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2年4月3日 星期日
Sunday, April 3, 2022

www.afnb.com 

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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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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9 月 14 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蕭老師蕭老師 心靈輔導師心靈輔導師
專精各種屬性專精各種屬性﹑﹑年齡年齡﹑﹑家庭家庭﹑﹑工作工作﹑﹑生活生活
身心健康和孩子教育與成長的輔導身心健康和孩子教育與成長的輔導
擅長用花藝舒壓輔導擅長用花藝舒壓輔導
諮詢預約電話諮詢預約電話:: 346346--309309--20462046
Cell:Cell: 775775--200200--86198619
E-Mail: aliceyhsiao@hotmail.comE-Mail: aliceyhsiao@hotmail.com
1070710707 Corporate Dr. ,SuiteCorporate Dr. ,Suite 151151, Stafford, TX, Stafford, TX 77477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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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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新聞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三十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三十三
【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邊境的

俄羅斯燃料庫發生火災
週五早上，靠近烏克蘭邊境的俄

羅斯城市別爾哥羅德（Belgorod）的
一個燃料庫發生了火災。

別爾哥羅德州州長維亞切斯拉
夫·格拉德科夫（Vyacheslav Gladkov
）在沒有提供進一步證據的情況下指
責烏克蘭是大火的幕後黑手。

格拉德科夫說：“油庫起火的原
因是烏克蘭武裝部隊的兩架直升機在
低空飛行進入俄羅斯聯邦領土時進行
了空襲。沒有人員死亡。”

俄羅斯國家媒體塔斯社援引俄羅
斯緊急情況部的話說，大火“吞沒了
燃料庫”。

格拉德科夫說，倉庫的兩名員工
在火災中受傷，但他們的生命沒有危
險。他補充說，倉庫附近的居民正在
被疏散。

格拉德科夫說，緊急服務人員正
在現場滅火，該市人口沒有受到威脅
。

俄羅斯官方媒體 RIA Novosti 週
五援引緊急服務部門的話說，該倉庫
約有 16,000 立方米（352 萬加侖）的
燃料庫著火。

據俄新社報導，緊急服務部門表
示，八個裝有 2000 立方米燃料的油
庫著火了，大火有蔓延到另外八個油
庫的危險。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已
就據稱烏克蘭直升機襲擊別爾哥羅德
燃料儲存設施的報導向烏克蘭徵求意
見。

烏克蘭武裝部隊公共事務部負責
人博赫丹·塞尼克表示，“沒有關於
這一事件的信息”。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週五表示，俄羅斯總統弗拉基
米爾·普京已被告知火災。

佩斯科夫在與記者的電話會議中
說：“總統被告知別爾哥羅德，緊急
情況部被派往那裡。正在採取措施重
新組織燃料供應點，以便在任何情況
下都不會影響所有必要類型燃料的供
應水平。”
俄羅斯軍方聲稱對烏克蘭擁有空中優
勢。

佩斯科夫說：“行動中的空中優
勢是絕對事實。至於發生的事情，可
能不應該是我們做出評估，而是我們
的執法機構。”

週三，格拉德科夫援引初步信息
稱，週二晚間在別爾哥羅德地區的一
個彈藥庫發生了單獨的爆炸，可能是
因為一場火災。

別爾哥羅德靠近烏克蘭與俄羅斯

的東北部邊界，在邊界之外是烏克蘭
的主要城市哈爾科夫。別爾哥羅德地
區在入侵前不久被用作俄羅斯軍隊的
集結地，此後哈爾科夫遭到無情的砲
擊和導彈襲擊。
烏克蘭官員：自俄羅斯入侵開始以來
，已有 150 多名兒童被殺害

烏克蘭總檢察長辦公室週五在新
聞發布會上說，自五週前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以來，至少有 153 名兒童在烏
克蘭被殺害，超過 245 名兒童受傷。

據新聞稿稱，轟炸和砲擊還破壞
了 859 所教育機構，其中 83 所教育
機構被“完全摧毀”。

烏克蘭總檢察長辦公室表示，仍
在努力確定馬里烏波爾以及基輔、切
爾尼戈夫和盧甘斯克地區部分地區的
兒童傷亡總數。
澳大利亞總理：應澤倫斯基的要求，
澳大利亞將向烏克蘭派遣裝甲車

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於
4 月 1 日星期五在悉尼舉行的聯邦預
算午餐會上發表講話。他表示，應總
統澤倫斯基的要求，澳大利亞將向烏
克蘭運送當地生產的裝甲車。

莫里森沒有說明何時或有多少裝
甲車——被稱為“叢林霸王”——將
被送往烏克蘭。
莫里森說：“我們不只是祈禱，我們
還送槍，我們送彈藥，我們送人道主
義援助，我們送所有這些和防彈衣。
”

“我們將派出我們的裝甲車，以
及我們的叢林霸王，我們正在用我們
的 C-17 飛機將它們運到那裡。”

澤倫斯基週四通過視頻鏈接向澳
大利亞議會發表講話時呼籲提供裝甲
車，稱“我們必須讓那些與這種邪惡
作鬥爭的人武裝起來。”

澤倫斯基說：“你有非常好的武
裝人員車輛，從林霸王，可以大大幫
助烏克蘭，以及其他可以加強我們在
軍備方面的地位的設備。如果您有機
會與我們分享這一點，我們將不勝感
激。”

澤倫斯基還呼籲進一步製裁俄羅
斯。

澳大利亞此前曾向烏克蘭提供軍
事和人道主義援助，還宣布禁止向俄
羅斯出口氧化鋁和鋁礦石。據澳大利
亞政府稱，俄羅斯近 20% 的氧化鋁需
求依賴澳大利亞。

澤倫斯基罷免了兩名烏克蘭高級
將領，稱他沒有“時間對付所有的叛
徒”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他在
周四晚上發佈在社交媒體上的夜間講
話中，罷免了兩名烏克蘭高級將領，

稱他們為“反英雄）（antiheroes）。
他說：“今天又做出了關於反英

雄的決定。現在我沒有時間處理所有
的叛徒，但他們都會被逐漸受到懲罰
。”

這些將領——烏克蘭安全局內部
安全主要部門前負責人瑙莫夫·安德
烈·奧 列 霍 維 奇 （ Naumov Andriy
Olehovych ）和烏克蘭安全局赫爾鬆
地區辦公室前負責人克雷沃魯奇科·
謝 爾 希 · 奧 列 克 桑 德 羅 維 奇
（Kryvoruchko Serhiy Oleksandrovych
） 被剝奪了他們的職務。

澤倫斯基說：“高級軍官中那些
沒有決定自己的祖國在哪裡，在保護
我們國家、自由和獨立方面違反對烏
克蘭人民效忠的軍事誓言的軍人，將
不可避免地被剝奪高級軍銜。叛亂將
軍不屬於這裡！”
法國外長：“決不允許俄羅斯在烏克
蘭獲勝”

法國外交部長讓-伊夫·勒德里昂
在愛沙尼亞塔林與記者交談時呼籲加
強對烏克蘭的軍事、財政和人道主義
支持。

勒德里安說：“決不允許俄羅斯
在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獲勝。對我們
來說，風險是戰略性的。”

“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
不放棄任何東西，加緊努力，直到烏
克蘭全境全面停火併進行真正的談判
。”

勒德里安說：“法國希望向每個
歐洲的合作夥伴都表明，因為俄羅斯
在烏克蘭的戰爭是對保護我們所有人
的原則和承諾的否定，這是每個人的
事。”

他還警告不要相信減少戰鬥的承
諾，並說：“我們只能判斷俄羅斯的
行為，目前我們不在那裡。”

他還再次呼籲歐洲撤出俄羅斯的
碳氫化合物。

他說：“雖然我們對俄羅斯碳氫
化合物的依賴程度不同，但我們對
（在歐洲）退出它們有著同樣的興趣
。”

勒德里安自周三以來一直在芬蘭
、愛沙尼亞和立陶宛巡迴演講。

法國部長的評論是在他告訴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兩天后發表的，俄
羅斯與烏克蘭的談判進展甚微。

勒德里安在接受 CNN 的克里斯
蒂安·阿曼普爾採訪時表示，在伊斯
坦布爾的談判中討論的內容“沒有任
何新意”和“沒有突破”。

他補充說，“問題仍然是一樣的
”，俄羅斯總統普京“仍然希望將他
的命令強加給烏克蘭。”

勒德里安說，烏克蘭總統澤倫斯
基“希望給他的國家一些安全保證，
目前討論中沒有類似的東西”。
盧甘斯克地區城鎮受到猛烈砲擊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長官週五表示
，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地區的幾個城
鎮遭到俄羅斯軍隊的“猛烈砲擊”。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
爾伊·海代在一份聲明中說，被襲擊
的一些城鎮包括北頓涅茨克、魯比日
內、呂西昌斯克、克里米納和伊万尼
夫卡。

他說：“有兩人在北頓涅茨克死
亡，Lysychansk 和 Toshkivka 的居民
受傷，四人獲救。” “在Rubizhne、
Popasna、Severodonetsk、Hirske 社區
的一部分和 Lysychansk 沒有集中供水
。28 個定居點仍然沒有天然氣供應，
22 個沒有電力供應。”

