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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女歌手戴格爾流行女歌手戴格爾：：從從““美國偶像美國偶像””
失敗者變成休斯頓牛仔節的頭條新聞失敗者變成休斯頓牛仔節的頭條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基督教流行女歌手勞倫·戴格
爾 (Lauren Daigle) 於 2023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晚上在休
斯頓 NRG 體育場舉行的休斯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
中精彩亮相，她是第二位在牛仔競技表演中演出的基督
教流行歌手（澳大利亞二人組 For King & Country 的
Joel and Luke Smallbone兄弟是 2022 年的第一人）。
但這位流行女歌手在片場遲到了幾分鍾後來炫耀她的鄉
村音樂風格。

戴格爾向 67,131 名觀眾發起了幾輪“鄉村音樂問答
”挑戰。當樂隊演奏仙妮亞·吐溫（Shania Twain）的
《男人！我覺得自己像個女人》（Man! I Feel like a
Woman）和加思·布魯克斯（Garth Brooks）的《低地
朋友》（Friends in Low Places）時，她讓歡眾們和她
一起唱歌。然而，觀眾似乎對《來自蒙哥馬利的天使》
（Angel from Montgomery）基督歌曲感到難過，這是約
翰·普賴恩最著名的曲調，然後她清唱了幾秒鍾的《朝九
晚五》（9 to 5)，穩定觀眾的情緒。

這位出生在休斯頓附近的查爾斯湖（Lake Charles
）的基督教女歌手在聲音和視覺上都與愛和團結有關。
她穿著一件白色夾克和褲子，上面印有彩虹、鮮花、星
星和讓人感覺良好的短語：“我愛小狗”、“天使”、
“蝸牛步伐”， 銀色彩秀環繞著她的雙眼。

正是這種愛所有的心態讓她成為跨越基督界的流行
歌明星。她的歌曲《你說》（You Say）成為跨界流行
的熱門歌曲；《看著孩子》（Look Up Child）是 20 多
年來女性基督教專輯排行榜最高的歌曲（第 3 位）。

她長的非常漂亮，在舞台上很有魅力，唱得似乎也
很開心。她的音樂同樣明亮閃耀，但她有一種獨特的嗓
音，這給它帶來了受歡迎的優勢，這讓她在多季的“美
國偶像”（America Idol) 中露面。

在舞台上，戴格爾得到了叁位深情歌手的支持，以
及一支包括休斯頓打擊樂手哈維爾·索利斯 （Javier So-

lis ）在內的樂隊的支持。開場曲《滾石依然》（Still
Rolling Stones）受益於小圓號的伴奏及其《崛起》
（rise up）與叁位伴唱歌手的合唱。 《你的翅膀》
（Your Wings）沿著輕雷鬼節奏彈跳。 《 回家》
（Come Back Home）融合了電子舞曲音樂（EDM）的
元素。

她演唱了幾首新歌，包括下週發行的單曲《我願意
感謝上帝》（Thank God I Do）和《等待》（Waiting)
。在歌曲之間，她談到了她的信仰。

她說：“我喜歡無論你走了多遠，上帝總是有你的
電話號碼。我很高興今晚能為他唱歌，這是我唱過的最
好的東西。”

體育場歡眾齊喊：“阿門。”
戴格爾的演唱生涯並非一帆風順，她在“美國偶像

”中經曆兩次失敗，她總是遇到少數唱得並不好的幸運
的歌手。盡管多次嘗試歌唱比賽，盡管她在“美國偶像
”中表現很好，但她聲音中的深情色彩和對福音的天生
親和力揭示了她在南方的童年，但正是那些可能讓“美
國偶像”評委們反感的宗教色彩，使戴格爾不適合真人
秀，使她從未進入好萊塢。但她確實成功地進入了 Bill-
board 200 榜首的前兩位。她的突破性單曲《你說》
（You Say）贏得了格萊美獎。她找到了一條自己的道
路，這條道路被證明更有價值。

戴格爾設法將這首《你說》和她的首張專輯《看著
孩子》同時登上了 Billboard 流行排行榜和基督教排行榜
。她在 2018 年的突破讓人感到突如其來，但她一直躲
在眾目睽睽之下。戴格爾曾與福音樂隊 North Point In-
sideOut 合唱，並引起了足夠的興趣，她的第一張專輯
《怎麽會這樣》（How Can It Be）於 2015 年首次登上
基督教排行榜的榜首，但它沒有引起當代基督教圈外的
注意，但《看著孩子》是一個合理的成功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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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
之中，死亡是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有上車也有下車的時候
，不同站有不同的風景。無論貧富貴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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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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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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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斯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
墓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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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幫助我們降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吳顧問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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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最好的特惠，僅在3/11開放日有效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園殯儀館和墓園(Memo-
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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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Oaks將於3月11日(星期六) 10 AM–2 PM舉辦清
明節VIP新墓產發布會，對公眾開放參觀，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
優惠，至少 16% Off生前計劃墓產優惠，48個月0%利率，無需
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12% Off。這是今年最好的優惠，優惠
只在開放日(3/11)有效，先到先得，請把握機會。立即致電預約
：832-494-6710(吳玉玲)。
Memorial Oaks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清明節清明節VIPVIP新墓產發布會新墓產發布會:: 33//1111
今年最好的優惠今年最好的優惠 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香港摩天大樓發生火災香港摩天大樓發生火災 170170多人被疏散多人被疏散
【美南新聞泉深】香港政府表示，週四深夜一座摩天大樓發生火

災後，大約170人從香港購物區撤離。
整個夜晚和星期五凌晨，消防隊員都在尖沙咀區的一個重建項目

中與大火搏鬥，從維多利亞港的另一邊可以看到火焰。
據路透社目擊者稱，大樓的幾層樓被大火吞沒，包括竹腳手架在

內的燃燒的墜落碎片在鄰近的建築物中又引發了較小的火災。
香港消防局副局長姜世明（Keung Sai-ming音譯）告訴記者，

250 名消防員和救援人員與大火搏鬥了整整一夜，直到當地時間上
午 8 點（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0000 點）左右大火被撲滅。

他說，起火原因正在調查中。
據該公司網站介紹，該建築是帝國集團的一個 42 層高的項目，

用於容納該市的海員會俱樂部和一家酒店。
海員會於1967年開幕，為海員提供負擔得起的住宿，深受途經

香港的海事工作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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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曾就近日華人娛樂圈中一件大新聞
：台灣上世紀七十年代著名歌手劉文正
已經宣告離世，但突然又宣稱 「尚在人間

」。在這三十二年來，他的“死訊”已不知己出現過多
少次了。我問永福殯儀館三位老細： 「你們經營殯葬業
三十多年，曾經聽過這樣的新聞否？」他們反問我：
「你呢？楊兄？
劉文正之所以“詐死”，源於其經理人不堪別人要求

