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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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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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鷹標德國風油精系列鷹標德國風油精系列
經典品牌品質保證經典品牌品質保證﹐﹐世代信賴暢銷全球世代信賴暢銷全球

運用運用:: 緩解疼痛緩解疼痛﹑﹑防蚊驅蟲防蚊驅蟲﹑﹑肌肉或關肌肉或關
節疼痛節疼痛﹑﹑背痛背痛﹑﹑關節炎關節炎﹑﹑扭傷扭傷﹑﹑瘀傷瘀傷﹑﹑頭頭
暈暈﹑﹑暈車暈車﹑﹑頭痛頭痛﹑﹑肚子痛等肚子痛等﹐﹐可提神醒可提神醒
腦腦﹑﹑活血祛寒活血祛寒
德州各商店德州各商店﹑﹑亞馬遜網站均可購買亞馬遜網站均可購買



休斯敦國際區法式越南快餐店開業典禮休斯敦國際區法式越南快餐店開業典禮
李蔚華區長出席剪彩李蔚華區長出席剪彩

【美南新聞David Gu、泉深】休斯敦法式越南快餐店（ Baguette & Tea
) 開業典禮於2022年4月14日在國際區商貿中心營業廳（1182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舉行，休斯敦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德克薩斯州眾
議員Hubert Vo、休斯敦市議員Tiffany Thomas 出席剪彩儀式。

李區長指出，休斯敦國際區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區，亞裔新移民越來越多，是休斯敦發展速度最快的社區，亞裔在這裡經商從業，對這裡
的經濟發展佔有重要的地位。隨著新冠疫苗的接種，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越來越少，休斯敦的飲食文化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顧客越來越多地在餐
館就餐。餐飲業服務業的門面在國際區也越來越多，每月都有新的餐飲店開張營業，這一方面促進國際區經濟的發展，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同時
也增加了就業機會。他說業主是年輕漂亮的越裔美國人，有勇氣、有能力開創自已的飲食產業，是年輕人學習的榜樣，值得慶賀！希望Baguette &
Tea 生意興隆，越辦越好。

法式越南快餐店創始人Sherry K Ngo 說到，她畢業於休斯敦大學生物系，對飲食文化產
生濃厚的興趣，在 B & T Buffet餐廳工作多年，
但一直夢想有屬於自己的餐廳。經過幾年的努力
，終於在自己的社區創立了屬於自己的餐廳。
據Sherry 介紹，Baguette & Tea 提供法式越南

三明治，有牛肉類、五花肉類和雞肉類三明治，
其內均包括醃製胡蘿蔔、蘿蔔、黃瓜、墨西哥辣
椒、香菜、洋蔥和青菜。餐廳也提供越南牛肉粉
、冷切五花肉粉、肉餅、豬肉切片、牛肉切片、
叉燒肉、肉丸、長鰭金槍魚等。
特別飲品包括冰黑咖啡、牛奶咖啡、波霸奶茶

、波霸泰國茶等。
休斯敦國際區區長李蔚華為Baguette & Tea 贈

送歡迎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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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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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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實力堅強實力堅強!! 米勒女士米勒女士(Alexandra Mealer)(Alexandra Mealer)競選縣法官競選縣法官
尋求共和黨人支持尋求共和黨人支持，，將於將於55月月2424日日RunoffRunoff

(本報休斯頓報導) 於3月初Primary
選舉揭曉，在 9 位競選哈里斯縣法官
(Harris County Judge)的共和黨人中得票
最高的是米勒女士(Alexandra del Moral
Mealer)，她將在5月24日與得票第二高
的 Vidal Martinez 有 runoff。米勒女士得
到許多共和黨政治領袖與民眾的大力支
持，有許多政界名流也為她背書，希望
她能勝選，在哈里斯縣法官中大展英才
，修復司法系統，打擊犯罪，提升民眾
生活品質。

米勒女士認為政府的職責是維護一
個安全可靠的社區，提供良好的公共基
礎設施，讓所有民眾安居樂業。 然而，
她認為目前的哈里斯縣法官並不稱職，
管理不善，犯罪層出不窮，因而出來參
選法官。如果她能贏得5月24日共和黨
的runoff，就有機會於年底的選舉中與民
主黨的候選人競選哈里斯縣法官。

美金榜負責人何甌老師表示: 米勒女
士看到哈里斯縣在民主黨人Lina Hidalgo
的管理下一塌糊塗，犯罪率增加，居民
沒有安全感。因此，她決定放棄在石油
公司的優越工作，來參選哈里斯縣法官
。米勒女士為了競選，犧牲了自己的事
業和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我佩服她的
勇氣和擔當，決定投票給她。

前哈里斯縣的區長(Former 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 Steve Radack表示
: 米勒女士是縣法官的最佳共和黨候選人
，她將成為哈里斯縣的堅強領導者，就
像她在軍隊服役時為美國所做的貢獻一

般。哈里斯縣需要一位真正的領導者，
她將積極為哈里斯縣的守法公民而戰!

前哈里斯縣法官喬恩•林賽(Former
Harris County Judge Jon Lindsay) 表 示 :
“擔任哈里斯縣的縣法官是一項複雜而
艱鉅的工作。我深深的了解，因為，我
從事那份工作已經二十年了。米勒女士
擁有解決許多縣問題的能力和經驗，包
括日益嚴重的犯罪問題，我們需要這位
才華洋溢的新領導人擔任大家的縣法官
。”

前共和黨哈里斯縣刑事法院 #8 法
官，傑伊•卡拉漢(Former Republican
Harris County Criminal Court at Law #8
Judge, Jay Karahan)則說明: “看到哈里斯
縣的刑事司法系統讓民眾失望，這令我
心碎，縣的資金不足、管理不善，犯罪
層出不窮，除非有勇氣的人站出來，化
解這個危機，否則情況會變得更糟。米
勒女士具備有作為縣法官的專業知識、
精力和決心，能修復破碎的刑事司法系
統，我支持她！”

Council Member Thomas Schoenbein
(City of Pasadena, District H)表示: “米勒
女士作為一名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展示
了她在軍隊服役期間在最危險、和最具
挑戰性的情況下能進行溝通、訓練和領
導的能力。她也獲得了哈佛商業金融學
位，這讓她準備好解決我們現任哈里斯
縣法官的財務管理不善問題。米勒女士
是一位久經考驗的戰士，並願意為我們
的社會做出貢獻。我支持米勒女士成為

下一任共和黨哈里斯縣法官。”
Clear Creek ISD董事Scott Bowen認

為，米勒女士是一個有遠見、有作為的
人，身為保守的共和黨人，有著出色的
背景與經驗。 她擁有領導者的才能，在
壓力下尤為冷靜，請和我一起投票給她!

