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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upreme Court overturns Roe v.
Wade abortion rights landmark
WASHINGTON, June 24 (Reuters) - The U.S.
Supreme Court on Friday took the dramatic step
of overturning the landmark 1973 Roe v. Wade
ruling that recognized a woman’s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an abortion and legalized it nationwide,
handing a momentous victory to Republicans and
religious conservatives who want to limit or ban
the procedure.
The court, in a 6-3 ruling powered by its conservative majority, upheld a Republican-backed
Mississippi law that bans abortion after 15 weeks
of pregnancy. The vote was 5-4 to overturn Roe,
with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writing separately
to say he would have upheld the Mississippi law
but not taken the additional step of erasing the
Roe precedent altogether.
The justices, in the ruling written by conservative
Justice Samuel Alito, held that the Roe decision
that allowed abortions performed before a fetus
would be viable outside the womb - between 24
and 28 weeks of pregnancy - was wrongly decided because the U.S. Constitution makes no
specific mention of abortion rights.
By erasing abortion 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he
ruling restored the ability of states to ban it, fundamentally altering America’s landscape on the
issue of reproductive rights. Twenty-six states are
either certain or considered likely to ban abortion.
Mississippi is among 13 states with so-called
trigger laws to ban abortion with Roe overturned.
(For related graphic click https://tmsnrt.rs/3Njv3Cw)
President Joe Biden condemned the ruling as taking an “extreme and dangerous path.”
“It’s a sad day for the court and for the country,”
Biden said at the White House. “... The court has
done what it has never done before: expressly take
away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hat is so fundamental
to so many Americans.”
Empowering states to ban abortion makes the
United States an outlier among developed nations
on protecting reproductive rights,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 added.
Biden urged Congress to pass a law protecting
abortion rights, an unlikely proposition given its
partisan divisions. Biden said his administration
will protect women’s access to medications approved b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pills for contraception and medication
abortion, while also combating efforts to restrict
women from traveling to other states to obtain
abortions.
Biden urged protesters to remain peaceful.
A draft version of Alito’s ruling indicating the

court was ready to overturn Roe was leaked in May,
igniting a political firestorm. Friday’s ruling largely
tracked this leaked draft.
“The Constitution makes no reference to abortion,
and no such right is implicitly protected by any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Alito wrote in the ruling.
‘DAMAGING CONSEQUENCES’
Roe v. Wade recognized that the right to personal
privacy under the Constitution protects a woman’s
ability to terminate her pregnancy. The Supreme
Court in a 1992 ruling called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 reaffirmed
abortion rights and prohibited laws imposing an
“undue burden” on abortion access. Friday’s ruling
overturned the Casey decision as well.
“Roe was egregiously wrong from the start. Its
reasoning was exceptionally weak, and the decision
has had damaging consequences. And far from
bringing about a national settlement of the abortion
issue, Roe and Casey have enflamed debate and
deepened division,” Alito added.
Overturning Roe was long a goal of Christian
conservatives and many Republican officeholders.
Opinion polls show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support abortion rights. The ruling illustrated the deep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on a range of issues, also
including guns, race, COVID-19 pandemic-related

Anti-abortion demonstrators celebrat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s the court rules in the Dobbs v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abortion case, overturning the
landmark Roe v Wade abortion decision in Washington, U.S.,
policies and voting rights.
The court’s three liberal justices - Stephen Breyer, Sonia
Sotomayor and Elena Kagan - issued a jointly authored
dissent.
“Whatever the exact scope of the coming laws, one
result of today’s decision is certain: the curtailment of
women’s rights, and of their status as free and equal
citizens,” they wrote.
As a result of Friday’s ruling, “from the very moment of
fertilization, a woman has no rights to speak of. A state
can force her to bring a pregnancy to term, even at the
steepest personal and familial costs,” the liberal justices
added.
The ruling empowered states to ban abortion just a day
after the court’s conservative majority issued another
decision curtailing the ability of states to enact gun
restrictions. read more
Crowds gathered outside the courthouse, surrounded
by a tall security fence. Anti-abortion activists erupted
in cheers after the ruling, while some abortion rights
supporters were in t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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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Oil Prices Falling?
participate in the G7
and NATO meeting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Japan, Korea and
Australia also will join
the NATO meeting to
discuss how to form a
military alliance in Asia.
Unfortunately, we can’
t see the dawn of
peace in the near
future. Many people
are suffering these

While President Biden
intends to give the oil
tax holiday for the next
90 days, the price of oil
will drop slightly. But
the inflation rate is still
at a 40-year high.
Why we are having
such high inflation and
high oil prices is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days and many people
are hungry. They have
no hope or expectation
that the leaders with
wisdom will come to
their rescue.
America, a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and
President Biden need
to lead us to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show
love toward the global
problem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the war between
Russian and Ukraine.
This war has caused
shortages of energy
and food as millions of
refugees went to
Europe and the supply
chain was interrupted.
President Biden is
ready to travel to
Europe this weekend to

Editor’s Choice
A Ukrainian service member
with a dog observes in the
industrial area of the city of
Sievierodonetsk, Ukraine,
June 20. REUTERS/Oleksandr
Ratushniak

People wade through the water as they look for shelter during a flood, amidst
heavy rains that caused widespread flooding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in Sylhet, Bangladesh, June 18. REUTERS/Abdul Goni

A man holds a camera in front of an exhibit displayed during a media preview at the Palace
Museum in Hong Kong, China. REUTERS/Lam Yik

Indigenous demonstrators drive past burning road blockades while heading towards the capital
Quito after a week of protests agains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of President Guillermo
Lasso, in Machachi, Ecuador June 20. REUTERS/Johanna Alarcon

Motoring enthusiasts take part in
the ‘Race The Wave’ classic car
meet on the beach at Bridlington,
Britain, June 18. REUTERS/Lee
Smith

People participate in a
yoga class on the roof of
a building to celebrate
the summer solstice, on
International Yoga Day, in
Caracas, Venezuela, June
21. REUTERS/Leonardo
Fernandez Vi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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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ks Continue On Asians As Dozens Of Activists,
Neighbors And Families Decry The Violent Incident

An Anti-Asian Attack In The Drive-Thru
At A North Hollywood, Calif. McDonald’s
Draws A Crowd Urging An End To Hat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Patricia and Nerissa Roque speak at a rally put on
by the Asian community at the Van Nuys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in Van Nuys, CA Friday, June 17,
2022. The Roques, who are Filipino, were attacked
by a white male making racist slurs at a McDonalds
on May 13, 2022. The Roque’s are living in fear since
the attacker did not show up for his court appearance
and is still at large. (Photo/David Crane, Los Angeles
Daily News/SCNG)
Dozens of activists rallied on Friday, June 17, standing
beside members of a Filipino-American family who
were the victims of an anti-Asian attack in May when
a man in a Jeep bumped their vehicle as they waited in
the drive-through of a McDonald’s in North Hollywood.
The Roque family was surrounded by activists gathered
outside a Van Nuys courthouse calling for justice to be
brought against suspect, Nicholas Weber, who has been
charged for assaulting the family’s father and mother who,
along with their daughter, were getting fries at a McDonald’s on Victory Boulevard, on May 13.
“We’re here to hol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le for their
lack of response and to demand that District Attorney
George Gascon prosecute Nicholas Weber to the fullest
extent of the law,” said Katie Joaquin, board president of
the Filipino Migrant Center.
The victims allege that the father suffered a broken rib and
the mother was strangled but survived. In a video by their
daughter, a man can be seen verbally attacking the family with racist language and motions mocking their Asian
background.
An Arrest warrant
issued for the man
who attacked a Filipino family at North
Hollywood fast food
drive-thru.
The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has pressed charges against
Weber on June 5 for hate-motivated battery, including a
felony offense connected to “serious bodily injury.”An arrest warrant was issued for Weber after he failed to appear
for a June 8 court hearing.
The activists who gathered on Friday belong to groups
active in the Filipino community, including those who
fight for labor rights. They chanted “Justice for the Roque

family,” and urged authorities to do more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the hate-crime case. Some were concerned
that the case was not being fully investigated by 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Joaquin, of the Filipino
Migrant Center, said members of the Roque family had
taken up causes for their community, and now it was the
community’s turn to stand up for the family. She said she
first met the mother, Nerissa Roque, when she fought to
“recover back wages (for healthcare workers) from a big
millionaire employer.”
Nerissa’s son, Patrick, is an activist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migrant workers,” Joaquin said.

Other groups who rallied behind the family included
the National Alliance for Filipino Concerns (NAFCON), Migrante Los Angeles, Kabataan Alliance, the
Bayanihan Kollective, and Anakbayan.
Patricia Roque told the Los Angeles Daily News she was
disappointed by law enforcement’s response to the attack
on her parents. She said police arrived an hour after the incident was reported. She alleged that Weber was taken to
a hospital, released and issued a citation. She says officers
told her family that Weber should have been taken to an
LAPD station. Now, she’s worried that Weber may target
her family and others, after he failed to show up for his
hearing. The family’s attorney, Sandy Roxas, claimed on
Friday that it often takes such rallies to spur law enforcement to take hate-crime cases seriously.
“It’s really unfortunate that these kinds of Asian hate cases
are not really a priority, unless the media and the community get involved, and attorneys get involved,” Roxas said.
The incident comes after a string of anti-Asian hate incidents nationally and in Orange County. Locally, in 2020, a
Filipino-American woman was the victim of verbal abuse
from a woman who filmed her while while screaming racial epithets.
Patricia Roque, who described herself as an introvert, said
she has decided to speak out more because people in her
community and other communities vulnerable to hate attacks should not have to face such a reality.
Courtesy Filipino Migrant Center
https://filipinomigrantcenter.
networkforgood.com/projects/
159630-stop-asian-hate-help-roquefamily-recover-from-hate-crime

At one point, she cried while listening to a performer recite a poem about attacks on Asian women. She has been
composed during media interviews about the attack at
McDonald’s, she said, but in that moment says, “It hit me
that the Filipino community … theAsian community and
other vulnerable communities have been dealing with this
for years.”
“And it just hit me that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so long,
and we just stood back and watched it happen, and that’s
unfortunate,” she said. (Courtesy https://www.ocregister.
com/)
Related
An ‘Ugly Poison’: Biden Signs Bill
To Combat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WASHINGTON – President Joe Biden in 2021
called for an end to the “ugly poison” of hate as he
signed a new federal law aimed at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n a ceremony in the White House East Room, Biden
signed the first new federal hate crimes law in a dozen years and denounced what he described as the
“gut-wrenching” attack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that
have surged since the spread of COVID-19 across the
country.
“I believe with every fiber of my being that there are simple core values and beliefs that should bring us together as
Americans,” Biden said. “One of them is standing against
hate.
“Hate in the U.S. hides in plain sight and too often is met
with silence, Biden said.
“Every time we’re silent, every time we let hate flourish,
you make a lie of who we are as a nation,” he said, his
voice rising.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which passed with
overwhelming bipartisan support in Congress, expedites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review of hate crimes and designates an official at the department to oversee the effort.
It also provides grants to states to improve hate crime reporting.

according to Stop AAPI Hate, a nonprofit group that
tracks incidents of hat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ed cases jumped more than 164%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in 16 major cities and jurisdictions,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ate and Extremism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
The new law – which the House passed on a 364-62 vote
and the Senate 94-1 – came amid calls for action after a
mass shooting in March that killed eight people, six of
whom were women of Asian descent.
Until now, the most recent hate crimes legislation was the
Matthew Shepard and James Byrd Jr. Hate Crimes Prevention Act, which targeted crimes motivated by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mor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igned the law in 2009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Related
COVID-19 Has Driven Racism And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Perspectives From National Polls

Recent racially motivated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including the March 2021 Atlanta spa shootings
that killed eight Americans, among them six women of
Asian descent—has added urgency to efforts to protect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uses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data to document the extent of violence and racism experienced by Asian Americans nationally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suggests a path forward.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has documented a 77 percent increase
from 2019 to 2020 in hate crimes againstAsian people living in the US. An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arch 2020 to
June 2021 more than 9,000 anti-Asian hate incidents were
self-reported to the advocacy group Stop AAPI Hate.
Yet, such crime statistics are likely vastly underreported.
Meanwhile, profound research gaps hinder broader understanding about violence and racism affecting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The broad Asian American, Native Hawai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ANHPI) community represents a heterogeneous group, with 50 ethnicities and 100 languages; extensive and detailed polling data on them has long been
lacking.

