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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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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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33
星期日       2021年11月14日       Sunday, November 14, 2021

休城畫頁

【美南新聞泉深】聞名遐邇的真人秀明星帕麗斯·希爾頓（Paris
Hilton) 和卡特·雷姆(Carter Reum) 於 2021年11 月 11 日星期四舉行了
婚禮。

希爾頓的爸爸瑞克、媽媽凱西以及她的婚禮賓客，都被拍到在這個
特殊的日子前抵達婚禮現場——她已故祖父的貝萊爾海濱莊園。根據
TMZ 獲得的照片，Paula Abdul, Emma Roberts 和 Bebe Rexha 在明星
雲集的嘉賓名單之列。

希爾頓和雷姆自 2019 年底相戀以來一直是媒體追擊的目標。

2021 年 2 月 17 日，希爾頓在她 40 歲生日時在 推特（Twitter
）上分享了他們訂婚的消息。
她在推特上發布了一份提案圖片的視頻幻燈片，說到：“當你
找到你的靈魂伴侶時，你不僅僅是知道它，你能感覺到它。”
她繼續說到：“這個週末，卡特單膝跪地，向我求婚。我說是
，是永遠，我不願意和其他人共度一生。”
根據她的網站（https://parishilton.com），她在那裏發布了更多
關於大求婚的照片，在晚餐前在海灘上散步時，雷姆震驚了這
位真人秀明星和商業大亨。
她寫道：“這是我一直夢寐以求的求婚方式，然後是與家人和
密友在一起的特別慶祝活動。”
有傳言兩人未婚先孕，但在整個夏天他們都抵制了懷孕傳聞，

這位明星在網上證實，她和雷姆正在“等到婚禮之後”再要孩子。
帕麗斯·希爾頓也從事慈善事業和維權運動，她敦促拜登和立法者通

過集體護理設施中的青年權利法案。
帕麗斯·希爾頓呼籲拜登和國會對“陷入困境的青少年行業”採取行

動。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真人秀明星帕麗斯·希爾頓終於結婚 下嫁卡特·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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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自美國總統拜登掌權以
來，台海議題幾乎日日上
演 ，

不時挑戰大陸紅線。本週週二，正當美國國會有內部聲音要
求強化台灣防衞之際，6名參議員及眾議員，突然秘密訪台，翌
日下午更首次前往台國防部，聽取軍事簡報。

中國大陸外交部周三敦促美方有關議員認清形勢，同台獨玩
火終將引火燒身，一切同中國統一大勢相對抗的冒險和挑釁行徑
，如同蚍蜉撼樹，注定以失敗告終。

原來美國海軍一架C40A行政專機於周二由菲律賓首都馬尼
拉起飛，傍晚降落在台北松山機場。機上全是13 位美方訪問團
成員，包括4名參議員及兩名眾議員，議員助理、美軍上校及上
尉各一人。而訪問團中的成員，全為共和黨人，包括德州參議員
科爾尼恩、阿拉巴馬州參議員特貝爾維萊、愛達荷州參議員克拉

波、猶他州參議員邁克‧李及德州
眾議員埃爾澤伊，他們均屬對華鷹
派。

值得一提的是，科爾尼恩及克拉波等人日前提出《台灣威懾
法》草案，尋求每年授權20億美元及其他援助方式，加強台灣
對抗大陸的軍事及外交壓力。同時，草案要求修訂《武器出口管
制法》，以便更容易把武器轉讓予台灣。此外，共和黨人、密蘇
里州參議員霍利亦提出《武裝台灣法案 2021》草案，提議在
2023至27財政年度每年撥款30億美元，用於提供軍事裝備及訓
練，加速台灣部署不對稱防衞能力。

台媒報道指，美方訪問團於抵台次日，即拜會蔡英文總統及
國安相關人員，雙方就台灣軍事部署及自我防衞狀況等交換意見
。他們其後轉往國防部，由國防部長邱國正親自接待，並由參謀
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簡報解放軍進出台海的情況。外界質疑，美
方訪問團此行是否要求台灣擴大軍購或軍費預算，但美台均拒絕
透露詳情，其後訪問團於周四離開。

台灣的外交部表示，訪問團行程由美國在台協會（AIT）協

調安排，有關資訊將適時對外公布。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證實
，有國會議員訪台，強調符合美國在《台灣關係法》之下的義務
。他指國會議員乘坐軍機訪台不罕見，這次是國會代表團本年第
二次乘軍機訪台，但否認代表團由國防部派出。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回應指，堅決反對美國同中國台灣
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敦促美國一些國會議
員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有關規定，不向台獨勢
力發出錯誤信號，否則只會給台海和平穩定帶來進一步損害。她
強調民進黨當局 「倚美謀獨」注定失敗。官媒社評指，美國議員
赴台乘坐美軍行政專機如同 「擦邊球」，他們一行鬼鬼祟祟，沒
有事先張揚，看來感受到某種壓力，既要挑起事端，但亦防止捅
出太大簍子。

為了表達反對台美勾結的行徑，解放軍兩架殲10及殲11戰
機，以及一架運9電子干擾機和一架空警500預警機，周三日間
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台灣空軍派遣空中巡邏軍機應對，廣播驅趕
及防空導彈追蹤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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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譴責美軍機載議員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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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後，在鋼琴表演造詣方
面達到世界一級水準的，就有殷誠忠、
劉詩昆、李雲迪、郎朗等人。今番李雲