HISD 董 事 (District VII) Bridget
Wade也支持米勒女士，他說:“我很高
興支持米勒女士擔任縣法官，她致力於
打擊社區的犯罪活動，並支持防洪項目
，這將改善哈里斯縣的生活質量。”

休斯頓市 Council Member (District
A) Amy Peck表示: “我很高興支持米勒
女士，我們是多麼幸運，在這場競選中
有一位如此強大、聰明、有能力、和堅
定的領導者。米勒女士有著我們所珍視
的品德，她正直、有紀律、有責任感，
感謝米勒女士為哈里斯縣參選！”

關於米勒女士(Alexandra del Mor-
al Mealer)

米勒女士目前住在休斯頓Heights，
是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為第二代西班
牙裔的美國人。她是一名退伍軍人，也
是哈佛法學博士與工商管理碩士(JD/
MBA )。在美國陸軍服役之後，米勒女
士和家人搬到休斯頓，為了尋求更好的
機會與生活品質。

米勒女士的祖父與外祖父都曾在美
國軍隊服務，遵循家中的光榮傳統，在
美國遭受 9/11 恐怖襲擊後，她決定就讀
西點軍校的美國軍事學院。畢業之後，
米勒女士擔任爆炸物處理官（陸軍炸彈
小組）。 通過在戰鬥中領導士兵的經驗
，米勒女士展示了在處理危機時期領導
所需具備的多種技能。

退役後，米勒女士又畢業於哈佛商

學院和哈佛法學院，然後來到休斯頓，
從事於能源金融工作，擔任併購和資本
市場的戰略顧問，負責執行價值數十億
美元的交易。

米勒女士網站https://alexandrameal-
er.com/

活動訊息
一、 米勒女士將於四月19日(週二)

接受美南電視專訪，並於當晚七點播出
，歡迎民眾屆時觀賞。

二、 四月30日(週六) 上午十點至十
一點，美金榜負責人何甌老師將為米勒
女士組織一個見面會，讓米勒女士與亞
裔選民面對面接觸，並回答問題，歡迎
有興趣的民眾參加。連絡電話: (281)
797-5614。地址在Katy亞洲城，美金榜
辦公室(23119 Colonial Pkwy #A1 Katy
TX 77449 )

歡迎台灣機器人團隊前來休士頓歡迎台灣機器人團隊前來休士頓
參加世界機器人錦標總決賽參加世界機器人錦標總決賽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20222022年年44月月1212日日，，星期二星期二，，國國
會議員艾爾格林發表了以下聲會議員艾爾格林發表了以下聲
明明：：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國會議員艾爾格林 AlAl--
GreenGreen說說，，隨著報稅的最後期隨著報稅的最後期
限臨近限臨近，，重要的是要確保符合重要的是要確保符合
條件的報稅人了解他們可用的條件的報稅人了解他們可用的
資源和激勵措施資源和激勵措施，，這樣他們就這樣他們就
不會把本來可以用來養家糊口不會把本來可以用來養家糊口
的錢用於報稅的錢用於報稅。。20182018年年，，26502650
萬個收入低於萬個收入低於5757,,414414美元的家美元的家

庭僅通過提交納稅申報表就從庭僅通過提交納稅申報表就從
所得稅抵免所得稅抵免(EITC)(EITC)中獲得了總中獲得了總
計計649649億美元億美元。。

僅在德克薩斯州僅在德克薩斯州，，今年的今年的
兒童稅收抵免兒童稅收抵免(CTC)(CTC)估計將使估計將使
超過超過300300萬個擁有超過萬個擁有超過600600萬萬
兒童的家庭受益兒童的家庭受益。。EITCEITC、、CTCCTC
、、恢復回扣信貸以及兒童和家恢復回扣信貸以及兒童和家
屬護理信貸都是符合條件的低屬護理信貸都是符合條件的低
收入家庭的額外收入來源收入家庭的額外收入來源。。我我
希望家庭將繼續利用這些可退希望家庭將繼續利用這些可退
還的稅收抵免還的稅收抵免，，這些抵免旨在這些抵免旨在

將急需的資金投入家庭並減輕將急需的資金投入家庭並減輕
困難困難。”。”

國會議員總結說國會議員總結說，，隨著我隨著我
們繼續努力擺脫新冠病毒大流們繼續努力擺脫新冠病毒大流
行並面臨不斷增加的生活成本行並面臨不斷增加的生活成本
，，我很高興能夠與休斯頓市和我很高興能夠與休斯頓市和
貝克里普利社區開發商貝克里普利社區開發商(Baker(Baker--
Ripley Community DevelopRipley Community Develop--
ers)ers)合作合作，，繼續更好地為我們繼續更好地為我們
的社區及為我的選區和大休斯的社區及為我的選區和大休斯
頓地區服務頓地區服務。。我感謝他們參與我感謝他們參與
此次活動此次活動，，並期待進一步在未並期待進一步在未

來的繼續合作來的繼續合作。。
有關所有可用稅收抵免申有關所有可用稅收抵免申

報選項的更多信息報選項的更多信息，，請參見個請參見個
人信用和扣除的網站人信用和扣除的網站，，您的您的
20212021年納稅申報表年納稅申報表：：核對兒童核對兒童
稅收抵免付款稅收抵免付款，，https://www.https://www.
irs.gov/credits-deducirs.gov/credits-deduc--
tions-for-individualstions-for-individuals，， CreditsCredits
& Deductions for Individuals |& Deductions for Individuals |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gov)gov)。。

圖為休士頓建中校友會會長賴清陽圖為休士頓建中校友會會長賴清陽（（中中 ））與其夫人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與其夫人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右三右三 ））與與
校友會成員共同提供服務校友會成員共同提供服務，，為中華民國菁英代表隊加油打氣為中華民國菁英代表隊加油打氣。。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幫助許多低收入家庭減稅高達6,728美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支由台灣派出的機器人團隊代表
隊，包括：高雄中正高工、台南南科實中、台北建國中學及台北
美國學校（TAS)所組成約100人的代表團，將參加4月20日至4
月23日，在休士頓喬治·布朗會議中心舉辦的 「2020FRC 世界機
器人錦標總決賽」。

今年共有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國）336個隊伍參加休士
頓的決賽。大會分別在六個場地舉行比賽，每一個場地的第一名
組合（包括三個robotic teams )再參加最後的總決賽，爭取（世
界 ）冠軍。

