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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T R O 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713-739-4953 。

现在申请
扫描此处或访问
WorkforMETRO.org

员工奖励
公交司机最高
4,000 美元* 

8,000 美元* 

我们正在招聘
公交司机和机械师

*仅限新员工，六个月后支付奖励。
申请者必须能使用英语阅读、书写和交流。

公交机械师最高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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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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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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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北京政府自去年 7 月 1
日在香港實施《國安法》
迄今，幾乎已完全推翻了

香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一直實行的規則。 《國安法》執行
後，香港當局有權以其認為合適的方式來解釋《國安法》，利用
該法律，將凢是政府認為是恐怖主義、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
或與外國勾結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香港回歸大陸才23 年，距
離鄧小平所承諾的 「五十年不變」的一半時光也不到，大陸政府
便自行毀約，失信於港人、世人面前。

為此，美國總統拜登，特於8月5日宣布：為在美國的香港
居民提供臨時“避風港”，允許數千名香港人延長在美國的合法
居留時間，以回應北京對香港民主自由的打壓。

在一份簽署的備忘錄中，拜登以“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原因
”為由，指示國土安全部對目前在美國的香港居民實施長達18
個月的“暫緩遣返”。拜登在 發表的備忘錄中指出：“自2020

年6月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警方繼續展開出
於政治動機的逮捕行動，以《國安法》相關指控，
包括分裂國家、顛覆、恐怖活動以及與外國或外部
勢力勾結，拘留了至少100名反對派政治家、活動

家和抗議者。超過10,000人因反政府抗議其它相關指控被捕。”
在過去的一年裡，中國繼續攻擊香港的自治，破壞其剩餘的民主
程序和製度，對學術自由施加限制，並打擊新聞自由。 ”

拜登強調：“為在香港被剝奪保障自由的香港居民提供避風
港， 這可以促進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美國不會動搖我們對香
港人民的支持。”

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此舉明確表明美國“不會袖手旁觀
，因為中共違背了對香港和國際社會的承諾”。國土安全部部長
亞歷杭德羅‧馬約卡斯（Alejandro Mayorkas）在一份聲明中也強
調：符合條件的 港人也可以在美國尋求就業許可。而凡是在香
港曾經參加反對中共的抗議活動後害怕受到迫害的香港人，更容
易獲得美國難民身份。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
）表示，美國應該接受逃離香港鎮壓的港人。

公佈發表後，洛杉磯香港論壇（Hong Kong Forum, LA）發
言人林先生對此表示，我們歡迎白宮對香港人的急切現況提出行

政命令。希望這個措施可以暫時保護已經抵達美國的手足。我們
亦希望國會可以盡快通過保護香港人的法案。中國民主黨聯合總
部副主席、法律從業者鄭存柱表示，猶如拜登所言，美國政府不
會對中共剝奪香港的自由“袖手旁觀”，猶如加拿大、英國等政
府，都提供給香港人更多移民上的便利，西方民主國家不會讓中
共專制獨裁持續擴張。

鄭存柱一方面非常高興看到美國政府對香港人提供的臨時庇
護政策，另一方面也為中共打壓香港的行為感到憤怒，因為誰也
沒想到，過往的東方明珠、中國自由的燈塔——香港，也會成為
“難民”國家。

鄭存柱提醒準備移民美國，或已在美國的香港人，拜登的行
政令雖說只是一個臨時的保護，“但卻提供了更多考慮選擇，不
會有非法居留在美國的問題。”因為無論是投資、職業等移民方
式，在美的合法居留時間都只有三個月，但此法案通過後，香港
人就有18個月的緩衝時間，這期間還可在美國合法工作，有更
多的選擇餘地。他進一步解釋，一兩週內，移民局將會公佈具體
措施，讓香港人可以立即申請工卡，取得臨時合法身份和工作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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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港人提供避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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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的
夢幻東奧，
在新冠疾情
的侵襲下，

經歷幾番風雨，終於避過病毒的
擴散，走出危幕，奔向彩虹，完
成 4 年一度奧運會的光榮使命。
放眼本屆參賽的香港健兒，披荊
斬棘，百煉成鋼，奪得 1 金 2 銀
3 銅，創下歷年來最佳的驕人成
績。在眾多香港運動員當中，李
慧詩仿似一柱擎天， 在接連兩屆
、5 年的奧運中，終於得償所願
，勇奪單車賽銅牌 。

在衞星電視的播放中，我親眼目睹李慧詩以第三位的速度抵達
終點後，喜上眉梢的樣子，我也為之動容。想到她手上的一塊獎牌
，乃五年血淚汗水的交織，大有 「塲上5 分鐘，塲下5 年功」之嘆
。今屆東京奧運，李慧詩在女子凱林賽及爭先賽五日的表現，一直
以來，精神都是極度繃緊，難展歡顏。直到爭先賽銅牌戰擊敗德國

名將軒絲，成為香港首名在兩屆奧運均能贏牌的運動員，馬上精神
大鬆綁、心花怒放。她於賽後感謝教練、團隊、親友及市民支持之
餘，還妙語連珠爆出 「飲可樂」、 「選港姐」等風趣金句來。

這位被港人讚譽為 「牛下女車神」的李慧詩，在東奧煞科日，
於爭先賽銅牌戰連贏兩盤，擊敗德國的軒絲掛銅，五年來的備戰重
擔一下子放下，立即風騷復活。她在擊敗軒絲衝線一刻握拳慶祝，
而且面露笑容，是本屆五日內先後出戰凱林賽和爭先賽以來的第一
次，她賽後笑言最想飲可口可樂來慶祝，放鬆一下。

今年34歲的李慧詩，奪得銅牌後心花怒放，不時讀出賽會車
手的歲數來開玩笑，笑指自己又不是參選港姐： 「歲數不是太重要
吧！況且，香港小姐參選年齡上限好像是35歲？我還有一年時間
再玩下去！。」（楚楓知悉：香港小姐競選 的實際年齡限制是17
至27歲。）

在2016 年的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中，李慧詩未能奪牌，接著
下來的五年歲月，她全情苦練，為的就是在東奧的最後一刻，她能
夠脫穎而出。不過她也直言壓力之大，有時不能用言語來形容：
「有時候壓力大到自己也不能講出來，比賽有時未必能夠豁出去拼

，直到今場銅牌戰，才可以不顧一切出擊。可能戰術運用未必完善
，但我一直告訴自己，我是有能力的，最後拿到第三，終於.能實

現到自己的一半願望。」
所謂 「一半願望」， 「牛下女車神」進一步解釋： 她本來期

望贏取兩面獎牌，卻因為凱林賽失策，連帶爭先賽都受影響。幸好
，她獲恩師沈金康鼓勵，學懂自我減壓： 「凱林賽輸了，沈金康和
我講，不要過分介懷，因為這是奧運，它是一個遊戲，這個遊戲每
一次都是經驗。自己今次學習到很多事，它遠比獎牌更大。」

李慧詩陸續感謝身邊人，包括天神、家人及整個團隊，鼓勵她
用心作賽，又多謝香港市民支持，她強調自己是在大家的陪伴下，
才可以贏到獎牌。最後，她總結道： 「自己都想多拿獎牌甚至金牌
，但人生就是這樣，盡全力去完成一件事，盡過力就無悔。」

愛徒登上頒獎台，沈金康在台下拿著相機，拍下望穿秋水的一
刻。李慧詩今次擊敗軒絲，一報去年世界錦標賽，被對方中斷爭先
賽二十個月連勝走勢之仇，第七次帶隊徵奧的沈金康直言，今次銅
牌賽勝利源自賽前部署： 「我們針對德國軒絲長時間訓練及深入研
究，證明這是非常成功的。不好意思，我們沒有拿到更好的獎牌顏
色，但李慧詩已盡了努力，比賽千變萬化，她勇敢去面對，最後獲
得銅牌，已經非常不容易。」