President Joe Biden @POTUS

“Hate has no place in America – and I look forward
to making that clear this afternoon by signing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into law.”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ies has been on the rise for more than a year
with the spread of COVID-19 and as some politicians,
including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lamed China
for the pandemic.
More than 6,600 anti-Asian hate incidents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 year since the pandemic arrived in the U.S.,

How Have Threats Of Violence And Racism Affected
AsianAmericans During COVID-19? The vast majority of Asian Americans (82 percent) agree that, as a group,
Asian Americans have faced discrimination as a resul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this country. Seventy percent
say discrimination poses more of a threat now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n it did before the pandemic.
Nearly two-thirds (64 percent) of Asian Americans say
they think racism is an extremely or very serious problem

in the US, while about half (53 percent) say Asian Americans face a great deal or quite a bit of discrimination in
the US today. In addition, more than half (57 percent) of
Asian Americans say they often or sometimes feel unsafe in public because of their race or ethnicity; only 12
percent say they never feel unsafe in public. Most Asian
Americans (81 percent) think violence against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is increasing, while 73 percent say
violence poses more of a threat now than it did before the
pandemic. In addition, between one-quarter (25 percent)
and one-third (32 percent) of Asian Americans have reported personally fearing that someone might threaten
or physically attack them or their household members
because of their race/ethnicity.
What DoAsianAmericans BelieveAreThe Reasons For
Increased Violence And Racism During COVID-19?
Asian Americans largely feel scapegoated and blamed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Roughly two months after
the first confirmed COVID-19 case in the US, 60 percent
of Asian Americans reported having witnessed someone
blaming people of Asian background for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This was a time whe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gularly and directly blamed China for spreading
COVID-19.
When asked to give major
reasons for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64 percent of Asian
Americans cite COVID-19
cases first being reported in China, followed by 57 percent
citing Donald Trump. These results are supported by other
polling asking about the main reasons that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as been increasing (open-ended). The
top reasons cited are Donald Trump (20 percent), overall
racism against Asian people (16 percent), the COVID-19
pandemic (15 percent), and blaming/scapegoating Asian
people for the pandemic (12 percent).
How Do Asian Americans Describe The Impact Of
Violence And Racism On Their Mental Health?
Spillover effects of anti-Asian violenc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a majority ofAsianAmericans have been widely
assumed but rarely demonstrated. Polls in both 2020 and
2021 show more than 35 percent of Asian Americans
report their mental health has worsened during the pandemic.And 58 percent ofAsianAmericans said that,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1, reports about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Asian people affected their own
mental health.
Based On These
Experiences Reported Nationally, What Is The
Path Forward?
This analysis documents profound
and pervasive impacts of pandemic-related racism and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nvolving not just
direct victims but more broadly, a majority of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nationally. Such actions during
COVID-19 may well reflect public perceptions of Asian
Americans as “perpetual foreigners,” despite their many
ongoing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The nation needs a comprehensive plan to further reduce trauma for Asian Americans occurring across institutional, interpersonal, and
individual levels and address broad concerns from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groups with diverse perspectives.
Such a plan should advance fundamental and substantial
improvements in all areas of concern. (Courtesy https://
www.healthaffai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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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 Chin Was Killed 40 Years
Ago And His Case Still Resonates

Forty years ago, 27-year-old Vincent Chin was enjoying a night out with his friends in Detroit. It was meant to be a celebration ahead of
Chin’s upcoming marriage, but he didn’t make it to the wedding. That night he was beaten to death by two white men who worked in the
auto industry and, according to witnesses, were angry over what they perceived as the loss of American jobs to Japanese imports. The
men targeted Chin because he was Asian – not knowing he was Chinese American, not Japanese. The killing galvanized Asian American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to fight for civil rights. It’s a battle that continues toda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murder of Vincent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the
past two years, as racist attack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ave
risen exponentially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At least
10,905 hate incident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were recorded from March 19, 2020, through Dec.
31, 2021, according to the coalition Stop AAPI Hate.
Chin’s death on June 23, 1982, came at a time when the Japa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was a flashpoint for racism. Today’s
hate incidents can be traced in large part to the anti-Asian rhetoric us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including that by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referred to the coronavirus as “the Chinese viru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rhetoric used 40 years ago and
today present a chilling pattern, says social justice activist Helen Zia, who is also the executor of the estate of Vincent Chin
and his mother, Lily.
“That was what was going on in America in the 1980s.
And that’s why as soon as that callout in the White House
was pointing the fingers at China, everybody Asian American knew that that was going to land very hard on Asians in
America,” Zia told NPR’sAll Things Considered in reference
to the former president’s remarks.

leaders in our churches, the positions and the narratives that
different folks speak, based on self-interest as well as fear, certainly impacts the Asian community in America,” Han said.
While political leaders
play a role in combating
anti-Asian
American
sentiments, so do average citizens. Connecting
the old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through Chin’s legacy is another aim of the commemoration.
“The Vincent Chin Legacy Guide” was put together by Zia,
with help from the SmithsonianAsian PacificAmerican Center. It’s a teaching tool that tells the story of what happened
40 years ago. It is also me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take action.
It ultimately shows why Chin’s case still matters today.
“It really stands out as a landmark, not only for Asian Americans – it stands out as a landmark in American history,” Zia
said. “It’s a time when a people in America, who were treated
as though they were aliens — those people stood up and said,
‘this is wrong.And not only that — we are a part of theAmerican democracy, and we deserve to be treated as full Americans and full human beings.’” (Courtesy npr.com)
Related

known her for years. She’s now a TV writer and producer in
addition to being the author of several children’s books about
famous Asian Americans.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who Vincent Chin was, and
what happened to him.
Vincent Chin is famous 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is name has resurfaced recently due to the spike in anti-Asian racism. His was the first federal civil rights trial for
an Asian American. On the night of June 19, 1982, the night
of his bachelor party, Vincent Chin was beaten to death with
a baseball bat by two white auto workers in Detroit. Ronald
Ebens was a foreman at Chrysler at the time, and his stepson,
Michael Nitz, was a recently laid-off auto worker. The reason
I mention that is because this happened during the height of
anti-Japanese sentiment. The American auto industry was

Vincent Chin’s Death Gave Others A Voice

Vincent Chin
“So, yes, the rhetoric, the innuendo – it has its impact. And
when people are targeted and scapegoated, we know that
that’s only going to be bad for every American.”
The fact that Chin was Chinese American, Zia said, is also
telling about how Asian Americans are perceived in the U.S.
“Asian Americans have always been lumped together, even
though Asia is the largest continent on the planet,” she said.
“And so when people have hate or anger directed at some
nebulous thing about Asia ,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Asian,
you’re a target. And that’s what’s going on today. Every different ethnicity of Asian American has suffered the hate incidents that are going on today.”
Zia is one of the organizers of the Vincent Chin 40th Remembrance & Rededication happening in Detroit this weekend.
Events, including film screenings, public art, performances
and panel discussions started on Thursday and go through
Sunday.
David Han, commissioner of the Michigan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ffairs Commission, spoke at the official kickoff
event. He told member station WDET the rededication also
serves as a reminder that “underneath the surface things are
not OK,” and that people in power play a role in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ies they represent.
“In leadership roles of any kind, whether it’s the presidency
or leaders in companies, leaders in our communities or even

An Interview With Writer Paula Yoo
Writer Paula Yoo was 13 years old and finishing up seventh
grade when Vincent Chin was killed. Chin was a 27-year-old
draftsman who was celebrating his impending wedding at a
strip club in Detroit, when he was bludgeoned to death by a
pair of white men. Those men were apparently upset by their
perception that American auto jobs were disappearing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success in the auto industry. (Chin was
Chinese.)
Yoo didn’t learn much about Chin’s killing when it actually
happened — let alone imagine that it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the subject of one of her books. But as an adult, she
became fascinated by Chin’s story and how it spurred a new
gener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into political action. She started doing some reading and research, which eventually turned
into her latest non-fiction book, geared toward young adults,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next month: From A Whisper to A
Rallying Cry: The Killing of Vincent Chin and the Trial That
Galvanized 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Writer Paula Yoo
Full disclosure — Paula and I first met in the 90s when we
both worked for People magazine in Los Angeles — so I’ve

reeling, due to increased competition from Japanese import
cars and mass layoffs happening across the country. Things
were especially bad in Michigan, home to the Big Three:
Ford, Chrysler and GM.
Vincent was beaten in the head so badly, he lapsed into a
coma and died four days later. Before he lost consciousness,
he whispered three words to one of the friends who’d been
out with him that night: “It’s not fair.” He was buried the day
after what should have been his wedding day.
What happened after Vincent’s death? Was there a trial?
More than one. The first was presided over by Judge Charles
Kaufman. He gave both Ebens and Nitz three years’ probation, fined them $3,000 and court costs and released them.
He later said that they “weren’t the kind of men you send to
jail.” Citing the fact that neither man had a previous record,
Kaufman said that he just didn’t think putting them in prison
would do any good for them or for society. That “you don’t
make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e; you make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inal.”

It’s Not Fair!

What was the public’s reaction?
Judge Kaufman’s lenient sentencing angered not just Vincent
Chin’s family, but the entireAsianAmerican community. Led
by activist Helen Zia, several Asian American lawye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banded together to create American Citizens for Justice. This grassroots advocacy organization rallied
with several diverse groups—churches, synagogues, Black
activists—to protest Kaufman’s sentencing.
This inspired other Asian Americans across the country to
hold their own demonstrations. These protests resulted in
the first federal civil rights trial for an Asian American. In
1984, Ronald Ebens and Michael Nitz were indicted on two
counts of conspiracy and violating Vincent Chin’s right to be
in a place of public accommodation because of his race, and
sentenced to 25 years. In the trial that followed the indictment,
Nitz was cleared of all charges. Ebers (who held the baseball
bat) was convicted of violating Chin’s civil rights, and sentenced to 25 years.
But due to accusations of alleged witness coaching, Ebens
was acquitted in a second trial held in 1987, in which his guilty
conviction was reversed. He would ultimately be found not
guilty, and he never spent a day in jail.
You started this book before this most recent surge
in anti-Asian violence. Why did you want to write it,
and why write it for a young adult audience?
My whole life I always kept thinking one day I’d love to write
a non-fiction adult book, like In Cold Blood. And I remember everybody that I talked to about Vincent, everybody that
I worked with, they all responded with, “This is an incredible
story. We know nothing about it.” So that’s why I think it’s a
special book not just for adults, but also for teenagers, because
I hope that it gives them a firsthand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is
was like.