4月23日休士頓建中校友會會長賴清陽律師將率領校友們出
席賽場，一起為他們加油打氣，全力協助！ 建中強棒出擊，旗
開得勝，得到冠軍寶座，為國爭光。

這次來美國比賽的台灣三個隊伍，比賽場地全都沒有在一起
。另外南科實中，高雄中正高工，負責接待的單位，可能要知道

去那一個division 幫忙、加油。
(又訊 ）最新消息：賴清陽、李迎霞、羅秀娟、黃泰生、王

秀姿、宓麥蘭等六人坐蔡茂禮的禮車去機場接機，再去旅館歡迎
Pizza Night 和建國中學代表隊，互相討論（4月19日～4月23日
）的行程安排，集思廣益，共同努力，完成重任，為國爭光！

臺北建國中學機研校隊成立於2019 年，主攻之FRC 機器人
競賽。FRC (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是全球最知名，難度
與等級最高的機器人競賽。今年三月建中機研校隊才剛獲得首屆
臺灣區FRC大賽工程啟發獎，並且已經取得了四月份世界總決
賽參賽資格，此行由臺北市建國高中家長會會長兼指導教練施佩
佩、機研校隊後援會會長林詩鈴等帶領32名學生到美國。他們
希望透過這次Sacramento區域賽磨練實戰經驗，為總決賽預作準
備。

3月20日建中機研校隊在東灣Newark舉行記者會與僑界商

會見面交流，學生有機會與當地企業主或相關領域專業人士互動
對話，為學生開啟另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口。機研校隊也精心準備
簡報為僑團說明該社團組織與目標。FRC表面上是機器人比賽
，其實它是對高中學生創意、研發、工程和商業管理等各項技能
的全方位的考驗，能夠在專業知識上整合能力，多多學習成，為
跨領域的領導人才。

金山灣區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
會前秘書長游淑華、北加州臺灣工商會前會長黃大厚等等皆出席
，並給予學生鼓勵支持加油打氣。

施佩佩表示，希望臺灣的年輕學子，他們更要有國際觀更能
跟國際接軌，而且也要有遠見、要有制度、有系統的方式，把他
們自己的工作能力培育起來。

機研校隊也現場展示機器人的功能，並且實際演練操作，獲
得在場嘉賓一致讚賞與掌聲。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GreenAlGreen說說，，隨著報稅的最後期限臨近隨著報稅的最後期限臨近，，格格
林國會議員幫助許多低收入家庭減稅高達林國會議員幫助許多低收入家庭減稅高達66,,728728美元美元

由賴清陽會長由賴清陽會長（（右三右三））李迎霞李迎霞（（左三左三））夫婦率領的休士頓建中校友會團隊夫婦率領的休士頓建中校友會團隊（（左起左起））張張
建義建義、、吳而立吳而立、、黃泰生等人希望建中校友黃泰生等人希望建中校友，，在世界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在世界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更期待休更期待休
士頓僑胞帶著孩子一起來參加此能增進更多新知識與技能培訓的活動士頓僑胞帶著孩子一起來參加此能增進更多新知識與技能培訓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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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啟筆之初，
需要說明一下
： 大多數讀者

對文題中的馬克龍，當然是
有所認識，他就是現任法國
總統馬克龍。至於另一位名

叫勒龐的，就是跟他競逐下屆法國總統對手的女將勒龐！
法國總統大選首輪投票己在四月十日登場，中間派的現任總統

馬克龍贏得百分之二十七點八五的選票，僅以約百分之四的微小差
距，險勝極右派候選人勒龐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一五。這是繼二○一
七年上次選舉之後，兩人第二次殺入第二輪決賽。

馬克龍雖說在五年前以百分之六十六對百分之三十四的巨大優
勢擊敗女將勒龐，成為法國歷史上最年輕的、也最為俊朗的帥氣哥
哥法國總統。不過時移世易，今個二零二二年與二○一七年相比，
兩者變化己是大大不同。今時今日的勒龐，與馬克龍的民調差距，
經已是大幅縮小。代表着法國極右派的勒龐的支持率，已是急起直
追，目前兩者相距，僅足咫尺之間，這顯示身為歐洲中心的法國，

正走向極端的道路上，若是女將勝出，對西方民主世界來說，恐怕
是一記毀滅性打擊。路透社形容，四月二十四日的法國總統決賽，
將是法國的親歐洲經濟自由主義，與極右派民族主義的一大對決。

勒龐受益於法國人民對物價飆漲、安全和移民的普遍不滿。她
與歐盟堅定擁護者馬克龍相反，主張限制移民和外國人的權利，禁
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場所戴面紗，同時保護法國工業，拒絕服從她
認為有損法國利益的歐盟法規。

近年來，歐洲國家的極右翼政黨存在感越來越高，主要原因是
歐洲國家受內外衝擊越來越大，民眾求變心理、對主流政治的不滿
愈發強烈，而主流政治又拿不出更好的解決方案。所以一些帶有極
端色彩、尋求簡單邏輯的方案越來越受民眾歡迎，這是極右翼政黨
不斷發展壯大的本質民意和社會基礎。

不過根據歐洲《經濟學人》預測，馬克龍仍有較大機會連任，
但是更嚴峻的問題是法國社會瀰漫着緊張與叛逆的氛圍，馬克龍必
須竭力拉攏失望的中間偏右與偏左選民，才可以出奇制勝。

從法國傳統兩大黨的表現可見一斑。之前的右派共和黨候選人
佩克雷斯和現為巴黎市長的社會黨候選人伊達戈對決之役，兩人獲

得的選票不及百分之五的門檻，連選舉費用都拿不到。
左派選民將是決戰的關鍵。未能進入決賽的左派總統候選人紛

紛呼籲選民投給馬克龍，以抵制勒龐進入愛麗舍宮，包含社會黨伊
達戈、綠黨雅多與共產黨魯塞爾。其中呼聲最高、以百分之二十二
選票拿下第三名的極左派候選人梅朗雄，雖無表態支持馬克龍，卻
堅決反對勒龐。

愛麗舍宮保衛戰會否出現逆轉？法國民調機構IFOP的調查預
測，馬克龍將在最終選戰，以百分之五十一的得票率擊敗勒龐的百
分之四十九，這代表任一方的勝選都落於誤差範圍之中。加上首輪
投票的棄票率為百分之二十六點三一。這麼高的棄票率可能影響選
舉結果。難言必勝

剩下的時間，馬克龍需要補短板。他之前承認因俄烏衝突，對
第一輪選舉的投入過少。但現在看來，法國在俄烏衝突上並未發揮
太大作用，這是一個比較尷尬的處境，也成了勒龐批評他的原因之
一。對馬克龍而言，他對外需要應對俄烏衝突，對內需要應對民眾
不滿，如何在第二輪選舉前說服那些質疑其內外政策的選民，是其
最急切的任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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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前 中 共
駐美大使秦
剛出席飛虎