劉文正復出邀約的煩擾。事實上劉文正確曾有着很大的
影響力，不僅被譽為華語歌壇“偶像始祖”，多位內地
歌手都以翻唱劉文正的歌曲成名，更曾出現所謂的“男

學劉文正”的風潮。
當年不少台灣歌手都會來港登台，惟那個年代紅館表演塲館尚

未出現，所以這些歌王歌后大多都是在酒樓夜總會內開騷。
那時每有過江龍來香港演出，酒樓夜總會都會發放消息予傳媒

代為刊登。劉文正相關的宣傳稿中，除了提及他所唱的《蘭花草》
享譽東南亞之外，更很奇怪地會指劉文正初期所唱的歌曲“陰陽怪

調”，卻能緊扣聽眾心弦。
這份宣傳稿其實相當奇怪，因為“陰陽怪調

”絕對是負面形容，但為甚麼又會放在宣傳稿
上呢？原來劉文正在中學時期參加了學校的詩

歌班，初時唱的大多都是英文歌。一九七一年，劉文正參加台視歌
唱比賽獲第五名，曾被安排在電視節目上表演。他唱的正是很討年
輕人歡心的熱門英文歌如《Yellow River》及《Sugar Sugar》等，惟
很快他便消失幕前。原來他去了服兵役，但也因此認識了劉家昌。

劉文正也明白在華人社會唱歐西歌曲會令前途受限制，於是經
過一番苦練，改唱國語歌曲。改唱國語歌的劉文正，比之前唱英文
歌時的歌藝進步不少。但他的腔調，初聽時會覺得怪怪的不大習慣
，原來是綜合了歐西曲和時代曲的唱法，形成了一種別有風格的演
唱方式。正是這種糅合了兩種風格的唱腔，更令他呈現出獨特的風
格。形成所謂的“陰陽怪調”。

劉文正當年能走紅台灣，除了獨特的唱腔及歌喉之外，樣貌也
是一大賣點。那個年代的台灣文藝片小生，離不開“雙秦一鄧”，
亦即秦祥林、秦漢及鄧光榮；情況類似香港也曾出現的“雙周一成
”（周潤發、周星馳及成龍），幾乎霸佔了全部文藝電影男主角。

劉文正當年在台灣影壇的最大賣點是清純，甚至有人曾將他跟
初出道的林青霞相比。劉文正的首部電影是白景瑞導演的《門裏門
外》，但在此之前，劉文正本是先接拍白景瑞的《大喜事》，而劉

文正原被安排跟艷星有床戲
的角色，但他不僅沒有艷福
不淺的念頭，甚至寧以退出
電影圈作為籌碼堅持拒演，
也許正因此反而令白景瑞對
他另眼相看，白景瑞大概也
估不到劉文正拒演之事會再
次發生，因為今次被安排演
出的角色已沒有床戲及裸露
鏡頭。劉文正拒演的是電影
《秋歌》，他原被安排飾演
女主角林青霞的智障弟弟，
但劉文正卻怕演過智障角色
後會被定型，同時也嫌棄角
色戲份太少，所以決定辭演
。一般情況而言，影壇新人哪敢有拒演的事，但偏偏劉文正就是不
怕，因為他拍電影根本就是玩票性質，反正家境富裕，而且其時他
已走紅樂壇，甚至連歌也不唱仍可過着上流社會的生活，所以說拒
演便拒演。

有錢就是任性。這句話早在幾十年前便可體現在劉文正的身上
。

再談 「死過翻生」 劉文正

時光荏苒，轉瞬之間‘俄
羅斯侵佔烏克蘭的橫蠻戰爭
，己有一年光景；不過依目

前雙方的動態來看，可能還要多打半年，在四月到九月之間或會迎
來決戰。

二月二十日，在俄烏戰爭爆發即將滿一周年之際，美國總統拜
登突然閃電出訪烏克蘭首都基輔，並與澤連斯基進行了會談。

美國作為全球最強的軍事大國，美國總統在二戰後是從未出訪
過一個處於戰爭狀態、又沒有美軍駐紮的國家。已經八十高齡的拜
登，坐飛機到達波蘭之後，祕密地就帶著助手、醫療團隊、少量官
員和維安人員，乘坐十小時火車進入烏克蘭，隨行尚有兩名記者，
以美國總統而言，絕對是輕裝簡從。那拜登是冒著被俄軍攻擊的風
險而進入烏克蘭？當然不是，白宮在總統到達歐洲之前，已經將拜
登訪問基輔的消息，通報了莫斯科。所以，俄國是事先知道拜登要
去基輔的，也就當然不敢冒世界大戰的風險來攻擊拜登。拜登也只
在基輔中逗留了五小時，又再登上火車返回波蘭去。今次拜登訪烏

行程非常短暫，但意義卻是非
同小可。
除了拜登這位老人家表現出令
人意外的膽識和魄力之外，他

親身出現在基輔，所帶出的意思就非常明顯：美國全力支持烏克蘭
。經歷一年的俄烏戰爭，西方各國對烏克蘭的態度是有所變化的了
。從戰火一開始，是懷疑澤連斯基政權能否挺住，後來比較擔心戰
事會否久拖不決，直到現在幾乎所有親西方國家都明確表態，並以
行動支持烏克蘭。擺上俄烏戰爭這場賭局上的籌碼越多，萬一輸了
就更慘，普京一直不肯止蝕離場，拜登訪烏就是要 「曬佢冷」。

在這個時候，中國國務委員王毅，也在歐洲，與歐盟官員在慕
尼黑安全會議上會面，也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烏克蘭的外長
庫列巴，隨後出發往俄國訪問。雖然最近西方一直在吹風，說中國
準備向俄國提供武器，但其實王毅在慕尼黑時己直接否認這種說法
。王毅這麼忙碌穿梭各國，真正目的是甚麼？勸和促談…這不是在
過去一年中國多次說到口臭的門面話嗎？中國若是真心希望停戰，
要求俄方立刻撤出鳥克蘭，普丁即使天大不願，也會聽從習總的勸
諫，但中國卻偏偏只賣 「乖乖口」，無他，習總是要嘗試從中國的
國家利益角度中去看這場戰爭的。

在戰場上烏軍戰意高昂，有美歐各國的不絕支援，大概是輸不了。
俄國再繼續在戰事中把國力耗下去，萬一油盡燈枯，會有兩個最差
的結果。第一種情況、發射核彈〝攬炒〞，那就是逼北約出兵，演
成世界大戰；第二種情況，就是普京的管治崩潰，俄羅斯聯邦解體
。世界大戰這種把人類推向滅亡的玩法，當然不是與這場戰爭無直
接關係的中國所樂見，但即使是俄國解體，也會給中國極大的麻煩
。內地也有小粉紅，可能在看完電影滿江紅後腦充血，要踏破外興
嶺、收拾海參崴，把俄國從清朝搶去的土地拿回來…事實上，俄國
崩潰對中國有兩大弊處。
一、在大國競爭上，沒有了俄國，就只有中國單獨與美國為首的整
個西方陣營對抗，那中國將完全處於下風，對中國長遠發展非常不
利；二、俄國若崩潰成一堆小國家，將會在中國的北方形成一個巨
大的真空地帶。它可能成為一個恐怖活動、非法交易、洗黑錢、毒
品甚至核武擴散的溫床，而這個地方與中國接壤。中國將要面臨極
高的處理成本。

