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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www.afn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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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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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關英傑律師關英傑律師
關英傑律師事務所關英傑律師事務所﹐﹐開業二十餘年開業二十餘年
特別擅長與商業有關的服務與訴訟特別擅長與商業有關的服務與訴訟
移民移民//商業商業//訴訟訴訟//房地產房地產//信託信託//家庭家庭
地址地址::67766776 Southwest Freeway (Southwest Freeway (西南大道西南大道）﹐）﹐三樓三樓
580580室室﹐﹐休士頓休士頓﹐﹐德州德州7707477074

電話電話﹕﹕（（713713））974974--14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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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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休斯頓紀事報休斯頓紀事報》》發行人兼總裁邁耶和董事長斯威尼發行人兼總裁邁耶和董事長斯威尼
33月月88日出席日出席““美南環球劇坊美南環球劇坊””開幕典禮開幕典禮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最大的日
報《休斯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 發行人兼總
裁南希·邁耶（Nancy Meyer, Publisher and President)
和董事長傑克·斯威尼（Jack Sweeney, Chairman) 將
於3月8日出席美南新聞的“美南環球劇坊”開幕典禮
。 “美南環球劇坊”目前正在建制階段，預計下週將
會完成。建成後，美南國際電視台將擁有自己的實況電
視直播所需要的舞台、音響、燈光和LED顯示器等設施
，YouTube 和Facebook 同步直播。劇坊可以容納百名
觀眾。 “美南環球劇坊”可接受個人獨唱音樂會、小
型音樂會、私人派對、生日派對及各種慶典活動。美南
國際電視台屆時將現場實況電視、YouTube 、Facebook 直播，
讓親朋好友直接享受現場活動氣氛。

屆時美南新聞藝術團主持人韓若蘭（Ruolan Han) 主持歡迎
儀式。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
華 ( Wes H Lee)，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 Gary Randazzo、
Glen Gondo、Jim Noteware 將在“美南環球劇坊”開幕典禮致
辭。小提琴演奏家劉馨（Xin Liu) 將表演小提琴獨奏，Radi-
ance Dance 將獻上舞蹈。

《休斯頓紀事報》成立於 1901 年，1987 年被赫斯特
（Hearst) 收購。除了深入報道當地問題外，《休斯頓紀事報》
還致力於報道州、國家和國際新聞。該報在華盛頓特區設有一家
新聞局，負責報道休斯頓和德克薩斯州居民特別感興趣的問題。
作為德克薩斯州最大的新聞機構之一，它以英語和西班牙語發布
印刷和在線產品，包括移動應用程序和網站、直郵、商業印刷和

體驗式營銷計劃。 《休斯頓紀事報》是美國週日發行量第三大
報紙，僅次於《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

2021 年 12 月 15 日，赫斯特宣布，南希·邁耶 (Nancy
Meyer) 被任命為《休斯頓紀事報》的出版商和總裁，該公司是
美國最大的區域媒體企業之一。

《休斯頓紀事報》是德克薩斯州擁有最多新聞編輯部工作人
員的領先報紙，涵蓋了充滿活力的休斯頓市場和整個德州。過去
三年，它被德州美聯社總編輯評為德州最佳報紙。 《休斯頓紀
事報》每周有超過 100 萬印刷讀者，每月對其數字平台的訪問
量超過 3000 萬。

《休斯頓紀事報》出版商兼總裁南希·邁耶在她的職業生涯
中成功領導了幾家大型報紙，成績斐然，是一位具有遠見和深思
熟慮的領導者，具有很強的商業頭腦，並重視報紙在當地市場中
發揮的關鍵作用。

邁耶曾擔任《邁阿密先驅報》、《奧蘭多哨兵報》和《哈特

福德報》的出版商。從 2016 年到 2018 年，她擔任《今日美國
》網絡旗下卑爾根唱片公司的總裁，並在其職業生涯早期在赫斯
特的《舊金山紀事報》和《時代聯盟》擔任廣告角色。

《休斯頓紀事報》董事長傑克·斯威尼 (Jack Sweeney) 在
報紙和媒體行業享有卓越的職業生涯。從 1980 年代初開始，他
在《休斯頓紀事報》擔任的職務包括廣告總監、銷售和營銷總監
兼副總裁、總經理、總裁和出版商（從 2000 年開始）。 2012
年，他被任命為董事長。之前，斯威尼曾擔任《波士頓先驅報》
的廣告總監、《特倫頓時報》的廣告總監，並且是《華盛頓郵報
》的全國營銷經理。他是休斯頓社區學院（HCC) 基金會發展委
員會和德克薩斯大學健康科學中心發展委員會的成員。他在超級
碗主辦委員會的社區委員會任職，以幫助休斯頓市在 2017 年準
備、規劃和舉辦超級碗比賽。他還是超級碗主辦委員會媒體委員
會的聯合主席。他是商業改善局、休斯頓國際音樂節和休斯頓交
響樂團的前任主任。



BB33
星期日       2022年3月6日       Sunday, March 6, 2022

休城社區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舉辦清明節舉辦清明節VIPVIP新墓產發布會新墓產發布會
優惠只在優惠只在33//1313發布日有效發布日有效((請先預約請先預約)) 今年最佳折扣今年最佳折扣

(本報休斯頓報導) 清明節是中國傳
統四大節日之一，萬物此時生長萌發，
清潔而明淨，故稱清明。這也是紀念祖
先的節日，家人一同去掃墓祭祖，緬懷
先人，同時踏青。日昇日落，人生也是
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每個
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有上車也有下車
的時候，不同站有不同的風景。無論貧
富貴賤、種族、職業，上至總統下至庶
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對終
點做好生前計畫、以及該怎麼準備身後
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趁早
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
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
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94

萬人，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味著
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在
就可以開始部署 「生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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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幫助我
們降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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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節VIP新墓產發布會，優惠僅
在開放日有效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
園殯儀館和墓園(Memorial Oaks) 很高評
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意的風水寶地，
也是既有墓地、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
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

Memorial Oaks 在 清明節前對大眾
推出優惠，歡迎參加在 3 月 13 日(星期
天) 舉辦的清明節VIP新墓產發布會，對
公眾開放參觀(可預約網上視頻約會或現
場參觀)。包括高達 18% OFF 生前計劃
墓產優惠，60個月0%利率，無需信用評
估，還有身前契約高達12% Off的優惠。

這是今年最好的優惠折扣，僅在開
放日有效，請立即致電預約：吳玉玲
832-494-6710。 Memorial Oaks 地 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BB44星期日       2022年3月6日       Sunday, March 6, 2022

美南人語

本週二，3 月1 號晚上，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上任以來
首份國情咨文，罕有地聚焦

