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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感恩節慶祝感恩節，，李蔚華董事長致辭李蔚華董事長致辭
北美牡丹王潑墨北美牡丹王潑墨，，藝術家獻藝藝術家獻藝

北美牡丹王江宜橋大師潑墨北美牡丹王江宜橋大師潑墨著名主持人姜晗著名主持人姜晗
李蔚華董事長致辭李蔚華董事長致辭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劉馨演奏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劉馨演奏《《豐收漁歌豐收漁歌》《》《巴巴
赫無伴奏第二奏鳴曲赫無伴奏第二奏鳴曲》《》《梁祝梁祝》》 著名歌星張馨一演唱著名歌星張馨一演唱《《Song To The MoonSong To The Moon》《》《感恩感恩》》 著名舞蹈家韓若蘭表演舞蹈著名舞蹈家韓若蘭表演舞蹈

張馨一張馨一、、林思晨合唱林思晨合唱《《故鄉是北京故鄉是北京》》 林思晨表演舞蹈林思晨表演舞蹈 張馨一演唱張馨一演唱《《天路天路》，》，劉馨鋼琴伴奏劉馨鋼琴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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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成长，表姐放弃

了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可最近她却跟我抱怨，

自己和孩子的沟通遇到了一些问题。

晚上在表姐家吃饭，表姐追着小外甥问东

问西：“今天在学校上了什么课？学了什么东

西？”

小外甥却总是心不在焉不好好回答，拿起

我新买的手机左看右看，一会儿问我手机是什

么牌子，一会儿说手机挂链挺好看。

表姐有点儿生气地打断小外甥说：“妈妈

问你话不好好说，就知道说废话！”

而我对表姐说，想让孩子好好和你沟通交

流，还真得多和孩子说说“废话”。

因为那些看似没用的“废话”，其实是解

决亲子问题最有效的妙招，很多有用的信息都

藏在孩子的废话里。

亲子沟通最大的陷阱 是只和孩子说有用的话

曾经看过一个电影《万箭穿心》，剧中，

颜丙燕饰演的李宝莉对儿子小宝爱到了骨子里

，年轻时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地挣钱供儿子读

书，儿子却因为父亲的死对她充满怨恨和误解

，考上大学后竟要与她断绝母子关系。

李宝莉的遭遇让人唏嘘，但这和她对待孩

子的方式却不无关系。

从小到大，她极少和儿子聊天交流，对儿

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作业写完了没有”。

剧中有这样一个片断，她做完繁重的工作

回家看到儿子，随口问道：“作业做完了吗?

”

儿子却突然冲妈妈吼到：“你除了说作业

做完了没？还会不会说点别的啊 !”

李宝莉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关心儿子，为

什么却让孩子那么反感。

其实，李宝莉和儿子的交流方式也是我们

身边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

很多父母每天和孩子说话的内容都是：

“作业写完了吗？上课听懂了吗？考试考得怎

么样？”

再无其他。

而孩子给我们的回答则大多是：“写完了

；听懂了；还可以......”

很多父母抱怨孩子不愿意和自己沟通时，

却没有想过，是我们自己亲手关闭了和孩子交

流的窗户。

亲子沟通中，最大的陷阱就是只和孩子说

有用的话。

会说“废话”的父母 和孩子

的关系更好

曾经看过杨绛先生著名的散

文集《我们仨》，书中，她

们一家三口温馨和睦的相处

让人羡慕不已。

女儿钱媛与父母的关系就像

无话不谈的朋友，亲密之中

带着无限爱意。一家人出去

吃饭，他们会一边等上菜一

边聊天。

钱钟书与女儿观察旁边的人

，研究人家的穿着打扮和对

话，那一桌是夫妻两人；这

一桌是亲戚请客，谁是主人

、客人，谁和谁是什么关系

。

三个人闲聊的“废话”，让

吃饭的气氛十分温馨融洽。

一位心理学家曾说过，“聊

废话是做家长最重要的一种

能力“。

因为，孩子如果愿意和你说

“废话”，首先说明他和你

在一起是快乐的，其次，说

明孩子对你很信任，愿意让

你走进他的内心。

一个人在闲聊废话时，内心一定是最放松

的，他会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也最

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

会说“废话”的父母 养出的孩子更聪明

不过，由于孩子学习任务紧张再加上家长

工作繁忙，很多父母和孩子聊天的时间相当有

限。

在短暂的聊天时间里，父母当然会抓紧时

间，和孩子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比如学习

，可我们不知道的是，和孩子聊“废话”并不

是浪费时间，反而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父母的语言》一书中说，一个语料丰富

的家庭语言环境对儿童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想养出一个聪明的孩子，父母一定

要多和孩子闲聊，说说“废话”。

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物掰开了、揉碎了

，用孩子最能接受的语言，一点点儿灌输给他

们。

父母的“废话”，其实正是助力孩子成长

最有益的工具。

孩子的分享欲是需要大人保护的

有句话说：4岁的孩子叽叽喳喳，14岁的

孩子却变成了哑巴。

其实，孩子的分享欲是需要大人保护的。

我儿子五六岁时也有段时间特别“话痨”

，他的“废话”吵得我脑袋嗡嗡作响。

但是作为父母，我们却不能简单粗暴地制

止孩子，或者选择忽视和打击孩子。

而是要保护孩子跟我们说废话的分享欲，

付出一些耐心倾听孩子，不评判，也不指责。

1. 睡前和孩子聊点废话

朋友橙子工作很忙，但是她和10岁的女儿

就像无话不谈的“闺蜜”，关系好得让人羡慕

。

我向她请教维持亲子关系的秘密，她给我

的建议是每天睡前躺在床上跟孩子聊15分钟

“废话”。

其实，睡前这段无人打扰的时间，是亲子

沟通最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和孩子聊聊身边发生的趣事，甚

至八卦一下同学和朋友的故事。

这些看似没什么“营养”的话题，却可以

从侧面反映出孩子在学校的状态，对同学的看

法和为人处世的方式。

2. 经常分享自己的“秘密”

