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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s Fed wakes sleeping dollar, jolt-
ed bears may bolster g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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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7 (Reuters) - A hawkish shift 
from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woken up 
a slumbering dollar, sending the U.S. 
currency to its highest level in months 
and stoking expectations that an unwind 
of bearish positions could fuel more 
gains.

The dollar was on track for its biggest 
two-day percentage increase against a 
basket of major currencies in 15 months 
on Thursday and stands at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mid-April, a day after the 
central bank shifted its first projected 
rate increase into 2023 in the face of 
surging inflation.
Betting against the dollar has been a 
popular trade for months, as the Fed’s 
insistence that it would maintain its ul-
tra-dovish stance despite rising inflation 
drove the currency to a near 3-year low 
earlier this year.

The slightly hawkish shift in Wednesday’s 
statement appears to be changing that calculus: 
the prospect of a sooner-than-expected rise in 
U.S. rates boosts the dollar’s attractiveness to 
yield-seeking investors over currencies such 
as the euro and yen. Both Goldman Sachs and 
Deutsche Bank, for instance, after the Fed 
meeting recommended investors cut their bets 
on the euro rising against the buck.

“I think FX markets have finally awoken to the 
idea of earlier normalization from the Fed,” 
said Simon Harvey, senior FX market analyst 
at Monex Europe.

Large bets against the U.S. currency may 
accelerate the recent move if the threat of more 
gains pushes investors to reverse their bearish 
positions. Net bets against the dollar in futures 
markets stood at nearly $18 billion last week, 
a three-month high,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FTC.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the 
short-dollar thesis that has been so dominant 
and popular for much of the past year will be 
severely tested,” said Stephen Jen, portfolio 
manager at hedge fund Eurizon SLJ.

Momtchil Pojarliev, head of currencies at BNP 
Asset Management in New York, bought the 
dollar against the Japanese yen after the Fed 
meeting.
“The Fed has been patient, but we all know the 
Fed is going (to turn hawkish) at some point,” 
he said. “I didn’t think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now.”

Because of the dollar’s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its fluctuations tend 

to ripple through a wide range of 
assets.
A stronger dollar tends to weigh 
on the balance sheets of U.S. 
multinationals, making it less 
favorable for them to change 
foreign earnings back into their 
home currency.

A rising greenback could also 
help tame a blistering rally in 
commodity prices that has helped 
boost inflation this year, as many 
raw materials are priced in dollars 
and become less affordable to 
foreign investors when the buck 
appreciates.

“With our view of rising rates, 
risky assets and equities will have 
difficulties,” said Kaspar Hense, a 
portfolio manager at Bluebay As-
set Management, which oversees 
$60 billion. Hense went short 
the euro after Wednesday’s Fed 
meeting.

Some market participants, 
however, are maintaining their 
bearish views on the dollar, 
noting that the Fed’s easy mon-
ey policies, which include the 
purchase of $120 billion a month 
in Treasuries, remain in effect. 
Other central banks are likely to 
follow the Fed’s lead in slowly 
normalizing monetary policy, 
potentially narrowing the gap in 
rates between the U.S. and other 
economies.

Goldman Sachs believes a global 
recovery will weaken the dol-
lar over the longer term, while 
a report published by Societe 
Generale on Thursday showed a 
year-end price target of $1.27 for 
the euro, from $1.19 on Thursday.

“Clearly there has been technical, 
fundamental damage to the bear-
ish dollar story, but I would like 
to see how the dust settles before 
determining if the dollar bear 
story is behind us,” said Paresh 
Upadhyaya, director of currency 
strategy and portfolio manager 
for Amundi Pioneer Asset Man-
agement.

“Now a lot of it is going to hinge 

on… what do other G10 and emerging mar-
ket central banks do in response.”

Upadhyaya reduced his short dollar po-
sition heading into the Fed meeting but 
believes the currency will eventually head 
lower. Harvey, of Monex Europe, wants to 
see whether the next few weeks’ data will 
bolster the case for a stronger-than- expect-
ed recovery.

Others, however, think there could be room 
for more dollar gains.
Shorting the dollar “has been a popular 
trade for both discretionary and systematic 
managers,” said David Gorton, chief invest-
ment officer at hedge fund DG Partners. 
The “hawkish surprise from the Fed has 
perhaps exposed just how extended some of 
those short posit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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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79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typesetting to the high-tech
digital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age has changed our
world, but in the meantime,
climate change has also
brought disaster around the
globe.

As news media people our
main duty is to bring the news
to the people. The general

public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need to
have a voice. Many people
complain about why there is
so much negative coverage
and crime news on the TV, in
newspapers and online.
Regrettably, readers are
always willing to read the
inciteful and bloody news.

My dear friend Mr. Gary
Randazzo once said that we
as newspaper men have ink
in our blood vessels. Gary
dedicated his whole career to
the newspaper industry. His
success story made huge
amounts of money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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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are changing. These
days, from the big screen to

the small screen, everybody
can now create their own
stage. Huge amou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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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in so many ways.

We are very proud tha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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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As a community
media group with coverage
from newspaper to the
internet to televisio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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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n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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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ion to our working
team who always devote their
hard-working spiri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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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Cases Are At Their Lowest 
Point 
The U.S. has brought new coronavirus in-
fections down to the lowest level since 
March 2020, when the pandemic first be-
gan.
The big picture: Nearly every week for the 
past 56 weeks, Axios has tracked the change 
—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increase — in 
new COVID-19 infections. Those case 
counts are now so low, the virus is so well 
contained, that this will be our final weekly 
map.

By the numbers: The U.S. averaged rough-

ly 16,500 new cases per day over the past 
week, a 30% improvement over the week 
before. New cases declined in 43 states 
and held steady in the other seven.
•The official case counts haven’t been 
this low since Americans went into lock-
down in March last year — when the 
pandemic was still new, no one knew 
how long this would go on, and inade-
quate testing meant that cases were un-
dercounted.

Data: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CS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ate 
health departments; Map: Andrew 
Witherspoon, Michelle McGhee/Ax-
ios. 
Overall, roughly 33 million Americans 

— about 10% of the population —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About 595,0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virus in the U.S., making it deadlier 
for Americans than the past 80 years of 
wars and other armed military conflicts 
combined, including World War II.
The U.S. largely failed to contain the vi-
rus until the vaccines arrived.
But now, the virus really is under control, 
nationwide and in every state, thanks al-
most entirely to the vaccines. Just over 
half of American adults are now fully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the CDC.
The bottom line: The vaccines work. 
They’ve brought cases to their lowest 
point yet, and because that impr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vaccines, there’s no rea-
son to believe the virus will start gaining 
significant ground again any time soon.

