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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trikingly large shares of Black Ameri-
cans say they would be reluctant to get a 
coronavirus vaccine — even if it was free 
and had been deemed safe by scientists, 
according to a new nationwide survey 
from KFF and The Undefeated.
Why it matters: The findings reflect 
well-founded distrust of government and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and they under-
score the need for credible outreach efforts 
when a vaccine is distributed. Otherwise, 
distribution could fail to effectively reach 
the Black community, which has been dis-
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coronavirus.

By the numbers: Just 17% of Black 
American adults say they definitely will 
get a Covid-19 vaccine if it were deter-
mined to be safe by scientists and it was 
free; 49% said they would not get it.
• Large shares are skeptical even among 
people at the highest risk. Just 20% of 

Black people with a serious health con-
dition say they definitely would get a 
safe, free vaccine, as did 24% of those 
who have a health care worker in the 
home and 25% of Black seniors.
• Just 9% of Black adults feel very 
confident that a vaccine will have been 
properly tested or will be distributed 
fairly.
Between the lines: Vaccine hesitancy 
in the Black community is rooted in ex-
periences with discrimination and sys-
temic racism.
• The share of Black people who say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ealth care is 
commonplace has increased from 56% 
in 1999 to 70% now.

What’s next: Vaccine distribution will 

likely begin with health care workers, 
providing real-world evidence of safety.
• Political leade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
cials who have credibility in communi-
ties of color could also help reduce vac-
cine hesitancy.
The bottom line: A vaccine distribution 
effort that is not coupled with a credible 
outreach effort in communities of color 
is likely to fall far short of reaching many 
of the people who are most at risk.

Axios-Ipsos Poll: The Racial 
Gap On Coronavirus Vaccine

Black Americans are less likely than 
white Americans to say they plan to get 
a flu vaccine this year, and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o say they’ll take a first-gen-
eration coronavirus vaccine, according 
to numbers from the latest edition of the 
Axios-Ipsos Coronavirus Index. Why it 
matters: Black Americans have suffered 
disproportionately from COVID-19, 
which means they also stand to benefit 
from a successful vaccine. But a legacy 
of medical mistreatment, systematic rac-
ism in health care and targeted efforts by 
anti-vaxxers means that a wide trust gap 
needs to be closed first.

 Data: Axios/Ipsos poll; Note: 1,084 
U.S. adults were surveyed between 
Aug. 21-24, 2020 with a ±3.3% margin 
of error; Chart: Sara Wise/Axios
Details: 49% of Black Americans say 
they are somewhat or very likely to get 
a flu shot this year, compared 65% of 
white Americans and 60% of Hispanics.
• That gap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when it 
comes to willingness to take a first-gen-
eration COVID-19 vaccine. Just 28% of 
Black Americans say they would be will-
ing to do so, compared to 51% of white 
Americans and 56% of Hispanics.
• Altogether, 62% of those surveyed say 
they are somewhat or very likely to get 
a flu shot, while 48% say they’ll take a 

first-generation COVID-19 vaccine.
How it works: Experts say that Black 
Americans’ vaccine reluctance is due 
largely to racism, both past and present.
• During the 1930s, hundreds of Black 
men were recruited into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
iment, where doctors permitted the dis-
ease to progress without treatment.
• A 2016 study indicated that Black pa-
tients were routinely under-treated for 
pain compared to whites, in part because 
many white doctors believed in inaccu-
rate differences between races, including 
the erroneous idea that Black patients 
have less sensitive nerve endings.
• Just 5% of active physicians identify 
as Black, compared to more than 13% of 
the total U.S. population.
• “History absolutely plays a role as to 
why communities of color are hesitant 
to get the vaccine,” says Patrice Harris, 
the former head of the American Medi-
cal Association. “We need to earn their 
trust.”

 Context: Anti-vaxxers have also begun 
specifically targeting Black communities 
and Black Lives Matter events in an ef-
fort to spread misinformation about vac-
cine safety.
• “That predominantly white, privileged 
group of people has finally figured out 
that there is another group of people with 
real, legitimate grievances against 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care,” says Joe Smyser, 
the CEO of the Public Goods Project. 
“And they can exploit that for their own 
cause.”
The bottom line: Black Americans des-
perately need an effective coronavirus 
vaccine, but if the medical establish-
ment is going to close the gap in trust, it 

needs to engage to directly engage with 
the Black community before a vaccine is 
made available.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Most Black Americans Distrust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Stay Home!          Wear Mask!

LIVE

CORONAVIRUS DIARY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election, the
candidates of both parties are putting on
their best shows for the voters.

President Trump has revealed just how
desperate his political future looks at this
moment.

In Johnstown, Pennsylvania, he begged
women voters and said, ”Suburban
women, will you please like me? I saved
your damned neighborhoods!”

The President knows he has a major
problem with suburban voters, especially
with women. In the 2016 election, he
won 2% over Hillary Clinton in women
voters living in the suburbs.

Two years later, in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 Republicans lost to Democrats
capturing 45% of women voters in the
suburbs.

Trump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f Biden
wins, he claimed, with little subtlety, that
roving gangs of Antifa supporters will
invade the U.S. suburban paradises. But
most women don’t buy that and say
their neighborhoods aren’t under any
particular threat.

In the White House,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detailed her experience battling
COVID-19 which she tested positive for
two weeks ago. She has now tested
negative for the virus. She said she had
body aches, cough, headaches and was
extremely tired. She chose a more
natural health route relying more on

vitamins and health food and did not
take a cocktail of medicines.

We are also very glad that both the
President and First Lady have already
tested negative. The election is only less
than three weeks away.

