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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風采

吳 衛 民 William Wu
東方貸款
免費提供當日利率查詢 貸款資格預審 預批信
貸款種類多樣﹑
貸款種類多樣
﹑手續簡便迅捷
手續簡便迅捷﹗
﹗費用低
費用低﹑
﹑利率好
利率好﹗
﹗
自住 投資 商業
查收入﹑
查收入
﹑不查收入
不查收入﹑
﹑新移民
新移民﹑
﹑各類簽證
各類簽證﹐
﹐皆可幫您貸到款
皆可幫您貸到款﹗
﹗
自住房﹑
自住房
﹑度假房
度假房﹑
﹑投資房
投資房﹑
﹑Cash-out
Cash-out﹑
﹑無費用重新貸款（refinance
refinance）
）

電話﹕
電話
﹕469
469-389
389-0136
wwu@eastcapitalfunding.com

現金大放送

四月三十日，星期六
5PM - 8PM
每小時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5,000 現金
9PM
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10,000 現金
10PM
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20,000 現金
11PM

大獎得主 50,000 美元現金
從 4 月 10 日開始，通過老虎機或桌面遊戲贏取參賽作品
使用您的免費 Coushatta Advantage Club 卡
抽獎日下午 4 點後通過評分遊戲激活獲得的參賽作品

Coushatta 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賭場度假村 | I-10 44 號出口 | ccrla.com
Advantage Club 會員在 4 月 10 日（星期日）淩晨 4 點至 4 月 30 日（星期六）晚上 11 點期間玩您最喜歡的老虎機或桌面遊戲，即可獲得參賽資格；
一 (1)Advantage Club 等級積分等於一 (1) 個抽獎條目。每位顧客限獲得一 (1) 個獎品。官方規則可在庫沙塔優勢中心獲得。管理層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促
銷活動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促銷不適用於被排除在外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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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seeks $33 billion war chest to support
Ukraine, Zelenskiy wants quick approval
WASHINGTON, April 28 (Reuters) - President
Joe Biden asked Congress for $33 billion to support Ukraine - a dramatic escalation of U.S. funding for the war with Russia - and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pleaded with lawmakers to give the
request a swift approval.
The funding request includes over $20 billion for
weapons, ammunition and other military assistance, as well as $8.5 billion in direct economic
assistance to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and $3
billion in humanitarian aid. It is intended to cover
the war effort’s needs through September, the end
of the fiscal year.
“We need this bill to support Ukraine in its fight
for freedom,” Biden said at the White House after
signing the request on Thursday. “The cost of this
fight - it’s not cheap - but caving to aggression is
going to be more cost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ruled out sending its own
or NATO forces to Ukraine but Washington and
its European allies have supplied weapons to Kyiv
such as drones, Howitzer heavy artillery, anti-airHockstein/File Photo
craft Stinger and anti-tank Javelin missiles.
The measures are part of U.S. efforts to
isolate and punish Russia for its Feb. 24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hailed
invasion of Ukraine, as well as to help
what he called “a very important step” by the
Kyiv recover from a war that has reduced
United States.
cities to rubble and forced more than 5
million people to flee abroad.
“I am thankful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personally to President Biden for it. I hope that Con- Biden has already asked for record
gress will quickly approve this request for help to peacetime sums to fund Pentagon reour state,” he said in a late night video address.
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efforts to
Biden’s proposal would also let U.S. officials
seize more Russian oligarchs’ assets, give the cash
from those seizures to Ukraine, and further criminalize sanctions dodging, the White House said.

tance alone is about a third of what the
Russian military spent overall last year,
before the war began.

passe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Ukraine measure.

A package would include food security
assistance, economic stimulus for Ukraine
and funding to use the Cold War-era Defense Production Act to expand domestic
production of key minerals in short supply
due to the war. read more

While lawmakers are broadly supportive of spending on
Ukraine, Republican congressional aides said on Thursday that
efforts to combine the war funding with the pandemic response
could make it difficult to pass.

But the funding measure may face issues

U.S.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has
topped $3 billion since Russia
launched what it calls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to demilitarize Ukraine and protect it from
fascists. Kyiv and its Western allies reject that as a false pretext.

That would include letting the Justice Department
use the strict U.S. racketeering law once deployed
against the mafia, 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RICO) Act, to build cases
against people who evade sanctions.
Biden also wants to give prosecutors more time
to build such cases by extending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on money laundering prosecutions to
10 years, instead of five. He would also make it
a criminal act to hold money knowingly taken
from corrupt dealings with Russia, according to a
summary of the legislative proposal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during a speech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President Joe Biden during a speech in the
Roosevelt Room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April 21, 2022. REUTERS/Evelyn

“I don’t care how they do it,”
Biden said. “They can do it separately or together, but we need
them both.”

counter perceived threats from countries
including Russia.
The full package represents a fifth of prewar Ukrainian annual economic output,
and the $20 billion U.S. military assis-

on Capitol Hill. Biden asked for $22.5
billion in money for the COVID-19
response in March and Democrats with
narrow control of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y push to ha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uropean allies have frozen $30
billion of assets held by wealthy
individuals with ties to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cluding yachts, helicopters, real
estate and ar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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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Can Buy Media Power
Elon Musk spent $44 billion
dollars to buy Twitter. He has
said he wants to take the
company private and promote
more free speech on the
platform.
Musk’s Tesla shareholders
who don’t get to vote on the
Twitter acquisition appear to
not agree on Musk’s
acquisition.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that he is using
Tesla as collateral for bank
loans and worried about the
risk that overseeing Twitter
could distract him from the
auto business.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o be honest, today America
’s wealth and political power
are in a very few people’s
hands. Musk is a very
obvious example. Because he
is extremely rich, he can buy
anything he wants, including
the media business.
Musk said he really wants
freedom of speech for
everyone, but when the poor
people are in the struggle,
what does free speech mean
for them?