迪因為外嫖而爆出 「大鑊」，令不少衛道人士，大跌
眼鏡，繼而向他大興問罪之師。我在上週文章中，為
李雲迪作出辯護，說他今次是 「出規」，但不至於
「罪該萬死」。在封建社會的年代，不少偉人豪傑，

都有留下青樓傳奇。最出名的，莫如是率領護國軍討
伐袁世凱復辟稱帝的雲南大將軍蔡鍔。護國運動當然
轟轟烈烈，但蔡鍔也留下與名妓小鳳仙的一段青樓傳
奇；另外，今年是中共創黨百年，首任書記陳獨秀的

故事，過去幾個月大家自然聽過不少，但大家又是否知道，他在
北大任教期間，也一樣留下嫖娼的逸事呢？

清末民初不但名士多嫖妓，胡適魯迅、徐志摩郁達夫，皆好
此道，辜鴻銘曾放言 「名士豈能不嫖娼不納妾」。蔡元培成立
「進德會」，提倡 「健康娛樂」，辜鴻銘拒絕簽字，為的是他的

日本小妾吉田貞子，正是贖娶自青樓妓院呀！
說到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金石書畫詩詞歌賦無一不精，但他生
性風流，年少時便隨兄長袁克定狎妓，成年後更是常常流連於風
月場中，曾納風月女子薛麗清為妾，生下一子，該子即是後來的
美國華裔物理學家袁家騮。不久薛麗清就嫌棄袁克文生活太過沉

悶，離開袁家，竟重返風月場所中去重操
故業。
我不是鼓勵大家嫖娼，只是不想大家因為

別人嫖娼，就用道德公審，把一個人的品
格、貢獻、成就，以至是人生，一併毀掉

。大家當然可以反對嫖娼，但又能否把蔡鍔、陳獨秀等偉人的歷
史角色和貢獻，統統下架呢？

39歲中國鋼琴家李雲迪涉嫖經己被捕，根據過往案例，他很
快便會獲釋。由於大陸已視他為劣跡藝人，難以在中國演藝界立
足，有指他獲釋後將會離開中國。近日網上瘋傳一篇疑似李雲迪
母親的帖文，她在文中稱兒子將永遠退出大陸樂壇，批評強大的
輿論和道德審判把李雲迪送進地獄。

該帖文又提到，李雲迪為中國樂壇爭取榮譽，為祖國建設慷
慨解囊，捐贈了很多金錢，但現時完全被忽略，強大的輿論及道
德審判，把其兒子推向人間地獄，我想不久的他將離開自己曾經
心愛的祖國，到異地他鄉去謀求生存。他是有娘生的，國人何時
才能理性地、有慈悲心之心去寬容單身青年？他的違法對社會究
竟造成有多大的原則性危害？多年以來他對中國樂壇爭取得來的
中國榮譽就這樣被忽略？他為祖國慷慨的建設及捐助就這樣一筆
勾銷？在中國，口水也可以把人浸死。何不去洩死那些貪污官吏
！

82歲著名鋼琴家劉詩昆日前出席活動時表示，他對李雲迪一
事感到痛心，但卻為李雲迪求情，希望大家能給予對方一個改過
機會。他說︰ 「李雲迪在鋼琴上很有才能的，所以出了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很意外，很遺憾。他很年輕，應該給他更多的機會，讓

他以後再走上一個更
正的路……既然事情
已經發生了，我覺得
我們社會應該給他一
個自新，讓他振作起
來，好好地彈琴，為
社會及公眾服務。他
畢竟很年輕，他還有
很多路要走，不要把
他一棍子打死。」劉
詩昆成為唯一一個公
開為李雲迪求情的公
眾人物。早於 2012 年
，英國劍橋大學亦曾
邀請李雲迪擔任教授
講師，但他最終只上
了兩節講師課程。據
知，眼前遠走他鄉是李雲迪的唯一出路，因為四川音樂學院已把
其工作室除名，而他未來將無法再在內地登上銀幕

男女之間的性愛，無論是兩情相悅或等價交易在現今社會都
是正常和不足為奇的事情，但當用在對某些具有聲譽和政治背景
的人時，就會變成毁滅人格和政治前途聲譽的武器，這次國內用
嫖娼摧毁一個鋼琴家的聲譽背後，當然有他的目的和用意，而李
雲迪只不過是在一個法治由他說的國家當了一個倒楣的嫖客，黑
白色是李雲迪最高榮譽，灰色却毀了他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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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鋼琴王子一條生路

中共確立習中心
中 共

第十九屆
六中全會

剛於週五（11 月12 號）閉幕。新華社火速發布
六中全會公報，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
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即中共歷來第三份歷史決議，而黨中央則號召
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實現第
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根據六中全會公報，全會總結了中共自

1921 年建黨百年以來各個時期的主要
任務，各時期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鄧
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習近平提出

的重要思想理論、改革，以及各時期中共和中
國的成就。

在習近平部分，全會指，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以偉大的
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
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戰勝一系列
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
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
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
發生歷史性變革」。

其中，在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上
，黨中央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堅定落
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推動香港局勢實

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
、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
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
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

在外交工作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面推
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
人類前進方向的鮮明旗幟，中國外交在世界大
變局中開創新局、在世界亂局中化危為機，中
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顯著提升。在
維護國家安全上，更經受住來自政治、經濟、
意識形態、自然界等方面的風險挑戰考驗。