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而焦點當然落在發動侵略戰爭的俄羅斯及普丁
身上，他借捍衞正義及民主觀念，來凝聚西方盟友，意圖重建美國
的國際領導地位，來轉移國民視綫。。

根據慣例，美國總統通常都會在其國情咨文中，以大篇幅內容
宣揚未來 的施政計畫，而只會花少量筆墨，來提及其外交政策。
今次拜登卻一改慣例，將外交政策放在整篇演說的開端的重要位置
之上，狠批俄羅斯總統普京有預謀發動侵略烏克蘭戰爭，而以美國
為首的西方團結一致迅速制裁俄羅斯，讓獨裁者為侵略行為付出代
價。

拜登在國情咨文中，皆因其上任逾一年，政績乏善足陳，疫情

未能受控，通脹更失控地飆升至近40年高位， 而
美軍在阿富汗倉皇撤走，令其民望跌至約四成新
低。因此，他需要借應對俄烏戰爭來轉移國民視

綫，更重要是將戰爭描繪成民主與專制政權之爭，成功游說歐盟和
其他盟友，將部分俄羅斯銀行踢出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
）支付系統，從而重塑美國是為西方民主而戰的龍頭老大。

拜登堅明白到美國人的厭戰心態，以及國家經濟受疫情折騰，
財赤高企，故他表明不會派美軍參與俄烏戰爭，目的是讓國民安心
，至少可在中期選舉前能博取選民支持。

正因為不參戰緣故，俄烏戰爭何時了實難以預料。由於俄羅斯
是能源生產及出口大國，制裁俄羅斯意味原油供應緊張而推高國際
油價，也會推高美國和多國通脹，拜登在國情咨文中表明，將會聯
同30國共釋放6000萬桶戰略石油，冀能穩定油價。

釋放戰略石油對壓抑油價作用有限，即使通脹因油價飆升帶動
，他也振振有詞這是為捍衞民主而須付出的代價，也為未來幾個月
通脹飆升預先埋下伏筆，希望選民不要將怨言發泄在民主黨政府身

上。
談到內政時，他強調當前首要任務是遏止通脹，試圖說服國民

，壓抑通脹的方式是降低成本，如降低處方藥的成本，讓更多人可
以負擔得起，並降低託兒成本，讓因疫情要照顧子女而離職的母親
，可重返職場。但這些措施對壓抑通脹並不能快速見效，對於要面
對中期選舉改選的民主黨人來說，肯定是遠水。

因此，拜登呼籲國會盡快通過《重建美好未來法案》，撥款修
建公路、網絡，並加快通過《美國創新及競爭法案》，在新興技術
、美國製造業和創新行業進行巨額投資，強調將迎來一個基建建設
的黃金十年，從而提升競爭力，讓美國有足夠底氣與中國進行經濟
競爭。

拜登發表國情咨文後，四成三人認同其處理俄烏戰爭的手法，
較上周升了九個百分點，但問題是若戰爭引發的通脹不斷，將會對
民主黨選情不利，若拜登短期無法壓抑通脹，隨時贏得剎那掌聲，
卻改變不了在中期選舉失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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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遏俄贏掌聲 通脹引發關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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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5
日，歐洲弱國烏克
蘭慘遭強國俄羅斯
的強行侵略，五天

以來，烏克蘭國土上盡是殘垣敗瓦，國
民死傷過百，其中孩童也不能倖存。烏
克蘭首都基輔，

遭到猛烈的砲火及空襲的攻擊，危在旦夕。
2月26日，北京大學有教授王立新等五位中國歷史學

家，聯名發表一篇題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與我們
的態度》的文章，該文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對以聯
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的踐踏，是對現有國際
安全體系的破壞。

這篇文章受到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非常駐高級研究
員、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資深研究員弗朗索瓦·戈德芒

（François Godement）的推介，他說自己為這幾位中國歷史學家不
畏懼自身的安全，敢於站出來發表跟中國政府恰恰相反的正義言論
，而感到驕傲。

以下是孫江等五位中國歷史學家的聯署文章：《俄羅斯對烏克
蘭的入侵與我們的態度》（2022年2月26日）戰爭在黑暗中開始
了。

2022年2月22日凌晨（莫斯科當地時間21日晚），俄羅斯總
統普京簽署命令，宣布承認烏克蘭東部民間武裝自稱的頓涅茨克人
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為獨立國家，繼而於24日派遣海
陸空軍發動了對烏克蘭的大規模入侵。

一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竟然對弱小
的兄弟之邦大打出手，國際社會為之震驚。戰爭往何處去？會不會

導致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歷史上的巨大災難往往源於局部衝突。國
際輿論憂心忡忡。

連日來，互聯網即時直播戰況：廢墟、炮聲、難民烏克蘭的傷
口深深地刺痛了我們。作為曾經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家破人亡、
餓殍千里、割地賠款這些苦難和恥辱鑄就了我們的歷史意識，我們
對烏克蘭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

連日來，反戰的聲音四處響起。烏克蘭人民起來了，烏克蘭老
母親在厲聲訓斥不速之客，烏克蘭老父親在痛陳戰爭之惡，9歲的
烏克蘭幼女用淚聲呼喚和平。俄羅斯人民起來了，在莫斯科，在聖
彼得堡，在其它俄羅斯城市，在世界各國大城內，市民們走上街頭
，科學家們發出反戰聲明。和平、和平，反戰的聲音跨越國界，震
撼人心。

連日來，我們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思考過去，心系未來。在
眾聲喧嘩中，我們感到有必要發出我們的聲音。

我們，強烈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無論俄羅斯有千
種理由，萬般藉口，但卻以強大武力入侵一個主權國家，都是對以
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的踐踏，是對現有國際安全體系
的破壞。

我們，堅決支持烏克蘭人民保家衛國的行動。我們擔憂俄羅斯
的武力行為將導致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局勢的動盪，引發更大範圍的
人道主義災難。

我們，強烈呼籲俄羅斯政府和普京總統停止戰爭，用談判解決
糾紛。強權不僅會使文明進步的成果和國際正義的原則毀於一旦，
還會給俄羅斯民族帶來巨大的恥辱和災難。

和平始於人心的渴望。我們，反對不義戰爭。
倡議人：南京大學教授孫江、北京大學教授王立新、香港大學教授
徐國琦、清華大學教授仲偉民、復旦大學教授 陳雁。

刻下的烏克蘭局勢
，中方的叫法是俄烏衝
突，西方謂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迥異的叫法，
是對事件的不同解讀而
已。中國政府發言人華
春瑩在外交部記者會上
質問西方：是誰把一個
大國逼到絕境？

