大了健康保險市場個
人 保 險 稅 務 補 貼人 保 險 稅 務 補 貼 （（APTCAPTC） ，） ， 使 收 入 在使 收 入 在
100100%-%-150150%%聯邦貧困線之間的申請人可以拿到聯邦貧困線之間的申請人可以拿到
更多稅務補貼更多稅務補貼，，原來拿不到稅務補貼的申請人原來拿不到稅務補貼的申請人
（（收入高於收入高於400400%%聯邦貧困線聯邦貧困線））可以根據情況有可以根據情況有
可能拿到稅務補貼可能拿到稅務補貼。。這一擴大補貼範圍的政策這一擴大補貼範圍的政策
原本到原本到20222022年底結束年底結束，，20222022年年88 月月 1616 日日，，拜拜
登總統簽署了登總統簽署了《《通脹降低法案通脹降低法案》（》（The Inflation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Reduction Act））,, 該法案將原定在該法案將原定在20222022年底結年底結
束的擴大補貼範圍的政策延長了三年束的擴大補貼範圍的政策延長了三年，，直至直至
20252025 年底年底。。
為什麼要購買健康保險為什麼要購買健康保險？？

雖然從雖然從20192019年開始聯邦政府取消罰款制度年開始聯邦政府取消罰款制度
，，也就是說也就是說，，沒有健保也不會被罰款沒有健保也不會被罰款！！但是都但是都
知道美國醫療賬單天價知道美國醫療賬單天價，，在美國沒有健康保險在美國沒有健康保險
是很有風險的事情是很有風險的事情，，所以一份適合的健康保險所以一份適合的健康保險
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為什要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為什要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HealthInHealthIn--
surance Marketplacesurance Marketplace））來購買個人健康保險來購買個人健康保險？？
11..收入在聯邦貧困線收入在聯邦貧困線（（FPLFPL））的的100100%%～～400400%%
之間的家庭或個人可以獲得稅務補助用來抵扣之間的家庭或個人可以獲得稅務補助用來抵扣
保費保費。。

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根據根據 20212021 年美國救援法案年美國救援法案

（（American Rescue PlanAmerican Rescue Plan））和和20222022年年《《通脹降通脹降
低法案低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收收
入低於入低於150150%%聯邦貧困線和高於聯邦貧困線和高於400400%%聯邦貧困聯邦貧困
線的申請人可以獲得額外的優惠線的申請人可以獲得額外的優惠。。

收入低於收入低於150150%%聯邦貧困線的申請人可以在聯邦貧困線的申請人可以在
20222022年全年任何時間申請保險計劃或者更換已年全年任何時間申請保險計劃或者更換已
有計劃有計劃。。並且可以獲得自付並且可以獲得自付00元購買基準計劃元購買基準計劃
的稅務補助的稅務補助。。 （（基準計劃是指健保市場中申請基準計劃是指健保市場中申請
人所在地點的可供選的計劃中價格第二低的銀人所在地點的可供選的計劃中價格第二低的銀
計劃計劃））

收入高於收入高於400400%%聯邦貧困線的申請人可以獲聯邦貧困線的申請人可以獲
得購買基準計劃自付不超過收入得購買基準計劃自付不超過收入88..55%%的補助的補助。。
（（基準計劃是指健保市場中申請人所在地點的基準計劃是指健保市場中申請人所在地點的
可供選的計劃中價格第二低的銀計劃可供選的計劃中價格第二低的銀計劃））
22..平價醫療法案規定除了原住民平價醫療法案規定除了原住民、、非法移民非法移民、、
BB11/B/B22簽證持有者和監獄服刑者以外簽證持有者和監獄服刑者以外，，合法美合法美
國居民都可以申請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的個人健國居民都可以申請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的個人健
康保險康保險。。
33..醫療保險計劃的醫療賠付沒有上限醫療保險計劃的醫療賠付沒有上限
44..允許允許2626歲的子女留在父母的醫保計劃中歲的子女留在父母的醫保計劃中（（必必
須要一起報稅須要一起報稅）。）。
55..不可以拒絕有既往症的申請不可以拒絕有既往症的申請，，並且保費不可並且保費不可
以因為既有疾病增加以因為既有疾病增加。。既有疾病包括所有的慢既有疾病包括所有的慢
性病性病，，任何重大疾病任何重大疾病，，癌症等癌症等。。
66.. 所有計劃必須包括一次免費年度體檢所有計劃必須包括一次免費年度體檢，，體檢體檢
內容根據申請人年齡內容根據申請人年齡。。比如比如4040歲以上的女性歲以上的女性，，
可以包括每年一次的乳腺可以包括每年一次的乳腺XX射線檢查射線檢查。。
77..所有保險計劃必須涵蓋下列所有保險計劃必須涵蓋下列1010項基本福利項基本福利：：
住院以外的病人服務住院以外的病人服務，，處方藥處方藥，，急救治療急救治療，，康康

復治療和器材復治療和器材，，住院服務住院服務，，檢查服務檢查服務，，生產和生產和
新生兒照顧新生兒照顧，，預防性和健身服務和慢性疾病管預防性和健身服務和慢性疾病管
理理，，精神健康精神健康，，藥物成癮治療服務包括行為矯藥物成癮治療服務包括行為矯
正正，，兒科兒科，，包括牙齒和視力包括牙齒和視力。。
如何申請如何申請？？
光鹽社可以協助您申請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的個光鹽社可以協助您申請健康保險交易市場的個
人保險人保險。。
11..光鹽社自光鹽社自20142014年開始年開始，，為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為聯邦醫療保險和醫
療補助服務中心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CMS) 授權的協助民眾購買健授權的協助民眾購買健
康保險的機構康保險的機構，，有多名政府認證的健康保險交有多名政府認證的健康保險交
易市場導航員易市場導航員。。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工作人員定期接受CMSCMS和州政和州政
府的培訓府的培訓，，可以為大家提供專業的服務可以為大家提供專業的服務。。
22..根據客人的需求根據客人的需求，，中立的協助客人選擇計劃中立的協助客人選擇計劃
。。
33..保護客人資料保護客人資料。。工作人在工作中接觸到客人工作人在工作中接觸到客人
個人資料需遵守嚴格程序以避免客人個人資料個人資料需遵守嚴格程序以避免客人個人資料
洩露洩露。。不會留存客人個人資料不會留存客人個人資料，，客人個人資料客人個人資料
僅用於保險申請僅用於保險申請。。
44..光鹽社同時也是德州健康人事委員會的社區光鹽社同時也是德州健康人事委員會的社區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有多名州政府健康福利計劃申請導有多名州政府健康福利計劃申請導
航員航員。。對於需要為小孩申請白卡對於需要為小孩申請白卡（（Medicaid/Medicaid/
CHIPCHIP），），或者即將或者即將6565歲年長者申請紅藍卡補充歲年長者申請紅藍卡補充
計劃的客人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務計劃的客人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務。。
55..可以提供健保後續服務可以提供健保後續服務，，看信看信，，更換醫生更換醫生，，
查找專科醫生查找專科醫生，，打印報稅所需打印報稅所需10951095表格等表格等。。
66..光鹽社同時提供面對面服務和遠程服務兩種光鹽社同時提供面對面服務和遠程服務兩種
方式協助大家申請健保方式協助大家申請健保，，所有服務免費所有服務免費。。
77..協助客人的辦公區域採用隔斷協助客人的辦公區域採用隔斷，，保證社交距保證社交距
離和隱私離和隱私。。