此外，全會指出，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
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
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接下來，全黨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
思想、科學發展觀，並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全會同時審議通過《關於召開黨的第二十
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中共二十大在
明年下半年於北京召開，並強調二十大是中共
「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新征程的重要時

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
因為中國共產黨乃中國政府的執政黨，因

此中共的每一個會議，都是關乎國家大事，更
何況是適逢二十大的重要時刻，身為政論評寫
員的我，責無旁貸地擔負起向民間剖析的責任
。在往後的三兩週中，我會將政情一一道來。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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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群众声名鹊起
不法分子无处遁形

夕阳西下，北京东三环三里屯街道的汽车尾

灯连成一片红色的海洋。春秀路幸福一村小区门

口，几位大爷大妈像往常一样坐在马扎上聊天。

“3号楼201那小刘，知道吧？为了环保，

家里头又弄了两株‘绿萝’”“别说了，幸福公

寓603那个姓李的姑娘，最近好像又‘相亲’了

，开口就要‘俩包包’”……

“绿萝”是大麻的代号，“一株”代表“一

百克”；“相亲”是卖淫的暗语，“一个包包”

指代“嫖资一万元”。大爷大妈的聊天翻译过来

就是：吸毒者小刘又从毒贩手中购买了200克大

麻，“外围女”小李以一夜两万元的价格完成了

一次性交易。

事实上，这是一则流传甚广、极富文学色彩

的段子，它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朝阳群众”的日

常工作。而大爷大妈的“嚼舌根”活动，被段子

手称作“4708部情报交流会”——朝阳区管辖面

积470.8平方公里，“4708部”是网友对“朝阳

群众”的另一个称呼。

从2013年8月开始，“朝阳群众”一路高歌

猛进，战绩连连。一批“红人”“艺人”和“名

人”，因不法行为相继被“朝阳群众”举报，后

被警方查处。

一时间，“朝阳群众”声名鹊起。

不仅在举报涉毒嫖娼等方面战绩卓著，大到

刑事案件，小到治安类警情以及违法建筑、火灾

隐患等，都是“朝阳群众”的关注点。2016年，

“朝阳群众”还走出北京，跨省与厦门警方合作

，助其破案。

2016年3月27日，厦门警方接到一名来自北

京市朝阳区的群众举报，民警经过连续5天的蹲

守，成功破获了一起毒品交易案。当年《厦门日

报》还对这起涉毒案进行了宣传报道。

2016年11月，“朝阳群众”成为CCTV2016

年度法治人物候选。2017年2月初，北京市公安

局上线了“朝阳群众HD”手机应用，群众可以

通过该应用发送文字、图片、视频等向警方提供

线索。App上线两个月，注册用户就达到5万余

人，收到线索3000余条。

如今的“朝阳群众”，有自己的官方公众号

、专属卡通形象、百科词条，是一个拥有14万

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走在朝阳区街头，那些

在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

的人员，那些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

快递小哥、白领，都是具象化的“朝阳群众”，

他们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

爱管闲事警惕性高
群防群治汇聚力量

朝阳区位于北京市中南部，是北京城区中面

积最大的一个区，常住人口超过345万。

这里有全国闻名的CBD，聚集着北京市60%

的外资金融机构和70%的世界500强企业地区总

部，绝大多数外国驻华大使馆都坐落于此。这里

还是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

拥有北京的“夜色中心”三里屯，一直是明星大

腕的热门聚居地。

在百度百科上，对“朝阳群众”的解释是

“北京破获多起大案的群众组织”。

那么，“朝阳群众”是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

睛的呢？

据了解，为提高“朝阳群众”辨识“坏人”

的能力，朝阳区委政法委定期组织开展培训，总

结了“发现滋事倾向人员及时报告”“发现违法

犯罪线索及时报告”“发现可疑人车物品及时报

告”等“八发现八报告”经验，并在大型活动期

间组织志愿者到一线巡逻实战。

朝阳区委政法委平安建设科负责人告诉记者

，区委政法委着力培育和打造“朝阳群众”品牌

，多年来一直坚持对群防群治队伍进行教育培训

，努力将其培育成一个传递社会正能量的群众组

织。

“现实生活中的‘朝阳群众’是平凡的，他

们就是一个个生活在朝阳区的热心群众，他们

‘爱管闲事’，警惕性高，连下楼扔个垃圾都会

留个心眼儿。在许多物业、安保力量不够的老旧

小区，‘朝阳群众’还担负着维护社区治安、维

护社区卫生和调解邻里纠纷等治理任务。”该负

责人说。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朝阳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就有着深厚的群防群治基础。

从1949年建立人民政府到1958年朝阳区正式成

立的10年间，辖区内就已经建立了城乡治保小

组，组织治安巡逻队。1952年6月，建立了49个

治保会，后调整增至110个，拥有委员1187人，

协助政府进行宣传和防特、防盗、防火等工作。

20世纪 70 年代初，朝阳区群众打过一个

“漂亮仗”——组织起来成为民兵的朝阳群众，

与公安民警一起抓获了某国间谍。为此，新华社

特意刊发文章进行宣传报道，人民美术出版社还

出版了同名连环画。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朝阳区成立了区级治

安联防指挥总部，街道、公社和基层单位成立

响应机构，公安、联防、治保会三级控防体系

初具规模。进入90年代，朝阳区正式建立三级

群众性治安管理体系，形成专职巡防队、社区

保安员、治保积极分子相结合的群防群治队伍

。至此，“朝阳群众”队伍正式建成并开始发

挥作用。

近年来，朝阳区充分利用各种方式，特别是

科技信息化资源，推动“朝阳群众”品牌提质升

级。依托区级治安志愿者协会和街乡、社区(村)