We are so worried that the
world will still be in a few
people’s hands. Some
politicians need to listen to
them because they have
many big donors behind them.
Musk was born in South
Africa, grew up in Canada
and later became a U. S.
citizen. His success story and
his big venture into the media
business could be a
challenge for the world in
many ways.
We all hope that Twitter can
be improved and continue to
serve our society for the
cause of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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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Local boy Faddei plays in a destroyed Russian military truck
in the village of Kolychivka, in
Chernihiv region, Ukraine. REUTERS/Vladyslav Musiienko

A woman flees from the polluting foam generated by a river full of waste, at
the entrance of her house, in Mosquera, Colombia. REUTERS/Luisa Gonzalez

A horse puts its head into the car to eat a carrot near the Cossack cultural complex in the
village of Borgustanskaya in Stavropol region, Russia. REUTERS/Eduard Korniyenko

A girl selling water uses an umbrella to protect herself from the sun as she waits for customers
on a hot summer day, in New Delhi, India. REUTERS/Anushree Fadnavis

Muslims perform late night
prayers on the night of 27th
Ramadan in the Grand Mosque
during the holy month of Ramadan, in the holy city of Mecca,
Saudi Arabia. Saudi Press Agency/via REUTERS

A medical worker in a protective suit collects a swab
sample from a resident at
a makeshift nucleic acid
testing site amid COVID
outbreak in Beijing, China.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BUSINESS
U.S. Reaches Out To Oil
States As Prices Rise

Gas prices are seen in front of a billboard advertising HBO’s Last Week Tonight in
Los Angeles, March 7, 2022. Three oil regimes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past
U.S. leaders have snubbed —Venezuela, Saudi Arabia and Iran — are the targets
of U.S. outreach as global fuel prices hit record highs during the Ukraine crisis. But
it’s not clear any U.S. diplomacy could get more crude on the market fast enough
to help the current supply crunch. (Photo/Jae C. Hong, AP Fil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WASHINGTON)-Three checkered oil regimes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past U.S.
leaders have spectacularly snubbed — Venezuela, Saudi Arabia and Iran — are now
targets of U.S. outreach as global fuel prices
reach jarring levels during the Ukraine crisis.
But it’s not clear any U.S. diplomacy could get
more crude oil on the market fast enough to
help the current supply crunch, or tear onceshunned oil states away from what — for Saudi Arabia in particular — are profitable alliances with Russia.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U.S. overtures to three problematic oil giants at best
could lead to stabilizing rising oil and gas
prices and draw those governments closer to
the West and away from Russia and China.
At worst, Biden risks humiliating rebuffs and
condemnation for outreach to governments accused of rights abuses and violence.
“We have an interest globally in maintaining a
... steady supply of energy, including through
diplomatic effort,”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aid Wednesday on the moves toward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out of U.S. or Biden
administration favor, and in the case of Iran
an armed threat. “We have a multiplicity of
interests, and use diplomacy to try to advance
them.”
The phrasing, as Russia’s war raises the stakes
in many areas, was a change from Biden’s
pointing, at the outset of his presidency, to
democratic values as “America’s abiding advantage” in diplomacy.

Saudi Arabia has profited richly in recent
years from teaming with fellow top petroleum producer Russia to keep global oil and
natural gas supply modest and prices high.
And Biden came to office vowing to isolate
the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and the rest of the Saudi royal family over
abuses that include the 2018 killing of U.S.based journalist Jamal Khashoggi.
Biden and the young crown prince are not
known to have ever talked.
“I don’t know whether he’s up to eating that
much crow,” Saudi Arabia analyst David
Ottaway said of attempts now by Biden to
improve his administration’s relations with
Prince Mohammed and Saudi Arabia, the
country that could most easily end the global
supply crunch. “He was gonna make a pariah
of this guy.”
As for Iran and Venezuela, the U.S. would
welcome positive diplomatic outcomes that
bring back oil from those nations,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in that situation, their negotiation power increases dramatically,” said
Claudio Galimberti,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analysis at Rystad Energy.

“So Iran will make a lot of very steep requests
in order to rejoin the deal and so would Venezuela,” the energy analyst said. Plus, it could
take time to ramp up their production.
Russia’s devastating military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resulting market disruptions
and sanctions hitting Russia’s petroleum exports, helped drive the U.S. average gasoline
price to $4.25 on Wednesday.
Biden announced a ban on Russian oil and
gas imports the day before, compounding
high prices from the OPEC production cap
engineered by Saudi Arabia and non-OPEC
member Russia.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making cautious
overtures to all three oil giants, Venezuela,
Iran and Saudi Arabia.
In the case of Ir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re not publicly linking their diplomacy to
oil, although they are pursuing a deal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that could se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that country lifted and
Iran’s oil quickly back on the market legally.
For Biden, failure in the high-profile oil diplomacy risks humiliating treatment from
unfriendly rulers abroad, potentially re-election-damaging condemnation at home.
And success? Potentially, likewise.
“Our response to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s war shouldn’t be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audis,” tweeted
Minnesota Democratic Rep. Ilhan Omar, citing Saudi Arabia’s years-long war in neighboring Yemen.
Others in Biden’s Democratic Party have
made clear their objections to any abrupt
U.S. embrace of Saudi Arabia and its crown
prince for the sake of oil.
The GOP is scathing in its criticism of high
oil prices, and any possible thaw with Iran in
particular.

Biden Bans Russian Imports.
Effectively, said Richard Goldberg, a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saying, “They will still be financing
terrorism, but let’s go ahead and buy their
oil.”
Western nations are hoping their cuts in the
use of Russia’s oil can pressure Putin to stop
his attack on Ukraine, though that can create
other problems since nations produce different types of oil, which need different kinds
of refineries.
In Venezuela, a high-level U.S. delegation
visited last weeke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relations unraveled under socialist leader
Hugo Chavez in the 1990s.
The trip appeared to be met receptively by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It was followed
Tuesday by Venezuela releasing two jailed
Americans.
The apparent warming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a lifting of U.S. sanctions on Venezuela
and eventual return of its oil to markets.

Gas prices are displayed at a gas station
in San Diego, Tuesday, March 8, 2022.
The average price for a gallon of gasoline
in the U.S. hit a record $4.17 on Tuesday
as the country prepares to ban Russian oil
imports. (Photo/Gregory Bull AP)
But even if that breakthrough occurs, Venezuela’s oil industry might not be ready
to ramp up production in time to help the
current price spike, after years of political
turmoil and disinvestment cramped the industry.
Removing direct and secondary U.S. restrictions on Venezuela’s state-owned oil company, if it happens, could boost production by
400,000 barrels per day within a few months,
said Paul Sheldon, chief geopolitical advisor
at S&P Global Commodity Insights.
For Iran, leading countries are in the possible
closing days — one way or the other — of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in Vienna aimed at
reimposing limits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in exchange for lifting sanct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keep Iranian oil off the marke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d taken the U.S.
out of the nuclear deal.
Iran could supply oil
quickly, and has the
ability to put more
than 1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n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energy analysts.
However, Iran’s oil is more likely to go to
other buyers than the U.S. And if the U.S.
allows Russia to freely trade with Tehran,
it could create an opening for Moscow to
“launder” oil sales through Iran, which
could export the oil it might have refined
and instead refine Russian oil in its place,
according to Clearview Energy Partners.
Meanwhile, despite a decades-old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kingdom’s
dependence on the U.S. military and U.S.
weapons-makers for defense, Prince Mohammed and King Salman show no eagerness to help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ut
of the jam.
Biden early on vowed to make a “pariah”
out of Saudi Arabia’s ruling family over
the killing inside the Saudi consulate in Istanbul of Khashoggi.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linked it to the crown prince.
But the oil tightening has led Biden officials to reach out more to the kingdom this
year, including a Biden call to the aging
king last month.