We still urge the Congress and the
White House to reach agreement and
approve the Stimulus Package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are waiting on for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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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Begged For WomenTrump Begged For Women’’ss
VotesVotes



A local government COVID-19 alert level sign in London, October 15. REU-
TERS/Hannah McKay

A person cycles past a COVID warning billboard in Manchester, Britain, October 15. REU-
TERS/Phil Noble

People wearing protective masks walk behind a COVID warning sign in Liverpool, Britain, 
October 15. REUTERS/Phil No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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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coronavirus is treated at CHIREC St Anne-St Remi Clinic in Brussels, October 6. 
REUTERS/Yves Herman

A chef works on a dish in the kitchen with a sign board depicting “Day 1” on the first day New 
York restaurants were allowed to restart indoor dining, in Manhattan.  REUTERS/Carlo Allegri  

Anti-eviction protesters scuffle with police to prevent eviction of a family from their 
home at Las Ramblas in Barcelona, Spain.  REUTERS/Nacho Doce

Passengers wearing protective face masks travel on a bus, as Italy adopts new restrictions 
aimed at curbing a surge in coronavirus infections, in Rome, October 15. REUTERS/Yara 
Nardi

Commuters travel on a Jubilee line tube train during the morning rush hour in London, October 15. REUTERS/
Hannah Mc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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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nounced 
on Monday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start distributing 150 million rapid 
COVID-19 tests to states this week in a 
bid to help governors safely reopen K-12 
schools and economies. Of the total, the 
administration is dedicating 100 million 
tests for schools and measures meant to 
help reopen economies. An additional 50 
million tests will target the most vulnera-
ble elderly population in nursing homes, 
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 as well as home 
health and hospice sites.
“This continues our critical effort to use 
testing to protect high risk communi-
ties,” Trump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ready shipped 
2.1 million of the new tests to nursing 
homes and over 900,000 tests to assist-
ed living facilities, Adm. Brett Giroir, 
the administration’s lead on testing, said 
during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ment.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account for a 
sliver of the U.S. population but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deaths from the CCP 
virus.

The new tests, once produced and de-
livered, will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more than double the 111 million tests it 
has already performed to scree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virus, 
commonly known as the novel corona-
virus.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on how 
the 100 million tests meant for schools 
and economies can be used, b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urge gover-
nors to prioritize for settings that need 
rapid, low-tech methods of testing, like 
schools, first responder facilities, and ar-
eas where outbreaks are detected, Giroir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ship 6.5 
million tests from the school allotment 
this week.
“We just completed a briefing to the gov-

ernors and their state health officials 
from the Situation Room and we heard 
words like ‘gamechanger’ for their 
states,” Giroir told the president.

Adm. Brett Giroir, assistant secre-
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isplays a swab  from the new fast 
result COVID-19 test during a event 
wi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the 
Rose Garden of the White House. 
(AP Photo/Evan Vucci)
The administration is focusing the test-
ing resources on school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emo-
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he 
rapid tests, manufactured by Abbott 
Laboratories, would allow teachers, for 
example, to be tested on a regular basis. 
The tests could also be made available 
to parents concerned about a child who 
has symptoms or to schools for baseline 
surveillance, like testing a small group 
of students every week or every month 
to ensure the infection levels are low.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e move at a 
time the United States is experiencing 
an elevated number of new COVID-19 
cases per day and, on average, per 
week. Some experts have suggested the 
nation may face a surge of infections as 
the weather gets colder in the fall and 
winter months ahead.
Trump’s announcement arrived one day 
prior to the first presidential debate and 
five weeks prior to the election in No-
vember. The campaign of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argeted the pres-
ident’s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as its 
main line of attack.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deral mask mandate, on which 
the Democrat presidential nominee has 
pulled back, Biden’s plan for handling 
the outbreak differs little from w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lready put 
in mot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reviously or-
dered 150 million rapid tests from Abbot. 
The tests don’t require specialty equip-
ment to process, are about the size of a 
credit card, and deliver results in about 15 
minutes.
Broad access to testing is part of both 
federal and state reopening plans. After 
initial setbacks with a government-made 
test, several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de-
veloped a variety of testing s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in the num-
ber tests performed. The nation is on track 
to soon have the capacity to run 3 million 
tests per day, on average, Giroir told Con-
gress last week.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averaging about 920,000 tests per day, Gi-
roir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White 
House on Sept. 28.
The CCP virus has claimed the lives of 
more than 200,000 American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earlier this year.

Trump has for months urged state and lo-
cal leaders to open schools this fall. The 
president frequently speaks about the 
lockdowns and closed schools at cam-
paign rallies. He has on more than one oc-
casion suggested that the lockdowns are a 
political maneuver by the Democrats who 
seek to boost Biden’s election chances by 
smothering the economy.
“It’s a shame what’s going on,” Trump 
told a crowd of supporters in North Caro-
lina on Sept 8. “On November 4th, every 
one of those states will be open. They’re 
doing it for political reasons.”
Abbott’s test is an important advance be-
cause of its low cost and easy-to-use for-

mat. Until now, the vast majority of coro-
navirus tests had to be sent to high-grade 
medical laboratories for processing that 
typically took several days. Backlogs led 
to repeated delays in reporting results, 
especially during a summer spike in cas-
es.
But rapid, point-of-care tests like Ab-
bott’s have their own downsides. They 
are less accurate, and positive results 
often need to be confirmed with high-
er-grade lab tests. Additionally, because 
the tests are often performed outside the 
health care system, state officials have 
warned that many tests are going unre-
ported. That could lead to undercounts 
of new cases, skewing government data 
needed to track the virus.