她的含意十分清楚
，中國是站在俄羅斯的
一邊。因為三十年前，
蘇聯在西方的推動下解
體，烏克蘭是從蘇聯分
離出去的國家，它的國
土面積成為歐洲第二，
擁有核武，後來在美俄
的強迫下自廢武功。

烏克蘭是俄羅斯搬不走的鄰居，是後者跟 「北約」的緩衝區，
中俄政府認為烏克蘭若是不去抱西方的大腿，以中立國的地位生存
，便可以跟俄羅斯相安無事，今天的俄羅斯便不會向它烽火相對。

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選擇權，烏克
蘭即使加入北約，也是人家的國事，干卿底事，而事實上在今次俄
羅斯開戰之前，烏克蘭跟北約仍是 「妾身不明」。即使加入北約又
怎樣，中俄兩國自己不也是跟亞洲、非洲不少國家結成盟友，人家
也不干涉你，那麼你也不應干涉人家，這是烏克蘭的 「地緣政治」
問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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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正義聲

獅子山下 同心抗疫
上個周日，天寒地凍，冷

雨霏霏。我到唐人街一走，
跟親友食過午餐後，驅車返

回茅舍，來個午睡。45 分鐘後起床，精神奕奕，在家中看看書、
刷刷手機，忽然刷出二○二二年全港抗疫歌曲《獅子山下·同心
抗疫》香港歌影視藝人大合唱的視頻，即時連續看了幾遍，並立刻
把這首歌分享到多個群組及好友私訊，其後收到許多人回應“香港
加油”。

自上月新春以來，從衞星電視新聞報道中看到，這次香港爆發
的第五波新冠疫情，情況嚴峻得令人不忍目睹。執筆之時，更傳來
突破3萬宗的確診數字，情況越來 惡劣、越來越不受控制，實在讓
人心寒。近日更遭遇寒冷雨天，香港公立醫院內外都擠滿了確診病
人，還有更甚的是： 香港各大公立及私家醫院，都宣告爆滿，以
至一些感染病毒的長者，要在寒風冷雨下，瑟縮在醫院門口的病床
上，真是人間何世！實在不敢相信這種場面，會出現在號稱東方之

珠的世界大都會——香港身上。
美港一衣帶水，朝發夕至，來自當地的我，對於香港地緣未消

、人緣緊密，親眼目睹香港疫情的失控場面，令守在電視機旁的我
，亦感同身受，極度擔心在港的親朋戚友的安危，但又愛莫能助。

正在此時此刻，看到香港演藝界率先行動起來，各界亦紛紛投
入全面抗疫戰，出錢出力捐增物資。更感動的是國家疾控局局長與
港澳辦主任親赴深圳，多次召開協調會督戰，廣東省專家組織內地
大批醫護人員，紛紛奔赴抗疫前線支援香港同胞，一方有難，八方
支援的血濃於水的骨肉之情，情滿香江。

話說回來，今次香港歌影視藝人大合唱的原曲，為膾炙人口的
《獅子山下》，這首歌被喻為“香港市歌”，歌曲表達了香港人同
舟共濟的奮鬥精神，歌詞勵志感人，並曾被朱鎔基總理親自朗誦，
用來勉勵港人團結齊心建設特區。此次將這首曲重新填詞：

“危急新冠兇險，難過疫情滔天，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竟遇見
，不免讓擔心天天增添。危險需要擔當，無畏未忘正念，致善慈悲
，願指責怨恨不復見，請你一起同奉獻。這刻感恩各區前線，至今
堅守每天，為他人，為家園，忘記了疲倦。誰不深愛香港，唯有共

同抗疫，我哋齊心在獅子山下相互勉，打勝這一場疫戰。”
此曲原是由香港才子黃霑作詞、音樂大師顧家輝作曲，自廿多

年前面世以來，響遍香港九龍、中國各地，一向有非比尋常的激勵
作用。此番再寫新詞入舊曲，尤其由充滿正能量的香港歌手劉德華
和李克勤打頭陣，而結尾則是已屆九十高齡的殿堂級老戲骨胡楓壓
陣，新老歌手藝人共冶一爐，齊為抗擊疫情唱出高超強音，相信有
助港人團結齊心戰勝頑敵Covin19。

事實上，香港這幾年 真折騰夠了，是次新冠疫情，中央政府
一以貫之，人力物力總動員全方位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習主席更明
確指示，以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期望香港特區政府
借助中央政府與全國之力，藉此發動全港市民，發揮同舟共濟的獅
子山下精神，激勵港人愛國愛港之心，戰勝新冠疫情，重現香港東
方之珠的絢麗色彩。香港加油！！

我知道現在香港疫情非常嚴峻，實在並不容易克服。我現身在
海外跟香港民眾，大家心繫在一起，高聲唱出震振之歌！香港人有
獅子山下的精神，無論遇上多麼艱難的情況，也一定會可以取勝的
。祝福香港，我為你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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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惊人死不休
俞敏洪从没缺过表演舞台

俞敏洪吃“大嘴巴”的亏还少吗？

绝对不少。

三年前，一句“女性的堕落导致国家的堕落

。”将俞敏洪推到风口浪尖，当时，他个人不得

不面对被人“群殴”，新东方的股价也连续刷绿

漆。

后来，他一个劲儿地道歉，并亲自上妇联道

歉，这事儿才稍稍有所缓和。

但细挖一下，这并不是他唯一的一次“得罪

女性论”。

比如在2011年举办的首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

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俞敏洪对着台下的数百人

说，“新东方上市，带了一个好头，也带了一个

坏头。”

怕别人感受不到他的演讲魅力，俞敏洪举了

个例子：“就像你娶了一个你完全把控不住的女

人一样，很难受，你又爱她，但是她又不听你的

话。”于是台下哄笑一片。

又比如，2017年共享经济大火的时候，他也

曾调侃到：“共享篮球，共享雨伞，还不如共享

女朋友更加有市场。”

了解俞敏洪的人都知道，他已经习惯于将自

己的表演型人格发挥到淋漓尽致。

2019年，在一次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分享会

上，“人生创业导师”俞敏洪再一次登上了三尺

讲台向同学们授予自己的成功之道。

演讲中，俞敏洪表示：“钱是一个人的能力

证明。当你工资比同学少一半时，你的生命已经

浪费了一半。”

随即，俞敏洪的这番言论就遭到了人民日报

的痛批：“对于金钱的过度鄙视与极端追捧，都

是一种病态。在绝大多数时候，钱只是对一个人

努力工作付出的回报，它只是构成一个人生命的

一小部分。除了钱之外，一个人的家庭、健康、

事业甚至虚拟一些的理想等等，都是生命的重要

组成部分。”