分别设立的治安志愿者分会和工作站，做到每名

治安志愿者有人联系、有人培训、有人管理，每

项社会面防控任务有人落实、每个点位有人值守

，推进治安管理法治化和长效化。

在此背景下，朝阳区发案总量、可防性案件

实现双下降，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热爱守护这座城市
朝阳群众就在身边

垡头街道翠城雅园社区，一陌生人在一排电

动车旁鬼鬼祟祟地徘徊，戴着红袖标的治安志愿

者王民瑞上前大喝一声：“你是哪个楼的？在这

儿找什么？”那人支支吾吾应付两句快速离开。

家住建外街道大北社区的冯广岐是一名资深

志愿者，每逢北京有重大活动，他就戴上小红帽

、穿上红马甲，到邻近CBD的治安志愿岗执勤

，紧盯大事小情之外，干得最多的就是指路。

2018年6月的一天，西坝河南路，一名陈姓

女子在路边打开车窗透气时，遭遇持刀抢劫的歹

徒。危急时刻，从附近经过的搏击教练周凡凡和

其他6名热心群众“迎刃而上”，将歹徒当场制

服。“原来老是听说‘朝阳群众’很厉害，今天

自己也做了一回‘朝阳群众’，觉得很光荣。”

周凡凡说。

……

“朝阳群众”的事迹广为传颂，也让越来越

多的人志愿加入这支庞大的队伍。目前，朝阳区

共有各类群防群治力量19万余人，包括治安志

愿者、专职巡防队、安全稳定信息员、网格员、

社会单位保安、保洁员等群体，这些人员组成了

“朝阳群众”的核心力量，是“朝阳群众”的代

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积极参与的社会

治安志愿者并非是有北京户籍的传统意义上的北

京人，更多的是来北京居住、工作和生活，并深

深热爱这座城市的“新北京人”。

如今，“朝阳群众”日益成为群防群治的代

名词，成了一种崇德向善的符号，象征着那些有

正义感、敢于承担、乐于助人的朝阳人，用实际

行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上向善的价值

追求。

“‘朝阳群众’代表着一个超越户籍、地区

和地理范围的概念，是一种身份认同、一种公众

参与社会治理责任的认同，更是社会正义的化身

和新时代正能量的代言人。”朝阳区委政法委平

安建设科负责人说。

为何“朝阳群众”这般强？
网络上，无数个版本传颂着

“朝阳群众”的神通广大，平时唠

嗑的一句“八卦”，广场舞中的一

个动作，甚至擦肩而过的一个眼神

，都是他们在“传达信息”。

“朝阳群众”到底是怎样的一

种存在？他们真的是某个神秘组织

吗？卖淫嫖娼、吸毒或容留吸毒等

违法犯罪行为通常都在隐秘场所进

行，“朝阳群众”又是如何发现线

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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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網路暢銷小說改編的愛情成長電