海代在另一份聲明中說，烏克蘭
軍隊還擊退了俄羅斯軍隊繞過他們在
波帕斯納和新托什基夫斯克定居點附
近陣地的企圖。

在俄羅斯軍方明顯將軍事行動轉
向頓巴斯地區的情況下，該國東部的
烏克蘭軍事指揮官週四也報告了猛烈
砲擊。海代本週早些時候表示，即使
沒有與俄羅斯方面達成此類協議，也
一直在努力從他所在地區的小鎮撤離
平民。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俄羅斯正在白
俄羅斯“試圖集中”導彈系統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表示，俄羅
斯正在白俄羅斯東南部“試圖集中”
導彈系統，以用於打擊烏克蘭。

儘管俄羅斯最近聲稱基輔和北部
城市切爾尼戈夫的局勢有所緩和，但
仍做出了評估。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漢娜·馬利
亞爾週四晚間在電視講話中說：“敵
人並沒有放棄完全佔領頓涅茨克和盧
甘斯克地區的計劃。”“他們也在侵
占哈爾科夫地區，試圖鞏固自己的陣

地，重新集結軍隊。”
馬利亞爾說，烏克蘭軍隊看到俄

羅斯導彈系統被送到白俄羅斯戈梅利
市附近。

她說：“敵人正試圖將他們集中
在那裡，顯然是因為計劃發射導彈襲
擊或將其用作敲詐和恐嚇的工具。因
此，俄羅斯繼續積極利用白俄羅斯領
土進行侵略。”

當被問及她是否預計會在烏克蘭
領土上看到持續的導彈襲擊時，她說
：“我們必須為此做好準備，戰爭仍
在繼續。應該說敵人並沒有放慢速度
，火箭攻擊，其強度是所有和以前一
樣，有時甚至會增加。”

北約負責人警告說，俄羅斯軍隊
並沒有撤出，而是正在重新定位，因
為他們對基輔和其它城市保持壓力。
烏克蘭和美國官員也表示，俄羅斯人
可能正在白俄羅斯重新集結。
西方間諜機構將情報武器化以試圖破
壞普京計劃

西方情報機構正在直接與俄羅斯
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
）對烏克蘭的戰爭發動一場心理戰。

美國及其盟國正在描繪一幅陷入
困境、士氣低落和功能失調的俄羅斯
軍隊在戰場上遭受災難性損失的畫面
，同時也在勾勒出克里姆林宮內部日
益緊張的政治局勢。

他們聲稱這位俄羅斯領導人是孤
立的，缺乏建議，並且缺乏關於戰爭
進展情況的真正情報。

西方政府正在阻止普京對這場侵
略戰爭的敘述。

解密情報評估的顯著細節也一定
讓前克格勃官員和情報負責人普京特
別惱火。他們留下了西方情報機構有
能力深入了解克里姆林宮的戰爭努力
和內部政治的可能性，這可能會激怒
俄羅斯領導人並可能在他的政權中打
開進一步的裂縫。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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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廣 告

民国初年，凤城西南有个白旗

区，区官叫关振南。这家伙官儿不

大，脾气不小，尤其吃饭时，不是

嫌咸了就是嫌淡了，不是嫌干了就

是嫌稀了，稍不顺心张嘴就骂。上

任一年，厨师被他骂走了十多个，

到后来谁也不给他做饭了，给多少

钱也不干。没办法，他只得在饭馆

吃。

时间长了，关振南嫌饭馆吃饭

太贵，这天便把听差找来，命他去

雇个厨师。听差走了不大一会儿就

回来了，说：“五爷（关振南在家

中排行第五），有个人要给您做饭

，想来试试。”

“他要多少工钱？”

“每月没三十块现大洋不干。

”

“要這么多？”

“他还说了，今天是头一天，

得卖卖力气，所以一顿饭就要一块

现大洋。”

关振南一听，说：“好大的口

气。去，把他给我叫来！”

听差把厨师领来了，厨师一躬

身，给关振南请安。关振南一瞅，

这人有四十多岁，中等个儿，眯缝

着眼，天生一副笑脸;身穿青布大褂

，外罩一条洁白的围裙，干干净净

，利利索索。关振南心想：瞧这身

打扮，不知水平怎样，待我问问他

。

“干你们这行，最要紧的是什

么？”

“回五爷，刀功。”

“刀功有几种？”

“十五种。”

“哪十五种？”

“有切、批、斩、劈、剖、剞

、排、卷、剜、敲、拍、刮、撬、

抖、削。这切，又分直切、拉切、

锯切、铡切、滚刀切;批，又分推刀

批、拉刀批、斜刀批……”

“好了，好了。”关振南摆摆手，

又问，“你做什么最拿手？”

“煎炒烹炸，菜随席拿，粳米

白面，各人手段，随主人喜好而定

。今天是初次，不知五爷您要吃什

么？”

吃什么呢？关振南不吱声了。

因为他平时吃的也不外是：红焖鱼

、炸肉段儿、炒肥肠、熘肝尖儿、

酸菜粉条豆腐块儿、蘑菇木耳肥肉

片儿。你想想，这区官，不过是芝

麻大的一个官儿，压根儿没见过大

世面，那些上等的名菜，别说没见

过，就是听也没听说过;再说，要是

顿顿这么讲究，他这个芝麻官也吃

不起。

可是话得说回来，好歹一个区

官，还得争个面子啊，于是，他打

着官腔说：“头一顿嘛——家常便

饭，你看着做吧。”厨师退了下去

，找管账的支了现大洋，然后提起

菜篮在白旗街上转了一圈，回到了

厨房。

刚进晌午头，厨师手提两层食

盒来到关振南房里。厨师把食盒放

在茶几上，垂手站立，恭恭敬敬地

说：“请五爷用餐！”

此时，关振南已饿得肚子“咕

噜咕噜”直叫，恨不得立即打开食

盒，先扒拉上两口。可是，他还要

摆摆样子啊，故意不紧不慢地下了

炕，来到八仙桌边的太师椅上坐下

。

厨师伸手打开第一层食盒，里面是

擦桌子的抹布，擦饭碗的薄纸，热

手巾和装漱口水的用具。厨师把这

些东西一一摆在茶几上，然后，又

擦了一遍八仙桌，垫上薄纸，放上

小食碟，摆好筷子。

关振南边看边寻思：嗯，今儿个这

顿饭能差不离儿。

转眼间，厨师打开第二层食盒，从

里面端出一个小型木方盘，放在关

振南面前，又退回一边，垂手站立

着，说：“请五爷用餐！”

关振南挺起身子一看，顿时傻眼了

。原来，这个小方盘里满满当当地

装着一个像庄户人家包的饺子，有

一尺二长，八寸宽，七寸高。别看

这么大的个儿，做得还真好看：大

饺子的接口捏出高低不等的“山峰

”，“山峰”的豁口处有一轮刚露

头的“红日”，饺子的旁边有凹凸

不平的“山地”和蜿蜒曲折的“河

流”，稀疏的“村落”和浓密的

“森林”，这一切，都是用白面和

青红丝做的。

做工如此精细的食品，关振南

平生还是头一次见到，不由得暗暗

称奇。瞅着瞅着，他为难了：这么

大的一个家伙，从哪里下口呢？问

一问吧，放不下架子;吃吧，弄不好

闹出笑话来。关振南抬头瞧了瞧厨

师，厨师正笑眯眯地看着他，还一

个劲儿地催促道：“请五爷用餐。

”

关振南左思右想，最后咬了咬

牙，说：“我今儿晌午不饿，不吃

了。”

厨师一听，十分惋惜地说：

“五爷，从前宫廷里的各部亲王就

是用这种方式午餐的。五爷您德高

望重，小人慕名而来，斗胆献丑，

本想讨您个欢心，您不吃确实可惜

。”

关振南一听，更不敢吃了，连

说：“我不饿，真的不饿。既然可

惜，那就赏给你吃吧。”

厨师见关振南执意不吃，只好

说声“谢五爷”，就收起食盒，准

备回厨房。

关振南一看，急了，说：“你

，你就在这儿吃吧！”

厨师一听，面有难色地说：

“谢五爷，只是吃这种东西必须得

坐下，四平八稳地吃，可在五爷面

前，我怎敢坐着？”

关振南一听，越发想看看厨师

是怎么吃这个大饺子的，所以忙说

：“今儿个就赏你个座，坐着吃吧

！”