俞敏洪十分享受在镁光灯下演讲，但很多时

候他也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

身为北大校友，俞敏洪也曾在大会演讲中公

开diss过名校，他说，“我们的高考制度，到今

天为止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一个分数，决定一

个学生能不能上北大清华。至于进北大清华的学

生心智上有没有毛病，完全不在考核的范围之内

。所以形成了进北大的人精神出问题不在少数，

越进名牌大学的学生心理问题越多，所以我下定

决心让我的儿子必须进普通大学。”

然而，在2017年5月的“俞你同行”的活动

上，俞敏洪可不是这么说的。

当时有记者向俞敏洪提问：“俞老师好，除

了学历以外，名校的经历还会给人的成长带来什

么样的影响？”

俞敏洪逻辑清晰地列出了六大进名校读书的

优势，以此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一前一后“打脸”对照，也佐证了俞敏洪

说话前后矛盾，经不起推敲。

自己爽了不打紧，但作为公司一把手，常常

因言论失格将新东方置于危险处境，就是老板的

失职了。

往事不必再提。

自双减以来，新东方走进至暗时刻，俞敏

洪似乎也变得“柔和”了许多，不再到处开

“嘴炮”。

但是俞敏洪似乎学会了另一项技能。

卖惨博同情
播带货成了俞敏洪的新秀场

最近半年，因双减政策，新东方业务大多受

限或被砍，俞敏洪的江湖地位式微，公开的演讲

和站台也少了很多，不过，说多错多，说少错少

，这也让他少招惹了很多是非。

他开始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给山区的孩

子捐了8万套崭新课桌，博得了不少网友的赞许

：“良心企业家，真男人，真体面人。”

通过社交平台，俞敏洪也在积极和外界沟通

。在“老俞闲话”上，俞敏洪开始哭穷，并顺手

给他的新项目“直播带货”打广告：

“现在新东方需要厉行节约，所以餐馆都是

普通餐馆。为了让大家吃好，我安排到市场去买

点海鲜，让餐馆加工。酒也从原来的好酒换成了

普通白酒和红酒。”

“现在东方甄选刚刚开始，每天的销售额还

少得可怜，只有

几十万块钱。”

在微博上，

俞敏洪则像一个

退休老爷爷，给

网友们晒晒颐和

园雪景，晒北大

雪景，以此拉近

和C端用户的距离

。

弹幕里，满

屏都是“希望俞

敏洪老师东山再

起”。

这对于正处

在水深火热的新

东方来说，确实

能博得一些同情

分。

但同情归同

情，生意归生意

。尽管观众按下

了“支持俞老师

”的投票器，但

却并愿意拿出真

金白银来支持愈

老师的新事业。

和罗永浩、

董明珠、李佳琦

等带货产品一售

而空的境遇不同

，俞敏洪直播间

的产品并没有出

现一推出就售空

的情况。

在俞敏洪的抖音助农直播首秀上，俞敏洪上

架了44款农产品，不仅有农业大品牌旗下的精选

产品，也涵盖了不少从原产地直接精选的品质农

物，例如平石头高山苹果、褚橙、稻花香大米、

枸杞礼盒等。

按照常理来讲，直播带货+助农应该是物美价

廉，但俞敏洪却低估了以往两年直播带货的核心

优势，也高估了自己的人气。

在俞敏洪的直播间里，15 颗平石头苹果

需要 128 元、8斤稻花香大米要 268 元、3斤猪

肉礼盒 315 元、9.6KG 某有机颗粒面粉礼盒装

标价高达 960 元，价格一出，惊掉了所有人

的下巴。

有网友直言：一公斤面粉100元，这不是在助

农，这是在抢钱！也有网友调侃：这面粉吃了会

让我更聪明吗？

最终，这个昂贵的面粉只卖出了32份。

而原本想要支持俞敏洪东山再起的网友，纷

纷倒戈，刷起了买不起、太贵了、吃不起的负面

评论。

面对3小时只有500万的交易额，俞敏洪并没

有太理会民意，而是解释“还是农产品卖的太便

宜。”

在接近直播尾声时，一旁搭档的女主播接俞

敏洪的话，夸了句：“俞老师的表达真好。”

俞敏洪不假思索得直接回

到：“忽悠人谁不会！”

一顿操作下来，俞敏洪

把他用心良苦拉来的路人缘

，败了个精光。

外界不难看出，俞敏洪

想要通过直播带货给新东方

带来第二增长点，就像老罗

要“卖艺还债”一样，这本

无可厚非。

但做生意，讲究的是真

诚。靠卖惨博同情，借助平

台雕刻一番“人设”，再把

网友骗进直播间，割一波

“韭菜”，这并不长久。

相比于开局就创下过

亿销售额，并靠直播带货

将要完成 6 个亿《真还传

》的罗永浩，前老板俞敏

洪的带货能力却连他的零

头都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9月

份，俞敏洪在一次高管大会上

，还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薇

娅一年能卖一百多个亿，我带

着几十个老师做直播，是不是

一年也能做上百亿？”