隊 80 週年紀念展時，他身
上穿上“飛虎隊”飛行夾克
，但夾克的背面，卻沒有中
華民國國旗。為此，台灣的
國民黨人仕，批評秦剛明顯
違背史實，並呼籲他應尊重
中國史實，才是紀念“飛虎
隊”的最佳方式。

事緣秦剛4月9日出席在維吉尼亞
州舉辦的“飛虎隊80週年紀念圖片展
”，並發表相關談話。稍後中國國民
黨文傳會副主委兼黨史館主任林家興
對此表示，“飛虎隊”不只是中華民

國抗戰歷史中
輝煌而不可忽
視的重要部分
，同時也是中

華民國與美國戰時邦誼的不朽見證。
林家興強調，作為領導抗戰及邀

請“飛虎隊”來華助戰的政黨，國民
黨一向珍視這段歷史，堅持捍衛真相
。 “飛虎隊”全名為“中華民國空軍
美籍志願大隊”，於民國 30（1941）
年8月成立，最早是由美軍以個人、以
民間的身份協助中華民國對日作戰，
並由總統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邀請
來華的陳納德將軍，負責飛機員的訓
練和作戰指揮。

他指出，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在蔣中正（蔣介石）委員長的領導
與盟軍的支持下，中華民國終於贏得
八年抗戰的勝利，同時也獲得國際友
人的尊敬，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在這

其中，“飛虎隊”不只締造了輝煌戰
績、寫下光榮歷史，成為美國空軍史
上的傳奇之一，同時也強化了中華民
國與美國的友誼。

“過去在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期”
，他說，曾兩次邀請“飛虎隊”後人
來台，就是希望傳達對這段戰時邦誼
的感念和重視。

林家興強調，無論是從蔣委員長
領導抗戰、蔣宋美齡女士促成“飛虎
隊”建軍的史實，還是過去一段時間
以來對於這段歷史的重視、保存和紀
念，中華民國無疑都是當之無愧的歷
史主角、繼承者和捍衛者。

他說，去年八月在國民黨主席江
啟臣任內，國民黨於中央黨部舉辦
“虎擊長空 萬里雄風：紀念飛虎隊成
立八十週年暨中美合作抵抗侵略紀念
”特展並續展至今，就是在紀念這段
與國際友人共同合作、並肩捍衛民主

自由的光輝歷史。
林家興指出，中共駐美大使秦剛

穿上“飛虎隊”夾克出席“飛虎隊”
活動，不過夾克背面卻沒有中華民國
國旗，明顯違背史實。而在提到“中
美並肩作戰”時，卻對於當時是誰領
導抗戰和指揮“飛虎隊”作戰隻字不
提，反映出對於這段歷史工具性的使
用和片面詮釋時的論述薄弱和心虛彆
扭，也難怪美國官方和民間反應相當
冷淡。

“我國空軍部分機隊沿用過去
‘飛虎隊’的隊徽”，他說，去年空
軍司令部也曾舉行“飛虎 80 週年文
物特展開幕典禮暨導覽”，並邀請美
方人員講述飛虎隊事蹟。

最後，他呼籲海內外各方，只有
正視中華民國和尊重歷史事實，才是
紀念“飛虎隊”、對老兵和其後人表
示敬意的最佳方式，任何忽視現實、

片面扭曲史實的詮釋，只會造成反效
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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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剛應重視歷史真相

NBA大熱倒灶 湖人出局
一向是 NBA 籃球聯賽的天
之驕子的洛杉磯湖人隊於今
年固然是 「三甲不入」，就

連季後賽也無緣，的是震驚球壇，因為它們擁有“三巨頭”，勒布
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安東尼‧戴維斯（Anthony Davis）
和威斯布魯克（Russell Westbrook）。在NBA本賽季初，它的奪冠
賠率高居第二，但剛剛常規賽結束後，他們最終排在西部第11位
，無緣季后賽，甚至連附加賽的資格都沒拿到。湖人高層大為震驚
，隨後立刻解雇了主帥沃格爾（Frank Vogel），成為“替罪羊”

接下來，“紫金軍”將何去何從？以他們目前的薪資結構，不
容樂觀。

執教湖人三個賽季，常規賽戰績為127勝98負，不算差，並帶
隊在2020年贏得了總冠軍。作為一名總冠軍教練，其帶隊能力無
疑是被認可的。

本賽季，湖人球隊內部亂象叢生，威斯布魯克在加盟後，始終
無法與隊伍融合，球隊的傷病又導致了首發陣容持續變動。 “三
巨頭”在一起打球的時間很少，磨合時間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NBA本賽季常規賽結束，洛杉磯湖人無緣季后賽，總冠軍教
練沃格爾（Frank Vogel）立馬被球隊解僱。

賽季初，球迷對湖人隊的期望很高，但結果令他們非常失
望，湖人管理層把沃帥拎出來當作“替罪羊”，並不令人感
到意外。在NBA聯盟的30支球隊中，湖人“主教練”算是

一個高危職位。且看在過去十個賽季裡，湖人已經更換了五位主教
練。而上一位能夠在湖人堅持四個賽季的主帥，還是傳奇教頭菲
爾·傑克遜（Phil Jackson）。考慮到湖人擁有著高流量、高關注度
、輝煌隊史以及全美頂級的籃球市場，他們要找一位主帥不會很困
難，但名帥是否願意接手這個“燙手山芋”——將賭注壓在已逐漸
年邁的主力陣容上，就很難講了。

NBA洛杉磯湖人隊“三巨頭”之一——33歲控球後衛威斯布
魯克，人稱“威少”也成為眾矢之的。想一下當一位拿著頂薪的超
級巨星在加盟一支剛得到總冠軍不久的球隊後，球隊成績直線滑落
到無緣季后賽，威少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在今次賽季總結的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提到了勒布朗‧詹姆
斯和另一位巨星“濃眉哥”戴維斯（Anthony Davis）時，威少立即
打斷了提問。顯然，威少完全沒有給另外兩位“巨頭”留面子。

其實威少一來湖人就不大順暢。有美國記者爆料，進入訓練營
第一天，威少和主帥沃格爾的執教理念就發生了衝突。沃格爾認為
，不論是誰搶下籃板後都能夠持球到前場；而威少則認為，必須將
球交給他，其他人跑位。

