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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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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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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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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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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經濟圓桌會議在美南環球劇坊舉行德州經濟圓桌會議在美南環球劇坊舉行
前哈裏斯郡郡長談投資環境和機遇前哈裏斯郡郡長談投資環境和機遇

【美南新聞David Gu、泉深】由美南新聞集團及各族裔商
會共同舉辦的德州經濟圓桌會於4月28日中午在美南環球劇坊舉
行，這是大休斯頓地區各族裔共同主辦的第一次促進經濟發展的
系列活動， 為推動德州經濟發展帶來一股新鮮活力。

會議由德州密蘇裏市前市議員戴納斯主持，圓桌會議邀請前
哈裏斯郡郡長羅伯特·埃克斯（ Robert A. Eckels）法官作為首位
出席會議的演講嘉賓。來自大休斯頓地區50餘位政商各界領袖
出席。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致歡迎
辭並介紹埃克斯法官。他說：“我與埃克斯法官相識數十年，他
在交通、公共財政/公私合作夥伴關系、危機管理、災難準備、
響應和恢複、國土安全、教育和醫療保健等領域被公認為是全國
的領導者。在美南新聞創業的早期階段，他被選為德克薩斯州立
法機構眾議員，連續任職六屆共12年。他於1995年1月至2007
年3月被選為哈裏斯郡郡長，任期長達12年3個月。他領導建設
並完成了休斯頓8號環城高速公路。在他任職期間，時逢新奧爾
良颶風災難， 數十萬災民被安置在休斯頓太空休育館及週邊學
校， 都是他在掌握全局。因任期內危機處理有方，功績顯著，
被小布希總統任命為國家治安顧問。多年後 ，他重返民間， 作
為律師也參予各種商業活動。 此間他慨慷承諾， 再為德州經濟
繁榮貢獻心力。”

埃克斯法官指出，作為公共領袖、律師和商人，他專注於建
立團隊並讓事情安全穩定健康地發展。他說：“實現客戶目標需
要仔細準備、預測挑戰並在正確的時間整合正確的資源來克服障

礙。”
埃克斯法官指出，他曾在上市公司和私營公司的董事會任職

，精通公司治理、利益相關者和股東問題，並經常協助客戶進行
訴訟和談判，以及規劃、風險管理和合規。利用智能法律解決方
案，幫助他的客戶建立未來。

他說：“從競技場和機場等大型項目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到
小型土地使用交易，我們了解客戶的房地產、開發和建設項目對
經濟和社區的積極影響。”

“無論項目需要當地政府聯繫、對融資和稅收抵免、文件分
析和起草的深刻理解，還是經驗豐富的訴訟律師，我們都支持我
們的客戶，幫助他們抓住機遇、克服障礙。”

他說，無論項目的規模或複雜程度如何，他在房地產、開發
和建設團隊的 100 多名律師都擁有推動客戶成功的經驗，與幾乎
每個州以及國際上的客戶合作。

德州的經濟不斷發展壯大。特斯拉宣布最近在德州奧斯汀建
成了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室內電車裝配廠， 谷歌、 叁星也不斷在
德州擴大基地。隨著俄烏戰爭的爆發，世界石油天然氣的需求量
不斷增加，德州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燃氣的資源，德州石油天然氣
開採又再次輝煌。德州的地理位置優越、資源豐富，政治穩定，
政策開明，沒有個人收入所得稅，因此，每週有數萬人從其它州
遷移到德州， 可說德州的情勢一片大好。

德州經濟在全國物價高漲及通物膨脹之大壓力下， 依然一
枝獨秀， 各方投資大量湧入， 美南新聞主辦的德州經濟圓桌會
議一定能提供一些最快最新的資訊。

在埃克斯法官演講完畢後，坐在主席台上與聽眾互動。
與會者在休斯頓國際區和西南區的經濟發展、投資創業
、飲食行業的規模和服務、房地產的開發和交易以及社
會治安等方面與埃克斯法官進行了交談。

為了加深各族裔之間的了解、合作、交流與交易，國際
貿易中心每月組織一次德州經濟圓桌會議，邀請美國政
治、經濟、法律、商業、貿易、地產、投資、保險界知
名人士，到場作相關課題的主旨演講，實現更高質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經濟發展，提供國
際貿易中心精英俱樂部會員資格申請。
國際貿易中心精英俱樂部會員資格

國際貿易中心（ITC） 精英俱樂部會員資格是一種獨家的、
選擇性的會員資格，僅由選擇性會員組成。國際貿易中心彙集了
商界領袖、政府決策者、法律從業者和國際公司，以促進進出口
貿易機會。
國際貿易中心可幫助其會員完成以下工作：

公司實地考察、商業配對、促進商業機會、國際商務、網絡
混合器和貿易代表團
作為精英俱樂部的會員，您將受益於以下內容：

加強交流機會，包括與來訪的高級政府官員和商業領袖進行
私人會議，他們可以幫助您擴展和發展您的業務。

海外貿易代表團——您將有機會以實惠的價格出國旅行，享
受一流的待遇，並親自接受國際商界領袖的介紹。
享受ITC 專業發展研討會和講習班的折扣

接觸外國投資者、國際企業高管和美國外貿代表。
您將在所有專業發展研討會、合作組織和 ITC 設施租賃方

面獲得精英會員折扣。
放置ITC 網站上的公司標志
立即加入以獲得即時利益和競爭優勢。
www.itchouston.org 或致電 832-448-0190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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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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流毒甚广的话叫：“如果你不能接受我

最差的一面，那么你也不配拥有我最好的一面。

”这种逻辑反过来就是“如果你已然享用了我最

好的一面，那么你理当承受我最差的一面。”

咳！四月是你的谎言。

四月是石楠的谎言，人们已习惯于在萧索的

冬日里玩赏它的红实，任凭春风抚摩它的新叶，一

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然而四月的风让她悸动不已

，她的花季来临了。于是一夜之间，宿云凝，东风

恶；蝇起聚而逐臭，孤寻无以嗅芳。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鼻腔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什么味儿啊？！”

不可描述的气味

维基百科对石楠花气味的描述是“较温和的

山楂花气味”（they have a mild, hawthorn-like

scent）。山楂花是什么概念呢，它曾被西方世界

评选为最不吉利的花，它的气味使人想起17世

纪的伦敦大瘟疫。人们认为把山楂花带入室内会

招来厄运，导致母亲或孩子生病死去。

这是因为山楂花能释放出大量三甲胺，它有

浓烈的鱼腥味，会使人想起腐烂的动物/人尸体

。当山楂花落在你羞涩脸颊，你可能会产生一种

跟爱情无关的绝望感。

作为山楂花“削弱版”的石楠，它的挥发成

分中倒没有三甲胺这样的大杀器，但仍然有许多

其他胺类化合物，它们相互作用，最终混合出一

种妙不可言的气味，而这恰好类似精液气味的主

要来源——精胺。这种气味会吸引蝇类和甲虫为

它传粉，并结出鲜艳的红果果。

如果把独立出去的落叶石楠属Pourthiaea也

算上，中国的石楠属植物约有40多种，常见的

如石楠（P. serrulata，syn. P. serratifolia）、椤木

石楠（P. davidsoniae）、光叶石楠（P. glabra）

等，其形态特征都差不多——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有革质带锯齿的叶子，新叶或老叶红色，四五