“We’re not going to separate our values
and our interests,” Blinken told reporters
Wednesday. “We’ve made that clear in
everything we’ve done. But we’re working productively, constructively with those
countries.”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ogether could tap an additional 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f they chose.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said Wednesday it will urge
OPEC to consider boosting oil output. But
some OPEC nations may be reluctant to increase production to make up for Russian
shortfalls, since alienating Russia could
make it harder for OPEC to wield its influence over oil prices.
Personalities aside, “the oil alliance between Russia and Saudi Arabia has worked
out pretty well,” said Ottaway, the Saudi
Arabia analyst.
“It’s a difficult decision for MBS too, you
know,” he added. “Both MBS and Biden
are in a bind here.” (Courtesy Miami H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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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ght Is Here.
We Need Ammunition, Not A Rid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Volodymyr Zelenskyy, President of Ukraine
~ Under Seige 2022 ~
好書閱讀

我们误会它太久了：人类的优势，在于无聊
但无聊也可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诞生新的发明。比如 18 世纪一
名门阀操作员因为工作太单调，
突发奇想发明了制动片，改变了
蒸汽机的发展。
也就是说，无聊是一个信号，
我们如何回应这个信号才是最重
要的事。大多数情况下，无聊虽
是一种负面的感觉，却是一个积
极的信号。它告诉我们，是时候
改变了。
以下节选自《我们为何无聊》
一书。
我们误会它太久了：人类的优
势，在于无聊
01 条条大路通无聊
说无聊源于外部环境或我们自
身都不准确。无聊是因为二者在
相互作用。也许，更准确地说，
这两个方面都不是无聊的起源。
无聊源自我们与世界共处的方
式。
本章的标题指出了无聊所要求
的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期
我们为何无聊》
望——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创造一
[加拿大]詹姆斯· 丹克特、约翰· D. 伊斯特伍德 著
个刚刚好的世界，在那里，我们
袁铭钰 译
为环境所投入的与环境给我们带
2022 年 2 月出版
来的恰好完美匹配。很显然，这
无聊，下一个时代危机？
样的事可遇而不可求。但一旦出
挑战流行观念，重塑大众认知
现严重的不匹配，无聊便悄然而
给无聊以解药，给生活以指南
至。
《卫报》年度新知图书
至此，有一点应该已经很明确
了——不存在一个引起无聊的单
一因素，不论是内在于我们的还
是存在于外部环境的。我们也并
不是说，必须所有的因素到齐，
无聊才能产生。但是，在某一个
无聊是再常见不过的体验了。排队时，等人
无聊的时刻，如果我们从空无一物的头脑和欲望
时，突然闲下来时，因疫情被迫居家时，我们最
的迷局开始追溯，我们在源头上总会发现一个或
容易被无聊偷袭。
几个罪魁祸首。
无聊也常常被认为是消极的状态。在中世纪
无论如何，无聊的多种原因通过阻止我们投
，人们把无聊称作“正午恶魔”；克尔凯郭尔说
入某事而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无法成
，“无聊根植于虚无”。
为自己生活的主人——成为有效的施动者。
无聊真有那么可怕吗？《我们为何无聊》一
无聊的诱因阻碍了我们的能动性，从根本上
书决定从心理学出发，用实验、数据和分析来一
看，无聊就是能动性危机。一只漂浮在海上、被
探究竟。结果发现，我们误会无聊太久了。
潮水推来推去的软木塞并不是施动者。逆流划船
“人类的优势就在于无聊。”
、想要靠岸的渔人才是施动者。软木塞并不能决
跟随作者的讲述，我们会看到，感到无聊是
定自身的运动，而渔人可以。软木塞没有意图，
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其实是有益的。当无聊袭来
而渔人有上岸的目标。无聊来临时，就是在告诉
时，我们不必害怕。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无聊。
我们，我们已变成了一只软木塞。控制我们的思
无聊可能使人酿成大错。比如 4 月 12 日新闻
想，选择专注的事物，然后成功地把我们的认知
报道，浙江一名男子因为上班无聊，将汽油倒在
能力投入所选择的任务上，这才是能动性的基础
地上，用打火机点燃解闷，结果引发仓库大火。

。
如果想要改变无聊的状态，夺回我们的能动
性是关键所在。我们不能继续做一只软木塞，而
要变成那个渔人。无聊是对行动的召唤。
02 人类的优势在于无聊
如果没有形成行动意图的能力，没有投入的
动力，我们也会缺乏体验无聊的能力。
我们可以认为，因为无法产生任何欲望而成
为一个从来不会无聊的人，这简直就是一种“皮
洛士”式的得不偿失的胜利。皮洛士是古希腊一
名将军，他曾哀叹自己虽然打赢了与罗马人的战
争，但损失太过惨重，以至于说到底算不上什么
胜利。也许无欲无求能让我们免受无聊的煎熬
（相当于打了一场胜仗），但最终这也阻止我们
有效地投入这个世界（就像皮洛士那样，相当于
输掉了战役）。
往低了说，欲望可以被视作生理驱动——驱
使我们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未来。没有欲望
的人相当于站在了死亡的边缘。往高了说，欲望
代表了人类奋斗的历程，所以我们才能不断为了
美好生活而努力，就像汉弗莱为了不再做单调的
工作而发明制动片那样。相比之下，埃尔茜甚至
无法接住一颗掉下桌子的糖，更不可能为了逃开
乏味的工作而发明一个具有变革性的装置。这是
一把双刃剑。
有能力产生欲望、意图和计划使我们面临无
聊的风险，但是没有他们，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
社会，我们不会具有创新精神并取得发展。汉弗
莱对无聊的解决方案是发明一个机器——将他从
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同时也让蒸汽机得到改
进。像汉弗莱发明的制动片那样的机器并不害怕
工作的单调。机器、电脑以及自动装置可以一直
进行重复性的工作而没有任何怨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
无聊的可能性，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机器的优
越性恰恰在于它们不会感到无聊。不会无聊的机
器正是被无聊所困的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这些
机器也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讽刺
的是，我们期待机器做得更多。我们期望机器能
够变得智能，而人工智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03 无聊是一个信号
任何形式的疼痛——不论是身体或心理上的
——都不好受；我们不喜欢疼痛，想要尽快远离
它。无聊也是如此，它带来的最迫切的信号就是
赶快摆脱这个糟糕的感觉。所以，做出改变的确
是一件好事。
无所事事对任何人都无益。然而，关键问题
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无聊无法直接给出答案。
也许我们应该为了手上的工作加倍努力，以期达
到专注的状态。也许我们应该尝试做些别的事。
然后呢？无聊是如此不可忍受，它驱使我们选择
身边最快、最容易、最舒服的方案，虽然这个方