When I was offered a job at The Detroit News, for instance,
I remember the first thing my Asian American journalist
friends said to me was, “Are you afraid to go live in Detroit
because of Vincent Chin?” You know, being Asian American
in this country, we’re often alone. We’re often the only one in
our high school or the only family on our block because for
many, many decades, we have been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So being an Asian American in
this country is very lonely. I’ve been very lonely my whole
life.

Did you do first-person interviews for this book, or
rely mostly on archival information?
I have thousands of pages of transcripts from 1982 to 1984;
I read every single motion, all the boring stuff. I read everything. I have primary sources. I’ve actually talked to people
who have refused to talk about this case for almost 40 years.
And I have exclusive new information.
I’m one of the first and only people to have met Ronald Ebers
in person in his house. And it was an off-the-record informal
visit. So I can’t talk about what we talked about, but that was
one of the most profound, deep and very disturbing moments
in my life.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this book is you
show all sides of this tragedy. Even Ebens and Nitz.
You actually had some compassion for these white
men who killed someone who looked like you...
You can have compassion, but compassion is not mutually
exclusive from justi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now that I know
the humanity behind these two men, I can have compassion
for them. But I can still think, “You still should have gone to
jail. What you did was wrong. Justice was not served.”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Vincent Chin did not receive justice in the legal sense. But some important
things emerged from his death. Tell us what some of
those things are.
His death had a tangible effect; he’s not just a symbol. It
changed manslaughter sentencing in Michigan. Because of
Vincent Chin and other cases very similar to his, victims’families are now allowed to deliver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o
the judge at a hearing. At Vincent’s first trial, the prosecutors
were just overwhelmed with cases and they didn’t appear
in court. Now, because of this, prosecutors have to be at all
hearings.
His case also inspiredAsian baby boomers. They came of age
[about standing up for themselves and other people of color].
This was part of their civil rights education.
Aside from the tangible legal changes that happened in the
court system, Vincent’s case inspired a younger generation to
get involved as activists, as writers, as lawyers going into politics, trying to effect policy change. There are so many Asian
American politicians out there now, which is so wonderful!
So I think our voice has been raised, our stories, our history,
our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raised. So we’ve got to go out
there and fill in the blanks, because if we don’t, who will? (C
N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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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的豆腐脑
春雨的祖上是做豆腐的，传到他父亲根山这一辈，已经第四代
了。根山做的豆腐细腻白嫩，远近闻名。豆腐脑呢，用料讲究，也
颇受人们的欢迎。每天，根山早晨蹬着一辆三轮车卖豆腐，下午，
五六点钟蹬着三轮车再去卖豆腐脑。
这天是周末，春雨从学校回到家，要给爸爸当下手。
父子二人来到大街上。根山不用敲梆子，那些买豆腐脑的人，
便自动地拿着小盆、大碗什么的，站在了门口等着，因为大伙都知
道，这个点根山会出来卖豆腐脑。来到宋奶奶家门口的时候，宋奶
奶拿着一个小盆也已站在了那里等着。看到春雨，宋奶奶咧开缺了
几颗牙的嘴笑道：“春雨不上学了吗？咋有时间来帮忙？”根山笑
笑说：“今天是周末，他从学校里回来歇周末哩。”
说话之间，宋奶奶要的豆腐脑已配好了佐料。宋奶奶唠了几句
，端着豆腐脑就回去了。这时，春雨忍不住小声说道：“爹，宋奶
奶还没给钱哩。”根山张口说道：“两年前，你宋奶奶拿着五十元
钱来买豆腐脑，我找不开，你宋奶奶就说，把那张钱放我这里，省
的天天拿钱来买。”
一听这话，春雨忍不住埋怨起来：“爹，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宋奶奶天天来喝豆腐脑，两年是什么概念？你会不会算账？宋奶奶
放你这豆腐脑钱，早就花完了，你咋这么糊涂呢？”根山笑一笑说
：“爹不糊涂，爹一点都不糊涂哩。爹早知道你宋奶奶放我这里的
钱都花完了。可是孩子你想过没有，你宋奶奶爱喝我的豆腐脑，每
天都把我的豆腐脑当晚饭，块儿八角的，我好意思跟她要钱吗？再
说了，你宋奶奶这么做，也不是有意的。近几年，你宋奶奶脑子不
好使，医生说她有什么老年症来……”“老年痴呆症！”春雨脱口
而出说。“对，你宋奶奶得的就是这病，要不咋会这样。”
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这天，春雨从学校里又回家过周末。
一进门，爹就神情异样地告诉他：“你宋奶奶过世了。”“过世了
？”春雨诧异地说，接着又追问一句，“那她喝豆腐脑欠咱的钱咋
办了？还了没有？”
爹一听，生气地瞪他一眼道：“你看你这孩子，我不是给你说
了嘛，几碗豆腐脑，能值几个钱？你咋老提？你宋奶奶喜欢喝咱的
豆腐脑，那是看得起咱。知道不？你宋奶奶无儿无女，村里照顾她
，想送她去敬老院，你宋奶奶都不去。因为她觉得街坊邻居对她太
好了，谁家给她送东西，哪个要过钱……”
爹因为生气，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只把个春雨说得连回话的余
地都没有。
正在这时候，孙二爷背着手走進了院子。孙二爷是这一片的
“人头”，德高望重，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的，都找他。落座后，孙
二爷便直接说道：“宋嫂子重病的时候，特意把我叫去，让我看了
她的一个账本，这几年她脑子不好使，有什么重要的事她都记在了
本本上。她给了你五十元钱，却免费喝了你好几年的豆腐脑，你连
提都没提一句，她直夸你是个好人呢。这不，病重的时候，她把账
本拿出来，才记起这档子事来。她患老年痴呆的事你也知道。”
说到这里，孙二爷把一摞钱拿出来说道：“这是宋嫂子临走之
前，交代我给你的一千块钱，算是她喝你这几年豆腐脑的补偿吧。
”根山一听，连忙摇头拒绝道：“使不得，使不得，不就是几碗豆
腐脑嘛。再说了，即使给，也给多了呀，你看，我卖一碗豆腐脑收
一块钱……”孙二爷感慨地说：“宋嫂子说了，这钱叫你一定收下
。她说了，不能叫好人吃亏。”
根山听了这话，呆住了。他朝儿子春雨看了看，春雨不好意思
低下了头。根山明白，通过这件事，春雨一定会明白一些做人的道
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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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 贼
广林小区的牛叔夫妇，是空巢老人。
这天早上，牛婶照例要和老姐妹们去跳广场舞。临出门
时，她叮嘱牛叔上超市买两箱成了网红的家乡特产螺蛳粉，
给儿子和女儿快递过去，让他们不忘家乡的味道，记住乡愁
。
牛叔戴上口罩，刚踏出门，突然发觉忘了带上手机。别
看牛叔上了一大把年纪，玩手机，用微信付款，麻利得很！
他反身进家，从房间拿来手机，关门时恰好遇着要下楼扔垃
圾的史老师。史老师住在对门，是老邻居。两人便客客气气
地打起了招呼：
“史老师早啊！”
“早啊早啊，牛叔。”
“唉，这都虎年了，想不到这新冠病毒还这么厉害！”
牛叔感慨多多。
“等会儿我就去社区医院打加强针。你打过疫苗了吗？
”史老师问。
“打了打了，我老两口早两天就打了加强针。嘿嘿，打了
疫苗，老牛我牛气冲天了！”牛叔紧握双拳，扎起马步，仿佛
一尊变形金刚，却又是老顽童，“哞”的学了一声牛叫。
史老师被牛叔夸张的造型逗笑了，禁不住文诌诌地吟哦
起来：“牧童牛背绿杨烟，满蓑风雨亦尧天。莫道浮云能持
久，岁月静好笑开颜！”
走到楼下，牛叔看见了瘸腿小四。小四左手拄着拐棍，
右手握着扫把，一跳一跳地在打扫卫生。
说起这小四，也是牛叔的老邻居，打小在牛叔眼皮子底
下长大。他跟牛叔的儿子是发小，一起上小学，上初中高中
。牛叔的儿子读书用功，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南漂
深圳，几经打拼，成了一家大公司的副总。小四高考落榜后
，在城里打工，跟着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青年混在一起，学坏
了，成了一个盗窃团伙的“钳工”。有一回他入室行窃，被
人发现，急忙从二楼的阳台上跳下逃跑，摔断了一条腿，从
此留下终身残疾，被人叫作“瘸腿小四”。不过，小四并不
恼火，说叫这诨号，好，能让自己牢记血的教训。自那以后
，小四果然金盆洗手，改邪归正，在小区旁边摆了个修理摊
，给人修理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自食其力。走上正道
的小四，成了小区的志愿者，是这栋楼的义务保洁员。
牛叔常夸小四“浪子回头金不换”。
牛叔从超市采购了两箱家乡风味的螺蛳粉，办好快递托
运手续，已是上午 11 点多钟了。他回到小区，气喘吁吁地登
上二楼，将钥匙插入自家大门的暗锁孔，却怎么也转不动。
他敲了敲门，里边没有反应，便拨打老伴的手机。老伴说，
她还在公园里，和老姐妹们一块儿拍照呢！那么，是谁在屋
子里？牛叔皱着眉头，两眼骨碌碌一转，顿时惊叫起来：
“不好啦！闹贼啦！家里进贼啦！”
牛叔的咋呼声引来了楼上楼下的好些人。前几天，小区
确实闹过贼，有两户业主被盗去了好些现金和金银首饰贵重
物品。
牛叔居住的小区，属即将要改造的老旧小区。他家的大
门不是防盗门，还是老式的木板门，隔音效果并不好。牛叔
侧着耳朵贴着门边缝隙，仔细听了好一会，没有听到什么声
音。还在疑惑间，忽然屋里传出叭嗒一声，让他的心一下子
紧缩，发出一声惊叫：“天哪！不好啦！不好啦！蟊贼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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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啦！”
围观的人们开始小声议论：“这小偷是老手呢，踩点真
准，趁牛叔不在家，就立刻作案。”“这恶贼，竟然胆大包
天，大白天也敢入室盗窃。”
“一定是亡命之徒！也许是从哪里流窜来的通缉犯，要
趁机捞一把呢！”……七嘴八舌的议论，越说越玄乎，越说
越吓人，牛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抓耳挠腮没了主意，竟
然忘了打 110 电话报警。
“嗨嗨，大家休要慌张，休得慌张！”倒是刚打了加强
针疫苗归来的史老师颇有勇武气概，扶着近视眼镜，朗声说
道：“蟊贼多是宵小之徒，邪不压正。古人云：狭路相逢勇
者胜。谅这小蟊贼插翅难逃……”
史老师慷慨激昂的话还没说完，他家的大門被拉开了一
条缝，史师母探出头来催道：“老史，赶快回来，家里的水
龙头漏水了！”
夫人一声令下，史老师喏喏连声，顿时失却了刚才的勇
武之气，赶紧闪身回家。见史老师一走，好些来看热闹的吃
瓜群众也赶紧溜出现场，生怕惹祸上身。
“闪开！怕死的，都给我闪开！”这时，小四拄着拐杖
来了。他张开大嗓门，把要走的人镇住了，一个个像吃了孙
悟空的定身丸，全都挪不开步子。
小四是回家取几件修车工具的，在楼下听说牛叔家闹了
盗贼，便急忙登上楼来。
小四以杖点地，一跳一跳地靠近门前：侧耳细听，屋子
里没有响动；拍拍大门，还是没有回声。
“喂，里面的伙计竖起耳朵听着，干这个行当嘛，我是
你的师叔。这碗黑心饭是吃不得的！你小子也想像我当年一
样——瘸掉一条腿？去蹲‘笼子吃牢饭？”
小四大声叫喊，朝大门咚咚咚捶了几拳，仍然像石头落
到棉花堆里，没有半点反响。他正准备回家去拿工具撬锁的
时候，屋子里却传出叭啦一声脆响。他立刻又高声叫喊：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小子给我老老实实地滚出来吧！
”可是，屋子里又没有了响动。
小四禁不住火冒三丈，用拐棍支撑着残了的左腿，一声
怒吼，猛地抬起右脚，用力踢去。好在牛叔家的大门安装得
并不十分牢固，只一脚就把暗锁踢开了。紧接着，从屋里倏
地冲出个黑乎乎的家伙，吓得好些人厉声尖叫。
谁曾料想，冲出来的竟然是一只大黑猫！大黑猫“喵呜
”一声，箭一般射下楼梯，逃之夭夭。
小四撑着拐杖，又一跳一跳地跳进屋里，牛叔和几个胆
子稍大的，也战战兢兢地跟在后边。大家仔细查找了一番，
家里哪有什么小偷！餐厅的圆桌上，盖碗碟的纱罩跌落地上
，盛鱼的大瓷盘被打碎在地上，一条油炸好的鲤鱼被撕咬得
一片狼藉。这条鱼，是牛叔昨天在城郊水库钓的，差不多有
两斤重，准备晚上做五柳鱼呢！不用说，罪魁祸首就是那只
蹿进家里的大黑猫，它一定是趁牛叔反身回屋里拿手机时蹿
进来的！再检查大门，原来，牛叔急着上超市去买螺蛳粉，
离家关门时，用力过猛，震落了暗锁的保险栓，难怪开门时
钥匙不能转动。
好一场虚惊！
人们嘻嘻哈哈，笑谈着这场捉贼闹剧。小四扫视了他们
一眼，对牛叔说：“待会儿我来给你修理大门。你这破暗锁
，早该换新的了；最好是趁改造老旧小区时，换一扇防盗门
。”说罢，他一瘸一拐地走了，拐棍敲击楼梯，“笃笃”有
声，很是响亮。
牛叔看着那些还在嘻嘻哈哈的人们，却笑不起来。他没
头没脑地砸出一句话：“唉，你一嘴，他一嘴，怎的就比不
上‘瘸腿小四的一条腿？”