為期 17 天的東京奧運
於8 月8日下式落幕。在最
後一天，美國隊以最後一

口氣博鬥，進賬3金，最終在獎牌榜上，以一金之差，險勝中國
。作為亞軍成績的中國隊，以38金追平了在中.國境外參加奧運
會的奪金紀錄。為此，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認為2021 年這場奧
運會，可以稱之為己成功舉行！

美國隊8日在女子排球、場地自行車和女子籃球項目上勇奪
冠相，最終以39金、41銀、33銅共113枚獎牌，從7日還領先的
中國隊手中，搶下金牌榜第一的寶座。

美國奧運代表團在2016年里約奧運曾拿下46金、121枚獎牌
，2012年倫敦奧運也奪得46金共104枚獎牌。今年雖成功保住一
連三屆奧運獎牌榜居冠的紀錄，但己較前兩屆遜色。。中國在東
京奧運表現優異，首日就開張3金，重點奪金項目乒乓球、跳水
、舉重幾乎都穩穩拿下，光是這三大項就斬獲18金，美國則在
奧運首日寫下49年來首次0獎牌的尷尬紀錄，令美國體育界 「粉
絲」，心憂不安。

至於與美國競爭金牌數的中國，在東京奧運會取得38枚金
牌、32枚銀牌、18枚銅牌，總計88枚獎——金牌數追平2012年

倫敦奧運會。
對東道主日本隊來說，本屆奧運會也是收

穫頗豐，他們僅僅用7天的時間，就拿到17
枚金牌，提前完成歷屆奧運會的超越（1964

年和2004年2次拿到16枚），創造日本單屆奧運會最多金牌數
紀錄。

國際奧委會（IOC）主席巴赫（Thomas Bach）8日在東奧閉
幕式之前，出席國際奧會總會時對於這次在新冠疫情下辦奧運表
示，能順利迎接閉幕式這一天，算是成功地辦了一場奧運，可以
說舉辦的時機是對的。

巴赫說： 「過去曾有不知能否舉辦奧運的時候，但7月23日
開幕式成功舉辦了。採取閉門賽（不開放觀眾）的方式辦奧運，
有些人批評這是 「這個是沒有靈魂的奧運，如同亡靈般的奧運，
但各國出席的選手，已將靈魂注入到奧運中去！」，巴赫認為今
屆這場奧運是成功的。

東京時間8日晚上8時，東京奧運主場館國立競技場舉行閉
幕式，但很多民眾傍晚就到主場館周邊卡位，有些人攜家帶眷，
有些人身穿夏季輕便和服，仿佛要去參加夏季的煙火大會，充滿
歡樂氣氛。

閉幕式以 「Worlds we share」（我們共用的世界）為主題，
開幕式的共同理念為 「Moving Forward」（前進）。閉幕式一開
始通過短片回顧了東京奧運會比賽的畫面，鏡頭給到主火炬台轉
至場內，現場舉行升旗儀式。接著各代表團旗幟入場、運動員入

場。中國代表團田徑運動員蘇炳添擔任閉幕式旗手，他是中國首
位晉級奧運會男子100米決賽的運動員。

入場儀式後，場內燈光熄滅，點點星光在空中匯聚成 「光之
五環」造型。運動員齊聚在大草坪上，歌手、樂隊獻唱演出，演
員在這裏複製日常娛樂的場景，體育場變成一個歡樂的公園。

接著，一段影片和現場表演展示了日本4個地區的傳統特色
歌舞。隨著奧林匹克會旗從旗杆降下，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將
會旗交給國際奧會主席巴赫，由巴赫交至東道主巴黎市市長伊達
爾戈手中。

最後，閉幕式最大懸念 「巴黎 8 分鐘」的內容終於揭曉：
「以運動員為核心」是巴黎奧運會的辦賽理念，影片畫面來到城

市各個著名地標，飛行表演隊劃過巴黎上空，音樂家在巴黎聖母
院等地點奏響法國國歌《馬賽曲》，其中，法國太空人在太空站
完成《馬賽曲》最後一段的演繹。歌聲落下，伴隨著表演者的舞
蹈動作，藍色燈光籠罩著火炬，在人們的屏息祈禱中，聖火台緩
緩轉動，最終合攏，東京奧運的聖火熄滅。

最後，大螢幕上打出 「ARIGATO」（日語 「謝謝」）的字
樣。

儘管今年新冠疫情嚴峻，東奧舉辦與否，毀譽參半，但是日
本很多民眾，也認為辦得很成功。國際奧委會奧運會部執行主任
杜比高度評價東京奧運會的新冠對策等運營方面稱 「非常、非常
棒」，最終嬴得世界各地奧運迷的連聲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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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豪傑李慧詩

爭議不斷的東奧 成功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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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 花開花謝，人生
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
每個人終將面臨的大課題，尤其因為一
場新冠疫情大流行，讓不少人失去至親
。不管貧富貴賤，無論種族、職業，上
至總統下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
。如何面對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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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萬人，甚至，在疫情嚴重時期，有些地
方還傳出醫院太平間不夠、或是墓地滿
員的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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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
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
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
什麼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我們降低
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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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重推出優惠折扣，僅至月底為止
Memorial Oaks隆重宣布，本月有優惠折
扣計畫，僅至月底為止。

這個優惠包括高達 15% Off 生前計
劃墓產優惠折扣，60個月0%利率，無需
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10% Off。許多

家庭給予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為最
受華裔人士裡歡的墓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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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 詢 電 話 ： 832-913-5888。 Me-
morial Oaks 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華裔人士最中意的風水寶地華裔人士最中意的風水寶地
花開花謝花開花謝 豁達面對人生豁達面對人生 做好生前規劃做好生前規劃

【美南新聞泉深】娛樂巨頭迪士尼的市場價值超出華爾街預期後，迪士尼股價在盤前上漲超
過 5%，季度利潤為 9.23 億美元，即每股收益 50 美分，而一年前則虧損了47 億美元，即每股虧
損 2.61 美元。

按一次性項目調整後，動漫電視連續劇《老鼠之家》（the House of Mouse）每股收益為 80
美分，而一年前僅為 8 美分，高於華爾街估計的 55 美分。該公司第叁季度的總收入為 170.2 億
美元，上年同期為 117.8 億美元，超過華爾街預期的 167.6 億美元。

在截至 7 月 3 日的九個月期間，迪士尼公佈的淨收入為 18.6 億美元，即每股收益 1.02 美元
，總收入為 489 億美元。

迪士尼的媒體、娛樂和發行部門報告第叁季度收入為 126.8 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為 107 億美
元。

迪士尼到 2021 年底的播放內容包括披頭士紀錄片系列《回來》（Get Back）和一些電視節
目，包括由傑瑞米·雷納（Jeremy Renner）和海莉·斯坦菲爾德（Hailee Steinfeld）主演的漫威
（Marvel）電影《鷹眼》（Hawkeye）、《星球大戰：曼達洛人》（Star Wars: The Mandalorian
）的衍生劇《波巴·費特之書》（The Book of Boba Fett）和國家地理與威爾·史密斯合作的《歡
迎來到地球》（Welcome to Earth）。它還將於週五發布包括瑞恩·雷諾茲（Ryan Reynolds）主
演的《自由人》（Ryan Reynolds）、劉思慕（Simu Liu）主演的漫威電影《尚志與十環傳奇》
（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9 月 3 日華特迪士尼動畫工作室的《En Can-
to》等電影。 11 月 24 日，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真人版音樂劇《西區故事》(West Side Story)將
於 12 月 10 日上映，《國王的男人》(The King's Man)前傳將於 12 月 22 日上映。

