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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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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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國際區高速發展休斯頓國際區高速發展
吸引越裔國際諮詢公司開張營業吸引越裔國際諮詢公司開張營業

【美南新聞泉深】隨著休斯頓國際區經濟文化的高速發展，
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外籍人士來這裡投資、創業、服務。越
裔國際諮詢公司（My-Viet Inc,) 於2022年4月21日在休斯頓國
際區西貢廣場（Saigon Plaza) 開張營業。休斯頓國際區長李蔚
華、國際區董事會成員 Stephen Le Sr. 和執行董事 Natali
Hurtado 以及從德克薩斯州哈爾托姆市（City of Haltom)遠到而
來的越裔市長An Turingu 博士等到場剪彩祝賀。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
席李蔚華先生指出，休斯頓國際區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國際
社區，亞裔新移民越來越多，是休斯頓發展速度最快的社區。越
裔在這裡經商從業，對這裡的經濟發展佔有重要的地位。他說，
My-Viet Inc 國際諮詢公司的創始人Huyen Nguyen女士是個了
不起的人物，年紀輕輕就在德州創建了這麼多家國際諮詢公司，
幫助了無數的越南人士來美國投資移民創業，現在又把重心轉移
到休斯頓國際區。這里居住著無數的越裔美國人，有許多著名的
越裔企業家，有數家龐大的越式廣場和購物中心，這裡有更大的
發展空間。越南現在實行改革開放，經濟得到快速地發展，資金

越來越充足，越來越多的越南人希望在美國投資創業。國際區有
很多發展機會吸引越南人過來求學、投資、移民、創業，這裡需
要你們這樣的國際諮詢公司為他們辦實事，希望該公司服務更多
的越南人。國際區為新開業的國際諮詢公司送來歡迎匾。

德克薩斯州哈爾托姆市市長 An Truong 博士說他去年5月以
超過80%的選票當選連任市長，這是他的第二個任期，他想藉
此機會感謝所有選民。他同時祝賀My-Viet Inc 在過去數年對越
南人所做出的貢獻，希望這家國際諮詢公司繼續服務於越裔社區
。他特地為My- Viet Inc發來市長賀函，並說：“越南人，團結
就是力量”。（ Vietnamese， Stronger Together)。

My-Viet Inc國際諮詢公司的創始人Huyen Nguyen說，該
公司之前在德克薩斯州北部開設了三個分支機構，因越南有大量
的人想在休斯頓投資創業，國際區的越裔人士眾多，因此選擇在
國際區的西貢廣場開設第四家分支機構。該公司也在越南開設了
一個分支機構，協助客戶處理移民文件和其他官方文件。

她說，My-Viet Inc 是一家私營公司， 其總部位於美國德克
薩斯州的阿靈頓（Arlington)。該公司目前專注於法律服務領域

，幾家分支機構的員工人數從 25 人到 100 人不等。
她說在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下，似乎大多數前往美國的簽證都

被推遲了，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影響到海外越南社區的重大變
化，越裔的簽證沒有受到影響。她說越南人進入美國的最快和最
簡單的方法之一是 L1 簽，即投資移民。

她說，他們正在建立一個評級計劃，為您提供可靠的、值得
信賴的、有價值的信息，幫助您選擇合適的頂級律師。

越南也保留有中國傳統的舞獅文化，敲鑼打鼓、舞獅助興、
逢凶化吉、恭喜發財、歲歲平安！

開業慶典完畢後在金山酒家舉行慶典宴會，宴會期間嘉賓用
越語發言，整個過程筆者看見一位男士送一份鍍金雙馬禮物送給
創始人，說了一串的越語，最後只聽懂了一個類似粵語的詞語
“馬到成功”。筆者問旁邊的越語男士，越語裡是否有漢語成份
在裡面，他說越語中有四分之一的詞彙來自漢語。筆者查詢維基
百科，“據統計越南語中的漢語藉詞可達60%”，讓筆者感到
吃驚。當然這個藉詞來自粵語，因為越南聯繫到廣東廣西的歷史
文化，粵語也傳播到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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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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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休城社區

1.买牛奶，选常温还是低温？

有时间经常买牛奶，有条件冷藏，对牛奶风

味要求较高的人：选低温奶。

没时间经常买牛奶，没有冷藏条件，喜欢促

销时囤货的人：选常温奶。

常温奶（超高温灭菌乳）是采用超高温瞬时

灭菌技术生产加工，并灌装入无菌包装内的牛奶

。由于杀菌温度比较高，虽然牛奶中的蛋白质和

钙等营养素不会损失，但是叶酸和B族维生素会

有损失，牛奶的风味也会出现细微变化。经过高

温杀菌，牛奶的清甜味道会变淡，味道更浓烈，

有的人觉得“有怪味”，有的人反而更喜欢这种

“浓烈”的风味。

常温奶通常采用无菌复合纸包装，无需冷藏

和防腐剂就可以使牛奶在常温下保存较长时间。

低温奶（也就是鲜牛奶）通常指巴氏杀菌乳

。与常温奶相比，巴氏杀菌乳的灭菌温度相对低

，因此其风味口感、维生素保留得相对更好。

此外，牛奶中的一些对热敏感的生物活性物

质，例如乳铁蛋白等，保留得也更多一些。但就

补充蛋白质和钙而言，常温奶和低温奶区别不大

。

低温奶保质期短，一般为2—8天，需要放冰

箱里冷藏，适合平时方便购物和冷藏食物的人。

如果条件不允许，买常温奶即可。

如果直接饮用，低温奶能享受到更清甜的牛

奶风味。

如果用牛奶做烹调、烘焙或者做咖啡，味道

浓厚的常温奶更适合。

2.巴氏奶更新鲜、营养更高吗？

一般来说巴氏奶是更新鲜的。与常温奶相比

，巴氏奶的大部分营养素，例如蛋白质、钙等没

有差别。但整体而言，巴氏奶营养价值相对更高

。

做巴氏奶要求杀菌温度低，对牛奶本身的基

础条件要求比较高，因此一般都是最好的奶源用

来做新鲜的巴氏奶。

3.低脂脱脂奶比全脂奶更好吗？

饮奶量很大、需要严格减肥的人，可以选择

低脂奶。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并没有对低脂或者脱脂奶

做特别的推荐。对于普通人，不建议选择低脂奶

或脱脂奶。如果去掉牛奶中的脂肪，就会丢掉

85%以上的脂溶性维生素。而牛奶中的维生素A

和维生素D都是中国人比较容易缺乏的维生素。

同时，牛奶脂肪并不全是饱和脂肪，它还含有一

些有益的脂肪酸，比如共轭亚油酸。

减肥的人可能会纠结喝牛奶是否会长胖，这

主要取决于牛奶摄入量。如果每天按照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推荐，喝300克全脂奶，按脂肪含量