因此，給俄國武器讓戰爭繼續打下去，是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
。相反，是趁俄國的國力還未全部賠進這場賭局，勸普京認賠殺出
，中國大可以經濟手段作為利誘。在戰略上，保住俄國國體，中國
就依然有一個 「核盟友」之餘，亦確保了中國北部邊界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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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向普京曬冷 俄國能將如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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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佈首份《財政預算案》
。在這之前，大部分香港市

民認為： 新上任的港府，會照顧廣大市民的心願，作出惠民怡民
的政策，好讓大眾可以安然渡過新冠病毒所帶來的重重枷鎖。誰
知當天財政司公布之後，劣評如潮，在千億財赤的背景之下，港
府高官有大條道理來做其孤寒財主。

在翌日的一個電台 「烽煙」節目播出中，不少聽眾便鬧爆港
高官今次在預算案中向市民 「派糖」大大縮水，是太過吝嗇。至
於在立法會的 「議事堂」上的議員，更狂轟政府沒有照顧中產，
形容為 「碗飯冇餸」。除了基層難過、中產慣性被忽略，更大的
隱憂是政府開源無方，繼續旨意售賣香港地皮來支撐政府庫房，
這種單一造法，很容易 「陰溝裏翻船」隨時無以為繼。

更不堪的是，原本已近乎無法享有任何福利的所謂中
產人士，預算案直情向他們 「開刀」。包括薪俸稅和
個人入息課稅寬減上限，由一萬元減至6,000元；物業
差餉由全年有寬減削至只寬減首兩季；提出累進式差

餉形同 「打完八十大板又再打八十大板」；雖有增加子女免稅額
，但父母免稅額不足；外傳有可能落實的外傭免稅額，，不見蹤
影等。

事實上，香港許多所謂中產，生活一直捉襟見肘。他們上有
高堂，下有子女，一個四口家庭隨時要養起八口人，加上供樓或
租樓開支，七除八扣，每個月所餘無幾，同高官想像中的 「飲紅
酒、聽古典音樂」的中產相差又豈是十萬八千里。實際上是差之
毫釐，謬之千里，正因為高官生活脫節離地，制訂的政策往往閉
門造車，無法貼合民情，自以為絞盡腦汁，到頭來換不到民眾掌
聲，只有向港府咒罵之名。

預算案對中下階層人士不屑一顧也就罷了，畢竟 「嫌貧愛富
」向來是港府官老爺的慣性。然而，面對當前香港百廢待興的困
境，預算案完全沒有提出前瞻性的財政策略，依然旨意賣地來增

加庫房收入，隨時會適得其反。港府擬在今年內推出12幅私人住
宅用地拍賣，合共可建9,120個單位，屬2019/20年以來新高。高
官對此顯得自信滿滿，但目前樓市跌跌不休，近期地皮流標不斷
，顯見地價過高，發展商興趣缺缺，對前景也沒有信心。這本通
書是否還可以讀到老，怎能不令人大有疑問？

有議員也一直指責政府，應該研究開設新稅項，不能一味只
靠發債和賣地。這樣說不無道理，但香港向來以簡單稅制見稱，
開徵新稅阻力不小；何況歷屆政府皆毫無魄力與承擔，高官但求
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試問如此 「艱巨」的
任務，他們怎敢挑戰？開源無計，財來無方，一味壓縮對市民的
承擔，香港未來前景將會怎樣，思之令人惴惴不安。

這些年來，香港原地踏步，毫無長進，由 「這個港那個港」
到 「六大優勢產業」；由 「將餅做大做闊」到 「八大願景」，結
果全部都是煲無米粥。從這份預算案觀之，現屆政府能否跳脫固
有藩籬，創出一番新氣象，實在令人無法樂觀。

綜觀今次預算案，可以用上 「基層苦 中產更苦 、開源難、未
來更難」這14 個字來一言可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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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基層苦中產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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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老了，这事他不同意。他开始用黄永