2022 年，迪士尼將發布漫威的《永恆族》（Eternals）、《奇異博士與瘋狂的多元宇宙》
（Dr. Strange and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雷神：愛與雷霆》(Thor: Love and Thunder)
和《黑豹 2：永遠的瓦坎達》(Black Panther 2: Wakanda Forever)，以及印第安納瓊斯系列的玩
具總動員系列新作《光年》(Lightyear)。

迪士尼總裁（CEO)查佩克（Bob Chapek）在談到公司第叁季度的收益時告訴分析師：“我

們才剛剛開始我們的旅程，正如您所看到的，真正對迪士尼產生影響的是我們
由最優秀的故事講述者講述的最精彩的內容。”

雖然迪士尼已經在真人電影《花木蘭》、皮克斯的《靈魂》、華特迪士尼
動畫的《拉雅與最後的巨龍》、《克魯拉》、漫威的《黑寡婦》等電影中嘗試
了純流媒體和混合發行模式。 《叢林巡遊》、《尚志》將在迪士尼+上首映前
進行為期 45 天的獨家影院上映。

查佩克說：“在上映 45 天後能夠將漫威頭銜用於服務的前景將是另一個數
據點，為我們的頭銜採取行動提供信息。”

與此同時，查佩克為《黑寡婦》和《叢林巡遊》等電影的混合發行辯護，
稱其為消費者提供選擇的“制勝策略”。 《黑寡婦》在首映週末的全球總收

入為 2.15 億美元，其中 6000 萬美元來自流媒體，而《叢林巡遊》在其全球首映週末收入 9000
萬美元，其中 3000 萬美元來自流媒體。

《黑寡婦》的明星斯嘉麗·約翰遜（Scarlett Johansson）最近對迪士尼提起訴訟。這位 36 歲
的漫威明星周四在洛杉磯高等法院提起訴訟，指控迪士尼違反了她的合同，因為這家媒體公司同
時在 Disney+（收費 30 美元）和影院混合上映了這部超級英雄電影。

約翰遜在訴訟中表示，她的合同保證了這部電影在電影院獨家上映，而不是通過網絡上映，
而她的大部分薪水取決於電影院的售票，網絡上映大大減少去電影院看電影的人次。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該訴訟稱：“迪士尼在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故意誘使漫威
違反協議，以阻止約翰遜女士實現與漫威的交易的全部好處。”

迪士尼表示，約翰遜的訴訟“沒有任何依據”。
查佩克告訴分析師：“這些電影真的是在我們不知道叁四年後消費者行為會發生什麽並且當

時肯定是在不知道（疫情）的時候構思出來的。” “隨著業務的發展和轉型，我們已經找到了公
平補償我們人才的方法，這樣無論我們必須採用何種商業模式進入市場，每個人都會感到滿意。
”

他補充道：“我會說，自從它開始以來，我們已經用我們的人才進行了數百個人才安排。”
“總的來說，他們進展得非常非常順利。所以我們預計情況會如此。”

查佩克強調，發行決定是根據市場條件和消費者行為逐部電影做出的。
他說：“我們將繼續利用所有可用的選項，尋找每次發行時獲得的見解並相應地進行創新，

同時始終做我們認為最符合電影利益和我們用戶最大利益的事情。”
雖然查佩克承認隨著全球新冠病例的增加，新冠病毒大流行帶來了不確定性，但迪士尼繼續

看到對其主題公園的強勁需求，目前的預訂量高於第叁季度的上座率。
迪士尼沒有提供其全年指導的更新。然而，該公司預計到 2021 財年末將提供約 10 億美元的

投資，以應對政府法規並為其員工、人才和客人實施安全措施。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迪士尼客戶達1.74億 全球主題公園重新開放 股價上漲
但遇《黑寡婦》明星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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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纸媒到信息媒体、从演员

到“网红”，跳出媒介舒适圈后，刘

德华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再度成为焦

点。为何？

1984年，TVB打造的组合“无线

五虎”在节目中表演胸口碎大石，刘

德华抽到了卧躺扛大石的角色。负责

锤石头的，是刘德华的好朋友，他没

受过杂技训练，怕砸伤华仔，第一、

第二锤都没怎么用力，导致华仔生生

吃了三锤。

在2021年7月29日晚的“刘德华

出道40年直播”中，这段视频被再度

翻出。刘德华看后大笑：“他（锤石

头的朋友）那天好谨慎啊，砸得太烂

了。”

坊间传闻，当年华仔被锤到内伤

吐血，虽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很痛

是肯定的。如今，他却将这段辛酸事

当趣事讲，因为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

安排。/刘德华直播截图

整场直播近2个小时，刘德华全

程以半开玩笑的语气，讲述自己在

“无线五虎”“四大天王”“投资失

败”等时期的往事。

直播数据惊人：第1分钟，526万

人在线；第8分钟，1169万人在线；

最终观看人数破1亿人。

遥想今年1月，刘德华预告将入

驻短视频平台时，有网友评论：华仔

在直播圈能混得开吗？

此言非酸话。经济与文化的不平

衡发展，在各圈层之间建起信息茧房

。有媒体将这一现象概括为“诺兰在

北上广封神，在四五线城市查无此人

”，此话同样适用于刘德华与网络主

播们——

后者在短视频直播领域是专业的

，并拥有一批18—30岁的粉丝，即掌

握当今互联网话语权的90后和00后。

1981年出道的刘德华，粉丝群体

主要由70后、80后、90后组成。前两

个群体已在追星圈“闭麦”，不再调

闹钟看偶像的直播、给他刷赞。即使

刘德华有心迎合短视频直播浪潮，他

40年积累下的粉丝也不一定能适应当

下的互联网语境。

刘德华很快化解了疑虑：账号开

通24小时，便以2500万人的粉丝量打

破平台单日净增量历史纪录，48小时

后粉丝量冲至4000万人，如今在6126

万人上下。而“出道40周年直播”数

据，又是另一次自证。

从传统纸媒到信息媒体、从演员

到“网红”，跳出媒介舒适圈后，刘德

华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再度成为焦点。

为何？

今年以前，刘德华没有开通任何

社交账号。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光用文字（去表达），是没有

温度的接触。我是连讲电话都不喜欢

的人，有些演员跟我拍戏5年了，我

却没跟他讲过电话。我一定要面对面

（交流），这样对方才能感受到我的

情绪，才知道哪一句话是重要的、哪

一句话是玩的。”

早期在以文字为主的传播方式下

，刘德华拒绝触网，并非孤芳自赏，

而是担心个人形象会趋向扁平化，或

因表达歧义引起误会。

刘德华在1988年成立“华仔天地

”全球粉丝机构的行为，亦能佐证这

一点。他在官网中写道，机构的宗旨

是让自己与“华家人”保持亲密联系

。后期，华仔天地还推出了手机App

。

从出道开始，刘德华就有意识地

拉近与粉丝的距离。包括他在今年7

月中旬发布的“出道40周年直播预告

”视频中，说“40年了，当然要庆祝

，但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而是

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工作了40年”，

可看出他希望自己是一个亲切与谦卑

的艺人，因为国民好感度与号召力、

发展潜力挂钩。

他今年入驻短视频平台，想必是

认为声色俱全的短视频，具备让自己

树立有趣、立体形象的条件——这为

他带来了新一轮的粉丝“扩列”。

曾有博主在短视频中，演绎各年

龄层网友得知“刘德华开社交账号”