White House Launches 
Vaccine Sprint 

Illustration: Rae Cook/Axios 
The White House on Wednesday an-
nounced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 with an 
array of partners including Black-owned 
barbershops, child care providers and 
colleges — to boost the nation’s slowing 
COVID-19 vaccination rates.
The big picture: It’s “an all-of-America 
sprint” to meet President Biden’s goal of 
getting 70% of U.S. adults at least one 
vaccine dose, and 160 million people ful-
ly vaccinated, by the Fourth of July.
What to watch: The initiative will focus 
on making vaccines more easily accessi-
ble, increasing education efforts around 
the vaccine and incentivizing vaccina-
tions. That includes:
•Partnering with child care providers to 
give free services for parents and care-

givers who wish to get vaccinated and ex-
tending pharmacy hours every Friday night 
in June.
•Creating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and 
teaming up with Black-owned barbershops 
and beauty salons to increase vaccine edu-
cation in the “Shots at the Shop” initiative.
•Working with employers to set up vaccina-
tion clinics in workplaces. 

COVID-19 In The News
Health:  —Royal Caribbean delays cruise 
launch after 8 positive COVID cases
Vaccines: U.S. buys 200 million addition-
al doses of Moderna’s COVID vaccine 
— Graphic: Which states have vacci-
nated at least 70% of adults — Vermont 
becomes first state to reach 80% vaccine 
threshold. 

Politics: Republicans push to sanction 
Chinese officials over Wuhan lab probe 
— Congress members hold moment of si-
lence for Americans who died of COVID.
States: In photos: Life slowly returning 
to normal as restrictions lift across U.S. 
— California lifts most COVID restric-
tions — New York lifts most COVID re-
strictions as state hits 70% vaccination 
threshold.
World: The G7’s billion-dose pledge, her-
alded by Biden, doesn’t add up — Boris 
Johnson extends England’s COVID re-
strictions to curb variant spread.
Sports: How all 24 Euro 2020 countries 
have fared with COVID-19 and vaccines.
Variant tracker: Where different strains 
are spreading. Go here: 
https://www.axios.com/coronavirus-vari-
ant-tracker-where-different-strains-are-
spreading-ffd71934-1596-43e6-923d-

32c4698e2f8b.html 
Cases:
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8:30 p.m. ET on Wednesday: 176,917,018 
— Total deaths: 3,829,247 — Total vac-
cine doses administered: 2,440,254,160.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8:30 
p.m. ET on Wednesday: 33,497,869 — 
Total deaths: 600,652 — Total tests: 
451,866,587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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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navirus Dashboard
Friday, June 18, 2021

llustration: Brendan Lynch/Axios 

Editor’s Choice

Police officers gather at the headquarters of Apple Daily as 500 police officers 
raided the newsroom ov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Hong Kong, China June 
17, 2021. Apple Daily/Handout via REUTERS

Chinese astronauts Tang Hongbo, Nie Haisheng and Liu Boming salute before the launch of the 
Long March-2F Y12 rocket, carrying the Shenzhou-12 spacecraft and the three astronauts, from 
Jiuquan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for China’s first manned mission...MORE

Racegoer Yulia Shirokova is seen before the races at the Royal Ascot in Britain, June 16, 
2021. Action Images via Reuters/Peter Cziborra

A tornado is seen on a field in 
D’arcy, Saskatchewan, Canada 
June 15, 2021. Neil Serfas via 
REUTERS

The sister and mother 
of Palestinian teenager 
Ahmed Zahi Bani Sham-
sa, who, according to 
medics, died of wounds 
he sustained by Israeli 
forces during clashes, 
mourn during his funeral 
in Beita in the Israeli-oc-
cupied West Bank June 17, 
2021....MORE

Lili Dinata, 72-year-old local 
of Sindanglaya village, is being 
rewarded with a live chicken by 
Galih Apria, the district police 
chief, after receiving his first 
dose of a COVID-19 vaccine, 
during a door-to-door vaccina-
tion in Cianjur regency, West 
Java province, Indonesia, June 
15, 2021. REUTERS/Willy 
Kurn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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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是近年来英美左翼运