而在本賽季中，湖人隊的球權佔有率分別為：詹姆斯31.7%，
威斯布魯克26.4%，濃眉哥26.3%；威少場均觸球75.5次，是他自

2013-2014 賽季以來最少的一季。而他有效跳投命中率也只有
41.6%，在本賽季出手超過300次的球員中，排名倒數第二。

威少表示，自己很難適應這種配合別人，不按照自己思想打球
的方式，他做出了巨大犧牲，但並未換來隊友們的支持和理解，而
更遺憾的是，球隊也沒能贏球。

如今已經33歲的威少，能力確實在退化，競技狀態還不如37
歲的詹姆斯，自然拿不到球隊的最高球權。如果威少和詹姆斯分別
帶隊，那就需要他去打替補。曾經是MVP，薪水也標青，要他這
樣作戰，他自然不願打替補。下賽季，威少的年薪超過了4700萬
美元，外界普遍認為，他會執行球員選項留在湖人。那將是威少這
份高薪合同的最後一年。一旦跳出合同，試水自由市場，他很難再
拿到類似高薪。

至於湖人隊“三巨頭”之一——已經37歲的勒布朗在
下一賽季，估計會繼續為湖人而戰。他與湖人的合同將在

2022-23賽季結束後到期，他透露自己現在不會續約。為了追趕喬
丹——歷史第一人的地位，他留在湖人奪冠的可能性已不大。他有
可能會選擇離開，而他的老東家——騎士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湖人最終將做出怎樣的選擇，現在很難預料。從他們的選帥操
作中，也許能會看出一些端倪。湖人如果找來一位少帥或者一個相
對陌生面孔的人來執教，其陣容恐會發生巨變，拆散“三巨頭”，
甚至開啟新一輪重建，都不會讓人感到吃驚。 “紫金軍”將何去
何從？球迷挖目相看就是。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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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中國

天眼查App显示，近日，天津泡泡玛特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在销售过程中没有公

示奖品的获得概率和奖品数量，违反《规范

促销行为暂行规定》，被天津市滨海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罚款5万元。股东信息显示，该

公司由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全资

持股。

从大受年轻人热捧，到如今走出了黑红

路线，泡泡玛特还能讲出什么新故事？

去盲盒化

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曾在多场合强调：

泡泡玛特不是一家盲盒公司，而是一家潮玩

品牌。

但不可否认的是，泡泡玛特的大火，皆

因盲盒这一形式出圈。热衷于盲盒的消费者

们，抽了四年多的卡，将泡泡玛特抽进了港

交所。在招股书中泡泡玛特曾提到，2020年

上半年，6.89亿的盲盒收入在公司总营收中的

占比高达84.2%。

但在过去一年，泡泡玛特已经因盲盒监

管，被数次推上风口浪尖。最近的一次，就

是泡泡玛特和肯德基的联名。

据社交平台网友分享，有粉丝为了集齐

全套泡泡玛特X肯德基联名，花费上万元一

次性购入100多份套餐；也有消费者为了泡泡

玛特雇人代吃。而这一事件还遭到了中消协

的点名。

回看泡泡玛特的成长过程，在最初的破

圈阶段，泡泡玛特十分依赖这种“盲盒抽卡

”的形式吸引粉丝加入。但随着泡泡玛特粉

丝圈层的建立，去盲盒化开始逐步展开。

从2021年开始，泡泡玛特在财报中，不

再将盲盒的收益单独列出。在王宁看来，盲

盒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的销售形式。

在产品销售上，泡泡玛特也开始由盲盒

向潮玩过渡。

报告期内，泡泡玛特正式推出高端潮玩

产品线「MEGA珍藏系列」，MEGA系列的产

品共实现收入1.78亿元。

据了解，泡泡玛特MEGA珍藏系列的玩

法，与潮玩收藏更类似。在旗舰店通过抽签

获得购买资格。通常来说，玩家更愿意以投

资的眼光购买泡泡玛特的MEGA系列，“抽

到即赚到，二手市场通常都会加价卖出，而

且不愁卖。”

而泡泡玛特的跟随者们也开始重新审视

整个行业，“盲盒公司能走多远，还是个特

别大的问号。”一位潮玩创业者称。

IP之困

事实上，泡泡玛特不仅受“盲盒之困”