后的反应——70后连忙打开手机、80

后表情狂喜、90后一脸冷漠、00后反

问“他是卖货的吗”。视频下方的评

论区里，网友们接连摇头：“我一个

00后，喜欢他很久了。”“我6岁的

儿子都知道刘德华，家里真的没人告

诉过他。”

这些没有看着刘德华电影长大的

00后，甚至10后，入粉坑的原因除了

颜值，还有反差萌。

电影《拆弹专家2》中，刘德华饰

演的拆弹专家潘乘风，在一次意外中

失去了左腿。为了画面逼真，刘德华

在拍摄期间一直弯曲左腿、在膝盖下

方套上假肢，以真正单脚的状态，完

成走路、爬行等动作。

由于他的行动姿势和微表情，都

让人感觉腿真的没了，导致网上传出

“刘德华为了拍电影，腿都不要了”

的段子。

他看到后，专门拍了一条视频，

瞪着真诚的大眼睛，看着屏幕说：

“大家放心啊，我的腿在这里。”说

罢，他还来了个劈叉，生生给左腿一

个出镜戏份。

在银幕里不曾被发现的真实一面

，为投身互联网的他，创造新的流量

刺激点。

只不过他的新粉丝，与其说爱电

影演员刘德华，不如说是爱网红刘德

华。

但谁又在乎呢？

新粉蜂拥而至，老粉奔走相告，

促成了刘德华的互联网狂欢。

偶像出道四十载，粉丝不再是少

年。刘德华的老粉们，有很大部分在

30—50岁之间（70—90后），他们放

在娱乐明星上的心思，逐年减少，因

为个人生活中出现了更值得投入时间

的事情。但当刘德华抛出全网第一条

短视频时，他们仍能原地弹起、模仿

年轻人混粉圈的操作为偶像点赞与刷

话题热度。

狂热背后，除了深爱，还有集体

情怀激发的回忆共享，以及个人追星

品位的体现。

刘德华在短视频中，重演了许多

经典。他身着西装站在天台上，一如

电影《无间道》里的刘建明，“给我

一个机会，以前我没得选”；坐在酒

桌前，凝视着红酒：“说了你又不听

……”电影《江湖》里洪仁就的下一

句台词，粉丝已经帮他接下去了：

“听了你又不懂，懂了你又不做，做

了你又做错。”

一千名粉丝看刘德华的电影，就

有一千段个体故事。网友之间滔滔不

绝地分享自己曾与偶像产生微妙联系

的回忆，这些内容使刘德华相关话题

拥有不停歇的传播力。

毕竟，光“我是在何种场景下第

一次看华仔电影的”这一个问题，就

足以让网友讲上七天七夜。如果此时

刘德华本人再出来唱一段《恭喜发财

》，老粉绝对爆哭（好家伙，他真的

唱了，流量能不爆吗）。

2004年，刘德华给歌曲《17岁》

填词：“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

发现。”记者问这句词背后有何深意

，他解释：“想做一个能让人不羞于

谈起‘这人是我偶像’的偶像。”

事实证明他做到了。2013年，中

国香港家庭教育学院面向722名6—18

岁的学生，发起了一次调查，试图了

解他们心中的“头号奋斗目标”。结

果，刘德华以31.8%的得票率排第一位

，超过了扎克伯格与乔布斯，还被学

生私底下封为“民间特首”。

人无完人，刘德华并非没有黑料

。让他扛过 40年不塌房，乃至获得

“全民好评”的，是职业素养与人品

。

2004年，电影《天下无贼》拍摄

期间，剧组要求演员早上9点开始化

妆、10点开拍。刘德华9点出现在化

妆间，导演冯小刚吃惊地问：你为什

么这么早到？刘德华反问：不是你说

的9点吗？冯小刚说：平常那些演员

都是10点才到的。

多年后，陈鲁豫在采访刘德华时

，重提了这段往事，“要做这么好的

一个人，是辛苦的”。刘德华当即反

问：“我好吗？”

然后他接着说：“准时现在变成

一个优点了，但准时不是应该的吗？

可能现在要求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所

以连准时、记台词都是优点，这个

（标准）要重新定义一下了。”

2018年年底，刘德华创办的“映

艺娱乐”被控诉涉嫌商业欺诈。与刘

德华演唱会有合作关系的文娱公司

“聚善美”，指称映艺娱乐单方面将

聚善美logo从演出海报上撤除，并中

止双方投资协议、没收了聚善美此前

支付的投资款项。

一时间，社会舆论两极分化，唱

衰的一方表示，刘德华已无法从这场

信任危机中抽身。但调查结果显示，

是聚善美违约转让演唱会投资权予第

三方公司在先。在双方对质时，聚善

美也承认了这一点并道歉。

事情水落石出，有媒体用了一句

话总结闹剧：天王还是那个天王。

站在粉丝的角度，既然华仔是公

认的人品好，那自己喜欢他的这件事

，反而能彰显自己品位超然。

如此，何不大大方方地（疯狂地

）为他打call？甚至连原本只是路人的

网友，也有一部分凭着这个理由，主

动为他贡献流量。

破圈，还是靠努力

但粉丝持续发烧的前提，是偶像

一直都在。

在直播中，易立竞问：“你开短

视频账号，是因为怕被人淡忘吗？”

刘德华回答：“我怕，我怕。人家说

你长生不老，其实代表大家能够知道

你多久，不是说你活了多久。如果我

离开了演艺圈，也意味着会将我淡忘

。”

在过去的40年里，刘德华一直努

力在公众视野中站稳，也可以说，是

与“被淡忘”做对抗。

作品与奖项，是最好的武器。

1982年，电影《投奔怒海》选角

时，找到了还是无名小辈的刘德华。

刘德华拿不准主意，便请教同在无线

工作的周润发。周润发说，如果你想

红的话，拍电影不能只看剧本，还要

看剧组班底由哪些人组成。刘德华听

后，看了看导演“许鞍华”三个字，

就把戏接了，“我当然想红”。

有了一些知名度后，刘德华却发

现自己不讨导演们喜欢。1990年，拍

摄电影《天若有情》中取下摩托头盔

的镜头时，刘德华总是惯性地拨弄乱

掉的头发。反复好几次后，监制杜琪

峰怒了，直接叫所有剧组人员下班，

“这么爱弄头发的话，就去做偶像”

。

刘德华有意撕掉偶像派标签、往

实力派发展，因为演技与作品质量才

是长久之计。1984年，他在金庸武侠

剧《鹿鼎记》中扮演康熙。其他影视

剧中的康熙，全都是端坐着、双手平

放在膝盖上；历史资料中的康熙画像

，却大多是双手随意地搭在椅把上。

刘德华认为有必要还原康熙的真正状

态，剧组工作人员得知后，夸他很认

真。

直播期间，被问及自己拍过多少

部电影时，刘德华说：“2000年的时

候，拍到了第100部，后面的我就没

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是他

的转折点，除了百部目标达成，还凭

电影《暗战》拿到了演艺生涯中的第

一个影帝。这意味着，他的努力终于

转化为能力。看着刘德华在台上举起

金像奖奖座，杜琪峰在台下说，他找

到路子了。

后来，导演尔冬升对刘德华说：

我佩服你，但不是佩服你演戏好、唱

歌好，而是佩服你的坚持。

在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人

潮汹涌》中有一幕，肖央坐在摩托车

后座，环抱刘德华的腰，两人在无人

的隧道中奔驰。导演饶晓志想以此致

敬《天若有情》里的经典片段，于是

对刘德华说，你要拍出当年的一摘下

头盔、一甩头时的帅气。

彼时已是老戏骨的刘德华，却被

这短短15秒的镜头难倒，生生拍了一

个通宵，“怎么样都找不回那种偶像

的感觉”。

取而代之的，或许是实力派的感

觉。

上图为《天若有情》摩托车片段

，下图为《人潮汹涌》致敬的片段。

曾有网友在知乎上提问：孙燕姿

已是半隐退状态，为什么在娱乐圈的

存在感还这么强？其中一个回答是：

有能打的作品、没有负面新闻，就是

永远的神。

这个回答，同样适用于文章开篇

的问题——刘德华为何能在短视频直

播领域再度成为焦点、持续吸粉？因为

除了作品，他还有坚韧、修养与情商。

40周年直播期间，刘德华的嗓子哑

了。主持人马东提醒他喝点水，刘德华

拿出自己的水壶喝了一口，忽然想到什

么，转头问马东：“你有水喝吗？”马

东连忙说：“我有我有，谢谢关心。”