动的关键词，不管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还是“Metoo”运动，关注女

性、“有色人种”等权益成为了英美左

翼运动的主流，并形成了一套“政治正

确”的舆论氛围。但是，就如许多左翼

人士看到的那样，原先拥护英美左翼的

贫困社区，却成为了这轮右翼民粹主义

崛起的基本盘。为何英美的贫困社区会

由左转右？“身份政治”是否让英美的

左翼运动中产阶级化？

戴伦· 麦加维成长于英国苏格兰格

拉斯哥南部的贫困社区，他身兼作家、

艺人、专栏作者多重角色。戴伦曾在英

国广播公司（BBC）苏格兰频道的八个

节目中登场，以成长于贫困社区的经验

，探讨反社会行为和贫困问题的根本成

因。他的首部著作《英国下层阶级的愤

怒》获得了2018年的“奥威尔奖”。在

这本书里，他以随笔闲谈的方式，从自

身的视角出发，带领读者一同走入英国

下层阶级民众的生活，直击他们的困境

与心声。他指出，“身份政治”的中产

阶级化，是贫困社区脱离左翼运动的成

因。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英国

下层阶级的愤怒》一书。

“身份政治”让英美左翼中产阶级化？

传统的左翼自视为贫困社区最合适

的代表，但随着政治光谱的进一步分裂

，以及新的政治联盟的形成，左翼正在

被大批贫困社区所抛弃。张扬的右翼人

物讲着已被抛弃的阶级斗争话语，残酷

无情地利用着这个机会。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曾

经是左翼的一大优势领域。

这类思想运用了一些自美国引进的

标签，“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便

是其中之一，它描述了基于性别、种族

和性取向之上的歧视，以及宗教、残疾

等因素是如何对个人和群体产生影响的

，属于“社会公正”体系的诸多理论之

一。社会公正应当是阶级政治进化和多

元化的体现，它的范畴应当超越社会阶

级，将种族、性别等方方面面都涵盖在

内。但是，随着交叉性理论地位的提升

，人们抛弃了阶级分析那一套。相较于

另一种覆盖更广大人群的阶级政治，身

份政治之类的社会公正理论实则是对传

统阶级分析的“中产阶级化”。

在2016年12月的《美丽喀里多尼亚

》（Bella Caledonia）杂志上，活动家亨

利· 贝尔（Henry Bell）撰文对交叉性理

论表示了支持。在简短的论辩文章《为

身份政治辩护》（In Defence of Identi-

ty Politics）中，贝尔指出，赋予“阶级

斗争”高于其他理论的特殊地位，会掩

盖破坏了社会平等的“压迫亚文化”，

并使其得以长久存在；身份政治并不完

美，但它却能为广泛对话的形成创造出

最有利的机遇。贝尔写道：

一个多世纪以来，左翼坚持认为，

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压迫相比，阶级斗争

都更为重要，而且，阶级斗争的终结也

将导致其他管控体制的终结。左翼的这

种观点疏离了大多数人。它也是一个谎

言，在我们的运动中维系着种族主义和

父权制度。如果我们不能承认这种特权

地位和我们采取的压迫行为，我们就无

法将其推翻。

问题在于，贝尔摆在交叉性理论的

批评者面前的，是一种虚假的选择：要

么接受，要么回归20世纪阶级政治的男

权制度流毒。是的，那些压迫确实存在

，和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样，阶级政

治在传统上也是由白人男性主宰的。但

是，身份政治已经成为某种行动主义的

同义词，政治光谱上的各个派别当中，

都有许多人认为，这种行动主义狭隘苛

刻，而且只会适得其反。我就是这些人

当中的一员。

我们先来看看身份政治的主要组成

部分之一——“批评文化”（Call-Out

Culture）。这里的“批评”，指的是对

某些人的公开谴责，而且通常在网络上

进行。有时候，伴随着这种批评一同实

施的还有“平台封杀”（No-Platforming

），也就是向某个组织和机构施压，要

求它们不得为特定的个人提供公开发言

的机会。这些做法引发了不少争议，而

且很可能会与它们原本追求的事业背道

而驰。居住在多伦多的作家阿萨姆· 艾

哈迈德（Asam Ahmed）在《浅论“批

评文化”》（A Note on Call-out Culture

）一文中强调了这些问题，该文发表于

2015年 3月的《荆棘地》（Briarpatch）

杂志。艾哈迈德写道：

在批评文化中，在进步社群对边界

的守卫和界定方式中，一种温和的极权

主义暗流正在涌动，这样说并不夸张。

它们的边界标准多半是通过对恰当的语

言和术语的运用而构建起来的——这些

语言和术语永远都在变动，让人几乎无

所适从。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谁能保

证永不犯错。如果有人精通那些语言，

熟知那些解释之道，学会了运用那种语

言来证明自己永远正确，又会怎么样呢

？面对用反对压迫的语言为压迫行为辩

解的专家，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为压迫

行为负责呢？在进步圈子里，这种事几

乎每天都会发生，但我们却找不到合适

的词语来描述这种任性弄权的行为。

行动主义社群，尤其是那些在大学

校园中发展的群体，经常把对身份政治

的批评与对压迫和不平等的否认混为一

谈。身份政治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应对

之道的核心特征是，它主要依靠受害者

和少数群体的叙事作为文化上的动力，

作为推进政治议程的特洛伊木马。这种

运动自称代表了少数群体和受害者的立

场，对这种形式的行动主义的任何质疑

都可能被扭曲成对这两个群体的攻讦。

讨论的中断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的

结果。

在《为什么这个激进左翼分子对左

翼文化大失所望》（Why This Radical

Leftist is Disillusioned by Leftist Culture

）一文中，贝利· 莱蒙（Bailey Lemon）

从女性左翼分子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莱蒙写道：

我受够了派系集团、等级制度和他

人的监督，也受够了自称朋友或同志的

那些人之间的权力失衡。在行动分子的

圈子里，任何形式的分歧或异见都会引

发纷争，有时候还会导致某些人被组织

放弃，组织认为他们“不安全”，要对

他们进行公开的羞辱和诽谤，这样的事

实让我感到疲惫和悲伤。让人反感的是

，我们声称要建设新世界、新社会，要

以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如

果有人犯了错误，说了错话，做了错事

，他们根本不会得到辩解的机会，因为

冲突的解决流程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

其中缺少了解事实的意愿。事实上，在

如今的行动分子圈子里，如果有人真的

见到了什么既定流程，那他实在是相当

幸运。每个人都处在社交压力之下，不

论他们在特定形势下遭遇了什么，都必

须去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一切。这不是

自由。这不是社会公正。这毫无“进步

”和“激进”可言。

有些人相信，身份政治是实现广泛

讨论的唯一方式，他们几乎从不提及身

份政治较为负面的影响。相反，身份政

治的支持者们往往会把批评指向那些心

怀不满、情绪激动、厌恶女性的白人男

性，说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特权受到限

制。这种做法忽视了交叉性理论号称要

赋权的无数女性、有色族裔、酷儿、男

同性恋和跨性别者。那些人在展开任何

一种分析的时候，都以特权审查开始，

异见者的观点在发表之前就被标作无效

。在这个领域中，毫无根据的过度简化

不但受到鼓励，而且成为一种强制性的

做法。他们丝毫不考虑阶级划分的问题

，把社会问题统一归咎于“白人异性恋

男士”，将他们看作权力和特权的化身

。

如果交叉性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

那么我们就能更全面地了解多元文化社

会中的互动机制——包括少数群体之间

歧视、偏见和辱骂的“交叉”。LGBT

社群内的种族主义、非裔美国人的恐同

情绪、女性主义社群中关于跨性别者的

争议、穆斯林社群对女性的压制、女同

性恋之间的家暴和对儿童的忽视与虐待

，这些问题都是不能承认的忌讳。除了

白人男性的特权地位之外，交叉性应当

还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精英大学中

的那些富裕学生，他们试图掌控我们其

他人思考和讨论自身经历的方式，他们

一面把我们排除于对话之外，一面声称

是在为我们发声。相反，如果有人指出

其中的矛盾和反常，活动家们就会为了

打消批评、回避讨论，摆出一堆或是轻

描淡写，或是诋毁中伤的术语……

在英美，贫困社区为什么在愤怒中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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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eap, readily available steroid drug 
reduced deaths by a third in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in a large 
study, the first time a therapy has been 
shown to possibly improve the odds of 
survival with the condition in the sickest 
patients.                                                                           
Full data from the study have not been 
published or subjected to scientific scru-
tiny. But outside experts on Tuesday im-
mediately embraced the top-line results. 
The drug, dexamethasone, is widely 
available and is used to treat conditions 
includ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asthma, 
and some cancers.
In a statement, Patrick Vallance, the 
U.K. government’s chief scientific 
adviser, called the result “tremendous 
news” and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
ment in our fight against the disease.” 
Scott Gottlieb, a former commissioner 
of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
tion, called it “a very positive finding” 
in an interview on CNBC. “I think it 
needs to be validated, but it certainly 
suggests that this could be beneficial in 

this setting.”
Related 
Atul Gawande, the surgeon, writer and 
public health researcher, urged caution, 
tweeting, “after all the retractions and 
walk backs, it is unacceptable to tout 
study results by press release without 
releasing the paper.”