，“IP单一”也是其发展受限的重要因素。

早年间，王宁的泡泡玛特还只是一家

“潮流生活小百货”店，在2014年-2016年上

半年亏了4000万元，直到Molly的出现，让王

宁松了口气。

据了解，当年王宁特别喜欢在微博与粉

丝互动：“大家除了喜欢Sonny An-

gel，还喜欢收集其他什么呢？”这

款名为Sonny Angel的日本盲盒玩具

，一度贡献了泡泡玛特2015年三分

之二的收入， 王宁急需找到更爆的

IP。

大量网友的回复指向了香港设计师

王信明设计的Molly，于是王宁火速

飞往香港找到王信明合作。2016年7

月，泡泡玛特推出的首个“Molly

Zodiac”盲盒系列一炮而红，自此公

司开始扭亏为盈。

据说，王宁的这条微博，被泡泡玛

特某高管称作“价值一个亿”，7年

过去了，泡泡玛特扛鼎 IP，还是

Molly。

从财报来看，泡泡玛特有意扶持新

IP，自有 IP收入进一步增长，从2020

年的9.8亿元上升至2021年的25.87亿

元，同步增长164%。

这得益于SKULLPANDA在2021年的

爆发，SKULLPANDA 贡献的营收从

2020年的0.3亿增加至2021年的5.95亿

。而老 IP Molly 和 Dimoo在 2021年全

年的收入占比，同比仅增加了1.5%和

0.1%。

而曾经被认为是泡泡玛特第二大 IP 的

PUCKY，营收贡献占比从2020年的 11.9%降

至了2021年的4.1%。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即便SKULL-

PANDA生命周期很长，也难以抵充泡泡玛特

其他IP老化的难题。

显然，泡泡玛特新的IP，还没能孵化出

来，而老IP的生命周期正在用户的喜新厌旧

中，逐渐被啃噬。

这从泡泡玛特的会员复购率中也能看出

一些端倪。2021年，泡泡玛特新增了1218万

注册会员，但会员复购率已由2019年的58%

降至2021年的56.5%。

在新消费领域中，新式茶饮、化妆

品等品类的新品孵化，更加趋于工业化

流程；而潮玩品类不同，打造成

熟的IP更加趋于艺术创作的偶然

性和爆款出圈的运气。

因此，王宁在搜寻下一个

“Molly”，充满了不确定

性。

出海救市

2021 年以来，泡泡玛

特除了内忧，外部环境中

还多添了强有力的竞争者

，不再一枝独秀。

比如收藏玩具品牌

52TOYS，在2021年获得

了兼固资本4亿C轮融资

，开店策略亦选择在泡

泡玛特周围；F.UN 在

2021 年 4月亦获得了红

杉中国的股权融资。

名创优品旗下潮玩

品牌TOP TOY虽进场较

晚，但依托母公司名创

优品的供应链优势，在

2021年迅速拓店至89家

，根据名创优品2021年年报，TOP TOY线上

渠道用户约300万人，会员近150万。

因此，泡泡玛特虽仍处于第一梯队，但

是由于处在第二梯队的潮玩品牌对其威胁正

在加大。

寻求新的增长空间，是泡泡玛特当务之

急。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泡泡玛特中国大陆

以外的批发及其他收入从2020年的7420万元

，增加到2021年的 1.374亿元，同比增长了

85.2%，主要由于海外市场的扩张，以及在海

外不同国家的品牌推广。

在电话会议中，泡泡玛特高管表示，预

计今年海外收入将达到去年的2-3倍，将在海

外开出两种风格的门店，其一是按照国内的

风格来开店。其二要按照当地旗舰店，打造

差异化的风格。

王宁也表示，希望海外收入能在未来达

到整体收入的50%。

但，出海救市能否撑起泡泡玛特的第二

增长空间，目前仍是未知。

千亿泡泡玛特市值缩水三倍

“盲盒”玩法落幕了
3月28日，泡泡玛特发布2021年年报。

年报显示，泡泡玛特2021年营收为44.9亿元，较上年同期的25.13亿元增长78.7%；泡泡玛特2021年毛利为27.58亿元，较上年同期的15.94亿元增长73.1%。

受财报业绩影响，当日，泡泡玛特股价反而应声下跌，盘中一度下跌8%左右。显然，这样的业绩并未打动投资者。

原因在于，其一，泡泡玛特业绩增速出现疲软。2020年，泡泡玛特的营收增速为225%，而2021年的营收增速放缓至78%。

其二是泡泡玛特赚钱的速度正在变慢。毛利率由2020年的63.4%下降至2021年的61.4%，经调整的净利率也从2020年的27.9%，降至22.3%。

截至发稿，泡泡玛特市值约为500亿港元。值得关注的是，仅仅一年的时间，泡泡玛特市值较巅峰时期的1500亿港元，已大幅缩水。

此外，在消费市场中，泡泡玛特由于提价幅度高，品控问题严重，以及被315点名的盲盒经济，这一年以来，口碑和品牌价值也饱受外界质疑。

泡
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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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创
始
人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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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裡的月亮》拍出味道 李淳秀翻鍋帥爆

導演黃駿傑公布了劇名的含義，「洞是圓

，月亮是滿，希望《洞裡的月亮》帶給大家一

種圓滿。」孫可芳則想藉該戲帶給大家慰藉，

「這部戲透過美食、味道，讓家人之間的情感

凝聚在一起，這個可能每個人日常生活都會有

相似的經驗，希望大家可以用美食或者愛，化

解家的一切！」

劇中飾演李家三兄弟的鄭志偉、蘇炳憲、

何豪傑，在記者會上聊到爭家產那場戲都印象

深刻，尤其飾演大哥的鄭志偉，對於弟弟蘇炳

憲擅自想賣掉祖產，並把年邁的媽媽 (王滿嬌

飾) 送到養老院，讓他很不滿：「演的時候真

的很氣，更氣的是他 (蘇炳憲) 明明比我大，

卻是我演大哥！」

現實中鄭志偉的年紀其實比蘇炳憲小 4歲

，對於為何是安排他演老大頗為疑惑，蘇炳憲

幫忙解套，認為鄭志偉的外型詮釋餐廳大廚很

有說服力，同時他也為自己的角色平反，「因

為我這個角色是在大都市生活，所以想法跟大

哥比較不一樣。」

兩個哥哥發生爭執，做為弟弟的何豪傑也吐

露心聲：「劇中我很『沒用』，兩個強勢的哥哥

，還有一個強勢的老婆，所以我只能壓抑。」

《洞裡的月亮》是李淳與孫可芳繼拍攝音樂

MV後再度合作，劇中兩人共組「蔚心CP」，拍

戲的過程，導演更找兩人互做一道菜給對方吃，

孫可芳坦承自己不擅廚藝：「因為我不是很會下

廚，就特別去學了一道我室友做給我吃的菜『鹽

蔥雞肉丸子』，結果不知道份量怎麼拿捏，當天

做了一個手掌大的巨丸子，而且被我煎得很乾，

只有李淳說不錯，讓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很好。」

李淳一聽則吐實：「其實她的丸子真的滿乾

的！還好她在戲裡只負責吃。」李淳為戲勤練廚

藝，更練習刀工跟翻鍋技巧，記者會中他分別與

鄭志偉及孫可芳較量翻鍋技術，李淳確實略勝一

籌。

劇中另一個看點還有「蔚心CP」與阿嬤之

間的祖孫互動，「國民阿嬤」王滿嬌對於這次能

與後輩演員合作，感到非常開心，「我好享受，

有三個兒子伺候我。」她更誇讚孫可芳和李淳很

敬業。這次記者會是眾演員在殺青後再度合體，

王滿嬌一看到孫女立馬誇獎：「孫可芳真的很漂

亮！」

孫可芳一聽笑說：「滿嬌姨之前都說我像

『阿婆』。」她解釋因為劇中角色幾乎都是素顏

，所以在片場看到時都沒什麼裝扮。《洞裡的月

亮》主角的家鄉是在台南，同為台南人的孫可芳

對於這部戲更覺得有貼近感，而她也真心推薦大

家能細細品味這部好戲。

中視、中天及台灣大哥大MyVideo、力揚電

影共同出品的溫馨親情戲《洞裡的月亮》，4/15 (

五) 晚間10點於中視頻道、MyVideo平台同步首

播；4/16 (六) 在MyVideo平台上架；417 (日) 晚

間10點也會在中天娛樂台播出。

即將上檔的電視電影《洞裡的月亮》，昨日特地舉辦宣傳記者會，製作人
唐在揚、導演黃駿傑偕同男、女主角李淳、孫可芳，以及同劇演員王滿嬌、鄭
志偉、蘇炳憲、何豪傑等，一同出席為新戲造勢。