3.1%计算，通过牛奶摄入的脂肪为9.3克；如果

换成脱脂牛奶，按脂肪含量0.5%计算，约摄入脂

肪1.5克。因此，把全脂奶换成脱脂奶也就减少

了7.8克脂肪，不到1汤匙炒菜油的量。

4.复原乳牛奶兑水了吗？

复原乳，简单说就是用奶粉加水兑成的牛奶

——不是牛奶兑水，而是奶粉兑水。

中国的产奶区比较少，奶源比较少，原奶的

价格比较贵。因此，从国外进口奶粉再复原变回

液态奶，是一个较为经济的办法。但是这种复原

乳风味确实差很多，因此往往会加入糖和其他东

西调味，最典型的就是不少人小时候爱喝的“旺

仔牛奶”。

5.什么样的“奶”兑了水？

如果包装上标明“乳饮料”几个字的，就是

兑了水的牛奶。因此，在购买相关产品时，一定

要仔细阅读商品包装上的说明。

6.学生奶最适合孩子吗？

作为专供在校生饮用的牛奶，学生奶不在商

场上销售。中国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基本

原则是安全、营养、方便、价廉。因此，平时给

孩子喝市场上能买到的纯牛奶即可。

7.什么是零乳糖牛奶？

零乳糖牛奶是去除了牛奶中乳糖的奶，适合

乳糖不耐受的人。很多人对“乳糖不耐受”并不

陌生，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完牛奶会出现产气、打

嗝甚至腹胀、腹泻等症状。

牛奶中的乳糖含量约为4.5%，现代工艺已经

可以降低或者去掉牛奶中的乳糖，低乳糖奶中乳

糖含量2%，无乳糖的乳糖含量为0.5%。如此一

来，有乳糖不耐的人也可以喝牛奶了。

需要注意的是，牛奶中的乳糖并不是凭空消

失了，而是一分子乳糖经过降解后生成了两分子

单糖。因此需要提醒糖尿病患者，零乳糖牛奶的

升糖指数会更高，不适合糖尿病患者。

8.高钙奶是否更补钙？

首先，要看自己是不是很缺钙；其次，看看

高钙奶里加的是什么钙。

牛奶本来就富含大量的钙，每100克牛奶大

约有100毫克的钙。高钙奶每100克牛奶中至少

要含120毫克的钙，其实也没有高出多少。

牛奶中天然存在的乳钙吸收率非常高，可有

的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在“高钙奶”中加入的钙

是碳酸钙，人体对这种钙的吸收率比较低，与牛

奶放在一起，存在意义就更弱了。如果要买高钙

奶，可以选择添加乳钙的产品。

9.什么是特浓奶？

一般来说，特浓奶就是浓缩的奶。这种奶的

蛋白质含量更高、奶味更香浓，但是要注意，脂

肪含量也更高。不过也有厂家贴心地把特浓奶的

脂肪去掉一部分，因此购买时要注意营养标签。

10.什么是A2奶？

只含有A2型β-酪蛋白，而不含有A1型β-

酪蛋白的牛奶，就是A2β-酪蛋白奶，简称A2奶

。目前并没有研究发现这种牛奶营养更好，但是

价格往往更高。

有研究证明，A2型蛋白更容易被人体消化

吸收，不会引起消化不良的症状。如果一喝牛奶

就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症状，且喝无乳糖牛奶

仍不见好转，可以尝试A2β-酪蛋白奶。如果平

常喝牛奶没什么不舒服，喝普通牛奶即可。

11.有机奶值得买吗？

有机奶是按照有机标准生产的奶。有机奶

的安全性更高，但是营养成分并不比普通牛奶

更高。

需要提醒的是，有机奶会比普通牛奶贵不少

，请按自己的经济状况进行选择。

12.蛋白质越高的牛奶越值得买吗？

注意了！牛奶90%以上都是水，不能指望喝

牛奶来补充蛋白质。普通牛奶每100克含蛋白质3

克，即使一些高蛋白质牛奶能达到每100克牛奶

含蛋白质5克，按照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喝300

克牛奶计算，这样也只比普通牛奶多摄入6克蛋

白质，还不如多吃一口肉。

不过，如果高蛋白质的牛奶是原生的，不

是浓缩出来的高蛋白质，确实能说明牛奶的

奶源是不错的，依然请按自身的经济状况来

选择吧。

既要喝够 又要喝对
关于牛奶的十二个疑问

众所周知，喝牛奶不仅有利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发育，还有助于

成人的骨骼健康。想简单喝个纯牛奶，却容易被市场上种类繁多、名

字各异的牛奶“整懵”，究竟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牛奶？了解以下12

个问题，买牛奶就再也不会迷茫了。

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除了能緩解身體疼痛除了能緩解身體疼痛，，
它居然有這麼多妙用它居然有這麼多妙用

(本報休斯頓報導) 天氣變化莫測，
許多身體上的疼痛都一一浮現，比如像
是困擾大叔大媽的關節炎、關節疼痛、
背酸、肩膀僵硬等，都隨著天氣的轉換
時而發生。由於休斯頓天氣漸暖，休斯
頓的蚊蟲也開始出沒，寶媽們怕孩子受
蚊蟲叮咬，都在找驅蟲防蚊良方。休斯
頓著名的家事達人林女士分享妙招，她
用鷹標德國風油精(Eagle Brand Medicat-
ed Oil)搞定，對她而言，風油精不僅能
緩解輕微疼痛、防蚊驅蟲，還能運用在
生活的方方面面上，簡直是太好用啦!

居家必備的 「寶物」
林女士把風油精稱為 「寶物」，說

其功效神奇，是居家必備的良藥，除了

常用的驅蚊防蟲之外，在生活上還有諸
多 「意想不到」的妙用，例如像是: 肌肉
或關節疼痛、背痛、關節炎、扭傷、瘀
傷、頭暈、暈車、頭痛、肚子痛等，都
用風油精搞定。在一個休斯頓大型社區
的聚會中，許多人圍著林女士，聽她說
此好物分享。

緩解疼痛的妙方
身體的疼痛讓人渾身不適，所以林

女士的家裡一定會備有鷹標德國風油精
。它足以暫時舒緩身體各處的小毛病。
林女士的先生是一名司機，長時間駕駛
以及固定坐姿，導致他肌肉酸痛，關節
炎，幫助客人提取重物時會扭傷，或是
背痛。長時間的車內冷氣也讓他偶爾頭
痛。每次回到家裡，林女士就會使用風

油精，替她先生塗抹在身體疼痛部位，

都得以快速舒緩。由於方便携帶，林女
士的先生也備用一瓶在車上，以便不時
之需。

提神醒腦、緩解鼻塞
頭痛頭暈、不舒服的時候，可以把

風油精滴在太陽穴上，具有提神醒腦的
作用。若是有鼻塞現象，可以用棉花棒
沾一點風油精放進鼻孔中，可以緩解鼻
塞的情況。想舒解感冒症狀，也可以在
紙巾或手帕上滴幾滴風油精，放在口鼻
前深呼吸，效果也很好。

避免蚊蟲騷擾
林女士表示: 她家住在郊區，附近樹

林茂密，後院自己也種了很多園藝植物
與蔬菜，早晚都有蚊子，只要去後院，

她都會先抹上風油精，在脖子、肚臍、
腿上、手上做好防備，可避免蚊蟲騷擾
。有時候外出忘記抹，不小心被蚊子咬
了，風油精也有止癢的效果。

她女兒喜歡穿短褲，如果沒有做防
備，腿上常被咬的一粒一粒，像紅豆冰
似的，現在女兒只要出門，都會自動隨
身攜帶風油精，需要則隨時可以派上用
場。

預防暈車
出門旅行坐車，會暈車的朋友記得

要帶風油精，發生暈車症狀難受時，便
可拿風油精放在鼻前聞一聞，或取幾滴
風油精抹在太陽穴和風池穴，輕輕地按
摩，就能有效減緩暈車的情況。

活血驅寒

在睡前，若滴幾滴風油精在肚臍上
輕輕按摩，風油精會隨著毛細血管進入
身體，有加快血液流動、通經活絡、活
血驅寒的效果。有些女性會有經痛的現
象，滴點風油精在肚臍上，也可起到緩
解作用，不會那麼難受。

生活中的好幫手
現場陳小姐也贊同的說，一點也沒

錯，他們家也用風油精多年，是家庭的
常備用藥，她很喜歡那清涼芳香的味道
，她常用來治頭疼頭暈、消腫止痛，是
名符其實的生活中好幫手。除此之外，
年輕人Jason 也表示自己會使用風油精滴
在紙巾，輕輕地擦拭手機屏幕清除表面
污垢，非常乾淨，還留有餘香。

總結
鷹標德國風油精由天然成分所組成

，特殊的植物芳香味令人聞了非常舒暢
，能讓人放鬆並有愉悅感。風油精具有
百年悠久歷史，性價比高，可謂代代相
傳的好物，不僅備受老一輩的推崇與信
賴，年輕世代也愛用，人氣排行居首。
經典品牌鷹標德國風油精由新加坡製造
，品質保證，暢銷全世界。德州地區商
店、以及亞馬遜網站均可買到。