月间开细碎小白花，结红色或黄色的果子。它们

的种间精确分类基本要靠一些微观特征，在无花

无果的时候更是泯然众树，常与桂花、女贞等常

见庭院树木混淆。

红叶石楠（Photinia × fraseri）由石楠和光叶

石楠杂交而成，最早出现于1940年美国阿拉巴

马州伯明翰市的Fraser苗圃。其春季新叶艳红夺

目，胜过亲本，具有极高观赏性，被称为“树篱

之王”。红叶石楠有很多品种，如“Red Robin

”，曾获过皇家园艺协会奖，是世界范围内栽种

最广泛的石楠属植物品种。国内翻译为“红罗宾

”，但其实应该翻译为“红知更鸟”。

石楠大树开花常见，但我们很少见到红叶石

楠开花。这是因为红叶石楠主要用途还是作为树

篱，而树篱就需要常修剪打顶。我们见到的石楠

树篱一般也就一米高，但如果你放任一棵红叶石

楠生长，它不但能年年开花，还能像它的亲本一

样，长至四五米高。因此红叶石楠也可孤植，充

当园艺设计中的主构架焦点植物。

成年石楠不管是乔木还是灌木状，都有完美

的圆盖形树冠，枝叶茂密，阴翳可爱。古人很早

就把它们栽种在庭院里，春季赏其新叶，夏季纳

其荫凉，冬季观其红实。兼之石楠皮实好活，南

北适宜，很受欢迎。但石楠的形态特征与很多植

物相似，古代的分类学水平又不甚高，因此虽然

古代医药、博物、园艺典籍中很早就有石楠的记

载，但大致上是相互传抄，古书中记载的石楠未

必就是现在植物学定义的石楠。

石楠最早写作“石南”，按李时珍的说法，

因为它“生於石间向阳之处，故名石南”。最早

说这句话的人肯定没见过野生石楠，否则就是搞

错了物种。石楠属植物最常分布的地区是山坡灌

丛和杂木林，因为周围有其他大乔木，所以石楠

的野生环境反而是向阴的居多。现代植物学家们

把“石南”这个中文名称给了杜鹃花科的一些高

山植物，如帚石南属（Calluna）、欧石南属

（Erica）等等。这些高山植物才真正是“生於石

间向阳之处”，并配得上这个名称。

古籍中的石楠描述既有如李时珍这样一语带

过的，亦有详细描写其形态的，但仍然觉得是搞

错了物种，如《本草衍义》曰：

石南，叶状如枇杷叶之小者，但背无毛，光

而不皱。正、二月间开花。冬有二叶为花苞，苞

既开，中有十五余花，大小如椿花，甚细碎。每

一苞约弹许大，成一球。一花六叶，一朵有七、

八球，淡白绿色，叶末微淡赤色。花既开，蕊满

花，但见蕊，不见花。花才罢，去年绿叶尽脱落

，渐生新叶。

你很难从这一百多字的“详细”描述中确定

这到底是什么植物，比如叶子形态基本正确，但

花期对不上；至于二叶花苞、一苞一球云云，更

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一花六叶、叶末淡红、

老叶尽褪等描述，倒颇像是南方常见的交让木

（Daphniphyllum macropodum）。据记载石楠在

旧时蜀地也称为“让木”，言其生直上枝叶，互

不相妨，似有谦让之意。

另外也有描述比较准确的，如《本草图经》：

石南，生华阴山谷，今南北皆有之。生于石

上，株极有高硕者。江湖间出，叶如枇杷叶，有

小刺，凌冬不凋。春生白花成簇。秋结细红实。

但我们仍然不能就此断定这是石楠，因为石

楠的辨识度实在太低，近如红果树属（Stranvae-

sia）、花楸属（Sorbus）等蔷薇科植物，远如荚

蒾属（Viburnum）等，都有如上特征。

“石楠”诗百篇

如此看来，学植物的人如果兼有考据癖，就

会弄得自己混乱不堪，但又深（le）陷（zai）其中

无法自拔。这点就不如古代诗人洒脱，他们虽然不

知道自己庭院里到底栽的是什么植物，但反正一概

称呼为石楠，然后借物咏志，留下千古佳句。

咏石楠花大概自李唐起始，流传至今也有百

余首诗，但奇怪的是，没有一首是控诉它花味难

闻的。或许诗人们比较看重它观叶和观果的价值

，因此对它的花味保持容忍。但也有些口味奇怪

的诗人，如明代林鸿有诗云：

一犬卧园芳草暖，乱禽啼树石楠香。

我猜他可能是为了平仄工整吧。

我们不妨拿梨花来对比下，梨花的气味更恶

过石楠，在西方世界有“semen tree”的浪名。

但中国几千首梨花诗，其中不乏直言其香的。可

能中国古代文人倾向于歌颂传统花卉的优良品质

，如梨花的花形、花色，石楠的树形、新叶、红

果，然后把恶名留给不受欢迎的杂草木，如蒺藜

、酸枣等。

不过我们也不排除古人对气味特别敏感。根

据对石楠花精油成分的分析，人们发现其中含有

大量苯甲醛和少许的苯乙醇，苯甲醛具有杏仁风

味，而苯乙醇有玫瑰花香气。这里附上白居易的

《石楠树》二句：

春芽细炷千灯燄（yàn），夏蕊浓焚百和香。

和香是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一种燃香。想象

一下，在初夏炽烈的阳光炙烤中，冉冉升起带有杏

仁风味的玫瑰花香气，间杂一丝腥膻，何等浓郁刺

激，可与灯焰般火红的新叶媲美！也许白居易和空

海就曾携手坐于树荫下，在这香气沉醉中感受生命

的由来，思考那个女人扑朔迷离的命运。

《红楼梦》七七回里贾宝玉感伤晴雯被逐，

提到“端正楼的相思树”，借此解释草木的枯荣

与人的气运有关。相思树不是《搜神记》里那棵

梓木，它的另一个别称是端正树。据《杨太真外

传》记载，玄宗于马嵬（wéi）驿将杨贵妃赐死

后，继续西行至扶风道旁，见有棵大石楠树，树

形端正可爱。玄宗观望许久，想到昔日华清宫端

正楼里日夜春宵，如今却天人永隔，便给这棵石

楠赐名为端正树。

路傍佳树碧云愁，曾侍金舆幸驿楼。

草木荣枯似人事，绿阴寂寞汉陵秋。

唐 温庭筠《题端正树》

相思树之名大致也是同时期出现，《吴都赋

》里说：“ 楠榴之木，相思之树。”楠榴就是

楠木疙瘩，为何象征相思，或许跟《搜神记· 韩

凭妻》的故事同源，早期版本是楠木，后来版本

里变成了梓木。晚唐文人混淆了楠木和石楠，但

“相思树”的含义未变。（以上关于“相思树”

名之由来纯属推测，未曾详细考据）

肠断将军改葬归，锦囊香在忆当时。

年来却恨相思树，春至不生连理枝。

雪女冢头瑶草合，贵妃池里玉莲衰。

霓裳旧曲飞霜殿，梦破魂惊绝后期。

唐 徐夤《再幸华清宫》

总之晚唐之后，石楠便有了相思树与端正树

这两个寓意深刻的别称，成为李杨爱情传奇的象

征。故事传到清代，其版本也走了样，比如贾宝

玉（曹雪芹）说的那棵相思树，是在端正楼侧，

而非早期版本的扶风道旁。

红楼梦二三回中写贾宝玉在桃树下看书，风

吹桃花落了满书，宝玉便连书兜着花瓣，洒入水

池，漂漂荡荡流走。黛玉说流到有人家的地方，

仍旧给糟蹋了。黛玉说得没错，身处明流暗涌，

裹挟而去，岂是花儿自己作得了主的？

坐见茅斋一叶秋，小山丛柱鸟声幽。

不知叠嶂夜来雨，清晓石楠花乱流。

宋 何正平《绝句》

石楠味道那么“污”，
为什么还被种得满大街都是？

HCCHCC總校長塞薩爾總校長塞薩爾••馬爾多納多馬爾多納多CesarCesar
Maldonado (Maldonado (右三右三))、、政府官員政府官員、、和彈性應災計劃和彈性應災計劃

及領導團隊合影及領導團隊合影

未雨綢繆未雨綢繆!! 因應颶風水災的防災應變計畫出爐了因應颶風水災的防災應變計畫出爐了
HCCHCC 推出推出 「「彈性應災計劃彈性應災計劃」」 受市長及各界肯定受市長及各界肯定

(本報休斯頓報導) 隨著全球氣候變
遷，各地面臨巨型風雨災或雪災的機會
更甚於以往，休斯頓也多次遭受破紀錄
的大風雨，在過去六年來，一共有七次
重大災難，包括哈維颶風、數次大洪水
、大風雪及引發的電網故障、和新冠疫
情大流行等，2021年2月的百年一遇大
雪災也讓休斯頓飽受創傷，每次的災難
都遭成環境重大的損害、物資的消耗、
甚至是人員的傷亡，我們是否該未雨綢
繆，有個全面性的準備、以及應變的技
能和援救流程來防患於未然?