要想知道孩子的秘密，家长要先学会暴露

自己的秘密，亲子沟通和交朋友是一样的，家

长暴露自己越多，孩子暴露自己也会越多。

3. 尽量减少谈话的目的性

假如有一天，孩子和你说起自己在学校遇

到的问题，比如弄坏了玩具，你会怎么说？

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帮孩子想办法解决问

题：我们再买一个？我帮你重做一个。

但这样可能会让孩子失去聊这件事的兴趣

，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倾听和理解，而不是如

何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

肯说》一书中，建议父母的做法是帮孩子说出

感受，或者用幻想的方式与孩子对话。

比如：儿子的玩具兔掉了一只耳朵，爸爸

会说：“你一定希望自己说一句咒语，兔子就

能长出一只新耳朵。”

这看似没用的废话却最能让孩子感到安慰

。

朱自清先生说，一辈子说话作文，不能全

是道理，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

而父母和孩子之间，也不能全说有用的

“正经话”，多说点儿“废话”，亲子关系才

更亲密融洽。

能陪孩子一起说“废话”，是每个父母最大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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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風
光，千里冰
封，萬里雪
飄。望長城

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
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
，原馳蠟象 ，欲與天公試
比高。須晴日，看銀裝素
裡，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
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
，略輸文采；唐宗宋祖，

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
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

1945年 冬，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
石作國共兩黨談判之際，在新華日報
上發表上述 「沁園春．雪」。一時之
間，震撼重慶文壇，風騷無兩。毛澤
東文武雙全的風流形象，立馬就把粗
魯武夫的蔣介石完全比下去，擄獲許
多文化人的心。對日後毛澤東統一天
下，起了一點文化上征服的效果。

平心而論，這闕詞最保守來說，
也是自民國大詩人王國維之後最好的
一闕詞。無怪乎50年後東方不敗的林
青霞還要念念有詞：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但我們真
正感興趣的是，這真的是毛澤東的作
品嗎？

毛澤東 的一生，是一個大說謊家
，他說這闕詞創作於1936年，是完全
不可信的。以毛澤東個性之張揚，如
果1936年就可以寫出這麼出色的詞來
，早就轟動延安。絕對不會壓箱9年
，藏到1945年國共談判時才發表。比
較可能的作者，是毛澤東的四大秘書
之首，大才子胡喬木 ，他創作時間應
該在1945年。當坊間傳出此詞乃胡喬
木之力作時, 胡喬木之女兒怕惹禍上
身，跳出來否認： 「按照父親 (胡喬
木) 的性格，他寫不出毛主席那樣的
宏觀氣魄的詞句來！」

周邊的證據均被毛澤東的政治力
掩蓋了，那麼，我們就直接從創作者
的創作風格來討論一下吧：毛澤東出

身北大圖書館員，讀過不少古
書。他的詩詞大約是堆砌古典
語詞， 再加上一點豪氣、語

言的精練度、想像力、創造力都不佳
。

毛澤東的高級水準是 1923 年的
「賀新郎」：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

、悽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
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翻書
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
與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東
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
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
割斷愁思恨縷。要似崑崙崩絕壁，又
恰像颱風掃環宇。重比翼，和雲翥。
」

從這闕詞可以看出毛澤東的語言
密度不佳，絕對沒有達到 「北國風光
，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戲劇迫力
。表現創造力的 「要似崑崙崩絕壁，
又恰像颱風掃環宇」，文字鬆散贅字
多； 「人有病，天知否？」有一點21
世紀動漫搞笑 「腦袋有洞」的效果。

毛澤東平均水準是1935年的 「給
彭德懷同志」： 「山高路遠坑深，大
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

大將軍！」
這比較像是豪邁的口號標語，

很難說是古典詩詞，毛澤東多數作
品的平均水準大抵如此。

毛澤東三流水準是1965年的 「念奴
嬌」：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
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
人間城郭。 炮火連天，彈痕遍地，
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
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
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
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
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
地翻覆。」

看到這裡，筆者非常確定 「沁
園春．雪」不是毛澤東的作品。
「沁園春．雪」可以不是胡喬木的作

品 (毛手下文膽極多)，但它不可能是
毛澤東的作品。 「土豆燒熟了，再加
牛肉。不須放屁」不管被郭沫若考據
出多深的意義，它和 「山舞銀蛇，原
馳蠟象」絕對不是同一個心理模式。

任何一位任一領域的創作者都理
解，把周杰倫的 「以父之名」丟進
「哥哥爸爸真偉大」裡，是很容易區

別的。
註一：大雪覆蓋秦晉高原，像奔

馳著塗滿白蠟的大象，極生動。
毛澤東四大秘書，一是最有文采

，後來擔任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二
是政治地位最高，當了文革闖將的陳
伯達、三是疑雲重重自殺的田家英、
四是北京副市長葉子龍。

淺談毛澤東名詞 「沁園春．雪」

國家主席習近平 上周在
東南亞出席G20和APEC峰
會，是爆疫以來首度重返國

際政治舞台，本來焦點應落在他與多國領導人會晤成果，但反而不
及他公開訓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一幕吸睛，讓外界難得一窺其真性
情，同時亦側面折射出杜魯多若繼續搞小動作來討好加國選民，陷
於冰點的中加關係恐怕難以解凍。

習近平在G20峰會上，密集地與十一國領導人會晤，卻不安排
與杜魯多見面。杜魯多唯有在周二抓住機會，在大廳內與習簡短交
談十分鐘。杜魯多事後向傳媒披露會面內容，宣稱當面向習就中國
干預加國大選表示關注，引起習的不滿。翌日在峰會閉幕式空檔時
，當兩人在場邊再碰面時，習趁機指杜魯多向傳媒泄露交談內容是
「不合適」，並一度打斷杜魯多的解釋，然後禮貌地握手道別，並

在轉身離去時說了一句 「很天真」。
整個交涉過程不足一分鐘，卻被加拿大記者拍下來，

並放上社交網站，令短片瞬即瘋傳，並成了國際茶餘飯
後的話題。西方傳媒紛紛以習近平 「訓斥」、 「教訓」或 「責罵」
杜魯多為題，加拿大《多倫多太陽報》更形容 「小土豆（中國網民
對杜魯多的暱稱）被當眾削皮」，遭中方羞辱，

該宗事件成為國際熱話，因為習近平通常在國際場合上一臉嚴
肅，今次罕見地見他真情流露，反客為主短短幾句話將杜魯多KO
（拳擊術語，即擊倒對手）是難得一見。影片中只見他說話時臉帶
笑容，但語氣和身體語言均流露出不耐煩和怒氣，美國《華盛頓郵
報》前駐華記者勞哈拉指： 「很難得看到習脫稿說話，和其他領導
人互動，這是一個有價值，但也受限制的窗口，了解他為人處事的
方式。」