現接受預約現接受預約，，休斯頓光鹽社預約電話電話休斯頓光鹽社預約電話電話
713713--988988--47244724，， 832832--206206--34293429。。 地 址地 址 ：：
35353535 Briarpark Dr UnitBriarpark Dr Unit135135,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4277042

光鹽社同時在奧斯汀光鹽社同時在奧斯汀，，達拉斯和達拉斯和 TheThe
WoodlandsWoodlands有合作機構有合作機構，，在休斯頓有說越南文在休斯頓有說越南文
和韓文的合作機構和韓文的合作機構。。如有在以下城市或者說越如有在以下城市或者說越
南文和韓文的客人可以聯繫以下組織南文和韓文的客人可以聯繫以下組織。。
休斯頓越南社區組織休斯頓越南社區組織：：VN Team WorkVN Team Work
地址地址：：112101121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18118,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7277072
電話電話：：((281281)) 495495--89368936
休斯頓韓國社區組織休斯頓韓國社區組織：：Korean Nurse AssociaKorean Nurse Associa--
tiontion
地址地址：：95609560 Long Point Rd, Houston, TXLong Point Rd, Houston, TX7705577055
電話電話：：((832832))377377--79287928
光鹽社達拉斯辦公室光鹽社達拉斯辦公室：：
電話電話：：((949949)) 338338--78267826
奧斯汀光鹽服務社奧斯汀光鹽服務社：：
地址地址：：1301013010 N. USN. US 183183 Highway SVRD SB, #Highway SVRD SB, #
224224, Austin, TX, Austin, TX7875078750
電話電話：：((512512)) 769769--31393139
網站網站：：http://lssaustin.org/http://lssaustin.org/
休斯頓北區華人教會休斯頓北區華人教會
地址地址：：75757575 Alden Bridge Drive, The WoodAlden Bridge Drive, The Wood--
lands, TXlands, TX 7738277382
電話電話：：((832832))906906--2791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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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台灣的著名香港作家及評論家李
怡，10 月5日在台北國泰醫院去世，享
壽86歲。

李怡出身左派，創辦左派雜誌 「七十
年代」，1981年脫離左派，雜誌後易名 「九十年代」
，轉為反共，並在香港萍果日報、經濟日報等報章上
，撰寫專欄和社論，筆耕有66載。今年4 月，李怡在
台灣受訪時，提到言論自由，自稱 「一輩子只相信一
件事，就是自由」。

李怡在台灣的最後的日子裡，一直在寫 「失敗者回
憶錄」，並陸續上載臉書。香港著名現代作家陶傑曾
表示，李怡數星期前因為確診了新冠肺炎而入住醫院

，曾經發燒又退燒，住院期間外人無法探望。李怡的臉書專頁最
後貼文是9月19日，文章說： 「作者有病 『失敗者回憶錄』暫停
數天。無大礙，不勞各位朋友牽掛。」想不到這個瘟疫，又一次
奪去了當代位影響廣泛的名作家和評論家、我們的前輩李怡先生
逝世，引起我無限感慨和遐思。

幾十年來，李怡的貢獻是有目共睹。在此傷感的一刻，我反
而想談談他的演技。這不是貶詞，而是真正的演技。他曾在 「六

四」血案之後，應邀參與香港電台《獅子山下》電視劇的演出，
並擔綱任上主角。該劇名為《風風雨雨》，它的內容本身就是描
寫北京天安冂上的風風雨雨。

該劇以 「六四」後訪問當年中國總理李鵬為背景，主旨是探
索新聞界應該怎樣處理訪問高官的新聞，是一位鑽挖真相的記者
？還是 「人說我記」的角色？李怡飾演總編輯，在現實局限和社
會責任之間如何努力平衡，目標就是爭取和保障大眾的知情權。
最後，負責訪問的編採人員都受到巨大壓力。這也體驗了李怡常
說的，一輩子只相信 「自由」二字，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劇中，還有我們懷念的朋友。其中飾演新聞界中層的人仕，
就是在 「六四」後參與 「黃雀行動」，營救民運人士而被捕入獄
的羅海星。羅海星是香港左報 「新晚報」總編輯羅孚之子，而羅
孚又是引領李怡進入文化界的前輩，李怡稱他 「恩師」。在上世
紀六十年代，李怡本來是寂寂無聞，但初次投稿到新晚報，就獲
得羅孚不論其名氣的賞識，從此李怡就名氣日昇，成為香港一位
講真話、揭真相的有骨氣的知識份子。

我這樣說，不是指他們有甚麼裙帶關係，而是要說明他們三
人都是左派出身，但最終因為認識 「三真」(真相、真實、真理)
而走出樊籠，踏上另一條為時代，為社會奮鬥之路。

在《風風雨雨》中，各位不要忘記另一位演員──在劇中飾
演訪問李鵬的女記者，她就是至今仍身繫牢獄的香港民選議員毛
孟靜女仕。在劇中，她不畏強權，努力尋求真相，引起官方不滿

。後來，在巧妙設計
的問題之下，無論官
方怎樣掩飾，李鵬在
不知不覺中，終於承
認了 「六四」慘劇和
死傷慘重。此劇當然
與現實不同，但觀眾
可以自己分析，思考
，得到公正的結論。

李怡參與此劇演
出，不是為名為利。
雖然他外貌英偉不凡
，有 「東方保羅紐曼
」之稱，但他的一生
著重用文字引導和教
化萬民，流傳後世，
影響更深。這就是文
化人的使命和天職。我早在1970 年移民來美的前夕，認識了李
怡先生。我極度欣賞他的抱負和風骨。如今，斯人已去，遺下英
風。後人在悼念之餘，更應思考──怎樣才是一個真正的人？

《風風雨雨》話李怡

看 早 兩
天 路透社
的 新 聞 評

論報道指出，俄羅斯因為斷供天然氣給歐洲使用
，整個歐洲大陸或將會面臨移動網絡中斷危機。
歐洲可能連網都上唔到。面對即將到來的歐洲，
民眾不僅面臨冬季取暖難題，連手機都有可能上
不到網，那就大件事得很！

英國媒體發出警告，一旦今年冬天歐洲爆發
斷電或能源配給問題，歐洲的部分移動通信網絡
將可能中斷。當地電信行業高管坦承，數十年來
歐洲一些地區被穩定的電力供應 「寵壞了」，許
多國家並沒有足夠的備用電力系統來應對大範圍
停電，這進一步增加了手機網絡中斷的風險。

據路透社報道稱，俄羅斯自從入侵烏克蘭、
戰火爆發後，歐洲從俄羅斯方面獲得天然氣就遇
到問題，這種情況增加了歐洲發生電力短缺的可
能性。歐洲電信業官員表示，他們擔心歐洲的電

信基礎設施將遭受嚴冬考驗，而政
府和企業正在努力減少由此帶來的
負面影響。包括法國、瑞典和德國

在內的歐盟國家正採取措施努力確保通信不受干
擾，比如在成千上萬個遍布國內的手機通訊信號
塔上配置備用電池，以此應對可能出現的電力中
斷。

總的來說，歐洲有近50萬個信號塔，其中大
多數都有備用電池，但僅僅能保證信號塔運行約
半個小時。

在法國，由於幾座核電站因維修而處於停運
狀態，能源供應情況更加是不容樂觀。

根據一些通曉消息人士透露，法國公共配電
服務公司Enedis提出了一項應急計劃，以便在最
糟糕的情況下，將停電時間限制在兩小時內。消
息人士稱，一般情況下停電只會輪流影響到法國
的部分地區，但諸如醫院、警察局和政府等基本
服務不會受到影響。Enedis公司在發給路透社的
一份聲明中也表示，公司能夠將醫院、軍隊、關
鍵工業設施等優先客戶的供電線路分隔開來，至