厨师一听，便又道过谢，然后

大模大样地坐在关振南对面的太师

椅上，重新用薄纸擦过汤匙、筷子

、酒杯和接碟，随即举起筷子，顺

着大饺子的接口处轻轻一划，皮开

了，登时满屋飘香。

原来，在那薄薄的一层饺子皮

里面，一头放着鸡、鸭、鱼、肉四

个菜，海参、蟹肉两碗汤，一头在

一小块油纸上放了五六三十个小饺

子，分别为鸡、猪、牛、羊和酥糖

馅;旁边，还有一个酒盅，温着二两

上等白酒，真是热腾腾、香喷喷。

关振南在一旁看着厨师吃，馋

得口水只好往肚里咽，想说又说不

出口，简直窝火透了。

厨师酒足饭饱之后，收起餐具

退出房间，他找到管账的，要了一

块现大洋的工钱就要走。管账的一

再留他，他便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

，说：“老兄，要论吃的，阔人吃

饺子是家常便饭。五爷连饺子 都

不敢吃，还得我吃给他看。一顿倒

没什么，要是一连几天不敢吃饭，

饿出病来，不但是我，就是你也担

待不起啊！”说罢，告辞而去。

从这以后，关振南再也不敢在

厨师面前抖威风了。

特殊的饺子

老韩买了新房，要搬家，于是一大

早来到街道拐角处，那里有一个自发形

成的民工集散地，什么样的工种都能找

到。

老韩的电动车刚一停下，“呼啦”

一下就围上来好多人，个个一脸渴望地

招呼道：“老板，有活儿吗？”

老韩左右看了看，一眼相中了一个

面相憨厚个子不高的中年汉子，便客气

地说道：“我要搬家，师傅你有空吗？

”

那中年汉子一听高兴地说：“当然

有空了，谢谢您照顾生意。不过搬家一

个人不行，还得找一个人搭把手。”

老韩说行啊，你找呗。中年汉子一

听想也不想，一指人群后的一个人，说

：“林子，你跟我去！”老韩一看，那

是一个大男孩，瘦得像棵豆芽菜似的，

一副羞涩的样子，至多20 岁。

老韩要搬的东西不是别的，全是书

，他平时就爱买书看书，时间一长竟然

积累下了好几千册。

老韩家在二楼，没电梯，中年汉子

和瘦男孩一捆一捆地用细绳捆好书，再

扛上肩步行下楼。老韩在一旁照应着，

时间一长他看出差别了，男孩太瘦弱了

，楼上楼下三四趟一跑开始狂喘，脚底

也打晃了。

中年汉子见瘦男孩这样子便恶声恶

气地吆喝道：“不用你扛了，你专门捆

书，给我手脚快点儿！”

瘦男孩一听脸上显出羞愧的样子，

然后低头捆起书来，这么一来只有中年

汉子一个人楼上楼下地扛，一时间喘气

声像拉风箱一样。过于劳累使得中年汉

子脾气越发恶劣，不住大声呵斥男孩：

“你能不能快点儿？我一趟书都运下去

了，你却连一捆书都没捆好，做事也太

慢了，就这样子还要闯社会哩，你以为

钱好挣的？”大男孩听了更加慌乱，脸

更红了。

老韩看了便跟他下了楼，小声问道

：“师傅，那个大男孩是你什么人？”

中年汉子把书吃力地码放在大电动

车上，擦把汗狂喘口气，摇摇头说：

“跟我半点儿关系也没有，是我邻居家

的孩子。今年没考上大学，家里条件也

不好，他不想上了，要挣钱养家，所以

带他出来遛遛。”

老韩听了叹口气，递过去一根烟，

说：“才这么大的孩子就不上学了，太

可惜！你抽根烟歇歇。对了，你找他来

做帮手可吃了大亏了，因为力气活全是

你在做。”

中年汉子连忙谢着接过烟，点上，

美美地吸了，说：“他还小，活太重的

话不小心会累伤的。”

老韩说：“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

叫上他？”

中年漢子吐口烟，说：“给他一个

挣钱的机会呗，他家里太困难了。”

老韩笑着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

讲不当讲。你既有心帮他，可又为什么

对他恶声恶气的？人家都被你吓坏了。

”

他这一说中年汉子迟疑了一下，然

后声调低低地说，好像生怕楼上的大男

孩听到：“我是故意这样的，我们大家

伙也都这样对他，每次有活干都叫上他

，但都对他没好脸色，这样做是让他晓

得挣钱的艰难，好逼他还是回到学校读

书。”

老韩惊讶极了：“你这样做，他可

一点儿也不知道感恩，说不定还气你，

值得吗？”

中年汉子一脸的平静：“我要他感

恩干什么？我们只要他好，有出息，这

比什么都强。”

老韩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又问

：“可他就挣这么点儿钱，怎么上得起

学？”

中年汉子说：“我们大家伙凑呗

。告诉你我们已凑得差不多了，就瞒

着他一个人，等磨炼他一段时间后再

给他。”

在楼上，趁中年汉子又吭哧吭哧

地扛了书下楼的当儿，老韩故意对大

男孩说：“那人真坏，对你一直大喊

大叫的。”

谁知大男孩听了把头直摇，说：

“才不哩。他们每次有活都叫上我，

还让我干轻活，到最后分到的钱我一

分也不比他们少。他们这是照顾我，

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我都知道的。我

也只不过不说而已，因为他们不需要

我的滥情。”

老韩静静地瞧着，原来这些再平凡

不过的人，他们心里从来不乏温情。

藏不住的温情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
俄 羅 斯 和

烏克蘭代表團在土耳其的巨鎮伊斯坦布爾的首日
談判結束。俄談判代表團團長梅金斯基表示，俄
方已確認烏克蘭希望獲得中立、不結盟和無核地
位，後者將不在其領土上生產和部署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並放棄加入任何軍事聯盟。烏克蘭代表
團成員表示，基輔希望建立一個國際機制來保障
烏克蘭安全。當天的會談成果，有望為緩解俄國
所進行的強橫侵鳥之戰，奠定重要基礎。兩國談
判，向前邁進一步

談判後俄烏代表團分別舉行了新聞發佈會，

但雙方均不約而同地談到了五個熱點話題
。

第一，對於烏克蘭是否成為“中立國”
。俄方表示，烏克蘭提議在國際法律保障下成為
永久中立、不結盟的無核武器國家，還列出了對
烏給予安全保障國家的建議名單。烏方表示，安
全保障國需提供軍事支持，在此情況下，烏可以
成為一個中立國。烏目前無法就安全保障問題和
俄方達成一致。如果安全保障國確保俄撤軍，烏
可以討論其他議題。

第二，關於軍事行動。俄方表示，正採取兩
個步驟來緩今次戰爭。另外，俄國防部決定減少
在基輔和切爾尼戈夫方面的軍事行動。烏方則表
示，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停火，以解決所有累積的
人道主義問題。會談幾小時後，烏司令部表態，
觀察到俄方在基輔和北部大城市切爾尼戈夫的行

動發生了變化，個別部隊正在撤離。
第三則是關於烏克蘭加入軍事聯盟的問題。

俄方表示，烏放棄加入任何軍事聯盟；烏方強調
，有了安全保障，烏克蘭不會成為軍事組織的一
員。此前，澤連斯基也已明確表示，烏克蘭已放
棄加入北約的念頭。

第四則是烏克蘭是否加入歐盟的問題。俄方
表示，不反對烏加入歐盟；烏方認為，烏加入歐
盟不能有任何障礙。

第五點，則是備受各方關注的俄烏兩國領導
人會面的可能性。對此，俄方強調，俄烏總統的
會面可以與兩國外交部草簽和平條約同時進行，
“如果我們在簽訂條約工作上快速推進並達成相
互妥協，則和平將會更早到來。”烏方表示，希
望兩周內能達成協議，希望兩國領導人能夠會面
。

應該說，俄烏雙方在本次談判中都作出了一
定的讓步，展現了解決問題的誠意。另一方面，
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在今次談判中，很大程度上
得以實現，烏提議在國際法律保障下成為永久中
立不結盟無核武器國家，並作出在安全保障前提
下不加入任何軍事集團的承諾。另一方面，俄緩
和與烏衝突，大幅減少軍事行動，並不反對烏加
入歐盟。這為後續局勢向好發展提供了前提。

至於後續局勢的發展，首先需要關注的是未
來的俄烏領導人會談、和平條約的簽署，以及俄
烏雙方何時實現停火、如何結束衝突。俄烏雙方
衝突產生的其他衍生問題，比如頓巴斯地區的地
位問題、克里米亞問題如何解決、黑海地區的安
全機制構建和運行問題，以及俄與西方關係何去
何從，都值得進一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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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爆 發
自香港的新
聞，除了每

天乃有近萬港人感染新冠病
毒之外，次為哄動的新聞，
要算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
德及副院長賀知義，雙雙宣
布辭任香港終審法院之非常
任法官職務，並且即時生效
！這是首次有海外法官在中
國大陸政府於香港實施國安

法之後而辭任的行動，因此當然引起
大陸政府的不滿，導致反擊的聲浪洶
湧而至。

首先讓我們聽聽韋彥德在聲明中
表示： 經過年來與英國政府磋商研究
之後，兩方一致同意，在現今香港的
政權背離政治自由及言論自由價值觀

的情況下，難以繼續讓英國最高法院
法官在香港擔任非常任法官。但韋彥
德在聲明中，香港的法庭仍然穩守法
治價值，仍然獲得國際尊重。英國外
相卓慧思發聲明，支持兩位法官辭任
，而且同意香港打壓自由及反對聲音
的情況，已去到臨界點，因此決定今
後不再遣派法官來港執法。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對於韋彥德和賀知
義辭任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一事表示遺憾。