此外，習亦不滿杜魯多將交談內容進行政治操弄，試圖提高個
人政治聲望。中加關係處於底谷是杜魯多一手造成，三年前為奉承
美國特朗普政府，拘捕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即使白宮易主，不但

沒有調整對華政策，繼續渲染中國威脅論，這正好解釋中方為何不
安排他與習會晤原因。即使杜魯多藉社交場合製造與習偶遇並順道
交談機會，但他事後為了討好選民，公開對話內容，以示敢於與中
國對着幹，並用民主制度規則來解釋，令習不願也不屑聽，打斷他
的說話，然後連說兩次先 「創造條件」便離開，再以 「很天真」來
評論杜魯多所用的方法根本無助彼此溝通。

儘管如此，習亦直白點出要讓中加關係解凍，破冰之道關鍵在
誠心。以 「互相尊重的態度來進行很好的溝通」。澳洲過去幾年緊
隨美國遏華政策，為何習近平在今次G20峰會上，也跟澳洲總理阿
爾巴內塞會晤半小時，究其原因是會前對方釋出願與華改善關係，
會後便採取實質善意行動，昨在APEC峰會時暗示：澳洲不會支持
台灣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杜魯多想修復加中關係，須向中國展現善意政治姿態，而不是
一味討好選民，否則只能酸溜溜看着美國、歐洲與澳洲等盟友與華
關係改善，而斯人獨自被冷落 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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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擊倒」 杜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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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修哥90迎金秋 無限楓騷演唱會》
「修哥」乃香港粵語影壇上
「長春樹」的男藝員胡楓的

名字。他今年 90 歲，從影
70 年，拍攝影片超過400 部，，飲譽影壇，影迷數以十萬計。新
近獲得 「第7 屆世界傑出華人藝術家大獎」，實至名歸。為此，
修哥各方影藝界朋友，恭請修哥於今年9 月下旬，在香港紅磡演
唱會塲舉行《修哥90迎金秋 無限楓騷演唱會》。可惜因修哥確
診了新冠肺炎，令個唱延至11 月才舉行。

香港友人知我是修哥的忠寶影迷，特別拍攝到當晚現場直播
的節目畫面，送到我的電腦之內，好讓我一如身在香港市內，跟
萬多名港人一起，看到這一幕又一幕風趣又多姿多采的特別節目
，作為美國11 月 「感恩節」假日的一大娛樂節目。

舞台甫開始，即見到香港 「四大歌王」之首的張學友驚喜現
身，跪拜修哥 之搞笑塲面。也看到張學友、張家輝 「兄弟」合

唱《情已逝》，拖埋修哥一
齊玩。

台下萬名粉絲無限熱情
，加上一班好友及契仔、契

女紛紛以行動上台力撐修哥，張學友和張家輝更是難得 「兄弟」
同台合唱，不過當張家輝現身時，就被修哥與羅蘭夾攻，笑指他
做導演時，也沒有邀請他們拍戲；至於學友突然登場，就令修哥
感動到掩嘴喊。

修哥昨日在紅館舉行《修哥90迎金秋 無限楓騷演唱會》，
除了一班契仔契女齊上台支持外，契仔黎明、容祖兒及成龍等都
送上花籃祝他演出成功，盧海鵬、肥媽、江欣燕等也有到場欣賞
。身穿粉紅色西裝的修哥在8名女舞蹈員陪同下演唱《紅日》、
《舊歡如夢》，為演唱會揭開序幕，舞台兩邊則擺放約10張枱招
呼親友，修哥唱完後即以 「Good Afternoon」和現場觀眾打招呼
，笑指今次個唱已改了兩次期，幸好不用等到91歲才開騷。但是
最為親切可愛，仍然是 「東方之珠」之香港！我離港己47 年，
當我遠從美國德州的休斯頓聽上這一曲時，也不禁悠然神往，夢
遊香港！

稍後張家輝現身再獻唱《分分鐘需要你》，頓時令現場氣氛
高漲，他還邀請坐在嘉賓席的香港著名女藝人、87 歲的羅蘭姐，
也一起唱歌，三人有講有笑，最後卻被修哥、羅蘭姐夾攻，指他
做導演時沒有邀請他們拍戲，家輝即時答應，日後開戲會找他們
演出，隨後三人合唱《漫步人生路》，場面溫馨。之後當修哥唱
到張學友的《愛是永恆》時，學友突然登場，令修哥即時感動到
用手掩嘴喊，兩人合唱完後，學友在台上跪拜修哥、又攬實對方
，學友表示若自己90歲時也能站在這裏唱就心滿意足，修哥則笑
指自己86歲開演唱會時，因學友正於新加坡開騷，學友就用了幾
十萬以衞星直播和他一起jam歌，讓他此後不敢再請學友做嘉賓
。隨後家輝再次上台，學友、家輝難得 「兄弟」同台合唱《情已
逝》，本想離台的修哥卻被學友拉着一起唱，之後學友再獨唱
《歲月流聲》，令全場觀眾拍爛手掌。

至於開騷前修哥開心表示早在中秋節已準備好，昨日只是溫
故知新，而一眾契仔契女自動支持，令他好感恩，又笑指幸好是
日間騷，就算超時也不怕。對於成為在紅館開騷最年長的人，修
哥笑言： 「我都估唔到，希望一路咁做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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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雅梅出生于 1864 年，又名

金韵梅。当时社会动荡，金雅

梅两岁时，父母就因霍乱而离

开了人世。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的传教士麦嘉谛夫妇就收

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

好在他父亲生前认识一位叫

做“麦嘉谛”的美国传教士，

这位传教士常年居住在中国，

与雅梅的父亲私交甚好。雅梅

成为孤儿后，这位美国传教士

肩负起了抚养雅梅长大成人的

重任。

1872 年，因工作变动，麦嘉

谛不得不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出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考虑到雅梅已经失去双亲，