玉的方式反对自己的衰老。摔倒伤了骨头，住院

动手术，往骨头里钉了钉子。医生安慰他，人老

了，不能走路很正常，做这种手术之后要是还想

走路，三天之内就得下地练习，这是年轻人才做

得到的事，下地练习那么疼，老人不必勉强。然

而，三天之后，黄永玉站起来了，老不老他不管

，他要重新走路。

家里的餐桌前挂着一副对联，他在题跋里写

道，「人老不怕，就怕颓废和意志消沉。看我们

今天多带劲！所以今天我写这副不对仗的对联来

长长我们老头老太太的志气，什么七十不留宿，

八十不留饭的混蛋话！」

这副对联写的是：

人说八十不留饭

大伙喫给他们看

上面密密麻麻的是平均年龄80岁的老朋友签

名，都是北京人艺来万荷堂吃饭的老艺术家，包括

时年88岁的郑榕、85岁的蓝天野（已故）、82岁

的朱旭（已故）、77岁的张曼玲、72岁的吕中和徐

秀林，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卢燕，当时也已85岁。

他近乎赌气地想要证明，衰老偏偏可以很帅

气。一个老人也可以像年轻时一样活着，还有爱

情，还有友谊，还有作品，还有希望。

黄永玉98岁时作的画，上面题着「我九十八

了，活该请您来万荷堂喝一杯。」

于是，黄永玉成为了北京城最年轻的老头儿

。他喜欢坐敞篷跑车出门。住院醒来的半夜里，

他坚持要喝一瓶雪碧。他还要给张梅溪打电话，

耳朵听不到了，他们就写信。两个90多岁的老人

照样要谈恋爱。他们在同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给对

方的话，笔记本的边角上是卡通画，一只小狗和

一只小猫笑眯眯地手拉着手。女儿在香港北京两

地飞，负责给两个老人传递情书。

晚年的张梅溪忘记了很多事，黄永玉就把他

们的故事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女儿在病床前给

她读《无愁河》，写到他们的19岁，写到了最初

的相识，一到这种时候，张梅溪会醒过来，想起

同一时期的细节。她已经没办法握住笔，本子上

的字歪歪扭扭，不同段落常常重叠在一起：

我最亲爱的好爸：

我很挂念你……我十分想念你，你来这里住

，好吗？……你的画，很好，我一看就知是我爸

爸，爸爸你一定好好中意我吔！我们都十分中意

你，挂念你！你来！！我天天炒菜给你。

今日下雨，我中意下大雨，好好玩啊！

亲亲你好爸爸。

你的大头女，

溪

然而，衰老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前路少有

坦途，多得是无能为力。2019年，香港机场交通

阻断，黄永玉困在北京。他只能这样回信给他的

爱人——

梅梅妈妈：

你说这个世界好不好笑？香港今天变得这么

混乱，我原本想回来看看你，都办不到了，只好

等香港早一天平安，好让这两个九十岁的人见见

面。

我自从摔了那一跤之后，人完全和以前不一

样了，生龙活虎的人，走路都慢慢一拐一拐地了

。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脑子和手依然灵活。要不然文章和画画

都弄不成了。感谢上天。

我仍然祈求老天让香港早早恢复正常秩序，

以便我能早日回香港看你。

吻你！

老爸，北京

这封信没有回信。两个月后，新冠疫情在全

球爆发，再等两个月，香港政府实施了入境限制

，又过了两个月，黄永玉接到了一则来自香港的

消息。北京的家里很安静，旧烟斗整齐地摆在柜

子上，小猫窝在沙发上晒太阳，房间里摆满了花

，正如女主人喜欢的那样。一个人的时候，黄永

玉用正楷工工整整写了一张纸条，这是他写的最

后一封关于张梅溪的信：

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分逝世于香港港怡医

院，享年九十八岁。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

限制，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

身边的人们看得出他伤心，但没有人见到他

哭。他请人把张梅溪15岁的照片装在镜框里，放

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剩下的时间，他的日子还

是一样，早上画画，中午写字，晚上抱着小猫，

一个人看电视。

和他聊天的节奏越来越慢，故事讲到一半常

常会停下来。他还是喜欢讲笑话，讲梅溪遇到小

混混，俩人一起去教训他们，把人吓跑后哈哈大

笑。他最喜欢讲第一次见到的梅溪，她穿着白色

裙子，背对着自己，在房间里和着钢琴伴奏，唱

Ave Maria（圣母颂）……

这是一个他没有讲完的故事，因为讲到这里

，他就停了下来，仰头望着天花板，盯着灯光发

呆，他不再说话，所有皱纹渐渐舒展开来，大概

在记忆里见到了谁，最后一个人自顾自地笑，

「嘿嘿！」

我是在跑万米

黄永玉最近重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但

他看的版本是自己年轻时读的《大亨小传》。他

又翻出来《万象》杂志的过刊，重读了胡适。他

开始找过去的音乐听，手机排行榜上都是老歌，

后来我放给他一首歌，他侧过身子用还能听得见

的耳朵听，听出来是《忧愁河上的桥》，第一反

应是兴奋地招呼女儿过来，「妹妹！妹妹！」两

个人凑在一起听过去的旋律，直到今天，他还唱

得出《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黄永玉有很多珍藏的宝贝，他也乐于分享。

他说他把自己在《诗经》中最喜欢的一首诗刻在

了木头上。在万荷堂的画室里，我看到了这六块

大木头，那是朋友从云南送来的金丝楠木，黄苗

子也欣赏这首诗，爬上梯子直接给他题写在木头

上：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

这是《大雅· 生民》里讲后稷的故事。后稷

名「弃」，这也是一则名副其实「弃」的故事，

后稷一出生就遭受抛弃，所幸每次都能得救，被

弃置在窄巷里，牛羊避开他走，不伤害他，后来

扔在树林里，樵夫救走了他，最后放在寒冰之上

，大鸟用羽毛盖住这个孩子，保护他长大。

与他共鸣的似乎都是「弃」的故事。贝多芬

音乐强力但是底色悲凉，肖邦有背井离乡的离国

恨，拉赫马尼诺夫的底色是悲哀，帕格尼尼也并

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紫苑草》讲了一种底层现

实：纵然努力对抗命运，却依然负担着人生的无

奈和沉重。

黄永玉说，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有些事现

在能讲，有些事要很久之后才能讲，他讲出来不

是为了发表，也不求出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

眼睛红了，他说自己所希望的是，再过100年，

至少有一个人知道黄永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没有奴性的人」，「一个没有低过头的人