特區政府則發出強烈聲明，一力
反對英國國會對《香港國安法》及香
港法律制度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又
指香港的司法獨立在《香港國安法》
實施後依然穩如磐石，，兩人的離任
對此絕無影響。律政司長鄭若驊在網

誌表示，外間有很多對港區國安法和
法官的不實指控，但法官只會根據適
用法律和可接納證據，自由判決案件
，不受任何干涉。她指，《基本法》
於憲制層面保障香港司法獨立，包括
法官在履行司法職責時，享有任期保
障和訴訟豁免權，法官可從其他普通
法適用地區聘用等，本港司法制度將
繼續保持穩健。

香港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亦發聲
明表示遺憾，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
認為，事件涉政治因素，無可避免令
外國對香港的司法獨立觀感有衝擊；
律師會會長陳澤銘表示深感遺憾及失
望，認為是違背香港市民和法律界對
海外法官參與終院的支持，懇切呼籲
他們收回辭任的 決定。我們不宜單方
面來月旦今次事件，看一看就在英國
法官 「劈炮不撈」的一天，年半前己
被香港警方趕盡殺絕的香港職工盟團
體，當天又被懷疑他們涉違《社團條
例》 再被國安處帶走調查。據指職工

盟涉嫌未有依時根據《社團條例》向
警方提交資料，因此警方國安處持法
庭手令搜查職工盟多個相關地點，也
拘捕了包括該集團的前副主席鄧建華
、前司庫鍾松輝及在囚的前秘書長李
卓人。

其實職工盟已在香港成立了超過
30 年，早在中國政府收回香港前，
己在香港立地生根。若然指控他們有
違法紀，也是港英政府年代的陳年往
事。四份之一個世紀之前的港英政府
沒有執法、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也
沒有執法，偏偏是中國政府於年前把
國安法加入香港特區政府法律中，才
說職工盟是不法團體，令到它們於去
年 10 月，自行通過啟動解散程序，
從此不問政事。

到了今年2月，警方又引用《社團
條例》去信前主席黃迺元等組織前骨
幹成員，要求他們提交組織運作、收
入來源及開支，以及與境外組織聯繫
等資料，現今據稱 「限期」己至，再

向它們展加壓力。
熟習香港近廿年來的兩位英國法

官，面對香港現今政治環境，作出離
任決定正正符合他們應有的道義。

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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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英國最高法院院長辭任的風波

威爾史密斯霸氣護妻的根由
儒生年過七十。自上世紀

1962 年於澳門入讀中學開
始，.每年 3 月間的荷里活

的影壇盛事奧斯卡金像典禮，都成為必看的新聞報導。時光流逝，
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已是第94屆，想到是新冠疫情開始降溫
、大眾影迷亦開始重新回到社會之際，本屆奧斯卡也必然成為世界
影迷不容忽視的電視節目。

意想不到今年的奧斯卡，竟然爆發出今年出爐影帝史密斯霸氣
護妻，揮拳痛打頒獎主持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的駭人場面
，頓時震驚影圈四方八面的各路人馬。

紛紛擾擾一陣間後，我亦靜處下來，個人認為在公衆場合打人
是不對的！在法律上全然是站不住腳的。但是有時候就很難說，特
別是當有人自以為幽默，在上億人面前羞辱自己的太太。那麼出自
保護家人的心態來動手，就似乎情有可為。

在今年2022年第94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主辦單位邀請了克
里斯洛克（Chris Rock）來擔任頒獎人。這位 「嘉賓」在過去的影
圈中，就以口無遮攔的地獄梗闖而聞名於影壇。他曾經在笫88屆
的典禮上，也嘲笑過美國亞裔族群，讓亞裔的孩子在台上扮演會計
師，用來嘲諷亞洲人在美國的刻板印象。

如果單從司儀的他的成長背景來說，其人也不應該會
有這樣的行為才是，因為他自己身為黑人，他從小就
飽受白人欺凌，白人同學會因為他的膚色而霸凌他，

他也因為這樣而休學。不過，這些經驗看來並沒有讓他知道被霸凌
者的痛苦，他還是習慣用這些膚色、外表的地獄梗來當作笑話。

在今次頒發最佳紀錄片的時候，他又開啟了他那一套所謂 「搞
笑」模式，他對著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跟他的配偶潔達史密
斯（Jada Pinkett Smith）說， 「潔達，我愛你，好期待你的新片
『魔鬼女大兵2』。」當他這麼說的時候，其實很多人一時之間會

想不過來，所以沒有什麼人懂得真正含意在笑。他之所以開這個
「玩笑」，是因為潔達長年受到掉髮症的困擾，因為這個原因，該

女仕就得經常要留上短頭髮，或是把頭髮完全剃光。在美國影集
「魔鬼女大兵」的電影中，女主角的造型均是光頭，他就藉由這種

方式來調侃潔達史密斯。
剛剛開始時，在場千多位觀眾均沒有反應，但是作為夫婿的威

爾史密斯的臉色，已經黑如鍋底，十分難看。他是一位深愛老婆而
赫赫有名的好萊塢藝人，兩個人結婚已經25年，即使在荷里活坊
間傳聞其老婆有外遇、吸毒傳聞不絕於耳，他還是深深地愛著對方
。想不到這位司儀仁兄眼看聽眾沒有反應，又再加碼了一句話：
「這是個很好的笑話。」Excuse me？Sir？當自己講的笑話要提醒

對方這是笑話的時候，那就不是笑話了，而是蠢話了。
果然，現場一片靜默，他很尷尬，而接下來史密斯的動作，讓

他更尷尬。史密斯衝上台去，狠狠的對他一掌開打在其面上！克里
斯洛克則是一臉無辜，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接著，史密斯回到台
下，對著他大罵： 「不要用你的臭嘴，提到我老婆的名字。」奧斯
卡頒獎典禮來不及剪掉他打人的畫面，但是對於他罵人的說話還是
來得及消音。

其實，威爾史密斯自己就是家暴的受害人。爸爸在他小時候，
就開始經常毆打媽媽，還曾經當著他的面把媽媽打到血流如注。所
以他從小就立下志願，等他有長大之後，有了能力時，就一定要保
護自己身邊的人。後來，其爸爸在2016年過世，他沒有對爸爸進
行復仇（雖然他自己說，曾經有想要把爸爸從樓梯口推下去），畢
竟他們父子之間，還是有許多的情感糾葛。只是，經過那些家暴的
悲劇，他已經成長為一個會保護家人的漢子。

當天晚上，威爾史密斯就以銳不可當之勢，拿到了影帝的寶座
。在拿到影帝寶座後，他對著大家說： 「身為演員要承受別人的冷
言冷語語、嘲諷、不受尊敬，永遠要笑笑的，好像自己什麼都不在
意。......但是，我希望可以保護所有的人，我的家人，要成為他們
的護城河。......

最後，威爾史密斯要跟影藝學院道歉，還有他身邊的入圍者，
及在座各位的影圈從業員： 「我正式鄭重地跟各位道歉，我現在哭
泣不是因為我得獎，跟輸贏無關，而是可以在這裡發光發熱，可以
為了劇組演員，站在這裡。」希望有些人在開玩笑的時候，請適可
而止，沒有人有義務讓你這樣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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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1日，东方航空一

架载有 132 人的客机在执行昆明

——广州航班任务时，于广西梧

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引发山火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展开，伤亡