在中国无依无靠，麦嘉谛决定

将雅梅带到日本抚养。于是，

年仅八岁的雅梅离开中国，跟

随养父母来到了日本。

在日本学习期间，由于她较

为勤奋且天资聪颖，因此在很

短的时间之内，她就顺利地掌

握了日文和英文，在这种情况

之下，金雅梅的养父母也感到

非常欣慰，因此，他们也决定

要好好培养这个聪明的女孩子

。

麦嘉谛和妻子都是心地善良

的人，对金雅梅也很好，在和

金雅梅讨论专业的时候，提出

了两个建议：

一是金雅梅要修商业管理，

因为当时清廷很穷，发展经济

当然很重要，所以金雅梅学成

回国，也能干出一番事业；第

二个提议就是让金雅梅读师范

，金雅梅以后可以当一名教师

，这是一份比较稳妥的工作。

但金雅梅却有自己的心思，

她从小亲眼目睹了父母死于霍

乱，金雅梅内心深处对医学的

向往。

1885 年，金雅梅成为了美国

纽约女子大学的中国学生，也

是唯一的中国女留学生，更是

中国第一位女性留美学生，并

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一等

荣誉医学博士（MD）学位。在

学习期间，她非常刻苦，并且

以全校第一的身份毕业，因为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瘦弱的女

学生会考了第一名。

金雅梅因为随着其养父麦加

帝博士在东京大学生活的缘故

，因而毕业时曾经引得当时的

清政府以及日本政府，均派出

了驻美国的使节参与了金雅梅

的毕业典礼。

实际上，除了当时的清政府

和日本政府对金雅梅比较重视

之外，美国也曾经为金雅梅更

改了一项法律规定。金雅梅十

分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平

日里的生活中也比较喜欢穿旗

袍。不仅如此，她还穿着旗袍

参加毕业典礼，在随后的时间

里，她也经常穿旗袍进入公共

场合。美国法律曾规定不准穿

旗袍，

但金雅梅毕业后，曾先后在

纽约、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的一

些 医 院 工 作 。 1887 年 ， 纽 约

《医学杂志》刊出了金雅梅的

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

研究》，在美国医学界引起强

烈反响。

她还在美国的一些医学杂志

上发表过《论照相显微术对有

机体组织的作用》等学术论文

，提出自己在医学方面的独到

见解和医疗化验技术上的新探

索等，在当时的纽约医学界久

负盛名。

纽约时报评价她：是当世最

古老帝国中的新女性。

一场绝地反击的自我救赎，

亦成为了一记对美国反华政策

的响亮耳光。

鉴于金雅梅在医学上的医学

成就，美国联邦政府决定以一

种特殊的方式奖励她，因此宣

布废除了这项法律规定。

同样的，当年的宋美龄到了

美国为争取美国支持，身着旗

袍的演讲已经是四十多年后的

事情了。

1888 年，金雅梅决定回国报

效国家，养父麦嘉缔博士劝说

继续留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

将来能够取得的成就不可限量

，现在回去就是自毁前途。

金雅梅虽然感激养父的恩情

，但 t 她从没有忘记自己学习的

初衷：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

一份贡献，救治更多的病人。

美国的医院和医疗机构得知

她要回国的消息后，纷纷找上

门来，开出高额的薪资和优厚

的待遇，只希望她能留下了工

作，可这些都阻挡不了拥有一

颗“爱国之心”的金韵梅。

24 岁的金雅梅，在阔别家乡

16 年之久后，第一次踏上了祖

国的土地。

《纽约时报》的文字，透露

着对这位优秀女性留而不得的

遗憾：“这位身高不到 5 英尺、

体重不足 100 磅，却会讲中、英

、日、法四种语言的中国女性

，搭乘商船跨过茫茫太平洋，

从美国回到了她的祖国——中

国。”

然而，刚一回国，金雅梅一

家就不幸染上了疟疾，当时国

内的医疗条件较差，无奈，金

雅梅一家只得暂时去了日本，

到日本以后，金雅梅先是影片

了一家医馆，后来又凭借着自

己高超的医术，成功入职日本

医院。

在日本的那几年，金雅梅凭

借着她在美国学到的现代医学

手段，以及自己精湛的医学技

术，救了许多日本人。

几年之后，金雅梅回国。金

雅梅从厦门港登陆，第二天，

便有当地官员到下榻处找她，

诚恳邀请她留在厦门，并为她

准备了诊所和住处。

金雅梅由此开始在厦门行医

，成了中国第一位女西医。

她是第一个将西医带入中国

，她医术精湛，医者仁心，不

管男女老少，贫穷的、富裕的

，都喜欢找她看病，遇到困难

群众免费为其治疗，深受当地

百姓的爱戴。

1907 年，43 岁的她受邀出任

袁世凯创办的天津北洋女医医

院院长。当时国内妇婴医疗条

件不够先进，医护人员严重缺

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极

力劝服袁世凯，从天津海关处

拿出二万两银子创建立女医学

堂，由她当校长，培养一批专

业医护人员。

金雅梅组织创建了天津北洋

女医学堂，这是我国近代第一

所公立的护士职业学校，金雅

梅可谓是守护中国女性健康的

第一人。

在金雅妹的努力下，护士学

校先后培养出了 16 名护理人才

，虽然从数量上来看显得微不

足道，却是我国这代中国靠自

己培育出来的首批护理人才。

除此之外，金雅梅一生热衷

于慈善事业，曾先后为燕京大

学捐赠 15000 元的房屋与 6200 元

的现金。同时，由于她的出国

留学与返回国内的社会活动，

晚清的妇女也在她的启发下快

速走向解放。

金雅梅是用西医看病，肯定

会触动当地中医的奶酪，且当

时西药及医疗设备在中国很紧

缺，一般很难搞得到。这使她

陷入困境，又加之时局动荡，

迫于无奈金雅妹辞任院长与所

兼护校校长，并从天津离开，

迁居北平，在这里，她依然满

腔热情地从事着教育事业和农

村卫生事业。

相比与事业上的风生水起，

生活中的她却总是被一种难以

言喻的孤独感所萦绕。有友人

回忆道：“她总坐在客厅的壁

炉 前 ， 裹 在 自 己 的 皮 大 衣 里

——北平的夜往往非常的冷——

她在那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30 岁那年，金雅梅与西班牙

籍葡萄牙音乐家、语言学家达·

席尔瓦相识相恋并步入婚姻殿

堂。两年后，金雅梅为达· 席尔

瓦生下一个男孩。

但 37 岁时，金雅梅被查出

右乳纤维肉瘤，不得不切除乳

房。

即使在今天，切除乳房依然

对女性是巨大的打击，更何况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

金雅梅挺过了病魔，却没有

挺过丈夫日复一日的冷淡，她

离婚了，并且失去了对孩子的

监护权。不得已之下她托付伯

克利的好友协助照顾孩子，而

后回到中国治病救人。

“惟有老亲穉子尚留居美国

，骨肉分离，每萦梦想。”