影《一杯熱奶茶的等待》，由原著作者詹

馥華自編自導，卡司集結了新生代偶像連

晨翔、吳子霏、周予天，以及入圍今年金

馬獎最佳新人的潘綱大，讓書迷及粉絲們

都相當期待。創作才子周予天唱而優則演

，這次首度跨足電影圈，拍攝處女作《一

杯熱奶茶的等待》，演出癡情暖男阿問，

在寒流裡情人節中等待愛人現身，因女主

角吳子霏遞給他一杯熱奶茶，溫暖動人的

故事就此開展。周予天片中戴起眼鏡秒從

陽光型男變得斯文又誠懇，造型十足有說

服力，讓導演大讚他簡直從書裡走出來，

更讚他本色演出相當有天份，女主角吳子

霏則爆料，周予天一開始竟認不出她是誰

，讓人哭笑不得。初次演戲令周予天壓力

不小，幸好有吳子霏以及與他同樣首度出

演電影的連晨翔，三人惺惺相惜相互打氣

，拍戲拍出好情誼，甚至殺青後還拜把

「稱兄道弟」。

周予天在音樂創作表演亮眼，是近年

快速竄紅的創作才子，今年初參加《全明

星運動會第二季》的演出，由於他性格開

朗好相處，外表帥氣卻同時帶點小迷糊的

反差萌個性，加上在游泳項目表現突出，

讓他備受矚目，人氣水漲船高。在首度擔

綱主演的電影《一杯熱奶茶的等待》中有

吃重演出，他表示所飾演的阿問很專情，

個性率直又單純，一開始很苦惱要如何詮

釋還跑去請教導演，結果卻被說自己就跟

角色一樣，也讓他放一百顆心盡全力表現

自己，他笑猜：「可能是試鏡時，有段戲

是在寒冬中，略帶憂鬱的苦等女朋友出現

的戲，我當時憂鬱的神情，正巧打中導演

的心吧！」，鮮少戴細框眼鏡的他，也很

滿意在戲裡能以滿滿「書生氣息」的造型

示人。

周予天為了詮釋好角色，很認真的作

了許多表演功課，還和表演指導及導演做

一對一的劇本解讀，「我記得那時候筆記

寫得很多很滿，整本都是藍藍紅紅的。」

，首度演電影也讓周予天發現拍戲與以往

拍MV不同之處，他說：「我沒想到光是

兩場戲，可以從下午拍到晚上、凌晨！是

我唯一覺得不習慣的地方。」，同時他也

超感謝劇組對身為戲劇新手的他很包容，

甚至在開拍前就偷偷幫電影寫了一首歌曲

，他透露：「是一首抒情歌，詞曲都已經

寫好了，因為電影這部戲是從女生角度切

入，之後想找一位合適的女生來演唱。」

在片中周予天和女主角吳子霏有多場

對手戲，兩人在電影開場的相遇是在寒流

來襲的情人節晚上，氣候就如同近期氣溫

溜滑梯一樣冷颼颼，吳子霏看見在冷風中

等待的周予天，因不小心誤會他在癡等自

己的同學，伸手遞出了一杯熱奶茶而結緣

。吳子霏形容第一次見到周予天，以為是

貴族王子現身，覺得這男孩太有氣質，高

帥又有禮貌、有才華，不過她也爆料兩人

初識時的趣事：「印象很深刻，已經上到

第二堂表演課，予天竟然問我是不是子霏

？跟我確認姓名以外，他還很老實的承認

忘記我們曾一起工作過，真的很過份耶！

」，周予天對這件糗事直說抱歉：「因為

子霏參加活動時穿得很高貴，但她私底下

很親切平易近人，一時沒認出來。」，兩

人戲裡戲外都呼應了片中「筱華見到阿問

發生誤會」的情節。

周予天也大讚吳子霏演技很好，帶著他

一同入戲，他舉例拍攝兩人第一次認識的那

場戲：「筱華把熱奶茶遞給阿問時，我真的

感受到她傳遞過來的溫暖，接收到一股讓人

滿心感動的暖流。」，而劇組在這場重要的

戲也相當用心，兩人身後的飲料販賣機，還

是劇組特地調來的古董級飲料販賣機，機台

至今還可以投幣買飲料，就為了忠實呈現為

還原2001年背景。另外，周予天不僅與吳

子霏拍戲建立好交情，他和同是出身音樂圈

的男主角連晨翔，相同的背景在拍戲時也很

快變熟，面對他們在拍攝現場的鼓勵，周予

天也熱情回應，三人拍完戲後變得非常要好

，還開玩笑說怕影迷們吃醋，乾脆結拜當起

「異姓三兄弟」，搞笑以兄弟相稱，足見三

人因戲培養出的好默契。《一杯熱奶茶的等

待》12月24日全台感動上映，台北双喜電

影發行。

音樂才子周予天首躍大銀幕《一杯熱奶茶的等待》

化身癡情暖男寒流中等愛人

金馬影展開幕片《青春弒戀》今

（11/11）登場，由導演何蔚庭率演員林柏

宏、陳庭妮、林哲熹、李沐、丁寧、姚愛

寗等人齊聚信義區熱鬧開場！當主持人

Lulu 黃路梓茵問導演怎麼找到這一群演員

時，導演一句：「這些演員就是台灣業界

最好的演員，又專業、又不在乎我如何折

磨他們！」獲得滿堂彩！

林柏宏飾演一個 23 歲的年輕人，他

笑說：「跟我落差很大！」他解釋這世代

年輕人生活中大量地依賴網路，所以與真

人接觸、受傷，有時會不曉得該怎麼排解

。而把當代青年的寂寞困境演出來，就是

林柏宏這次在作品中所努力的方向。

提到今年擔任金馬獎頒獎典禮的主持人

職位，Lulu 黃路梓茵不吝傳授他幾招：「盡

量直球、盡量跟在場的人有眼神互動！」並強

調要互動到會場外的觀眾、最好能互動到松仁

路上！林柏宏笑槓：「那忠孝東路和汐止的朋

友要不要？」這次被問在金馬獎要走什麼樣的

主持路線？林柏宏則妙言希望帶給大家很「青

春」路線、「弒戀」愛感的那一種！

陳庭妮再度入圍金馬獎，在片中飾演

演員的她，第一次不用做「角色功課」因

為自己本身就是演員！但這卻讓陳庭妮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個女演員的心

裡處於搖搖欲墜狀態、但外表還是要展現

很漂亮的樣子，那份拉扯跟挑戰，讓我覺

得演得非常值得！」

怪物新人李沐這次扛起全片女主角，

笑言這次拍片最印象深刻的事：「電影裡

面的每一個人都有很強烈的慾望，但是我