案长期来看并不是最优选择，这就加剧了问题的
严重性。
所以，为了听到“摆脱这个糟糕的感觉”这
一信号更深层的信息，为了对这一召唤行动的动
机做出适当的反应，我们必须将上一章提到的无
聊的诱因牢记在心。否则，我们将不幸地反复试
错，无奈地认定找到的解决方案只能救我们一时
。
在最深的层面，无聊告诉我们，我们正在浪
费自己的才华，我们没有与世界连接，发挥自己
的能动性，或者，如罗伯特· 怀特所言，没有满
足表现和发展自己能力的需求。所以，当我们无
聊时，我们收到的信息并不仅仅是要我们尽快摆
脱这种不适感，而是要我们找到一个与世界连接
的更好的方式，以表达我们的愿望，施展我们的
能力。
为了让无聊对行动的召唤发挥作用，我们必
须牢记，在改变这个动力背后，无聊最终的驱动
力在于让我们变成控制自身选择的施动者。归根
结底，无聊是不会放过我们的，直到我们承担起
自己的代理权，发现自己的愿望，并培养与世界
的互动。
但这很难。在无聊袭来之时，我们会觉得自
己似乎失去了控制，能做的只有唉声叹气。然而
，正是这样的时刻最需要我们重拾我们的能动性
，而不是把自己仅仅当成一个容器，等着被灌满
、被刺激、被抚慰。
成为一个施动者需要努力。我们每天都要采
取行动，培养自身和身边其他人的能动性。我们
还要保持警惕，因为扼杀我们能动性的力量会随
着时间而发生转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无聊的
诱因也在不断变换。
04 我们该怎么办
当无聊的信使到来时，明智的做法是深吸一
口气，抛掉任何可能控制你注意力的东西，接受
自我的局限性，然后追求能够实现能动性的行动
。没有简单的、一刀切的一套行为准则可以替你
做到这一点。无聊不会告诉你应该做些什么；我
们也不能。
我们提出以下原则来代替简单的答案。寻找
能够明确而不是模糊你的欲望和目标的活动。追
求能够实现你的价值的目标——对你来说重要的
目标。
为了某事本身而做这件事，而不是为了逃避
其他事。选择能让你的周遭充满魔力的活动，这
样你就会进入更深的连接之中（想象戴维· 摩根
对交通锥细微差别的着迷！）。采取行动来表达
并拓宽你的效能。找到能够让你作为一个独立个
体投入其中并且表达自我的活动。
无聊让我们面临一个简单但又深刻的问题：
你要做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回答。很少有比这更
重要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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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妳過得比我好》4.30 上映
口碑佳作預售開啟
由知名演員曹炳琨自導
自演，田浩寧、林博洋、李
昀銳主演，包貝爾、劉莉莉、
沙寶亮、劉六、馬浴柯、張
彤等特別出演的口碑佳作
《只要妳過得比我好》定檔 4
月 30 日溫暖上映，影片預售
已開啟。此前，購票觀眾曾
給予該片 9.2 分的高評價，短
視頻話題播放量 6.1 億。影片
用有溫度、有力量的視聽語
言講述了外賣騎手曹德望
（曹炳琨 飾）因意外事故而
必須設法將相依為命的兒子
曹生（田浩寧 飾）送進福利
院的故事。正如定檔海報上
的 slogan“生活總有不易，我
們緊緊相依”，願這部有愛
又有療愈意義的電影，以父
子二人之間真摯美好的情感
，為人們帶來信念與希望。
好口碑高評分！
溫暖治愈打動人心
影片中曹德望與曹生這對
特殊的父子在城市裏不為人知
的角落裏互相扶持守護，在平
凡清貧的生活裏苦中作樂，做
彼此的心靈支柱。曹德望給兒

子的父愛無聲無息，卻又從
未停息，哪怕命運將二人分
開，他依然永遠是世界上最
愛曹生的人；年紀雖小卻分
外懂事、“摳門”的小生子
，在父親盡全力為他營造的
小天地裏堅強快樂的成長，
在踮起腳尖夠得到的地方張
開稚嫩的臂膀守護父親。
父子兩的相處模式更是
溫暖治愈，做菜就給妳 15 元
，亂塗亂畫就要罰款，攢起
的錢都用來買壹個難忘的遊
樂員之日，需要我時就吹哨
子，沒犯錯卻受委屈時壹定
站在妳這邊。真心接納孩子
不起眼的小禮物，讓他們擁
有“愛的能力”。生動的角
色演繹、細膩的生活質感、
真摯的父子情感，無論是作
為子女，還是身為父母，無
不被深深打動。不僅購票觀
眾曾給予該片 9.2 分的高評價
，專業電影人及親子育兒專
家也盛贊有加“不僅好看，
《只要妳過得比我好》還是
壹個容器，所有生活中的情
緒在那 103 分鐘得到了壹場酣
暢淋漓的釋放與治愈”。

聚焦現實小人物！
真實共情妳我“打工人”
電影通過現實主義的視
角，將聚光燈打給壹個普普
通通的小人物，壹個獨自撫
養孩子的“打工人”父親。
生活艱難的他難以平衡糊口
的工作與對兒子的陪伴，只
能放兒子在送外賣的摩托車
後座度過壹個假期，忍受病
痛的同時壹邊工作壹邊照顧
幼子，盡自己最大努力，用
壹個個善意的謊言給兒子編
織美好的生活。影片接地氣
且富有人情味的表現出普通
而不平凡的父親，是無數普
通人經歷的縮影，也是打動
觀眾的共情點，角色的閃光
點也壹點壹點慢慢滲透出來。
除了曹德望，影片中的
霍家女和小江也是當下年輕
打工人的寫照。慘演張藝謀
導演《狙擊手》、及新作
《堅如磐石》的新人演員林
博洋將霍家女這個角色的沖
動、感性、憤怒演繹得恰到
好處，也讓這部電影的情緒
達到平衡，情感更加合理。