多亏了鲁迅，韩国人才敢拍出这些“大尺度”电影
大概你也曾看过或听说过，韩国电影真的非
常敢拍。
敢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上至总统财阀的内
幕交易，下至办公室的霸凌潜规则，都被韩国电
影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比如《辩护人》这部电影，以韩国前总统卢
武铉的真实事迹改编，揭露了当时的韩国军政府
是如何以法律之名，乱抓学生，严刑逼供，又是
如何操控媒体，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曾经不关
心政治，只想搞钱，认为“新闻都不信还能信什
么？”的主角宋律师，在目睹了真相之后，开始
投身政治运动，即便威逼利诱，甚至面临牢狱之
灾也不能动摇其志。
比如《恐怖直播》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
“恐怖分子”以炸毁大桥作为威胁，要求总统为
曾经的过错道歉，结果等来的却是各种欺骗，各
方人员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死活，而
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的颜面。
比如《寄生虫》这部电影，讲述了韩国底层
人民犹如生活在富裕阶层身边的寄生虫，揭露了
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普通韩国人就算在
努力，也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用一个极为残酷
的故事将社会的激烈矛盾彻底展现出来……
比如前两年火遍全球的《鱿鱼游戏》，严格
来说是一部电视剧而非电影，但作为影视作品所
反映出来的对社会的讽刺力度有过之无不及。在
财阀和资本操控的世界里，普通人就是他们取乐
的游戏人物，看着他们为了奖金签下契约，自相
残杀，幕后的大佬们觥筹交错，谈笑风生……
诸如此类，只有我们不敢想的，没有韩国人
不敢拍的。
都说韩国的舆论都被财阀们所控制了，那为
什么这么多讽刺权力、财阀的影视剧作品层出不
穷，甚至还在韩国公开放映，屡屡创造票房奇迹
呢？
追根溯源，有一束思想之光在韩国几十年来
就一直没有熄灭过，正是这束光，让一部分韩国
人就“铁肩担道义，辣手拍电影”。冒着极大的
风险，与政府审查部门的多次周旋，火中取栗，
才造就了韩国电影今日的荣光。
而这束光的源头，在中国，在中国 20 世纪最
伟大的思想家，他就是鲁迅。
韩国，是第一个把鲁迅作品翻译成外文的国
家。
1927 年，韩国的知识分子柳基石翻译了《狂
人日记》并出版，因为太过崇拜鲁迅，后来柳基
石还改名为柳树人。从此开始，韩国人就开始了
自己的“鲁迅学”研究，目前像《阿 Q 正传》、
《狂人日记》等经典作品已经有了 50 多种韩文译
本。
到 30、40 年代，又出现了多篇在韩国广为流
传的介绍鲁迅的文章。比如 30 年代丁来东《鲁迅
和他的作品》和李陆史《鲁迅追悼文》。

鲁迅之所以被这个时期的韩国人所推崇，是
因为当时的韩国正在被日本殖民，身处黑暗世界
的韩国人急于寻找到一个精神支柱，而本国却出
不来这样的人物。只有中国的鲁迅，他思想里
“以文字为匕首、标枪，反封建、反殖民，向一
切恶势力宣战”的精神，深深感染了韩国人。
日本投降之后，鲁迅的作品在韩国更是被大
力推广，1946 年，韩国出版了翻译本《鲁迅短篇
小说集》，各种介绍鲁迅、研究鲁迅的作品也遍
地开花。
但是，在“抗美援朝”之后，韩国政府视中
国为敌，鲁迅的作品也遭到了“封杀”，只能在
暗地里流传。
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鲁迅思想的火种既然已经在韩国燃烧过一次
了，就不可能被完全熄灭。
到了七八十年代，鲁迅的思想之火又在韩国
烧了起来。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纵火者”名叫李泳禧
，他后来也被称为“韩国鲁迅”。
李泳禧是记者出身，从 70 年代开始，他在报
纸上写文章批评当时的韩国军政府，因为一篇批
评韩国派军队参加越南战争的文章还被报社开除
。后来他自己出去办报纸，继续写文章、写书批
评军政府，结果被抓起来投进监狱。
李泳禧的思想对后来的韩国影响极大，韩国
前总统卢武铉就曾经深受他思想的启发。
在没有读李泳禧的著作之前，卢武铉只是一
名普通的律师，就跟电影《辩护人》里的宋律师
一样。但是在读了李泳禧的《偶像与理性》《转
换时代的逻辑》等著述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投身到了社会事件当中。
还有文在寅，也将李泳禧当成人生导师。
文在寅曾说：“李泳禧揭露了韩国社会无条
件亲美的虚伪认知，认为美国的主张就是正确的
，把与美国作对的国家都当成应被无情粉碎的邪
恶势力…… 我看了他的论文和书籍，深深觉得
这才是我辈应追求的知识分子的风骨”。
而李泳禧的思想源头，正是鲁迅，他曾说：
“如果说我的著作和我的思想、我对人生的态度
对当代青年们起到了这样的影响，那么这个荣誉
应该归于现代中国作家、思想家鲁迅。在过去近
40 年的岁月中，我以抵制韩国现实社会的态度写
了相当分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思想上与鲁迅相
通，当然也在文笔上与鲁迅相通。因此，如果说
我对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了某种影响
的话，那只不过是间接地传达了鲁迅的精神和文
章而已。我亲自担当了这一角色，并以此为满足
。”
那军政府当然不会让这种“鲁迅思想”继续
传播，因为这把火要是真的燃烧起来，那可是要
把自己烧死的。
尽管军政府想方设法地扑火，但在浩浩汤汤

的世界大势之下，最终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火焰
将自己吞噬。
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后，很多事情就改变
了。过去电影需要审查，很多题材不能拍也不敢
拍，但现在，政府从法律法规等政策调整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电影界人才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像
以现实主义批判见长的李长镐、关注底层民众的
裴昶浩等，拍了一系列关注现实，有着强烈批判
色彩的电影。
1995 年《电影振兴法》制定后，以分级制代
替了审查，韩国电影人就更加甩开膀子干了。
电影，说到底是一门生意，但也是一门艺术。
在韩国文艺阵地，鲁迅的思想之光就一直没
有熄灭过。这其中，又以奉俊昊为代表，这些左
翼导演的电影，以揭露社会现实和直面历史问题
为主要题材，大胆犀利，真的是以电影为“匕首
和标枪。”
奉俊昊本人在年轻时就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还因此入狱，后来还上了朴槿惠政府的“文艺黑
名单”，名单中一共有 9473 名艺人。朴槿惠政府
要求不得向相关艺人提供资金支持，并对其拍摄
申请进行限制。而之所以会登上这份黑名单，是
因为这些艺人在“世越号”沉船事件中，参与了
批评政府的活动。
韩国总共才 5178 万人，从事文艺行业的能有
多少人？竟然有 9000 多名艺人会站出来批评当时
政府的错误。这不仅仅是艺人本身不畏权贵，更

是多年来“思想之光”的耳濡目染。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难得的是，韩国电影界
还有奉俊昊这么一批人，没有沦为财阀资本敛财
和控制舆论的工具，保持了艺术的良心，去拍他
们想要表达的作品。
在 92 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奉俊昊
的电影《寄生虫》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
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影片”
四项大奖，令亚洲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
在韩国人眼里，鲁迅不仅仅是中国的思想家。
大家不要紧张，这并不是说韩国人要把鲁迅
也“抢过去”。而是把鲁迅的思想放大到了整个
东亚。当我们还在争论“鲁迅到底有没有过时”
的时候，韩国人说：“21 世纪的东亚依然需要鲁
迅。”
郁达夫在祭奠鲁迅的一篇文章里说：“有伟
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
群;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
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我们能出一个鲁迅，是幸运的，韩国到现在
都还没有出一个能与鲁迅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但韩国人幸运的是，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将鲁迅
的思想火种带了过来，历经磨难，依然熊熊燃烧。
这真的如鲁迅当年的名言：“有一分热，发
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
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
唯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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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闇黑電話》梅森塔姆斯電影處女作

和伊森霍克演對手戲超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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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Home》第二、三季劇情角色介紹