在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 )的年度
校情咨文中，總校長 Cesar Maldonado
宣布 HCC 的新規劃，將啟動“彈性應
災計劃” （Resiliency by Design) ，建
立一個綜合性的彈性應災卓越中心(Re-
siliency Center of Excellence, RCOE)，
提供培訓及設施，針對民眾、救援組織
、企業負責人、和社區機構，培訓防災
、應變、急難救助等相關技能。

計劃培訓50萬名應災人員
休斯頓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

也發表談話，感謝HCC提供彈性應災
計劃讓休斯頓的民眾、社區、與救災組
織得以提升應災所需的技能，接受災難

處理與應變的各種培訓，並恭喜HCC
走在正確的道路之上，掌握與所有民眾
息息相關的重要方向。HCC的彈性應
災營運中心將執行所有墨西哥灣地區的
應災訓練，計劃培訓50萬名應災人員。

市長表示，從1980年以來，德州遭
受119次重大災難，每次都耗費巨大的
人力物資與金錢，當氣候越來越極端，
災害越來越頻繁，政府與民眾花的錢也
越來越多。HCC提供的彈性應災計劃
成為一個榜樣，與政府站在同一方向，
提升民眾與救援人員的技能，對於災難
應變與恢復提供強大的助力。

彈性應災營運中心備受各界關注
HCC通過“一社區一校”的方法

，將運用現有的設施及其 14 個卓越中
心來做培訓，提供備災、救援、和災難
復原等相關的各種訓練及技能，像是公
共安全和救援、災難案例管理、無人機
、數據科學、物聯網、設施強化、基礎
設施、醫療類、碎片清除、資源再利用
等內容，以應對來自氣候、健康、和人
為危險的各種挑戰，為個人、家庭、組
織、和社區提供社區應急響應團隊的訓
練。
計畫中， 位居核心地位的是著手興建

的 HCC 的彈性應災營運中心(Resilien-
cy Operations Center , ROC)，具有最先
進的培訓設施，就位於 HCC 的東北
Codwell 校區，為救援人員提高技能，
讓他們在應變災難時擁有足夠的信心，
為拯救生命作好所有準備工作，其中包
括災難事件的真實模擬、無人機和機器
人等技術的操作使用等等，此一彈性應
災營運中心已經成功吸引全球各地的救
難人員的關注。

耗資 3000 萬美元的彈性應災營運
中心，配備有一個 39 英尺寬的快速水
上救援通道、一個 15 英尺深的潛水區
、以及一個 100 英尺長的“岩石峽谷”
有著位於水面上方和下方的巨石，用來
提供額外的障礙訓練，預計將於2024年
完工。目前，德州議會批准了近 500 萬
美元用於彈性應災營運中心，另外有
1000 萬美元也已通過私人捐款來到
HCC。

HCC 總校長 Cesar Maldonado 說明
：“彈性應災計劃”，希望能幫休斯頓
建立一個更堅強、更靈活彈性的應災網
絡，讓大休斯頓地區民眾都可以有災難
應變意識和反應準備，每個企業與社區
都有能力來未雨綢繆，為未來做準備，

而非望雨興嘆。
災難模擬處理以備不時之需
彈性應災營運中心的災難模擬是這

項計劃的重點，將培訓救難人員和民眾
如何應對災難發生、如何快速處理，例
如: 當住宅街道被洪水淹沒，該怎樣處
理被淹沒於水下的車輛、漂浮的碎片、
和倒塌的樹木電線桿等障礙物。中心也
將培訓救援車輛，並且模擬各種緊急情
況，以備不時之需。

Maldonado 總校長進一步解釋：
“救難人員來上課獲得認證，與一般民
眾來上課是大不相同的，一般民眾會更
針對實際生活面臨所需，了解當水災來
臨時，水裡面可能有什麼東西、什麼樣
的污染物、哪樣的隱藏排水溝會給小孩
帶來危險。因此，課程不僅僅適用於急
救人員，所有關心社區、關心家庭的民

眾都值得來參加訓練。”
當人民、社區、企業、組織、與救

援人員經過培訓和認證，一旦面臨災難
，便有足夠的技能來處理危機與挑戰，
能更好地應對災難的發生，減少生命傷
亡，更能經受大自然的考驗，降低損失
、並維持社會與經濟的穩定性。

目前，HCC的計畫已收到來自政
府機構、民眾和企業領袖的積極迴響，
斯塔福 (Stafford) 市長Cecil Willis也表示
將派遣市政府的消防及其他救災人員去
彈性應災中心培訓。顯然，各地都有人
已經看到這一願景的重要，並希望與
HCC攜手合作，為自己的家庭、企業
、或社區防患未然。詳情可瀏覽https://
www.hccs.edu，電話713-718-8065。



舉 世 觸
目 的 法 國
總 統 選 舉

在一片強風暴雨聲中，鐘總算有了結果，現任總
統馬克龍以 58.5%得票率獲得連任。這是選舉前
大部分人都可以預計得到的，不足為奇。不過更
令世人關注的，是他的對手女將瑪琳勒龐的得票
率亦有 41.5%，相比她上一次 2017 年大選中的
33.9%得票率，今番在比例上，多了22.4%，這顯
示出她所代表的右派民族主義的政治勢力，正在
法國加快抬頭，這樣看起來，不排除她會在下屆
法國總統大選中，有獲勝機會。

瑪琳勒龐的主張，不但在法國有市場，在歐

洲亦不乏支持者。特朗普主張美國優
先，瑪琳勒龐亦主張法國優先，但她
心目中的法國，是不包括穆斯林新移

民的。這些從以前法國的殖民地遷移到法國生活
，已在法律上擁有法國國籍的人，她認為不配享
有與法蘭西人擁有一樣的政治權利。在住屋問題
上，在福利分配上，以至在工作機會上，她都主
張應該法蘭西人有優先權。

她這類想法，在整個歐洲都很普遍，在香港
也熟口熟面。然而，法國是西方普世價值的發源
地，法國的憲法寫得很清楚，人人生而平等，法
律賦予國民一樣的權利。現在法國竟有四成多的
選民，投票給一個主張放棄普世價值的人，怎不
令人有點驚異！如果普世價值的道德堡壘在法國
也可以失守，在其他地方一定更難保得住。不難

想像，我們這個世界，民族主義勢將抬頭，民族
國家之間的利益勢將會有更多的衝突，世界將不
會有安寧的日子。

在今次大選中，瑪琳勒龐對基層甚有吸引力
。而瑪琳勒龐本人對俄羅斯的普京甚為敬重，因
為他成功地令俄羅斯再次強大起來。因此瑪琳勒
龐主張法國應與俄羅斯保持友好合作的關係。她
認為克里米亞應該屬於俄羅斯，而烏克蘭則已被
美國 「征服」，被美國所利用，因而無法好好保
護自己民族的利益。為了更好地維護法國自身利
益，她既反美國，亦不主張完全順從歐盟的需要
。她如果真是上台，法國難再繼續做歐盟的中流
砥柱。

民族主義帶有一定的集體主義成分，他們會
把民族的整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有時甚至