而小江說最狠的話，做最暖
的事。用自己的方式守護著
曹德望，優質人氣偶像李昀
銳把有情有義的徒弟小江演
進觀眾心裏了。知名影評人
遠見電影院的遠叔叔評價影
片“手法樸實但力量強大”
，對導演曹炳琨的角色演繹
更是盛贊有加“曹炳琨的表
演是這部電影的最大亮點，
不只是減肥 50 斤這壹件事，
動作、腳步、呼吸、眼神，
從生到死，從困頓到通透，
他用壹部戲的時間表演了太
多內容。”
電影《只要妳過得比我
好》由和力辰光國際文化傳
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麥頌影視投資（上海）有限
公司、北京沖擊力影視投資
有限公司、博亞環球影業
（北京）有限公司出品，海
南禾光影業有限公司、北京
米裏米特影視文化發展有限
公司聯合出品。該影片宣傳
發行已獲國家電影事業發展
專項資金資助支持，將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溫暖上映，
預售已開啟。

《壞蛋聯盟》發布最新秦昊配音特輯 朱茵領銜主演東方驚悚電影《皮囊》殺青
概念海報暗藏玄機
為女兒首次獻聲動畫化身痞帥大壞狼！
由夢工場動畫公司打造並
由環球影業發行的動畫喜居電
影《壞蛋聯盟》驚喜公布最新
秦昊配音特輯，演員秦昊實力
獻聲壞蛋聯盟頭目——風度翩
翩的扒手“大壞狼”！
秦昊曾在個人影視作品中塑
造過壹眾個性不羈、痞帥野性的
形象，十分深入人心，這與大壞
狼這個魅力四射的紳士大盜不謀
而合。提及自己配音的大壞狼，
秦昊認為這是壹個“飽滿、立體
、有魅力”的角色。而回歸生活
，秦昊日常寵女也給眾多粉絲留
下“大暖男”“女兒奴”的印象
。此次配音，他也將女兒帶到了
錄音棚，在接受采訪時，他微笑
著說希望女兒能夠看壹部爸爸配

音的動畫片，言語間飽含父愛。
或許正是因為作品中呈現的形象
與生活中承擔的真正角色的雙重
作用，秦昊更能體會到大壞狼內
心的矛盾、柔軟和純真，從而在
錄音棚中傾註了百分百的專業和
專註。
作為犯罪團夥的首腦與壹
名紳士大盜，大壞狼魅力四射
且殺伐抉斷，是集冷靜自持與
卓絕人格魅力為壹身的角色，
連秦昊都說他是壹個“看了預
告片都會被吸引的角色”。但
在他令人聞風喪膽的“大壞狼
”的聲名之下，他其實是壹個
偶爾憨傻、心懷大愛的樂觀主
義者。他既會在和夥伴洗劫銀
行後與警方上演壹場驚心動魄

的追逐戰，也會在見到困在樹
上的小貓時小心翼翼地伸出援
手。正如秦昊所說，“第壹次
被別人摘下壞蛋面具的時候，
他開始期待做壹個不壹洋的自
己”，傳統意義上的好壞似乎
並不能定義大壞狼，因為他同
時具備了好人與壞人的人格。
而兼備演藝經驗和迷人聲線的
秦昊加持本片中文配音陣容，
也不禁讓人對大壞狼這壹角色
和整部影片多了壹份期待。
《壞蛋聯盟》中國內地已
定檔 4 月 29 日。此前本片已官
宣嘎嘎錘娜麗莎為壞蛋聯盟成
員“美肚鯊”配音，期待秦昊
和嘎嘎錘娜麗莎壹同陪伴中國
觀眾踏上這場壞蛋轉型之旅！

近日，由霍廷霄監制，廉濤
執導，朱茵、成泰燊領銜主演，
方芳、高林宇、季承、宗俊濤、
王佳佳、蔣雪鳴、柳俊岐等主演
的東方驚悚題材電影《皮囊》正
式殺青，並發布電影概念海報。
海報以黑紅配色古典畫布形式呈
現，血紅色燈籠映照神秘古宅，
黑雲迷霧之下故事人物藏於各處
行跡成謎，看似平靜之中暗流勇
動，整體中式古典驚悚氛圍感十
足，充滿想象空間。
朱茵成泰燊領銜揭秘古宅驚
天陰謀，實力演員雲集上演“換
皮奪命”
影片通過極具戲居張力的表
現手法，講述了古時妖與人“換
皮奪命”的東方驚悚奇幻故事。
人間婦人蓮華（朱茵飾）之子英
傑（季承飾）被妖掠奪，下落不
明。蓮華念子心切，故又收養壹
子，起名英寧（高林宇飾）。多
年後，失蹤的英傑竟毫發無傷地
歸來，在歷經壹連串的詭異事件
之後，逐漸揭開壹樁塵封多年的
驚天陰謀……朱茵此次在電影中
出演掙紮於兩個孩子之間為愛守
護家人的母親，與壹眾實力派演
員共同上演壹出換皮奪命、親情
羈拌的東方驚悚故事。朱茵作為
壹代國民女神詮釋過眾多經典角
色，無論是《大話西遊》中敢愛
敢恨的紫霞仙子還是《射雕英雄
傳》中古靈精怪的黃蓉，都是無
數觀眾心目中難忘的白月光，此
次是朱茵時隔四年再度出演驚悚
電影，相當令人期待。
電影《皮囊》此次釋出的概
念海報將“東方驚悚”的類型元
素根植在設計理念中，紅黑配色

的國風古畫氣質讓影片的懸疑驚
悚氣質盡顯，透過層層黑雲的迷
霧籠罩，血紅色燈籠映襯下的古
宅看起來略顯陰森，似乎隱藏著
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海報將故
事人物、環境與細節元素融合在
畫面中，暗示古宅場景裏有關人
與妖的詭異故事，同時也讓觀眾
對故事產生想象空間。片名“皮
囊”二字如裂帛般從中劈開，仿
佛有什麼東西將要破畫而出，整
體視覺沖擊力十足，令人印象深
刻。
類型片頂級制作團隊加盟，
“國恐第壹團隊”打造東方驚悚
奇觀
據悉，電影《皮囊》此次集
結了 2019 年度驚悚片內地票房冠
軍《碟仙》原班制
作團隊，實力班底
時隔三年再度集
結，在前作成功
的基礎上更進壹
步，慘考傳統典
故 中 的 怪 談驚悚，
講述陰森古宅中的
詭異傳說，高水準
打 造 具 有 東方特色
美學的驚悚奇觀，
精良制作誠意滿
滿，力圖為觀眾
呈 現 壹場視聽雙重
沖擊的驚悚盛宴。
此外，還有《霸王
別姬》《長津湖》
美術指導、中國電
影美術學會會長霍
廷霄擔任影片監制
，為電影《皮囊》
保駕護航。