於是否要將電信運營商的基礎設施添加到優先客
戶名單上，需要由地方政府作出決定。不過法國
財政部的一名消息人士坦承，要將移動通訊信號
塔與其他設施的供電線路分隔開來並不容易。

除法國外，瑞典和德國的電信公司也向本國
政府表達了對潛在電力短缺的擔憂。

瑞典電信監管機構PTS正在與電信運營商和
其他政府機構合作，尋找在停電時保障移動信號
的解決方案。PTS發言人說，該公司正在購買可
移動燃料站和可為手機提供網絡的移動基站，以
此來應對更長時間的停電。

意大利電信遊說團體則對路透社表示，希望
移動網絡不受任何停電或節能措施的影響，他們
還向意大利新政府提出了這一要求。該團體負責
人馬斯莫•薩米（Massimo Sarmi）在接受採訪時
表示，如果供電突然中斷，網絡基礎設施的電子
元器件可能遭受損壞。

三位消息人士說，電信設備制造商諾基亞和
愛立信正與移動運營商合作，努力減輕電力短缺
帶來的影響。四位電信行業高管則指出，歐洲電

信運營商必須首先審查自己的網絡，減少額外的
電力消耗，並通過使用更節能的無線電設計方案
更新設備。消息人士稱，為了節省電力，歐洲一
些電信公司正在使用軟件來優化能源使用，讓信
號塔在沒有使用需求時進入 「休眠」狀態，同時
關閉部分頻譜波段。

但即使如此，針對供電問題的擔憂依然在業
內蔓延。法國電信聯盟（FFT）主席麗莎•貝魯
羅（Liza Bellulo）表示，法國約有6.2萬個移動信
號塔，然而電信行業沒辦法為所有天線安裝新的
備用電源。德國電信（DTEGn.DE）一名發言人
也表示，雖然德國電信擁有 3.3 萬個移動基站，
但移動應急電力系統只能支持其中一小部分。

路透社指出，歐洲國家已經習慣了數十年不
間斷的電力供應，通常不會想到去安裝備用電源
。

「我們在儲能領域的投資可能比其他一些國
家少的多。」一位電信行業高管說， 「在歐洲大
部分電力穩定和良好的地區，我們可能有點被寵
壞了。今次真是大頭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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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虎當道 歐洲計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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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落幕. 女皇 「駕崩」
上月9 月初，英女皇依莉莎
伯逝世，不管你是共產政權
的國家，又抑或是民主政權

的政府，都一律引起全球哄動。我完成中學畢業後在香港工作，
曾在太古洋行做後生，太古是英國最大的貿易商行，僱用上千多
名香港華人工作，我們一律尊稱英女皇為 「事後婆」，即今時今
日之 「老闆娘」。故此對於她的離世，我先後在美南日報上撰寫
4 篇紀念文章。休市有位在日本餐廳任職的讀者致電問我，對於
英女皇逝世可否以中國的 「駕崩」一語來形容呢? 為此，我左這
裡回覆他。

「駕崩」本是中國人形容皇帝過身的專用詞彙。中國人視皇
帝為天子，天子死了，其對社會帶來的衝擊，一如天崩地裂，所
以才稱做駕崩。外國有皇帝逝世，中國人是不會稱之為駕崩的。

不過，有些香港人早已心有他屬，他們稱女王過身為駕崩，是不
會感到別扭的。

其實，在英國人自己的概念裏，英王是不會死去的。死的只
是伊利沙伯二世，英國的王位已第一時間由皇太子查理斯三世繼
承。英國人已開始改唱《God save the King》。從這個角度來看
，英國人是不想視皇帝過身為駕崩的。

英國人一向以自己的君主立憲制為榮，覺得勝過法國式的共
和制，覺得把王室的成員送上斷頭台太過血腥，只要王室願意放
棄權力，為何不把他們留下來作國家的象徵？讓人民對國家的感
情可以有一個形象化的歸屬。這樣，英國人對國家的感情，就可
以以效忠王室為依歸，一脈相承，直至永世；英國人相信，這樣
做的成效會好過要國民效忠一個政治領袖會不斷輪替的國家。

為達到這個效果，英國的王室雖然早已失去了政治權利，但
國家仍願意花費大量資源去維持王室的原有形象。英國王室至今
仍住在宮殿裏，有大量侍從服侍左右；公事出行還有御林軍開路
。處處以特權去顯示他們的架勢。英國的議員雖然以民選的方式
誕生，但每一屆議會的召開與解散，都得由王室來主持。而首相

的任命與內閣的授權，形式上仍得由英王出面來完成，以體現
「君權神授」， 「臣權君授」，一手交一手，皆有來路，絕不兒

戲。
由此可見，英國人對 「君主立憲」真是假戲真做的，否則很

難叫現代人把感情投放在封建王室身上。今次伊利沙伯二世的國
葬，其隆重的程度，真是舉世無雙。這可不是肯花錢就可以辦得
起來的，難得的是有長達數英里的，出自真情的弔唁人龍，全球
政要不管邦交如何都親臨或派代表往英國致哀。

現實是英女王早已沒有實權，她對世界並沒有做過可以左右
大局的事情，然而，世界各國卻以對待國際偉人的態度來看待她
的葬禮，連共產中國與俄羅斯也不例外。這顯示出英國人辦事確
有一手。

然而，有人擔心，英國架勢的時代，會隨伊利沙伯二世逝世
而落幕，隨著英國的國力日衰，英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將沒法與伊
利沙伯在生的年代相比。以後不管誰繼任英國王位，亦不管英國
政府怎樣做戲，英國都無法再在國際舞台上扮演如伊利沙伯二世
在生時期一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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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会交通管理局（METRO）理事会将于2022年10月24日（星期一）中午12:30举办一
场听证会，听取公众对拟议的2023年1月METRO 服务变更的意见，特此通知。我们邀请公众参加本次听证会
，亲自发表意见。

公众也可以通过Zoom（https://us02web.zoom.us/j/81905935612）或者拨打电话（346-248-7799或
1-888-475-4499（免费），会议ID：819 0593 5612）远程参加本次听证会以及发表意见。此外，若在听证
会期间不想发表意见，则可以访问网页RideMETRO.org/Pages/BoardStreamingVideo.aspx，观看本次听
证会现场转播。本次听证会的视频记录也将存档在METRO网站RideMETRO.org上可供观看。

拟议服务变更包括：

418 Harris County Jury Shuttle停运；路线23、26、88和236/237更改；路线2、4、6、11、32、40、46
、48、 49、54、 60、65、80、82、151、161时间更改；服务市区的Park & Ride Corridors以及METRO-
Rail Red Line；拟议的Travis和Milam大街站点优化试点项目。METRO将继续根据乘客量和员工工作变化
进行临时服务调整。

拟议路线图和可用的时间表将于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公开，公众可以在线或者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
大街1900号（邮编77002）的Lee P. Brown METRO行政大楼 METRO RideStore的大厅 （工作日上午8:00
至下午5:00营业）查看。