宋江確認回歸
暗黑世界觀擴張

《闇黑電話》一片由《凶兆》、《驅魔》以及漫威超級英雄片《奇異博士》編導史考特德瑞森擔任
製片、導演及共同編劇，史考特德瑞森回歸根源，執導他擅長的恐怖類型電影，並且再度和製作恐怖類
型片首屈一指的布倫屋製作公司合作，推出一部全新恐怖驚悚片。《闇黑電話》由曾經四度入圍奧斯卡
金像獎的伊森霍克演出他演藝生涯中最可怕駭人的角色，新生代演員梅森塔姆斯則首次演出他的電影處
女作，其他演員陣容還包括飾演芬尼妹妹葛溫的瑪德琳麥克羅（《蟻人與黃蜂女》）；飾演芬尼和葛溫
的父親的傑瑞米戴維斯（《說來有點可笑》）；以及詹姆士蘭森（《凶兆》）。

伊森霍克飾演“擄童怪”說：
「看過這部電影，包準你再也忘不
掉，這部片就像《凶兆》的姊妹作
，但又更深沉詭異、更令人發毛。
」雖然飾演芬尼的童星梅森塔姆斯
當然知道這部電影的情節並不是真
的，但是他和伊森霍克飾演的擄童
怪之間的對手戲份還是很可怕，伊
森霍克也希望確定他能夠保護他的
同戲演員的心靈不會受到任何創傷
。「這部電影恐怖駭人的程度只能
做到飾演芬尼的那個童星能夠接受
的程度。」伊森霍克說：「梅森是
一個充滿歡樂的小朋友，而且他
非常熱愛演戲。他很調皮但也很
好相處，我必須很小心地確認當
我們拍完一場可怕的戲份以後，
他能夠了解到我們在拍攝這些戲
份的時候玩得有多開心。」梅森
塔姆斯最喜歡拍的戲份當然也都
是他和伊森霍克之間的對手戲。

「當我一開始看到我和伊森演的
那些戲份的回放畫面的時候，我
就在想：『我被伊森霍克綁架還
被他關在地下室真的超嗨的！
』」梅森塔姆斯笑著說：「但是
在現實生活中，伊森和擄童怪完
全是兩個不同的人，不過伊森把
擄童怪演得真的超可怕的。我第
一次看到他戴上面具的時候，真
的被嚇到全身都僵住，害他不得
不問我：『你沒事吧，兄弟？』
我一直都很崇拜他這個這麼棒的
演員，所以能夠親眼看到他演戲
真的是一次超讚的經驗。」
電話壞了，但它仍然在響…
。擄童怪家中地下室內的那具老
舊黑色撥盤式“闇黑電話”在電
影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那是
超自然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連
結。美術指導派蒂波戴斯塔和她
的工作團隊在做了很多功課之後

，終於找到一具看起來完全像是
來自 1970 年代的黑色撥盤式電話
。他們買了好幾台同樣款式的電
話，經過特別處理後呈現老舊的
樣貌，感覺像是被用了很多很多
年。這具黑色撥盤式電話在拍攝
期間被接到一個被稱為維京系統
的通話系統，能夠讓導演史考特
德瑞森打通這具電話並響起鈴聲
，而且能讓他直接和飾演芬尼的
童星梅森塔姆斯講話。
《闇黑電話》故事敘述一個
害羞但聰明的 13 歲男孩芬尼（梅
森塔姆斯 飾），被一名變態殺手
綁架，並被關在一間經過隔音的
地下室，所以不管他如何大聲尖
叫也沒有用。當牆上一具壞掉的
電話開始響起時，芬尼發現他可
以聽到殺手之前的受害者的聲音
，而且他們亟力想要確保他們發
生的慘事不會發生在芬尼身上。

《岳父大人》安迪賈西亞攜手葛洛麗雅伊斯特芬

詮釋現代溫馨愛情喜劇

安迪賈西亞（Andy Garcia）、葛
洛麗雅伊斯特芬（Gloria Estefan）、亞
德莉亞阿霍納（Adria Arjona）、伊莎
貝拉莫娜（Isabela Merced）、迪亞哥
伯尼塔（Diego Boneta）和克蘿伊菲尼

曼 （Chloe Fineman） 領 銜 主 演
，Max 原創電視
電影《岳父大人
》 （FATHER
OF THE BRIDE
）6 月 16 日（四
）與美國同日於
HBO GO 獨家上
線。
經典浪漫愛情
喜劇《岳父大人
》講述一對結婚
多年的夫妻檔，
當雙方準備為這
段婚姻畫下句點
時，竟意外發現大女兒結交了新男友
，對方甚至已經晉升成為未婚夫了。
甜蜜的小倆口正打算在墨西哥閃電結
婚，邁向人生新的篇章，卻也讓他們

兩個老夫老妻決定暫緩離婚，並為了
家庭的利益而開始扮演一對恩愛的夫
妻。《岳父大人》將向觀眾展現堅固
的家庭羈絆，還有以愛之名而必須做
出妥協的逗趣過程。
《岳父大人》是由華納兄弟影業
（Warner Bros. Pictures） 和 HBO Max
共同推出的 Plan B Entertainment 製作
，由阿拉斯瑞奇（Gaz Alazraki）執導
， 由 Plan B Entertainment 金 獎 得 主
Dede Gardner、Jeremy Kleiner（《夢想
之地》、《血色月光》、《自由之心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和 Paul Michael Perez （ 《 夢 想 啟 動
》）出任製作。劇本由麥特洛佩茲
（Matt Lopez，《應許之地》、《魔法
師 的 學 徒 》 ） 執 筆 ， 改 編 自 Edward
Streeter 的小說。布萊德彼特（Brad Pitt
）、安迪賈西亞、Ted Gidlow 和 Jesse
Ehrman 出任聯合監製。

要嘛死，要嘛成為怪物！來到世界外面人們的故事。—《Sweet
Home》第二、三季
《Sweet Home》第二季和第三季將由帶領第一季成功，《鬼怪》名
導李應福執導，並且與第一季製作團隊再次攜手合作。而早前，曾經傳
出男主角宋江未能回歸的消息，讓許多劇迷大失所望，大喊沒宋江就不
看了！而這次官方正式公告宋江回歸的消息，相信也為大家打了一劑強
心針！
在第一季中，主要角色與變成鄰居的怪物們展開生死搏鬥，最後存
活下來的宋江、李陣郁、李施昤、高旻示以及朴珪瑛等，讓人期待接下
來的故事發展，這回原班人馬確定回歸演出，相信將帶來更多意想不到
的驚喜故事線。
不僅是原班人馬回歸，第二、三季也加入了新成員，包含資深實力
派男演員劉五性，將飾演為了守護國民安全而設立的特殊部隊守護隊的
上士。以《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奪下百想藝術大獎電視部門男配角
獎的吳正世，則飾演研究疫苗的博士。《少年法庭》男主角金武烈飾演
守護隊的第二把交椅。韓團 B1A4 出身的「演技偶像」鄭振永，則是飾
演守護隊的二等兵。
在第一季中，與《怪奇物語》視覺團隊聯手打造的怪物們讓人印想
深刻！而在第二季與第三季還會有怎樣的怪物？影集中或如何展現怪物
形象，絕對是備受關注！導演李應福表示：「第二季將以新的場所為背
景，在第一季裡無法完善的技術細節事項也將會在第二季有進一步的完
善」，除了確定第二季和第三季同時製作和卡司，更暗示著整個
《Sweet Home》世界觀將更加擴大，視覺特效也將更加驚人。

動畫劇集《功夫熊貓：龍騎士》首曝預告

今年 7 月 14 日聯合
英國騎士大戰黃鼠狼
傑克· 布萊克 Netflix 和夢工場動畫合
作的劇集 《功夫熊貓：龍騎士》曝光英
語版和國語版預告，電影版阿寶配音傑
克· 布萊克回歸，吳漢章也回來給平先生
（鵝爹）配音。今年 7 月 14 日上線。
早前功夫熊貓推出多多部動畫劇集
，這回是首次邀請到電影版配音參與，
看來製作方對劇集質量頗有信心。
該劇集講述兩隻神秘黃鼠狼意圖奪
取四件神兵利器！為尋求救贖與正義，
阿寶離家遠赴各地。他在途中與一板一
眼的英國武士「流浪騎士布雷德」結成
搭檔，兩位個性南轅北轍的戰士攜手展
開浩大冒險，希望能搶先找到魔法武器
，避免世界遭惡人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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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馬是否在巴黎聖日耳門
的未來計劃當中，
的未來計劃當中
， 備受球迷
們關注。
們關注
。
美聯社

超高薪與合約條款傳添轉會障礙

法甲班霸求變

清洗尼馬無
無“門”
？
PSG 奪回了法國甲組聯賽錦
雖然剛過去的賽季
標，但這支班霸超豪華的陣容稱霸國內聯賽早
已是球迷的最低要求，反而在歐洲聯賽冠軍盃 16 強
早早出局，卻令到主帥普捷天奴以及隊中一些球
員成了被外界批評的對象，其中包括被認為比賽
態度欠積極兼經常受傷的巴西王牌射手尼馬。
尼馬上賽季各項賽事為 PSG 上陣 28 次，
奉獻了 13 個入球及 8 個助攻，但在 MNM 豪
華鋒線中，助攻數既及不上去年才加盟的美
斯 （15 次 ） ， 入 球 量 又 遠 不 如 麥 巴 比 （39
個）。在麥巴比上月成功被游說留效 PSG 後，
考慮到尼馬的狀態以及盛傳與麥巴比關係轉差
的潛在負面影響，因此尼馬便自然被視為最有
可能被清洗的一人。

PSG主席談願景 否認麥巴比干政

為遷就 11 月開鑼的卡塔
爾世界盃，歐洲多個足球聯賽未
來一個賽季都比往常較早“開咧”，勁
旅們紛紛搶閘大灑金錢，以盡早在轉會市場
將心頭好收編陣中。基利安麥巴比上月突然急
轉彎續約巴黎聖日耳門（PSG），恐將勢令尼
馬成為球會“犧牲”的對象，加上易帥在即，
“MNM” 夢 幻 鋒 線 會 否 拆 夥 存 在 着 很 多 變
數。不過，尼馬的天價薪酬及合約中的條
礙。

有報道指，麥巴比願意留隊其中一個條件是會方讓他在
選帥和陣容方面可獲更多話語權，對此PSG主席艾卡拉菲在最新
的專訪中予以否認，強調麥巴比“雖然有對球會的規劃提出意見，但
並沒作任何干涉，對選帥和球員範疇都沒有。”
艾卡拉菲沒有談及是否清洗尼馬的有關傳言，然而強調球隊求變卻是
事實，尤其是球員的心態問題，同時亦承認了將有新主帥到來，“我們需
要重新保持謙卑，避免在改變戰局過程中的受傷、停賽和犯錯。”他續
指，球員要更加自律，以及必須重新建立球隊的團隊精神，“而這將會是
新任主帥的任務。我們想要為代表 PSG 而自豪並準備好每天作戰鬥的球
員。”
不過據《隊報》報道，尼馬去年續簽的合同中原來附加了一項條款，
就是今年7月合約會自動延長到2027年。即使尼馬本人願意離隊，其高達
4,800 萬歐元左右的年薪，在目前的情況下，恐怕也難有球會願意為一位
正走下坡的球星承擔如此高昂的薪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綜合外電報道 尼馬
近日在休假中，但日前乘飛
機返回巴西時卻受了一場虛
驚 。 尼 馬 日 前 乘 坐 的 Cessna
680 Citation 噴射飛機從美國返回
巴西，但途中由於擋風玻璃出問
題，為避免失控減壓，飛機偏離了原
來的航道，最終要在巴西北部城市博
維斯塔的機場緊急降落。除了尼馬
外，機上還有他的女友布魯娜比安卡
迪、姊姊拉菲娜以及幾位朋友。尼馬
及後在社交平台報平安，表示幸好
“只是虛驚一場”。
◆ 艾卡拉菲在專訪中談到球
會的新方向。
會的新方向
。
資料圖片