會不惜犧牲個人自由，以幫助民族得到更好的藝
術。所以，民族主義大都反對同性戀，亦反對墮
胎。只是法國人十分重視個人自由與感官上的享
受，所以瑪琳勒龐才在這兩個議題上沒有她父親
那麼激進。為了在法國爭取更多的支持，她不惜
把父親、民族陣線的創辦人開除出黨。可見她願
意為了整體的利益，不惜大義滅親。

瑪琳勒龐與馬克龍的最大差異，是馬克龍比
較重視商界和經濟利益，他上台後會減稅，會削
福利；而瑪琳勒龐則是一個民粹主義者，她承諾
會保護本國農業，增加工人福利，對基層市民是
有一定吸引力的。西方的民主制度，無可避免令
政治人物趨向短視兼庸俗。如果西方的政治制度
無法阻止瑪琳勒龐這類勢力日漸得逞，西方現有
的建制可能會走向自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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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選後的真正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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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拍片無數的香港資深藝人曾江，突
然於本週週三、四月廿七號中午，在香
港一間酒店房間內昏迷，待得警員及救
護人員到場後證實，他已經死亡，享壽

八十七歲，警方初步把案件列為“屍體發現”來處理，
而其死因有待驗屍後才能確定。

據報道，曾江早前眼見covin 19疾情已在東南亞得到
控 制，因此獨自一人先到馬來西亞，後到新加坡進行
觀光旅行。其後由星州返回到香港時，因為香港仍受疫
情困擾，因此從外地抵港旅客，包括香港居民在內，一
律均需要接受隔離檢疫。今次出事發時，曾江正在相關
酒店中接受測試結果。

又據香港媒體體報道，曾江日前返港入住隔離酒店後，曾致電
其第二女曾慕雪（香港話劇團團員）表示心口翳悶及痛楚，女兒聽
過電話後，愛父心切，立刻叫其夫君即時拿藥物到酒店，並要求酒
店員工代為交給曾江使用。到了翌日早上，曾慕雪致電父親曾江問
候時，電話久久無人接聽，因而請酒店職員馬上前往查看。但也是
無人應門，曾江家人心知不妙，要求酒店火速開門，看過究竟。但
是曾江已是屬於回港隔離人士，因此酒店需要先行聯絡香港衛生署
後、得其批準，才能開門。這樣來來回回了大半小時，酒店職員才
得到政府批准，開門入內。到了這一刻，酒店職員發現曾江己倒臥
在酒店房間之內，昏迷不醒。再待到警員及救護員到場後，證實曾
江已經不幸離世。

1971 年 當我仍在香港生活時，曾經加入長城電影公司 的編劇

部門，跟隨大導演鮑方先生，學習編寫電影劇本。也正因為這個原
因，使我有機會到香港邵氏、國泰、華達、清水灣等片場去活動，
認識當紅的電影演員，通過對他們的訪問，從而認識一下電影圈的
常態，有利電影劇本的創作。曾江也曾是我筆下探訪過的一位重要
角色。

曾江原名曾貫一，祖籍廣東中山，跟我同鄉，有了鄉誼的關係
，他對我這位 「影圈初哥」仍算嘗面，有問有答。曾江在上海出生
，父親是越南華僑商人，外祖父是清代第一代接受外國教育的留學
生。曾江有兩名胞妹，林翠乃其中一位，被譽為 「學生情人」是六
、七十年代邵氏電影公司的星光熠熠的紅星之一。曾江早年在上海
生活，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隨家人遷居香港。他學生時期就
已經開始演出電影，但一度退出娛樂圈，遠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攻讀建築系，畢業後，工作了三年。他嫌建築師工作太過沉
悶 枯燥，完全沒有挑戰性的感覺，因此重返香港娛樂圈，這一轉
變跑道，正好讓這位丰度翩翩、演技出色、而中英文語言對答如流
的香港荷里活英俊小生，聲名大噪，紅遍華人電影圈六十年，他獨
特的影視雙棲的演技，大獲萬千港台影迷的讚許，演就了近兩百部
電影。先後與邵氏和電懋簽約成為藝人，一九六○年代參與演出香
港粵語片，其小生及大俠形象深入民心，拍過二百多部電影。

一九七○年代，曾江加入電視台拍劇，最初加盟佳藝電視，後
來轉投麗的電視，一九八一年加入無線電視。他的經典作品無數，
一九八三年他在無線武俠劇《射鵰英雄傳》及《神鵰俠侶》中飾演
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的四大名著 「射鵰英雄傳」飾演“黃藥師”
一角，人氣颷升，之後再拍有《縱橫四海》、《喋血雙雄》、《大
時代》等亦是他的經典作品。後來他在電影《英雄本色》系列中演
繹“堅叔”一角，亦廣為觀眾所熟悉。

曾江由於英文好，
也曾參演荷里活拍攝多
部大型電影，當中有包
括《血仍未冷》、《新
鐵金剛之不日殺機》、
《安娜與國王》、《火
拼時速 2》、《藝伎回
憶錄》等。到了二○一
五年，曾江更憑電影
《竊聽風雲 3》奪得第
三十四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男配角”大獎
。

二○一九年，他獲
得美國芝加哥第九屆亞
洲躍動影展頒發“終身
成就獎”。更令他聲名
遠播，響遍兩岸三地。

到了晚年，年紀老邁，體力大不如前，出入需要撐枴杖而行，
而聽力也不大理想。要靠助聽器才能過生活，之前更傳出他因病秘
密入院，健康狀況並不算好，晚年他得到愛妻焦姣照顧，老夫老妻
十分恩愛。有報道指曾江今次返港接受隔離前，曾由新加坡到大馬
遊覽，更與當地粉絲留下最後合照。這位粉絲是當地食店的老闆娘
，據她透露，當時店內有不少粉絲要求合照，曾江都立即答應，毫
無明星架子，當時曾江雖然要用柺杖，但精神相當健康，但發夢也
想不到，竟然會在返回香港老家之後，悄然離世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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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懷念話曾江

美國6 國會議員訪台風波
四月中旬，以梅南德茲為

首的六名美國參眾國會議員
，在結束澳洲的訪問之後，

於當天晚七點四十分，乘坐美軍行政專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今
次同行的還有參議員葛瑞姆、波爾、波特曼、賽斯，以及眾議員傑
克森。台灣的外長吳釗燮前往機場迎接貴賓。在此 六名議員中，
四人為美國參眾議院 「台灣連線」成員，主張美國加強同台灣的關
係。

今次乃由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茲等六名跨黨派議
員一起，乘坐專機抵達台北，展開二十四小時閃電式訪問。是次訪
問活動，將與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及國防部長邱國正等官員會面，表
達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支持。也向台灣推銷美國的優秀防禦武器。

台灣的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表示，此次僅僅以24 小時閃電式
訪台的六名美國議員中，分別包括了參加參議院 「預算」、 「外交

」、 「國土安全」、 「衞生、教育勞工暨年金」、 「財政」
，以及眾議院 「軍事」等重要委員會委員。這表示出不僅展
現美國國會跨黨派對台灣的重視與支持，也再次展現台美關

係 「堅若磐石」的雙邊關係。。
在這之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原定4 月8 號率團訪問亞洲

，盛傳旅程中包括台灣，但是臨行前夕，佩洛西宣布確診了新冠肺
炎，於是宣布推遲行程。兩三天之間，佩洛西已經康復，但未有向
公眾交代，她會否重啟亞洲之行。因此當記者問到佩洛西會病後是
否訪台時，吳釗燮沒正面回應。

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當天重申，美國國會議員應該遵守美
國政府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美方應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停止美台官方往來，不要在危險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中方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蔡英文則指出：今次的訪問團展現了美國國會跨黨派對台灣的
重視及支持，以及展現台美關係 「堅若磐石」。因此期待與有關會
面及交流，而6名議員亦會與台灣的外交部部長吳釗燮舉行宴會及
與國防部長邱國正會面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強調，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美方派任何人展示所謂對台支持都是徒勞
的。他並重申，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規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慎重處理涉台問題，以免
進一步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和平穩定