“What we’re hearing from the states is 
that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se tests 
are being done,” said Dr. Jeffrey Engel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Epidemiologists, in a recent interview. 
He warned that schools generally do not 
have the capacity or expertise to report 
mass testing results, which could artifi-
cially lower infection counts sent to state 
and federal officials.
The tests from Abbott are being made in 
two factories, one in Illinois and one in 
Maine. The company is in a ramping-up 
phase. One day after the FDA’s approval 
of the Abbott rapid test, the Trump ad-
ministration placed an order for 150 mil-
lion kits. The kits include a nasal swab 
Trump secured by invoking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Giroir said.
It will take the rest of the year to com-
pletely fill that order. Afte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decid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rchase more or 
whether the free market can determine 
adequate distribution. (Courtesy ntd.com 
and The Associated Pres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U.S. To Ship 150 Million COVID-19
Virus Tests To Reopen Schools, Economi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rrive to speak on 
Covid-19 testing in the Rose Garden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on Sept 
28, 2020. (Photo/AFP via Getty Images)

Stay Home!          Wear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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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結婚的“儀式感”通常從婚禮前

就開始了，挑選服裝、用品、伴手禮，現

在的單身告別“趴”，還有曾經強制要求

的婚前檢查。這些，也都從另壹個角度展

現了中國人對於婚姻和家庭的重視。

近日，壹部圍繞“婚前檢查”展開的

電影《婚前故事》正式定檔2020年11月13

日上映。這部由浙江東陽九彩影視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重慶橘城旅遊投資開發有限

責任公司聯合出品，郭廷波執導，韓雪、

魏大勛、於文霞、韓文亮、童以萱、羅偉(

西班牙)等人主演的愛情電影，通過三個不

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職業青年男女的

故事，展現了現實對婚姻和愛情的考驗。

三個故事
婚前檢查 檢驗的是相愛的真心
電影《婚前故事》講述了三個關於愛又

不止於愛的故事，分別在重慶忠縣、酉陽，福

建南靖等充滿地域特色的美景中“上演”。

整個影片的劇情在時代變遷中推進，

內容上明、暗兩條線相互交織，情節跌宕

起伏。命運嘲弄、代際溝通、東西方文化

差異，面對重重考驗，即將步入婚姻殿堂

的男女們，將如何作出抉擇?

第壹段講的是待業青年陳偉的追愛故

事。電影壹開篇， 80年代氣息撲面而來

。為房催婚的父親和向往自由戀愛的兒子

彼此僵持。這段故事中，婚前檢查，查的

是兩個年輕人對愛情的堅定。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90年代，講的是江南

水鄉的女大學生和美國同學的愛情故事。伴隨

著客家圍屋而來的是濃濃的中國味，這味道中

包含的是中國人的習慣、風俗、人情。然而故

事的男主人公卻是壹個外國人。在這對年輕人

面前，婚前檢查，查的是文化差異。

第三段講的是西南山區壹個寡婦和村裏

壯漢的情感變化。21世紀初，大山裏的寡婦

和村裏的單身男人相親後，決定結婚，兩人

下山去辦理結婚手續的過程，就成為了他們

的婚前檢查。完全沒有感情基礎的兩個人，

又能否經受婚姻之前的這場檢驗?

三個故事獨立成章又相互關聯，最終

由壹些細小的情節被納入同壹時空。影片

敘事幽默，富有時代感，在傳遞樸實真摯

和溫暖情感的同時，更是對愛情和婚姻的

壹次現實拷問。

壹種人生
定檔11.13 走進影院審視愛情
宣布定檔11月13日的同時，《婚前

故事》片方還發布了壹版定檔海報

海報中，主演韓雪兩條麻花大辮子搭

配壹身玫紅色襯衣，手拿汽水站在臺階上

。不遠處，身穿具有年代感條紋運動服的

魏大勛滿眼愛意望向韓雪。被綠色藤蔓覆

蓋的圍墻下，兩個年輕人的愛情故事徐徐

展開。僅從這版海報中，就能夠對電影中

的懷舊情懷略見壹二，同時，也是對青春

時光和父母愛情的致敬。

據了解，電影《婚前故事》2018年5

月在重慶忠縣開機，但其實劇本十年前就

已經寫好了。2014年，該電影的劇本還

入圍了“戛納國際電影節中國新影人基金

論壇”，2019年影片赴戛納國際電影節

正式展映，受到廣泛關註和好評。如今，

婚前檢查已不再是結婚的“必需品”，但

是在以前，婚前檢查是結婚前強制進行的

程序。電影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婚前檢查，檢查的不僅僅是身體狀

況，更多的是對兩個相愛的人全方面的考

驗。”正如導演郭廷波所說，這些考驗可能

比身體檢查的本身要來得兇猛得多。相比外

在條件來說，性格上、精神上的差異更加應

該成為人們結婚前需要仔細審視的因素。

婚前檢查變成自由選擇，折射出的是時

代和觀念的進步，還有對於婚姻自由的尊重，

以及人們對愛情、對婚姻、對家庭的態度。

《沈默》白宇：越是沈甸甸的感情 越要輕輕放
《沈默的真相》迎來會員大結局那晚，

白宇更換了兩年未變的頭像，並踩著點發了

壹條微博，表達了與江陽的鄭重告別。

入行多年，《沈默的真相》是白宇

少有的、讀完劇本就迫切想要參演的作

品，他至今記得初讀這個故事時給他帶

來的吸引力：“除了故事精彩，劇中的

每個人物都刻畫得非常出色，無論演哪

個都會是很珍貴的體驗。”

壹腔孤勇的悲情英雄江陽，其實是

白宇心向往之，但囿於現實無法活得那

麼極致的類型，劇中他不僅難得壹次地

放聲大哭，還過了壹把當爸爸的癮。事

實上，如果家人成為反派用來威脅自己

的工具，白宇自認無法像江陽那樣作出

割舍，因此很多時候他需要不斷給自己

心理暗示，去相信江陽所經歷的壹切、

去遵循江陽所做出的選擇。

為了更貼近江陽日漸封閉、如履薄冰

的狀態，在重慶拍戲期間，愛說愛笑的白

宇壹反常態，除了去片場便是窩在酒店房

間，其他演員下了戲後約他聚餐，他壹次

也沒赴約。倒是劇集口碑發酵期間，與

“平康三傑”中的另外兩位演員田小潔、

趙陽其樂融融地隔空約起了火鍋。“人與

人之間的交流更多還是在於感覺。”白宇

笑道，幾人在拍攝期間往來不算密切，但

氣性卻很相投，能接住彼此靈光壹現的臨

場發揮，為劇集增色。

劇集上線後，白宇也與廣大觀眾壹起

在線追劇，當精妙的轉場串聯起三線並行

的跨時空斷案，他再壹次為這支“新人”