本次听证会将于 2022年10月24日（星期一）中午12:30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大街1900号二楼会议室举办。
（可乘坐METRO 6、11、32、44、51、52、54、82、85、102、137、160、161、162和METRORail等路
线到达）。

如何对服务变更发表意见
如果您想要亲自或远程发表意见，请在听证会开始前至少提前48小时通过METRO理事会办公室登记为发言

人，方式是拨打电话713-739-4834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BoardOffice@RideMETRO.org，并提供姓名

、地址和电话号码。如上所述，您需要在2022年10月24日亲自或远程参加听证会才能发表意见。如果提前

登记，那么听证会上将先听到您的意见。在听证会上，将在适当的时候点到您的名字发表意见。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表意见：

• 写信给METRO，主题为2023年1月服务变更，地址为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大街1900号，邮编为77002

• 发送传真至713-652-7956，主题为“2023年1月服务变更”

• 拨打METRO客服热线713-635-4000

• 发送意见在METRO网站RideMETRO.org 

所有意见应在2022年10月24日（星期一）中午12:30之前提交至METRO。

残疾人士帮助
对于残疾人士，我们可以提供其他形式的辅助服务或公共文件副本。有障碍的个人可在公开听证会前至少五

（5）个工作日致电713-750-4271。 

语言协助 
根据要求，METRO根据其语言协助计划提供免费语言协助，帮助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有限的用户。请在听证会

开始前至少提前48小时致电713-739-4018或者发送邮件至邮箱 METROPublicAffairs@RideMETRO.org，提

出语言协助或其他住宿请求。 

其他
1.本次听证会符合美国联邦交通管理局（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第9030.1E号通告

（2014年1月16日发布，第VI-7页）的要求。

2.METRO在其服务、项目和活动中，在准入、提供使用权、处理方式或雇佣方面不存在基于残疾的歧视。

3.METRO致力于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参与交通系统服务，或被剥夺受到

《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保护的使用交通系统服务的利益。

听证会通知
拟议服务变更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会交通管理局（METRO）

RideMETRO.org • 拨打或发送短信至713-635-4000



“气候议题的王”

在英国西南部的格罗斯特郡，有一座海格罗夫庄园。女王

去世后，查尔斯在镜头前料理完公事，旋即回到的地方，就是

这座庄园。

庄园仿佛是查尔斯人格与理念的外现。骨是欧洲古典主义

的石砌建筑，肉则是覆满每个角落、郁郁葱葱的植物景观。据

说上世纪80年代，查尔斯刚刚买下庄园搬进来时，里面的花园

杂草丛生、疏于打理。住进来后，查尔斯开始着手设计、翻修

、打理，如今的庄园已经成为鸟类和珍惜树种的栖息地，自然

且野生，完全可视作一份环保理念作品。

海格罗夫庄园。

1985年，他首次在庄园引进有机农业，并很快完成了全覆

盖。农场里安装了太阳能板，使用以回收木屑作为燃料的生物

质锅炉，代替煤电油而采用空气源热泵，庄园的食堂也全部采

用内部种植的有机蔬菜烹饪。庄园每年通过预约接待约30000

名游客，不过对公众开放，并不妨碍它固执地摆出传统环保主

义的派头。直到现在，庄园周围还没有公共交通网络，参观者

也全程禁止使用手机。

谈到新王，有媒体赋予他“气候议题的王（Climate King

）”的称呼。在西方世界聚焦环境问题之前，1970年，21岁的

查尔斯就曾在一次乡村会议上以气候为主题发表演讲。美国广

播公司的一篇文章里评价，“早在‘可持续’‘有机’和‘素

食’等词流行之前，查尔斯就开始了他的环保活动，事实上，

当他对环境的热情刚开始时，许多英国公众都认为他对环境的

热情是‘奇怪的’。”

1980年，查尔斯写了一本名叫《英国的愿景》的书。在里

面他写，希望能保留英国城镇的传统建筑美学，打造一个服务

于公民实际需求的可持续化社区。他的想法在1993年初步实现

了。在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他出钱开始亲手打造一个实验性

社区——庞德伯里。

社区有很明显的查尔斯色彩。有人对此并不欣赏，在网上

留下这样的书评：“去过庞德伯里吗？简直不能忍。能建成不

代表你是先进的，也不代表你建筑品味好。”也同样有人给出

不错的评价，如英国电视4台主持人斯宾塞形容它是“跳出规

则之外的尝试”，“或许能成为未来的蓝图”。

一眼望去，镇子上多是米色棕色调的石砌矮楼，装有铁艺

的栅栏。中心广场上的标志性建筑也不过两层高。相比于现代

化高档社区，这里更像一个会在乡村音乐里出现的小村落。社

区的一大创新是将私人和公租房结合，目前在建的房屋里，

35%被规划为可供出租和折扣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并提供配套

的学校等公共设施，以期形成一个各收入阶层能够共住共生的

小镇。社区的建筑会尽可能地使用天然有机材料（比如不使用

铝合金窗而是木窗），建筑风格也严格遵循传统英式审美。大

部分的道路采用不规则设计，查尔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车

辆使用，打造一个不依赖交通工具的步行社区。社区里目前引

进了两家可持续发展企业，并将在之后的建筑设计中添加户外

鸟箱。

今年9月前，英国王室的王子基金会（The Prince's Founda-

tion）一直由查尔斯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在康沃尔郡

重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正如在庞德伯里的试验那样。优质住

房和更多就业岗位、自然与绿地融合的环境、绿色交通出行方

式仍然是打造的重点。目前，基金会已经在康沃尔纽基镇打造

了两个新社区，并将利物浦的Alder Hey儿童医院设计翻新，旧

楼地块则改造成公园。

查尔斯还在1990年创立了一家名叫Duchy Originals的企业

，销售他农场的产品。现在，它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有机食品

饮料品牌之一。在2009年与英国大型连锁超市Waitrose签约供

应协议后，企业开始把这份合同的所得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

用于支持农村社区和食物银行。据2019年公司年报显示，它总

计已捐赠超过3500万美元。

被葱郁所围绕的查尔斯。多年来，他发起了不少环保倡议。

尽管英国王室并不能真正做出气候问题的实际决策，但他

们的确可以利用公共形象的影响，让更多人关注环保。在去年

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开幕式上，查尔斯

呼吁更多人采取行动：“新冠疫情已经向我们展示，全球性危

机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一样

，我们有一场硬仗要打。”