现在看来，俞敏洪的小

目标怕是要泡汤。

罗永浩的“真还传”即

将完结，俞敏洪才轰轰烈烈

地下海。但他想要开启事业

第二春，还得谦虚起来，找

老罗取取经。

俞敏洪
学不会
罗永浩

最近，俞敏洪写了份

年终总结，又喜提了热搜

。

起因是他的这份年终

总结，把新东方的现状翻

了个底儿掉：辞退6万人，

退学费、员工辞退N+1、教

学点退租等现金支出200亿

，公司收入减少八成，市

值大跌九成……话多如俞

敏洪，这些信息，搁在其

他任何一个上市公司企业

家身上，绝不会脱口而出

，更不会写成日记发布在

网上。

尽管在双减政策下，

外界早已默认新东方的日

子肯定不好过，现状也比

较惨，但究竟有多难，新

东方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

透底，但俞敏洪却不假思

索地抖露了出来。

董事长一句话，隔天

就遭到了来自集团的打脸

。

针对俞敏洪的言论，

新东方在港交所发布了公

告称，董事会注意到，近

期有多份有关本公司的媒

体报道，包括引用俞敏洪

自2022年1月8日起在“老

俞闲话”发表的个人博客

文章，内容有关（其中包

括）公司的业务及财务表

现。公司谨此提醒其股东

及投资者，该等媒体刊物

并无获本公司授权及并不

代表本公司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

公告恰恰是俞敏洪本人签

发的。

一个官方的俞敏洪亲

自否定了“一个管不住自

己嘴”的俞敏洪。

实际上，作为一个美

港两地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俞敏洪是十分需要在公

众场合管住自己嘴的。但

不论得意时还是失意时，

“大嘴巴”这个特质已经

渗进了他的人生底色。



BB66台灣影視
星期日       2022年3月6日       Sunday, March 6, 2022

如果生命可以訂價，你的價格是多

少？全新黑色犯罪電影《售命》由新銳

導演鄧仲謀編導，金鐘視帝傅孟柏、

「戲劇女神」曾之喬、金鐘女配蔡淑臻

、大馬視帝李銘忠等實力派金獎陣容攜

手主演，聯手打造今年最狂、最超乎想

像的黑色荒誕之作，電影將於4月29日

全台上映！上週曝光前導預告後，傅孟

柏顛覆形象的演出讓人驚喜不已，而傅

孟柏也為戲親嘗「自殺偏方」，大吞口

香糖、狂灌紅蘿蔔汁，甚至大吸肉桂粉

，讓他痛苦直呼：「超崩潰！」而接演

這個軟爛魯蛇角色也讓傅孟柏表示難得

可以自在駝背，完全是「本色演出」，

並自曝拍攝時最期待的是「打手槍」戲

，原因竟是「很好笑」讓人啼笑皆非！

傅孟柏在片中極具突破性的演出，讓導

演直呼：「很期待大家能看到他這次的

表演！」

電影《售命》自上週曝光前導預告

後，在網路引起一番熱議，尤其是飾演

厭世魯蛇的金鐘視帝傅孟柏，在片中顛

覆形象的角色演出，讓粉絲們眼睛為之

一亮，驚訝留言：「你演戲的塑性彈性

真的很強大！」而前導預告中也可看到

，厭世的傅孟柏決定了結自己的生命，

竟異想天開嘗試網路的「自殺偏方」，

不僅一口氣吞幾十顆口香糖、狂灌紅蘿

蔔汁，甚至還大吸肉桂粉等荒謬行為。

傅孟柏透露，為了體會角色的感受，拍

攝時都是來真的，他一次吞了幾十顆口

香糖，讓他涼到受不了；而直接吸一大

湯匙的肉桂粉更是讓他痛苦直喊：「超

崩潰！真的吃不了太多，太可怕了！」

並表示接著拍攝的廁所嘔吐戲「都是真

的吐」，如此敬業的「搏命演出」也讓

鄧仲謀導演讚不絕口：「他真的讓這個

角色完全的活過來！」

傅孟柏在《售命》扮演「廢到不想

活」的魯蛇角色，導演表示選中傅孟柏

的原因正是他的可塑性極高：「他演什

麼像什麼，我很難想像其他演員來呈現

。」而戲路多元的傅孟柏在看完劇本後

非常感興趣，除了本身就喜歡黑色幽默

的題材之外，另一原因是他一直都很想

演魯蛇，興奮直呼：「我還沒有機會可

以演魯成這樣子的！」並透露自己私下

放鬆時十分軟爛，完全是本色演出：

「我常常在矯正自己的駝背，但拍這部

戲完全不需要。」然而聊到印象最深刻

的戲，傅孟柏自曝當時最期待拍攝的竟

是一場在床上「打手槍」的戲：「因為

很好笑啊，越專心享受就越好笑，怎麼

可以在電影院大剌剌的這麼愚蠢！」而

這次傅孟柏在《售命》中突破性的演出

，不僅讓曾之喬力讚：「他很用心，也

很有天分！」導演更是給予極高評價：

「真的很期待大家能看到他這次的表演

，將會看到非常完整、全面化的傅孟柏

！」粉絲則是幽默留言：「這麼帥的魯

蛇沒說服力啦！」、「帥魯蛇賣我！我

收！」

4月29日 一條爛命，你想要嗎？

二十七歲的厭世保險員阿良（傅孟

柏 飾）一天到晚都在想要怎麼死，生命

對他而言只是不停重複跳針，直到某天

撿到日本文豪三島由紀夫的遺作《性命

出售》他才想通….就算要關門大吉，也

應該先來個清倉大拍賣！可是沒想到這

條命在網上竟然乏人問津，就在他心灰

意冷之際，阿良得知鄰居陳瑜真（曾之

喬 飾）的兒子命在旦夕需要心臟移植，

正當他猶豫是否捐出心臟時，一位美豔

女總裁沈晶（蔡淑臻 飾）開出天價要買

阿良的命做人體實驗，同時又冒出一位

黑道老大派出殺手鬼臂（李銘忠 飾）綁

架了他父母威脅他賣命。阿良沒萬萬沒

料到他一文不值的生命，現在竟然大家

搶著要！？但命就一條，阿良要如何全

身而退呢？《售命》將於2022年4月29

日全台上映，更多資訊請上官方粉絲專

頁查詢https://reurl.cc/8WzY57。

廢到爆！傅孟柏軟爛駝背 「本色演出」 魯蛇
自曝《售命》最期待 「打手槍」 !