」。

我问黄永玉，为什么喜欢画荷花。他显然不

是为了荷花的高洁而画了一辈子。「出淤泥而不

染」，他一遍遍在画里题跋反驳周敦颐，「没有

淤泥，荷花如何活下来？」

关于荷花，他曾经这样解释：小时候在外婆

家住，闯祸后常常躲在荷塘里，一躲一下午，也

顺势看了一下午荷花。他发现荷花不像君子们画

的那样干干净净，真荷花里面有泥苔，周围也很

热闹，青蛙、水蛇、蜗牛、螺蛳、蜻蜓，全在一

块儿。他喜欢这种热闹，这是一种人生的妙。

但这一次，他重新解释了荷花。他在笔记本

上画了花的解剖图，荷花杆是中空的，但它足以

顶起一朵盛放的大荷花。荷花杆的内部切片里是

无数个小管，整整一把圆管聚在一起，狂风暴雨

过来，荷杆固然柔软纤细，但既不会断，也不会

倒。它的特质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不可摧毁。它

就像是沈从文画给自己的小船，在小小的波浪中

也动荡不止，但是到了大浪里也不会翻沉。于无

声处坚韧怒放，这就是黄永玉的荷花。

「我能忍受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委屈，那种痛

苦，我能忍受。不是一件事，是多少个。这一点

我不讲给别人听，是我心里得意的地方。人同人

之间的那些问题，受到一点委屈，受到苦，很苦

的。我当天感觉有点不好受，第二天就做别的事

了，不太去想它。想它一点用处也没有，真是好

苦，但是这一辈子，这种苦同我的努力，同我的

用功，不能比。」黄永玉说，「我是在跑万米，

不像跑一百米那么好看。跑万米绕圈的，不太有

人看。我就是一个跑万米的人，要是有人说我跑

得不好看，跑得慢，你不必停下来说道理，那就

浪费了。让这个生命远一点，跑到终点是我们的

目的。」

最后一次拜访黄永玉，窗外满是太阳，丝毫

没有要下雨的样子。阳光从彩色的玻璃照进来，

大黄狗和小猫一起窝在桌子底下睡午觉，黄永玉

还是在讲笑话。

「『四人帮』垮台了，我那时候正在画毛泽

东纪念堂的壁画，住在华侨大厦。有人告诉我，

有一个人在南京跟着你们走了一路，是他报告的

江青，现在就住在华侨大厦，跟我们住在一起。

我说，太好了！找几个人打他！」

这时候，他的女儿拿来了一盒喉糖，他拿出

一颗，递给听笑话的客人，「你吃一个糖，这个

糖是我的家糖，我最爱吃的。」嘴里嚼着糖，他

很开心，笑着继续讲，「这个事情现在不会有了

，那个时候有机会还会动动手。」「贺敬之管文

化方面的事，他打电话给华君武，说，黄永玉在

华侨饭店打人了，你知不知道？华君武说，我不

知道啊，怎么可以打人呢？」他模仿领导的正经

口气，「华君武就打电话给我，说你打人了，有

这事儿吗？我说有，他说，贺先生说以后不要再

打了，这样不好。我说，知道了。」口气在这里

突然变了调，笑话来了，「接着他问，哎，你是

怎么打的，快讲给我听听。」

说完客厅爆发了大笑，黄永玉看着客人们一

起笑。

第一次见到黄永玉，聊天中，他突然停下来

问我：「如果有一天不让你笑了，你怎么办？」

他说，他已经把办法写进了一首诗里，但他

脾气又急起来，要告诉我许多办法：在家里藏一

本大英百科全书，把喜欢的唱片放在柜子后面，

好看的书要用东西包起来藏在床底下，一个人的

时候再拿出来，读书、画画、听音乐。他还花了

10分钟讲解如何煮出最好吃的绿豆，拿一口小锅

慢慢熬，用冷水把绿豆皮滤掉，这是他下放时候

摸索出来的方法。胡同里的沈从文又一次在故事

里出现了，讲到错身而过的瞬间，他一字一顿地

重复着那则代代传递的经验：「要从容。」

后来，我找到了他留在诗里的办法，那是作

于85岁的《笑》——

挖个洞，把笑埋进土里，

到春天，种子发芽，

长成一棵大树，

像座高高的钟楼，

风来了，

满树都响着

哈！哈！哈！哈！

2022年新年第一天，他完成了撕毁五次才画

完的那幅画。这幅画悬挂在客厅里，湛蓝的天空

下星星点点，家家户户亮着灯，守着一汪平静的

湖水，花尽情绽放，题名《今夜》。画前题字是

这样一段话：

「愿上天给人间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今夜，天

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十年如此，百年

如此，告诉子孙们，人应该拥有如今夜之权利，

过宁馨如今夜之日子……比如考古学家举它对未

来的某一天如今夜的观众说，这幅画是个九十多

近一百岁的老头画的，水平虽然算不得高，留传

至今，起码能给后人一点欢喜，告诉我们，那时

候人们是如何打发日子的。」

他还想写《无愁河》，命运里像是总有一个

阻力挡着，不让他写这部小说。第一次动笔是在

1945年，在抗战和动荡中停笔，第二次续写是在

80年代末，写满一年又停了下来。86岁那一年，

他重新动笔，这次还是有很多力量让他写不下去

，生病、住院、衰老、离别、伤痛，但他这次继

续写，13年间写了262万字，一直把故事写到了

1949年。

书里很多故事早已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里，

但这里每个故事写得很细。写到少年时代见到李

叔同，过去他只讲如何在他面前摘玉兰花，这一

次他写的是，看到弘一法师圆寂后，回去的路上

默默哭了起来。

他的心里并不是没有波澜，只是人老了，伤

心是一种秘密。他和年轻时一样，听老歌会哭，

读诗会哭，想起朋友时也哭，看到新闻莫名伤心

了，不敢让女儿知道，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他只

能把这些说不出口的感情画到画里，写到书里。

他连人生最后的细节都想到了，到时候送去

火葬场，送过去就行了，不用想着领骨灰回来，

「不好分，怪累的」，他打算跟孤魂野鬼一起过

，大家一起热闹。他对于死只有一个要求，「到

时候胳肢我一下，看看我笑不笑，」这是他的生

死标准，「笑了，我就还活着。」

活了一辈子，黄永玉只是黄永玉。这是他在

《世说新语》里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与我周旋

久，宁作我。」

再有两个月，这个人就要99岁了，人生再来

个一百年，结局或许还是同一样——天地不仁，

白云苍狗，但管它呢，我与我周旋了一辈子，黄

永玉永远是黄永玉。 （完）

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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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TCMLTCML
臺語歌聲中熱鬧開幕臺語歌聲中熱鬧開幕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報導黃麗珊報導

「「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揭牌儀式揭牌儀式 ((左起左起 :: 許嘉文許嘉文、、蔡滿榮蔡滿榮、、王盈蓉王盈蓉))

美南地區第二所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美南地區第二所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22月月2626
日在德州奧斯汀正式揭牌日在德州奧斯汀正式揭牌，，休士頓文教中心主任休士頓文教中心主任
王盈蓉及副主任黃依莉王盈蓉及副主任黃依莉、、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校長許嘉文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校長許嘉文、、奧斯汀臺灣長奧斯汀臺灣長
老教會牧師蔡滿榮老教會牧師蔡滿榮、、奧斯汀臺灣商會會長廖施仁奧斯汀臺灣商會會長廖施仁
、、奧斯汀臺灣同鄉會會長潘美芬奧斯汀臺灣同鄉會會長潘美芬、、奧斯汀奧斯汀FAPAFAPA
會長楊碧珠會長楊碧珠、、聖城中文學校校長林樹強聖城中文學校校長林樹強、、僑務顧僑務顧
問羅唯嘉問羅唯嘉、、奧斯汀市議員奧斯汀市議員 McKenzie KellyMcKenzie Kelly、、
SAFE AllianceSAFE Alliance總裁總裁 Lesley VargheseLesley Varghese皆到場共襄皆到場共襄
盛舉盛舉，，好消息華語學苑師生好消息華語學苑師生、、奧斯汀臺灣長老教奧斯汀臺灣長老教
會成員及當地民眾近百人也熱情參加會成員及當地民眾近百人也熱情參加。。
許嘉文首先介紹好消息華語學苑緣起許嘉文首先介紹好消息華語學苑緣起，，提及學校提及學校
在在20212021年年1010月時就決定要設立月時就決定要設立 「「奧斯汀好消息奧斯汀好消息
華語學苑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華語學苑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 (Goodnews(Goodnews
Mandarin Academy, Taiwan Center for MandaMandarin Academy, Taiwan Center for Manda--
rin Learning at Austin)rin Learning at Austin)，，這是德州第二間這是德州第二間TCMLTCML
，，也是奧斯汀第一間成立的也是奧斯汀第一間成立的TCMLTCML，，希望藉此拉希望藉此拉
近與當地主流人士距離近與當地主流人士距離，，讓更多人學習華語文讓更多人學習華語文，，
認識臺灣認識臺灣，，了解臺灣傳統文化了解臺灣傳統文化，，最後感謝團隊成最後感謝團隊成
員協助讓夢想成真員協助讓夢想成真，，共同為臺灣優質成人華語文共同為臺灣優質成人華語文
教學打拚教學打拚。。

蔡滿榮致詞說明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附屬蔡滿榮致詞說明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附屬
於奧斯汀臺灣長老教會於奧斯汀臺灣長老教會(Austin Taiwanese Pres(Austin Taiwanese Pres--
byterian church)byterian church)，，希望透過社區服務傳達耶穌的希望透過社區服務傳達耶穌的
愛愛，，而設置而設置 「「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臺灣華語文奧斯汀好消息華語學苑臺灣華語文
學習中心學習中心」」 有其意旨有其意旨，，未來將配合臺灣政府政策未來將配合臺灣政府政策
宣揚華語文宣揚華語文，，並表示在學習中文道路上將遇到挑並表示在學習中文道路上將遇到挑
戰戰，，一個字少一撇一劃都會使語意差之千里一個字少一撇一劃都會使語意差之千里，，期期