制作團隊展現出的老道手法而折服，也深

深慶幸自己當初和團隊壹起決定接拍了

《沈默的真相》：“我當時就想著，哪怕

不是主角，我也願意參與！”

而當劇集播出期間，看到法律從業者

們在網絡上發起“江陽妳的同事們來了”

這壹話題、看到觀眾留言說受到江陽的感

召想要報考相關的崗位，白宇內心湧上壹

股壹股的暖流：“相信觀眾看完《沈默的

真相》也會像我壹樣回過身去思考很多事

。這就是好角色的力量，他會對我們的精

神世界產生壹些正面的影響。”

不過，問及除了換微博頭像，是否

還通過保留劇中道具等其他方式，以示

對江陽的紀念呢？白宇搖了搖頭，壹如

既往地豁達隨性：“其實不需要更多所

謂的儀式感去留住他了，我相信江陽會

永遠在我心裏。可能人就是這樣吧，越

是沈甸甸的感情，越要輕輕地放下。”

[對話]
拿到劇本後就壹個念頭：“想拍”
記者：《沈默的真相》挺火的，不

過也有觀眾說，雖然知道它是壹部好

劇，但是太致郁了，反而不敢點開去

看，很糾結。

白宇：可能《沈默的真相》給人印象

比較深刻的，的確是那些比較揪心的劇

情。但其實我們的劇裏也有很多美好的東

西，友情也好、愛情也好，包括當妳看到

有這樣壹群人為了真相默默堅守，在黑暗

裏尋找光亮，應該挺難不為之而感動。

換個角度來說，看這部劇的過程，

也是壹種很好的發泄，就好像劇中江陽

因為錢包丟了而大哭壹樣，等宣泄完負

面的情感，就又可以重新振作，繼續為

心中的目標而奮鬥。這些都是我們希望

觀眾能夠從劇中汲取到的能量，追個劇

還能壹舉兩得，是吧？

記者：《沈默的真相》題材上有很

強的社會敏感度，劇情也比較慢熱，其

實這些因素是可能導致劇集遇冷的，有

顧慮過嗎？

白宇：當時沒想過這些，拿到劇本後

就壹個念頭“想拍”。作為演員，職業生

涯裏能碰到幾個讓妳壹看就想拍的劇本？

太少了，像《沈默的真相》這樣對我沖擊

那麼大的，幾乎沒有。而且進組以後我看

到所有人都非常用心地在做劇，那種勁往

壹處使的氛圍，讓我相信成品壹定會很棒

的。至於觀眾能不能get到咱們背後花的這

麼多心思，好像也沒那麼重要了。當然現

在《沈默的真相》取得的成績，也是對大

家所付出的努力最好的肯定。

記者：隨著《沈默的真相》數據增長、

口碑發酵，劇組同仁之間有作交流嗎？

白宇：我們的確有個聊天群，不過

不怎麼發劇集相關，就是天南地北地隨

便聊。我覺得大家心裏應該都挺感慨、

欣慰的，雖然嘴上沒怎麼說，可能男人

就是這樣吧（笑）。

看到這麼多人喜歡《沈默的真相》

，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驚喜，因為壹開

始接這部劇時，我真的沒想過壹定要得

到怎樣的收獲，我就是非常地想要參與

，哪怕不是主角我也願意。

記者：本來以為這樣壹部比較沈重

的作品，拍攝氛圍也會比較壓抑、挺消

耗人的，沒想到看花絮大家還挺歡樂，

讓人很意外。

白宇：觀眾看到的花絮裏，比較多的

應該是我們剛開始走戲，站在各自的角度

討論等下要怎麼演，雖然等下要拍的劇情

比較沈重，但日常相處都很隨意。其實拍

戲期間，我和大家接觸並不多，下了戲他

們喊我去吃飯，也都沒去吃過，我想通過

這種自我封閉的方式，去更多地體會江陽

會有的那種孤獨和無力的感覺。

我和其他演員基本只在片場碰面，但

這並不妨礙我們之間形成很融洽默契的氛

圍。當我們在現場溝通專業上的想法，發

現我能理解妳，妳也能理解我，很快就會

產生“壹路人”的認同感。這跟咱們認識

久不久、交往密不密切都沒有關系，人與

人之間的交流更多還是在於感覺。

記者：挺多演員在圈內的資歷要比

妳深壹點，在拍攝中有產生想法上的沖

突與碰撞嗎？怎麼處理？

白宇：那可太多了，碰到群戲大家

就會各抒己見，每個人的想法加起來，

會給到超出想象的驚喜。在工作上，我

們也不會分什麼前輩、後輩，也沒人在

乎這些，該表達的就要說出來，只要這

是為了戲好，這也是我覺得和劇裏的大

家特別合拍的地方。

平康三傑最後告別、擁抱的那場戲

，大家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壹開始我

們先拍了兩條，但總感覺哪裏不對。於

是有人提議說，雖然張超和平康三傑彼

此的情誼要淡那麼壹點，但他是不是也

應該加入最後的擁抱？但是寧理[微博]老

師很堅持，他說不，我就應該站在旁邊

默默地看著妳們。壹開始我也有點不理

解，畢竟張超也算這個“局”的重要壹

環，這不違和。但拍完之後我看了最終

呈現的效果，我想他的堅持是對的。

記者：有些時候演員是要補充原作

、劇本的邏輯的，劇中江陽這條線很細

致，對比原著還原度也非常高，這會對

妳的創作欲望有所限制嗎？

白宇：確實，江陽是個寫得明明白

白的人，但說實話演起來也挺難，前期我

會給他做好細化的分析，以便我能更快更

準確地去抓住他不同階段的特點和狀態。

江陽是個階段性很強的人物，最重

要的兩個時期就是頭和尾，從壹開始的

意氣風發、初生牛犢壹般充滿銳氣，到

最後出獄、患上癌癥、病痛潦倒，只有

把這兩個部分的反差呈現到極致，中間

做減法才能更有余力。中期江陽的意誌

壹點壹點地被殘酷的現實所消磨，包括

外形也在不斷變化，他很少穿年輕時的

白襯衫了，他的戲服變成大壹碼了……

我希望能讓觀眾自然地感受到這些，所

以演得也會更極致壹點。

江陽這麼極致的表演，可遇不可求
記者：以前妳會在收官小作文裏直

言留下了遺憾，這次還有嗎？

白宇：遺憾肯定也是有的。每拍壹部

劇，我心裏其實都沒有十足的把握說，壹

定能把這個角色演成什麼樣。作品播出後

我幾乎都會看，去找自己表演上的問題，

也經常會產生“這場戲要是換個演法？或

者燈光和機位再調整壹下是不是會更好”