的角色所選擇的卻是很隱性、最被動的，

很多時候我很羨慕其他角色很強烈的表達

自己。開心要忍、難過要忍、情緒要忍連

拉肚子也要忍！」

丁寧二度與何蔚庭導演合作：「第一

次他送了我一作金馬獎，第二次我在劇組

外面的壓力比較大！我是巨蟹座，很容易

緊張，但在電影《青春弒戀》裡面所飾演

的色情按摩女郎的角色卻是要放很鬆！這

是蠻特別的狀態。」

林哲熹笑說自己在《青春弒戀》裡飾

演的角色既老派又浪漫，從電影裡面可以

感覺到當代人的青春和孤獨：「觀眾或許

可以和一起去看電影的人找到互相陪伴的

感覺。」姚愛寗已經看過《青春弒戀》，

她認為在台灣很少看到像是《青春弒戀》

這樣的電影類型：「我相信每個角色都可

以帶給大家很多的驚喜更喜歡。」

金馬影展金盛大開幕，期間至11/28

能看見上百部年度世界影壇好片，入圍最

佳導演、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員、最佳

剪輯、最佳音效獎等共五項金馬獎的《青

春弒戀》11/19全台上映，金馬獎頒獎典禮

將在 11/27 晚間舉行。

導演折磨全台灣業界最好的演員？！
金馬影展開幕片《青春弒戀》全明星陣容獲滿堂彩！

金獎監製李烈今年離開一手創立的

影一製作所，11日出席記者會宣布成立

新公司「一種態度」，先前她無預警被

前公司股東辭退，讓她相當驚訝，不過

她坦言與股東理念不同，只是回想當初

，要說不難過也是不可能的，不過對方

一提出，她就瞬間同意，感覺像是被分

手。

李烈提到當初「被離開」，表示自

己先前與公司並沒有衝突，「對大股東

來說，他們是希望公司能獲利，這我能

理解，但我在執行時常常沒有顧到這塊

，可能對大股東來說沒那麼適合」。

李烈明年初將開拍黑色喜劇「鬼才

之道」，由「返校」導演徐漢強執導，

邀來陳柏霖、張榕容主演，另還有「返

校」遊戲製作團隊的另一作品「還願」

，也會由徐漢強執導。此外，李烈也會

將知名漫畫「閻鐵花」改編影集，計畫

拍成12集，並由香港金像獎最佳新導演

黃精甫執導。

至於李烈一手栽培的王淨、曾敬驊

，合約還都在前公司，她雖仍持有公司

一部分股份，只是已不算2人的老闆，

不過雙方關係依舊很密切，「他們跟我

還是很親，接下來多培養一點成長經歷

也很好」，未來若有合適案子，仍希望

能與他們合作。

李烈 「被分手」 後開新公司 攜手 「返校」 導演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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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偉秉承理念：跟着她足跡前行

福幼基金會主席曾志偉憶述自1991年華
東水災與阿梅一起賑災，再到梅姐

1993年的減災扶貧，曾到過內地孤兒院探
訪，看到很多棄嬰，因此特別希望幫助小
朋友，回港後即成立了福幼基金會，至今
已27年，阿梅也是發起人之一。志偉說：
“我跟梅艷芳理念相同，每當有事發生，
在了解後向社會呼籲，並交代如何運用所
籌得的善款。福幼是由阿梅開荒，跟阿梅
的理念去做，她其實沒離開過，大家都是

跟着她的足跡行。”
蘇永康指自己已經欣賞過電影《梅艷

芳》，也理解身邊很多跟梅姐相熟的朋友也
很怕或不想去看這電影，但他反而想跟大家
說其實透過該片，可讓後世的人更加了解梅
姐的傳奇，亦希望這部片能成為傳世的電
影。而當晚蘇永康展示於2001年在電台活動
上梅姐依偎在他肩膊上的合照，表示：“外
界人看的梅姐總是很有型和堅強，但在我初
出道到梅姐離開前，她都是一個性格率真的
小女孩，一直都沒變過。”

薛家燕難忘梅姐反串演《帝女花》
薛家燕表示，自己比阿梅年紀大十多

年，當年在荔園曾與仍是童星的梅姐一起
演出過，她舉行影友會時梅媽亦來撐場。
梅媽想兩個女兒參加當年《家燕與小田》
節目的《金榜題名》環節，還向家燕姐說
兩個女“一定掂”，到表演粵劇《帝女
花》之時，家燕姐本以為阿梅會扮公主，
怎料卻是梅愛芳演公主，阿梅的駙馬造
型、平喉功架唱做都令家燕姐與黎小田看
到嘩嘩聲。家燕姐說：“金榜題名真的實
至名歸，阿梅在演藝歌唱上很有天分，
加上多年經驗而成為巨星，我看到
她成長，亦以她為榮！”

胡渭康則特別帶同

39 年前新秀歌唱大賽的場刊到
場，展示當年梅姐仍以“依依”作
為藝名。

黎諾懿偕太太來看《梅艷
芳》，雖然太太大腹便便而且戲
院人多，但她仍堅持要來看超級偶像
的電影。諾懿指其實全家人也很有情
懷，自己都喜歡張國榮，兒子則最愛林
子祥，感覺幾位偶像也是傳奇，地位是
難以取代。諾懿透露，太太預產期在下
月中，由於第一胎是開刀，這次太太想
順產，不過也選定日子，有需要也會開
刀，但他希望BB會在聖誕節前出世，
因為節日生產，醫院的收費特別昂貴，
之前長子已是復活節出世，也花上一大筆
錢，加上奶粉和學費愈來愈貴，他都
相當肉痛，幸好兩次孩子出世
時，他都接到不少工作，
相信孩子們都是“好
腳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黎諾懿及楊
潮凱擔任主持，何沛珈及陳嘉慧扮演可愛護士
的全新資訊健康遊戲節目《醫醫，我不想再病
了》，第十四集剛好探討兒科問題，是集嘉賓
請來《星空下的仁醫》中安妮醫院的“院長”
海俊傑及“高級醫生”郭子豪撐場，同場還有
另一套台慶劇《拳王》的主角張振朗及賴慰
玲。