网友在评论区里说：“原来他这

么暖，路转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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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獎導演陳芯宜、金鐘編劇樓一安

共同聯手打造2021下半年唯一療癒劇 公

視影集《四樓的天堂》，該片講述人與人

的關係、與自我療癒之道，集結跨海台港

金獎卡司、影帝影后雲集，定檔於十月九

日起，每週六晚間九點於公視頻道播出。

今日釋出「前導預告-這個推拿師不一樣」

，一睹影帝風采。

影帝黃秋生首次出演台劇，合作的演

員個個來頭不小，激盪火花精彩可期。在

劇中飾演心理師的謝盈萱，回想第一天讀

本碰面的時候，無法忘懷黃秋生整個人超

強大氣場，當天緊張到全身僵硬，甚至在

當天讀本工作結束之後立刻需要休息「回

魂」，她說：「他是我至今看過印象最深

刻的，那種氣場可以把你整個人壓倒在地

上。」而范少勳在劇中飾演一直在尋找家

庭歸屬感的街頭塗鴉客、也是黃秋生推拿

的其中一位客人，這次與影帝對戲，他說

，「秋生哥不但氣場強大，而且是位非常

願意分享表演經驗的前輩，前製讀本的時

候，他就給了我的角色很多建議及方向，

對我來說是很棒的功課！」其中有一場推

拿的戲是范少勳仰躺，黃秋生從後方雙手

托住他的後腦勺，黃秋生一邊推拿，范少

勳一邊回想起小時候不敢觸碰的傷口。一

開始范少勳很難想像要怎麼演繹一被推拿

就千頭萬緒、情緒湧現，但是他說：「秋

生哥手放在我頭部的時候，我全身立刻起

雞皮疙瘩，我沒有想過會有這麼大的能量

及安全感，原本以為我會哭不出來，結果

秋生哥一碰到我的頭，我就眼淚就一直流

一直流出來，那場戲一次就ok。不但戲裡

面角色的秘密被挖出來了，現實生活我的

感受也是一模一樣，好像

整個心都被打開了。」

今日釋出的「前導

預告-這個推拿師不一樣

」影片中，黃秋生飾演

一個來歷不明卻有著香

港口音的推拿師，行事

作風神秘、推拿功夫了

得、宛如武林高人。他

在舊公寓四樓經營一個

沒有招牌的推拿會所，

不把自己這門功夫當做

生意，來的都是口耳相

傳或有緣分的客人；他

從客人的走路方式、坐

姿站姿，就可以推測這

個人的生活習慣、身體

病痛，他說：「我們每

個人的身體都有一個結

，人必然有病，人因病

而完整。」影集中黃秋

生幫形形色色的客人推

拿，包括謝盈萱、范少

勳、丁寧、陸弈靜等。

對於大家拜倒在他氣場

下的黃秋生，戲裡戲外

他始終只有劇裡面的一句話：「我只是

個推拿的。」

《四樓的天堂》為影帝黃秋生首次參

與主演的台劇，幕前幕後都是金獎組合：

包括因電影《誰先愛上他的》一舉奪下金

馬影后、憑藉電視劇《俗女養成記》口碑

與討論度都沸騰的謝盈萱；以電影《下半

場》榮獲金馬獎最佳新人獎、並在電視節

目《阮三个》主持裡累積好人緣的范少勳

等等；影帝影后同台飆戲，驚人火花、強

大氣場，將為2021下半年，這個探討如何

與自我相處的後疫情時代，注入最療癒最

溫暖的力量。

《四樓的天堂》故事描述：「天堂」

，一間隱身在巷弄，位於老舊公寓四樓的

私人推拿會所；在這裡，推拿師天意（黃

秋生 飾演）總能以獨特的方式，碰觸到客

人不願面對的心裡傷口，替他們層層解開

病因。無論是總在幫助別人卻不知道如何

化解自己母親心結的心理師（謝盈萱 飾演

）、有著黑洞般過往的塗鴉客、或是害怕

失去總是壓抑情緒的劇場演員。在「天堂

」，藉由天意的雙手，他們將一一重新找

回心底最柔軟最溫暖的自己。

《四樓的天堂》黃秋生首度出演台劇

壓倒謝盈萱逼哭范少勳

偶像劇教母柴智屏獨家取得南韓經典

電影《我的野蠻女友》華語版拍攝權，於

12日開記者會正式宣告進行「尋找野蠻女

友」的海選活動，並由張立昂擔任製作人

，段鈞豪和蔡凡熙擔任野蠻大使。挑戰新

身份，張立昂跟在柴智屏身邊學習顯得格

外謹慎，柴智屏則讚張立昂聰明反應快，

也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目前開了幾次會

，過程頗為順利。

由於《我的野蠻女友》已經播出20年

、為耳熟能詳的經典之作，原版女主角全

智賢的形象深刻刻畫在觀眾腦中，最終人

選出爐時勢必會有所比較，對此張立昂表

示，目前傾向找尋有「野蠻精神」勇敢展

現自己個性的女孩，外型上不會有所限制

，可以是可愛、也可以是有個性，「不想

要有個框架，當然全智賢形象很鮮明，但

我想時代不一樣，新的野蠻女友也會有新

的模樣。」而先前柯震東曾在直播上力挺

會拿出500萬進行贊助，張立昂也相當感

謝，話鋒一轉打趣說到：「但前還沒有匯

進來。」

而被問到現實中是否碰過野蠻女友？

張立昂透露是有交往過傲嬌性格的對象，

「通常是吃醋不敢讓我知道，就會耍脾氣

不理你。」自己覺得偶爾為之是頗為可愛

，但過度的話就是公主病了。蔡凡熙則把

「野蠻」與「姐姐」劃上等號，因為姐姐

通常都會比較有個性，妹妹則是偏可愛，

也不諱言「野蠻女友」是自己的理想型。

此外，他也表示全智賢太有魅力，但若真

要在演藝圈合作過的女星中挑選，認為郭

雪芙的個性與之較為相近。

先前在直播中，有網友曾推薦過曾之

喬、王淨等人來當新一任野蠻女友，至於

男主角車太鉉的位置，柴智屏先是說了納

豆，後來又透露先前眾人討論到男主角車

太鉉一角時，天馬行空地想到「如果現在

劇裡的他是50歲，那應該要找誰比較合適

？」張立昂當時提出了卜學亮，也讓他們

頗為印象深刻。柴智屏也表示，華語版的

《我的野蠻女友》預計先拍攝影集版後，

再推出電影版，篇幅拉長的關係，目前仍

在進行劇本發想階段，一切都尚未有定論

，但一定會保留原版最初衷的戀愛故事。

影集製作費方面，將以高規格模式進

行打造，一集粗估1000萬元台幣。值得一

提的事，記者會上，張立昂透過直播平台

號召粉絲參與此次海選活動，短短24分鐘

就吸金234萬浪花禮物，相當於台幣23萬

左右，讓柴智屏也開玩笑說到，製作人可

以開直播賺取製作費。

柴智屏開拍新版《我的野蠻女友》
張立昂首當製作人 「半小時狂吸20萬」

藍 葦 華 在 電 影

《期末考》演出偏鄉

代課老師，不僅面臨

自己下一學年未必還

能被續聘的危機，也

頻頻為惹事的弟弟處

理善後，還要照顧老

邁生病的祖母，整部

電影根本可說是「林

立宏（他片中角色名

）的悲慘人生」。

藍葦華與在片中