等等的想法。但演員在表演的時候，永遠

沒有“跳”出來看時那麼清楚。

記得當時拍完整部戲，心頭好像有塊

大石頭壹下子沒了，但又感到空空的。那

種又虐又通透的感覺，挺爽的，也挺矛盾

的。可能表演本來就是壹個遺憾的藝術，

當下妳很難把所有的事都做到百分百完美

，畢竟妳對表演的理解永遠在進步。

記者：看到妳的壹些劇迷說，江陽

出現以後，超越了馮庸（《少帥》中白

宇飾演的角色）在他們心裏的地位。

白宇：哈哈，是嗎？確實，這兩部

作品給我帶來了很多不壹樣的意義。拍

《少帥》時，我其實剛出道沒多久，能

接觸到這樣壹個優秀的制作團隊，機會

非常難得。尤其是那次我有幸和李雪健

老師合作，平時生活中，他就像壹個普

通的老頭，唯獨在表演時大放異彩，這

樣的他對於我來說，如同燈塔壹般，他

是我壹直想要努力成為的榜樣。而在現

在這個年紀能遇到江陽，也是需要時間

帶給我更豐富的經歷和更開闊的眼界，

才能幫助我更好地領悟角色。如果讓更

年輕壹點的我去演，還真不知道自己能

演成什麼樣。

記者：有個挺好玩的梗，是網友聽說

這部劇講的是白宇演的檢察官追兇多年，

就覺得那廖凡壹定是那個“兇”。妳覺得

外界對妳存在類似的刻板印象嗎？

白宇：我跟虎撲網友互動時，有個

大兄弟這樣給我留言，他說“妳的顏值

耽誤了妳的發展”，這可能就是有些觀

眾對我的固有印象。就我個人而言，如

果不了解壹個人就不會輕易地去給他下

定論，而我是什麼樣的人，只要自己心

裏清楚就好。不管外界現在對我有怎樣

的印象，客觀也好、不客觀也罷，沒必

要刻意去做說明。只要做好我自己，努

力拍更多更好的作品，那樣遲早有壹天

妳們都能看得到，對不對？

記者：以前觀眾的說法是“劇拋

臉”，現在是誇妳“集拋臉”，這會給

妳帶來壓力麼？

白宇：大家對我期望那麼高，自然

壓力也挺大。凡事都是雙刃劍吧，江陽

這麼極致的表演，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未來我也會逼著自己去不斷進步，希望

之後拍的作品都能得到這樣的認可。

記者：近年妳參演的《沈默的真相》

《喬家的兒女》等，會有更多現實主義、

社會派的思考，這是妳有意識的選擇嗎？

白宇：我個人還挺喜歡拍現實主義

題材的，不過說實話，我對接戲其實沒

有什麼特別的規劃。只要是遞給我的劇

本，我都會看，只要是好角色，我就會

去演。

《婚前故事》定檔 11.13
韓雪魏大勛接受愛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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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手剪太短！
楊丞琳脖後 「摸不到頭髮」