新 生 代 最

會搞鬼的導演

柯孟融籌備多

年新作《咒》

將於3月18日全

台盛大上映，

電影赤裸揭露

台灣民間最忌

諱談論的宗教

，邪氣逼人讓

觀眾期待度爆

表。今（3日）

驚喜開賣「搶

先入教場」，不只能在電影上映前先一睹為快，更會在深夜11點開演挑

戰觀眾最極限恐懼，導演柯孟融也將攜手演員蔡亘晏、高英軒、林敬倫

、阿Q出席映後，吸引超多膽大影迷買票一同感受最大驚嚇。

《咒》先前公開的每支預告、每款海報都讓觀眾紛紛敲碗期待電影

上映，今開賣的「搶先入教場」除了能早一步在大銀幕試膽，入場再贈

送三款海報和邪門小禮，導演柯孟融和主演們也將出席映後和觀眾互動

。問鼎台灣影史最恐怖電影《咒》，無論是拍攝手法及場景都深深融入

日常生活，直至觀眾內心深處的恐懼，以及揮之不去的陰影，就連片中

演員蔡亘晏、高英軒、林敬倫也怕到直呼：「不敢看自己演的電影了！

」男主角高英軒在邀約朋友看試映會時，更是被瘋狂拒絕：「大家都跟

我一樣害怕不敢看，尤其是男生！沒想到居然有這麼多大膽的人要挑戰

大銀幕搶先看《咒》，超感動！」女主角蔡亘晏首次挑大樑演出恐怖片

，她說光看劇本就讓人毛骨悚然：「第一次在家裡看完劇本，整個人渾

身不舒服，那些奇怪的畫面一直在腦中盤旋揮之不散！記得從前製到拍

攝到殺青，每天睜開眼都是繃緊神經的焦慮緊張。」

問鼎台灣影史最恐怖電影《咒》將於3月18日上映，本片由柯孟融

導演執導，演員蔡亘晏、高英軒、林敬倫、阿Q、黃歆庭聯合驚嚇演出

。劇情描述若男和朋友組成影像團隊，六年前闖入邪教儀式中的禁地，

觸怒了沈睡的邪靈，所有人接二連三離奇死於非命。《咒》使用大量互

動橋段，讓觀眾身歷其境，跟著主角若男重回禁地找出詛咒的秘密。電

影《咒》搶先入教場已開賣，更多詳情請上官方臉書：https://www.face-

book.com/Incantationfilm2021

《咒》搶先午夜試膽
挑戰內心極致恐懼

即將在本月18日正式上映的《願未央

》，聚焦鶼鰈情深的文壇代表朱西甯、劉

慕沙兩夫妻，並由長女朱天文首度擔任導

演。朱家姊妹朱天文、天心、天衣等人，

除翻找到當年身穿軍裝與白衣花裙的父母

結婚公證照，二女兒朱天心更在片中披露

原來父母是結婚隔年才公證，而公證時更

是喜上加喜，因為母親劉慕沙肚裡正懷著

大姊朱天文，小夫妻的幸福溢於言表！今

日全台無預警大停電，也造成原本計畫於

今日中午舉行的媒體試片，在無法確認戲

院是否恢復正常供電之下，忍痛在開演前

1小時緊急通知取消，而擔任本片導演的

朱天文，原本計畫到試片現場驚喜現身，

也被迫作罷！

在軍中不乏以文采而著名的作家，早

年在鳳山陸軍官校服役期間，朱西甯與司

馬中原、段彩華等軍中作家被稱為「鳳山

三劍客」。以陸軍上校軍階退伍的朱西甯

，隨後也發表了高達 60 萬字的《八二三

注》，這本臺灣戰爭小說代表作，以「八

二三砲戰」為藍本，把臺海前線的金門，

在戰役期間承受近 50 萬發砲彈襲擊作為

架構背景。朱西甯在書中自述表明要為這

些戰爭裡保家衛國的無名英雄們，以及身

後可敬的母親們留下紀念，為這場歷史性

的臺海安全決戰之役，透過朱西甯的創作

，留下時代的印記，本片也將安排於金門

院線上映。

退役前後花了朱西甯 10 年時間寫就的

《八二三注》，在《願未央》片中更披露在

正式發表前，曾歷經兩次廢稿：第一次 11

萬字、第二次 27 萬字。

朱天文片中更聊到這些珍

貴的作廢手稿，並無保存

下來，反而成為全家的便

條紙，甚至拿來記帳。朱

天文自己則是帶去學校當

計算紙，她回憶道：「一

頁一頁都訂成計算本，然

後翻過來計算。常常在課

堂上很無聊，我就這樣翻過來看。亂看一通

」，竟也成了文學之家的日常回憶。

一連以《願未央》《我記得》兩片，

把「文學朱家」為題的朱西甯一家的文學

紀錄片，將於三月陸續推出，為此規劃了

一連串相關的活動。本週六（3/5）更一連

在台北、台中舉辦相關活動，《願未央》

於台北光點華山戲院舉辦「大師講堂：桂

花樹人家的文學剪影」，由朱天文與廖慶

松與談，台中川堂書店則由導演林俊頴、

散文家楊佳嫻與談「作家不寫作——文學

朱家《我記得》電影講座」，活動詳情可

參考「目宿媒體」臉書。《願未央》《我

記得》目宿媒體出品發行。

全台大停電《願未央》成首波受災戶！試片前一小時臨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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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事》曝 「望着你」 海報 殯葬師與
孤兒溫暖故事備受期待