幼年失去双亲、中年离异孑

然一身，还有比这更惨的事情

吗？

命运总是在这个时候给你猝

不及防的一击：还有。

但更不幸的是，儿子成年后

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场

婚姻生活留给她的只有痛苦的

回忆。

幼失父母，中年离异，老来

失子，她经历了女人一生最悲

惨的三种境遇。

晚年独自在北平生活的金韵

梅，除了仆佣之外，身边没有

一个亲人。

1934 年 2 月，她身患肺炎住

进了协和医院。作为一名医生，

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便把全部

的财产一一在北平的住所和全部

的现金悉数捐献给了燕京大学，

还将自己所珍藏的外文书籍捐赠

给了天津木斋学校。

1934 年 3 月 4 日，金雅梅医

生安息，在世 70 岁。

纵观金雅梅的一生，虽然极

尽坎坷，但她始终心挂他人，

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丰功伟绩

，用当时纽约时报对她的评价

较为贴切： 一位典型的中国进

步女性”、“当世最古老帝国

中的新女性”和“当今世界最

杰出的女性之一”！

金雅梅：被日本称为“时代传奇”

美国为她改法律，国内无人知晓

提起民国时期的传奇女子，大

家一般都会想到林徽因、陆小曼、

赵四小姐这些人。当时她们风光无

限，一直都是文人士子们茶余饭后

的谈资。而当时的中国还有这么一

位女性，不显山不漏水地救治了很

多人的性命，美国还专门为了她修

改了一项法律。可是这位传奇的女

子，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国人

忘记，甚至很多人都没听过她的名

字。

这位传奇女子就是金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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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片《一家子儿咕咕叫》在本届金马奖

夺下“最佳剧情片”大奖以及金马最佳新人

奖，导演詹京霖表示，这部作品不只是一个

家庭的故事，许多观众也领悟出电影背后有

许多人生的课题，包含生死议题，人之所以

生存的价值信念等。就像每个人都会有像

“阿钦师”的执念，导演也坦言自己曾经沉

浸在电影的世界不可自拔，幸好及时醒悟。

金马评审认为电影主要演员们的表现，

在各方面都统合得相当成熟，并表示“导演

詹京霖藉著养鸽人家错综难解的家庭习题，

洞见不可碰触的记忆伤疤，遮盖了多少人从

未痊愈的心灵。”詹京霖也表示，自己真心

感谢金马奖的肯定，让电影、主演跟剧组们

的努力被充分讨论，希望观众能持续跟著他

还有他的创作一起成长，奖项是个美丽的插

曲，期望自己能透过作品给予影迷“生命的

撞击”。

另外，导演詹京霖也分享背后拍摄秘辛

，由于鸽子的习性是“认家”，等于要自己

搭鸽舍养鸽还有训练，当时有人建议他“轻

描淡写”带过，但他就是要挑战这个不可能

的任务，否则一切就毫无意义，剧组从孵鸽

蛋开始，第一次要让鸽子们飞出去时都相当

紧张，土法炼钢一步一步训练，做了许多田

调，尽可能如实呈现赛鸽世界。

而今（21）日也公布《一家子儿咕咕叫

》手绘版风格海报，当中暗藏许多玄机，赛

鸽充斥整面海报“向死而生”飞入魔幻世界

，鸽子也交织成生与死的模糊界线，同时也

宛若鸟笼把每个人困住，相当富有诗意。

《一家子儿咕咕叫》剧情描述一个以赛鸽维

生的家庭，因儿子失踪、经济压力和青春躁

动，逐渐压垮彼此身心...而一名流浪少年的

加入，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变，一场风暴也

即将来临。该片目前已在全台戏院上映。

《一家子兒咕咕叫》奪本屆金馬最大獎
導演親曝拍攝秘辛

《一家子儿咕咕叫》的电影场景有9成在高

雄拍摄，而在2022金马奖颁奖典礼前两天，詹

京霖导演率领游安顺、杨丽音、李梦苡桦重返港

都参加首映会，表达感谢拍摄期间的支持，为了

捕捉赛鸽的特有文化，剧组寻觅许多地点，后来

拍板定案在大寮，导演詹京霖感激当时高雄愿意

大力协助，众影人也纷纷表示拍片的时候受到街

坊邻居很多照顾，很常被喂食，吃到当地许多美

味的水果，感受到暖暖的人情味，还特别安排一

场烤肉戏让大家入镜，并且表演得相当自然，让

人更佩服导演的调度，众人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再

到高雄拍片跟观光。

看到赛鸽就会想到身在这块土地的我们，也

像这群鸽子一样绕来绕去，不知道要绕去哪里，

有的最终还是回到家里。

为了祝福《一家子儿咕咕叫》上映，高雄市

政府特别献上美浓特有的“白玉萝卜”预祝《一

家子儿咕咕叫》在金马奖能拔得头筹；送上农田

里的红宝石-内门“红龙果”希望电影票房火红

大卖；高雄市政府最后送上“金钻凤梨”祝福所

有的工作人员好运旺旺来！导演詹京霖也在现场

分享：“超级喜欢高雄，每次来港都的心情就变

得很开阔，因为天气都很好。真心感谢高雄在我

们拍摄《一家子儿咕咕叫》给予很多帮助，这里

有全台湾最棒的协拍，勘景期间陪我们上山下海

，而且把剧本读在心里面，我有个场景只有写

‘后山’两个字，但他们非常贴心，列出很多适

合的景点，这么好的地方，下次希望有机会再来

拍摄电影。”谈到为何选赛鸽当拍摄题材，导演

表示北中南其实都有人在玩，一开始觉得这个风

景极为特殊，但后来看到赛鸽就会想到身在这块

土地的我们，也像这群鸽子一样绕来绕去，不知

道要绕去哪里，有的最终还是回到家里，因此让

我想拍摄这个议题。

《一家子儿咕咕叫》2020年11月开拍，游

安顺南下准备上戏时刚好遇到生日（11月5日）

，碰上剧组有些许状况正在协调因而顺延，让他

赶上当地朋友家的妈祖出巡，也趁此祈求开拍顺

利，后来《一家子儿咕咕叫》拍摄期间遇到问题

也都迎刃而解，并且没受到疫情干扰时程跟大家

的健康，而且电影也在金马奖入围开出漂亮成绩

，再次来到高雄，游安顺也特地拜妈祖致谢。他

更回想起，“高雄大寮邻居很相挺，而且在那边

拍摄一个多月，他们把我当成真正的邻居，很习

惯我的存在；当时住在六合夜市附近饭店，那里

的美丽岛捷运站很漂亮，自己搭捷运去大寮，超

级方便，但没有被认出来。最好笑的是拍摄期间

有人叫我大寮刘德华；真的很感谢高雄市政府提

供很多资源，让我们放心拍摄。”