情况不明。

事故发生后，中国民航局、

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都已派出

工作组赴现场，广西、广东两地

救援队赶赴现场参与救援。东方

航 空 目 前 已 经 将 该 公 司 所 有

737-800 执飞航班的飞机全部控制

在地面，空中的航班落地后不再

执行航班。

3分钟坠降8869米，具体原因尚不

明

飞行数据显示，此次MU5735

航班从昆明机场起飞后，一直在

约 8869 米高度进行巡航。3 月 21

日下午 2点 19 分，飞机突然从巡

航高度下降，同时飞行速度从约

每小时845公里开始下降。2点 21

分，MU5735 航班丢失ADS-B雷达

信号，同地面失联。

单从目前的信息，很难得知

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

记者咨询了多位航空领域的

专业人士，均表示民航事件必须

要等事故残骸里的黑匣子找到后

，才能得出最终结论。

根据国际民航追踪网站Flight-

radar24 显示，该客机机型为波音

737-800NG 客机，注册号为 B1791

，机龄7年不到，可载客约189人

。

“这种机型在民航业是很常

见的机型。而且机龄并不算长。

”飞行签派员王鑫告诉《中国经

济周刊》记者。据他介绍，从历

史经验来看，飞机事故多发生在

起降阶段，巡航阶段发生事故的

占比并不高。

据东方航空官网资料显示，

目前东航的机队规模达730余架，

是全球规模航企中最年轻的机队

之一。据《第一财经》报道，东

航云南公司共运营 81架飞机，均

为波音系列飞机，此次发生事故

的波音 737-800 是主力机型，机队

中包括36架 737-700、39架 737-800

、3架737-8、3架787-9。

东方航空目前已经将该公司

所有 737-800 执飞航班的飞机全部

控制在地面，空中的航班落地后

不再执行航班。

东航辟谣严控维修费用 疫情对民

航业冲击极大

事故发生后，东航一时间进

入了舆论的暴风眼。当天夜里有

网络舆论称，东航在上百亿巨亏

压力下严控维修费用、压降成本

，将此次坠机事件归结于东航减

少飞机维修费用。

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据东

航权威人士表示，网传消息失实

，中国东航始终致力于提供安全

可靠的维修工程服务，按年报披

露数据，年维修成本 2021 年较

2019年增加12%。

近年来，疫情对包括东航在

内的民航业产生了巨大冲击。

从全球来看，航空业需求大

幅萎缩，全球航司纷纷大幅削减

运力，收入锐减、甚至出现流动

性危机，整个航空业都面临着经

营危机，部分航空公司甚至遭遇

了生存危机。据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IATA）发布的数据，2021年6

月，全球航空客运需求比 2019 年

同期下降 60.1%，整体恢复不及预

期。此外，2021 年上半年石油和

航空燃料价格呈持续上升趋势，

加重了航空公司的成本负担。尽

管 2021年上半年部分国家国内旅

行需求有所回升，但受各国政府

防疫政策的影响，国际客运复苏

基本停滞，未见起色。

受疫情影响，中国民航也面

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根据民

航局发布的数据，2020 年中国民

航运输总周转量798.5 亿吨公里、

旅客运输量4.2亿人次、货邮运输

量 676.6 万吨，相当于 2019 年的

61.7%、63.3%、89.8%。得益于国

内疫情防控措施得力有效，中国

民航成为全球民航业恢复最快、

运行最好的航空市场。但境外疫

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国际航空

市场的恢复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

虽然东航 2021 年的年报尚未

公布，但根据其今年 1 月发布的

2021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人民币-110亿元至-135亿元

。而在 2020 年东航年报中明确显

示，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18.35

亿元，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为负。

关于亏损的原因，东航方面

在公告里表示，主要来自于疫情

带来的巨大冲击。尽管 2021 年国

内航空旅客运输量较 2020 年有所

回升，但受海外疫情持续高发及

国际旅行限制政策的影响，国际

航空客运需求持续处于低位。此

外，燃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加重

了航空公司的成本负担。

“东航不是特例，整个行业

都很难。”一位曾就职于东航的

飞行签派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他以飞行员为例，飞行

员的收入是根据小时数来计算，

近两年民航业发展困难，航班收

缩严重，飞行员的收入也随之缩

水。“飞的少赚的就少。”他说

。

东航 2020 年年报披露的数据

显示，2020 年，公司职工薪酬人

民币169.97亿元，同比下降13.90%

，主要是由于航班量减少，空勤

人员薪酬下降所致。

2020 年，东航营业成本为人

民币708.03亿元，同比下降33.95%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旅客出行

需求大幅下降，公司大幅调整航

班运力，运输周转量大幅下降，

各项成本均大幅减少。

2020 年，东航飞机燃油成本

为人民币 138.40 亿元，同比下

降 59.52%，主要是由于公司加油

量同比下降 38.49%，减少航油成

本人民币131.62亿元；平均油价同

比下降 34.19%，减少航油成本人

民币71.89亿元。

2020 年，东航机场起降费同

比下降 43.30%、餐食及供应品费

用同比下降 56.67%，主要是由于

受疫情影响，旅客出行需求大幅

下降，公司大幅调整航班运力，

运输周转量大幅下降，以及公司

改变配餐方式等原因所致。

在 2021 年半年报中，东航表

示，公司将生产经营与财务管理

深度融合，多措并举增收节支。

通过节约航油等大项成本、严控

单位餐食机供品费用、维修费用

、日常支出等方式压降成本；通

过降低航材库存、压缩投资等方

式节约现金流；积极拓宽融资渠

道。

疫情下的东方航空

连续两年亏损超百亿，航班减少薪酬下降

3月22日，航空

板块开盘“飘绿”，

东方航空(600115.SH)

的股价开盘跌约 8%

。

据人民日报消息

，昨日下午，一架由

昆明飞往广州的东方

航空波音 737-800 飞

机 ， 航 班 号 为

MU5735， 在 广 西 梧

州藤县发生坠毁，客

机上搭载 123 名旅客

和9名机组人员。

下午3点 52分开

始，东方航空在港股

的股价开始下跌，截

至昨日收盘，东方航

空港股 (00670.HK) 的

股价下跌6.46%。

截至 3月 22日早

盘，东方航空港股股

价 跌 5.09% ， 美 股

(CEA.N) 的 股 价 跌

6.31% ， 波 音 (BA.N)

跌 3.59%，相比东方

航空和波音，白云机

场(600004.SH)的股价

跌幅较小。

据东方航空官网

介绍，东方航空是中

国三大国有骨干航空

公司之一，是第一家

在纽约、香港、上海

三地挂牌上市的中国

航企；公司也实现十

年滚动事故率为零，

近年来荣获中国民航飞行安全最高奖；此外

，东航的机队规模达730余架，是全球规模

航企中最年轻的机队之一，拥有中国规模最

大、商业和技术模式领先的互联网宽体机队

。

公开资料显示，东方航空于2014年从波

音公司购入B737 系列客机 80架(B737-800 和

B737MAX)，并计划于 2016 年至 2020 年分批

交付。随后又于 2015 年购入波音B737 系列

客机50架。截至2022年 2月，东方航空共有

289架B737系列客机。

此前，东方航空发布2021年业绩预告，

预计2021年最大将亏损135亿元，扣除非经

性损益后最大将亏损147亿元，公司解释，

亏损是因为新冠疫情、燃油价格上涨加重成

本的负担导致。据2021年半年报披露，东方

航空的燃油成本高达 97.73 亿元，同比增长

54.81%。

实际上，自2020年开始，东方航空已经

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营收 586亿元，同比

下滑51.48%；亏损118亿元，同比下滑470%

。

基金在2021年已经减持东方航空，2021

年 6 月，东方航空被 179 只基金持有，而

2021年12月，持有的基金降至21只。

虽然东方航空股价大跌，业绩持续亏损

，不过，有的股民表示：“我愿损失我所有

的股票换你们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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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主辦，金馬