◆盛傳麥巴比(左)續約的前提是獲得球會更多的話
事權，他在隊中的地位有可能更勝美斯。 法新社

飛機緊急降落
尼馬一場虛驚

款，卻可能會為 PSG 清洗他增添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志達） 曾經傳出有
可能入主巴黎聖日耳門，而
在近日出版的專訪中，施丹表
明當前法國國家隊的帥印是他
更嚮往的首選，並沒有關上將來
會跟PSG合作的大門。
在法國《隊報》最新刊登的專訪
中，施丹剖白了帶領自己祖國國家隊出

百米自由泳得第四
小將潘展樂造驚喜
綜合新華社報道 在世界游泳錦標賽男
子 100 米自由泳決賽中，中國 17 歲小將潘
展樂以 47 秒 79 的成績獲得第四名，與潘展
樂同齡的羅馬尼亞新星波波維奇奪冠。
21 日在該項目半決賽中，潘展樂游出
◆張雨
張雨霏
霏（右）在頒獎儀式上合影
頒獎儀式上合影。
。 新華社
47 秒 65 的成績，追平了由寧澤濤保持的全
國紀錄。第一次參加世錦賽的潘展樂對自己的成績和名次都感到非常滿意。“在這樣的世
界大賽，和高手過招，是非常不錯的成績了。和我在去年全運會上的成績相比，這次在半
決賽時快了接近 1 秒，非常知足。”“決賽上可能還是有些緊張，畢竟第一次參加世錦賽
決賽。半決賽上，我刷新了個人最好成績，其實決賽上還想再刷一次。波波維奇在三個月
間提高 2 秒，我為什麼不能連刷三次最好成績？”通過此次新星之間的較量，潘展樂信心
倍增。“至於能不能拿到獎牌，是我的終究會是我的，這次沒拿到，下一次可能就是我
的。”潘展樂說，“這段時間，我狀態非常好。不過，波波維奇游得實在快，後程也非常
棒。100自是我的長項，希望不久的將來，我能和他一較高下。”
在同日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決賽中，中國隊以7分45秒72的成績獲得第四名。美
國隊刷新世錦賽紀錄並奪冠。本場決賽中國隊派出湯慕涵、李冰潔、艾衍含、楊浚瑄組合，與
東京奧運會該項目的奪冠陣容相比，唯一的變化是艾衍含替換了張雨霏。

◆ 尼馬的私人飛機降落在博
維斯塔的機場。
維斯塔的機場
。
法新社

施丹渴望當法足主帥
戰的渴望，“我對執教法國國家隊有着深
深的渴望，對於我來說這是最美妙的
事。”不過，這位法國隊1998年世界盃冠
軍功臣強調，“我重申這一切並不能取決
於我。”
施丹所指的，是其前國家隊隊友迪甘
斯雖然去年歐洲國家盃戰績低迷，但假如
今年世界盃有起色甚至帶隊成功衛冕，可
能未必會如外界預期般會在世盃後交出帥

印。不過，一旦迪甘斯結束在法國隊執教
的周期，施丹勢必將是接任的第一人選。
PSG 主席艾卡拉菲近日否認了他們曾
就換帥一事正式接洽過施丹，而對於將來
有否擔當 PSG 教頭的可能，施丹如是說：
“永不要說‘永不’，特別是一名教練的
話，假如我還是球員，我可以去的球會選
擇很多，但作為主帥能去的地方卻不過半
百。”

世錦賽 200 米蝶泳摘銅

張雨霏錯過“大滿貫”
當地時間22日，國際泳聯第19
屆世界游泳錦標賽女子 200 米蝶泳
決賽中，中國“蝶后”張雨霏摘得
銅牌，與賽前“金牌大滿貫”的目
標擦肩而過。
東京奧運會女子 200 米蝶泳冠
軍張雨霏在本屆世錦賽上已經摘得
100 米蝶泳銅牌。在布達佩斯多瑙
河體育館，女子 200 米蝶泳決賽是
當晚首個競逐項目。半決賽中以第
5 名晉級決賽的張雨霏在第二道出
發，前 100 米一路領先，但後半程
體力有所下降，最終以 2 分 06 秒 32
排名第三結束比賽。

加拿大不滿 16 歲的小將麥金托
什以 2 分 05 秒 20 的成績創造新的世
界青年紀錄並奪冠。東京奧運會該
項目銅牌得主、美國選手弗利金格
獲得亞軍。
女子 200 米蝶泳項目上，24 歲
的張雨霏此前已將奧運冠軍和短池
世錦賽冠軍收入囊中，距離“金牌
大滿貫”只差一個長池世錦賽冠
軍。此次布達佩斯世錦賽幾輪比賽
下來，她認為自己不在最佳狀態，
但衝金的目標從未改變。張雨霏賽
後說：“與大滿貫擦肩有些遺憾，
這次世錦賽我準備有些倉促，沒達

到目標，對那些一直關注我的粉絲
有些愧疚。但目標一直在，我會一
直朝着那裏努力。”
結合此前的訓練和目前的競技
狀態，張雨霏對決賽成績比較滿
意。“200 米蝶泳大家對我寄予厚
望，我壓力還是蠻大的。能游到（2
分）6 秒還是滿意的，比預期要
好。我想盡力站上領獎台，最好得
到金牌，但事實證明不系統訓練是
不行的。後面的世界大賽上，我相
信自己會把最好的狀態調整出來，
達成大滿貫的願望。”張雨霏說。
◆新華社

中國影壇
星期六

全球首部真實記錄珠峰攀登全程的電影《珠峰隊長》定檔 7 月 2 日全國
院線上映。影片曾在五壹檔超前點映，覆蓋從 6 歲至 70 歲的各年齡段共
44871 名觀眾，收獲了超高口碑。
影片同時發布“高燃”終極預告。8 位普通人和 7 位經過 10 年歷煉的高
山攝影師組成的中國民間登山隊，共同踏上“巔峰之路”：從背包客天堂
尼泊爾、冰裂縫的“移動迷宮”昆布冰川，到極限坡度超過 85 度的洛子壁
、珠峰沖刺的“最後 12 米”希拉裏臺階，直到“8848”珠峰峰頂，壹路危
機四伏、驚險不斷。既是主角又是出品人之壹的蘇拉王平說：“據統計，
登頂珠峰的中國人約 520 人，只有他們親眼看過世界之巔的風景。我們把攀
登珠峰的過程記錄下來制成影片並投放院線，是希望更多普通人近距離欣
賞珠峰，也希望傳遞永不放棄、勇攀高峰的精神。”
《珠峰隊長》是壹部獻給普通人的勵誌圓夢電影。影片沒有明星大咖
，主角是每天生活兩點壹線的白領、賣掉自家小店的店主、背負沈重 KPI
的銷售、在成功與失敗間掙紮的創業者等 8 位普通人，以及 7 名從雪山腳下
的“放牛娃”成長起來的高山向導兼高山攝影師。
影片經過十余年時間的準備，幕後團隊先後慘與極地探險電影《七十
七天》、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中國機長》實景拍攝，全程拍攝制作川藏
隊首次登頂 8000 米的紀錄片《瑪納斯魯》等，堪稱世界壹流的高山攝影團
隊。《珠峰隊長》在攝制過程中創造了多個難能可貴的“第壹”：第壹次
全程拍攝珠峰並完整呈現攀登珠峰全程的電影；第壹部在 8470.2 米最高海
拔完成無人機起飛航拍的電影。
此前，《珠峰隊長》已開展 319 場點映、包場，好評率達 98%。山友、
護外愛好者盛贊影片“熱血勵誌”“護外人必看”“教科書式的珠峰紀錄
片”；紀錄片愛好者認為影片的價值難能可貴，“真實震撼”“拍出來就
是奇跡”；親子觀眾看完影片後，紛紛表示影片給他們帶來精神洗禮，是
壹次生命課堂，願意“滿分推薦”；普通觀眾不僅感受到了影片的“極致
風光”“讓眼睛旅行”，同時從影片感受到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汲取對
生活的勇氣”“喚起熱愛的壹個小小按鈕”。
“我壹直關註登山運動，有點激動，想多說兩句。”著名作家阿來在
成都首映式的映後交流環節激動發言，他表示中國拍攝的珠峰鏡頭，自己
看過不下 500 個小時，然而《珠峰隊長》中的雄偉、壯闊和視覺沖擊力依然
讓他震撼，“終於看到了配得上珠穆朗瑪的、美麗而又充滿力量的作品。
”影片的薦片人之壹、湖南衛視知名主持人汪涵在賀信中不遺余力地推薦
觀眾走進電影院：“相信這部電影會給大家帶來很多思考與能量。像電影
裏那些登上珠峰的人壹洋，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不壹洋的意義，那就是我
們的高光時刻。”
片方表示這部影片這合全家人壹起看，更能為當下經歷疫情反復的觀
眾帶來精神力量。發行方大象點映 CEO 吳飛躍表示：“影片中普通人身上
散發出來的勇氣、魄力堅持和迎難而上的信念，相信能給所有在困境中的
人們，帶去治愈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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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隊長》定檔 7 月 2 日“出征”暑期檔

熱情召喚觀眾奔赴熱愛

《遠山淡影》上映，神筆警探獵罪追兄，壹部讓院線電影汗顏的網大
居情懸疑電影《遠山淡影》已經在
網酪視頻平臺上映播出了，該片由張良
學、賀泉、吳童立編居，賀泉執導，葉
碩、周楚濋、楊駿、餌礎壹、謝宇朦、
董浩然等人聯合主演，主要講述了來自
上海的畫師警探聯合當地刑警破獲兄殺
案，而畫師卻意外畫出了壹個早已死去
十七年的女人，兄殺案就此和 80 年代壹
系列連環謀殺案聯系到了壹起……
在網酪電影迅速發展的今天，因為
過審快、成本小，所以無數電影人開始
瘋狂轉戰網大“掙快錢”，可網大的質
量卻是有目共睹，炒冷飯、賣情懷、打
擦邊球、相互抄襲、流水線生產……曾
經貴為藝術的電影也成了越來越多人的
無聊消遣，不願動腦的觀眾和不尊重觀
眾的導演彼此進入了惡性循環，可電影
真的不該是這洋！
這部《遠山淡影》讓人眼前壹亮，
雖然最終選擇在網酪平臺上映播出，
但影片質量卻遠超大多數院線電影！
影 片 在 光 影 和 色 彩 的 運用上成熟大氣
，完成度高、運鏡嫻熟、剪輯流暢、畫