杨丽音接著表示，“我妈妈是高雄人，这

里也是我第二个故乡。这次拍摄得到高雄的好

福气，因为天气好也没有因为下雨耽搁，当时

台湾疫情升温，但我们在高雄，刚好没有疫情

来搅局。而且这里有浓浓的人情味，像大寮的

邻居每次都会喂食我们，芭乐、玉米等，都是

一整锅来的，真的很开心。”片中演杨丽音女

儿的李梦苡桦则说：“因为电影来高雄待了很

长一段时间，来的第一个直觉是这里很大，因

为街道很大让人很放松，让我很常去按摩，而

且这边吃的很方便，我一有空就会去喝木瓜牛

奶，超开心。”

游安顺在《一家子儿咕咕叫》剧中，将阿钦

师颓靡的形象演得丝丝入扣，引起不少男女影迷

的共鸣，连他本人看完电影都坦承一度很讨厌自

己，但回首过往在婚姻跟工作上的颠簸，多亏于

乐观的性格才不至于走向死胡同，像是脱胎换骨

的“阿钦师”；正因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看尽人

生百态，游安顺大力推荐：“台湾男人都该看过

一次这部电影，女人更应该看。这是一部看完后

，会让你不断思考的电影”希望借此带来更多正

向的转念。

这次金马奖，电影的四位演员凭借细腻的演

技通通入围，也多亏导演惊人的“磨”力。众人

纷纷坦言首次前进金马奖感到很紧张也很开心

“一家在金马团圆”，游安顺表示心脏一直“扑

通扑通”，跑戏院活动搭电梯遇到路人，大家也

预祝他得奖，让他很害羞，胡智强笑道得知入围

最佳新演员的时候已经觉得意想不到，紧接著又

入围最佳男配角，当下都快哭出来了。最让一家

人紧张的是女配角是“母女厮杀”，杨丽音跟李

梦苡桦日前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故意互呛起来，

杨丽音：“得奖这件事人人有希望各个没把握．

．．当然是我啊！”李梦苡桦也展现电影里面呛

辣女儿的个性回嘴：“大家都很厉害啦！但这次

金马我就先拿啰”杨丽音不甘示弱，先称赞李梦

苡桦年轻又有才华，接著话锋一转：“既然你这

么有才华，这次就先让给姊”机智又逗趣的话语

笑翻全场。

《一家子儿咕咕叫》电影剧情大纲

这是一部关于一个想要放弃游戏的中年人；一个

兴致勃勃要进入游戏的年轻人；一只阴魂不散的鬼魂

；一个养鸽人家的家庭诗篇。

七年前比赛没有返回的赛鸽 043 现在飞回来了。

故事围绕在一养鸽人家。曾风光一时的职业赛鸽人阿

钦师（游安顺 饰），七年前寄予厚望的鸽子043比赛

没有回来，儿子也在某天上学路上消失，原本的和善

也益发暴躁，悄悄改变了家庭。“七年”是法律上失

踪者声请死亡宣告的期限。是否为失踪多年的儿子小

实声请死亡，阿钦师与阿敏（杨丽音 饰）夫妻不同

调，也使得女儿梦露（李梦苡桦 饰）有了波动，想

离家寻求自由。随著流浪少年小虎（胡智强 饰）的

出现，这一家人渐渐有了变化；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场风暴也即将揭开他们内心的伤痕……

《一家子儿咕咕叫》演员角色介绍

游安顺，饰演阿钦师 在剧中饰演男主人“阿钦

师”的游安顺，多次入围金钟奖已是戏精的他，今

年也首次入围金马奖最里男主角。在《一家子儿咕

咕叫》中，游安顺将一位暴躁、失魂落魄的父亲，

透过细微的表演方式及角色设定，诠释得淋漓尽致

，他说：“为了让阿钦师更立体一点，我为他设定

了一些人格跟生理上的缺陷，走路还要有点不明显

的跛脚”。

杨丽音，饰演阿敏 于综艺节目班底出身的杨丽

音，也在今年首度入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在《一

家子儿咕咕叫》中，饰演阿钦师的再婚对象“阿敏”

。杨丽音成功塑造一个任劳任怨，不管做什么都是为

了家庭好的女人，在戏中精湛的演出，可堪称是剧中

最令人心疼的存在。

李梦苡桦，饰演露露 于台北艺术大学毕业的李

梦苡桦，在 2019年以《三天两夜》入围台北电影节最

佳新演员奖，减龄演出备受肯定。在《一家子儿咕咕

叫》则以叛逆不羁的少女“露露”入围金马奖最佳女

配角。 面对家庭纷争的无所适从，李梦苡桦透过演

技，将青春少女的躁动、不安，及诠释得恰到好处。

胡智强，饰演小虎 胡智强首次报名金马，即双

入围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新演员，“不良少年”专业户

的他，在《一家子儿咕咕叫》则饰演流浪少年“小虎

”。他说：“我认为表演就是不断打坏自己再重组的

过程，非常迷人，表演也是一辈子的东西，永远认识

不完你自己。”表演方式多面向的胡智强，也成功地

将小虎心境上的孤独转换至纠结、牵挂，使得角色更

为立体。

BB66台灣影視
星期日       2022年11月27日       Sunday, November 27, 2022



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于大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林子棠）一代粵語