The study randomly assigned 2,104 
patients to receive six milligrams of 
dexamethasone once a day, by mouth 
or intravenous injection. These were 
compared to 4,321 patients assigned to 
receive usual care alone. 
In patients who needed to be on a 
ventilator, dexamethasone reduced the 
death rate by 35%, meaning that doctors 
would prevent one death by treating 
eight ventilated patients. In those who 

needed oxygen but were not ventilat-
ed, the death rate was reduced 20%, 
meaning doctors would need to treat 25 
patients to save one life. Both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re was no benefit in patients who 
didn’t require any oxygen. The research-
ers running the study, called RECOV-
ERY, decided to stop enrolling patients 
on dexamethasone on June 8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y had enough data to 
get a clear result.
“Dexamethasone is the first drug 
to be shown to improve survival in 
COVID-19,” Peter Horby, one of the 
lead investigators of the study and a 
professor in the Nuffield Department of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said in a statement. He added that the 
drug should now become the standard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Covid-19 
who need oxygen. “Dexamethasone is 
inexpensive, on the shelf, and can be 
used immediately to save lives world-
wide.’”

 APSTOCK
A different arm of the same study 
showed on June 5 that hydroxychlo-
roquine, widely touted as a potential 
Covid treatment, had no benefit in hos-
pitalized patients. Yesterday, based in 
part on those results,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revoked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using hydroxy-
chloroquine in those patients.
From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in 
March,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two different stages of Covid-19, which 
will likely require very different inter-
ventions. Some drugs are designed to 

directly combat the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that causes the disease. 
The first medicine shown to have a 
benefit, remdesivir from the biotech firm 
Gilead Sciences, falls into this category, 
even though, because it must be given 
intravenously, it has been tested in hos-
pitalized patients. Remdesivir shortens 
the course of infection, but has not been 
shown to save lives.
After patients have become profoundly 
sick, the problem starts to become not 
only the virus but their own immune 
system, which attacks the lungs, a con-
dition calle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or ARDS. For these patients, 
doctors have believed, they would need 
to dampen patients’ immune response 
even as they fought the virus.

Initially, excitement in this area fell 
on new and expensive drugs, such as 
Actemra, a rheumatoid arthritis drug 
from Roche that is used to treat a similar 
condition caused by some cancer im-
munotherapies. But a study in patients 
who needed oxygen showed no benefit 
from a similar drug, although another 
arm in sicker patients is continuing.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s conduct-
ing a study of an Eli Lilly pill targe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an extension of 
the study that showed remdesivir has a 
benefit.
Dexamethasone, which reached the 
market 59 years ago, seemed an unlike-
ly candidate to help these patients; it 
was seen as too crude a way of tamping 
down the immune system. In guidelines 
for physicians treating the disease, the 
NIH doesn’t even mention the therapy.
Studies that are testing other medicines 
may now need to incorporate the use of 
the drug, which could complicate ana-
lyzing the results. A spokesperson for 
Regeneron, which is testing Covid-19 

drugs focused on both attacking the vi-
rus and dampening the immune system, 
said the company’s studies are written 
so that when a new medicine becomes 
the standard of care, it becomes avail-
able to patients in the trial.

 Some studies have shown a benefit for 
using dexamethasone in acute respi-
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not related 
to Covid-19, although the benefit was 
smaller than in RECOVERY. 
The result, should it hold up to further 
scrutiny, shows the benefit of the strat-
egy of Horby and Martin Landray, the 
Oxford researchers who designed the 
study, leveraging the U.K. health system 
to start a study of multiple inexpensive 
potential Covid-19 therapies — includ-
ing hydroxychloroquine, dexametha-
sone, and also some older HIV medi-
cines. Several months in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s come from this single study.
Neither of those results, however, have 
been scrutinized or published. (Courtesy 
stast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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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ces Death Rates Among
Patients With Severe Cases

Common Steroid Improves
COVID-19 Survival -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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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題材電影《超越》奪冠
在經過今年春節檔和清明檔電影市場的強勁反