執委會承辦的「第44屆金穗獎」於3月31日公布

入圍名單，由本屆「金穗導師」葉如芬監製、楊

雅喆導演與金馬影后桂綸鎂共同揭曉，他們也對

今年入圍者進行了精采的講座，分享各種創作經

驗，現場迴響熱烈。本屆金穗獎共有301部影片

報名，入圍61部，無論劇情、紀錄、動畫、實

驗，都有機會角逐獎金60萬元的「金穗大獎」

，總獎金更高達540萬。得獎結果將於6月11日

的頒獎典禮揭曉。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長徐宜君表示

：「金穗獎去年由經驗豐富的金馬執委會承辦後

，讓金穗獎有了不同的樣貌，本屆金穗影展的觀

摩選片也特別邀來奧斯卡得主珍康萍、濱口竜介

的短片作品，讓影迷們可以一飽眼福。感謝本屆

金穗獎的評審在這麼多部報名影片中選出今天的

精采入圍作品，也祝褔本屆金穗獎入圍者與創作

團隊在電影路上都能有很好的收穫，創作出自己

的開花之作。」

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也表示：「這是金

馬執委會連續第二年承辦金穗獎，除了保留去年

受到肯定的規劃外，今年更將擴大影展現場的功

能，除了影片放映，還增加優良電影劇本講座活

動，以及為入圍者規劃各種沙龍，讓新銳們可以

輕鬆取經業界建議，讓金穗發揮更積極的橋樑作

用。」歡迎入圍者踴躍參加。

本屆金穗獎評審由10位專業人士擔任。由

《夕霧花園》導演、《美國女孩》監製林書宇擔

任評審團主席，率領金馬獎最佳男配角林柏宏、

導演侯季然、導演殷振豪、監製陳寶旭、動畫導

演黃勻弦、紀錄片導演朱詩倩、實驗與紀錄片導

演黃邦銓、錄像藝術家與導演蘇匯宇、美術指導

蔡珮玲，分別選出入圍及得獎名單。

除了金穗導師們的分享，今天也安排了戲院

聲音系統與電影DCP製作等課程教學，讓新銳創

作者與國際影展接軌，讓專業放映規格為自己的

短片創作加分，增加競爭實力。

金穗獎入圍影片將於6月3日到6月12日在

主場地台北光點華山電影館放映。其他實體放映

還包括台中中山73影視藝文空間與花蓮鐵道電

影院。影迷們也可以把握6月3日到30日透過線

上影院觀賞所有入圍與得獎作品。第44屆金穗

獎入圍名單請見金穗獎官網（https://ghsa.org.tw/

gha/）。

第44屆金穗獎頒獎典禮將於6月11日下午三

點隆重登場，myVideo APP / 官網以及金穗官方

臉書粉專、金穗YouTube以及同步直播。更多活

動詳情請上金穗官方網站（https://ghsa.org.tw/gha/

）查詢。

【第44屆金穗獎各項活動時間】

入圍公布 03.31 ｜ 頒獎典禮 06.11

金穗影展 實體放映06.03-06.12

線上入圍放映 06.03-06.10 線上得獎放映

06.12-06.30

第44屆金穗獎入圍名單公布
61部影片角逐金穗大獎

台灣首部職業綜合格鬥紀錄片

《逆者》，為印尼導演陳文良耗時

七年、負債千萬所完成的首部紀錄

長片，貼身紀錄主角黃育仁從高薪

金融業轉換跑道成為格鬥選手的人

生故事。原定於去年 6 月上映的

《逆者》，無奈因疫情升溫而延遲

上映，導演陳文良表示：「我們沒

有放棄過讓這部電影和台灣觀眾見

面的那一天，很開心宣布《逆者》

將在4月22日全台上映！」

紀錄片《逆者》今日（3/31）

舉行媒體試片，導演陳文良與主角

黃育仁度過疫情艱難時期，一起現

身戲院和觀眾見面。黃育仁說：

「這兩年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很辛苦

的一段時間，每個人經歷各種考驗

與打擊，在這個需要鼓勵與正能量

的時期，很高興《逆者》能上映。

」他也分享，《逆者》是一部關於

勇氣、堅持、犧牲、愛的故事，也

是一位平凡人追求夢想的過程。黃

育仁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可以帶

給觀眾一些溫暖、一點鼓勵，喚醒

內心對人生的渴望，並在生活中得

到勇往直前的力量。

到台灣追尋「電影夢」的印尼

導演陳文良放棄資工系學歷，負債

千萬、花了七年時間跟拍這位放棄

高薪轉戰格鬥場的黃育仁，兩人從

原本單純的記錄者與被記錄者身分

，變成親密戰友，鏡頭後更一起經

歷無數充滿情緒的時刻。《逆者》像是兩個離經叛道

的瘋子的故事，他們在人生上選擇的方向不同，卻意

外有了深刻的交集，也發現兩人的靈魂碰撞出如此精

彩的火花。黃育仁說：「透過導演的眼睛，我對自已

有了更深的認識。」導演陳文良和觀眾喊話：「這是

一個能對自身說話、幫助我們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故事

，希望上映後，同樣可以帶給台灣觀眾夢想、勇氣、

堅持和自由的能量。」

紀錄片《逆者》描述在金融業十多年的黃育仁，

33歲時決定要離開他的舒適圈，從分析師轉職成為無

固定收入的職業綜合格鬥選手。黃育仁的人生抉擇，

不只要面對年齡及體力的考驗，更大的挑戰是面對家

人的質疑和婚姻危機。《逆者》將於4月22日在全台

上映，更多詳情請見官方臉書：https://www.facebook.

com/TRL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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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者》導演陳文良今出席媒體試片

廖慶松擔任監製的魔幻寫實

親情短片「返來呷飯」近日於

高雄哈瑪星開鏡拍攝，邀來金

鐘視帝吳政迪、台南人劇團團

長李維睦及創作劇團「斜槓青

年創作體」團員周韋廷共同主

演，影片將於今年高雄電影節

世界首映。

導演龔萬祥2021年以「當思

念吹起一陣風」入圍金穗獎最佳

紀錄片，擅長以樸實的影像敘事

，傳達平凡日常的真摯親情。導

演龔萬祥分享他身為高雄人，最

大的心願就是回到高雄拍攝關於

家鄉的故事，特別是哈瑪星是他

從小到大成長的地方，他一直覺

得這裡充滿了故事與歷史，這次

全片在高雄取景拍攝，將以改編

自他親身經歷的家庭故事，帶給

觀眾不同的感動。

男主角吳政迪表示，他剛結

束客家電視台的演出隨即加入這

個全台語的劇組，對戲的演員都

是出身劇場的表演者，語言與工

作模式和過往經驗很不同，加上

導演在表演上給予非常大的自由

，甚至沒有固定的台詞，讓演員

現場發揮，這些對他來說都是很

新的體驗與挑戰。

監製廖慶松表示，導演龔萬

祥是他在臺灣藝術大學的學生，

本片光劇本就花了將近8年時間

琢磨，如今終於有機會實踐，他

有信心「返來呷飯」將會是疫情

後一部樸實而動人的佳作。

「返來呷飯」故事敘述身為

消防員的兒子祥仔（吳政迪飾）

，因為工作已經很久不能回家，

爸爸阿海（李維睦飾）等著兒子

回家吃飯，特地為他煮了一桌豐

盛的飯菜，但父子兩人卻始終無

法對話、無法見面。

花8年磨劇本
「返來呷飯」 金鐘視帝

演繹揪心父子情

BB66台灣影視
星期日       2022年4月3日       Sunday, April 3, 2022



由王寶強執導的現實題材電影

《八角籠中》正在熱拍中，此前影片

曝光了演員陣容，王寶強、陳永勝、

王迅等實力演員強強聯合，引發了網

友的眾多期待：「相信王寶強會為我

們帶來驚喜」，「電影夢想者加油」

，「題材不錯，期待新電影」。

《八角籠中》講述了主人公向

騰輝（王寶強飾）傾注心血想把當

地無人照料的孤兒培養成真正的格

鬥運動員的故事。影片以獨特的視

角，展現了騰輝與毫無血緣關係的

孩子們在相處中逐漸成為相親相愛

的「親人」，並通過格鬥完成了自

我蛻變與成長的故事。

影片《八角籠中》是王寶強自

導自演的第二部影片，他懷着絕對

的誠意，耗時三年籌備，力求為觀

眾呈現出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力作

。據悉，在拍攝現場，作為演員，

王寶強一秒入戲，情緒到位；作為

導演，他對自己、其他演員都有着

嚴格的要求。

影片於成都開機，除了成都以

外，劇組經過多地採風，還選擇了

涼山彝族自治州作為電影中重要的

拍攝地之一，據悉這也是王寶強導

演心中的最佳拍攝地。劇組工作人

員表示，涼山地形以高原、山地為

主，並擁有金沙江、雅礱江、大渡

河、安寧河等多條主要河流，符合

電影中多個重要拍攝場景的設定。

而且大涼山擁有一種勃勃生機之美

，秀麗有力量，而這與影片中練習

格鬥的孩子們有着相似的精氣神。

影片中，孩子們小小的身體有着巨

大的能量，他們憑藉對格鬥的熱愛

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劇組人員還透露到，《八角籠

中》的故事有着十年的時間跨度，

電影中人們生活變化和城市變化也

是影片看點之一。而近年來涼山的

經濟和文化飛速發展，西昌等旅遊

城市更是川滇旅遊黃金線上的重要

地點。整個涼山州兼具自然淳樸的

山地和繁華熱鬧的城市，它的這種

特色給電影取景帶來極大的幫助。

在這裡，既能拍出十年前的蒼涼山

景，也能拍出十年後的城市喧囂。

從電影故事方面來說，騰輝從一個

普通的沙場老闆，到重燃格鬥熱情，成

為一個格鬥俱樂部創始人，並幫助一群

無人照料的孤兒成為真正的格鬥運動員

，找到了人生的新希望。而近年來涼山

在能源、金屬加工等產業的發展和探索

精神與電影想傳達的主人公們對命運的

不服輸精神不謀而合。

《八角籠中》由無錫寶唐影業

有限公司、圖木舒克向日葵影業有

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北京樂開花影業有限公司

出品，目前正在熱拍中。

監製賈樟柯保駕護航導演劉娟精心
打磨7年

電影《怒江》講述了一個跨境追兇的故事。

喪女的胡登傑，為了解女兒去世的真相，千里追

尋女兒的閨蜜季紅，也因此捲入了一起邊境的秘

密交易。國際知名導演賈樟柯擔任影片監製，他

在第一次看到劇本時便被劉娟創作的故事所觸動

，「故事很飽滿，內在很有力量，在類型上也有

創新；此外，它的關注群體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邊境小城的留守少年需要更多來自於家庭和社會