綜觀近年每有美國政府官員訪問台灣，中國政府也例必出聲反
對，而且每次發言，均是千篇一律，認為是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及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敦促美方要把堅持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

兩岸三地及遍佈世界各地的華人細心想一下，美國政府並無什
麼不妥，因為美國仍然是執行一個中國的政策，至於台灣，美國政
府認為它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落實，美國政府為了本身的利益，希
望維持台海安寧的現狀。假若中國政府近年不是頻頻叫嚷 「武統台
灣」，美國也不會頻頻派員到訪台灣的。

如果中國政府認為 「祖國領土寸寸不讓時」，那麼俄羅斯佔領
了我國的威海衛及東北角大片土地而中四政府粒聲也不出，又怎樣
向14 億中國人民及千百萬海外兵解釋呢？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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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中國

家住上海浦西的陈宁，已经把筋膜枪扔到了家里的角落吃

灰。

4月6日，此前连续几天早晨6点准时在叮咚买菜，即便将

筋膜枪开到最大震动功率，仍然下单失败之后，陈宁决定自己

开团，成为一名“团长”。

疫情影响下，曾经繁忙的上海慢了下来，不少地方也一时

出现了物资储备周转不顺的情况，就连风投女王徐新都在社区

微信群求助牛奶和面包，蔚来CEO李斌也在以葱换盐。

在这场共抗疫情的奋战中，医生、基层、志愿者们投身一

线的同时，往常职场中的精英Cindy、Molly、Jessica们，如陈

宁一样也化身为“上海团长”，对接需求与供给，为邻里的生

活奔走。

即便过程中不乏困难，不乏误解，上海团长们仍然冲在一

线，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不必把我当成道德模范
我只是希望自己和邻居吃饱的普通人

陈宁清楚地知道，开团并不是个轻松的活。

第一次开团，陈宁成团了97份蔬菜，从联系供应商、建

群、统计、发货、售后等环节，耗费了她大量的精力。

由于缺乏经验，首次成团在最后的运送环节出现了纰漏。

“菜送到小区之后，在太阳下暴晒了半天，业主们拿到菜的时

候，莴苣的叶子已经蔫了，杏鲍菇也长出了霉点。大家情绪都

不太好，很多人都在群里要求退货，我也很沮丧。”

最后供货商站出来承担了货品的损失，给菜品坏掉的邻居

们退了钱。

“这是非常考验人性的，有些人要求老板全额赔付，有些

人将损失自己承担了下来。这也让我在后来的团购中吸取了教

训，优化了团购流程，包括在工具上从微信群接龙转向使用快

团团，运力上提前联系外送人员打通物流通道，以及在最后一

公里和社区保安、志愿者服务人员提前做好接菜送菜的沟通，

每一步都需要亲力亲为。”陈宁坦言，当“团长”一点都不比

上班轻松。

成团两三次之后，群里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开始

质疑陈宁做团长的动机，认为陈宁在群里卖力地吆喝，是和供

应商勾结起来赚邻居的钱。

陈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与压力。她的爱人出来劝她

，“你现在有时间，还不如管管咱儿子的学习生活，干嘛干一

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但陈宁最终还是选择了承担，她在朋友圈写道：“上海的

妈妈们每天醒来就开始像一头母狮子一样，去各种团购群里游

荡、狩猎，整天寻思着搞点什么东西回来给崽吃。”

陈宁认为，不做事儿没人会指责，但做事儿一定会被质疑

，但求无愧于心。

她选择在群里正面回应：“联系商家他们赚多少，我无从

得知，我负责我们小区组团，你说我从中获利也好，或者觉得

我一心为大家也好，自己自主选择，也不必把我当做什么道德

模范，我就是个希望自己和邻居能够吃饱喝足的普通人。各位

团友冷静购买，键盘侠哪里都有，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事实是，这个由社区内部组织的团购“江湖”水很深，商

业属性和慈善行为总是碰撞出一些火花。

据陈宁介绍，由于疫情的严重程度加大，商品的运费很多

时候超出商品本身的价值。运力也越来越艰难，很多快递、外

卖从业人员开出“天价”运费。但为了保证物资供应，陈宁也

发动邻居坦然接受了“高溢价”运费。

不过，令陈宁感动的是，在保供的最后500米，也有不求

任何回报的慈善之举。

打通团购的每个环节团长都有各自的使命

在完全封闭、足不出户的日子里，团购的开展比往日艰难

太多。

一方面要保证团购物资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要保证社区

志愿者不暴露。因此，消杀转运工作由小区居民志愿者承担了

下来，进行统一调配。

肖蔷所在的浦东某小区，在社区团长功能分配上分别设置

了线上团长和线下副团长。

线上团长负责去跟社区报备物资是否是必需品，像快乐肥

宅水、冰箱团购等肯定是通不过的物资。等到物资审批通过后

，线上团长负责对接居民收款以及商家付款和商家物流发出时

间。

而线下副团长负责统计每个楼团购的户数和户名，同时负

责在门岗接收快递、进行消杀，然后安排居民志愿者配送至各

个楼下。

据肖蔷透露，志愿者超负荷的工作，是完全慈善的行动，

很多社区的团长和志愿者暴露的次数多，感染的风险就更大，

但即便这样，他们还是去承担了，他们都在这场战疫中默默奉

献。

陈宁所在小区的保安由于心脏病猝死，也牵动着每一位业

主的心。业主也自发在社区团购的群里众筹了一万多元，给保

安的家属一些慰藉，也给志愿者买一些防疫相关的物资。

人心前所未有地聚在了一起。陈宁很感慨，“从一开始的

质疑，到现在自发组织给志愿者买水、买防疫消杀的物资、犒

劳保安队长等都是我们社区邻居们主动提出的。大家都在艰苦

的日子里读懂了人性的善良，也都在发挥着自己的能力帮助别

人。”

李晓所在的浦东新区洋泾街道，是疫情严重的区域。“一

开始大家都在观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3月底，新增的

数字还在一直上升，大家就坐不住了。我们小区里一批25

岁-40岁的中坚力量开始动用自己的人脉和关系，联系菜农和

物流。”

实际上，在成团的所有环节中，供应商和物流是重中之重

。因此，团长的责任不仅仅是撮合买卖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

，如何甄别优质的供应商、更可靠的物流人员。

成团，让10公里外的老人也能买到蔬菜

李晓和她的爱人是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中流砥柱。

这次防疫管控下，李晓和她的父母被隔在了不同的区域，老年

人在抢菜、团购活动中，明显比年轻人反应慢。因此，李晓不

仅要每天照顾她的孩子，还要操心父母的吃饭问题。

“上海有些老人小区真的很悲催，到后期我自己家没有米

下锅，就是因为要投喂我公婆家。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他们是没有信息渠道去购买食物的。将心比心，我也是有父

母的孩子，所以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去解决这个麻烦。”李晓在

筹划团购中，意识到街道里“老人小区”吃饭难的问题。

李晓介绍，“比如我要投喂我10公里以外的外婆所在的

小区，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团购不了物资，怎么办？”

李晓开始和同事讨论。最后，他们将目光锁定在老小区里

的年轻人身上。

李晓表示，“这些老校区里，并非只有上海土著，也有一

些来沪工作的新上海人。我们通过在抖音、小红书等一些社交

App，去搜索小区所在位置的年轻人发的视频和动态，加他们

好友来求助这些年轻人帮助老人代购物资。”

几天下来，李晓单是一个小区的陌生好友就加了二十几个

。他们当中，有的就是本小区的团长，能够实现远程为老年人

团购物资；也有一些志愿者，明确表示可以为老年人代下单、

送物资。

就这样，李晓组织起了一个都是年轻人，却服务于老年人

的团购社群。

李晓感叹，这次疫情，让她平平无奇的生活与工作平添了

许多挑战，在种种挑战中，主动去承担一些责任，让她的家庭

关系变得更加坚实，也让城市中的邻里关系更加的紧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没有一个寒冬不可跨越。上海