彈後，端午檔沒能延續此前票房的淩厲走勢，《超

越》《熱帶往事》《彼得兔2：逃跑計劃》《天堂

電影院》等15部新片在端午節期間公映，總共收

獲約4.65億元的總票房，成績可謂不溫不火。

缺少超級大片入市

回溯往年端午節檔的影片，一般都會有一到兩

部超級大片入市，比如2015年的《殺破狼2》，

2016年的《魔獸》，2018年的《侏羅紀世界2》等

，這些影片很快在市場上掀起了觀影熱潮。相比之

下，今年入市的影片中，還沒有一部影片能夠具有

如此大的市場號召力。

6月12日，端午節檔的首日，《超越》《熱帶

往事》等五部新片上映，

加上6月11日上映的《你

好世界》《陽光姐妹淘》

等10部新片，共有15部

新片上映。此外，《黑白

魔女庫伊拉》《寂靜之地

2》等早先公映的影片，

依然在市場上占據一定的

排片比例，這讓每部影片

能夠得到的排片量都不高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單片的票房。

鄭愷、李昀銳等主演

的體育題材電影《超越

》公映三天，票房超過

8900 萬元，排在今年端

午節檔的首位。就票房

成績來說，這個數字不算驚人，不過作為一部體育

題材電影，《超越》得到了不少觀眾的喜愛。有觀

眾認為，該片並沒有把焦點放在運動員的職業輝煌

期，而是提出了一個短跑運動員在自己職業生涯結

束後，他將如何面對未來生活的話題，也就是“終

點之後怎麽辦”。而主演鄭愷為了飾演片中的郝超

越，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增肥20公斤，這種演員的

職業精神也被不少觀眾點贊。

由彭於晏、張艾嘉等主演的文藝片《熱帶

往事》上映三天，取得了5234萬元的票房。該片

是寧浩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中的新片，導

演溫仕培是新人，劇情並不復雜，講述了一起意外

死亡事件導致三個人不同命運的故事，但該片采用

了多視角敘事和交叉剪輯的方式，將影片的懸念感

做得很足，而且在影片的畫面風格和攝影上做了很

成功的嘗試。但受製於文藝片的風格，該片的票房

後勁明顯不足。

端午檔定位不清晰
好萊塢動畫片《彼得兔2：逃跑計劃》6月11

日公映，排片占比只有7.8%，當日僅收獲了628萬

元的票房，但該片後勁十足，6月14日，影片的排

片上升到了13.4%，上座率更是遙遙領先於其他影

片，該片也在當天實現逆襲，成為了當日票房冠軍

，上映三天總票房超過7750萬元。

日本動畫電影《你好世界》、國產翻拍電影

《陽光姐妹淘》、愛情電影《當男人戀愛時》三部

影片的票房不溫不火。尤其是《陽光姐妹淘》翻拍

自2011年韓國同名電影，由包貝爾執導，殷桃、

曾黎等主演。有觀眾認為，該片過分照搬韓國版電

影劇情，相似度達到9成，不少情節脫離國內現實

，讓人有違和感。該片上映4天，票房僅為5200萬

元左右，明顯低於預期。

此外，由意大利導演托納多雷執導的經典影片

《天堂電影院》也在問世32年後，6月11日國內首

次公映，不過受新片擠壓嚴重影響，該片在公映一

天後，排片量下跌至1.5%以下，上映4天只取得

1100萬元左右的票房。跟2019年托納多雷的另一

部傑作《海上鋼琴師》上映後取得1.4億元的票房

不可同日而語。

過多新片的擠壓，讓彼此競爭更加激烈，像

《候鳥》《火山地獄》《玄夜狐影》《夏夜騎士》

等小成本影片，幾乎沒有“出圈”的可能。由王姬

主演的《候鳥》，以當下中國的城市化和人口老齡

化為背景，聚焦因“老人留守在家，子女打工

在外”現象，探討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熱點問

題。該片上映4天，僅取得900多萬元票房。

相比於春節檔和國慶檔的定位，端午檔的

定位歷來不是很清晰。今年的這個端午節檔期，

入市的影片也相對比較弱，缺少人氣影片的帶

動，很難激發出觀眾的觀影熱情。此外，受製

於疫情的影響，進口大片也未能在這個檔期中

亮相，而國產重量級大片也不看好這個檔期，

最終導致今年端午檔影片數量雖多，票房卻不

盡如人意。

惠英紅胡先煦領銜主演電影《瞧一橋》
首曝概念海報盡顯魔幻治愈之旅

由騰訊影業· 新麗傳媒· 閱文影視在

上海世博中心聯合舉辦的主題為“向

融· 日新”2021 年度發布會上，電影

《瞧一橋》官宣主創陣容，由韓三平擔

任藝術總監，黃丹擔任劇本總監，石暢

和馮浣鈺擔任編劇，青年導演宋新棋執

導，實力影後惠英紅和新生代優質演員

胡先煦領銜主演，講述了退休橋梁工程

師和問題少年的公路救贖故事。現場發

布首張概念海報，海報中只有兩人一車

，不同視角截然不同的畫面盡顯魔幻現

實主義色彩，揭開了一場“跨年齡”治

愈之旅。

發布會上，二位主演與騰訊影業高

級副總裁、騰訊影業電影業務總裁、閱

文集團版權業務負責人鄒正宇、導演宋

新棋一同登臺完成了項目發布，惠英紅

現場表示“在第一次看到《瞧一橋》的

劇本時，我就被主角深深打動，希望能

詮釋好這個我喜歡的人物”，演員胡先

煦也在分享：自己為了影片剛剛去考到

了駕照，希望在影片中為惠英紅老師保

駕護航。主創團隊誠摯表達了對這部暖

心作品的喜愛，也傳遞出詮釋好這部影

片的決心。

惠英紅胡先煦重磅加盟實力創作班
底集結引期待

電影《瞧一橋》改編自豆瓣文藝長

篇小說《狗夫200天》，講述了65歲的

退休橋梁工程師張倩影（惠英紅飾）與

問題少年陳誌勇（胡先煦飾）因跨省代

駕而開始的“跨年齡”之旅。漫長的獨

處讓兩個孤獨的靈魂強烈碰撞，最終相

互理解與救贖。

實力影後惠英紅此次將飾演一位退休

的橋梁工程師張倩影。這位從打女形象

到優雅的品質影後，是華語影壇公認的

演技大魔王。三封金像影後的惠英紅，

演技精湛，在不同作品中演繹百態人

生。在發布會現場，惠英紅表示：

“張倩影身上有很多故事和內涵，這

也是我喜歡她的原因，也希望能詮釋

好這個角色。“

新生代優質演員胡先煦則飾演一位

問題少年陳誌勇。童星出身的胡先煦天

分過人，靈動自然的表演方式深受圈內

外好評。在熱度和口碑齊飛的網劇《棋

魂》中，胡先煦用精彩表演成為全劇演

技擔當，觀眾好感度飆升。此次出演渾

身都是“毛病”的問題少年，全新的嘗

試讓觀眾十分期待。胡先煦認為《瞧一

橋》是一個溫情同時有趣的故事：“兩

個人有年齡的差距，學識的差距，生活

環境和生活背景的差距，同時他們彼此

很孤獨，所以通過這一趟旅程之後，跨

越了種種的矛盾問題……前段日子我把

駕照考了，我和片中角色陳誌勇都是新

手上路，希望大家能喜歡。“電影《瞧

一橋》是兩位演員的首次合作，兩個自

帶痛點人物的救贖之旅即將啟程！

概念海報盡顯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兩
人一車共赴救贖之旅

發布會上曝光的概念海報以插畫

形式展現。海報正看是落日斜陽，畫

中少年站在車頂上手持望遠鏡眺望遠

方，而張倩影則坐於車頭前方欣賞夕

陽。遠處斜陽倒映在江面上，霞光灑

下，波光粼粼，山間翠色忽明忽暗，

令人神往。但是，把海報旋轉 180 度

後，景色卻又截然不同，似乎預示著

兩人的人生在旅途中將迎來重大改變

。旋轉後畫面裏一條寬闊的道路直通

遠方，遠處的橋梁建設項目正在如火

如荼的展開，不禁讓人猜測退休橋梁

工程師張倩影的過往人生。公路上灑

落的藥片再次顯示這是一場註定頗不

平靜的公路旅行。無論是江面上的斜

陽，還是公路上的藥片，整張海報充

滿了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引人無限遐

想。

電影《瞧一橋》由騰訊影業出品，

萬年影業承製，著名出品人、製作人、

導演韓三平擔任藝術總監，著名編劇黃

丹擔任劇本總監，青年編劇石暢和馮浣

鈺擔任編劇，青年導演宋新棋執導，影

片將在6月底於貴州、福建兩地開機拍

攝，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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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往事熱帶往事》》發“她視角”特輯
彭於晏張彭於晏張艾嘉名場面獲贊