導演廉濤對於驚悚類型電
影經驗豐富，前作《碟仙》
《孤島》都有著不俗成績，不
難看出導演對驚悚電影有著自
己獨特的見解。不同於以往國
產恐怖片壹驚壹乍故弄玄虛的
套路，也區別於歐美恐怖片狂
撒血漿挑戰生理極限的拍法，
導演廉濤擅長於利用鏡頭語言
和音效，去營造“細思極恐”
的驚悚氛圍，觸碰人對於未知
的恐懼，心理驚悚滿足觀眾觀
影需求。此次導演廉濤攜手演
員朱茵、成泰燊再度挑戰驚悚
題材，妖與人換皮的奇幻設定
與母子情深的情感內核相輔相
成，通過對東方本土驚悚故事
的深入挖掘，匠心打造具有東
方傳統文化底蘊的驚悚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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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耿如真的要生了？

曬大片漫畫背 「完全不像孕婦」
女 星 孟 耿 如 和 主 持 人 黃 子 佼 2020 年 步 入 禮 堂 ， 後 來
懷上了寶貝女兒，升格準父母，預產期就在下個月，不
過身為孕婦的孟耿如，好身材始終如一，日前她曾穿著
小 洋 裝 出 席 黃 子 佼 生 日 宴 會 ， 近 日 則 在 FB 曬 出 光 滑 上 空
美 照 ， 比 出 兩 個 勝 利 YA 手 勢 ， 肌 膚 上 頭 全 無 任 何 布 料 遮
掩，散發出一股少女感，網友驚嘆連連：「這是孕婦的
X 背照？」
現年 31 歲的孟耿如，今日(27)午間在 PO 出上身全空照片，
展示懷胎 8 個月多身材變化，其實早在懷胎 3 個月時，僅有胸部
脹大現象，還踩著高跟鞋出席活動，後來接連現身在 FB 跟粉絲
互動，也不太像是個孕婦，她在 FB 發文談及好身材秘訣，「說
真的我沒有節食或特別保持身材，一切跟基因很有關係」，也
不忘感謝媽媽神基因。
談到懷孕後的日常變化，她透露走在路上特別小心，因此
「我會故意手撐著腰抱著肚子，因為覺得背影真的有點太不像
孕婦」，發揮母愛保護自己和寶寶，並說：「好怕人家一不小
心撞到我，最近後期開始行動很緩慢，但還是會讓自己多走走
維持體力」隨後曬出上空孕婦照，散發母愛的背上還有繡了個
可愛插圖。
這篇貼文一經上傳，網友讚嘆起她的好身材，留言寫下：
「背影還是好瘦很美」、「完全看不出大肚子」、「這是孕婦
的 X 背照？這真的不能怪後面的人看不出來」、「還是小少女
啊」、「身材太不合理」、「有夠不科學啦」、「期待女兒黃
玉米」、「太值得讓人羨慕的體質」，瞬間引發網友暴動。

本土選秀節目《原子少年》爆確診

43 名選手與工作人員染疫

近日本土疫情嚴峻，
台灣每日破千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演藝圈也不
例外，陸續傳出確診災
情 ， 除 了 談話性綜藝節
目嘉賓，甚至燒到八點檔
演員，歌手圈鼓鼓先前確
診後康復，台灣首檔男團
選 秀 節 目 《 原子少年 ATOM BOYZ》自播出後就受
到海內外網友熱烈討論，
不料傳出 3 名選手確診新冠
肺炎的消息，近日更爆出
確診人數已經到了 43 位，
數量驚人。
《 原 子 少 年 ATOM
BOYZ》是台灣 2022 年推出
的選秀男團，由 Ella 陳嘉樺
、周湯豪、坤達、田一德
擔任導師，木木（林葦妮

）擔任主持人，該節目一
出便引起討論，本月 23 日
時便傳出有 3 名選手確診新
冠肺炎的消息，當時製作
人回應：「面對病毒不恐
慌，該怎麼做我們隨時應
變。」
而 針 對 今 日 傳 出 的 43
名確診，製作單位回應：
「從周六有確診選手出現
之後 陸續都有人不舒服然
後快篩陽性，只要快篩陽
性，就會去排 PCR，所以現
在陸續快篩陽性的有累積
到 43 人。本週所有相關活
動已取消，下次進棚時間
原定 5 月中，會持續觀察狀
況，目前不影響播出。」
還 透 露 選 手 部 分 是 32 個
PCR 陽性，目前都是輕症以

及無症狀，工作人員大概
10 個，以及藝人木木。導
師導師 Ella、坤達、周湯豪
、田一德目前快篩陰性，
第一時間都快篩，身體狀
況也持續注意，目前都確
定沒有染疫。
而節目製作人詹仁雄
前陣子還與具俊曄見面，
邀請他來《原子少年》擔
任飛行導師，如今節目確
診數激增，想必製作人更
加苦惱要怎麼防疫。而導
師之一的周湯豪稍早表示：
「目前身體一切安好，這
幾天做了好幾次快篩，結
果也都為陰性。未來幾天
會更加注意身體狀況，節
目事宜則皆以製作單位安
排，也謝謝大家關心」。

Hebe 演唱會因疫情延期難掩失落

玩這食物發洩強顏歡笑

Hebe 田馥甄原訂於 5 月 13~16 日在高雄巨
蛋舉辦的《一一》演唱會，昨(25 日)緊急公
佈延期至 9 月 9~12 日舉辦，主辦單位表示，
因近期疫情持續影響，經慎重評估後，為保
障歌迷朋友及相關工作人員的健康安全，因
此決定延期。但 Hebe 本人則難掩失落情緒，
今(26 日)凌晨她引用一句台詞說：「比悲傷
更令人悲傷的是，空歡喜。」並附上一顆煎
成太極形狀的荷包蛋圖，蛋黃上用奶油畫出
笑臉，反映了她當下的失落情緒。
Hebe 田馥甄昨緊急公告，5 月中旬(13~16
日)演唱會延期至 9 月中旬(9~12 日)登場；對
此，田馥甄所屬公司回應：「這段時間，請
大家好好照顧自己，等待最好時辰到來我們
再相遇。」對於延期一事，主辦單位表示，
已購票的歌迷朋友，屆時可依照新場次原座
位入場，欲選擇退票的歌迷朋友，請依照拓
元售票公告的退票方式辦理退票，自公告日
起至 2022 年 5 月 6 日止，主辦單位都將全額
退票。
Hebe 今凌晨在 IG 發文抒發感言：「聽到
一一演唱會延期，頓時悵然若失，腦中浮現
一句台詞：『比悲傷更令日人悲傷的是，空
歡喜。』因為期盼，總覺得時間過的特別慢
。乖乖地用耐心與努力，編織著日常的時光
，彷彿好不容易集滿十張乖寶寶貼紙，終於
換來一支心心念念，渴望已久的冰淇淋。眼
巴巴地看著店員拉下冰淇淋機器的 bar，奶油
光澤的冰淇淋以最完美的曲線，神聖地層層
繞圈堆疊在甜筒上，欣喜地拿在手裡，特別
閉上雙眼，避免視覺干擾了味覺，張開嘴準
備品嚐時，被經過的路人硬生生地歪打
正 著 ，”啪”一聲的，撞掉了手中的冰淇淋
。空歡喜大概就是這麽一回事吧。」一番冰
淇淋被撞落地的比喻，透露了她期望成空的
失落感。
她感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疫情讓
原本覺得理所當然的生活被框住了。被限制
的同時，也讓我們在框框裡學會珍惜，活在
當下，學習緩緩移動，慢慢生活。將近二十
年工作生涯中，幾乎都佈滿快節奏的工作。
自覺因為疫情有時間和空間喘口氣，沒有什
麼不好，有時甚至還會偷笑。當偷閒的閒已
不再需要用偷的，閒散時光大量攤在眼前
時，也體會了被半退休，這種不上不下，
不快不慢；長時間時而休眠，時而待機的運
作狀態，卡在中間的尷尬，不時收到延遲或