团长，是疫情之下民间互助的群像，也是一个个鲜活可爱的

个体。也正是在彼此的群策群力下，疫情防控的保障变得更

加牢靠。

致敬上海团长，但别再叫他们“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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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全新醫療職人劇《村裡來了個

暴走女外科》充滿歡笑，除了「女外科」蔡

淑臻與「小鮮肉」朱軒洋大談姐弟戀，還有

另一條感情線受到關注，就是風田、張再興

這對CP。在最新推出的精彩片段「田興CP篇

」當中，木匠桌頭純情男、憨厚耿直暖男交

織出的粉紅泡泡，大大掀起網友的腐女魂，

期待度衝到爆表，「好可愛的一對，這狗糧

我是收下了！」

在《暴走女外科》當中，張再興飾演木

匠桌頭純情男「阿亮」，愛上風田飾演的

憨厚耿直暖男「阿鬼醫師」，一度懷疑性

向的他在詢問王爺得到一個聖筊之後，勇

往直前、以風雨無阻的心追求對方。精彩

片段中可見他會製作愛心便當，送到醫院

甜蜜探班，兩人有「我要弄你」、「給你

弄」的曖昧對話，甚至有近距離深情相望

、牽手的甜蜜畫面。

影片一出，「田興CP」大掀腐女魂的心

，立刻受到網友熱烈討論，「感恩王爺讚嘆

王爺，這狗糧我收下了」、「這一對CP我

愛了」、「風田在這裡面有種禁慾的帥耶」

、「好想看風田推倒他」、「快被聲聲『阿

鬼哥哥』可愛死！天啊！我要看這對」、

「可愛到爆」、「愛了愛了，好可愛的一對

」、「更期待了」，風田忍不住留言回應：

「害羞！」

張再興笑說，當初導演賴孟傑告訴他有

一段感情戲，讓他開心不已，心想：「很少

有感情戲、終於可以談戀愛了！」沒想到後

來才知道「對象是男生」，直率的他忍不住

噴飯：「蛤！阿娘喂，這樣好嗎？」導演笑

回：「應該會很好笑，跟你的外表超級違和

！」但也沒多說什麼，只有要求他對待風田

如同「很認真的對待你喜歡的人」。

記得第一次見到風田時，張再興直呼：

「蠻帥的！」他一開始沒特別抗拒，心裡只

想著風田不嫌棄他就好了，反而是對方的誠

懇讓他非常放鬆，因此兩人對戲都是最自然

的互動反應。風田坦言：「跟張再興對戲都

很怕笑場，我們都是內向、認真的人，上戲

後才開始！」或許是張再興太入戲，風田笑

說：「有時他用那種眼神看我怪怪的！」

愛心便當探班不只「田興CP」，朱軒洋

飾演的「阿君」也是外送愛心便當的常客，

劇中有不少他使用大鍋熱炒的下廚畫面，架

勢十足。他透露，拍攝前有接受廚藝訓練，

從切菜、準備食材到料理，特別是刀功都是

從頭學，回家還要練習刀工、除魚鱗，甚至

去見習大鍋菜的料理過程，後來他把戲中每

一道菜都學過一遍，甚至親自煮給劇組吃，

工作人員都吃光了，證實自己廚藝是有兩把

刷子的。《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自5月7

日起每周六晚間9點於公視播出。

《女外科》CP好甜！
風田羞認怕笑場

隨著日前台劇《華燈初上》連續三季播畢，讓觀眾們不自覺

跟著劇情裡不斷更新的線索，一步一步找出兇手，營造出刺激、

破案的快感，驚悚的劇情深受觀眾們喜愛，也掀起一股全民看懸

疑推理劇的風潮，《華燈》無疑是近期最高討論度的台劇！這股

熱潮仍持續燃燒中，為大家準備必看的懸疑台劇清單，五部精彩

的台劇盤點，為所有意猶未盡的劇迷們解除劇荒！

《愛殺17》
2006年由張韶涵、楊士萱、陸廷威、張善傑主演的《愛殺

17》播出，在一片純愛偶像劇中殺出一條血路。劇情設定美好

的17歲的夏天，徐宜真原是無憂無慮的青春少女，在雙胞胎妹

妹徐宜靜意外死亡後，與男友鄒克強一一揭發這場殺機背後的

殘酷真相，妹妹的逝去不僅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更為自

己帶來殺機。黑暗且懸疑的劇情讓《愛殺17》成為許多人心目

中的最神台劇！

《天黑請閉眼》
王小棣老師為幕後推手的「植劇場」在2016年底推出驚悚推

理系列劇集《天黑請閉眼》，找來當時還是新銳演員的簡嫚書、

張書豪、曹晏豪、孫可芳主演，全劇以人性的探討為主，著重在

情感變化的刻畫，也獲得多項金鐘獎入圍肯定。劇情從這群曾經

的高中登山社社員，在10年後冰釋前嫌，並相約重逢到山中的民

宿旅行，卻發生一連串意想不到的殺人事件。

《想見你》
懸疑加上穿越的新穎題材，讓這部劇成為全民偶像劇，更一

路紅到海外，連中日韓劇迷也為之瘋狂的《想見你》，在柯佳嬿

、許光漢、施柏宇的演出下，台劇在國際間旋風式爆紅。故事講

述一對相戀多年的情侶在男生離世後，黃雨萱卻意外回到1998年

，這個時空裡，他是陳韻如，死去的王銓盛叫李子維，眼前的人

事物恰巧都與未來的自己相關，而陳韻如也將在不久後死去。層

層堆疊的謎團讓許多劇迷入戲極深，更捧紅了男主角許光漢，成

為全民男神！

《白書》
即將在本週五(4/29)晚間播出的Vidol原創互動式戲劇《白書》

，挑戰傳統戲劇表現，以「互動模式」進行，增加趣味性，讓每

位戲迷都有機會翻轉劇中角色的命運。石知田、徐鈞浩及許安植

首度合作，攜手帶大家進入新世界觀，在這個人們死後才能進入

的白書店裡，記載著每個人在世時的所有記憶，當你閱讀過屬於

自己的「白書」便會迎向來生，三人在書店裡相遇後，一一挖掘

出各自的死亡真相及其中的愛恨糾葛。結合青春校園愛戀、懸疑

推理及即時互動投票，三大看點讓許多劇迷期待不已。

《第三佈局 塵沙惑》
2021推出的犯罪懸疑台劇《第三佈局 塵沙惑》，在演技精湛

的莊凱勛、張榕容、劉冠廷主演下，將錯綜複雜的劇情營造出滿

滿的懸疑感，既驚悚又刺激帶著更多人性背後不為人知的一面。

一段跨越23年的命案，故事線從一起移工脫逃案意外牽扯上分屍

案，繼承家業的市議員、特勤小組成員及菜鳥警察三人之間有著

神秘的關聯性，破案過程中卻一步步走向精心設計的佈局裡。

不能只看過《華燈》
懸疑台劇必看清單

本土單日確診診已到破萬人數，演藝圈也跟

著淪陷，藝人及工作人員相繼染疫，或成為

「密切接觸者」遭匡列，柯震東正在拍攝的新

片劇組也傳出有人確診，雖所有人員包括柯震

東快篩皆陰性，但昨 28日突在 IG限動發負面文

，且一早吐心情「我真的有時有很多不開心或

悲傷的時刻」。

柯震東時常在IG分享生活，昨28

日突在IG限動PO出一張印刷品，上

頭寫著「焦慮狀態」似乎是心情寫

照，接著又PO出自行快篩結果為陰

性，還表示「時常插自己一下，證

明自已還存在」，負面情緒又升高

，到了隔日清晨寫下心情「自己真

的很討厭分享負能量給別人，尤其

是身為所謂的公眾人物，無奈自己

沒有小號，10幾年前他就使用當時

還沒什麼人在用的IG，所以習慣將

情緒都在此分享。」

而對於身為藝人的責任柯震動

也有感而發的寫下：「我知道所謂

公眾人物應該多給大家正面能量！

尤其在這種時刻....但我很抱歉...我

真的有時有很多不開心或悲傷的時刻...我會笑著面

對大家。但我一個人的時候....我並不都是快樂的！

」最後還附上3個笑臉符號。約莫隔1小時後，柯

震東再上傳1張黑白漫畫人物若有所思的仰望星空

圖，上頭寫著「Stupid world」，似乎對目前世界感

到焦慮。

柯震東負面文4連發
吐 「我並不都是快樂的」 真相



著名香港填詞人鄭國江曾說，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
際遇和時運。時至今日，如“港樂”這般超級音