風油精可緩解背痛風油精可緩解背痛、、肌肉酸痛肌肉酸痛、、關節關節
炎等身體不舒適炎等身體不舒適

外出時先抹上風油精外出時先抹上風油精，，做好防備做好防備，，避避
免蚊蟲騷擾免蚊蟲騷擾

頭痛頭暈不舒服的時候頭痛頭暈不舒服的時候，，風油精滴在風油精滴在
太陽穴上太陽穴上，，有提神醒腦的作用有提神醒腦的作用

風油精有預防或減緩暈車的功效風油精有預防或減緩暈車的功效

用風油精擦拭手機屏幕用風油精擦拭手機屏幕，，能清除表能清除表
面污垢面污垢，，還留有餘香還留有餘香

鷹標德國風油精由天然成分所組成鷹標德國風油精由天然成分所組成，，
氣味清香氣味清香

風油精系列風油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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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首階段放寬，市面即生氣勃勃，處處人潮！
其中，兩大主題樂園各有fans一早排隊等入場；
自新春期間關閉的黃大仙祠也有數十善信一早等
待入祠參拜。相隔多月恢復晚市堂食，再現等候
入座的人龍，有食客笑言等到 「鬚都長」。大型
酒樓仍期待全面放寬人數及營業時間限制，同時
亦準備新菜式和優惠，望以誠意回饋捧場客。

當天市民出街 「食、買、玩」，有商場看準

時機，加碼消費獎賞配合復市。久休
重開的海洋公園，一早門外已有逾百
人等候入場，公園準備了200份包括縮

骨遮和公仔的小禮包送給賓客，有市民入場後即
與職員合照留紀念。有結伴到海洋公園遊玩的中
學生表示，避疫多時，把握 「暑假」尾聲入園放
鬆心情。大家排隊時亦會保持社交距離及做好防
疫措施。亦準備了搓手液等，保障衛生，活動也
盡量不除口罩，

海洋公園主席劉鳴煒表示，希望市民有更多
戶外活動，他又稱與旅遊業界均期望疫情好轉，
對內對外也能恢復通關。迪士尼樂園亦重新開放
，同樣有大批fans奔跑入場，搶快排隊與主題人.
拍照或玩機動遊戲。重開首日亦人山人海。

黃大仙祠在今波疫情關閉逾2個月，同樣有
善信排隊等開門。在疫苗通行證規定下，善信入
祠目前須打一針，有長者指忘記帶針紙，被拒入
祠，惟在門外祈福。今波閉園適逢農曆年，善信
未能親到太歲元辰殿拜太歲，園方早前宣布延長
讓犯太歲人士免費進殿參拜安排，屬虎、猴、蛇
和豬的朋友即日至5月29日期間，出示身份證明
文件可免費入殿。

香港昨日亦復見 「不夜城」的活力，多區餐
廳門外均有食客排隊等候入座。其中銅鑼灣的酒
樓太湖海鮮城，幾近爆滿，晚市開始短短1小時
亦見有 「翻枱」。董事總經理何竟成表示，首周
訂座率十分理想，感謝食客支持，又特別準備
「食800減100」優惠及推出5至6款新菜式，冀

表誠意，讓食客回來食得開心。他續指，雖然未
完全恢復正常營業，但 「多晚市就多四成生意，
加起午市本來四成也有八成」，若僅靠午市四成
生意難以維持。食客梁先生笑言等恢復晚市 「等
到鬚都長」，更指1月7日停晚市 「最後一餐」也
是來光顧，今晚又即來食 「復市第一餐」。他認
為疫苗通行證若更早推出更好，讓業界更早有條
件適度復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
形容，恢復晚市堂食對業界是 「止血」，加上市
民需求 「顯著」，其連鎖燒肉店 「牛角」的訂座
未來兩周已經爆滿，相信生意可由現時只有疫情
前的四成，回升至八成。他亦相信， 「最黑暗日
子終於捱過」，期望當局不要再收緊社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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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市後香港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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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以世界上第三大強國之力，橫蠻
無理地入侵烏克蘭，己有個多月時間，
舉世愛好和平的多國民眾，紛紛舉行遊
行示威，同聲譴責蘇俄。而跟中國大陸

遙遙相望的台灣民眾，在目睹此情此刻的景況之下，不
少台民發出了“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概嘆。

我是一位世界自由撰稿者（Freeland Writer), 經常涉
臘世界各地華人的作品。近日看到不少來自台灣、具有
一定聲譽的作者，以台灣居民的身份，來刻劃現代台灣
人的心態。他們坦然，與烏克蘭類似，台灣老一代和年
輕一代對家國的記憶和感知，相去甚遠。台灣本土出生
長大的年輕人，與大陸之間的情感紐帶，己越來越薄弱

。在北京執意追求兩岸統一的背景下，許多人擔心烏克蘭今天的命
運，很快就會在台灣身上重演。如果“今日烏克蘭，會變成明日台
灣”的話，北京可能也將面臨如今克里姆林宮遭遇的難題：民眾的
齊心抵抗。對今天許多台灣人來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強化了他
們對台灣民主價值觀的熱愛。

誠然烏克蘭是聯合國承認的主權國家，與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
部份的狀態有本質上的區別。但看到烏克蘭人的遭遇，台灣人很容
易聯想到自己的處境，為一個可能的動盪未來深感不安，但同時也
讓他們更加珍惜台灣的民主價值觀。一位知名度極高的台灣作者,
在其文章中所寫下：“台灣與烏克蘭一樣，長期生存在一個強大且

專橫的鄰居陰影下。習近平和普京都用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來為如
今的領土主張辯護。習近平已在最近幾年加強了對台灣的警告，不
要尋求從中國正式獨立出去，這與普京威脅烏克蘭若尋求加強與西
方的安全關係（比如加入北約），將懲罰該國的做法十分相似。”

但如果北京真有以武力攻打台灣之意，大概也不得不考慮台灣
與烏克蘭的另一個相似之處：這兩地新一代年輕人的家國記憶和身
份認同與老一代人完全不同，中俄領導人雄心勃勃的“統一大業”
能否實現，他們的心理歸屬可能至關重要。正如紐約唐人街一位來
自台灣的老一代僑領在烏克蘭戰事爆發後對外公開所說：“烏克蘭
不再是赫魯曉夫時期的烏克蘭，台灣也不再是蔣中正時期的台灣。
”

上週，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組1991年蘇聯解體後出生的烏克蘭
青年對戰爭的看法。 “普京攻擊我們的國家打錯了算盤”、“普
京無法改變烏克蘭的軌跡，烏克蘭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獨立的”
、“我不想俄羅斯和烏克蘭成為‘兄弟國家’，我只想要俄羅斯別
來打攪我們在遭到俄羅斯的血腥攻擊後，烏克蘭人仍然在激烈抵抗
。

戰爭正式打響之前，剛剛逝世的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為
時報撰寫了一篇觀點文章，回憶了2000年她與剛剛成為俄羅斯代
總統的普京初次見面時的情景。 “在回來的飛機上，我記錄了對
他的印象。‘普京是個面色蒼白的小個子，’我寫道，‘冷得像爬
行動物。’他聲稱理解為什麼柏林牆必須倒塌，但沒想到整個蘇聯
會崩潰。‘普京對他的國家發生的事情感到恥辱，並決心恢復它的
偉大。’”不僅是普京，眾多俄羅斯官員甚至部分普通民眾心中也

有類似的記憶和所謂的
“烏克蘭情結”。

在台海問題上，這
種記憶的代溝同樣存在
。在台灣，跟隨國民黨
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
老一代人對“故土”、
“祖國”的概念與大陸
同代人的觀念並不矛盾
，無論是叫做“光復”
還是“統一”，都是以
“合”為主題。但對台
灣本土出生長大的年輕
人而言，與大陸之間這
種基於共同記憶而編織
的情感紐帶已經越來越
薄弱。

近年來，隨著北京在內政外交上進一步打壓台灣，年輕一代的
台灣本土意識更加強化。他們以“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自居
，為奧運賽場上台灣運動員領獎時不升起青天白日旗而懊惱。儘管
習近平去年10月曾警告說：“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分裂國
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
一份調查仍然顯示，60%以上的台灣人認為自己僅是台灣人，這一
比例是1992年的三倍；只有2%自認是中國人，而30年前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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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日烏克蘭，想到明日台灣”

紐約地鐵槍擊案嫌犯的精神評估
哄動全美的紐約地鐵槍擊

案 的 嫌 疑 人 法 蘭 詹 姆 斯
（Frank James）被捕後，於

4 月14日中午在紐約東區聯邦法庭提訊，法官下令他不得保釋。此
前檢察官表示，他所作出的“可怕”襲擊案件，是紐約市二十年以
來從未見過的暴力方式.進，在整個城市引起莫大恐慌。