與“流姑娘”何沛珈一組的海俊傑及子豪，
全程搞笑地“角色入血”，齊以專業tone分析及
解構各種兒科問題；當子豪表現欠佳時，海俊傑

又會搞笑謂：“我唔會再容許佢喺我哋醫院”。
另一隊的賴慰玲，由於本身已榮升人母，故

對所有問題涉及的範疇都有一定認知，難怪被冠
以“兒科知識王”。

至於“拳王”張振朗的表現亦同樣標青，他
還額外“霸佔”了是集搞笑位；事緣陳嘉慧節目
期間大爆自己是“朗粉”，之後即不由分說繑着
張振朗“繞場一周”，又餵張振朗食米紙卷；更
搞笑的是，黎諾懿貪玩地將陳嘉慧及張振朗的手
放在一起，陳嘉慧亦一副嗒糖樣配合，嚇得張振
朗發問謂：“我上咗個咩節目？”

香港文匯
報訊 韓劇《來自星
星的你》將翻拍成日劇
版，由28歲的福士蒼汰與30歲
的山本美月分別飾演都敏俊和千頌
伊。

2013年的熱播韓劇《來自星星的
你》由金秀賢和全智賢主演，在當時韓
國國內創下28.1%的高收視率，並紅遍
了整個亞洲，也讓兩人再攀事業高峰。
據日媒報道，該劇將被翻拍成日版，由
福士蒼汰與山本美月擔任男女主角。

原版《來自星星的你》講述外星
人“都敏俊”（金秀賢飾）從外太空
來到400年前的朝鮮，並一直生活到現
代，與目中無人的韓流女神“千頌
伊”（全智賢飾）相識後譜出一段不
同星球之間的浪漫愛情喜劇。泰國、
印尼、菲律賓等國家也曾翻拍《來自
星星的你》，不過皆以慘淡的收視率
收官，因此讓人好奇日本翻拍的版本
能否有所突破。

陳嘉慧熱情對待嚇窒張振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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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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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許
廷鏗（Alfred）、環球組合P1X3L和彭
秀慧11日晚出席網上活動分享會，Al-
fred被問到日前在《叱咤》頒獎禮記者
會上跟傳不和的過氣“同性密友”胡鴻
鈞“零”交流，兩人各自趕着離場沒有
受訪和合照，對此，Alfred解釋：“當
日沒有人要求合照，我們之間沒有仇
口，大家在後台時也有打招呼，（不是
反面了？）沒有，我們都大個仔，不會
尷尬，只是大家捕捉到一些表情去解讀
而已，自己不喜歡搞是是非非。”

P1X3L渴望出席樂壇頒獎禮
組合P1X3L因未能出席《叱咤》記

招會而在網上大發牢騷，不少網民替他
們不值，大罵其唱片公司，吳啟洋
（Phoebus）指當日因有工作在身，之
後見到一班新人在記招上玩得好開心，

心情少不免有些失落。問
到發文前有否知會公司？
三子表示：“沒有，我
們純粹抒發失落心情，
事後公司都即時致電我
們關心一下，沒有照肺，他
們想了解成件事，之後仲安
慰我們嚟緊1月1日頒獎禮有
時間一定安排我們出席。”

說到他們指連競逐的
“入場券”也沒有，Phoe-
bus謂：“當刻過於失落的
說法，不過我們沒期望有無
獎，志在想參與。（會否推掉
工作出席頒獎禮？）會呀，
《勁歌》及其他頒獎禮都想
去。”三人笑言以後發文會
想後果，沒料到今次有那麼
大的迴響，多謝大家關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由福幼基金會及梅艷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主辦的電影《梅艷芳》慈善優先場11

日晚舉行，曾志偉、王祖藍、薛家燕、黎諾懿與太太、蘇永康、胡渭康及羅敏莊等出席支持。志偉憶述自1991年華

東水災開始與梅艷芳合作行善，因大家理念相同，志偉指阿梅生前致力於慈善工作，時至今日大家仍跟着她的足跡

前行，就好像她從未離開過一樣。

憶述與梅艷芳賑災行善成立基金會

●山本美月模特兒
出身。

網上圖片

●福士蒼汰將飾演
都敏俊一角。

網上圖片

●● 蘇永康形蘇永康形
容梅姐是性容梅姐是性
格率真的小格率真的小
女孩女孩。。

●● PP11XX33LL是新晉跳唱男子組合是新晉跳唱男子組合。。

●● 福幼基金會獲捐助福幼基金會獲捐助，，主席主席
曾志偉作代表接收善款曾志偉作代表接收善款。。

否認跟胡鴻鈞不和
許廷鏗話不喜歡搞是非

●● 薛家燕展示薛家燕展示
當年與梅艷芳兩當年與梅艷芳兩
姊妹的合照姊妹的合照。。

●● 志偉憶述自志偉憶述自
19911991 年華東水年華東水
災開始與梅艷芳災開始與梅艷芳
合作行善合作行善，，因大因大
家理念相同家理念相同。。

●● 曾志偉曾志偉、、王祖藍王祖藍、、薛家燕薛家燕、、黎諾懿黎諾懿、、蘇永康蘇永康、、胡胡
渭康等渭康等1111日晚出席日晚出席《《梅艷芳梅艷芳》》慈善優先場慈善優先場。。