樂IP ，每一個歌手獨唱、合唱，都有想要重新傳遞的情
感和故事。記者從節目組獲悉，在第二期的節目舞台，
也希望給觀眾帶來“港樂”與我的愉快少年事。本期節目
也將迎來主題競演，因此都新增合作舞台，讓男女兩隊各
自成陣派出三組隊伍，齊齊把港樂唱出新的情緒和能量。

從男隊來看，林子祥和曾比特演唱《單車》，在舞台上
借由歌唱展現父子情，兩個人蹲坐在舞台上，眼神流動之
間，將老一輩和後生仔的情感拿捏得十分細緻。歌單一發布，
曾比特也在內地的社交平台轉發稱，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舞台，
感謝有機會跟“林老爸”唱這首歌，是他自己心底的聲音。順
勢，他也呼籲大家同他一起期待這個合作舞台。

內地網友熱衷“考古”曾比特
首播之後，曾比特在內地的人氣可謂火力漸開。網友們笑說：“好

消息：曾比特應該要紅了。壞消息：寶藏男孩藏不住了。”記者也留意
到，社交平台上“考古”曾比特的貼文也都成了熱門內容，不少網友更驚
嘆，減肥之後的曾比特，爆炸頭造型對他走紅的幫助正肉眼可見。

誓要在舞台唱更多港樂遺珠的李克勤，今次也將攜手李健合唱梁詠琪的《花
火》，舞台上的燈光如花火般絢爛，兩個人對視的舞台已十分有故事感。觀眾也好奇
“雙李”搭檔將會怎麼把“有眼淚仍是暖”的短暫美好傳遞給大家。林曉峰則和馬賽克
樂隊、魔動閃霸共同演繹《情人》，歌聲是否能真正穿透出“是人是牆的寒冬”，陪伴大
家度過每一個相逢的艷陽天，也備受期待。

千嬅炎明熹姐妹組合唱《勇》
女隊則派出楊千嬅和炎明熹、劉惜君和單依純以及葉蒨文、李玟和周筆暢三組合作舞台，選曲

也都十分有講究。楊千嬅和炎明熹用一首《勇》，希望不同階段女性面對世事也敢愛得英勇。
楊千嬅和炎明熹這隊新鮮的姐妹組合，將產生怎樣的舞台化學反應？可以肯定的是，二人坐在

台階上，姐妹相伴成長，彼此鼓勵扶持的能量就能向外傳遞。同時，觀眾也都慢慢接收到信息：香
港天后楊千嬅和外界熱盼的“下一個香港天后”炎明熹，她們站在一起就是港樂裏的生生不息。
葉蒨文、李玟、周筆暢三個人的舞台，單看歌曲《我要你的愛》就已經明白她們的舞台一定光彩

照人，女性魅力四射。有網友看到這個合作曲目，留言說，她們真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與共。看來，觀眾要準備好，熱烈的眼神和熱情的掌聲都要給到她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由澤東電影出
品，王家衛監製、泰國導演納塔吾·彭皮里亞
（Baz Poonpiriya）指導的青春公路電影《一杯上
路》（《ONE FOR THE ROAD》）入圍2022
年第24屆意大利烏甸尼遠東國際電影節，角逐
The Mulberry Award最佳劇本大獎，並舉辦歐洲
首映式，導演彭皮里亞出席現場並與觀眾熱烈互
動。影片由“Tor哥”朋抔·里拉塔納卡鄒（Tor
Thanapob）、瓦爾蕾特·瓦帖兒（Violette Wauti-
er） 、 茱 蒂 蒙·瓊 查 容 蘇 因 （Chutimon
Chuengcharoensukying）等主演。

電影《一杯上路》是導演彭皮里亞繼《出貓
特攻隊》之後的又一力作，也是彭皮里亞首次與
王家衛合作，作為影片監製王家衛從劇本創作到
拍攝製作全程指導參與。

導演彭皮里亞出席此次歐洲首映時被問及與
王家衛導演合作的感受時稱：“與這位傳奇人合
作是一趟難忘的旅程，他總是要我從舒適區走出
來，我衷心感謝他教我成為一個電影工作者”。
才華之人總是惺惺相惜的，王家衛也在之前採訪
中大讚對方有才華，很高興有機會與他合作，他
獨特而強大的說故事技巧在《出貓特攻隊》中表
露無遺。

電影《一杯上路》以青春、友情為題，聚焦
一對好兄弟，跨越14萬公里，進行一場笑淚齊飛
的另類告別之旅。為了讓觀眾更加有代入感，影
片橫跨兩大洲，在紐約、曼谷、芭提雅、清邁等
五地十站實地取景。影片已於今年2月10日在泰
國上映，分別在全球各大電影節參與巡展，期待
這部實力佳作早日在中國上映。

《聲生不息》同台與林子祥搭檔唱《單車》

曾比特獲樂迷青睞：
寶藏男孩藏不住了寶藏男孩藏不住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

若璋 廣州報道）《聲生不息》在

芒果TV、湖南衛視、TVB三個平台

首播後，熱話“港樂”成為不少人茶餘

飯後的正經事。香港“新聲代”曾比特

在內地樂壇嶄露頭角，他憑在第一期節目

演唱《初戀》的出色舞台表現，除超越一

班前輩勇奪“最受歡迎金曲之全場排名第

一”金曲外，火速引起內地樂迷注意，

社交平台上“考古”曾比特的貼文也都

成了熱門內容。據悉，在第二期節目

中，曾比特與樂壇大前輩林子祥合

唱《單車》，演繹父子情。

入圍烏甸尼遠東電影節
王家衛監製電影《一杯上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劉
威煌4月28日晚為30日舉行的《劉
威 煌 RECOVER 線 上 音 樂 會
2022》綵排（圖），他表示去年的
4月30日是在麥花臣舉行演唱會，
反應很好，所以一心計劃今年同日再
舉行實體秀， 惜疫情下便改為線上開
秀，花了一個月時間去籌備，幸而售票情
況理想，很多海外歌迷都有留言表示已買票捧
場，很多謝大家支持，希望明年再捲土重來在同
一時間舉行實體演出，作為跟歌迷的周年慶祝。

劉威煌為了這次線上音樂會，更赤裸
上身浸在浴缸拍攝海報，他笑言拍攝過
程要顧及化妝髮型，又擔心露點，一點
也不容易，拍得不好隨時變成“浮
屍”，好在出來效果不錯。
正是3間珍珠奶茶店老闆的劉威

煌，在第五波疫情衝擊下，每個月都有少
少虧損，在這艱難時期，他主張不解僱員工，

盡能力撐下去，他謂：“之前荃灣分店約滿沒有
再續約，有見現時政府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後，營
業額有所回升，所以正籌備多開一間分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許廷鏗（Al-
fred）首張黑膠唱片《2021》4月29日正式面世，
限量發行1,231張供歌迷訂購。Alfred當日到店舖
客串做一日店長分發唱片，適逢是他34歲生日大
日子，有歌迷送上自製唱片機造型生日蛋糕慶
祝。