查尔斯的理念也对王室其他成员产生了影响。他的大儿子威

廉王子担任了野生救援（WildAid）的鲨鱼、犀牛、大象保护大

使，还在2021年10月启动了“为地球奋斗奖”（Earthshot Prize

），包含五大议题：保护和恢复自然风貌、携手让空气变得更洁

净、让海洋生机盎然、尽可能打造无废弃物和废料的世界、共同

解决气候问题。奖项将持续评选到2030年，每个议题下设一个最

终获奖者，将获得100万英镑的奖金用于推进环境相关项目。

老派文艺分子

时间回到2012年，在缅甸的首都仰光，举行了一场“21世

纪仰光遗产保护战略”的会议。

会议有缅甸政府城建部城市区域规划司副司长参加，也有

社会组织——仰光遗产信托基金（Yangon Heritage Trust）参加

。这是当地第一次召开保护城市遗产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

文物保护法，除了梳理亟待保护的公共历史建筑，也对私有的

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做了统计。一些参会人士担心，如果不能较

好地保护旧建筑，随着发展和开放，市内一些建筑物可能会在

受到重视前就被拆除。

2011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开始在缅甸全境支持其

修复古建筑遗产，第一个项目，选择了从坐拥多座佛塔的蒲甘

古城开始做保护。

这样的议题，是查尔斯的兴趣所在。在艺术领域，他一直

扮演一个老派的角色，对于传统和古典的东西颇为珍惜。在王

室的培养下，查尔斯成了戏剧迷，也非常喜爱古典乐，在大学

时就是乐团里的大提琴手；他20多岁时开始画水彩画，不仅做

了展，还在过去20年里通过出售画作，每年可赚得约20万英镑

的收入，全额捐赠给自己所辖的另一家基金会——威尔士亲王

基金会。在他担任皇家赞助人的机构中，有不少是与艺术项目

相关，比如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和BBC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

在缅甸，除了建筑维护项目，机构也重点扶持制造蒲甘瓷器

、茵莱湖莲花丝织、手工金首饰等缅甸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工匠，

尤其是女性和少数族裔。当地的传统艺术历史加上对纪念品需求

大的旅游业，使得手工业成为国内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行业。

2007年，查尔斯在巴林古兰经之屋博物馆参观阿富汗艺术

家展。松石山在阿富汗喀布尔开设艺术学院，支持培养了数百

名阿富汗艺术家。

继承更为复杂的财富

目前，查尔斯的王子基金会把首页设置成了黑白颜色，只

显示几行对女王逝世的悼词，暂时无法查看任何有关慈善项目

的公开信息。查尔斯国王也正站在变化的关口。

不难想见，日后查尔斯的公共慈善事业将面临比较大的变

化，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是资金规模。继位前，查尔斯的头衔

为“康沃尔公爵”，他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是领地收入。根据

2022年康沃尔公国的财政年报显示，本年度公国总收入为24023

英镑，其中公务和慈善工作开支为 9262 英镑，占总支出的

35.21%。比起前两个年度，数额和占比都有一定增长。

查尔斯还作为“皇家赞助人”，为400多家包括慈善组织

在内的机构提供支持。不过，对于社会组织来说，赞助人模式

更多注重于王室到访、参观，帮助扩大机构影响力。

接下来，成为国王的查尔斯，则将会继承一笔巨额王室资

产。首先，他将继承母亲伊丽莎白二世的私有财产，包括巴尔

莫拉城堡和桑德林汉姆宫的所有权，女王的个人投资和马匹

（女王十分喜爱赛马），以及邮票、珠宝、古董、艺术品等王

室收藏。据《福布斯》估计，这些资产大约价值5亿美元。

查尔斯的王子信托还通过“Mosaic”项目资助贫困地区的

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其次，作为一国君主，他将获得英国政府给王室的财政拨

款。王室在1760年同意放弃对王室地产的所有权，其收益归于

英国政府。相应地，“王室地产（The Crown Estate）”成为独

立于政府和王室以外的一家房地产投资企业，旗下拥有白金汉

宫、包括伦敦著名商业街摄政街在内的各类商业地产、马场、

农场、矿场、海滩等地块。2022财年，这家企业的净利润为

3.61亿美元。营收大部分上交英国财政部，但每年会拨出25%

给英王室作为俸金，这是王室收入的重要来源。

另外，继承王位的查尔斯也将获得曾属女王的兰开斯特公

国，地块上的净收入会由政府拨出一部分给君主。其大儿子威

廉王子成为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则将继承查尔斯的头衔，接

过康沃尔的管辖权。

查尔斯身上似乎总是伴随着争议，即便是他的慈善事业，

最近也爆出了负面新闻——据多家英媒披露，查尔斯下属的一

家慈善机构在2011-2015年间前后接受了卡塔尔前首相的300欧

元捐款，又于2013年收到了来自本· 拉登的同父异母兄弟巴克

尔、沙菲克· 本· 拉登二人100万英镑的捐赠。一桩指向接收钱

款的方式不透明，一桩指向钱款来源有巨大争议，一系列报道

也引发了公众对于王室基金会公信力的强烈质疑。基金会方则

回应称，“在接受捐赠时已经进行了严格彻底的审计调查”。

在9月10日正式登基后，查尔斯需要处理的，将会是更为

复杂的一笔财富。摆在查尔斯国王面前的，是一个复杂而不确

定的未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环保事业还会做得更

加投入，因为这似乎是他这么多年来最为执着的一件事。

查尔斯：绿色的王
他对环保议题有着近乎偏执的热情。

伦敦时间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她的儿子查尔斯三世于10日在圣詹姆斯宫正式宣誓登基，成为英

国新一任君主。

作为英国的门面与精神象征，英国王室成员们需要维持稳定正面的社会形象，公共事务与慈善事业即为他们工作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相对于大众喜爱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对于刚刚登基的新王查尔斯，英媒的评价一直比较复杂。对于这位73岁才从

母亲手中接过王位的王储，外界的评价多是“古板”与“老派”。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一的英国民众怀疑他并不能成为

明君。

虽然这么多年来查尔斯饱受争议，但他对于慈善事业的投入得到普遍认可。尤其是对于环境保护事业，他有一种近

乎偏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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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秋天最動心的青春校園電影