取消，又或懸而未決的消息，也是另一種疲
憊。」這樣突來的空閒顯然並不令她感到輕
鬆愉悅。
但 Hebe 仍對四個月後與歌迷的重逢滿懷
希望：「樂觀向陽如我（才怪），下一秒腦
中又浮現一段歌詞：『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愛是
永不止息。』冰淇淋被撞歪了，再買就有。
演唱會被延期了，九月就有機會再見面。只
要大家健康平安，一切盼望皆有可能。疫情
大大它一定認為我還學不會包容、相信、盼
望、忍耐再忍耐，所以要我等等。等我學會
了疫情要教我的，等大家健康安全都無憂時
，就是我們相遇最好的時辰。」最後她說：
「附上一張被我吃進肚子裡蛋蛋的微笑照，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臉上都有淡淡的微笑。」
，並感謝所有醫護人員及相關單位，說大家
辛苦了、加油。
畫面中的荷包蛋黃用奶油畫上笑臉，似
乎反映著Hebe此刻「笑不出來」的心情；粉絲
們紛紛與她定下約定：「是四重奏的台詞
（Hebe：得分！）」、「平安健康最重要！
」、「能再九月相見我已很惜福」、「只要
能見面就是最好的時辰」、「我會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等妳！」、「馥甄我們會耐心等待
9 月的到來」、「我們一定會再見面」，留
言區刷了無數排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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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27 日驚傳噩耗資深演員
曾江倒斃於九龍一間檢疫酒店房間內，享年 87 歲。警員
初步調查後將案件列作“屍體發現”，死因有待驗屍再作
確定。曾江本月到星馬度假，輕鬆漫遊，順道探望

◆曾江一生熱愛演藝事業
曾江一生熱愛演藝事業。
。

老朋友。他縱橫演藝界逾 60 載，並永不言休，

1934年－
1934
年－2022
2022年
年

因他一直心繫香港電影業，覺得在這艱難時
刻應盡一份力。沒料到他今次出遊
星馬後，在酒店隔離期間突然
離世，消息震驚娛樂圈。

◆曾江在馬
來西亞和好友葉
尚華（左一）相聚。
溫柳媚供圖

心繫香港電影不願退休

完成最後旅程
曾江酒店隔離猝死
◆曾江早前出
遊星馬，品嘗
當地美
食榴槤。
網上圖片

不做建築師 加入娛樂圈
但曾江有感建築師的工作過於刻板，於上世紀六
十年代再踏入演藝圈，從影 60 載，於粵語片年代已
是當紅小生，演出過不少經典角色，包括電視劇《射
鵰英雄傳》的東邪“黃藥師”、《大時代》的“龍成
邦”、《誓不低頭》的“陸國榮”以及電影《英雄本
色》的“堅叔”，均在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曾江演技精湛，也受荷里活青睞，曾演出過《新
鐵金剛之不日殺機》、《藝伎回憶錄》及《火拼時速
2》等荷里活大製作。而在第十六屆香港舞台劇獎，
曾江憑舞台劇《德齡與慈禧》奪得最佳男配角（悲
劇/正劇），於 2015 年更憑《竊聽風雲 3》榮獲第 34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演技備受肯定。
2019 年，他獲得美國芝加哥第 9 屆亞洲躍動影展頒發
“終身成就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老戲骨
演員曾江（Ken 哥）27 日在隔
離酒店猝逝，終年 87 歲，消息一出震
驚整個娛樂圈，令人難以置信，跟 Ken 相知
相交數十載的胡楓（修哥）無法相信這個事實，驚
聞噩耗後心亂如麻，不少圈中人為Ken哥離世大感惋
惜。修哥收到Ken哥死訊後，由於事出突然，他良久
不能相信，不停同自己講希望不是事實，當聽到他是
在隔離酒店出事，反問他有否“中招”？修哥難過
說：“此刻心情很亂，好幾個月前才跟 Ken 哥見過
面。（他是否之前曾入院？） 沒有聽過。”因修哥
太傷感，也不欲多說。
曾江外甥女王馨平（Linda）現正身在台灣處理
爸爸王羽的身後事，她以短訊回覆：“對唔住，我完

分力。他在去年參與了3部電影以及3部網絡大電影，
分別是《超級的我》和《日常幻想指南》，以及《一
級指控》，網絡大電影則有《美髮奇緣》、《刑警之
海外行動》和《布局》。
曾江曾在接受《鳳凰娛樂》訪問時講到生死的問
題：“死，我覺得是一個了結，我最希望就是在這個
了結之前不要有太多的遺憾，這就好了。還有一個希
望，我走的時候，我把我的錢都花光，這是我想
的……我希望不是花在醫生跟醫院那裏，我不管別
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什麼不管，希望不要太多
在醫院。”

願把錢花光 不要太多遺憾
曾江雖年事已高，要戴助聽器，亦
要拄枴杖出入，但他坦言不願退
休，原因是香港電影業處
於艱難時期，他覺
得自己仍需要出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長相英俊的曾江一生
共經歷三段婚姻，首任太太
是馬來西亞馬戲團團員張萊
娣（亦即藍娣），於 1969
年結婚育有一子，但婚姻維
持 10 年便仳離，兒子跟隨
母親於加拿大定居。曾江第
二段婚姻是與專欄作家鄧拱
璧在 1980 年結婚，再育有
一女，為舞台劇演員曾慕
雪，然而同樣維持 10 年亦
告結束。曾江跟台灣演員焦
姣在 1994 年成婚，第三段
婚姻經歷28年維繫至今。
曾江在 2014 年參加內
地版《花樣爺爺》，遊歷法
國、瑞士等十多座城市。曾
江在節目裏和劉燁妻子談對
生死的看法，表示身邊的人
接連離開，自己已經做好心
理準備，最擔心的是自己的
妻子。
他又形容自己是個十足
的“老婆控”。為了讓妻子
放心，他透露去了歐洲會時
常打電話給妻子報平安：
“她不是太擔心我的身體，
反而性格方面她比較擔心，
因為我不是很容易跟人家合
得來。”