髮型師崩潰
藝人楊丞琳8月剛剪掉40公分長髮，睽違10年回到短髮造

型，近日再進行長度修剪，沒想到髮型師不小心失手，剪得比

預期還短，不過她處之泰然，一點也沒覺得不自在，還反過來

笑說「髮型師請冷靜」。

楊丞琳今（13）日在個人IG上貼出「新造型」自拍照，照

片中可見頭髮長度比8月初剪時還要更短，幾乎與下巴線平行

，看起來清爽又率性，她笑說髮型師一不小心失手修太短，雖

然是一場意外，「但我很爽」，網友也紛紛大讚「美炸」、

「臉型更立體很好看」、「短髮萬歲」。

事實上，楊丞琳8月為新作品剪掉一頭長髮，睽違10年再

留短髮，她笑說一直想摸頭髮但「摸不到」，有些不習慣，但

也坦承「剪短很爽，等很久了，一直都愛自己短髮多一些」，

當時還拍影片請粉絲不要「脫粉」，就怕歌迷不喜歡短髮造型

的自己，不過粉絲都大力稱讚，認為她短髮也有不一樣的美。

賀軍翔大男人不戀圈內人
賀軍翔暌違台劇6年，近來在奇

幻新劇《天巡者》飾演鬼王鍾馗，

他劇中喜歡邵雨薇飾演的孟婆超

過千年，甚至為她從陰間穿越到人

間。戲外的賀軍翔，3年前與國中

就相識相戀的初戀女友開花結果，

育有2女，他坦言當初看到劇本就

發現自己與角色的感情觀相近，被

認為戲裡外對愛專一，他笑說：「我

應該是一開始就碰到對的人吧。」

賀軍翔年紀輕輕就出道、走

紅，在充滿誘惑的演藝圈幾乎是

緋聞絕緣體，一路走來如何把持

？他表示，「當時交往時，雖然

還是小屁孩，但就是想要長久在

一起，很希望當自己有一天完成

夢想時，她在身旁，有了人生第

一部車時想第一個載她，有第一

間房子想與她分享。雖然中間遇

到、認識很多人，最後仍決定跟

她成立家庭」。

感謝妻包容支持
他坦言一直排斥跟圈內人交往

，原因跟他大男人個性有關，因為

另一半如果也走幕前，看到對方拍

親密戲，他可能會吃醋不舒服，

「反過來看，我自己是做這一行，

當另一半可以體諒我的工作就覺得

滿窩心的」，因此很感謝太太一直

包容、支持他的工作。

從男神變成人夫、人父，賀軍

翔說，雖然也有些忠實粉絲表示心

碎，但對他來說這就只是身分轉

換，「連我的偶像劉德華都結婚生

子了，我們這一代藝人，時間到了

，結婚生子更是平常的事」。他以

前被問打算幾歲結婚，他都說可能

35歲，因為他喜歡有兒子、女兒陪

他打球運動，「我只是提早2年完成

這件事」。

已有2個女兒的他，很享受女兒

的貼心、愛撒嬌，但直言還是希望

可以生個兒子、一起做男生做的事

，「我希望趕快生一生收工」，還

透露生完第2胎後，已有朋友說要提

供「包生男」祕方。

浪漫實踐於日常
他與老婆從談戀愛到步入婚姻已

愛情長跑20年，如何讓感情保鮮？

他說，其實他生活平實、平淡，可

能常拍偶像劇，覺得太「搞工」、

特意做耍浪漫的事很累，他把浪漫

實踐在平時的生活上，比方會問另

一半人在哪、會順路接她，雖然不

太買花，但看到漂亮手表、適合老

婆的就會突然送她，「現在生活都

以小孩為主，看到小孩開心，身為

父母也就會覺得很窩心」。

林心如、楊謹華媽媽桑造型首亮相！
《華燈初上》5帥曝光

由林心如擔任總製作人並主演的旗艦原

創影集《華燈初上》，繼上月開鏡、公布首

波日式酒店小姐卡司後，林心如13日再與楊

謹華一起率鳳小岳、張軒睿、章廣辰、修杰

楷、加賀美智久五位男演員亮相。林心如表

示：「這部戲集結了許多又帥又會演戲的男

演員，為的也是讓觀眾們在觀賞時有賞心悅

目的感覺。」眾演員也首次以劇中精緻復古

造型亮相，吸睛度十足。

楊謹華詮釋的媽媽桑「蘇慶儀」，劇中

與張軒睿、鳳小岳及加賀美智久有著複雜難

解的愛情多角習題。42歲的她這次與28歲的

張軒睿將譜出姊弟戀。問到三位不同風格與

世代的男性，哪個角色最具吸引力，她坦言

：「以前吸引我的角色會是『江瀚』（鳳小

岳飾演），因為男人不壞女人不愛，但現在

的我會選擇『中村先生』（加賀美智久），

因為人最終需要一個伴。」林心如則搞笑接

話：「然後生出他（張軒睿）！」現場一陣

大笑。楊謹華忍不住問了張軒睿現年幾歲，

然後笑說自己29，只比他大1歲。

談及這個角色的最大挑戰，楊謹華說：

「這角色對我來說除了要多讀1988年那年代

所發生的事情之外，最難的部份是，蘇慶儀

內心的扭曲我要找到認同感。」

這是張軒睿與林心如二度合作，林心如

透露，在拍《我的男孩》時就有跟張軒睿講

過《華燈初上》的故事，他也很喜歡，「最

早定案的演員就是軒睿和謹華」。張軒睿說

，他這部戲主要是跟楊謹華對戲居多，「但

她媽媽桑氣勢太強，自己演剛畢業的大學生

，有點hold不住，會被她強大氣場震到，她

一開口我就嚇到。心想：天啊，我怎麼會有

勇氣喜歡她！」

鳳小岳飾演八點檔編劇，結果他卻是到

記者會才知道自己的角色設定是「台語劇」

編劇，不斷驚呼：「真的假的？」、「我現

在才知道這件事！」還問「那要重拍嗎」，

笑翻眾人。他在準備角色時，特地回媽媽家

翻出舊鋼筆，並重新填裝墨水，弄得滿手都

是，在片場也會拿筆出來寫字。且為了入戲在

1988年還沒有手機的年代，他在片場幾乎不看

手機，他笑說：「在現場不用手機真的是很開

心的一件事。」林心如第一次與鳳小岳合作，

「小岳的眼神有一種吸引力，彷彿會把妳看透

。」而問到有感情對手戲的兩人尺度到哪，林

心如巧答：「就看導演想怎麼拍囉。」

日籍男星、人稱「Tomo桑」的加賀美智

久，演出愛慕媽媽桑楊謹華的日本酒客「中

村先生」。加賀美智久透露在台灣及日本都

曾有上過酒店的經驗，「近期有去過台式酒

店做功課，滿好玩的，裡頭小姐都會講日文

很厲害；在日本去過的店是比較鄉下的小店

，還沒有機會去東京銀座、六本木那種高級

酒店。」私下不太會喝酒的他，表示接到劇

本時非常興奮，期待可以透過角色嘗試不同