提到在自己生日日子都要工作，Alfred笑稱
擺了自己一道：“因為我一早講了會出唱片，現
在像十月懷胎出世，歌曲是講去年自己的感受，
做黑膠唱片自覺有保值作用。”

Alfred透露不計成本做今次的黑膠唱片，當
中更有“密碼”收藏當唱針放在唱片上的“咔
咔”聲，帶給大家一種懷舊感。由於限量發行
1,231張唱片，Alfred只留下生日編號429給自
己，沒有額外送唱片給親友。問到如何慶祝生

日，Alfred笑道：“現在當是慶祝了，加上隔鄰
食店安排了一個‘許廷鏗餐牌’，稍後都會去支
持一下。”
Alfred稱由於剛出唱片有不少宣傳工作，暫

時都沒有時間約朋友慶祝，好友鄭欣宜當天上午
趁他洗澡時視像電話並唱生日歌，結果將他的浴
照放上網給大家欣賞，他說：“是欣宜要求我開
視像的，現在反過來話我不要在沖涼時講電話，
好彩我未洗頭，否則整個頭都是濕的。”
生日願望方面，Alfred希望大家早日能脫掉

口罩，笑問他有沒有發起旅行癮，他說：“旅行
還可以頂得住，因為自己喜歡攝影，近兩年都去
了香港很多地方，發現不少地方都很靚。”至於
願望會否盡快找到另一半，Alfred笑稱工作為
上，兒女私情暫時要放在一旁。

許廷鏗推出黑膠唱片 做店長與歌迷齊慶生

劉威煌連續兩年4.30開唱 望明年捲土重來開實體秀

◆王家衛(左)與導演彭皮里亞惺惺相惜。
資料圖片

◆導演彭皮里亞出席第24屆意大利烏甸尼遠東國
際電影節。

◆林子祥和曾比特合
唱，演繹父子情。

◆“雙李”搭檔唱《花火》。
◆◆李玟李玟、、葉蒨文和周筆暢唱出葉蒨文和周筆暢唱出
《《我要你的愛我要你的愛》。》。

◆楊千嬅和炎
明熹展現港樂裏
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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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和先生的畫作將於陳榮和先生的畫作將於55月月77日至日至77月月2828日在日在
休士頓公立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展出歡迎前往觀賞休士頓公立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展出歡迎前往觀賞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為了盡量減少二氧化碳的產生，越
來越多的政府領導人和汽車製造商正在推動採用電動卡車。從
2020年到2026年，電動卡車和公共汽車市場的複合年增長率
將分別達到148.5%和44.9%。然而，替代燃料驅動的丙烷驅

動的車輛，越來越受歡迎。一項新的研究比較分
析了丙烷和電力驅動的中型和重型MD-HD發動
機車輛的產碳足跡。在美國38個州和華盛頓特區
分析發現，與充電的MD-HD電動汽車相比，以
丙烷為燃料的MD-HD車輛是一種較低碳足蹟的
解決方案。由可再生丙烷驅動的MD-HD車輛在
美國每個州都提供了更低的碳足跡解決方案。可
再生丙烷來源於牛肉脂肪、植物油、油脂殘渣和
其他生物質原料。
研究的最重要亮點之一是，採用丙烷作為
MD-HD車輛的首選燃料可以加速脫碳。該結論
得到了在使用美國電動汽車和丙烷燃料汽車之間
等效CO2eq排放的生命週期分析的支持。美國能
源部的替代燃料數據中心還指出，丙烷不僅在
MD-HD卡車中更具成本效益，而且使用這種燃
料的車輛產生的有害空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的量
也更少。毫無疑問，世界需要加速脫碳，但當為

它們供電的大部分電網都由燃煤供電時，電力解決方案並不是
解決方案。今天為MD-HD卡車使用丙烷等清潔燃料可以讓我
們早日走上這條道路。

電動卡車仍然存在瑕疵丙烷汽車可降低成本減少碳排放

俄羅斯高級外交官警告烏克蘭不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本報訊）回顧與展望 台灣地貌的變遷 - 陳榮和水繪台灣
風土

地點: 休士頓公立圖書館中央圖書舘 500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2 免費地下停車場

展期： 05/07/2022 - 07/28/2022。
開幕： 05/20/2022 下午2:00-4:00 (請於1:45PM前到達)
開幕式當天有休士頓美術館策展人的專題講座以及現場音

樂演奏。講座內容包括台灣水彩畫的起源及二戰後台灣早期的
美術資源等。並備有茶點招待。

去年是休士頓市與台北市締結姊妹市60周年，我以先父台
灣水彩畫家陳榮和的畫作《圓山大飯店》捐贈給休士頓市政府
以兹紀念，由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 親自接受。今年為慶
祝亞太裔傳統月(AAPI)，我將在休士頓公立圖書館中央圖書舘
展出先父的畫作，以宣傳台灣及促進藝術與文化的交流。

展出包括陳榮和先生的水彩畫作，美術館典藏陳榮和作品

的複製畫。每幅畫作都有歷史及特色的說明，例如：一府二鹿
三艋舺，台灣拆船王國以及大稻埕與九份的興衰等。此外，還
有他在1970年代的一套觀光風景水彩畫明信片共16張及放大的
台灣觀光地圖，呈現這16個縣市當年與現今的產業與觀光, 對
比約50年前後的發展，帶出台灣現今各地的代表性產業。另外
，現場播放短片簡介台灣水彩畫的由來，以及台灣二戰後早期
的美術資源與陳榮和對美術資源的付出等。因此除了可看到優
美的畫作秀麗的風景，以及台灣地貌產業的變遷，還可瞭解台
灣各地歷史及台灣美術史。海外僑胞能藉此紓解懷鄉之情。
陳意欣 敬邀
Yvonne Chen
713-269-3975
CZH Gallery Foundation Inc
czhgallery.com

俄羅斯國防部警告說俄羅斯國防部警告說，，烏克蘭的危機可能會升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烏克蘭的危機可能會升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了盡量減少二氧化碳的產生為了盡量減少二氧化碳的產生，，越來越多的政府領導人和汽車製造商越來越多的政府領導人和汽車製造商
正在推動採用電動卡車正在推動採用電動卡車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俄羅斯最高外交官警告烏克蘭不要
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並表示“不應低估”核衝突的威脅，因為
俄國家對遠離莫斯科東部新進攻前線的鐵路和燃料設施發動了襲
擊。烏克蘭總參謀部表示，俄羅斯軍隊正在砲擊該國第二大城市
哈爾科夫，因為他們爭取完全控制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包
括烏克蘭工業中心的頓巴斯，並建立一條通往克里米亞的陸地走
廊。美國一直在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武器，並表示西方盟國的援助

正在為這場持續了兩個月的戰爭帶來改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
一在他和美國國防部長訪問基輔會見總統澤連斯基後宣布，俄羅
斯正在失敗，烏克蘭正在取得成功。美國軍事援助的目標是幫助
烏克蘭獲勝並保護烏克蘭的北約鄰國免受俄羅斯威脅。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對奧斯汀的明顯回應中表示，西
方希望烏克蘭繼續戰鬥，讓俄羅斯軍隊和俄羅斯軍事工業戰爭綜
合體筋疲力盡。週一，俄羅斯將火力集中在頓巴斯以外，導彈和

戰機遠在前線後方，試圖阻撓烏克蘭的補給努力。俄羅斯國防部
發言人科納申科夫少將說，俄羅斯摧毀了位於烏克蘭中部克列緬
丘克的煉油廠和燃料庫。他說，俄羅斯戰機總共摧毀了56個烏
克蘭目標。對燃料庫的襲擊旨在消耗重要的烏克蘭戰爭資源，對
鐵路目標的襲擊既擾亂了供應線，也恐嚇了試圖利用鐵路逃離戰
鬥的人們。俄羅斯奪取這座城市將使烏克蘭失去一個重要港口，
並為莫斯科提供一條通往克里米亞半島的陸上走廊。

BB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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