﹁
﹂

◆曾江在粵語
長片曾與蕭芳
芳合作。
芳合作
。

◆曾江憑
曾江憑《
《竊聽風
雲 3》 榮獲香港電
影金像獎最
佳男配角。
佳男配角
。

◆ 曾江在
曾江在《
《 射雕英雄傳
射雕英雄傳》
》
中飾演黃藥師令
人印象深刻。
人印象深刻
。

◆工作人員把曾江遺體移送上車輛
工作人員把曾江遺體移送上車輛。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曾 江 曾 演 出 《《 獅 子 山
◆
下下》，與黃淑儀合演夫妻。。

現曾江昏迷倒臥房間內，遂報警求助，救護
員接報到場，經檢驗後證實事主當場死亡，警員
初步調查後將案件列作“屍體發現”，死因有待驗屍
再作確定。據消息指曾江於本月 25 日從新加坡回港
入住該檢疫酒店，26 日做快速抗原測試呈陰性繼續
接受隔離。曾江第二任妻子、專欄作家鄧拱璧接受傳
媒訪問時透露，26 日晚曾江曾致電任舞台劇演員的
二女曾慕雪，並表示出現心口翳悶及痛楚，其女婿即
時拿取藥物前往酒店並交由酒店員工代轉交外父。其
間曾江感到肚餓，女婿亦應要求安排酒店送餐到房
間。及至 27 日早曾慕雪再致電父親卻無人接聽，遂
找酒店職員前往查看，亦無人應門，曾江家人要求酒
店開房門，但因曾江屬隔離人士必須通報香港衞生
署，結果職員發現曾江倒臥房中昏迷不醒，及後更證
實死亡。
曾江日前從新加坡回港。而他過去都有將近況放
到社交平台，如在4月18日當天分享了一條獨遊馬來
西亞的短片，他架上眼鏡身穿白 Tee，身形略為清減
仍相當精神。他留言：“有空就拍拍戲做着自己喜歡
的事情，我喜歡新的事物，我喜歡到處走走逛逛，嘗
嘗美食。”另外又見他在星馬旅遊期間，去吃地道美
食，當然少不了去吃榴槤。不過行到累，曾江也要拿
着枴杖支撐一下。他接受大馬媒體訪問時說：“活到
現在，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照顧，這次我
是希望自己一個人照顧我自己，在走動不
方便、容易疲累、不熟悉科技品的情況
下，找我可以接觸的世界。”曾江當時還
說，如果覺得體力支持不住，就回新加
坡，再飛回家，如果需要隔離就隔離吧。
沒想到這竟是他人生最後一個旅程。
曾江原名曾貫一，1934 年於上
海出生，1949 年隨家人移居
香港，是著名演員林翠
的胞兄，王馨

經歷三段婚姻 曾江自稱 老婆控

27 日午 12 時許，於尖沙
據消息稱
咀彌敦道一間檢疫酒店，職員發

平和陳山河的舅父。曾江少年階段在港讀書，及後到
美國讀中學，中五後曾參與過一些電影製作，更於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讀建築系，學成回港曾當建築
師。

◆左起：胡
楓、曾江、謝賢與
Joe Junior交情深厚，難
得合作拍旅遊節目。

驚聞Ken哥離世 眾星哀悼
胡楓心亂如麻 羅家英嘆失英才

全唔知發生咩事……香港的記者朋友亦都剛通知我。
我現在身在台北，處理我父親的事，呢一刻我亦唔方
便講什麼。”但對舅父的離開，她感到難過和突然。

圈中真性情 高學歷美男子
Joe Junior 跟曾江合拍《四個小生去旅行》後，
彼此加深了解，對於Ken哥離世，他表示：“好惋惜
同突然，希望對方安息，最初聽到消息時還罵有無搞
錯，有人亂講，到後來不停收到電話知道是事實，內
心很不舒服，我視他是大哥哥，很欣賞他的出色演
技， 我有不懂的地方他都肯教我。”他最近一次跟
Ken 哥見面，便是去年在“四哥”謝賢的生日會上，
說到四哥和 Ken 哥的不和事件，Joe Junior 謂：“自
己最鍾意聽他們和修哥粵語片時候的點滴，幾個一齊
好開心，不過四哥生日飯局之後，因為疫情關係，已
經很少見面，他的離開真的很可惜。”
曾與曾江有過多次合作的好友羅家英得知這個消

息非常錯愕，並萬分悲痛，更感嘆：“香港又失去了
一位多才多藝的演員。”家英哥表示最佩服曾江的表
演功力，他說：“曾江演戲很有氣派、風度，只有他
有這種威嚴，這是旁人怎麼學都學不了的。這是非常
難得的氣質。”家英哥又讚他非常會表演，普通話可
以，廣東話不錯，英文也好，能運用不同語言收放自
如，他的離去真是影視界的損失。
不少藝人也有在社交平台悼念，車淑梅表
示：
“曾江哥哥走了，上天帶走了我們這一位圈
中真性情、高學歷、好演技的美男子！他
從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畢業回歸加入影
圈 …… 最 難 忘 他 曾 在 我 的 訪 問 中 提
及，當年潛水完畢穿着整套潛水衣、蛙
鞋跑到銅鑼灣街頭等車的奇趣境況，他
哈哈大笑，笑到錄音室也震動了！
這就是我們都捨不得的曾江
哥哥！一路好走！”

◆ 曾江與焦姣互相包容
曾江與焦姣互相包容，
， 十分恩
愛。

被謝賢掌摑成熱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
曾江一生中製造了不少經典，其中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應是他早年所
拍的染髮品廣告中的對白：“逐漸
變黑又得，立即變黑亦得，得
咗！”但該廣告播放足數十年，被
稱為最長壽的廣告。
另外，曾江晚年已經很少在幕
前演出，2015 年他跟謝賢、胡楓及
Joe Junior 一同為無綫節目《4 個小
生去旅行》走訪歐洲各地，但於記
者會上，謝賢突然冒火指罵曾江扮
病並出手掌摑，胡楓挺身擋駕慘被
打脫眼鏡，事件引起全城關
注。多年後四哥與曾江均表
示當時只在“演戲”，大家
仍然是老朋友有一起相聚。

廣告
星期五

202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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