《你在我心上》，改編自純愛小說教

主蔡智恆(痞子蔡)原著小說《國語推行

員》，由執導過無數經典MV的導演林

錦和，集結《全明星運動會》男神張

庭瑚攜手《在車上》文青女神袁子芸

CP組合譜寫純愛戀曲，實力派演員蔡

振南、李李仁、陶晶瑩、陸明君、王

傳一、李國毅、林哲熹等卡司加持演

出，電影將於10月14-16日推出搶先口

碑場，10月21日全台正式上映。《你

在我心上》昨(7)日於台北率先舉辦學

生特映場，吸引數百名學生前來參加

，映後導演林錦和率領主演張庭瑚、

袁子芸、黃新皓、宮美樂驚喜現身戲

院，引發現場學生騷動。

由執導過《我們的愛》、《雙棲動

物》等無數經典MV的導演林錦和，並

改編自純愛小說教主蔡智恆(痞子蔡)原

著小說的2022青春校園電影首選《你在

我心上》，昨日開始三天在全台展開學

生特映場次，共吸引全台灣上千名大專

院校學生來報名參加，反應熱烈。昨晚

台北場打頭陣，映後導演林錦和率領主

演張庭瑚、袁子芸，與飾演高中同窗好

友的新演員黃新皓、宮美樂驚喜現身戲

院，觀眾歡呼聲不斷，在《你在我心上

》飾演學霸班長的張庭瑚，更親自送上

片中的定情物「布丁」給搶著發問的男

學生，讓現場氣氛來到最高點。導演林

錦和表示，他拍攝《你在我心上》的最

大挑戰是要將原著小說中優美的文字視

覺化，但好在執導MV經驗

豐富的他，可以成功勝任這

項任務，而他也向全場年輕

觀眾喊話，希望《你在我心

上》可以讓大家體悟到以前

不受限於科技「純粹愛情的

美好」，進而更加珍惜身邊

的所愛之人。

當被觀眾問到為何選擇

「布丁」作為定情物，導演

林錦和打趣笑稱：「因為布

丁成本最便宜！」而張庭瑚

也爆料，袁子芸和宮美樂拍

戲期間就不知道吃掉多少盒

布丁，袁子芸是因為拍攝

NG吃到數不清，宮美樂則

是在現場偷吃布丁。導演林

錦和也大讚演出經驗豐富的

張庭瑚，將原著小說裡癡情

守候的男主角詮釋得絲絲入

扣，在他尚未出生的 1980

年代，一個離別就有可能再也不會見

面的思念，完整地呈現在大銀幕上。

在片中表現亮眼的新演員黃新皓，更

用輪轉的台語推薦觀眾：「《你在我

心上》是一部會讓人想起愛情有多美

好的電影，大家一定要帶自己心愛的

人進戲院支持！」此外，《你在我心

上》今(8)日發布愛情版海報，在片中

跨越20年的「純愛CP」張庭瑚與袁子

芸，以不同於學生裝扮的長大成人打

扮亮相，兩人在雨中唯美共撐一把傘

，之間的化學反應不禁讓人回憶起酸

甜的初戀。

我做過最浪漫的事，就是喜歡你很

久很久…

《你在我心上》描述在學校裡說方

言會被罰款的80年代，成績優秀的班

長蔡志常（張庭瑚 飾）和擔任「國語

推行員」的邱素芬（袁子芸 飾）總是

針鋒相對，兩人從互看不順眼開始認識

彼此，蔡志常發現自己喜歡上邱素芬，

在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即時通訊軟體

的年代，兩人欲言又止的曖昧持續發展

著。畢業後蔡志常考上國立大學，邱素

芬卻落榜重考，命運帶領他們走往不同

方向，兩人不斷地相遇又錯過，留下擦

身而過的遺憾…多年之後，心繫初戀的

志常與素芬再度相遇，這次他決定踏出

一大步，為這段持續20年的喜歡作出

行動！2022秋天最動心的青春校園電影

《你在我心上》將於10月14-16日推出

搶先口碑場，10月21日全台正式上映

，更多電影資訊請上官方粉絲團https://

www.facebook.com/applausemovietaiwan/

查詢。

《你在我心上》張庭瑚、袁子芸
黃新皓、宮美樂驚喜現身戲院

霹靂國際多媒體經典劇作《霹靂英雄

戰紀之蝶龍之亂》下闋進入最終章，迎來高

潮結局。燈蝶服下與六先知交換來的一頁書

的舍利原力後，更進一步黑吃黑的，把服用

了惡犼之髓，恢復功力的六先知吃了，吸收

了所有精魄靈元，戰鬥值來到最高峰，甚至

食髓知味的，愛上吃人的感覺，一度連自己

的孿生兄弟花影人都想吃掉。

為了守護兩境和平，紫錦囊、崎路人

、百里泣等人攜手激戰燈蝶跟花影人，

幫超越時空人爭取時間斷開機械島的鎖

鏈，破壞十萬大軍入境的詭計。這部分

的場景，是由甫以電影《素還真》入圍

第59屆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獎的曾豪銘

領軍設計，曾豪銘表示「《蝶龍之亂》

下闕的場景較其它的戲劇更為複雜，劇

中連接兩界的三大巨鏈，與偶的比例為1

：1，這無法像真人劇一樣到五金行買條

鎖鏈就可以使用，得考量是拍攝布袋戲

劇，要顧及與偶的比例，還有操偶師可

以承受的重量，進一步調整材質，同時

還得兼顧質感呈現」，花費了不少心思

。

超越時空人及紫錦囊身份也在完結篇

大解密，雖在最後幾集已有戲迷隱約可

以猜出，超越時空人即是另一時空的素

還真，足智多謀的他，知道燈蝶一心想

要稱霸武林，料到燈蝶會黑吃黑，因此讓

六先知取走假的舍利原力，並自製惡犼之

髓，在燈蝶雙雙服下後讓龍靈麻痺，最後

被墜下的機械島封印，永世不得翻身。而

能將破甲尖鋒七旋指及天龍吼兩項絕世武

功運用自如的紫錦囊，也被超越時空人識

出身份，一句「前輩」，更是暗喻紫錦囊

即是一頁書。

負責戲偶造型設計的樊仕清，今年同

樣以電影《素還真》入圍第59屆金馬獎

最佳造型設計獎。由於《蝶龍之亂》下闕

是舊劇翻拍，許多角色都經過重新設計，

以變化最大的超越時空人為例，原舊作的

造型是一個禿頭大叔，在新作中編劇暨總

導演，也就是霹靂董事長黃強華（文章）

在溝通戲偶造型時，指出想要顛覆過往的

布袋戲偶造型，且要帶有貴族氣質、風衣

造型的設計，即放權讓樊仕清著手發揮。

樊仕清指出，由於在霹靂的奇幻武俠

世界中不需顧慮時代背景等條件限制，可

以天馬行空的創作，把腦中所有的創意發

想都實驗在角色造型上。因此對於布袋戲

電影首次入圍金馬最佳美術設計、最佳造

型設計，曾豪銘與樊仕清都相當開心評審

的認可，這對幕後技術性質的工作人員來

說，是莫大的鼓勵，也讓他們對於自己的

手藝被肯定而感到雀躍不已。

霹靂蝶龍之亂下闕終章！迎高潮結局

第59屆金馬獎入圍名單日前揭曉，

注目華語電影優秀新作的此時，國家電影

及視聽文化中心（以下簡稱國家影視聽中

心）選在10月推出「再新電影出發的時

候：臺灣新電影四十年回顧」主題影展，

並於7日晚間在國家影視聽中心舉辦《竹

劍少年》特映開幕記者會，邀請大家回望

臺灣電影發展至今的一路走來，而今

（2022）年以《燈火闌珊》角逐金馬獎影

后寶座的張艾嘉也自港返台、驚喜現身。

事實上這是張艾嘉第19度入圍金馬獎，

曾3次奪得金馬大獎的她透露，今（2022）

年得知自己入圍的當下非常震驚：「這是什

麼？我入圍啦！怎麼會？」而當年張艾嘉投

入製播《十一個女人》，為臺灣影視產業注

入新意，身為本次影展展映作品《最想念的

季節》女主角的她表示：「其實新電影就是

在那個時代，講我們自己的故事，就被大家

稱做是那個時代的『新電影』。」

張艾嘉回憶，當年拍攝《最想念的季

節》時，還請到香港知名電影美術指導、

服裝設計師張叔平，當時張叔平直接到她

的衣櫃配出一套套服裝，成為影史上的經

典造型。張艾嘉感性地說：「當時就是不

多問酬勞、做我們自己想做的，很團結、

很凝聚的精神和氛圍，我們真的一起走過

黃金時代。」而導演陳坤厚當年與張艾嘉

合作《最想念的季節》，7日難得與張艾

嘉再次相會，陳坤厚也表示：「當時我們

想把社會上比較尖銳的問題，用不同影像

的可能性、做價值觀的呈現，跟過去的戲

劇是很不一樣的。」

第19次獲金馬提名！影后張艾嘉驚喜返台
得知 「入圍最佳女主角」 驚喊：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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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玲劉嘉玲暗 示偉仔偉仔
加加盟盟《《魷魚遊戲魷魚遊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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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導演黃東赫飯局密斟投契

◆ 粉絲自發活動
緬懷梅姐。

◆◆ 歌迷在戲院內歌迷在戲院內
拿着梅姐的照片拿着梅姐的照片、、
鮮花鮮花，，又亮起手機又亮起手機
的燈的燈，，造成燈海造成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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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可辛在派對上
宣布新公司成立。