檢察官Sara Winik表示，62歲的詹姆斯對社區構成“嚴重和持
續的危險”，必須拘留候審，永不得保釋，直到審判為止。法官
Roanne Mann批准了檢方要求，下令把詹姆斯關在布碌崙的大都會
拘留中心之內。

此刻詹姆斯被聯邦政府指控暴力襲擊公共交通系統。他昨日過
堂時，由兩名市府公派律師代表為他辯護。當他被問及是否理解他
被控的罪名時，他回答說“是”。公派律師要求對他做出精神評估
，以及聯邦監獄局為他提供精神治療，法官准許進行。

過堂之後，其中一名公派律師Mia Eisner-Grynberg在布碌崙的
聯邦法庭外告訴媒體，“我們所知道的是：事發後，詹姆斯先生在

新聞上看到了他自己的照片。他打電話給紐約市警局的止罪
熱線，讓警察知道他在哪裡。”

“我們仍在了解那輛列車上發生的事”，她敦促公眾“不
要急於做出判斷”。

詹姆斯被捕後，長達10頁的聯邦起訴書揭示了他在大規模致
傷數十人的槍擊案之前、期間和之後都做了什麼。

他的動機仍然不清楚，但他早前發布有四百多個過激言論視頻
, YouTube視頻顯示，他大聲責罵紐約市新的女市長、他說：“市
長先生，我是你的心理健康計劃的受害者。

檢方在提交法庭的意見書上說，詹姆斯的攻擊行為完全有預謀
在先，開槍前一天，他在賓州的費城租了一輛U-Haul貨車，次日
（12日）凌晨開車經Verrazzano-Narrows大橋進入布碌崙。下車後
，他帶著“所有武器和工具”到地鐵站實施大規模襲擊：他的施襲
武器是：一把格洛克17手槍，一個裝有汽油的塑料瓶、 及一捆帶
有爆炸粉末的煙花炮竹。案發後他把這些都丟棄在地鉄站台之內，
包括他在襲擊中穿的偽裝製服（黃色安全帽和橙色帶反光帶的工作
夾克）。

除了他當日的“武裝”，執法人員從詹姆斯的臨時住所又找到
一批武器彈藥：一把格洛克手槍、泰瑟槍、大容量步槍彈匣、藍煙

彈匣，以及9毫米手槍子彈，一個螺紋9毫米手槍槍管、消音器、
準星和.223口徑子彈，這些可與AR-15半自動步槍一起使用。

在槍擊案之前，詹姆斯近30年來在至少在美國國內兩個州已
被捕數十次，大多是低級別犯罪：他曾被判犯有魯莽危害罪、非法
侵入、盜竊、篡改犯罪證據、妨礙治安行為。

檢察官說，這些罪行每一個“單看都不起眼，但合起來就畫出
了一個人的樣子：喜歡違抗權威，不願依法行事”。

那是發生在4 月12日一早，詹姆斯登上地鐵，引燃煙霧彈並
對毫無戒心、無處可藏的乘客冷血開槍射擊33次，至少10人中彈
，更多人在混亂中受傷。檢方認為，他的罪行足夠讓他面臨最高無
期徒刑的懲罰。

檢方表示，被告除了在不同地方存有武器和危險物，他還在社
交媒體上錄製和發布暴力視頻，在YouTube頻道上教人做莫洛托
夫雞尾酒（Molotov cocktail），這是一種簡易的燃燒裝置，也稱燃
燒彈、汽油彈。在另一段視頻中，他表達了想開槍殺人的意思。

檢方說，根據量刑指南對“謀殺未遂”的準則，詹姆斯面臨
210至262個月監禁。現在當局正調查他的犯案動機和意圖，量刑
會否增強到“無期徒刑”，取決於調查結果，例如要看是否涉及仇
恨犯罪和恐怖主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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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去哪了

刘强东从未离开。

2018年以来，刘强东的“身影”出现在每

一个决定京东命运的重要会议上，就算在出差

状态下，刘强东也会通过“远程接入”的模式

参会。

在京东，关键的会议对集团运作有决定性

影响。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各种关键会议中，

有三个定期举办的会议至关重要，而刘强东都

是会议的最终“拍板人”：战略执行委员会

（SEC )、战略决策委员会（SDC）、经分会

（季度经营分析会）。

京东的这些会议及其架构，自2018年以来

逐渐成熟并形成了清晰的机制。战略执行委员

会，由京东各业务板块、职能体系负责人组成

；而战略决策委员会由集团几十位一线业务部

门负责人组成。

“京东的权力架构，不仅要看担任哪个职

位，也要看参与哪些会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上述几个京东关键会议均需要在刘强东时间允

许的情况下举办（罕有例外），而在会上所有的

参会者实际上都在“向刘汇报”。但刘强东并非

一言堂，他会倾听各类建议，并不急于给出自己

决断，甚至他有意提拔年轻人——据悉，疫情后

80后管理者已经成为上述会议的主力军，而部

分90后管理者也开始出现在上述会议中。

在徐雷出任CEO后，刘强东保留的“最关

键”职位是京东集团董事会主席，但他实际上

的“权力空间”并无明显改变：根据京东公告

，刘强东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长期战略设计、

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年轻领军人才培养和乡村

振兴事业，而他也会继续出席SEC、SDC、季

度经分会。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徐雷将“向刘

强东汇报”。

“刘强东会定下大的方向、战略目标，而

徐雷带着人细化、执行。”在新的架构下，徐

雷可以更高效地在执行层整合资源，并精细化

运作，而刘强东可以把更多精力用于思考、把

握、决策京东关键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以来随着张一鸣、

黄峥、宿华“隐退”，互联网大厂中奋战在一

线的创始人已经不多。徐雷接任CEO，也被视

为京东顺应浪潮的一步棋。“一方面，一些具

体执行层需要更年轻的力量冲一冲；另一方面

，大环境下大型科技公司创始人适宜更低调地

做实事。”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指出，刘

强东卸任CEO并不突兀，自2018年后刘强东

“放权”“隐退幕后”的趋势已经清晰，而徐

雷的上任也按照节奏逐渐推进，“这并非京东

的突变，而是一场缓慢的变化。”

这种缓慢的变化，带给公司的好处是“波

澜不惊”。多位在职京东员工表示，大家通过

京东官方微信号“京东黑板报”获悉此事，之

后员工间并未有过多议论，自从去年9月徐雷

出任集团总裁后，大部分京东人已经猜到了后

续的情况，只是时间点比一些京东人想象的略

早一些。

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刘强东绝非“退休

”，相反他可能将在几个关键事项投入更多精

力。

该人士描述了最近两年刘强东对年轻人才

的兴趣。有一次，刘强东偶遇一位90后科技

创业者，此人正和旁人聊创业理念，待他聊完

空闲时，刘强东走过去主动要了联系方式，并

客气地邀请他有机会时坐下来详聊。而在京东

内，刘强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对年轻一代

管理者的培养也开始倾注更多心血。

“老刘开始考虑更长远的事情。”上述人

士指出了一个关键点，徐雷等现京东高层多为

跟随刘强东超过十年的老人，他们可以确保延

续“刘强东的商业哲学和价值观”，但在更遥

远的未来，当这批股肱力量退隐后，京东到底

该由哪些新力量作为支撑？据悉，京东在2021

年大幅度增加了针对年轻人才的扶持力度，并

推出了“越级”升迁机制。

摆在刘强东和徐雷面前的2022年并非一个

“稳赢年份”，在消费疲软、疫情反复等因素

影响下，京东需要找到自己新的增长逻辑。

而新任CEO徐雷正试图保持着清醒。在4

月7日上午，徐雷所在的某微信群内，当得知

徐雷出任CEO后，有媒体人发出了恭喜徐总的

信息。而徐雷看到后，冷静地回复道：“希望

给广大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客卿拜相”