面唯美、光影迷幻、演技精湛、音樂動
人、居情精彩。而且懸疑效果全程拉滿
，反轉不斷，不到最後壹刻完全猜不到
真相如何，酷似電影版《獵罪圖鑒》！
《遠山淡影》在公映之前已經獲得第十
五屆夏衍杯優秀電影居本征集“創意電
影居本”，並在第 36 屆法國卡布爾電影
節特別展映單元中提名！
《遠山淡影》的故事背景大致如下
：1997 年，淮川縣河邊驚現壹具慘遭槍
殺的男屎，死者名叫陳默。從上海被邀
請來慘與破案的畫像師章欣協助當地警
察沈張展開調查，根據本案目擊證人的
描述還原兄手，卻畫出了壹個死去 17 年
的女人——前淮川文工團庫管員嚴華。
專業能力遭到沈張質疑的章欣抽絲剝繭
，發現了陳默之死與多年前專門針對女
性下手的連環兄殺案有關，而陳年舊案
中的變態殺人魔依然逍遙法外。為盡快
嚴懲真兄，章欣壹步步走向這迷霧重重
的真相之中......
壹起兄殺案牽扯到了 17 年的連環殺
人案，神筆警探章欣憑借目擊者的間單
描述，硬是憑
借超卓的想象
力和紮實的基
本上畫出了兄
手的畫像，沒
想到畫像對應
的女人已經死
了 17 年！因此
當地刑警隊長
沈張認為章欣
不靠譜，不過
章欣卻把註意
力放到了和死

者埋在壹起的日記本上，這個日記本
記錄了嚴華的壹生，章欣畫像對應的
女人正是嚴華，可因為嚴華已經死了
17 年，所以隊長沈張並沒有把重點放
在日記本上，而是從兄器獵槍上面尋
找突破口！章欣通過調查走訪發現事
情並非那麼間單，淮川在 20 年前曾出
現多起連環兄殺案，因為遲遲未能偵
破所以成了歷史懸案，而嚴華則是當
年連環兄殺案最後壹個死者，現在莫
名其妙出現在章欣筆下，目擊者肯定
自己沒看錯，章欣也堅稱自己沒看錯
，那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
由於嚴華之前曾在淮川文工團工作
，所以章欣就開始從文工團調查。影片
通過兩條線交叉推進，壹條線是章欣和
沈張用自己的手段查案，另壹條線則詳
細講述了淮川文工團 17 年前的情況！原
來嚴華當年只是文工團的庫管員，由於
實在想登臺表演，所以被主任“潛規
則 ”，臺柱子林音看到嚴華如此努力，
就將生平所學盡數教給她，可文工團
名額有限，如果沒人走，嚴華就無法
補位。幸運的是林音被南方大城市文
工 團 挖 走 ， 所 以 嚴 華就頂替了她的位
置，不料林音離開的當天，嚴華就死在
了蘆葦蕩！
章欣歷盡千辛萬苦，找到了當年文
工團成員梅莉，不料現在的梅莉已經成
了壹個風塵女子，不過章欣還是從她口
中得到了重要線索，梅莉確認了嚴華死
亡的事實，並講述了林音和嚴華亦師亦
友的特殊感情，嚴華崇拜林音，林音則
把嚴華當成了生命的延續。所以章欣大
膽猜測，自己很可能畫錯了，林音和嚴
華容顏相似，所以很可能是林音幫嚴華

復仇！梅莉稱嚴華生前沒有什麼仇人，
除了照相館的人她們基本不和外界接觸
。通過梅莉的描述，章欣又畫出了當年
照相師的畫像！
與此同時，沈張也挖到了死者陳默
的往事，這個陳默開了壹家照相館，當
年經常給文工團照相，還和壹個女知青
談起了戀愛，後來女知青去了大城市再
也沒回來，陳默因此起了怨恨之心。巧
的是，章欣的畫像正好就是死者陳默，
後來警方在陳默的家中搜到了許多女孩
鞋子，正好和多起兄殺案受害者全部對
上了，因為這些女孩被發現後都沒穿鞋
！而且這些女孩都有壹個共同點，死前
她們都準備離開淮川！所以真相漸漸明
朗，陳默因為被女知青拋棄，所以心理
扭曲，對即將離開淮川的女孩痛下殺手
！但最後壹個受害者嚴華並沒有打算離
開，那她為什麼會死呢？
警方在南方尋找林音的消息，得知
林音後來轉行當了服務員，後來酒店著
火後就不知所蹤。與此同時，沈張也抓
獲了獵槍販賣者，槍販子承認壹個容顏
被毀的女人曾在他這裏買槍！章欣猜到
如果林音報仇成功，壹定會來祭拜嚴華，
所以等待多日後終於將林音抓獲！林音對
自己所做的事供認不諱，她原本只是想重
回淮川了此殘生，沒想到在陳默的照相
館發現了文工團的合照，還發現了嚴華
當年穿過的鞋子，直覺告訴她，眼前的
陳默就是兄手，所以她把陳默越到蘆葦
蕩，在嚴華慘死的地方將其槍殺！
原本以為故事到這裏就該結束了，
不料反轉再次來臨。章欣為表感謝來找
梅莉，不料梅莉無意間透露當年林音並
沒有被南方居團挖走，而是因為腿傷不

能再繼續跳舞，所以選擇主動離開讓嚴
華頂替自己！章欣突覺五雷轟頂，梅莉
的話和林音的口供對不上了，他把所有
的線索重新梳理了壹遍，發現自己第壹
次的畫像根本就沒有錯，雖然現在林音
容貌全毀，但她根本就不是林音，而是
嚴華！
不錯，當年陳默殺的人正是林音，
不過嚴華第壹時間發現林音的屎體後並
沒有報警，而是和林音互換了衣服，又
把林音埋在了蘆葦蕩，等警方發現林音
時她已經腐爛到無法辨認，此時的嚴華
已經頂替林音的身份去南方闖蕩，所以
所有人都把失蹤的嚴華當成了死者……
所以《遠山淡影》講述的是壹個有
關解謎、兄殺、懺悔、贖罪、復仇的故
事！每壹個人物都極其鮮明，林音自知
腿傷難愈，所以把畢生所學教給嚴華，
她把嚴華當成了自己的延續。嚴華為了
出人頭地犧牲自己的身體，可在發現師
父林音被害後卻不由自主和其換了身份
，不料十幾年後遭了報應容顏盡毀，此
時卻又找到了殺害林音的兄手，只能將
錯就錯開始復仇贖罪，借著林音的身份
殺了陳默！而陳默則是因為壹段失敗的
愛情撤底扭曲，變成了壹個變態殺人狂
魔！隊長沈張在明知身患胰腺癌的情況
下殫精竭慮晝夜奮戰，他只想在死前成
功破案！神筆警探章欣在遭受質疑後沒
有退縮，最終在撥開重重迷霧破了十幾
年的懸案！
人生有無數種選擇，每個人都要為
自己的每壹個選擇承擔後果，這就是人
生，也是《遠山淡影》的迷人之處！好
了，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留言，點擊
關註後續推送更多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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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姐第三輪面試“爆炸頭”Astrid 再晉級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達里）《2022
香港小姐競選》23 日舉行第三
輪面試，27 位面試者到電視城會
見評審，當中有 5 位新面孔出現，其
中 4 位是海外佳麗、1 位來自哈爾濱，
大會要等待她們完成隔離檢疫後才能安
排面試。而第三輪面試已篩走質素較差

邢慧敏 恭 賀

師姐連詩雅訂婚

的佳麗，之前的熱門
人選如林俊賢女
兒林卓錡、連詩
雅師妹邢慧敏和
來自美國的梁超
怡均順利
入圍。

◆ 年僅 18 歲的 Wendy 由美
國返港。
國返港
。

◆相當吸睛的“爆炸頭”
Astrid仍然有得留低
Astrid
仍然有得留低。
。

面 試 有 5 位 新 面 孔 ， 24 歲 的 陳 瑞 菱
港姐（Reina）
、 25 歲 的 Jane 和 27 歲 的 何 詩 琪
（Maggie）都由英國返港，Reina 和 Jane 都擁有碩
士學歷，有健康膚色的 Reina 笑容可掬，表示剛
完成 7 天隔離檢疫。年僅 18 歲的 Wendy 由美國返
港，她表示尚未完成學業。而樣子甚似陳蕊蕊的
Cynthia，則來自哈爾濱。
◆大熱邢慧
敏的外形氣
質仍然佔
優。

梁超怡以黑色幸運Look上陣
另一位由美國返港、有“翻版孫藝珍”之稱的梁超
怡，具有選美經驗，她跟上輪面試時一樣穿上黑色短裙，她
坦言黑色是其幸運顏色，希望能帶好運給她。
兩位大熱人選林卓錡和邢慧敏都順利入圍，上圍不
俗的林卓錡收起性感，穿白色裙示人展現清純
一面。而邢慧敏就穿黑色

吊帶連身裙，展現她做模特兒的標準身
形，問她有沒有恭賀剛訂婚的連詩
雅，她低聲說：“梗係有啦。”
雖然已是第三輪面試，但有面試
者仍緊張萬分，如任實習醫生的
Chloe 表現生硬，更不斷講話來遮掩
自己的緊張感。Naomi也較冷淡和沒
有笑容，她表示對面試感到緊張，
但對晉身比賽有信心。“爆炸頭”
已成為 Astrid 的標誌，穿白色低胸
裙亮相的她，繼續不回應其鬈髮
是天然的或是燙髮。

居天水圍遇大停電 黃庭鋒搬回娘家暫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李佳芯
（Ali）與黃庭鋒主持的 myTV SUPER 原創
綜藝節目《夢中·情·人》， 23日於中環舉行
記者會，出席嘉賓有何天兒、陳蕊蕊、譚永
浩及女友杜以辰等。
另一主持黃庭鋒玩“人生解答書”互動
環節時，問到自己何時能再置業，所得答案
是“境隨心轉”。
庭鋒表示因現居於天水圍，距離將軍澳
電視城實在太遠，加上現時住的是細單位，

因此想在市區換一間較大的單位。問到是否
與日前天水圍、元朗大停電有關？庭鋒稱無
關：“咁啱啫，當晚睇緊電視，突然停電，
又上唔到 wifi，嗰一刻以為跳 fuse，屋企又收
唔到網絡信號，出去露台望原來成個屋苑都
停電，之後就聽到有細路仔喊聲，自己都好
驚，因為未試過遇上大停電，同埋屋企冇儲
糧，等咗三個鐘，決定暫時搬返娘家。”問
到可有損失？他笑指主要都是雪櫃入面的食
物，經此一役，他會多買乾糧做儲備。

◆黃庭鋒關心自己何時能再置業
黃庭鋒關心自己何時能再置業。
。

資深舞台劇工作者古天農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尉瑋）香港資深舞
台劇工作者、中英劇團前藝術總監古天農
逝世，享年69歲。
古天農自求學時期就對戲劇有濃厚興
趣。他 1983 年加入香港話劇團成為全職演
員，1989 年成為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
監。1993 年轉任中英劇團藝術總監，成為
該團首任華人藝術總監。
古天農創作豐厚，曾執導及創作多部
作品，當中與杜國威合作的《我和春天有個
約會》及《南海十三郎》最為經典，屢次重
演，口碑載道。
古天農曾於 1991 年獲香港藝術家年獎
之舞台導演獎，亦曾憑藉《我和春天有個
約會》、《芳草校園》及《相約星期二》
三度奪得舞台劇獎。2006 年，他亦以推動
文化藝術發展傑出人士的身分獲頒民政事