飾演校長的陳博正一

起接受本刊專訪，他說，拍攝期的一個月

，整個人沉浸在角色裡，常常感到很「阿

雜」，可是片中角色的遭遇，像是流浪教

師掙扎於教育與尊嚴的難堪處境，黑心老

闆積欠薪水等大環境問題，小老百姓無力

改變，只能透過電影點破社會的不堪面，

喚醒觀眾注意。尤其片末自己的角色身不

由己地做出有違自己良心的事，藍葦華說

，那時自己都開始討厭起自己。

藍葦華目前與妻子育有2個小孩，若調

皮起來藍葦華也會用手心打他們的屁股。

還好偏鄉的孩子們十分可愛，電影在高

雄的阿蓮國小峰山分校拍攝，藍葦華戲裡所

帶的班級學生，現實中也真的就是同班同學

，「他們太活潑不受控，有時要稍微嚴厲一

點把他們拉回來，但他們也很聰明，偶爾還

會跳出原有對白即興演出。」藍葦華也發現

在偏鄉教書的老師比較容易與孩子打成一片

，但台北的老師會稍微嚴肅一點，因此南下

拍攝前，特地先去跟孩子們培養感情。

陳博正形容自己扮演的校長「明明虛

偽得很，卻扮得人模人樣；講的都是門面

話，其實根本不關心他人死活」，可說是

典型官僚的嘴臉，道盡官場的陰暗面。他

戲份雖不多，但深為劇本吸引，即使遠赴

高雄演出也不在意。

陳博正對子女教育抱著「開明中帶著

保守」的理念，讓小孩自由成長，卻又不

至踰矩。

兩人演的都是教育工作者，從小到大

，藍葦華沒少挨過老師打，但陳博正卻說

，他自小成績表現好又聽話，只被體罰過

一次；父親教育他，如果在學校因為犯錯

被老師打，你要感謝對方幫你改掉錯誤，

所以他挨打後，還恭恭敬敬鞠躬說「謝謝

老師」，「當下自己完全沒有怨恨，而且

連痛都忘了！」

曾兩度榮獲金鐘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

配角及男主角獎的藍葦華，演技自然不在

話下，對於角色的心情轉折也拿捏得十分

精準，唯獨有一場戲，劇情描述他原本在

睡覺，被外面傳來的聲響吵醒，因此起床

查看。「我問導演是想要突然嚇醒，還是

迷迷糊糊醒來的感覺？她說都不是。」

結果導演郭珍弟下的指示，是要藍葦

華演出「麻醉剛退」的樣子。「蛤？這要

怎麼演？是『頭殼愣愣』那種嗎？」藍葦

華演了十幾次，都不是導演要的，「原來

她要我悠悠醒來，但還帶著煩惱的感覺，

跟退麻藥肌肉無力的樣子完全不同啊！那

次真的把我難倒了！」

金鐘視帝被 「麻醉後醒來」 演技難倒

藍葦華演偏鄉老師
體驗悲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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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毒3》泰國外景改香港搭超支8位數

城城炎夏拍戲
變相瘦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由王梓軒主
持的無綫音樂競技節目《演鬥聽》於15日首
播，13日先聯同一眾嘉賓樂手即興大玩，率先
展現大家的音樂實力，出席藝人有陳奐仁、姜
麗文、谷婭溦等。無綫副總經理（綜藝、音樂
製作及節目）曾志偉亦有現身支持。

有指擔任頭一集的兩位嘉賓陳奐仁與郭偉
亮（Eric Kwok）在節目中互窒充滿火藥味，
Eric直指陳奐仁的音樂是噪音，而在Eric與演
鬥Band表演時，陳奐仁則在現場睡着了。梓軒
受訪時承認當剪片時都感覺到很有“火藥
味”，陳奐仁表示跟Eric完全沒問題，關係好
潤滑，也從沒見過Eric如此奀皮的一面，有助
節目的娛樂性，（他彈你的音樂是嘈音？）我
都忘記了，也知是講笑不會嬲，他沒理由講真
的，好可惜他今日（13日）沒出席，（他表演
時你睡着了？）當日因做完運動，又連續14小
時拍攝，所以人要關機充電，睡醒會再啟動，

（會否被指不尊重？）尊重才要充電，當時沒
有聽到Eric演出也使自己減少壓力，即興上場
最好不過。梓軒表示要多謝第一集幾位嘉賓，
有陳奐仁、Eric Kwok、許靖韻、谷婭溦等來做
白老鼠，可以更能清楚日後節目路向，他們功
不可沒，更喜見節目資源逐漸遞增。谷婭溦喜

見有這類型音樂節目，可以讓歌手在舞台上展
現，挑戰性十足，能夠將自己經驗學以致用，
自言終於有發揮感覺。谷婭溦在台上即興rap歌
時，忍不住爆了句“想拍劇”，她笑言：“有
高層（曾志偉）在場，乘機自薦，因之前嘗試
拍戲後，竟拍出戲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英皇網上音樂真
人秀《冤枉新秀訓練營》輪到最後一隊的“踢館
組”上場，該組四位成員的參賽歌曲是謝霆鋒的
《愛最大》，星級評判容祖兒（Joey）看完他們表演
後，她表示：“身體很誠實，歌曲中段時跟着他們
一起跳，情緒被帶動起來，不過唱歌時的表情，盡
量不好太痛苦。”另一評判霍汶希（Mani）笑指：

“其實是否想起謝霆鋒你好痛苦呢？好像遭人打的
模樣，但當跳舞時又變成第二個人，你這種痛苦是
陣痛。”

評判們要在四組中選出淘汰名單，Joey費煞思
量，Mani又乘機調侃：“揀老公呀？揀幾耐呀？”
當宣布三位學員包括阿妹Tina及譚仔要被淘汰後，
已建立了深厚感情的一眾學員都哭成淚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殿堂級英國樂隊Du-
ran Duran 13日推出新單曲《MORE JOY！》，在這
首歌當中以他們拿手的流行曲式展現無限活力，並加
入了來自日本名古屋全女班 Punk 樂隊 CHAI 的
J-pop、Disco及Punk的元素，此曲將收錄於樂隊在10
月22日推出的新專輯《FUTURE PAST》當中。

談到新歌，Duran Duran鍵琴手Nick Rhodes說
到：“《MORE JOY！》 誕生自 Duran Duran、
Graham Coxon和Erol Alkan的一次瘋狂合奏，這是
一首不尋常的曲子，一開始我們都不太確定它是否適
合放到專輯裏。這首歌令我聯想到懷舊的日本電視遊
戲，總是多麼的讓人興奮。我們在製作的早段已經想
到了這個more joy的叫喊，結果它成為了整首歌的骨
幹。”

關於請來CHAI合作，Simon Le Bon說：“Nick
提議起用女生的聲音，我就立刻知道要找CHAI 了，
這隊後現代、全女班的Punk樂隊，她們的活力和樂趣
應該會炸掉我們的耳朵吧！我們很高興她們為這首歌
撒下粉紅熒光魔幻的星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電影《掃毒 3天大