徐雷第一次走入京东会议室，是2007年。

当时今日资本徐新向刘强东推荐数位人才

，徐雷是其中之一。二徐并非亲戚，有知情人

士告诉虎嗅，早于2007年徐新在一位互联网圈

内“老炮儿”引荐下和徐雷相识，当时徐雷还

在“好耶”。相识后，徐新很快对北京大院出

身的徐雷赏识：后者在互联网运营和营销上的

点子之多让人印象深刻。

当时刘强东正带领京东奋战于2007年618

大促“前夜”，徐雷被作为“谋士”推荐给了

刘强东。在那一年618前的几次策略会上，徐

雷现身并贡献了点子。

徐雷给刘强东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并很快赢

得信任，一个关键细节是作为“客卿”徐雷参

加了2007年京东的年中总结会。但徐雷并未在

此时彻底入伙，他以“客卿”身份陪伴了京东

两年，最终在2009年彻底加入京东。

有熟悉京东早期历史的互联网老人告诉虎

嗅，在2005~2010年，刘强东很喜欢邀请学者

、媒体人、圈内名人以外脑顾问身份帮京东出

谋划策，其中有不少人才最终入伙京东，而徐

雷是这波“客卿”中最终跻身京东最高层者。

早期的“客卿”身份，让徐雷多了一份洒

脱。他在出主意和探讨事情时，少了几分拘谨

，他会直言不讳指出问题根本，这种“直接”

在当时刘强东身边人中并不多见。而爱才的刘

强东对性格鲜明的徐雷颇为赏识，从2007年开

始，刘强东就采纳了徐雷的多个建议，包括涉

及618营销策略的一些关键决策。

刘强东对徐雷的知遇之恩也体现在包容上

。和当时江湖上大多数职业经理人们不同，徐

雷有着鲜明的个人性格印记：他会穿着拖鞋参

与京东会议，或者穿着短袖、大裤衩探讨涉及

几十亿元的关键项目。但徐雷并没有因为走入

刘强东的世界，而被迫放弃“自我”，刘给予

了徐极大的悦纳度——直到徐雷加入京东近十

年后，还有员工会在电梯里偶遇穿着“带着翅

膀潮鞋”“嘻哈短袖”的徐雷。

刘强东的人格魅力是吸引徐雷最终入伙的

关键。在当时的互联网江湖，“良禽择木而栖

”是不少怀才者的心底意志。有熟悉早期京东

并相识刘、徐的互联网老人告诉虎嗅，刘强东

对人才“求贤若渴”，刘又是一个对人才出手

阔绰且注重情感维系的人，这对于一些特定类

型的人才极具吸引力。

比如，有人提到徐雷的性格底色：这是一

个讲究情义和仗义的人，推崇知恩图报哲学、

兄弟情谊、率真感性。当这样的人遇到刘强东

时，很容易被后者“豪迈英雄气”“带头大哥

风”的个人魅力打动。

在2009年加入京东后，徐雷从“营销口”

起家，在京东商城推广等环节立下功劳，并于

2016年出任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此时京东正

站在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之边，徐雷带队推动了

APP、PC、微信等端业务线的闭环整合，而助

推京东移动化被视为徐雷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刘强东真的放手了？

北京大院出生的徐雷喜欢文玩、足球、摇

滚，做事以敢拼、细腻、点子多著称

2018年是徐雷命运之变的关键一年。这一

年7月，京东商城开始实施轮值CEO制度，而

时任京东集团 CEO的徐雷出任“首任轮值

CEO”。到了这一年12月，情况又发生微妙变

化，京东公布了2018年的新一轮架构调整，京

东内部三大事业群被调整为“向徐雷汇报”，

而徐雷则直接向刘强东汇报。这意味着徐雷成

为了刘强东之下扮演“相”的关键角色。

从2017~2018年，徐雷经常通过微博等渠道

发表看法，而他的内容总是“直接干脆”，而坊

间传闻，徐雷通过微博传递的价值观，是其被

“深度赏识”的增分项：当有京东用户提出建议

或吐槽时，徐雷往往会在直面问题、正面回答，

并把合理建议迅速变为执行层整改。有知情人士

告诉虎嗅，徐雷有两个特点是其被刘强东委以重

任的关键——坦率直白、高效执行。

从徐雷出任轮值CEO后的一个细节可以窥

探：当时徐雷在京东内部提出了“只唯真，不

唯上”。在开会时，徐雷会叫停一味念诵PPT

的人，也会对数据的真假“锱铢必较”。

2019年1月的京东商城年会出现了有趣一

幕，过去数年刘强东一直是年会主讲人，而这

一年的主讲人改为了徐雷。正是在这次会后，

徐雷开始被圈内描述为“京东二当家”，而不

久之后他头衔的轮值二字也悄悄消失。徐雷再

次“权重加强”发生于2021年，在9月6日他

成为了京东集团总裁，开始正式对京东日常运

营负责。而熟悉京东的人士透露，经过2019年

~2020年的检验，徐雷打理的业务比较让董事

会满意，而2020年~2021年京东的用户增长进

一步给徐雷加分：截至2021年9月，用户在12

个月的时间里净增活跃购买用户量达到1.1亿

，这是京东上市以来的用户增速最快周期。

有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虎嗅，疫情后消费

大疲软深度影响了各家互联网大厂，为了扭转态

势，阿里、拼多多、美团、抖音、快手在多条业

务线上全面出击。双重压力下，京东的业务主干

“零售”在徐雷操盘周期内处于稳健发展的态势

，这让他进一步赢得了刘强东的信任：2021年

、京东实现净收入95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7.6%，而全渠道GMV同比增长近80%。

而这份信任，正在让徐雷获得更大的话语

权和权重。

有知情人士为虎嗅分析了集团CEO和集团

总裁身份差异带给徐雷的权限区别：在2021年

9月出任集团总裁后，徐雷会负责所有业务线

的日常工作，而随着徐雷出任集团CEO，他需

要同时管理职能部门的日常。

“人力、监察等职能部门的日常都会由徐

雷负责，可以想象刘对徐的信任度有多深。”

上述人士说。

但摆在徐雷面前的是“信任越大，责任越

大”的剧本，以及徐雷肩上的压力并不小。

比如，截至目前，京东迟迟未能突破6亿

用户大关，随着2022年流量价格高企、各大平

台用户争夺更为激烈，京东的在拉新和留存上

的挑战成倍加大。而京喜等下沉向产品，本是

京东疫情后最关键的引流入口——70%净增用

户来自下沉市场，但京喜等新业务正面临高投

入、高亏损现状。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京东的

获客成本趋势走高：2021年京东营销开支同比

暴增42.7%达到387亿元。以及，新业务对用

户增量的拉动效力，也正在降低。2021年第四

季度，京东新增用户为1800万，这是9个季度

以来京东的最低值。

据知情人士透露，随着“人力、监察等职

能部门”的日常管理由徐雷负责，他可能将会

进一步通过整合优化来提高京东的效率。

自2018年逐渐走上台前，徐雷以“雷厉风

行”的实干做派著称：他被描述为会对细节

“刨根问底”并极度注重执行结果的人。多位

熟悉徐雷的人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点——徐雷非

常注重和一线接触。

据悉，喜欢足球的徐雷会和普通京东一线

员工、普通消费者、甚至是路人踢球，并借此

倾听“真实”声音。在作为轮值CEO期间，徐

雷以回复“客服邮件”让京东人感到惊讶，他

会要求业务线把客服投诉邮件抄送他，然后他

会深夜回复这些邮件，甚至会把邮件内容作为

第二天开会讨论的关键素材。

也有人把徐雷描述为打破“墙”的人。在出

任轮值CEO后，徐雷大幅度优化了业务线的沟通

效率，他砍掉了多个“形式感的汇报”，改为结

果导向的高效汇报。随着徐雷出任CEO，京东可

能将在2022年推进围绕”效率”的升级。

不过在目之所及的6月，徐雷掌舵的京东

即将迎来一场恶战：发力电商的抖音、换帅后

的阿里大淘系、谋求新增量的拼多多都试图在

6月实现一场“电商胜仗”。而6月对徐雷还

有别的意味：在京东发展史上，他正是凭借

618这一项目迅速加厚了功劳簿。

2022年的618将是徐雷作为京东集团CEO

的第一场大促战，是胜利的轮回，还是艰难鏖

战？这将是徐雷在70多天后即将揭晓的。

刘强东真的放手了？
年过48岁的刘强东，卸任京东集团CEO。

在京东，CEO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职位：自2004年设立此职后，18年来刘强东一直身居此位。