蘇炳憲 (左起)、鄭志偉、王滿嬌、何豪傑，上演兄弟爭產的家
族戰爭。

洞裡的月亮》李淳 (左)、孫可芳共組 「蔚心CP」 ，攜手回故
鄉台南找尋記憶中料理的味道。

黃健瑋、施名帥13日出席台灣最大規模影視提

案「野草計畫」活動，擔任評審的2人，分享創作點

子更狂曬恩愛，黃健瑋聊到最近因主演賣座電影「咒

」而爆紅的演員老婆蔡亘晏，言談中充滿崇拜、驕傲

語氣，加上愛心眼神，無限放閃。

對於另一半近日成為破億票房女主角，黃健瑋開

心直呼：「我可以退休了！」，表示自己原本不敢看

恐怖片，但因是老婆的戲，於是抱著「做學術研究」

心態進戲院看片，他自稱看電影過程，全程沒閉眼或

摀耳朵，專心看著枕邊人演出，「但是我看到的是演

員，不是我老婆，一方面也覺得很驕傲，皮膚怎麼那

麼好！她幾乎沒化妝！」當時他和老婆的好友劉品言

一起去看片，但對方和他一樣從不看恐怖片，為了捧

場，「她戴帽子，從頭到尾只看畫面下半部，大概只

看了四分之一。」

擔任「野草計畫」演員評審團的黃健瑋、施名帥，

期待從演員視角發現更多創意，最近實境節目爆紅，施

名帥還提議黃健瑋、蔡亘晏夫妻可開一個「重新談戀愛

」實境節目，黃健瑋則形容和老婆之間，更覺得是「老

公養成記」、「丈夫教育計畫」，表示婚姻一開始的吵

架就像恐怖片，但如今他和老婆就像「春天就來了，反

覆重新戀愛」，家裡一天到晚都是笑聲。

施名帥和朱芷瑩交往多年，2月過情人節時， 2

人別出心裁跑去拜月老廟，他在月老面前大聲抱怨朱

芷瑩「可以讓她脾氣變好嗎？」等，讓香客聞之詫異

，朱芷瑩更是不知該將臉往哪擺，互動十分有趣。

老婆蔡亘晏演 「咒」 爆紅 黃健瑋超嗨：我可以退休了

黃健瑋（左）、施名帥出席影視提案 「野草計畫」 活動。

郭書瑤（瑤瑤）與唐氏症基金會合作多年，今年

依舊擔任愛心大使，說到和唐寶寶的緣分，是郭書瑤

曾與唐寶寶Leo合演電影「傻傻愛你」，開鏡時Leo

一直盯著她看，瑤瑤問他怎麼了？他率真回說：「妳

好可愛！」當下讓瑤瑤認識到唐寶寶看待世界的單純

與善良。

郭書瑤號召民眾響應「小小銅板 自立希望」零

錢捐勸募活動，於全台萊爾富便利商店用零錢支持唐

氏症及心智障礙者全生涯服務計畫。她也分享在與唐

寶寶互動期間，有一位女性唐寶寶，一直跟瑤瑤說很

希望能有個妹妹，郭書瑤雖然年紀比她長仍笑回：

「那我當妳妹妹好嗎？」讓女寶寶好開心，「後來再

去中心探望她，她就牽著我到處跟大家介紹：『她是

我妹妹，很漂亮吧！』」

近期疫情升溫，瑤瑤除了主持「旅跑應援團」節

目以外，幾乎沒有出門，她表示：「覺得有節目可以

參與很幸運，因為團隊非常貼心，大家的方向也很一

致，來賓也很可可愛愛，節目剛開始會覺得很緊張，

後來錄起來滿自在的。」閒暇則上起花藝課，或認真

追劇做戲劇功課。

郭書瑤暖心獻公益 認唐寶寶姐姐獲放送

胡宇威客串演出衛視原創影集「我和我的鋼四壁

」，劇中飾演城堡建案執行長帥氣登場，也是「鋼四

壁設計事務所」未來發展最重要的關鍵人物之一，有

趣的是，拍攝過程中，胡宇威因一幕站在頂樓高處，

一度懼高腿軟，但仍敬業演出完美詮釋。

「我和我的鋼四壁」進入尾聲，下周五（22日

）將播出大結局，隨著劇情進展，今晚（14日）將

出現隱藏版大明星，胡宇威飾演建案代表，也是促

使「鋼四壁事務所」未來發展更上層樓的重要推手

，提到演出心得，他笑稱，對於詮釋這類職人角色

並不陌生，但仍有一度腳軟時刻，「印象最深刻的

是站在城堡穹頂上演戲時，從上往下看，真的很壯

觀，雖然有點腿軟，但還是要穩住，畢竟是重要的

出場戲之一。」

談到和「鋼四壁」的4位主演涂善存、邱宇辰、

宋偉恩和管麟合作感想，胡宇威感受四帥無論戲裡

戲外的絕佳默契，一場4人一起開心歡呼橋段，拍攝

過程中，竟有人險些跌倒，他笑：「我以為（導演

）會喊卡，結果是一次過，當下有點愣住，但因為

他們4人是在很真、很自然的狀態，所以很ok，覺得

他們相處默契，整個氣氛真的很棒」，演過律師、

金融行業、總裁、藝術家的他，也說未來有機會也

想挑戰設計師、建築師或是更多元化的職人角色，

滿足戲癮。

「鋼四壁」 迎來大結局 隱藏版大咖現身竟腿軟



青春躁動不停愛情與事業的酸甜考驗
影片以蘇州相城為故事發生地，講述了執意回

鄉創業復興小鎮的名校高材生周士琦，又一次帶着

花渡鎮創意民宿項目參加創投大賽，卻因為會務林

天心的失誤慘遭滑鐵盧。陰差陽錯，大城市的女生

林天心來到小鎮，和周士琦及他的小夥伴們，為了

阻止不良商人過度開發古鎮，也為了證明自己，這

群失落的年輕人走到了一起，最終重燃小鎮光彩的

故事。

電影《花渡好時光》選取了返鄉青年這一近年

來頻繁出現在大眾視野的新世代群體，依託最真實

的小鎮面貌，逐步深入探討這一人群的多味生活和

心路歷程，以及他們與故鄉碰撞出的全新生命力。

而永恆不變的青春心事，清甜微酸的年少愛情，為

創業之路增添一抹明亮的色彩。青春清新的影像語

言，溫暖輕快的愛情故事，當觀眾跟隨鏡頭陪伴主

角團們走過花渡鎮的山水，感受到的是故事內容和

視覺語言的雙重療愈。

青春力量加持出自專業團隊的潛心之作
薪火相傳、鼎力相助，從扶持着影片背後的力量中

，我們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電影人對夢想和專業的堅

守；敢闖敢拼、肆意成長，從青年演員和影片角色的身

上，我們體會到的是青春的無懼無畏與無限可能。

電影《花渡好時光》憑藉成熟的商業片模式和深刻

新穎的主題立意，自開發以來，先後得到了中共蘇州市

委宣傳部、蘇州市相城區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本片也

是一部北京電影學院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師生聯合作品，

製作團隊集結了兩所學校的師生、校友力量。所有主演

和重要特約演員，全部來自北京電影學院表演學院，朝

氣蓬勃的新人主演團隊的亮相，令人耳目一新。

電影《花渡好時光》由蘇州新相事成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出品，青年電影製片廠聯合出品，上海交通大