●● 許廷鏗稱見到許廷鏗稱見到
胡鴻鈞不會尷尬胡鴻鈞不會尷尬。。

●黎諾懿將陳嘉慧及張振朗的手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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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COTMCO疫情後的第一場音樂會疫情後的第一場音樂會
在在Hobby CenterHobby Center舉行舉行!!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等待了607天後， TMCO
疫情後的第一場音樂會於11月7日晚6點在Hob-
by Center隆重舉行。

TMCO全稱是 Texas Medical Center Orchestra
，樂團成員都是德州醫療中心的醫務人員。TM-
CO此次音樂會希望通過古典音樂的強大和令人
振奮的作品來治愈疫情帶來的痛苦。應藝術總監

兼創始人 Libi Lebel 的要求，TMCO 成員選擇了一
份他們最喜歡的作品的“意願清單”，以向人類
精神致敬，喚起關於人類自由、團結和無限韌性
的聲明。

此次演出特邀了一些專業音樂家加入，使得
陣容更加強大，演出水準也更上一層樓。Univer-
sity of Houston 的 Michael Gott也加入了演出，音

樂 會 以 2020 年 奧 斯 卡 提 名 歌 曲 I'm
Stand with You 開場。音樂會包括三部經
典作品： 1.Smetana斯美塔那的The Mol-
dau 詩一般的流水聲把聽眾帶到了捷克
鄉村的河邊，享受大自然的寧靜和神奇
；2， 休斯頓交響樂團的小提琴大師謝爾
蓋•加爾佩林演奏巴力•舍姆：展示了
三張沙西迪克生活的畫面； 3， 勃拉姆
斯的 C 小調第一交響曲以最初的深沈到
最後的頌歌，講述了救贖與和平。

音樂會獲得了空前的成功，現場座
無虛席，很多觀眾眼裏都滿含淚水，音
樂是最好的醫治身體和心靈病痛的靈丹
妙藥！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菁英論壇房地產投資及管理菁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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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一晃眼已經11月了，2021

年也進入了尾聲，隨著疫情趨緩，歡
樂節慶的氣氛也慢慢的蔓延開來。10
月底的萬聖節，看到父母精心的幫小

朋友們變裝打扮，好不熱鬧。再接下
來就是11月底的感恩節跟12月底的聖

誕節了，商會在 11/28 日星期日下午
5pm 在僑教中心會舉辦一場產業升級

說明會，會有台灣設計研究院專家來
分享如何讓台商的產業升級，這次的
座談會限會員參加，限額50名，活動
及餐點均免費。我們這次的餐點是由
八達餐廳，飲料是由Teapioca Lounge
提供。大家聽到八達餐廳有沒有口水
都流下來了呀？我真的好想吃到他們
的筍絲蹄髈呀！名額有限，有意願的
趕快來報名喔！

主旨 : 產業升級座談會

時間 : 11/28日星期日下午 5pm - 7pm
地點 : 休士頓僑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報名連結RSVP:
https://forms.gle/8SmncErpJc3mjce56

邀請你來參加 「房地產投資及管
理菁英論壇」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將於11/14(日)下午二時在Courtyard by
Marriott Sugar Land/Stafford 會議廳舉
辦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菁英論壇」 ，
齊聚資深律師、地產經紀、開發商，
產權公司、貸款專員等房地產相關專
業人士演講，免費提供珍貴知識和長
年經驗交流，助華人在地產投資上獲
利，避免踩地雷。

免費入場，提供咖啡茶水、手工

蛋糕和點心，會後有大量豐富禮品、
禮卡和現金抽獎機會送給大家，千萬
不要錯過。

時間：11/14（日）2PM
地 點 ： Courtyard by Marriott Sugar
Land/Stafford
地 址 ： 12655 SW Fwy., Stafford, TX
77477

詢問電話：281-777-7783 孫玉玟會長
832-866-3333 何真副會長

主講人簡介：
賴清陽律師；中美韓聯合律師事

務所及南灣地產投資公司創辦人，美
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六家連鎖旅館合
夥人。

李雄：德州地產負責人，西南管理委
員會主席，2022 年亞裔商會主席，
1985年起從事地產行業。

唐心琴：達心地產負責人，糖城廣場

開發商，從事地產行業35年。

卿梅：建築工程專業畢業，房地
產開發買賣13年，連續11年被評選五
星級房產經紀，QQ 地產總裁。

王藝達： 藝達國際投資顧問總裁
， 房地產工程開發管理公司執行總裁
，八年創下過億銷售。

林富桂律師：誠信產權公司負責
人，亞裔地產協會創會會長，銘傳傑

出校友。

張園立：利家貸款創辦人，現任
台商會會長，銘傳校友會會長專精房
地產貸款。

孫玉玟：休士頓大紀元/新唐人分
台負責人，世華美南分會會長，房地
產投資租賃管理多年經驗。

感謝您對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美
南輕旅遊－紐奧良篇」 的支持，以下
是 zoom meeting的 link，點擊即可上
線。提醒您活動時間 11/14/21 4:00PM
是休士頓時間，如果您在南加州，上

線時間是 2:00PM， 在美東是 5:00PM
， 如果您在台灣，您的上線時間是11/
15/21 6:00AM，感謝您的參與。

Topic: 輕旅紐奧良Zoom Meeting

Time: Nov 14, 2021 04:00 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
85153092694?pwd=bWZpd-
DQwa3N6QmYxN0xtdGV0UHFsQT09

Meeting ID: 851 5309 2694

Passcode: 111421

1111//1414美南輕旅遊－紐奧良篇美南輕旅遊－紐奧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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