◆◆ 偉仔在韓國受偉仔在韓國受
到影迷熱情支持到影迷熱情支持。。

◆嘉玲與
偉仔跟黃東赫
開心合照。

偉仔此行除了領獎及跟影迷見面，更抽空跟電
影人作交流，之前熱爆全球的韓劇《魷魚遊

戲》，於艾美獎戲劇組獲最佳導演獎的黃東赫，亦
跟偉仔兩夫婦在飯局中會面，劉嘉玲於其社交平台
分享了多張梁朝偉與導演黃東赫見面的照片，所見
二人言談甚歡，十分投契，嘉玲留言：“Ready for
《Squid Game？》”、“Let's play Squid game”。對
於嘉玲這偉仔“經理人”的暗示，惹來網民紛紛猜
測梁朝偉將加盟《魷魚遊戲2》，令大家十分之期
待偉仔能與艾美獎戲劇組視帝李政宰合作演出。
當然這一切都是網民的大膽猜測，大家亦十

分樂見這樣的合作。其實，偉仔早前在釜山國際電
影節受訪時，就曾特別提到現時最希望接拍電視
劇，重溫拍電視劇的感覺。大家都會密切留意事態
發展。

岑珈其瘋狂“集郵”
另外，岑珈其憑《IT狗》的演出，獲入圍提

名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內容大獎”最佳男配
角，雖然未能獲獎，但他仍感覺此行相當充實，因
為可以瘋狂“集郵”。岑珈其參與電影節之行已結
束，回港後在機場接受訪問時表示今次逗留的日子
不多，但行程緊密，能夠參與盛事感覺充實並獲益
良多：“之後去了After party，見到我好尊敬的演
員宋康昊和同樣好尊敬的導演是枝裕和，還跟他們
合照，實在太開心！”即使這次未拿到獎項回來，
能入圍已帶來動力，寄望未來可以努力拍更好的作
品來韓國參與電影節，到時會帶老婆、阿仔和

媽咪一齊前來分享喜悅。
此外，吳君如最新晒出陳可辛
9日在釜山電影節宣布新公司

Changin' Pictures 成立
的派對現場視

頻 ，

以及和是枝裕和、梁詠琪、宋康昊、姜棟元等眾多
電影人的合影。

陳可辛開新公司製作劇集
陳可辛在現場以英文發言表示：“我覺得數十

年來並沒有什麼變，我會盡力保持（狀態），開始
一間新的公司，創一番新的事業……”

據介紹Changin' Pictures是一個泛亞洲製作公
司，目前已經確定了製作韓國、中國香港、中國台
灣、泰國、日本五個地區的劇集項目，這其中包括
陳可辛執導，章子怡出演的懸疑劇《The Murder-
er》。

◆ 岑珈其與自己偶
像宋康昊合照。

◆◆梅艷芳銅像下放滿鮮花梅艷芳銅像下放滿鮮花。。

梅艷芳梅艷芳5959歲冥壽歲冥壽
好友粉絲齊緬懷悼念好友粉絲齊緬懷悼念

2022年10月11日（星期二）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凌晨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影帝梁朝偉（偉仔）出席釜山國際電影節，早前獲大會頒發“亞洲電影

人獎”再度揚威海外！而偉仔行程緊密，連日來出席多場電影分享會，包括《無間道》、《2046》釜山

國際電影節映後座談會、《梁朝偉的花樣年華》戶外座談會，會上偉仔打手印留念，更與韓國觀眾近距

離見面進行電影分享。至於偉仔太太劉嘉玲，全程做其背後的女人，還充當其經理人打點好一切。偉仔

與嘉玲趁此行跟《魷魚遊戲》導演黃東赫飯聚，飯局上大家言談甚歡，嘉玲更發文暗示偉仔可能會加盟

《魷魚遊戲2》，引起網民無限猜想。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靜

儀）李靜儀（Hei-
di）與衛詩雅（Michelle）

10日以性感打扮到香港尖沙咀
出席頒獎禮活動，Heidi對於被網民指

樣貌及身材有變，她承認可能與做美容療
程有關，又笑言上圍依然是偏小。

Heidi最近被網民指身材再發育，樣貌
亦不同了，更指見到她的相片好驚，她叫
大家不用驚：“係咪話我靚女咗？可能長
頭髮，加上我做緊美容療程緊緻咗；身材
方面我一向都係咁，可能影相角度問題，
睇落覺得有啲唔同，網民話見到張相好
驚，其實好小事，大家唔使驚。”

談到工作方面，Heidi表示剛完成與葛
民輝及張天賦（MC）合作的校園喜劇

《夜校》拍攝，
稍後又會拍攝一
部動作片，為此
正學功夫，她
說：“我學緊一
招騎上個男人身
上，然後用鉸剪
腳撻低佢，之前
拍戲都有學過但
用唔着，其實本
身都好想學功夫防狼，（畀男人鹹濕
過？）都驚嘅。”

同場的衛詩雅不時抽起低胸裙，她解
釋因忙於搬屋，加上本身亦有刻意減肥，
所以個人瘦了，她說：“開工前我通常都
會刻意減磅，因為開工嘅時候食好多嘢容
易肥。”她又苦笑謂最近花錢多了，單是
搬屋已花掉五位數，豈料出席活動前又不
慎跌爛了手機，工作完後即要去買一部新
的，因此要努力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子棠、
阿祖）一代巨星梅艷芳（梅姐/Anita）

於2003年殞落，辭世19年，不過一班好友和
歌迷對她思念之情未減，10日是梅姐的59歲冥
壽，生前好友劉培基、徒弟草蜢、劉浩龍、DJ夏
妙然和Vani，以及一眾歌迷，均以自己的方式向
梅姐送祝福。

草蜢初出道時得到梅姐的提攜，梅姐不論在
香港大小型的舞台表演，甚至到海外演出，皆有
草蜢的影蹤。蘇志威特別把今個月的草蜢紅館演
唱會海報送給師傅，並附上生日蛋糕公仔寫下：
“今年送畀你這個生日禮物，希望你每晚都細心

欣賞。雖然你坐得最遠，但你個心是最近我們。
生日快樂Anita”。

蔡一傑貼出梅姐的古裝神仙扮相留言：“阿
梅生日快樂，希望你在天上仍然做一個絕美嘅神
仙，我知道我哋草蜢開演唱會你一定會嚟睇的，
想念妳！生日快樂！”蔡一智直接貼了鮮花照寫
道：“Anita，Happy Birthday！”劉浩龍貼出與
梅姐合照：“人生第一個偶像，Forever”。

歌迷會包場播放音樂會
著名時裝設計師劉培基10日在社交網上載一

段他與梅姐合照砌成的短片，並以《滾滾紅塵》歌

曲做背景，寫下：“回憶太重！1010梅艷芳。”
至於梅姐的內地與香港兩地歌迷則以不同形式

向偶像表思念：“梅艷芳國際歌迷會”拉隊到大嶼
山海薈塔進行拜祭、不少歌迷亦到了供奉梅姐靈位
的省善真堂，以及星光大道的梅姐銅像致敬，令每
個相關地方都布滿鮮花、生果和祭品。至於內地方
面，有歌迷在商場的巨型大電視播放梅姐生前不同
造型的演出，重溫梅姐的百變風采。另外，“梅艷
芳國際歌迷會”又特別於尖沙咀一間戲院包場，
播放梅姐在1990年至1991年間於大專會堂為歌迷
舉行的小型音樂會“Anita Rock Through The
Night”，片長約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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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收到醫藥費賬單看不明白怎麼辦在美國收到醫藥費賬單看不明白怎麼辦？？
不知金額是否正确不知金額是否正确？？美國醫療系統如何發賬單美國醫療系統如何發賬單？？