片紅星嘉玲21日於泰國家中在睡夢中離世，享年87

歲，契女郭秀雲於當日凌晨接獲噩耗，她透露嘉

玲患慢性肺疾一段時間，長時間在家臥床，如

今去世是一種解脫，但身邊人就當然不捨，她

表示非常難過並將盡快趕到泰國慰問契爺及

送別契媽最後一程。令人意外的是資深演員

黃栢文爆出原來是嘉玲的兒子。他已第一時

間飛到泰國，透露嘉玲遺體於本周六（26

日）進行火化。嘉玲是粵語片影星，與謝

賢、胡楓同期，紅極一時，嘉玲與謝賢不單是

銀幕拍檔，私底下更是情侶，謝賢更曾對外公

開承認“第一個深愛的女人”是嘉

玲。

◆◆謝賢與嘉玲謝賢與嘉玲
是銀幕上的金是銀幕上的金
童玉女童玉女。。

謝賢第一個深愛的女人謝賢第一個深愛的女人
嘉玲離世嘉玲離世

長子黃栢文身份曝光 令人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子棠）郭柏妍憑台慶
劇《下流上車族》在頒獎禮中獲提名“最佳女配
角”、“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及“飛躍進步女藝
員”。22日她與邵佩詩、何泳芍、葉靖儀和廖慧
儀為《歡樂滿東華 2022》滑板項目排練時，高興
指自己沒想過有份入圍，角色能得大家認同已覺贏

了，獎項平常心面對，並指每個獲提名的女仔都付
出好多努力，誰得獎也替對方開心，要多謝林敏
驄、鮑起靜和江美儀加盟劇集，才令大家留意到
她。笑問鮑起靜和江美儀也獲提名角逐“最佳女主
角”，手上的一票將投給誰？她即一臉為難指，手
掌手背都是肉，兩個都是心目中的視后，最好可以

雙視后。
此外，有網民指她與年輕時的江美儀撞樣，郭

柏妍大呼：“可以像美儀姐好開心呀！我更想學習
美儀姐那份演員的精神和態度。（可想像江美儀一
樣好身材？）我應該OK的，算是手長腳長、四肢
靈活。”

郭柏妍冀鮑起靜江美儀齊奪視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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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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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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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

◆◆王天林王天林、、劉家良劉家良、、嘉玲及關嘉玲及關
山曾為星光大道打手印山曾為星光大道打手印。。

◆郭秀雲
與契爺及
契媽感情
極佳。

◆◆嘉玲嘉玲（（右一右一））與姜中平與姜中平
（（右二右二））亦有合作拍片亦有合作拍片。。

嘉玲原名何珮英，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考入嶺光
電影公司訓練班，藝名何嘉玲。第一部電影

是1955年拍攝的《三妻奇案》，其後就改以“嘉
玲”之名拍片，並憑電影《九九九命案》而走紅。
從影以來主演作品逾60部，包括《五月雨中
花》、《追妻記》、《花花公子》、《英雄本色》
等，給人形象感性大方高貴。銀幕拍檔包括謝賢
（四哥）和胡楓等。而她與四哥不單是銀幕上的金
童玉女，更是戲假情真，兩人私下也曾是情侶。四
哥更曾對外公開承認“第一個深愛的女人”就是嘉
玲，可惜二人的戀情沒有開花結果。早年據嘉玲接
受肥姐沈殿霞訪問時披露當年同謝賢拍拖，雙方感
情很好，分手原因是她想結婚時，四哥當紅，未想
太快結婚，嘉玲提出分手四哥沒有極力挽留，就算
嘉玲告訴他有人追求她，四哥仍沒有醋意，最後於
1963年，嘉玲與拍拖一年的泰國華僑姚武麟結
婚，婚後育有兩女一子。在其告別作《人海奇花》
中，嘉玲扮演一名心理不平衡的女子，專門報復男
性，突破一貫的正派戲路。自1967年息影後，嘉
玲就跟隨丈夫定居泰國曼谷。雖然息影，她仍與圈
內人仍有聯絡，熟人去曼谷探她也會帶他們行街食
飯。

黃栢文低調想保媽媽私隱
今次嘉玲在睡夢中與世長辭一事，亦曝光了

資深演員黃栢文原來是嘉玲的兒子。身在泰國的
黃栢文22日晚接受TVB娛樂新聞台的電話訪問，
表示已於收到消息的翌日和女兒搭乘早機飛往泰
國，第一時間到泰國，把媽媽移到廟內、先頌經3
日及完成有關禮節，本周六（26日）進行火化，
而有關後事由泰國人的弟妹處理，他主要是送
別，星期六送完媽媽最後一程就會回港。

黃栢文憶述最後一次見媽媽是上月底飛到泰
國見面，他說：“因妹妹指媽媽情況不樂觀，全
家人即放下手上工作飛到當地，而媽咪看到我們
時，精神忽然好了很多，畢竟因疫情關係已兩年
多沒見面，只能電話溝通，而電話中聽到媽咪說
話已經很辛苦，要猜媽媽在說什麼，因媽媽肺部
問題、呼吸不順，不夠力氣說話。我還記得要離
開的那天，媽媽不想我們走，我還跟媽媽說很快

就會回來見面，她才放開我的手，沒想到這麼
快……”此時電話中傳來飲泣之聲，黃栢文要歎
了口大氣才續指，知道媽媽有好多話想跟他說，
但很難講得出來；而平日兩母子會分享很多事，
知道他入行後也教他很多有關事情，包括做人、
如何守行規及演員道德等，就連自己每完成一個
不管是台前幕後的作品，媽媽都一定會看，就像
交成績單；又指媽媽從不對他嚴厲，是一位好媽
媽、好妻子、好外婆、好祖母，是典型的賢妻良
母。

黃栢文和嘉玲的母子關係相當低調，他稱由
於不想揭媽媽的私隱，只道並非與媽媽一起長
大，自少隨爸爸到了外國，到六七歲才首次跟媽
媽見面，其後大家很少聯絡，只間中如過年會飛
到泰國見個面，直至長大成人後才再在一起、多
了聯絡，過年時也會全家一起；而媽媽對他的女
兒也很寵愛，因是第一個孫女。

談到深刻回憶，黃栢文不諱言小時候曾有心
結，他稱最深刻是結婚時，今日通知媽媽，第二
日媽媽就即刻回港為他處理結婚的禮節，如過大
禮及其他，最深刻的感覺是知道媽媽都很愛惜
他、在她心目中是有分量的，說時又有飲泣聲，
亦經此解開心鎖，明白到何以當年媽媽會離開
他。