2018年起，刘强东陆续卸任多个职位，却有两个不在其列——集团CEO和董事会主席。甚至在和

京东人聊天，谈到“老刘会不会卸任CEO”时，对方会连忙表示话题过于敏感，莫谈此事。

4月7日早晨7点，有消息人士略显神秘地告诉虎嗅，京东将有大消息公布。不到一小时后，

京东正式公布“大消息”：徐雷将出任京东集团CEO，以执行董事的身份加入京东集团董事会。

在北京亦庄的京东总部，“一号楼A座楼上”总是充满神秘感，一般的京东员工不会来此，

这里是刘强东的办公区。2018年以后，刘强东并不会每天在此，在忙于出差和调研的阶段，他甚

至会持续数周不在。

但刘强东从未“离开”这里。在京东，人们私下习惯以“老刘”称呼刘强东，连入职不满一

年的实习生也会清晰地告诉你，“在京东，大事老刘说了才算”。

这甚至进化为了一种审慎的基因，从2018年开始，每一次京东零售、京东集团高层变动的公告中

，都会明确点出新任领导者“向刘强东汇报”。而在超30万人的京东员工里，绝大多数会熟稔地说出

“京东老大是刘强东”却无法第一时间说出其他高管的名字（尤其是占比最多的一线物流员工）。

这种基因还在持续。在4月7日的公告中，在徐雷一长串新职位最后，依然有最为关键的一句

：“向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汇报。”