由寧浩監製，溫仕培執導，

彭於晏、張艾嘉、王硯輝領銜主

演，章宇友情出演，姜珮瑤、蘆

鑫、陳永忠、鄧飛主演的電影

《熱帶往事》已於6月 12日正式

上映。作為同檔期唯一一部犯罪

大片，《熱帶往事》匯聚影壇高

配卡司，高視聽強情緒的內容輸

出無疑成為端午檔最具氛圍感的

觀影首選。伴隨熱映，影片再發

“她視角”人物特輯，不僅從張

艾嘉的女性視角解讀影片創作，

更將片中彭於晏與張艾嘉的多個

名場面戲份，諸如“我哭不出

來”、“面包車裏吃冰棍”等一

一呈現。讓觀眾領略華語影壇

“最嘉”女演員張艾嘉細膩自然

的演技，以及她與彭於晏之間對

手戲產生的“浪漫火花”。

《熱帶往事》熱映獲贊真正

“大銀幕享受”“她視角”特輯
再現彭於晏張艾嘉浪漫名場面

電影《熱帶往事》於6月 12

日正式上映，公映當日即收獲

3000萬的不俗票房。影片在一線

城市的票房產出、人次占比、場

次占比皆為同檔期第一。這場亞

熱帶潮濕燥熱的回憶迷局，如抽

絲剝繭般層層展開，將視聽享受

與情緒氛圍全方位呈現，更是讓

觀眾直呼過癮。有觀眾評價：

“黑色電影的味兒太正太純，這

才是真正的大銀幕享受！”“影

像和聲音方面的設計特別突出，

搭建出了能夠支撐起所有情緒、

氛圍、觸感的類型框架。在一眾

依靠劇本殺出重圍的新人導演裏

，這種完全屬於電影屬於大銀幕

的導演，值得更多的鼓勵。”除

了獨具匠心的大銀幕觀影氛圍，

主演們精彩的演技碰撞更是讓人

印象深刻。有觀眾表示：“彭於

晏張弛有力，讓人心疼，演技呈

現非常滿意。”而片中張艾嘉的

演技更是讓影迷驚嘆為“歲月沈

澱的風華”、“一如既往的穩”、

“一出場就帶著撲面而來的生活

氣息”、“面部微表情真的是影

後的爐火純青”。伴隨熱映，影

片再發布“她視角”人物特輯，

多重側面解讀張艾嘉演繹角色的

心路歷程。

此次發布的張艾嘉角色特輯

中，展現了片中王學明與梁媽的

多個名場面戲份，比如：梁媽獨

自吃水果、梁媽留王學明吃晚飯

、梁媽為王學明冰敷傷口、梁媽

說“我哭不出來”、兩人墓地獻

花、兩人面包車裏吃冰棍等等。

正是彭於晏與張艾嘉多場分寸感

十足的對手戲，讓很多觀眾感慨

：《熱帶往事》是我這幾年看過

的最浪漫的華語電影，沒有之一

。有影迷對此解讀：“真正的浪

漫是深入骨髓的，它無關愛情，

只關乎人們看待生活的目光。

《熱帶往事》就明確的展示了這

種目光。”《熱帶往事》“她視

角”特輯中，張艾嘉也表達了對

表演的細致思考，以及對人物細

微的捕捉。與其搭檔的彭於晏就

直言：“跟殿堂級的影後演戲，

她會讓我的工作變得非常輕松。”

“梁媽”一角跳出傳統不再
隱忍張艾嘉表演入魂好到“不留
痕跡”

特輯中，觀眾可以直觀感受

到：張艾嘉對於梁媽生活細節的

捕捉幾乎是信手拈來。拿煙的手

勢、語速的快慢、甚至是用手去

掰碎一塊饅頭慢慢吃，幾個眼神

動作就將一個女人所處的孤獨囹

圄建築起來。飾演王學明的彭於

晏透露：“她特別在意這些小的

，很不確定感的細節，她是一個

很直接的演員。”導演溫仕培也

坦言：“張艾嘉是我們在劇本寫

作的過程當中，代入和想象的就

是她。”而張艾嘉談到對角色理

解時表示：“梁媽這個角色她完

全不太一樣，我覺得她內心很孤

獨，可是內心又有那種燥熱的心

態，像這樣子的角色我還是比較

少接觸的。”電影《熱帶往事》

將柔情投射於梁媽的“她視角”

，塑造了一個接連遭受失子喪夫

打擊的婦人形象。而對觀眾來說

，“梁媽”這一形象的出現是新

鮮的，是不同於以往意義上“失

去至親女性”的傳統形象。有觀

眾認為：“她日子很寂寞，但是

她依然選擇尊重自己的精神和靈

魂。這是我特別喜歡梁媽這個人

物的地方，她對於自己的感受無

比誠實。”更有觀眾被張艾嘉舉

重若輕的表演深深吸引：“張艾

嘉的功力有多老練呢？一場戲裏

同時涵蓋了她過往的隱忍犧牲，

又輕松展現出她對接下來人生的

解脫向往。”

早在《熱帶往事》首映禮時

，眾多影迷就因張艾嘉蒞臨現場

歡呼雀躍。“梁媽”所到之處，

幾乎都會有其忠實影迷現身，其

中一位粉絲更是拿出6年前電影

《念念》首映禮與張艾嘉的合影。

如今青蔥少年已走入職場，對張

艾嘉的喜愛也伴隨其整個青春。

還有影迷感恩張艾嘉所演繹過的

眾多經典角色，某些角色投射出

的光也陪伴影迷走過人生的“至

暗時刻”。影片上映後，眾多影

迷都在網絡平臺上留言，對張艾

嘉在《熱帶往事》中的表演給出

毋庸置疑的好評：“沒想到張艾

嘉會是這樣的，潮濕曖昧，皺

紋、發絲、衣服的質地都是韻

味。”“張艾嘉好到不留痕跡。”

“張艾嘉對角色細節處理讓影片

值得二刷。”

電影《熱帶往事》由壞猴

子（上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文化旅遊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歡喜首映文化有限公

司、北京阿裏巴巴影業文化有限

公司、騰訊影業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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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老》傳喜訊
首部國片入選富川國際奇幻影展開幕