的呵護與關注。」

歷時 7年精心打磨劇本，電影《怒江》憑

藉精彩動人的故事和跨境追兇的類型元素，

在第三屆金雞電影創投大會一舉獲得廈門製

作推介優勝項目及鳳凰傳奇影業的簽約投資

，導演劉娟也摘獲最具潛力導演榮譽。2013

年，導演劉娟曾在劉德華「亞洲新星導」計

劃的扶持下拍攝了電影長片處女作《初戀未

滿》，並憑藉該片榮獲第十六屆上海國際電

影節亞洲新人獎評委會特別獎，而她拍攝的

印度難民兒童紀錄片《巴拉夫》也獲得好萊

塢國際獨立紀錄片獎。

一直關注少年問題的劉娟導演，這次以類型

片的拍攝方法將視角聚焦留守少女的成長。談及

拍攝初衷，導演劉娟表示「當時因為在騰衝做支

教，就萌生了想做《怒江》這個故事的想法，已

經7年過去了，我的個人生活也發生了很多變化

，但我始終初心未變。這個電影的拍攝難度不低

，因為有一群具有向心力和藝術追求的主創在，

保證了製作水準。『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進來

的地方』，希望我們每個人都是那道光。」不僅

戲裡聚焦成長安全，戲外劇組全員的安全也是總

製片人蔣浩格外重視的事情，在開機儀式上他多

次強調「在當下的環境之下，安全是第一位的，

包括拍攝的安全、防疫的安全等等。希望經過大

家幾個月的努力，明年可以在影院公映一部有溫

度、有力量的影片。」

王硯輝鄧恩熙上演對手戲千里追兇
的父親遇上早熟的 「情感孤兒」

向來因演技精湛被公眾所熟識的「戲骨」王

硯輝，在本片中飾演一位個性鮮明、深愛女兒的父

親。他表示：「第一次看劇本就被角色深深感動，

一個為了女兒千里追兇的父親，一個渴望關愛的

『情感孤兒』，希望能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感動。」

在《無名之輩》、《你好，之華》、《風平

浪靜》、《揚名立萬》等多部作品中有着精彩表

演的優秀青年演員鄧恩熙此次在《怒江》中飾演

季紅，一位早熟的留守少女，她酷愛流行文化，

為愛赴湯蹈火。談及影片，鄧恩熙表示：「我和

季紅的生活有一定距離，我很心疼她，但我希望

我在這部電影裡能成為她。」

據悉，王硯輝與鄧恩熙在片中會有大量的對

手戲，二人將聯手演繹為愛跨境追兇及彼此的心

理成長與家庭困境。

電影《怒江》由導演賈樟柯監製，劉娟執導

，王硯輝鄧恩熙主演，鳳凰傳奇影業、廈門青果

文化出品，廈門薯片影業、上海暖流文化、歡娛

（天津）傳媒聯合出品，廈門薯片影業、廈門青

果文化承制，歡娛（天津）傳媒聯合承制。

賈樟柯監製《怒江》開機
王硯輝鄧恩熙實力演繹跨境追兇

日前，由導演賈樟柯監製的電影《怒江》在雲南騰衝舉行了開機儀式，導演
兼編劇劉娟，總製片人蔣浩，主演王硯輝、鄧恩熙等一眾主創悉數亮相。《怒江
》曾於2021年金雞電影創投大會拿下兩項大獎，故事以一場撲朔迷離的跨境追
兇為核心事件，兩個主人公之間的情感關係極具張力，備受業界期待。

王寶強《八角籠中》
熱血格鬥照亮成長道路

由徐曉陸執導、瘦亮亮編劇，

孫飛翔、郭蓉、管金麟、李卓揚、

譚藝恆、申容澤、劉曉龍、袁亞輝

、徐門子、章亮、李劍雲、王蘋果

、汪曉璐、朱勇傾力主演的青春系

驚悚電影《迷失1231》即將於4月

15日全國公映！「三點一線」的日

常不斷循環，詭異驚懼倒流迴轉，

開啟幽閉空間圈禁式驚魂恐懼！

電影《迷失 1231》講述了一

日無限循環，詭譎驚嚇來回翻湧

的恐怖故事。明明十分平常的一

天卻引發出一系列光怪陸離的離

奇事件，已經無數次經歷過的一

天，在明知真相的情況下卻還是

難以揪出背後真兇。幽暗街燈下

的小巷，小丑詭面隨處閃現，跟

蹤着鎖定目標靜待開始勾魂奪命

行動。在短短一天內經歷了無數

驚嚇的杜揚羽在小丑詭面的悄然掌

控下，闖入廢舊倉庫，從而落入生

死陷阱，於窒息絕望中靜待「凌遲

」，卻一次次遭遇着比詭異更詭異

、比恐怖更為恐怖的事件，最終能

否逃出升天，逃離魔掌，皆為未

知。影片總能在事態的變化中出其

不意攻人不備，跨年卻無法跨越，

循環的一天情節卻變幻莫測，應接

不暇的死亡後又無止盡的復生，重

重奇特設定的融合與發酵之下，綻

放「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驚悚火

花！

《迷失1231》4月15日上映
啟動一日循環的多維驚悚

BB77影視娛樂
星期日       2022年4月3日       Sunday, April 3, 2022



台灣留學生於德州糖城國際藝術節台灣留學生於德州糖城國際藝術節
推廣推廣 「「留學到台灣留學到台灣」」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亞裔商會將於休士頓亞裔商會將於44月月1818日舉行高爾夫錦標賽日舉行高爾夫錦標賽，，此此
項活動是由亞裔商會和亞商基金會舉辦項活動是由亞裔商會和亞商基金會舉辦，，目的是會員聯誼並支持透過目的是會員聯誼並支持透過
基金會辦理的對亞裔的教育項目及獎學金計劃基金會辦理的對亞裔的教育項目及獎學金計劃。。

高爾夫錦標賽的地點在高爾夫錦標賽的地點在Black Horse Golf Club (Black Horse Golf Club (1220512205 Fry Road,Fry Road,
Cypress, TXCypress, TX7743377433))，，將於早上將於早上88時開始時開始，，中午舉行餐宴並頒發獎項中午舉行餐宴並頒發獎項。。
一般費用為個人一般費用為個人$$180180，，四人組隊四人組隊$$600600。。除了球賽除了球賽，，費用包括早餐費用包括早餐、、午午
餐餐、、球場上飲料球場上飲料、、禮品袋禮品袋、、以及午餐時頒發的獎品獎項以及午餐時頒發的獎品獎項。。

另有不同的贊助級別另有不同的贊助級別，，金額分為金額分為$$1010,,000000(Presenting)(Presenting)、、$$55,,000000
((1919th Hole or Printing/Media Sponsor)th Hole or Printing/Media Sponsor)、、$$33,,500500(Golf Towel Sponsor)(Golf Towel Sponsor)
、、$$22,,500500(Golf Cart or Golf Ball or Beverage Cart or Divot Sponsor)(Golf Cart or Golf Ball or Beverage Cart or Divot Sponsor)、、
$$11,,500500(Gift Bag Sponsor)(Gift Bag Sponsor)、、$$11,,000000(Hole or Beverage Station Spon(Hole or Beverage Station Spon--
sor)sor)。。以上不同贊助金額各有不同對應的參賽組隊人數以上不同贊助金額各有不同對應的參賽組隊人數、、餐會發言時間餐會發言時間
、、及公司標識及商標在場地及禮品袋等露出機會及公司標識及商標在場地及禮品袋等露出機會。。

欲知更多詳情或報名參加或贊助支持本活動的個人及公司企業欲知更多詳情或報名參加或贊助支持本活動的個人及公司企業，，
請 連 絡 亞 裔 商 會請 連 絡 亞 裔 商 會 contact@asianchamberfoundation.orgcontact@asianchamberfoundation.org 或 致 電或 致 電
713713--782782--72227222
如果不能到場參加錦標賽如果不能到場參加錦標賽，，也可以捐款方式支持此針對亞裔教育項目也可以捐款方式支持此針對亞裔教育項目
及獎學金計劃的活動及獎學金計劃的活動。。

休士頓亞裔商會將於休士頓亞裔商會將於
44月月1818日舉行高爾夫球錦標賽日舉行高爾夫球錦標賽

（（本報訊本報訊））美南地區第一所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美南地區第一所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33月月
2323日在德州日在德州El pasoEl paso正式揭牌正式揭牌，，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
偕同海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吳明穎偕同海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吳明穎、、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副處長王韋龍化辦事處副處長王韋龍、、休士頓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休士頓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
主任黃依莉以視訊方式自休士頓遙送祝福主任黃依莉以視訊方式自休士頓遙送祝福。。他感謝艾華中他感謝艾華中
文學校校長祁沁萍及德州大學艾爾巴索分校語文部主任文學校校長祁沁萍及德州大學艾爾巴索分校語文部主任
Hector Gonzo GonzalesHector Gonzo Gonzales合力促成設置合力促成設置，，共同為臺灣優質共同為臺灣優質
成人華語文教學在當地奠基成人華語文教學在當地奠基。。

童振源致詞時表示童振源致詞時表示，，El PasoEl Paso華語教學資源不多華語教學資源不多
，，艾華中文學校卻能排除萬難艾華中文學校卻能排除萬難，，設置美南地區第一設置美南地區第一
所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所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對於祁校長對臺灣的支持對於祁校長對臺灣的支持
及推廣正體華語的熱情令人感佩及推廣正體華語的熱情令人感佩，，並代表政府表達並代表政府表達
感激之意感激之意。。他也期盼學習中心的設立能讓更多的美他也期盼學習中心的設立能讓更多的美
國朋友學習華語國朋友學習華語，，同時有機會認識臺灣文化同時有機會認識臺灣文化。。他希他希
望學習中心成為臺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據點望學習中心成為臺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據點，，協助在協助在
地多元族裔認識具有臺灣特色的華語文教學地多元族裔認識具有臺灣特色的華語文教學。。
祁沁萍表示自己在海外深耕華文教育祁沁萍表示自己在海外深耕華文教育2222年年，，長期長期