郭秀雲甚得嘉玲愛惜
對於契媽離世，契女郭秀雲心情難過地表

示：“我是昨天（21日）早上六七時收到消息，
照顧她的護士在半夜發現她在睡夢中離世，當時
契爺仍在睡覺，她立即通知身在新西蘭的契姐
（嘉玲二女），我收到消息後未能聯絡契爺，他
沒有開電話，我最擔心他，因為疫情幾年他的身
體也大不如前，幸好契哥（二兒子）已趕回到家
陪伴父親，我會盡快趕到泰國慰問契爺。”郭秀
雲透露契媽是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離世，她說：
“契媽近年身體一直轉差，最後一次見她是2019
年的時候，因為我和契爺與契媽都是12月生日，
那次專程去泰國和他們慶祝，契媽覺得自己不像
以前靈活很少上街，閒時喜歡看劇集，但她好愛
惜我，還和我出外吃飯，她心情非常好！可惜疫

情這幾年都未能再前往探望，原本計劃12月再到
泰國一起慶祝生日，沒料到契媽先走一步，心裏
很難過，契姐（大女兒）去年亦已去世。”

郭秀雲與嘉玲很有緣分，自小已是她的契
女，更巧合契媽又是其奶奶（龐傑母親）的契
女，她憶述眼中這位高貴優雅的嘉玲契媽：“契
媽是個不多說話的人，但她很疼愛我，很喜歡和
我傾做人的道理，如何照顧老公，遇到困難怎樣
處理，她做過幕前，有很多心聲分享，令我獲益

良多。我結婚時她送過我一隻泰國古董手鐲，上
面是蛇型設計鑽飾，泰國人送女出嫁都會有這種
傳統，契媽結婚時都收過奶奶的禮物，她是戴上
手臂的，今次去泰國我都會戴上它。”

郭秀雲慨嘆因為疫情，身邊失去了朋友和親
人，“令到我覺得更珍惜現在，更加積極做想做
的事情，年齡只是一個號碼，每個人都可以過得
充實，掛念誰就打電話多見面，不要想時間還多
着，要好好珍惜身邊的人和事。”

胡楓（修哥）亦是粵語片年代的
當紅小生，曾與嘉玲結戲緣合作
《歡喜冤家》，修哥表示大家合作
機會不算太多，但合作期間就很
好朋友，會開心的相約謝賢和林
鳳在休息時4個人去吃飯和跳舞，
但自嘉玲婚後移居泰國就很少見
面，對嘉玲離世感到難過，並會懷
念對方。

至於劉丹（丹爺）表示雖然沒有跟
嘉玲合作過，但曾有一面之緣。他
稱20多年前，跟隨明星足球隊到
泰國遊玩，嘉玲和老公兩公婆有
招待他們，丹爺大讚夫婦二人好
好人、好客氣：“有那樣身家和
地位，但對人好謙虛，最難得是嘉
玲的老公不認識我們，但因我們是嘉

玲的好朋友也一起作招待。”

胡楓深表難過及懷念

◆◆左起左起：：郭柏妍郭柏妍、、邵佩詩邵佩詩、、何泳芍何泳芍、、葉靖葉靖
儀儀、、廖慧儀齊踩板廖慧儀齊踩板。。

◆右起:嘉玲和丈夫、沈殿霞合照。

◆◆嘉玲嘉玲（（左左））與兒子黃栢文與兒子黃栢文
（（右右））外遊時與親友合照外遊時與親友合照。。

◆◆周驄周驄、、南紅南紅、、嘉玲嘉玲、、謝賢當年同屬謝賢當年同屬““光藝光藝””紅星紅星。。

◆◆胡楓難忘與嘉玲胡楓難忘與嘉玲
一起玩樂的日子一起玩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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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休斯頓報導) 如同日昇日落，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有開
始也有結束，臨終是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無論富貴貧賤、
種族、職業，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對終點做好生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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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更改變了許多人對生死
的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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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計畫」。為善終做好規劃
，就如同好的財務規劃一般，既減輕自己與家人的負擔，也能避
免不須要的麻煩。
為什麼 「生前計畫」 如此重要?

尊嚴紀念館 (Dignity Memorial)是全球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
念墓園，在全美有2200多個地點。我們請到其中的吳玉玲顧問來
為民眾談談，為什麼 「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做了計畫可以幫助減
輕哪些負擔？

吳顧問表示，本公司每年為成千上萬的家庭提供服務，每天
都遇到許多沒有預先做生前計劃的人，而突然卻面臨著要處理親
人的後事，這是他們從未做過的突發狀況，壓力非常大，沒有經
驗卻必須在48小時內決定許多事情。
經濟上和情感上的壓力

死亡意外發生時，家人會承受兩種負擔，那就是經濟上和情
感上的負擔。大家知道，處理後事時，喪葬費是沒有折扣的，無
論當時的價格是多少，家人都必須全額支付，在執行殯儀服務之
前，所有款項都必須付清。

親人過世後最初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
段。如果在生前預先計劃好自己的葬禮，無論是要土葬或是火葬
，葬禮應如何安排，都能完整的寫下您的意願，並預先安排費用

，這可為您的家人提供他們所需的情感與精神的恢復
時間，而不用在倉促間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
定。家人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互相支持之中，回憶過
世親人的點滴，並逐漸恢復難過的心情。
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預先選擇生前計劃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
規畫，還可以減輕家人許多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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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父母多年前預先做
了生前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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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省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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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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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休斯頓的劉女士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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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特別推出：“60 天首付延遲”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園殯儀館和墓園(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意的風水寶地，也是既有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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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gnity Memorial最受華人喜歡的墓園是Memorial Oaks。本月推
出優惠: 高達 12%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特別推出：“60 天首
付延遲”， 明年 1 月才需按月付款，60個月0%利率，無需信用
評估，身前契約高達10% Off，優惠只到本月底前有效。立即致電
：832-494-6710(吳玉玲)。Memorial Oaks地址: 13001 Katy Free-
way | Houston。

投資未來投資未來 預先計畫減輕家人的負擔預先計畫減輕家人的負擔
鎖定現今的價格鎖定現今的價格，，免受通貨膨脹影響免受通貨膨脹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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