學特別聯合攝製，導演蘇競元編劇並執導，演員陳澤

軒、黎雲、顧婉靖、葛凡之、翟向陽領銜主演，將於

4月22日全國上映，看小鎮如何與青年一起向陽而生

，敬請期待！

《花渡好時光》定檔4月22日
尋夢追愛不負青春

近日，由蘇州新相事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青年電影製片廠聯合出品，上海交通大學特別
聯合攝製，導演蘇競元編劇並執導，演員陳澤軒、黎雲、顧婉靖、葛凡之、翟向陽領銜主演的電影
《花渡好時光》正式官宣定檔4月22日。該片聚焦在外人看來已經 「失敗」 的回鄉青年，以及毫
無發展前景的 「破落」 小鎮，探討新與舊、創新與堅守、事業與愛情的成長課題，向觀眾上交一份
人生答卷。

香港警匪電影《邊緣行者》發布「兄弟情深」特輯，揭秘任賢齊、方

中信等演員的情義「煉成記」。在香港警匪片中，兄弟情一直都是濃墨重

彩的存在。這些電影中有不一樣的兄弟情誼，其中影片《邊緣行者》由著

名導演黃明升執導，任賢齊、任達華、方中信、譚耀文、吳卓羲領銜主演

。。1997年回歸前夕，多方勢力矛盾激化，暴力事件頻發。 巨變當前，黑

幫龍頭林耀昌（任達華 飾）對親信阿駱（任賢齊 飾）委以幫派重任。多

重身份的阿駱在黑白邊緣行走，一場除暴行動正悄然掀開反殺的序幕。作

為香港電影最為擅長的犯罪題材，《邊緣行者》以新穎的人物角色設定與

真實的歷史背景為依託，向觀眾呈現了一曲末世江湖的時代輓歌，是港產

犯罪爽片的一次全新升級。

《邊緣行者》憑藉生死兄弟肝膽相照的熱血觀感、特定的時代背景、

精細的人物設定、高完成度的港式類型，讓觀眾期待滿滿。作為香港電影

最為擅長的犯罪題材，《邊緣行者》以新穎的人物角色設定與真實的歷史

背景為依託，向觀眾呈現了一曲末世江湖的時代輓歌，是港產犯罪爽片的

一次全新升級。電影的故事發生在1994年，回歸前的香港，多方勢力矛盾

激化，暴力事件頻發，港英政府聯合黑惡勢力大肆破壞香港秩序。在幫派

掌門之爭中，阿駱深知黑警已與黑幫勾結，而勾結的背後，不僅僅只是金

錢的之爭，越來越多的線索指向了更大的政治陰謀。

就電影內容而言，看出了向很多經典電影致敬的影子，融合了《無間

道》、《黑社會》、《古惑仔》等一大堆似曾相識的電影。《邊緣行者》

以新穎的人物角色設定與真實的歷史背景為依託，向觀眾呈現了一曲末世

江湖的時代輓歌，是港產犯罪爽片的一次全新升級。刀山火海間，江湖兄

弟的生死情義躍然紙上，以任賢齊飾演的阿駱為依託，眾多人物線與故事

藉此蔓延開展。新聯盛兄弟幫與警界精英兩派交織，黑白立場纏繞、正邪

迷局叢生。

時隔16年的三度合作充滿了驚喜的火花。方中信、譚耀文、吳卓羲、

洪金寶、曾江等更是港片頂配陣容，為影片的觀賞性實力加碼。值得一提

的是，久未露面的林嘉欣也友情出演了這部電影。在生死兄弟的感人故事

中打破類型片臉譜化的人物設定束縛，是《邊緣行者》首輪點映給予觀眾

最大的驚喜。懷念香港電影的那些巔峰佳作，在光怪陸離的影像空間裡，

香港電影人曾經用五光十色的鏡頭講述了很多很好看也很有意思的電影，

不如到影院一探究竟。

任賢齊任達華肝膽相照

《邊緣行者》看
香港警匪片20年變遷

終於定檔啦！由潮汕真實歷史改編的電影

《戲是人生》，將於4月22日與各位在院線見

面！製作這樣的一部文藝電影，有太多的不容

易，很多年輕一輩甚至不明白我們做這部電影

背後的心願和意義，但不管如何，我們做到了

！我們把祖輩留給我們的，獨屬於潮汕的文化

和精神搬上了銀幕！

在潮汕的土地上，曾有過那麼一段漫長而

且黑暗的日子。當日本鬼子的刀影映在我們的

土地上時，每個潮汕人的尊嚴被踩在腳下，大

批平民甚至連活着的權利都能被奪走。就在這

種極度壓抑可怖的環境中，很多父母迫於無奈

，把孩子賣到戲班，就為了換取一線生機。孩

子們在戲班裡忍受着嚴苛的訓練環境，從被迫學藝到自發地

愛上潮劇...如同戲中人，咱們潮汕人的先輩就是在這麼艱難

的時局下，帶着堅持一步步走過來，視戲如命。

童伶制是潮劇區別於其他劇種的一大標籤，雖讓孩子們

受盡折磨，但總比在日軍的槍炮下挨餓等死來得強。孩子們

被困在戲班裡，無非就是訓練，挨打挨罵，仿佛看不到盡頭

。因此，在戲班中能結交到一些一起吃苦挨罵的同伴，就顯

得尤為珍貴。

在那個物資極度緊缺，所有人都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

年代裡，戲班的孩子們只要訓練稍有怠慢，轉眼就可能吃不

上飯。忍受了大半天的打罵和嚴格看管，好不容易能分神吃

飯，看着見了底兒的飯桶，再委屈也只能往肚子裡咽。

這樣的心理寫照，在如今這個年代裡未免顯得太過認真單

純，甚至有點兒傻。但放在戰亂年代的童伶們心裡，對戲曲藝

術的高追求就相當於生活質量的保障，這也在無形中促使他們

一步步走向成功，甚至對這門藝術產生無法割捨的愛。

《戲是人生》敘述了那個時代下，潮劇人們所受的苦難。

他們如何在戰亂時代堅守初心，又如何在對傳統文化的堅持與

放棄中做出抉擇？這是龐大潮汕文化體系中一枚小小的烙印，

卻也是一個時代的縮寫。4月22日，根據真實潮汕歷史背景改

編的電影《戲是人生》，邀你一起共同重現歷史，珍惜現在。

潮汕真實歷史背景改編《戲是人生》
4月22日正式上映！

BB77影視娛樂
星期日       2022年4月17日       Sunday, April 1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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