地大》13日舉行開機拜神儀式，電影投資者林小

明、三位男主角郭富城（城城）、劉青雲、古天樂

與謝君豪、方中信及洪天明等齊齊出席，但貴人招

風雨，儀式準備開始前已下雨，各人冒雨於帳篷下

進行切燒豬儀式。由於電影取消泰國外景，需在香

港重新搭建一條村拍攝，估計超支達 8位數字（港

元）。而城城在熱天拍劇明顯消瘦了，的確比較辛

苦，他笑言：“在林雪面前，我覺得會飄！”

亮相王梓軒音樂競技節目 陳奐仁否認與郭偉亮不和 DURAN DURAN推新歌
邀日本樂隊CHAI合作

英皇網上音樂真人秀淘汰賽 Mani形容學員唱霆鋒歌像陣痛

●郭富城
明 顯 消 瘦
了。

●● Duran DuranDuran Duran是是19801980年代至今歷久不衰的樂年代至今歷久不衰的樂
團之一團之一。。●●容祖兒容祖兒（（右右））與霍汶希擔任評判與霍汶希擔任評判。。

●●林小明林小明((後排中後排中))、、導演邱禮濤導演邱禮濤((後排左後排左33))與一眾參演藝人攜手
與一眾參演藝人攜手

出席電影開鏡儀式
出席電影開鏡儀式。。

中新社中新社

▲▲ 《《掃毒掃毒
33》》在大雨在大雨
中 開 鏡 拜中 開 鏡 拜
神神。。

◀◀ 古天樂古天樂、、劉劉
青雲青雲、、郭富城郭富城
三 大 影 帝 較三 大 影 帝 較
量量。。

●●王梓軒王梓軒、、陳奐仁陳奐仁、、布志綸布志綸、、龔柯允龔柯允、、姜麗文姜麗文、、劉威煌劉威煌、、羅凱鈴羅凱鈴、、
Delta TDelta T、、李妍李妍、、谷婭溦等現身谷婭溦等現身《《演鬥聽演鬥聽》》之之““音樂格鬥前哨戰音樂格鬥前哨戰””

●● 谷婭溦谷婭溦（（左左））與與
姜麗文現身姜麗文現身《《演鬥演鬥
聽聽》。》。

投投資者林小明透露影片原定拉隊到泰國拍攝外資者林小明透露影片原定拉隊到泰國拍攝外
景景，，礙於當地疫情嚴重礙於當地疫情嚴重，，才將主景移師香才將主景移師香

港港，，重新搭建一條村拍攝重新搭建一條村拍攝，，對於在泰國劇組所做對於在泰國劇組所做
的前期工程的前期工程，，統統也浪費了統統也浪費了，，加上到雲南拍攝又加上到雲南拍攝又
要隔離要隔離，，額外安排酒店及食宿額外安排酒店及食宿，，現估計超支達現估計超支達88
位數字位數字。。不過林小明亦指在港拍攝可以在控制範不過林小明亦指在港拍攝可以在控制範
圍之內圍之內，，且幸得演員配合騰出檔期且幸得演員配合騰出檔期，，相信可以在相信可以在
如期之內完成如期之內完成。。

傳挨告林小明感莫名其妙傳挨告林小明感莫名其妙
另談及成都環球博納文化傳媒向法庭入稟另談及成都環球博納文化傳媒向法庭入稟，，

指稱指稱20192019年上映的年上映的《《掃毒掃毒22天地對決天地對決》》與成都環與成都環
球博納文化傳媒董事長球博納文化傳媒董事長、、兼導演苟鈺生在兼導演苟鈺生在20062006年年
執導的電影執導的電影《《完美情人完美情人》》劇情雷同劇情雷同，，指控該片劇指控該片劇
本侵權本侵權，，並要求相關單位道歉及賠償近並要求相關單位道歉及賠償近11億元人民億元人民
幣幣，《，《掃毒掃毒22天地對決天地對決》》出品人之一的林小明表示出品人之一的林小明表示
對事件感到莫名其妙對事件感到莫名其妙：“：“我都未收到任何法庭文我都未收到任何法庭文
件件，，我公司的創作肯定是原裝創作我公司的創作肯定是原裝創作，，劇本是我們劇本是我們
導演和編劇所編寫導演和編劇所編寫，，發生這事實在摸不着頭發生這事實在摸不着頭
腦腦！”！”林小明強調從不認識提告人林小明強調從不認識提告人，，亦沒興趣去亦沒興趣去
看對方的電影看對方的電影，，由於事件已交予律師處理由於事件已交予律師處理，，也不也不
便作出回應便作出回應。。

今次電影原定泰國外景部分今次電影原定泰國外景部分，，改於雲南改於雲南、、汕汕
尾及香港拍攝尾及香港拍攝，，而之前完成內地戲份而之前完成內地戲份，，三位男主三位男主
角均曬得更加黑實角均曬得更加黑實，，有有““黑人黑人””稱號的古天樂笑稱號的古天樂笑
言仍要繼續曬燈保持黝黑膚色言仍要繼續曬燈保持黝黑膚色，，但劉青雲笑謂自但劉青雲笑謂自
己是原色己是原色，，在西雙版納時其實不停下雨在西雙版納時其實不停下雨，，反而在反而在
汕尾才由底曬到外汕尾才由底曬到外。。

郭富城則表示天氣熱的確比較辛苦郭富城則表示天氣熱的確比較辛苦，，1313日攝日攝
氏氏3636度氣溫下度氣溫下，，他仍要穿皮衣拍動作戲他仍要穿皮衣拍動作戲，，青雲笑青雲笑
着接上着接上：“：“我貼近時裝界要穿皮草拍我貼近時裝界要穿皮草拍！”！”見城城見城城
消瘦了一點消瘦了一點，，問他是否拍得好辛苦問他是否拍得好辛苦？？他說他說：“：“個個
個都瘦了個都瘦了，，開工也習慣了開工也習慣了！”！”瘦一點演出動作戲瘦一點演出動作戲
會否也輕盈一點會否也輕盈一點？？城城笑答城城笑答：“：“在林雪面前在林雪面前，，我我
覺得會飄覺得會飄！”！”古仔也取笑林雪古仔也取笑林雪：“：“我日前跟他一我日前跟他一
起在的士高拍起在的士高拍，，只是從一樓行到上二樓只是從一樓行到上二樓，，他都不他都不
停喘氣停喘氣！”！”

青雲演泯滅人性的毒販青雲演泯滅人性的毒販
青雲今次於戲中演大反派青雲今次於戲中演大反派，，他直言自己經常他直言自己經常

有演反派有演反派，，只是很多角色都遊走在正邪之間才誤只是很多角色都遊走在正邪之間才誤
導了大家導了大家，，而今次他是大奸角而今次他是大奸角，，做事殘暴做事殘暴，，去到去到
泯滅人性的一個毒販泯滅人性的一個毒販，，不過一身霸氣造型上也幫不過一身霸氣造型上也幫
到他很大到他很大，，稍後拍他稍後拍他““潛逃潛逃””到金三角一帶時到金三角一帶時，，

更要一頭白髮一臉白鬍子造型更要一頭白髮一臉白鬍子造型。。將要把頭髮統統將要把頭髮統統
染白染白？？他笑說他笑說：“：“我是染黑我是染黑，，很少染白很少染白！”！”他又他又
表示太太郭靄明還沒見過他的新造型表示太太郭靄明還沒見過他的新造型。。