以來堅持推廣正體字及傳統文化以來堅持推廣正體字及傳統文化，，以教育海外華裔以教育海外華裔
子弟了解及認同臺灣為宗旨子弟了解及認同臺灣為宗旨。。感謝僑委會不間斷提感謝僑委會不間斷提
供華語文教材與教具等資源及相關協助供華語文教材與教具等資源及相關協助，，希望透過希望透過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的設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的設立，，帶動當地社區學習華語文的帶動當地社區學習華語文的
熱潮熱潮。。

El PasoEl Paso 地處美墨邊界地處美墨邊界，，臺灣廠商超過臺灣廠商超過1010家家，，當地員當地員
工對華語學習有需求工對華語學習有需求。。艾華中文學校做為當地唯一教授正艾華中文學校做為當地唯一教授正
體華語的中文學校體華語的中文學校，，責無旁貸的肩負起推廣成人華語課程責無旁貸的肩負起推廣成人華語課程
的責任的責任。。為擴大宣傳效益為擴大宣傳效益，，艾華中文學校臺灣華語文學習艾華中文學校臺灣華語文學習
中心已經設置中心已經設置Instagram(@elpaso_aihwa)Instagram(@elpaso_aihwa)及及Twitter(@ElTwitter(@El--
Paso_AiHwa)Paso_AiHwa)等粉絲專頁等粉絲專頁，，歡迎大家上線瀏覽留言歡迎大家上線瀏覽留言。。

美南第一所臺灣華語中心揭牌美南第一所臺灣華語中心揭牌童振源視訊祝賀童振源視訊祝賀

（本報訊）隨著Covid-19疫情逐步獲得控制，美國德州糖
城(Sugar Land, Texas)市政府在停辦2年大型活動之後，今(2022)
年3月26日於布拉佐斯河岸公園(The Brazos River Park)重啟辦理
國際風箏藝術節(International Arts & Kite Festival)，吸引地區民眾
扶老攜幼倘佯於自然與樂活的氛圍中。

該國際藝術節內容，包括：代表不同國家的攤位(country
booths)，介紹世界各國風俗民情及地方特色、文化與美食；由當
地各組織單位帶來各式精彩舞蹈表演、深受大小朋友歡迎的臉部

彩繪、高人一等的踩高蹺彩裝精靈穿梭於
會場與民眾合影、各式各色造型的專業風
箏競技以及各式大型遊樂設施等，活動豐
富多元。

受邀代表台灣出席該項活動的駐休士頓
辦事處教育組，與貝勒醫學院 (Bayor Col-
lege of Medicine)及德州大學MD安德森癌
症中心生物醫學研究所(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UT Health 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2 校的臺灣學
生會代表共同佈置 「留學到台灣」(Study
in Taiwan)攤位，展示包括到臺灣攻讀學位
的臺灣獎學金(Taiwan Scholarship)、進行華
語研習的華語文獎學金(Huayu Enrichment
Scholarship)、到臺灣擔任英文教師 (Tai-
wan Foreign English Teacher Program)的資
訊以及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等各項文宣；此
外準備具懷舊風的台灣夜市彈珠枱遊戲，

成功吸引大人小孩熱烈參與；另有國家圖書
館的山水畫及蘇東坡畫像印章拓印，搭配文
房四寶，讓前來參觀的民眾領略台灣豐富的語言文化及傳統。

教育組組長楊淑雅偕組員鍾慧及林宜葳，在藝術節中推廣留
學到台灣，耐心說明各項獎學金的申請方式、華語能力測驗的考
試內涵，或是在休士頓地區的華語學習機構等。MD安德森癌症
中心生物醫學研究所台灣學生會會長洪紹喜及卓書賢同學、貝勒

醫學院台灣學生會前會長張庭及王意清則率領黃揚哲、楊劭苹、
吳怡萱等同學與前來展攤體驗遊戲的民眾熱情互動，並一同為台
灣攤位打卡，整體活動圓滿成功，宣傳效果極佳。

日期：2022年3月29日
發稿單位：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電子郵件：houston@mail.moe.gov.tw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與貝勒醫學院及德州大學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與貝勒醫學院及德州大學MDMD安德森癌症中心生物醫學研究安德森癌症中心生物醫學研究
所所22校的臺灣學生會代表共同佈置校的臺灣學生會代表共同佈置 「「留學到台灣留學到台灣」」 攤位攤位

「「留學到台灣留學到台灣」」 攤位成功吸引眾多民眾前來參觀互動攤位成功吸引眾多民眾前來參觀互動

童振源以視訊和祁沁萍進行線上揭牌童振源以視訊和祁沁萍進行線上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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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退休生活就該過的無憂無慮退休生活就該過的無憂無慮
Brookdale Memorial CityBrookdale Memorial City社區社區 讓長者開心讓長者開心

(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華裔朋友在
美國奮鬥多年，當年紀輕時為生活與事
業打拼，忙進忙出，總希望能有多一些
自己的時間；而一旦真的退休後，時間
多了許多，又該如何規劃呢？其實，退
休是新生活方式的開始，有更多自己可
以掌控的時間，那些想做卻沒做的事、
想去卻沒去的地方、想聚卻沒時間聚的
朋友、想學卻沒空閒學的愛好，現在都
可以一一實現。而一些懂得生活的長輩
，還會考慮搬到退休社區，不用打理諾
大的家，也不用操心三餐，有各種活動
安排讓自己愜意的生活，同時，還有專
業團隊隨時待命，不用擔心萬一身體出

狀況怎辦。這樣，退休便是另一段黃金
生活的開始。

Brookdale是全美最大的老年生活公
司 (America’s largest senior living com-
pany)，共有675+個退休社區，以為長者
們創造優質生活而著名。在休斯頓也有
十九個社區，其中，距離中國城最近的
是Brookdale Memorial City，地理位置超
優越，近十號與八號公路，交通方便，
卻又鬧中取靜，目前已經有一些華裔住
戶。

搬來Brookdale是為了讓自己更幸
福

一位 Brookdale Memorial City 華裔

住戶蔡淑英女士表示，自己是在看過多
個退休社區之後，經深思熟慮，而選擇
Brookdale Memorial City，這裡的生活機
能好，制度健全，附近還有大華九九、
Mall、餐館、醫院，距離中國城和自己
原來的家也不遠，退休後不想再打理太
大的空間，Brookdale Memorial City能提
供所有自己的生活所需，更有非常多的
活動可以參加。從搬來之後，生活得很
滿意，調整了生活空間後，也讓退休後
的自己更省心省力。

每週 七天提供交通服務
Brookdale Memorial City是屬於In-

dependent living的社區，也可以依住戶

的需要選擇額外的治療服務或是護理。
這裡所做的一切都以居民的需求為中心
，每週 7 天都提供交通服務，接送居民
去購物、看醫生、教會、銀行等等。同
時，居民如果有任何建議，有暢通的交
流管道，住戶每週都能得到答案。

餐廳級的伙食
充實的生活少不了美食，Brookdale

Memorial City的三餐頗受居民肯定，住
戶可到餐廳點餐，有前菜、主菜與點心
，也可以叫到自己的房間用餐。專業烹
飪團隊與營養師提供健康、又吃得舒服
的不同菜樣選擇，菜單每週更換一次，
最大重點是新鮮與美味。

安全措施
Brookdale知道安心對於社區居民及

其家人來說至為重要，所以將安全放在
首位。社區有員工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
時隨時待命，隨時收到緊急警報。社區
提供安全功能，例如： 24小時保安系統
、每日簽到系統、每個房間的緊急警報
等。

讓居民更方便的設施
Brookdale社區提供大量現代化的方

便設施，讓住戶有更多的便利、同時又
減少操心，這樣住戶就可以充分利用自
己的空閒與時間，讓居民的生活更輕鬆
的便利設施包括：圖書館、電腦室、寵
物友好、雜貨店、診所、美容院/理髮店

、交通服務、禮賓服務、治療室(Thera-
py Room)等。

娛樂與活動
退休後時間比以往充裕許多，更應

妥善規畫，Brookdale社區提供多樣的娛
樂設施、以及每天不同的活動，讓住戶
能享有更加活躍的退休生活，並與鄰居
互動。娛樂設施包括：遊戲室、健身中
心、工藝與美術室、撞球、圖書館、劇
院、步道、游泳池等等。

社區裡有12個不同主題的庭院和花
園，讓住戶與朋友們一起聊天或是聚會
。也有酒吧、運動台、教堂、客廳、自
然採光的陽光房、園景門廊和露台等，
社交空間頗足。

有些居民喜歡烘培麵包糕點，想學
如何製作新的點心；有些住戶喜歡討論
經典小說、或最新的暢銷書。 無論點燃
您的熱情何在，社區裡都提供了不同時
段與場所，讓居民的生活更有趣，從烹
飪班、教育工作坊、到運動課和讀書俱
樂部，住戶有多種趣味的活動可以選擇
。

對 Brookdale Memorial City 有興趣
了解更多，或是參觀社區品嘗餐飲，歡
迎 聯 絡 李 小 姐 （Katie Li）:
713-253-6772。地址: 11900 Barryknoll
Lane, Houston, TX 7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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