許大家要在這條路上堅守下去許大家要在這條路上堅守下去。。
王盈蓉則說僑委會配合臺美教育倡議政策推王盈蓉則說僑委會配合臺美教育倡議政策推

動動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設置計畫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設置計畫」」 ，，協助僑校協助僑校
成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成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教導華語文及臺灣文教導華語文及臺灣文
化化，，美國至今已成立美國至今已成立5454間間TCMLTCML，，未來全球更規未來全球更規
劃設置超過劃設置超過100100間間，，而臺灣政府也將全力支持而臺灣政府也將全力支持，，
協助更多僑團僑校來設置協助更多僑團僑校來設置TCMLTCML。。

MacKenzie KellyMacKenzie Kelly感謝邀請參加開幕式感謝邀請參加開幕式，，她她
說自己從小就在奧斯汀長大說自己從小就在奧斯汀長大，，對於長老教會附近對於長老教會附近
生活情形相當熟悉生活情形相當熟悉，，對於在當地成立對於在當地成立TCMLTCML感到感到
非常開心非常開心，，也感謝提供當地民眾學習華語文的機也感謝提供當地民眾學習華語文的機
會會，，並期許並期許TCMLTCML繼續成長繼續成長。。同時也是前奧斯汀同時也是前奧斯汀
市長市長Steve AdlerSteve Adler的首席執行官的首席執行官Lesley VargheseLesley Varghese
到場致意到場致意，，她表示近年外移至奧斯汀的人口不斷她表示近年外移至奧斯汀的人口不斷
增加增加，，教導我們的後代認識自己的起源教導我們的後代認識自己的起源，，了解自了解自
己的語言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己的語言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如此才能讓文如此才能讓文
化繼續傳承下去化繼續傳承下去。。

當天儀式在陳昱仰當天儀式在陳昱仰、、曾旭明曾旭明、、張雨寰張雨寰、、林尚林尚
寬四位年輕人帶來的一連串臺灣味臺語歌聲中展寬四位年輕人帶來的一連串臺灣味臺語歌聲中展
開開，，二胡二胡、、薩克斯風薩克斯風、、電吉他及爵士鼓搭配演奏電吉他及爵士鼓搭配演奏
毫無違和毫無違和，，大夥跟著哼唱好不熱鬧大夥跟著哼唱好不熱鬧，，現場同時擺現場同時擺
設臺灣文宣品設臺灣文宣品，，由陳曉婷老師逐一介紹由陳曉婷老師逐一介紹。。揭幕儀揭幕儀
式後進行第一堂課式後進行第一堂課，，由經驗豐富的靳惠琴老師授由經驗豐富的靳惠琴老師授
課課，，目前已成立一班學生目前已成立一班學生1010人人，，因目前仍有候因目前仍有候
補學員補學員，，規劃將開新班進行招生規劃將開新班進行招生，，於每周三晚上於每周三晚上
及周日下午開設網路及實體班及周日下午開設網路及實體班，，意者請上意者請上https://https://
atpcweb.org/gma/tcml/atpcweb.org/gma/tcml/ 了解洽詢了解洽詢。。

當地民眾熱情參與共同見證揭幕儀式當地民眾熱情參與共同見證揭幕儀式靳惠琴靳惠琴((站立者站立者))於課堂上分發僑委會於課堂上分發僑委會《《來來！！學華語學華語》》教材教材TCMLTCML團隊成員與上課學員大合照團隊成員與上課學員大合照

剪綵儀式大合照剪綵儀式大合照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6
公司稅務狀況轉換------S corporation 轉換成 C Corporation

傳動系統異響：
萬向節和花鍵鬆動發出異響表現為：在汽

車起步時，車身發抖，並聽到有“格啦，格啦
”的撞擊聲，在改變車速，尤其是在緩慢行駛
時，響聲更加明顯。其原因是：萬向節軸及滾
針磨損變松，或滾針斷碎；傳動軸的花鍵齒與
叉管的花鍵槽磨損量過大；變速器輸出軸上的
花鍵齒與凸緣的花鍵槽磨損過大；各處連接部
分的固定螺絲鬆動。
中間軸承裝置異響：

中間軸承的異響表現為：汽車在行駛中發
出一種“嗚，嗚”的響聲，車速越快，響聲越
大。其原因是：中間軸承磨損過大或缺少潤滑
油；中間軸承偏位或螺絲鬆動；中間軸承損壞
，滾珠脫落；中間軸承支架螺絲鬆動，位置偏
斜。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表現為：經常出現換檔
困難，牙齒發響。掛上檔後，不抬離合器踏板
，車輛就行駛或發動機熄火。其原因是：離合

器踏板的自由行程過大；從動盤變形翹曲；磨
擦片破壞或鉚釘鬆動；更換磨擦片後，新磨擦
片過厚或磨擦片的正反裝錯，使其不能分離；
分離槓桿的內端不在同一平面內；分離槓桿的
螺釘鬆動；離合器片的花鍵槽與變速器輸入軸
的花鍵齒配合過緊或有鏽蝕、有髒物，使其移
動發澀而不能分離；離合器浮動銷脫出；雙片
離合器中間壓板限位螺釘調整不當，個別支撐
彈簧折斷或過軟，中間壓板磨損變薄；液壓操
縱離合器漏油或液壓系統中存在空氣。
汽車起步震動：

汽車起步震動表現為：汽車起步時，離合
器結合不平穩，而使車身發生震抖。其原因是
：離合器沾有油污；鉚釘頭露出而刮壓板；磨
擦片不平；鋼板翹曲；離合器片的花鍵槽與變
速器輸入軸的花鍵齒因磨損而鬆曠；壓闆卡澀
或彈簧的彈力不均；踏板回位彈簧折斷或脫落
；離合器軸承在導管上沾有髒物而滯澀，各分
離槓桿高低不一；分離叉軸與襯套磨損過大；
發動機固定螺絲鬆動；變速器與飛輪殼的固定

螺絲鬆動。
換檔困難：

換檔困難表現為：換檔時，齒輪因撞擊而
發出響聲。其原因是：離合器不能徹底分離；
齒輪油不足或不合適，因牙齒膨脹使嚙合間隙
變小；齒合套或同步器總成磨損；新換齒輪端
部倒角太小。
齒輪的嚙合噪音：

齒輪的嚙合噪音表現為：齒輪傳動時有噪
音，車速越快，噪音越大。齒輪磨損過大或因
軸承鬆動而引起的齒側間隙過大；因變速叉或
螺絲凸出而刮、碰齒輪；軸承因磨損而變松；
潤滑油量不足或潤滑油（齒輪油）的粘度不符
合要求。
變速器響聲的分辨：

將變速器放置空檔，仔細察聽響聲的特徵
，然後掛檔行駛，如果響聲有變化，再將後橋
頂起，若響聲仍與行駛時一樣，一般是變速器
有故障。
傳動軸彎曲：

傳動軸彎曲表現為：在汽車行駛中，能聽
到一種週期性的響聲，車速越快，聲音越響。
其原因是：傳動軸受力而彎曲；傳動軸的凸緣
和軸管焊接時歪斜；傳動軸軸端的萬向節叉口
不在同一平面內。
傳動軸響聲的分辨：