(本報休斯頓訊) 在美國看醫生收到賬單，很
多人都不清楚哪些賬單該付？金額是否正確？本
報特別邀請以解說清楚著名的志鵬保險教大家了
解，醫療賬單應該怎麼看，美國的醫療系統如何
發賬單？
美國醫療系統是分開收費的

想要看懂醫療賬單，我們要先了解美國醫療
系統是如何給病人發賬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是在於美國醫生、醫院、實驗室的是分開收費的
。

打個比方，如果小王坐救護車去了急診室，
在急診室裡看了醫生，做了CT，然後還有驗血
，同時又做了活檢切片檢查。那麼小王回家之後
會收到5份賬單，分別是：
1. 救護車的費用
2. 給小王看病的醫生的診費
3. 小王去的醫院急診室的床位費，CT費用，驗
血費用
4. 小王做活檢切片檢查的實驗室的費用
5. 小王CT做完之後，影像科醫生看CT片子的
費用

這五張賬單會由不同的公司發給小王，小王
需要把所產生的費用付給這五家不同的公司。所
以在美國看病跟在國內看病是不同的，不是一張
賬單全部包括的。

小王收到賬單之後，應如何判斷賬單上的金
額是否正確？如果不正確，該如何處理？
美國醫院發賬單的過程

想要看懂醫療賬單，需要了解美國醫院發賬
單的過程：
如果您有保險：去看醫生或者在醫院接受醫
療服務，醫生/醫院會先把賬單發給您的保險公
司進行賠償，然後保險公司賠償之後，剩下的費
用才會以賬單的形式發給您。並不是我們所想像
的，所有的賬單都要自己要去找保險公司報銷。
如果您沒有保險：醫院會直接把帳單寄給
您，有時對於沒有保險的人，醫院會直接給一些
折扣，幫助病人負擔醫療費。
讀懂帳單

對於一些賬單上經常出現的概念，我們要知
道它們的意思:

Date of Service 是您接受醫療服務
的日期
Bill Date是賬單發出來的日期

舉個例子，小王1月5日一看醫生
，然後在4月10日收到一份賬單，賬
單上寫Date of Service 是01/05/2022，
Statement Date 是04/05/2022這是小王
在1月5日去看的醫生，接受了醫療服
務的賬單，然後賬單發出來是4月5日
。並非小王在4月5日去看了醫生，然
後產生了賬單。
Insurance Member Adjustment/Dis-
count 保險折扣

因為您有保險或者是保險公司的會
員，所有的醫療服務會按照保險公司
和醫院之間的協議價來計費，所以會
有一些折扣。比如說，驗血沒有保險
一次是$100，有保險的話，保險公司
跟化驗室有合約價，是$60元一次，即
便保險公司不賠償任何費用，您也能
拿到$40塊錢的折扣。只需要付$60元
。
Insurance Payment 保險賠償

保險公司為您報銷的費用，這個就
是在保險折扣會員價之後，保險幫您
支付的醫療費用。這一部分賠償多少
，是按照您購買的保險的項目來決定

的。
Patient Responsibility 病人承擔

這個就是在折扣和保險公司賠償
的醫療費用之後，病人需要自己承擔
的費用。我們用下面這張賬單為例，
看一下這幾項都是什麼意思。

我們能看到這位病人的 Date of
Service 是 04/24/2004 ，就是 4 月 24
日接受的醫療服務。他去了藥房，去
了急診室，又做了心電圖，然後每一
項的費用分別寫在後面。

病 人 醫 療 服 務 的 總 費 用 是
$1059.40，保險公司賠償$815，同時
，保險公司跟醫院的協議折扣價，幫
助病人獲得了$143的折扣，所以病人最後只需要
自付$100。

當我們收到醫療賬單，我們要著重的看這幾
個部分：
1. 醫療賬單項目以及時間是否正確

第一步我們要看Date of Service，回想一下
自己在那一天有沒有看醫生。然後我們要看一下
賬單上的項目，跟那天做的項目是否相同，如果
您只做了驗血，但是賬單上有X光的費用。或者
是年度免費體檢寫成了一般檢查，那麼賬單的項
目就有問題，就要聯繫發賬單的公司更改。

這個時候有朋友就會問：我都已經買保險了
，有什麼事情能不能直接聯繫保險公司呢？答案
：不是的。

因為，如果是醫生/醫院把您做的項目記錄
錯誤，或者給您多加了項目，那麼只有醫生/醫
院才能更改項目或者項目內容。項目更改之後，
可以重新找保險公司報銷，保險公司是沒有任何
權利要求醫生/醫院修改賬單項目的。
2. 醫生/醫院是否有找保險公司報銷

如果您是有保險的，但是您收到的賬單上，
Insurance payment 和 insurance discount 這兩項都
是0，那麼就說明，醫院並沒有找保險公司報銷
這份賬單。

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可能是：
一、醫生/醫院不是很仔細，記錯了您的保險信
息，或者是忘記填上您的保險信息。
二、您換了保險，您有把新的保險給醫生，但是
醫生/醫院沒有更新，導致把賬單發到了之前的
保險公司，最後沒有賠償。

出現這種情況時，不用慌張，您需要去聯繫
發賬單的醫生/醫院，讓他們去找您的保險公司
報銷即可。

3. 報銷金額是否正確
若您有看到 Insurance discount(保險折扣)，

但是報銷金額為0，這就說明醫院有找保險公司
報銷賬單，但是保險公司並沒有幫您支付醫療費
。

此時您需要看一下您的保險項目，如果您的
保險有自付額(deducitble) ，但您接受的醫療服務
費用累計尚未達到自付額，那麼保險公司不賠償
是正常的，因為您自付額以內的醫療費用是您要
100%自己支付的。

若您已經達到自付額，但您看到報銷金額依
舊為0，或者報銷的比例與您所購買的保險項目
不符，這個時候，您就需要找保險公司，讓保險
公司重新進行報銷。這種情況就不需要找醫院了
。
關於志鵬保險

在休斯頓，志鵬保險以服務好、專業、解說
清晰而享有好口碑，專業團隊友善而貼心，與志
鵬保險互動過的客戶，都受惠於志鵬保險的周到
與細心，覺得更多了好幾分保障，相當受到客戶
的信賴。

志鵬保險專精於: 奧巴馬保險、醫療保險、
紅藍卡保險、汽車保險、房屋保險、人壽保險。

2023年奧巴馬保險即將於11月1日開始，到
2023年1月15日止，志鵬保險免費協助申請奧巴
馬保險，歡迎來了解更優惠、更適合您的新計畫
。

為什麼選擇志鵬保險? 因為有可靠穩定的專
業保險團隊、醫保專員一對一選擇適合您的計畫
、搜索醫生+更換家庭醫生、幫您看醫療帳單及
信件、隨時打印保險卡，志鵬保險是您身邊最專
業貼心的保險經紀。

志鵬保險電話: 832-460-5669。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8, Houston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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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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