知名作家九把刀第3

度執導，柯震東、宋蕓

樺、王淨主演的新片《月

老》，將於7月8日參加

韓國富川國際奇幻影展的

開幕片，這是首部臺灣電

影獲選為富川奇幻國際影

展開幕片的殊榮。《月

老》從 2019 年開拍至今

精心打磨近3年時間，後

製作業終於如期完成，獲

選消息也等於替製作團隊

打了1劑強心針。

第25屆的富川國際奇幻影展今年

總計有來自世界 47 國 260 部電影參

展，富川影展策展人提到：「九把刀

的前作《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

曾經獲得富川影展觀眾票選獎，一直

是受到觀眾歡迎的導演。相信這部電

影可以喚醒許多觀眾的珍貴記憶，也

展現出愛的價值無論是否在世都可永

存。」

由於韓國也尚未從新冠疫情中完

全解封，《月老》在富川國際奇幻影展

放映也將採梅花座，九把刀、男主角柯

震東與2位女主角宋蕓樺、王淨因為疫

情關係無法親臨富川開幕活動，影展單

位除開幕外也計畫安排在7月10日下午

的一般觀眾放映後，由導演與演員在線

上與影迷相見歡。

九把刀也感謝富川影展：「很高興

《月老》能在富川影展擔任開幕影片，

不能去現場跟觀眾一起體驗非常可惜。

《與神同行》當年帶給我非常大的衝擊

跟感動，在亞洲，生死輪迴觀都非常相

像，所以希望《月老》能夠帶給觀眾有

些不一樣的感動。」

柯震東、王淨和宋蕓樺也齊聲希望

疫情可以趕快過去，臺灣的觀眾可以一

起進戲院看《月老》，柯震東說：「謝

謝富川影展！很開心《月老》入選開幕

片，希望疫情趕快過去，大家可以健康

平安地一起看《月老》」。

宋蕓樺覺得很榮幸《月老》能被

選上富川影展開幕片：「我自己也

還沒看過電影，所以非常期待可以

和觀眾一起在戲院感受這個特別的

故事。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期待

戲院見！」王淨則說：「非常興奮

也很期待，因為疫情的關係，擔心

臺灣可能沒辦法在預計的時間內準

時上片。結果聽到這個消息覺得安

慰了很多，能夠先讓韓國的觀眾們

看到《月老》，真的很感激～也希

望他們會喜歡。」

陳柏霖、劉冠廷、黃尚禾等主演國片《詭扯》繼臺北電影節5項

入圍後，今日再入圍2021韓國富川國際影展競賽片（Bucheon Choice）

，等同入圍角逐影展最大獎項。陳柏霖、劉冠廷第一時間接獲好消息

時也不禁歡呼大叫，陳柏霖開心笑說，希望韓國觀眾會喜歡。

動作喜劇《詭扯》在去年拍攝，今年4月份完成後製，並甫於北

影競賽項目獲「最佳導演」許富翔、「最佳女配角」百白、「最佳男

配角」劉冠廷、「最佳剪輯」李棟全、「最佳聲音設計」湯湘竹、劉

小草、曾雅寧等5項入圍，如今打敗其他30多個國家的作品，並以

「具有獨特視野與風格，展現創新實驗精神與藝術能量」入選富川電

影節競賽片，對幕前幕後工作人員來說是極大的鼓舞。

《詭扯》描述黑警鋒哥（陳柏霖 飾）要在48小時內找回被兄弟

小強黑吃黑的鑽石贓物，他循著手機訊號來到某村莊，卻怎麼也找不

到他，在詭異氣氛下，與徐伯（陳以文 飾）為首的村民展開一連串的

心戰與鬥智，當局面陷入混亂時，竟還有女鬼來搗亂，情節詭譎之餘

又有許多突如其來的笑點貫穿全片。

韓國富川國際影展（BIFAN）在競賽長片部份，分為國際競賽的

「富川Choice」與國內競賽的「韓國奇幻」。過往入選「富川國際競

賽長片」包括曾代表日本角逐奧斯卡金像獎外語片的《告白》、挪威

電影《冰血奇緣》、瑞典浪漫恐怖片《血色入侵》，還有獲獎無數的

港片《踏血尋梅》、在世界各影展多有嶄獲的臺灣電影《樓下的

房客》等。入選「富川韓國奇幻長片」則包括：韓國導演羅泓軫一鳴

驚人的經典之作《追擊者》、《哭聲》、韓國票房史上預售率次高的

影片《偉大的隱藏者》、《煉獄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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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張敬軒
（圓圖）、菊梓喬（HANA）、石詠莉
（Sukie）、衛蘭和關心妍等歌手15日
晚參與《勁歌金曲》節目錄影，軒仔
的新歌《Sweet Escape》為他贏得今
年第二首冠軍歌，他希望能再接再厲
推出更多好歌。

提到《勁歌》的點評歌手環節成
為焦點，軒仔笑稱他自小已被“姐夫”
單立文（豹哥）猛烈批評，說：“因為我叫
胡蓓蔚做‘家姐’，豹哥姐夫已經親切地點評我
多年，大家電視上只見到他的三四成功力，最記

得當年鬧我在台上散收收，看完音樂節
目不是鬧我，就是鬧胡蓓蔚，不過都
知他是恨鐵不成鋼，鬧都是為我
好。”軒仔稱新一代認識豹哥都是
從《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接
觸，但其實對方是香港殿堂級的低
音結他手和音樂監製，很有資格去
點評歌手，說：“覺得節目加入點
評環節都是好事，歌手有時會有面子

和年資的包袱，加上現在網絡上也有很多
意見，作為歌手一定要謙虛和有強大的承受力，
有建設性的評價都視作袋錢入自己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由余曉彤（Hidy）及梁諾妍
（Inez）主持的香港開電視全新節目《碧波遊浪記》，16日邀
請到陳嘉桓（Rose）擔任嘉賓，並於遊艇上進行拍攝。

兩位主持Hidy和 Inez表示近日均要在遊艇上拍攝及玩
水上活動，日前還學做美人魚在海中暢泳。

剛公布結婚喜訊的Inez曬到好黑，問會否擔心做新娘子
時膚色太黑令未來老公洪永城不喜歡？她笑說：“我再黑一點
再短頭髮一點他都接受，我都接受他現在無頭髮啦，所以他無
得出聲！”Inez坦言近期獲得各方友好的祝福，很是開心，而
答應未來老公求婚後，便一直在籌備婚禮，問是否想趕生仔？
她直說：“我們都喜歡小朋友，也有了計劃！”結婚時雙喜臨
門？她笑說：“我也想，總之有好消息會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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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16日，第24屆上海

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席論壇

上，本屆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

委會主席黃建新攜開幕影片

《1921》主創——聯合導演鄭大聖、製片人任

寧、編劇余曦和主演王仁君亮相。他與劇組成員

們詳解了如何通過細節製作，拍出生動的主旋律

電影。黃建新也坦言《1921》的拍攝受疫情影響

困難重重，猶幸得到多方協調，最終順利完成。

作為《1921》的監製及導演，黃建新直言為
了區別於其十年前所拍的《建黨偉業》，

特意選擇了全然不同的敘事方式拍攝
《1921》，通過延展歷史“橫截面”，充分展
現1921這一年當中發生在上海的故事。而從任
寧和余曦等人的介紹中也不難看出，劇組在地
域的特色、人物飽滿度的打造上都下足了功
夫。甚至不惜為了觀眾的代入感，在影視基地
造建築群……他坦言：“這次的創作對我來講
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你在重複拍第二次一
個事情。”

提及在車墩影視基地造房子一事，黃建新
笑言製片是頂着巨大壓力在支持。他介紹稱，
以往的歷史片在取景時，由於角度限制，鏡頭
經常產生躲避，故而觀眾在觀影時難以跟隨主
人公有沉浸式體驗。而這一次，劇組不惜拆了
車墩影視基地原本的一個花園，自建了一大會
址、新青年會址等等。