汽車起步時，有“哐、哐”聲，行駛中有
“嗡、嗡”聲或“嗚、嗚”聲，伴隨汽車震抖
，多數是傳動軸的故障。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修車師姐》》徐云專欄徐云專欄6060
汽車傳動系統常見故障汽車傳動系統常見故障

上期專欄講到從 C corporation 轉
換到 S corporation 的原因及稅務狀
況分析。今天我們 再分析分析其逆
轉換 – S corporation轉換成C cor-
poration。
轉換的原因有主動的，也有被動

的。主動的原因大致分為兩類： 1.
融資方面：公司需要增加融資，擴
大投資人的類別。如增加外國投資
人、公司形式投資人或者想要在近
期上市。 2. 節稅方面：A. 自 2017
年稅改之後公司的稅率降為同一稅

率21%，遠遠低於個人稅率。 B. C corporation的狀態有許多勞工
優惠政策可用來當作公司正常費用抵扣公司毛收入。這種主動行
為可選擇在一年當中的任何日期。如果選擇的日期是在 三月十五
日之前，S corporation截止日、C corporation開始的有效日期可以
是當年的一月一日。如果在三月十五日之後，S corporation截止日
、C corporation開始的有效日期就只能是下一年的一月一日了。當
然如果有合適的理由，即使選擇的日期是在三月十五日之後，也
可以在當年的一月一日生效。

被動的原因也大致分為兩類： 1. 國稅局強行將公司從S cor-
poration變為 C corporation是因為維持 S corporation的條件已無法
滿足。如S corporation的股東數量超過了100、增加了公司股東或
者外國人股東、增加了股票類別等。 2. 原由C corporation變成的
S corporation如果其轉變之後的連續三年的非主營投資高於25%的

主營業務收入。 S corporation的稅務狀態會被取消，再轉為原狀態
， C corporation。 S corporation稅務狀態被取消的日期就是事件發
生的日期。

轉換當年稅務申報時收入及費用如何分配？如果S corporation
截止日、C corporation開始的有效日期發生在年中，公司需要申報
兩個短期稅表， 年初至有效日期前S corporation的稅表，1120S 和
有效日期至年尾C corporation的稅表1120。分配的方式有兩種方
式。 1. 默認方式是大多數公司按天數的比例進行分配。 2. 也可按
各自的會計方法計算。但這種方式要求所有的S corporation的股東
和所有的C corporation的股東同意。時間分配是這一年的關鍵，
因為有一些公司費用在S 和 C corporation的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
，如公司慈善捐款、公司員工福利費用、投資虧損等。
S corporation和C corporation在稅務申報上相差很大。轉換的後期
處理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1. 稅後累計利潤。 S corporation 的稅後累計利潤分配不是 C
corporation的分紅。因為在利潤獲取的當年就在個人稅表上繳納了
當年的所得稅（單重稅），在累計利潤分配的那一年無需額外納
稅。這一點與C corporation完全不同。公司如有足夠的現金，在
公司轉換之前剩餘在S corporation的累計利潤在轉換的那一天或之
前就分配給了 S corporation的股東，股東在S corporation的稅務優
勢就沒有丟失。但一般情況下，公司的業務仍需要正常進行，可
用於分配累計利潤的現金有限，無法及時分配。這種情況下，S
corporation的累計利潤就損失或轉成C corporation的累計利潤了嗎
？答案是No. 考慮到這一點，國稅局給了兩年的期限。同時， S
corporation的累計利潤分配還受到股東 股份基礎（stock base）的

限制。
2. 懸掛未能抵稅的股東虧損。在股東沒有足夠的股份基礎且公
司處於虧損的狀況下，S corporation的股東份額的虧損不可以抵消
其他需納稅收入。這個虧損就如同是股票買賣虧損。虧損是壞事
情且不可以抵當年的稅，但好的一面是可以抵將來的盈利，以此
降低將來的稅務壓力。所以虧損也是一種無形的省稅利器，要好
好保存。 S corporation的股東需要想辦法增加其股份基礎，以保存
未能抵稅的股東虧損。這個期限也是兩年。
3. 在公司的轉換過程中還會涉及到公司的記賬方式的轉變，收
付現實制（Cash Basis）和權責發生製（Accrual Basis）的轉換。如
果公司毛收入在公司轉換的前三年每一年都高於兩千五百萬的話
，公司必須由收付現實制轉變成權責發生製。
最後提醒大家，S corporation的稅務狀態一旦被停止，沒有國稅局
的特殊批准，公司在五年之內不可以再選擇S corporation的稅務狀
態。

總之，這種轉換比較複雜。轉換時一定要慎重考慮，不要顧
此失彼，丟掉原有的稅務上的優勢。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諮詢
者提供的諮詢意見。謹誠會計師事務所不對任何信息出現差錯或
遺漏，以及因使用該信息而獲得的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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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兩胎夠晒數 孫慧雪話封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張繼聰

夫婦2月28日出席頒獎禮活動，一起獲頒
“香港社交媒體風雲人物”，同場還有其
兒子的偶像兼KOL J Lou，為了讓兒子覺
得自己“入流”，二人更向對方集郵。其
他出席的得獎藝人還有孫慧雪、蘇皓兒、
陳柏宇及王君馨等。

張繼聰表示兒子很喜歡睇KOL J Lou
的網頁，更經常向他推介。對於兒子不睇
自己的片，他笑說：“邊有青春期男仔會
鍾意睇自己老竇吖，佢開始睇我啲戲，但
冇聽我嘅歌，我現在同J Lou合照，阿仔終
於覺得我係入流，有返啲家庭地位，可以
威威，為個仔有學日文，成日會用日文叫
我做大叔。”阿聰又讚細女“識撈”，有
時問她某個女明星靚唔靚，她就會答媽咪
最靚。

孫慧雪（雪雪）與蘇皓兒昨日齊齊得
獎，懷孕4個半月的雪雪腹大便便，她指上

一胎個肚也沒有今次大，重了10幾公斤，問
到她平時是吃什麼？她笑說：“我已經都唔
夠膽食咁多，頭三個月不停嘔，冇胃口，現
在就好鍾意食飯，不過醫生暫時冇要我減
肥。”她又透露今胎會剖腹生產。問到BB
性別時，她就賣關子，表示遲些才公布。問
到可會再生？她就揚言要封肚：“生埋呢胎
收工，今次真係好攰好辛苦，每日要瞓10幾
個鐘。（囝囝想要細佬定細妹？）個仔應該
想要個妹。”仍未停工的雪雪，又表示正計
劃三月底與老公及兒子去日本旅行，因疫情
至今已多年沒去旅行。