的人生，「最近也參考一些日本熟男演員、

有酒店劇情的日劇，幫助我進入角色。」

修杰楷飾演檢察官「葛檢」一角，他表

示接到總製作人戴天易的邀約電話就一口答

應演出，現實中沒上過酒店的他，原以為有

機會透過這部戲一償宿願，沒想到是個查案

的角色，他自嘲：「我沒有上酒店的命格。

」劇中少年得志的他，總是打扮得體，是良

好家世下培養的菁英份子，卻在受到酒場文

化的影響下，讓所有事情有了反轉。修杰楷

表示：「檢察官算是我很少有機會挑戰到的

『職業』，以前看過很多以檢察官為主的影

集，感覺智商都很高。」他同時也看了一些

80年代的新聞和影像來做功課，「畢竟那是

一個沒有網路的時代，所以很多事情變得沒

有如此快速，不過也就因為這樣，更需要講

求證據與真相，這也是《華燈初上》會很吸

引觀眾的地方，透過這部戲可以瞬間被拉回

到80年代，感受

當時的美好。

」

章廣辰所飾

演的「阿達」是

刑事偵查科警佐

，個性幽默，做

事聰明卻喜歡偷

懶，胸無大志的

他對人生沒有太

多想法，會成為

警察，也只是當

年靠著自己的小

聰明誤打誤撞考

上警校的。林心

如與他也是繼

《我的男孩》後

二度合作，在選

角過程中，看見

他愈發成熟穩重的演技與多元面向的氣質。

章廣辰為了符合80年代菜鳥警員清瘦黝黑的

外部形象，積極曬黑、減重，他直呼：「劇

本中的角色關係細膩繁複，卻又清晰明確，

情節故事一波三折，不到最後關頭沒有什麼

是絕對的。」

《華燈初上》全劇共24集，總製作人林

心如再度攜手金鐘製作人戴天易、金鐘編劇

杜政哲，耗時4年籌備劇本，加上以後期製作

技術聞名的百聿數碼，斥資2.5億打造數千萬

實景搭設拍攝，還原1988年林森北路歌舞昇

平的歡場榮景，並邀來知名電影導演連奕琦

執導，劇情故事以「懸疑推理」包裝「酒場

人性」。在羅雨儂（林心如飾）、蘇慶儀

（楊謹華飾）兩位媽媽桑所帶領的「光」日

式酒店裡，小姐們同甘共苦、逢場作戲，她

們遇見各自的愛情，在五光十色的條通裡各

自猜忌，卻也同時捲進一樁深不見底的刑事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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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胡楓（修哥）、
陳百祥（叻哥）、陳貝兒、區永權、應屆港姐謝嘉
怡、陳楨怡、郭柏妍、林穎彤、泳兒、譚嘉儀及孔
德賢等，14日到將軍澳電視城出席籌款節目《善心
滿載仁愛堂》記者會，節目將於本周六晚舉行。當
晚擔任司儀的叻哥，表示香港過去一年的環境要籌
款不易，希望能籌得更多善款，數字越高越好。

謝嘉怡透露當晚會上款式很特別的服飾跟
修哥合作表演行Catwalk，由於已很久沒行Cat-
walk，所以返屋企要練習。近日搬新屋的嘉怡上
載親手裝嵌木櫃的相片到社交平台，被網民讚
她貼地。嘉怡表示本身喜歡砌圖，但覺得裝嵌
傢俬更好玩，現仍差一個木櫃便完成，她笑
說：“爸爸原本想找人整櫃，但我想自己弄，

他真是沒用，他不會做，但他會煮東西吃。”
林穎彤表示將在節目獻唱新歌，提到她與同

門的伍富橋因合唱情歌及跳拉丁舞而傳出緋聞，
近日有指二人已分手，雙方的社交平台更已互相
取消關注對方。

問到是否與伍富橋分手？Bella 強顏歡笑回
應：“是沒有聯絡，之前一齊宣傳，現在宣傳
完，接近沒聯絡，（互相取消關注對方？）一向
follow好少人通常follow最熟的人，因為太多會看
不完！”說到二人目前的關係時，她以“朋友、
同事”來形容。問到是否因理解而分開？她眼泛
淚光說：“如果大家談得來、有話題就會熟做到
朋友，若果沒有特別話題就好少聯絡。”

她又稱大家同公司，很多時都有機會碰頭，
不怕見到會尷尬及面左左，也不介意合唱。問到
會否覺得可惜？她說：“大家談得來就繼續做朋
友，冇特別可惜，大家的性格不是好適合做好好
的朋友，他文靜，我就比較活潑，是不同類型的
人，（是否有第三者？）絕對不是。”

認跟伍富橋性格不合 林穎彤無再聯絡對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家樂和余香凝
分手兩年，各自在感情世界上擁有一片天空，家樂
被傳與緋聞女友連詩雅低調發展，余香凝則驚爆奉
子成婚，女方日前放上跟另一半牽手的甜蜜婚照承
認婚訊，心情沒受影響的家樂在14日同告發出中式
婚照“鬥閃”，然而相中另一半是工作上的熒幕情
侶湯怡，純粹是為英皇珠寶拍攝“中式足金婚嫁系
列”廣告。

湯怡和陳家樂私下是好朋友，亦是合作無間的

工作戰友，拍攝時兩人自然地互動演繹出新婚的甜
蜜幸福。當日是他們第一次見對方穿上中式婚嫁裙
褂，看見對方的一瞬間，不禁含羞對視，有如結婚
當天新郎迎娶新娘時的情境，現場氣氛有趣歡樂。

湯怡穿上傳統中式裙褂，配襯中式足金婚嫁珠
寶，褔氣滿滿，她表示：“雖然我性格偏向低調，
但結婚大事仍然盼望有傳統特色。

如果長輩送贈婚嫁金飾，於婚禮過後我會珍而
重之地收藏，既是儲起長輩們的祝福和愛惜，亦可

保值。”
陳家樂穿上中式禮服和端莊的燕尾服，再配上

象徵褔氣的足金珠寶和翡翠頸鏈，器宇軒昂，他表
示：“看見湯怡一身金光閃閃的足金珠寶，非常羨
慕，我覺得婚禮中穿戴珠寶絕不是新娘的專利，新
郎哥亦應該佩戴珠寶，點綴造型之餘，亦代表能承
載多點親友的祝福和福氣。”他更說笑指希望到自
己真正結婚時，有幸可以佩戴廣告照中同樣價值逾
五百萬港元的足金和翡翠首飾。

跟舊愛余香凝“鬥閃”？ 陳家樂公開中式婚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作為今年國慶檔中國電