對於電影改回在港拍攝一條村的主景不用飛對於電影改回在港拍攝一條村的主景不用飛
泰國拍外景泰國拍外景，，古仔表示不用坐飛機也是好事古仔表示不用坐飛機也是好事，，因因
疫情關係也會擔心家人疫情關係也會擔心家人。。

至於古仔在至於古仔在《《掃毒掃毒》》三集都有份演出三集都有份演出，，今次今次
他的角色亦正亦邪他的角色亦正亦邪，，亦算泯滅人性亦算泯滅人性，，卻仍不及青卻仍不及青
雲雲，，但他也不想劇透太多但他也不想劇透太多，，只謂今集劇本的人物只謂今集劇本的人物
關係是很複雜的關係是很複雜的！！至於城城再演警察至於城城再演警察，，但今次還但今次還
是他首次演臥底是他首次演臥底，，他也覺得在自己地方拍攝比較他也覺得在自己地方拍攝比較
方便方便，，起碼不用浪費了隔離的時間起碼不用浪費了隔離的時間，，加上他跟青加上他跟青
雲與古仔有超過雲與古仔有超過1515年沒再合作年沒再合作，，感覺大家都成熟感覺大家都成熟
了了，，合作起來十分開心合作起來十分開心。。

另談及太太方媛最近剛過了生日另談及太太方媛最近剛過了生日，，城城表示城城表示
由於太太帶着兩個女兒在上海由於太太帶着兩個女兒在上海，，他則在港開工他則在港開工，，
故此只能視像為太太慶生故此只能視像為太太慶生：“：“多謝劇組給我早收多謝劇組給我早收
工工，，趕回家跟太太視頻慶祝趕回家跟太太視頻慶祝，，兩個女兒負責吹蠟兩個女兒負責吹蠟
燭燭，，是否很浪漫是否很浪漫？？作為爸爸作為爸爸，，對太太和家庭好也對太太和家庭好也
是應該的是應該的！”！”問家人何時回港問家人何時回港？？城城表示小朋友城城表示小朋友
都要開學都要開學：“：“也想她們快點回來也想她們快點回來，，想念她們都很想念她們都很
正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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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客戶準備了便攜式消毒用品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First Colony Branch               Harwin Branch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713-596-2888                 713-596-2588                         713-273-1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281-762-6699 

9999 Bellaire Blvd.,       4915 Hwy 6 S.,                       7038 Harwin Dr.,             1318 Blalock Rd.,           1231 South Mason Rd.,          3412 High way 6, Suite J, 

Houston, TX 7703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Houston, TX 77036         Houston, TX 77055        Katy, TX 77450                         Sugar Land, TX 7747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02-777-9988           775-751-1773          469-429-2422             702-216-5500                                                                                                                       *便攜式消毒產品免費提供恆豐銀行現有客戶，每個客戶可領取一款便攜式消毒產品，先到先得，發完為止。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4040：：
汽車擋風玻璃汽車擋風玻璃

汽車的擋風玻璃的確是一個小細節；然而，擋
風玻璃恰恰是廣大車主最容易感受到的，它能
夠給廣大車主帶來一片清晰的視野、一個舒暢
的駕車心情。冬天汽車風擋玻璃上很容易結冰
霜，夏天汽車風擋玻璃上經常會有很多蟲膠，
春夏秋冬無數的灰塵有時對駕駛員造成很多的
麻煩。很多車主卻在這個小小的“擋風玻璃”
上麻痺大意了。按理說，擋風玻璃應該用優質
的玻璃水經常性地做日常保養；但是，有的車
主雖然購買了玻璃水，質量卻不合格；有的車
主不用高質量的玻璃水而使用普通水，甚至有

的車主還使用白酒加水。其實這些都不是合格
的保養方式。普通的水不僅不具備清除冰霜的
能力，長期使用還會對玻璃及玻璃附近的部件
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使玻璃表面與雨刷器之
間摩擦力過大，產生划痕；至於用白酒加水那
就更不科學了，白酒對橡膠有一定的溶脹作用
，會加速車漆的老化，同時還會損傷車漆。

選擇玻璃水有學問
談到選擇玻璃水的時候，不僅要選擇優質的玻
璃水，還要注意環保。目前市場上銷售的玻璃
水產品中有使用甲醇等有害化工產品調配而成

，雖然這種產品表面上在車外使用，但每次使
用時坐在駕駛室中的人都能呼吸到它的味道，
直接影響到人們的身心健康。因此廣大車主在
選購時，一定要選擇環保型的玻璃水產品。玻
璃水主要具有如下功能：1.清洗性能；2.防凍性
能；3.防霧性能；4.潤滑性能；5.防腐蝕性能。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一年新冠禁足一年新冠禁足頸椎腰椎躺出毛病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年的新冠
禁足，大多數朋友都躺在床上刷手機
追劇，天天躺月月躺，躺了一年多，
躺出腰椎頸椎一大堆毛病，痛得整夜
都睡不著。卻很嚴重，甚至因為延誤
診治，差點失去性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
了十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
對車禍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的
治療，有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
治療效果。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
輕微碰撞，只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
膏藥，抗一抗就過去了，根本不當回
事，等到一段時間以後，才感覺到身
體出了問題，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輕

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隱患。李醫生
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只要您有
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以幫您聯
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要花一
分錢，既能治病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30多歲的男
性工程師，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
也沒有任何癥狀，所以，就沒有看醫
生。然而，在車禍後的一個多月，就
出現了頭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
癥狀，導致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
藥和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
工作。可他自己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
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
醫生得知他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

是輕微地碰撞了一下，當時沒有任何
不適，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
查後，發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
才導致他頭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
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以轉
動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他堅
持每周看一次，一個多月後，癥狀就
全部消失了。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

醫生的例子很多，這裏再舉一個病例
：一位從臺灣來美的20多歲男子，撞
車後也是沒有癥狀、沒有痛覺，因此
就沒有看醫生。車禍2年後的一天，突
然感到腰部疼痛，並越來越痛，痛到
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
，也診斷為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幾
次後，但未見好轉，癥狀沒有減輕。
莊醫生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以其特
有的職業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一
般的車禍後遺癥。以往類似的傷情，
治療幾次都會好轉，這個病人為什麽
沒有好轉的跡象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
查和詢問，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是
建議他馬上到專科醫生那裏作檢查，
以免貽誤了治療。病人聽從了莊醫生
的建議。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
真的有個瘤子，是早期癌癥。經過西

醫的癌癥治療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
控製。後來繼續來找李醫生治療他的
腰痛病。經過李醫生細心地治療，腰
痛已經好了，並回臺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

有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
嘛要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
認為車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
，我不用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
己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
斷，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
利。如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
好車禍碰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
有經驗的醫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
光檢查、腦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
否有腦震蕩、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
；而身體則要做X光檢查等，來判斷內
臟是否有損傷、身體是否有骨折等。
通過各種檢查，進行對癥治療，使受
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

得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
出現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
來推拿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
這是不懂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
發炎期，或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
的醫生是不會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
如果按摩推拿，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

，加劇炎癥和紅腫，甚至會加重傷害
，造成“二次損傷”，增加治療的難
度，甚至會延誤治療。李醫生獨家牽
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80%！
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
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
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可
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
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
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
問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
的。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
左右，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
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
文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0815SUN_B1_Print.pdf (p.1)
	0815SUN_B2_Print.pdf (p.2)
	0815SUN_B3_Print.pdf (p.3)
	0815SUN_B4_Print.pdf (p.4)
	0815SUN_B5_Print.pdf (p.5)
	0815SUN_B6_Print.pdf (p.6)
	0815SUN_B7_Print.pdf (p.7)
	0815SUN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