金鐘視帝傅孟柏、戲劇女神曾之喬與金鐘女配

蔡淑臻，以及視帝李銘忠等實力派演員所主演的全

新台片《售命》即將在 4月 29 日全台上映。片中女

演員曾之喬與蔡淑臻並奉獻出唯美床戲，喬喬拍前

還先灌一碗薑母鴨再上！沒想到喝完頭暈發熱：

「當時就覺得好熱喔，那是純酒的薑母鴨是不是？

怎麼那麼暈！」蔡淑臻則坦言裸露戲最擔心的部分

，是怕身材不夠好！

《售命》中傅孟柏從魯蛇上班族漸漸變身成為野獸

般的狂人。傅孟柏也有一場裸露戲

，為此傅孟柏興致勃勃、還呼朋引

伴來看他拍戲！想不到只拍了背部

全裸，朋友還質問：「怎麼沒拍正

面？」

喬喬飾演日夜顛倒的酒店小姐，

被劇組化妝師抱怨身為女明星的她

狀態太好、「臉太亮」！為此喬喬

還刻意一個月不敷臉，希望可以暗

沉一點。

蔡淑臻與傅孟柏有一場「女上位

」的火辣色誘床戲，蔡淑臻脫到只

剩內衣、背部全裸，是生涯最大尺

度的床戲，但蔡淑臻竟口出狂言：

「沒想到床戲這麼無聊你知道嗎？

」不過，傅孟柏在這場床戲是一個

精蟲衝腦的狀態，為此作為男主角

的他坦言有做功課，希望在演「對一個女生粗暴的戲」

時不要讓女生不舒服：「一定要比平常再禮貌、溫柔一

點。」

而對於這場床戲，蔡淑臻表示「對自己的身體是自

卑的」，並希望觀眾不會從背影感受到這一點！

《售命》描述厭世保險員阿良（傅孟柏飾）一天到

晚都在想要怎麼死，某天撿到日本文豪三島由紀夫的遺

作《性命出售》，決定清倉大拍賣自己的性命！《售命

》將於2022年4月29日全台上映。

恐怖鬼片《頭七》由 Selina 任家萱主演，

許多影迷被 Selina 和陳以文之間不言而喻的父

女情感動，評價《頭七》賺人熱淚、看完之

後意外的備感溫馨，「尤其家人間血濃於水

的情誼令人動容。」金馬影帝陳以文近年在

多部電影中詮釋台灣傳統家庭的典型父親角

色，被稱為「國民爸爸」，他總能精準的將

看似相近的角色展現出不同風采，這次飾演

Selina 的木訥爸爸，他認為這位父親不只不善

於表達情感，甚至比一般人都更沈默，因此

他拍攝時常跟導演笑說：「我要演得像一張

照片。」

陳以文首度接演鬼片，他表示其實是被角色

吸引，他認為片中父親無法接受女兒未婚懷孕，

導致女兒離家出走，不只是食古不化，而是木訥

到說不出話，「連罵人都不太會罵。」日前釋出

的「花絮-父親篇」中，他提到這個角色讓他回想

起自己的外公，「外公不喜歡小孩吃零食，但他

不用講話也不用瞪著你，你會從他的眼神知道他

的意思。」

《頭七》中，陳以文雖無法讓女兒直接感受

到父愛，但他認為這位父親心中激情蕩漾並不少

於一般人，只是選用行動表達，例如默默到城市

偷看女兒生活狀況，「希望聚焦那些情感表達方

式相對不明顯的人，他們少有言語、少有涕淚、

少有捶胸頓足，情感就時常被人忽略甚或讓人誤

以為沒有。」

談到如何呈現和Selina之間的父女情，陳以

文表示有先觀察Selina的特質，並且尊重對方表

演的方式，「覺得這個女兒有自信、有主見，很

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跟她互動演出就更可以感

受這部分。」Selina展現的氣質恰巧與片中執拗

但獨立的女兒極為相似，讓陳以文放心共演對手

戲。

導演沈丹桂自曝是陳以文的粉絲，「看到劇

本後，就希望由陳以文飾演這位情感壓抑、不威

自怒的父親。」電影在開拍前雖遇到疫情三級警

戒，但兩人用電話反覆溝通角色定位細節，沈丹

桂更感謝陳以文在現場拍攝前都會逐場確認細節

，並適時提出建議想法，面對吊鋼絲、多次特殊

化妝全都親力親為，大讚這位影壇前輩的敬業程

度令人敬佩。

《頭七》由Selina任家萱、陳以文、納豆、

吳以涵主演，陳家逵、高宇蓁、鄧志鴻、赫容、

舒偉傑特別演出，皮諾丘電影事業有限公司出品

暨製作、馬棋朵數位影像公司、台灣大哥大

myVideo、杰瑞音樂出品、導演沈丹桂執導、資深

製作人葉直育監製，《頭七》全台熱映中。

「國民爸爸」 陳以文《頭七》展現影帝級演技！

透露如何 「演成一張照片」

曾之喬色誘、蔡淑臻引床戰
《售命》傅孟柏精蟲衝腦、野獸派賣肉演技獲狂讚！

2022 年 4 月 8 日上映的

Netflix 全新度諜報動作大片

《夜叉：浴血諜戰》上線24

小時立刻空降本日台灣電影排

行榜冠軍，成績相當亮眼。

《夜叉：浴血諜戰》劇

中的地點是設定在瀋陽，但

其實都是在台灣、韓國兩地

所拍攝，像是台北萬華華江

整建住宅、台北街頭、高雄

六合夜市跟岡山，以及台中

樂成宮等地，皆驚喜出現在

在電影中。除了在片中找尋

「台灣」成為一大樂趣外，

片中有著濃濃台灣腔的女演

員「伊萊雯」更是讓影迷印

象深刻，究竟伊萊雯是誰？

卸完妝後的長相又是如何呢

？今日就來大揭秘。

在《夜叉：浴血諜戰》

中飾演瀋陽的地頭大姐大「伊萊雯」，相信眼尖的劇迷

就發現她即是曾演出《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影集版》

的演員姚以緹吧？她也曾獲得台北電影獎最佳女配角獎

，演技實力不容小覷。

在電影中雖然飾演瀋陽大姐大，但講話卻有著濃濃

台灣腔，甫出場就備受影迷注目，另外，再加上她的牙

垢、全身佈滿紋身的造型更令人難以忽視。現在姚以緹

特別接受Netflix專訪，也公開了她的「真實長相」，清

秀的外表讓網友直呼，「無法想像是同一個人。」

2. 原先期待能夠「長得更醜」？

姚以緹也笑說，自己在《夜叉：浴血諜戰》中的角

色造型的確跟以往的演出有很大不同，更透露「原型角

色更醜，是個大暴牙老大！」她還曾主動提出想要戴著

大金牙牙套的想法，但導演見到本人這麼漂亮不忍她被

太過醜化，因此改由造型團隊特別費心變出牙垢來帶出

「伊萊雯」的生活背景。

另外，伊萊雯身上的大面積刺青是由韓國造型團隊

特別的大量紋身貼紙，再加以彩繪所打造出來的，她也

笑說，「我一開始不會卸妝！」透露不知道這種造型需

要專業卸妝產品才卸得掉，回到家後怎麼搓洗都去不掉

，最後只好靠膠布沾黏撕除，雖然有效但也很傷皮膚。

3. 伊萊雯的名字由來？

姚以緹也加碼公開爆料，因為她是僅是特別演出，

所以其實一開始角色設定是沒有名字的，但也因為她的

專業演出，讓導演決定要讓這角色有個名字，就取名為

和姚的英文名字Eleven一樣叫「伊萊雯」。

4. 教朴海秀說中文

在電影中，朴海秀和伊萊雯幾乎都是中文對話，姚

以緹也透露自己在拍戲現場的空檔也會教朴說中文台詞

，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就是「你們會後悔的」，因為這

句話的發音對韓國人來說很有難度，所以一直陪著朴海

秀練習。

還加碼分享私底下的朴海秀是位暖男，《夜叉：浴

血諜戰》是在冬天拍攝的，一場與薛景求在雨中打鬥的

戲讓朴海秀全身濕透，但當朴看到因為角色需要穿得很

少的姚，就立刻把自己正在用的熱水袋給她，暖心舉動

讓姚以緹相當感謝。

5. 影帝薛景求、池內博私下都很親民

另一方面，儘管沒有對手戲僅在現場一起圍觀薛、

朴兩人打架，姚以緹其實私下也有和影帝薛景求碰到面

，而且最初姚主動去打招呼致意時，薛景求還很親切地

用中文問候，跟上戲時投入「夜叉」角色所展現的氣勢

截然不同，私下的影帝其實人很好。

除此之外，為了本片也有到韓國拍戲的姚以緹還分

享在自己的戲份全拍完時，導演很禮遇地安排自己和日

本演員池內博之以及韓國工作人員一起吃飯，她對池內

秀了自己會的日文，對方也都親切回答應對，儘管是特

別演出卻也因此結識日韓重量級演員，對姚以緹來說收

穫相當豐富。

看完以上，是不是對「伊萊雯」姚以緹有更深一層

的了解呢？如果還未觀看Netflix《夜叉：浴血諜戰》的讀

者，也不妨趕緊觀看這部韓國最新諜報大作，目前於全

球190國與地區熱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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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台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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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影視娛樂
星期日       2022年4月24日       Sunday, April 24, 2022

由江西、廣東、江蘇、四川四省聯袂打造

，王興東擔任藝術監製、編劇，雷獻禾總導演

，盧奇聯合導演，盧奇、于慧領銜主演，劉金

田擔任歷史顧問，張志忠擔任監製，張勇總製

片，黃平擔任製片人的年度人物傳記歷史大片

《鄧小平小道》今日發布終極預告。陰雨中預

告序幕拉開，重重危機一觸即發，將觀眾拉回

那個特殊年代。影片首次將罕見歷史搬上銀幕

，呈現出一個頗具人性的「平凡偉人」，讓觀

眾動容的同時，也因真摯的情感表達吸引了許

多年輕觀眾的關注，再熱度不斷攀升。影片將

於4月22日正式上映。

終極預告呈現罕見秘辛特殊時代
故事首登銀幕

此次曝光的終極預告，圍繞鄧小平被下

放到江西監管勞動的歲月展開，並披露了大

量展現那個特殊動盪年代的鏡頭。「向右轉

！出發！」隨着一聲部隊口令，瞬間將觀眾

拉回到了那個特殊的年代。故事的主人公鄧

小平，也正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被押送至

江西，開始了一位普通工人的生活。期間，

他經歷了被監督、被圍堵、被嚴格看管等種

種逆境，但同時，他也在與基層人民的接觸

中受到啟發，逐漸找到了中國未來發展的道

路。整個預告完整呈現了鄧小平下放期間的

點點滴滴，對特殊歷史的全面呈現，可謂影

片吸引觀眾的一大看點。

影片首次將這段歷史搬上銀幕，引起廣

大網友熱議。從影片已曝光的物料中，足以

看出影片細節考究、豐富，一景一物皆完美

還原，體現出該片誠信之作、品質上乘的特

點。有網友也留言稱：「這種題材這麼還原

，還能上映，可以說是中國電影的一大突破

。」因此，該片在社交平台熱度持續攀升，

引起諸多未曾經歷過「動盪年代」的年輕觀

眾好奇，標記「想看」觀眾年齡在30歲以下

占比高達59.2%。

「平凡偉人」 走近觀眾狠戳淚點
以情動人破圈年輕觀眾

片中除了將那段特殊的歷史全景呈現，

更難得是聚焦了鄧小平在領導人之外的角色

，丈夫與父親，這樣的設置讓這位領袖人物

更具煙火氣，也大大拉進了和我觀眾的距離

。在近日的一場超前觀影場中，不少觀眾淚

灑現場，更有甚者用完了隨身攜帶的整包紙

巾，一位觀眾就這樣感嘆道，「沒想到會看

這部電影中看到哭，電影真實、真情、真切

，看過侯深受啟發、深受感染、深受感動」

。觀影場現場也不乏許多觀眾「全家出動」

，在觀影過程中他們時而喜上眉梢拍手稱快

，時而竊竊私語交流所思所感，對影片的喜

愛之情寫在臉上。

這種情感的真摯表達，也吸引了許多年

輕觀眾前來觀看點映。在面對未曾經歷過的

遙遠歷史往事，他們也表達出了極高的評價

，「電影無論從故事、鏡頭、色彩、音效等

等方面來說都太好了，呈現出一個不同於歷

史書上的鄧小平爺爺，我一定推薦給班裡的

同學，讓他們也來欣賞這部歷史大片！」、

「整部影片看下來超出預期，一點也不假大

空，不枯燥乏味，通過一些對鄧爺爺生活細

節的描寫，把一代偉人憂國憂民的情懷體現

得淋漓盡致，他在江西的時候真正做到了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

本片由塗冬生等擔任總策劃，馬大為、

黃文華、張仲鳴擔任聯合製片人，夏金、楊

慧慧、童畫、張萍、張麗元擔任執行製片人

，將於4月22日正式上映。期待大家走進影

院，走進塵封往事；感受精神偉力，感知催

淚情懷！

感人至深發人深省《鄧小平小道》終極預告發布

「無人區」 荒野求生 鬼礦鬼城開啟
奪命鬼門！

電影《迷途重生》講述了被警察通緝的兇

殺窮徒，為躲避追擊挾持畢業旅行探險而來的

學生以及為證明愛情之玄妙而來的行為藝術家

，在一路紛爭中闖無人區試圖逃生，卻不斷被

詭異迷局纏繞、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生命有

去無回的驚悚故事。影片將故事背景定格於無

人區荒漠之中，寸草不生、惡鬼難行的「無人

區」作為生命禁忌黑色地帶，常常令人聞風喪

膽、望而止步，但與此同時也會引發部分膽大

之人的探索好奇心與對「未解之謎」的求知慾

，影片融入此自帶氛圍的恐怖元素，使得影片

懸疑驚恐感更為濃厚，觀影欲望更加強烈。

無人荒漠，狂沙飛舞、飢餓已久的荒漠野

狼群張着血盆大口死盯着前來「送人頭」的人

群，狂嘯嗚咽、飛撲廝咬，毛骨悚然感蜂擁而

至；傳聞中的「鬼礦」驚現，慘死礦工靜待活

人性命「重生」，以金子誘惑設下奪命陷阱，

引誘着貪心之徒入局。惡魔引路、情敵紛爭，

殺念暗流涌動，橫豎皆亡的荒漠絕境中，駭人

傳聞一一被印證，窮途末路面前，求生意念驅

使下的險惡人性顯露無餘，矛盾激化、慘烈對

壘極速形成，驚嚇點全面擴張，匯聚靈魂至暗

時刻，鬼礦、鬼城、鬼門關悉數啟動終結之門

，荒野極地冒險一觸即發！

「連環式」 驚悚元素 淋漓盡致締造
極致視聽!