影市場的最大贏家，由中國著名導

演、演員徐崢參與執導並參演的影

片《我和我的家鄉》票房日前已突

破20億(人民幣，下同)，而他執導

的單元也給很多人帶來驚喜。13

日上午，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大師

班首場活動在西安舉行，帶着《我

和我的家鄉》拍攝過程中的感悟，

徐崢以“電影的初衷是快樂”為

題，與廣大影迷、青年導演和演員

分享了他的創作經驗和心得。

納善如流
徐崢建議捨棄個人喜好

繼去年《我和我的祖國》大火之後，《我和我的
家鄉》今年又掀起一波觀影熱潮，給逐漸復甦

的中國電影市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信心。對於兩
部作品中《奪冠》和《最後一課》兩個單元的拍
攝，徐崢坦言，雖然這是一個命題作文，但自己很
享受這個過程。他說，作為演員，自己是以第一人
稱視角入手。而作為導演，大多數時候也是“從自
己生活中找到故事，或者看我關心的題目是什
麼”。在《我和我的家鄉》中的《最後一課》，以
及《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奪冠》裏，“我是站在
旁觀者的角度，好像用第三人稱去講故事，一個是
小孩，是心動的感覺。還有一個是老師，是當記憶
漸漸消失，他企圖找回過去的情感。我覺得在表現
的時候，好像更加輕鬆一些，我反而有更多的滿足
感。”

而對於在《最後一課》中大量啟用明星演員的
考慮，他表示，拍攝期當時正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
時期，疫情讓拍攝不同程度受限。所以找明星演員
演其實是圖快，因為《最後一課》中的每一個明星
演員素質都很強，都能快速擔當起自己的角色，他
們能很好配合范偉老師，展現出這個故事所需的群
像。雖然《最後一課》取得巨大成功，但徐崢至今

仍有點意猶未盡，“如果有更多的線索，通過片中
人物的回憶，村裏的人物就都會有自己的故事，把
這些故事交織在一起，就可能會拉成一部長片。”

做導演一定要懂表演
導演、演員、監製、編劇，徐崢如今的身份非

常多元。作為“囧系列”IP的創造者，“囧”系列
電影深受觀眾好評，屢屢收穫高票房。對於“自導
自演”，徐崢感受頗深，他認為做導演一定要
“懂”表演。“我覺得，導演對表演的理解，必須
是一種切身的理解，是理解當演員站在攝影機前的
時候，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導演要站在演員
的立場上為他考慮問題，這時，你對演員的指示，
才能對演員有幫助，他才能做得更好。”徐崢同時
亦表示，未來如果需要自己有更多表演的話，還是
傾向於能夠邀請一個導演去統籌全片，因為導演需
要考慮的地方太多，“像這次拍《我和我的家
鄉》，我就只有一點點戲份，我在監視器後就很享
受了，可以很順暢地跟各個崗位溝通。”

本次大師班活動，現場來了不少的青年演員和
導演。徐崢鼓勵青年導演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藝
術創作上，同時一定要去片場待足夠的時間，從而

積累經驗。“我非常鼓勵年輕一代的導演在學校時
就開始從實際做起，多了解拍電影的流程。”此
外，對於影片投放市場後的預期和反饋，徐崢亦建
議青年導演們能有更平和的心態，轉換視角，接受
市場的意見。“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的導演，都得
有這樣的心理承受能力，你得完全捨棄你非常喜歡
的東西，或者是你能換一個視角來看問題，我們就
是在這樣的挫折中成熟、成長的。”

張藝謀寫信談電影的情愫
另一中國名導張藝謀執導的電影《一秒鐘》將

於11月27日全國上映，張藝謀寫親筆信，他在信中
書寫對電影的情愫，“我永遠也忘不了小時候看電
影時的某種情景，那種難言的興奮和快樂，就像一
場夢。電影，陪伴我們長大。夢，伴隨我們一生。
總有一部電影會讓你銘記一輩子，銘記的也許不僅
僅是電影本身，而是那種仰望星空般的企盼和憧
憬。《一秒鐘》，獻給所有愛電影的人。”該片由
張譯、劉浩存、范偉主演，講述物質匱乏的七十年
代的膠片記憶，主人公張九聲，劉閨女、范電影因
一場電影結下不解之緣。張藝謀曾表示，《一秒
鐘》是寫給電影的情書，是他自己的青春記憶。

大師班開講 鼓勵青年導演兼顧市場視角

▼徐崢鼓勵青年
導演應該將更多
的精力放在藝術
創作上。

◀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大師
班首場活動在西安舉行。

■張藝謀書寫對電影的情愫。

■■林穎彤林穎彤((左左))將在節目獻唱新歌將在節目獻唱新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黎
諾懿繼《疫境廚神》後 ，近日與陳敏
之主持全新煮食節目《今晚請客》，
14日並邀得陳煒（煒哥）和張曦雯擔
任嘉賓，諾懿透露節目一共有8集，他
會煮16個餸菜。諾懿表示事前會買材
料在家中試煮幾次，問到他豈不是貼
錢打工？他笑說：“算啦，其實學會
對自己都有用，都是家人吃，沒有所
謂，好似煒哥煮的菜式，我都可以從
中學習到。”張曦雯笑言因有煒哥在
場，故不敢煮中餐，她會煮西餐，上
節目前就煮過給男友品嚐，她笑說：
“我煮甚麼他都說好食。”

敏之早前被指捲入政治風波而遭
公司暫停工作，她否認道：“其實因
為有疫情而不拍劇，因為拍劇不可以
戴口罩，怕傳給家人，現在疫情好了
好多，節目又不用拍通宵，我可以多
點時間陪個仔，疫情期間自己照顧小
朋友會安全點，（幾時再拍劇？）等
病菌控制好的先，拍劇可能要遲少
少，等個仔大點至拍，做媽咪是有點
東西要犧牲。”14日其中一位嘉賓剛
巧是盛傳取代她演出《飛虎3壯志英
雄》的煒哥，敏之指嘉賓是公司安排
的，對方是公司的女廚神，本身亦好
欣賞煒哥，煒哥則說：“通知我做這
個角色前，我甚麼都不知，亦都沒任
何資料，（可介意被人說撿二手？）
冇所謂，當年選美我都係候補入圍，
最重要是表現好呈現到角色就行。”

不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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