而除了製片和上影集團的支持外，上海市
相關部門也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一方面疫情的
影響讓很多取景都需要層層協調溝通，另一方
面，影片中涉及到原本計劃赴法國拍攝的鏡頭
無法成行，最終選擇了上海外灘光大銀行總部
大樓，通過現場採景和CG的配合完成了拍攝。
據悉，當時為了拍攝也是採取了臨時交通管
制。可以說沒有多部門的協調，《1921》很難
如預期般呈現在觀眾面前。

堅持湊齊七十位法國群演
取景難，找群演也不易，黃建新說：“我

當時就說，無論如何前景的七八十個群演必須
是法國人，但是疫情之後跑得最快的就是法國
人和美國人，都走了，全上海基本就剩下俄羅
斯的群眾演員，法國演員很少。”為了不穿
幫，製片方無奈之下發動各方力量，聯繫了整
個長三角範圍內的法國群演，最終才勉強湊
齊。雖然費時費力，但效果卻很令黃建新滿
意，“你看他們法國人，一唱《馬賽曲》，那
個莊嚴的表情，是非法國人所不能展現的，這
是進入到血液裏的東西。”

由於集中展現一年份的內容，在確保歷史
準確性的前提下，人物如何塑造得更為飽滿，

故事如何更有起承轉合都是對劇組巨大的考
驗。為此，余曦透露，“其實李達在之前的人
物刻畫裏不是有特別多可以參考的，但他是理
論界的魯迅嘛，那麼魯迅有很多可以參考的，
我就翻魯迅的文章。就發現魯迅在寫完《唐宋
傳奇》之後，寫的那個序，‘時大夜彌漫，壁
月澄照，饕蚊遙嘆，余在廣州。’我當時找到
這個挺興奮的，我覺得就找到了當時李達心理
的狀況。”

此外，黃建新還提及兩處他非常滿意的人
物刻畫。一是黃軒飾演的李達在結束與共產國
際的會議後，回憶自己青年時代“燒日貨”的
場景，“燒日貨用的火柴是日本製造，那種心
情……”另一個則是王仁君飾演的毛澤東以奔
跑的方式，串聯起大時代背景和他內心世界的
畫面，“這些內容都很電影” ，在黃建新看
來，如果沒有這些電影特徵，那麼看電影還不
如讀一本書。電影表達的意義在於用影像支撐
起觀眾想像的空間，只有這樣，鏡頭中的段落
才能產生超越電影本身的能量。

穿免襠褲跑出三級跳感覺
而提及這段奔跑的戲，王仁君回憶道，

“導演和我第一次見面就反覆問我，你跑得好
看嗎？當時我沒覺得跑步有什麼難的，而且自
己一直有堅持跑步的習慣。但是到了實際拍攝

的時候，和我的想像是不一樣的。因為當時主
席的穿着是免襠褲，你要想把一個步子邁得很
矯健，動作是需要去做很大改良的。基本跑的
時候像是三級跳遠的狀態，自己跑是不舒服
的，但是呈現在畫面裏效果是非常賞心悅目
的，而且符合當時的人物的心情。”

王仁君還透露，為了還原青年時期的毛澤
東的樣子，導演對他有個特殊要求，“一開始
導演給我列了一個長長的書單，但一直強調，
就看1922年以前的，不要往後看，當時還沒有
很理解導演的意圖，但是看完成片之後就感受
到了導演的良苦用心，他不希望之後的主席思
想上的成長被帶入到他的青年時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夏微）由導
演耿軍執導的電影《東北虎》入圍今年上海電
影節金爵獎，影片由實力演員章宇和喜劇女演
員馬麗首次聯袂主演。在談及拍攝感受時，馬
麗直言希望嘗試不同類型的角色，她說：“整
個創作過程非常快樂難忘。”她亦表示希望通
過此次表演讓觀眾看到擁有飽滿力量的女性角
色。

《東北虎》講述了一個充滿東北風味的黑色
幽默故事：美玲（馬麗飾）即將臨盆，她的丈夫
徐東（章宇飾）只好將家中心愛的狗託朋友寄養
到別處。馬千里（張志勇飾）是債務纏身的建築
商，他在窮途末路之際，偶然接收了徐東的寵
物。不幸的是，這隻狗的死亡讓兩個站在人生岔
路口的失意者狹路相逢，滿腔怒火的徐東在復仇
的道路上屢戰屢敗，但卻發現了馬千里不為人知

的一面。與此同時，美玲也意外地發現了徐東的
秘密……

從喜劇演員變身力量女性，馬麗坦言通過
此次拍攝自己得到了昇華，“我之前讓觀眾認
識也是因為喜劇，所以在喜劇之外我希望嘗試
不同類型的角色，有導演的信任我非常開心，
有機會出演戲中的角色我覺得自己很幸福，創
作過程也是非常快樂和難忘的。”

章宇讚馬麗可塑性強
對於未來演戲的轉型，馬麗坦言喜劇演員或

容易被“固化形象”。不過，在她看來每一個角
色都是新鮮的，“這一次肯定和我之前塑造的角
色完全不一樣。”她透露，劇中的兩個不同性格
的女主演會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兩人之間
會有精彩的對手戲。“我們還和章宇有一場戲拍

了整整一個晚上，我覺得那一次拍攝對於我心靈
上來說是一次非常震撼的經歷，我就在想原來演
員是可以這樣演戲的，這裏面的演員都是寶貝，
每一個角色都非常珍貴。”

另外，男主演章宇亦稱讚馬麗可塑性強，
他坦言在加入劇組前有過壓力，擔心難以融入
團隊，但在拍戲過程中，更好地認識到了合作
夥伴，“馬麗是一個非常全面，有塑造力的演
員，我和她拍戲就發現，以往對她的認識狹窄
了。”

《東北虎》入圍金爵獎 馬麗轉型冀嘗試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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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新娘梁諾妍曬黑 洪永城不能投訴曾被單立文點評多年 張敬軒樂於“賺”有用評價

●●熱愛戶外運熱愛戶外運
動的梁諾妍曬動的梁諾妍曬
到好黑到好黑。。

●●黃建新坦言黃建新坦言《《19211921》》的創作對他來講是巨大的的創作對他來講是巨大的
挑戰挑戰，，因為是在重複拍第二次一個事情因為是在重複拍第二次一個事情。。 夏微夏微攝攝

●●王仁君回憶塑造青年毛澤東細節王仁君回憶塑造青年毛澤東細節。。 夏微夏微攝攝

●●《《東北虎東北虎》》劇組參加上海電劇組參加上海電
影節發布會影節發布會。。 倪夢璟倪夢璟攝攝

●●王仁君演繹的奔跑戲都甚是講究王仁君演繹的奔跑戲都甚是講究。。

●●1616日的金爵主席論壇上日的金爵主席論壇上，，黃建新攜黃建新攜《《19211921》》劇組亮相劇組亮相。。夏微夏微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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