蘇皓兒透露近日正忙於拍攝Viu TV愛
情輕喜劇，故事關於交友App，她與談善言
及吳肇軒會有感情戲，大家關係撲朔迷
離。問到可有親熱戲？她說：“我同吳肇
軒會有少少，但同談善言就冇。”問到現
實中可有用過交友App？她表示沒有，因較
喜歡在生活上結識新朋友。

▼▼外形甜美的外形甜美的
蘇皓兒深受網蘇皓兒深受網
民喜愛民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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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無綫新劇《奪
命提示》周二（2月28日）於油麻地鬧市拍攝一
場郭子豪、郭柏姸、麥詩晴被刀手襲擊，張振朗
與丁子朗出手營救的場面，當拍郭子豪拖着麥詩
晴和郭柏姸逃走時，郭子豪起飛腳反抗，但因他
起腳不夠高，連吃了10多次NG，反之張振朗與
丁子朗各自與刀手過招，都只拍了幾個take便完
成。

張振朗於《奪命提示》中有連場動作演
出，為應付動作場面他特別鍛煉體能令自己更
加fit，他笑言趁自己郁得時就郁多一點。之前
他為該劇拍一場動作戲，被一支座地燈墜下撞
爆左眉骨流血不止送院縫針，他苦笑慶幸拍攝
至今也僅這次受傷，休息了一個月復工，昨日
他左額角仍貼上除疤貼：“大約要貼3個月，受
傷時底縫了5針，面縫了7針，埋口情況良好，
現拍動作戲也沒影響，其實真的無問題，比起

龍虎武師他們的傷，我是很濕碎。”
他指好欣賞《城寨英雄》劇中的武打場

面，今次他跟陳山聰和劉穎鏇都有對打戲，不
過都是一起捉賊的場面較多。振朗又大讚劉穎
鏇，她從外國回來不太懂看中文字，看劇本都
要加註拼音：“她好勤力，拚了老命，比我們
加倍好多時間，覺得比我們還辛苦，我寧願打
都不想查字典，不過今次每個演員都很用心演
出，自己都覺得好興奮。”

沒空陪女友遊日
談及女友楊偲泳剛從日本旅遊歸來，振朗笑

言自己事業為重沒時間陪女友同遊。對於女友有
份演出的《毒舌大狀》破1億票房，振朗表示的
確是件開心事，作為演員或觀眾看到港產片有過
億票房創造歷史這麼犀利，當然替女友開心，問
他如何為女友慶祝？他笑謂就叫女友請吃飯！

無懼再受傷 繼續連場打戲 張振朗謙稱不及劉穎鏇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丁子朗與郭
柏妍首次合作《下流上車族》即傳出緋聞，在
新劇《奪命提示》中二人再度合演情侶，丁子
朗笑謂今次拍攝很開心，因為有好好的導演和
監製，但當然也開心再跟郭柏妍合作，亦感覺
有所不同，這次是感覺彼此在戲路上更加成長
了。
合演情侶少不免會有親熱戲，問有否攬攬

錫錫？丁子朗竟呆着不懂回應，郭柏妍即問
他：“你好委屈嗎？不好意思了！”她指今次
都有感情戲，但在等最尾的劇本出來，所以是
未拍到談情戲。丁子朗被問是否跟郭柏妍拍親
熱戲真的好委屈？他傻笑說：“完全無委屈，
只是覺得要錫網民的芊芊，我怕會被罵！”
郭柏妍表示今次是第一次拍動作戲，戲中

還要打人和開槍，她說：“開始拍動作戲時是
有點難，而且自己亦做得不太好，但武指們都
好好會就我，我好彩也無整親。”丁子朗亦表
示還好自己只有點皮外傷的小事，見他昨日拍
動作場面有點生硬？他笑指因為太早起身的關
係，不過他反而覺得最難的是要開真槍，會彈
出火花又要不能眨眼，他開了多槍仍不習慣，
都因眨眼而NG，對他來說真的很大挑戰。郭
柏妍今次飾演女督察，但亦要做臥底，有不同
造型，問當中有否性感演出？她笑說：“要着
短褲，不過都有個造型是我平時很少會穿的服
飾，也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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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緋聞男女丁子朗與郭柏妍再合作緋聞男女丁子朗與郭柏妍再合作。。

熱愛運動的任賢齊剛回香港，得知1
日撤銷“口罩令”大感開心，因為

可以除口罩做運動更加暢快。吳業坤也
自言本身喜歡做運動，特別是在戶外，
之前在戶外跑步和做運動時除口罩、會
覺得不好意思，現在少了限制，沒有了
不好意思之餘，還可以呼吸新鮮空氣。

張振朗傾向繼續戴口罩防護
湯怡和顧定軒昨日以大使身份出席

“至Fit 安全駕駛大行動 得閒檢查聚一
聚”活動。談到撤銷“口罩令”，湯怡
表示很開心，因已戴了3年口罩，可讓女
兒多吸收新鮮空氣及病菌以增強免疫
力；而開設的餅店員工因戴着口罩，早
前春茗才知員工的樣貌；不過始終自己
有小朋友，到人多的地方仍會佩戴。她
還希望隨着復常，餅店生意會上升。顧
定軒表示因經常戴口罩導致臉部生粒
粒，相信不用戴口罩後能令皮膚更好。

張振朗表示戴了幾年口罩終
於不用再戴當然開心，不過他依
然會繼續戴口罩多一段時間：
“因為屋企有小朋友，我自己不
緊要，但不想惹到小朋友生
病，其實我一直去做gym都一
樣戴着口罩，當作對自己一種
保護！”

胡鴻鈞表示已習慣了戴口
罩，對他而言覺得戴口罩與否
也沒問題，最重要是人人注意衞
生及防疫意識，希望新一年人人
身體健康。

張繼聰對於取消口罩令，認為
市民有選擇權決定戴與不戴口罩是
好事，他會視乎環境而決定是否佩
戴口罩，如搭港鐵或人多擠迫的地
方。他又指市民經過這幾年的疫
情，大家都已有概念懂得如何
保護自己及身邊人的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阿祖、梁靜儀）“口罩令”1日起

全面撤銷，不少人都好開心終於可解除臉上的“束縛”，多吸收新

鮮空氣；但亦有藝人如張振朗、湯怡等因家中有小朋友，小心防疫

為上，在到人多的地方仍然會選擇佩戴口罩。

▲回港後可解除臉上的“束縛”，任賢齊都很開
心。 資料圖片

◀吳業坤開心可以呼吸更多新鮮空氣。

◆◆張振朗稱依然會繼續戴口罩多一張振朗稱依然會繼續戴口罩多一
段時間段時間。。

◆◆湯怡和顧定軒喜聞撤銷湯怡和顧定軒喜聞撤銷““口罩口罩
令令””的消息的消息。。

◆◆張振朗於張振朗於《《奪命提示奪命提示》》中有連場動作演出中有連場動作演出。。

6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3年3月1日（星期三）

▲▲孫慧雪佗巨肚出孫慧雪佗巨肚出
席頒獎禮席頒獎禮。。

BB77香港娛樂
星期日       2023年3月5日       Sunday, March 5,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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