由韓延監製，劉江江執導，朱一龍領銜主演，楊

恩又特別介紹出演，王戈特邀主演，劉陸、羅京民主

演的電影《人生大事》將於3月20日、3月26日、3月

27日、4月1日超前點映，4月2日全國上映。該片於

今日（3月3日）釋出「望着你」海報，殯葬師莫三妹

（朱一龍 飾）與孤兒武小文（楊恩又 飾）含淚對望

，情感濃度極高，一句簡單的「謝謝你，溫暖我」體

現了兩人之間相互依靠、相互治癒的關係。

電影《人生大事》講述了殯葬師莫三妹在刑滿釋

放不久後的一次出殯中，遇到了孤兒武小文，小文的

出現，意外地改變了他對職業和生活的態度。在此前

發布的「記着你」預告中，三哥與小文由初遇時的劍

拔弩張到相處後的不舍，溫情氛圍十足。而在今天發

布的「望着你」海報中，更是情感濃度飆升，三哥與

小文含淚望向對方。讓不少觀眾感慨：「這畫面的感

染力絕了！謝謝你溫暖我這句話也好治癒！」朱一龍

顛覆性的角色形象與楊恩又的動人表演，都讓觀眾期

待不已。

據悉，電影《人生大事》的監製韓延持續關注生

命主題，曾在其執導的《滾蛋吧！腫瘤君》《送你一

朵小紅花》中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治癒人心，傳遞

出積極的生死觀。編劇、導演劉江江祖輩從事殯葬行

業，同時具有多年民生節目的製作經歷，不僅具備執

導殯葬題材電影所需的生命積澱，更擁有對市井風情

、人物狀態的精準捕捉，平淡生活在他鏡頭下熠熠生

輝。

電影《人生大事》將於3月20日、3月26日、3月

27日、4月1日超前點映，4月2日全國上映，心靈暖

陽，治癒來襲。

八大角色全員放狠話針鋒相對暗藏正邪莫測
據介紹，《神探大戰》講述了一個以「神探」為

名的犯罪團伙，他們以暴制暴、預告殺人、私刑執法

，使得香港陷入無盡恐懼之中。患有精神疾病的「癲

佬神探」李俊（劉青雲飾）獨行查案，以「神探夫婦

」陳儀（蔡卓妍飾）和方禮信（林峯飾）為首的重案

組也身陷與殺戮賽跑的緝兇之路。幾方「神探」糾纏

在一起，真相未明，正邪難辨。

隨着「互飆狠話」版角色海報的發布，《神探大

戰》的劇情走向及人物關係再度陷入無盡猜測之中。

海報中，八大角色面對鏡頭神情堅定，給人一種全員

強烈暗示觀眾自己是正義化身之感。而八句「狠話」

更像是宣告他們各自是距離真相最近的人。

細讀之下，這八句「狠話」不僅是「獨白」，更

帶有強烈的挑釁意味。尤其是所有「狠話」都有針鋒

相對的即視感，讓人全然分不清八個人究竟是「隊友

」還是「對手」。李俊強調「我不是瘋子，我是神探

」，而陳儀則表示「神探在哪，我就在哪」。看起來

，似乎這是陳儀在協助李俊破案。但聯想到「神探」

也是犯罪團伙的代號，所以，陳儀究竟是李俊的夥伴

？還是純粹追查案件？抑或是最終揭穿「神探」真面

目的人？

同樣的，方禮信那句「我不允許任何人在我面前

裝瘋賣傻」似乎也是在針對李俊。本以為「癲佬神探

」與「神探夫婦」應該是合作的關係，但似乎他們之

間也存在原因不詳的角力？所有人物關係正邪難辨，

這一切的發生，究竟是真相太過詭譎？抑或是有內鬼

搗亂？似乎只有等電影上映後，才有機會真正明白這

些「狠話」背後的含義了。

老搭檔聚首新生代搶鏡高配陣容再現生猛港片
《神探大戰》的演員陣容讓人十分安心，劉青雲

、蔡卓妍、林峯、李若彤、譚凱、陳家樂、湯怡、何

珮瑜……全員實力派，堪稱港片高配。尤其是片中幾

位主演都不是第一次合作，老搭檔默契重聚，讓導演

韋家輝都不禁感慨：「這次很走運，所有演員都很棒

，而且他們完全不需要磨合。」

劉青雲與蔡卓妍曾經合作過《鬼馬狂想曲》《戀

上你的床》，兩部都是喜劇，蔡卓妍表示當時自己太

年輕，與劉青雲並沒有太多共同話題，但卻絲毫不影

響兩人默契的建立。此番在《神探大戰》中，導演韋

家輝安排了一場驚險刺激的追車大戲，劉青雲與蔡卓

妍完成得相當精彩，在全組還驚魂未定之時，劉青雲

與蔡卓妍已在車上相視大笑。

同樣不需要培養就自帶默契的還有蔡卓妍與林峯

，據悉，兩人在入組《神探大戰》時，已經連續合作

了近一年的時間，彼此十分了解對方的習慣，林峯形

容：「我們的默契基本從『演員就位』開始就自然有

了。」

值得一提的是，《神探大戰》還有另一對老友重

逢，在韋家輝獨立執導的第一部電影《一個字頭的誕

生》中就曾合作過的劉青雲與李若彤。時隔25年再合

作，劉青雲笑言，感覺李若彤更年輕、更有活力了。

除了老搭檔合作，今次《神探大戰》中的幾位年

輕演員陳家樂、湯怡、何珮瑜的表現同樣搶眼。導演

韋家輝表示，今次自己選演員主要根據角色需求，同

時也會在拍攝時關注年輕演員們的潛質，「年輕演員

的成長對香港電影的發展十分重要，電影圈的中堅力

量需要更多新鮮血液。」

電影《神探大戰》由英皇（北京）影視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英皇影業有限公司、北京上獅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出品，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華文映

像（北京）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將於4月2日

全國公映。「瘋」神之戰，「癲」覆想象，久違的重

口港片生猛來襲，敬請期待！

劉青雲蔡卓妍林峯組團《神探大戰》
「互飆狠話」 版海報曝光全員莫測關係

由韓延監製，劉江江執導，朱一

龍領銜主演，楊恩又特別介紹出演，

王戈特邀主演，劉陸、羅京民主演的

電影《人生大事》將於3月20日、3

月26日、3月27日、4月1日超前點

映，4月2日全國上映。該片於今日

（3月3日）釋出「望着你」海報，

殯葬師莫三妹（朱一龍 飾）與孤兒

武小文（楊恩又 飾）含淚對望，情

感濃度極高，一句簡單的「謝謝你，

溫暖我」體現了兩人之間相互依靠、

相互治癒的關係。

電影《人生大事》講述了殯葬師

莫三妹在刑滿釋放不久後的一次出殯

中，遇到了孤兒武小文，小文的出現

，意外地改變了他對職業和生活的態

度。在此前發布的「記着你」預告中

，三哥與小文由初遇時的劍拔弩張到

相處後的不舍，溫情氛圍十足。而在

今天發布的「望着你」海報中，更是

情感濃度飆升，三哥與小文含淚望向

對方。讓不少觀眾感慨：「這畫面的

感染力絕了！謝謝你溫暖我這句話也

好治癒！」朱一龍顛覆性的角色形象

與楊恩又的動

人表演，都讓

觀眾期待不已

。

據悉，電

影《人生大事

》的監製韓延

持續關注生命

主題，曾在其

執導的《滾蛋

吧！腫瘤君》

《送你一朵小

紅花》中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治癒

人心，傳遞出積極的生死觀。編劇、

導演劉江江祖輩從事殯葬行業，同時

具有多年民生節目的製作經歷，不僅

具備執導殯葬題材電影所需的生命積

澱，更擁有對市井風情、人物狀態的

精準捕捉，平淡生活在他鏡頭下熠熠

生輝。

電影《人生大事》將於3月20日

、3月26日、3月27日、4月1日超前

點映，4月2日全國上映，心靈暖陽

，治癒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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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家黃心健得獎台灣藝術家黃心健得獎VRVR作品作品《《輪迴輪迴》》
33月起萊斯大學月起萊斯大學Moody Center for the ArtsMoody Center for the Arts讓民眾體驗虛擬實境電影讓民眾體驗虛擬實境電影

糖城喜樂合唱團4月7日起重新恢復練唱
歡迎合唱的愛好者踴躍加入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前中華民國駐休前中華民國駐休