兇殺案罪犯潛逃途中半路殺出「程咬金」

強制搭便車，才脫離警察的追擊，又不小心泄

露兇手身份。為成功逃生，挾持知道真相的所

有人共同穿過荒漠尋找安全出口，卻遭遇了一

路的死神問候，每走出一段距離，都將有人魂

斷於此。電影《迷途重生》節奏緊湊、處處反

轉，情節設定打破常規構思絕妙，驚嚇點連環

釋放不斷層，恐懼尖叫一環扣一環、緊張刺激

一波接一波。影片恐怖元素飽滿，荒漠極地冒

險串聯了愛情、犯罪、親情等，在生死難料中

呈現荒漠的神秘壯烈、愛情的複雜難猜透、人

心之詭譎多變，在點點滴滴的情感大融合中展

開慘絕人寰的連環式廝殺。起伏跌宕、不按常

規出牌的驚悚發酵極易打亂觀眾固有思維，難

以預判的結局無限燒腦，驚悚離奇「血液」不

斷注入，在無邊無際的荒野之中詮釋生命終結

的無可奈何。即將走出荒漠迎來重生之時陷阱

再次來襲，一步之遙的逃生希望被徹底澆滅，

迷霧消散後唯一的求生路途被無情切斷，神經

奔潰觸動窒息絕望「興奮沸騰」之餘，慘烈陰

森的極度嚴寒刺穿靈魂，極致恐怖視聽火力全

開！

「無人區」迷途，陷阱叢生，生死難料！

電影《迷途重生》由陝西華原文化產業投資發

展有限公司、西安力的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慶陽匯恆盛視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

好戲來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好淘氣娛樂文

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東陽四月天影視文化有

限公司發行、北京君禾嘉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聯合發行、山西菲爾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宣傳

，將於5月13日全國公映，荒漠求生刺激冒險，

噬魂來襲！

驚悚電影《迷途重生》定檔5月13日
揭秘無人區生命禁忌之謎！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第第2727屆中文演講比賽屆中文演講比賽
昨天盛大舉行昨天盛大舉行，，並於當天下午舉行盛大頒獎儀式並於當天下午舉行盛大頒獎儀式

（本報訊）時間: 2022年5月7日, 星期六下午2-3點
活動登記： https://CHMAgency.com/HOU57LNS 或
用手機掃描代碼
本次講座是由光鹽社和CHM Inc. 合辨，並邀請岑瀑濤
醫師為大家講解肝癌。這次線上健康講座活動必須在
2022年5月7日(六)或以之前，到指定的網站上完成註
冊 (https://chmagency.com/HOU57LNS 或用手機掃描
代碼)。在完成註冊後，你將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有關
在線講座活動 ID 及連結。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
區人士踴躍參加!
肝癌是死亡率很高的癌病，初期也因為肝臟不會疼到
的特性，很容易被人忽略。可是，晚期的患者因為癌
細胞擴散而不容易治療，治癒率低，只有早期處理才
能提升存活機率。肝臟位於右上腹，是人體最大的器
官，功能之一 是分解體內的廢物，再經由尿液與糞便
排出體外，在身體運作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肝沒有
神 經，即使 「受傷」 了也不容易被發覺; 如果真的感
覺到肝區疼痛，通常已經有嚴重的肝病，或是長了大
顆腫瘤。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UTHealth）
McGovern醫學院的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

任主治醫師職位。岑醫師於1999年在中國中山大學獲取醫學學位，並於2005年在紐約的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完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醫師於2008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進行了腫瘤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

題目: 肝癌
講員: 岑瀑濤醫師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秦鴻鈞報
導導））隨著美聯儲今年可隨著美聯儲今年可
能進行多達八次加息能進行多達八次加息，，
華爾街對經濟衰退的呼華爾街對經濟衰退的呼
聲越來越高聲越來越高。。高盛首席高盛首席
經 濟 學 家 哈 祖 斯經 濟 學 家 哈 祖 斯
HatziusHatzius 對對 GG1010 歷史事歷史事
件的分析表明件的分析表明，，儘管強儘管強
勁的經濟勢頭限制了短勁的經濟勢頭限制了短
期內的風險期內的風險，，但我們預但我們預
期的政策收緊會增加經期的政策收緊會增加經
濟衰退的可能性濟衰退的可能性。。經濟經濟
學家哈祖斯表示學家哈祖斯表示，，在未在未
來來 1212 個月個月，，經濟衰退經濟衰退
的可能性約為的可能性約為1515%%，，在在
未 來未 來 2424 個 月 將 達 到個 月 將 達 到
3535%%。。哈祖斯警告說哈祖斯警告說，，自二戰以來的自二戰以來的1414個緊縮週期中有個緊縮週期中有1111個在兩年內出現衰退個在兩年內出現衰退。。本月早些時候本月早些時候，，德德
意志銀行的意志銀行的LuzzettiLuzzetti成為華爾街大公司中第一位預測美國經濟衰退的經濟學家成為華爾街大公司中第一位預測美國經濟衰退的經濟學家。。此後此後，，高盛等其他公高盛等其他公
司紛紛加入司紛紛加入。。這些警告是在美國經濟岌岌可危的時候發出的這些警告是在美國經濟岌岌可危的時候發出的。。

當經濟從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復蘇並應對能源價格飆升當經濟從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復蘇並應對能源價格飆升，，通貨膨脹讀數通貨膨脹讀數PPIPPI繼續火熱繼續火熱。。33月份的生月份的生
產者價格指數產者價格指數PPIPPI最近顯示過去最近顯示過去1212個月上漲了個月上漲了1111..22%%，，令人擔憂令人擔憂。。在通脹壓力下在通脹壓力下，，消費者信心減弱消費者信心減弱
，，33月份在線零售銷售數據的顯著下降中月份在線零售銷售數據的顯著下降中，，專業人士已開始為即將到來的衰退做好準備專業人士已開始為即將到來的衰退做好準備。。美聯儲將在美聯儲將在
一年後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一年後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因為通脹仍然居高不下因為通脹仍然居高不下，，通脹開始對市場和經濟造成壓力通脹開始對市場和經濟造成壓力。。美國很可美國很可
能會經歷一段滯脹期能會經歷一段滯脹期。。

高盛經濟學家預測美國兩年內經濟衰退可能性為35％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第，27屆中文演講
比賽，於昨天（4月23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起，在僑教中心樓下展覽室及二樓203室，分
組同時舉行。共有 45 位學生報名。分為華裔
6-7歲組、華裔8-10歲組及華裔11-14歲組。
分別由第一銀行吳炳輝總經理、 「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前會長唐心琴、方海妮、廖秀美、蘇
麗莉等人擔任評委，經過近三小時的比賽，於
當天下午一時左右，成績正式出爐，並在僑教
中心大禮堂舉行正式頒獎儀式。

「華裔6-7 歲組 」第一名蔣璋，由僑教中
心陳奕芳主任頒獎。第二名劉裕強，由中油陳
玉山總經理頒獎，第三名蔣尚恩，由味全公司
李樂罡總經理頒獎。 「華裔8-10歲組」第一名
李鈺婷，由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頒獎，
第二名周奕森，由第一銀行吳炳輝總經理頒獎
，第三名施翰翔，由理事王慧娟頒獎。 「華裔
11-14歲組 」第一名蔡尹理，由會長何真頒獎
，第二名蔡宜蓉，由金城銀行公關部副總裁侯
秀宜頒獎，第三名金定霆，由郭蓓麗頒獎。評審方海妮女士並於頒獎前發表講評，盛讚這些小朋友中文表達的優點。並由總策劃李瑞芬致感謝詞。

當天，並在頒獎前，由會長何真，頒發感謝狀給贊助她們這次活動的單位代表。包括：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味全公司」李樂罡經理、 「第一銀行」吳炳輝
總經理、 「金城銀行」侯秀宜副總裁、 「安穩保險」負責人楊德清，以及王慧娟、郭蓓麗等人。

圖為所有贊助者獲會長何真圖為所有贊助者獲會長何真（（右四右四 ））頒發感謝狀後合影頒發感謝狀後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所有比賽得獎者圖為所有比賽得獎者、、頒獎者與主辦單位頒獎者與主辦單位、、贊助商合影於頒贊助商合影於頒
獎儀式上獎儀式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聯儲將在一年後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美聯儲將在一年後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因為通脹仍然居高不下因為通脹仍然居高不下，，通通
脹開始對市場和經濟造成壓力脹開始對市場和經濟造成壓力。。美國很可能會經歷一段滯脹期美國很可能會經歷一段滯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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