士頓代表處處長士頓代表處處長、、張士丞大使夫人張楊愛珠女張士丞大使夫人張楊愛珠女
士於近期安詳去世士於近期安詳去世，，享年享年9393歲歲。。她的兒子張少她的兒子張少
歐醫師於日前致函好友們歐醫師於日前致函好友們，，告知母親喪訊告知母親喪訊。。他他
開說開說：：她中風後一直處於半昏迷狀態她中風後一直處於半昏迷狀態，，過去一過去一
年一直在臨終關懷中年一直在臨終關懷中。。我們為她的去世感到難我們為她的去世感到難
過過，，但同時我們也為她感到高興但同時我們也為她感到高興，，因為她現在因為她現在
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為了懷念她作為慈愛的為了懷念她作為慈愛的
祖母祖母、、媽媽和妻子的豐富多彩的生活媽媽和妻子的豐富多彩的生活，，我們將我們將
於於33月月1212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二點至下午五點下午二點至下午五點,,我我
們希望藉此機會不僅懐念她的生命們希望藉此機會不僅懐念她的生命，，也懷念您也懷念您
已離去的親人的生命已離去的親人的生命。。我們將為每位客人提供我們將為每位客人提供
一朵玫瑰一朵玫瑰，，以紀念他們所愛的人以紀念他們所愛的人。。如果您所愛如果您所愛
的人有一朵特別喜歡的花的人有一朵特別喜歡的花，，請告訴我們請告訴我們，，我們我們
會為您準備好它會為您準備好它。。既然我媽媽喜歡繪畫和色彩既然我媽媽喜歡繪畫和色彩
，，請穿上您最喜歡的華麗春裝請穿上您最喜歡的華麗春裝，，帶上您的微笑帶上您的微笑
和愛和愛，，而不是淚水和同情而不是淚水和同情。。隨意停留幾分鐘或隨意停留幾分鐘或
停留整個三個小時停留整個三個小時，，不會有演講不會有演講，，也不會有正也不會有正
式的追悼會式的追悼會。。我們將提供葡萄酒我們將提供葡萄酒、、香檳和開胃香檳和開胃
小菜小菜，，您可以一邊喝著香檳您可以一邊喝著香檳，，一邊吃著蟹餅一邊吃著蟹餅，，
一邊與朋友聊天一邊與朋友聊天。。追悼會是我們相聚的美好時追悼會是我們相聚的美好時
光光，，因為當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因為當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到期日時己的到期日時，，我們真的很珍惜彼此的存在我們真的很珍惜彼此的存在。。
您的存在和愛是最重要的您的存在和愛是最重要的，，我們恭敬地拒絕所我們恭敬地拒絕所
有獻花有獻花。。如果您真的覺得需要做點什麼如果您真的覺得需要做點什麼，，您可您可
以 向 中 華 文 化 中 心以 向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ccchouston.org )ccchouston.org ) 或或
KNOWAustism(know-autism.org )KNOWAustism(know-autism.org )捐款捐款。。這將是這將是
一次僅限一次僅限100100人的私人招待會人的私人招待會。。

（本報訊 ）台灣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以 VR 創作名揚國際，2021 最
新作品《輪迴》獲選美國西南偏南 SXSW 影展 「評審團獎」，並入圍威
尼斯影展VR 競賽單元等獎項。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與德州萊斯大
學(Rice University)、 穆迪藝術中心(Moody Center for the Arts)合作，2022
年3月1日起VR《輪迴》將在穆迪藝術中心放映展示一個月，3月11日
將舉辦黃心健線上開幕講座暨現場交流酒會，這是繼該片獲選2021年美
國西南偏南 SXSW影展 「評審團獎」後，首次在美國公開放映，讓美南
民眾能欣賞體驗台灣藝術家虛擬實境的精彩作品!

《輪迴》是黃心健的虛擬敘事創作，在不久的將來地球資源因人類
的貪婪而枯竭時，開始展開爭奪自然資源，導致災難性的戰爭和全球破
壞，迫使剩餘的人口離開地球並尋找新的家園。劇情牽動著生態、科技
、資源分配與戰爭等多元議題，引領觀者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環境等哲
學意涵。此外，片中殘存的人類嘗試在無垠星際中，尋找下一個可以賴
以生存的新星球，並以人工方式進化成一種新的生命體。但許多年過去
，人們漸漸發現其實永遠到不了夢想中的全新星球，他們只不過是在另
一個時代，以不同的生命形式，一遍遍地返回地球。

片中大量運用了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的創作概念，觀者將
會化身為不同的生物來與場景互動，部分生物還特別使用了台灣原生動

物，如台灣黑熊與台灣藍鵲等，以豐厚的台灣元素伴隨最新的體感科技
，創造出《輪迴》VR影片極致的沉浸體驗。
黃心健是台灣新媒體創作者，專精於VR創作呈現，擅長結合交互裝置、
動作感測及表演藝術等形式，開創新媒體藝術的新境界。 黃 心 健 曾 與
美國前衛音樂教母、跨界藝術的先鋒人物蘿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
）合作的作品《沙中房間》，在2017年獲得第74屆威尼斯影展VR影片
類獎項 「最佳VR體驗獎」。黃心健最新作品《輪迴》2021年7月再度榮
獲法國坎城電影市場展Cannes XR單元 「最佳VR故事」（Best VR Story
）大獎。

放映資訊詳見萊斯大學穆迪藝術中心(Moody Center for the Arts)官網
: https://moody.rice.edu/exhibitions/samsara (Exhibition link)
https://moody.rice.edu/events/opening-reception-samsara (March 11 link)
https://www.eventbrite.com/e/vr-film-samsara-opening-recep-
tion-with-hsin-chien-huang-tickets-275936362087 (Reception registration
link)
https://moody.rice.edu/plan-your-visit (directions to the gallery)

Samsāra 
Opening Reception with Hsin-Chien Huang
Friday, March 11, 7- 9:30 pm | Moody Center for the Arts | Media Gallery

Free + Open the Public | @theMoodyArts | Bites + Beverages | Registration Encouraged

Experience the award-winning virtual reality film, Samsāra, and speak with the director 
and artist Hsin-Chien Huang (remote) about how VR can promote a spiritual evolution via  
immersive experiences grounded in building empathy.  

Samsāra is a joint presentation of Rice Electroacoustic Music Labs at the Shepherd School 
of Music and Moody Center for the Arts with additional support from the Taiwan Academy 
in Houston, an arm of the Taiwan Ministry of Culture.

Promotional image and portrait for Hsin-Chien Huang courtesy of  REMLABS.

喜樂合唱團簡介 -
糖城喜樂合唱團源

於January 2002, 屬於非
教會性之愛樂團体, 演唱
基督教傳統詩歌, 中國藝
術歌曲, 和世界古典名曲
為主, 混聲合唱, 逢週四
7:00 pm– 9:00 pm 練唱
。

練唱地點：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 (靠近59 號公
路與 Sweetwater Blvd
的東南交口, Kroger附近的一座教堂內, 208室)。

吾人深信,音樂乃陶鑄之大業, 不朽之美事, 年壽有時而盡, 榮樂止乎自身, 日
月逝於上, 體貌衰於下, 未若音樂之無窮, 喜樂之無限, 是以今之賢者, 寄身於信仰
,見意於詩篇, 凡我志士盍興乎來。

歡迎朋友們參加喜樂合唱團, 不分宗教, 不湏歌唱經驗, 不湏具備樂理基礎,
但要能發樂音, 愛好合唱, 穩定出席, 都竭誠歡迎。

Contact: 指揮: 黃湘沅 832-453-8152 JeffreyHuang1@gmail.com) 留言必
覆。

BB88
星期日       2022年3月6日       Sunday, March 6, 2022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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