務局局長嘉許獎狀。

謝君豪發文哀悼古天農
業界對古天農的離世深感悲傷，多位
劇場人在社交媒體上表達哀悼。杜國威發
文表示“很難受，很難過，古天農離開了
我們。”劇場導演陳恆輝亦痛道：“‘睇
住我大的’古天農先生離世了……他的笑
聲，謙謙君子的風範永遠難忘！戲劇為觀

◆古天農
曾執導及
創作多部
作品。

眾而做，也為報答前輩而努力去做！”
著名演員謝君豪亦在社交平台發文
道：“黃昏收到了杜 Sir 杜國威先生來電，
告知我古天農導演去世消息，事出突然，
太難過，至今仍難以接受。89 年於香港話
劇團認識古導演至今，從香港話劇團到春
天舞台，我們合作過很多作品，最重要的
要算是《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及《南海十
三郎》，尤其是《南海十三郎》對我影響
至為深遠。古導演是一謙謙君子，行事舉
重若輕，他是我的導演，更是我的恩人。
不知如何形容此刻心情，太多共同經歷的
事在腦海浮現，歷歷在目，沉痛哀悼，願
他一路好走，只是走得太快，很難過，來
不及梳理，更來不及反應。人生苦短，祝
願古導演家人節哀，好好保重。古導演謝
謝您，永遠懷念您！”

伯父呂良偉引薦北上 呂晨曦拍戲做女主角

▶ 有 “ 翻版
孫藝珍”
孫藝珍
”之
稱的梁超怡
同樣是海外
佳麗。
佳麗
。

◆佳麗 Erika 變裝亮相
變裝亮相，
，令人
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
。
▲ Cynthia 來 自
哈爾濱。

◀有佳麗谷胸
搶鏡。

▲呂晨(左三)和
伯父呂良偉(右三)
等家人合照。

◀目前身在上海的
呂晨曦趁“解封”
出來逛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內地最近冒升一顆
廣受矚目的新星呂晨曦，近日成為新片《極速狂飆
之彎道之王》女主角，於芸芸美女當中脫穎而出。
呂晨曦曾入讀無綫藝訓班兩年，受過專業培訓，並
非光靠外表成名，而她更有另一個身份，就是呂良
偉的親侄女！
呂晨曦長相標致，自小已被親友建議參加選美，
2016 年她參加 ViuTV 的選美真人騷《美選 D.n.A》，
不過並無正式入行，繼續學業，其間接演朋友的微電
影，漸漸對幕前演出培養出興趣。兩年後入讀無綫藝
訓班，畢業後，獲得不少演出機會，藉此磨練演技累
積經驗，為投身演藝事業打下良好基礎。兩年前，呂
晨曦在伯父呂良偉鼓勵及引薦下，往內地發展，演出
機會不絕，大獲好評，最近接拍電影《極速狂飆之彎
道之王》出任女一。
晨曦表示會努力練好普通話，更好地適應當地
的生活及參與演出。

移民資訊
202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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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美国 EB3 计划
绿卡数翻倍至 8 万
移民美国迎来黄金期

说到“移民”，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
，国内第一次移民潮的主角是顶流学霸们。
第二次移民潮是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的留学移民潮，第三次是 2010 年前后的
投资移民潮。
时间来到 2020 年，投资移民潮早已冷静下
来，取而代之的是 EB3 非技术移民（雇主担保
类移民）和技术人才类移民的兴起。
这么多年过来，国内发展得越来越好，但
想出去的还是大有人在。
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方设法要移民？
或许就像我们国内许许多多的人想要落户
一线城市一样，不过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环
境，还有养育后代的土壤，养老福利、就业或
创业机会等。
直到今天，放眼全世界，中国人最爱去也
是最想去的，当然也普遍认为是最值得去的国
家，还是美国！
尤其是去年拜登上台后，拜登政府一直在
积极推动移民政策，各种利好层出不穷，可以
预见，2022 年必是美国移民大年！
在移民美国所有的项目中，为什么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 EB3 非技术移民？
美国是一个城市化水平极高的国家，社会
福利制度完善、教育水平高度发达。但移民美
国并非易事，在很多移民项目上都对申请人有
着极高的要求。
一方面对申请人的学历、财产、工作能力
等资质把关严格，另一方面可能需要花费一定
数额的金钱。但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
好的条件。
那么，就没有别的方式了吗？不不不，美
国非常人性化地开启了一条普通人移民美国之
路，不仅门槛低，要求还特别简单。
美国 EB3 非技术移民，没有语言、学历、
经商背景的要求。
只要申请人 18 岁以上，无犯罪记录，愿意
去美国做一年的“蓝领工作”，就可以通过这
种方式快速移民美国，全家获得永久绿卡，享
受所有福利。
可以说，EB3 非技术移民绝对是普通人低
成本移民美国的最佳选择。
那么，为什么不建议申请人自己 DIY 呢？

因为 DIY 的成功率一般都很低，申请人自己也
很容易放弃。
而我们美移移民处理过非常多的这类案例
，劳工卡申请经验丰富，背后有强大的雇主
资源和专业的律师团队，还有文案团队协助
梳理、优化背景资料，绿卡获批成功率是非
常高的，能帮助申请人少走很多弯路，早日
圆梦美国。
2022 年移民美国政策重大利好，EB3 非技
术移民迎来黄金期！
最近几年，亲属移民对美国的边际收益越
来越低，因此排期也基本没什么变动。未来美
国移民局的重点，依然会放在职业移民中。
可以预见，美国 EB3 非技术移民，将会是
未来 1-3 年国人最受益的版块，普通人移民美国
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期。
近日，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公布了 2022
财年的职业签证类别名额。
一共 28 万张绿卡（接近于去年的 2 倍），
其中 EB1、EB2、EB3 就占了 24 万张，平均每个
项目达到 8 万张的绿卡名额。
这几乎是美国移民史上对职业移民开放绿
卡名额最多的一次！
EW3（EB3 非技术移民）计划绿卡数也由 1
万张增长到 2 万张，对比早前的 5000 张，可以
说利好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这跟美国劳动力短缺，急需引进中国
等海外蓝领工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美
国面对人口老龄化、保持社会活力的重要举措
之一。
想走美国雇主担保移民的朋友们，现阶段
就可以抓紧安排了。
另外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美国签证名
额仍有不少积压未发放的，加上 2022 年计划绿
卡数的翻倍，可以说，2022 财年是申请美国绿
卡 20 年难得一遇的最好时机！
美国 EB3 非技术移民适合哪些人？
美国 EB3 非技术移民是现阶段美国移民的
所有项目中，对申请人要求最低的，同时也是
性价比最高的。
它适合那些条件不允许走美国技术移民类
，但又想要移民美国，能接受一定的排期（一
般 5-6 年），同时也愿意在拿到绿卡后为美国雇

主工作一年的申请人。
该项目无学历、语言、资金等要求，一步
到位永久拿绿卡，福泽三代及子孙后代。是普
通人移民美国性价比最高、最可行的方式，签
证成功率极高！
如果自身比较优秀或杰出，推荐可以走美
国 EB-1A 杰出人才和 NIW 国家利益豁免。
和 EB3 一 样 ， 这 两 个 项 目 2022 年 美 国
的 计 划 绿 卡 数 都 比 2021 年 翻 倍 增 至 8 万 张
，可以看出美国吸引人才的决心是非常大
的。
对于有志于移民美国的杰出人才，或在某
一行业有着比较杰出的成就的人来说，这两个
项目排期短或无排期，无需劳工证，无投资风
险，是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的不二选择。
EB-1A 杰出人才
EB-1A 是专为杰出人才移民设置的绿卡类别
，是绿卡申请中的第一优先类别，无排期，递
交材料后最快 15 天获批，一年左右下绿卡。
EB-1A 审理周期短，费用低，不用找雇主，
没有年龄和学历限制，也无需懂英语。
NIW 国家利益豁免
NIW 也叫高技术移民，属于 EB2 中的一个
特殊类别。
同样不用找雇主，无语言、年龄的要求，
一人申请全家拿美国永久绿卡。
NIW 有排期，但时间比 EB3 短很多，同时
申请难度要远低于 EB-1A，所以 NIW 可以作为
EB-1A 的备选移民途径。
不过，以上这两个项目需要申请人最好具
有某一个行业的杰出成就。
如果没有，我们将协助申请人。
具体符合哪一类，还得看申请人的条件。
如需做初步的评估，可以点击文末小程序
联系我，提供具体的简历，有足够的信息，才
可以帮你做准确的判断。
综上，在拜登政府和美国移民局的努力下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移民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
加速推进，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期。
毫无疑问拜登执政是利好移民的，但留给
我们的时间不多，还有三年。有想法的朋友得
抓紧了，早上车才能早安心，早移民才能早受
益。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父親節金冠爆棚
在美國經營飲食行業，最高興的便是遇
上大時大節，因為有節慶來臨，各個家庭成
員，都會扶老攜幼，外出享受一下精緻食材
，香港人最愛說的就是那一句：「揾食、搵
食；搵到錢銀就.要進食，否則對不起列祖
列宗，耍罰上打「碌柚」。
今年 5 月份，先有「母親節」來打頭陣
，這個五月份第 2 個週日，各個酒家飯店，
爆到七彩。當然，休市首屈一指的粵菜酒樓
金冠酒家，更是插針不入。與此同時，遇上
舊歷五月初五端陽節，大家沒有忘記戰國時
代的忠君愛民的「三閭大夫」屈原。到唐餐
酒家，大囗大口地食上紀念他的五月糉，應
節點心。
寫到這裡，想起香港一位老先生施學概
（伯天） 這位老學究。他有感今年香港社
會局面，由亂轉興，因此滿腔熱誠，寫下應
景詩歌，特向屈大夫鞠躬致敬。
詩句如下：
五彩新絲纏角糉， 金盤競巧為招魂。
飄香沅水霜風勁， 追魄龍舟瘴霧吞。
光爛意盈三閭嘆， 氣清心悅一鷗喧。

探源觀止憑天問， 更喜東方日色瞑
渡過普天歡慶的母親節及端午節後，馬
上又迎來了六月份的第 三個禮拜日的父親
節。不過在父親節的前一周，中國舉國國民
又豪情滿懷地祝賀中國神舟十四發射成功.
！閲報得知，中國大陸內，數以千萬的民眾
，為祖國的科技突飛猛進而歡聚。本人為食
書生楊楚楓，也向休市市民獻醜，寫下律詩
以言志：
火箭飆升發酒泉，三英披甲勇飛天。
鬚眉探月珍奇獵，巾幗摘星清夢圓。
寰宇遨遊頻歷練，空間進駐細精研。
神舟彰顯中華志，技術高超爭領先。
是以今年的父親節，顕得內涵不少。坊
間為人子女，愛父如愛母一樣，怎可錯過這
個向父親表達愛意的絕佳機會？想到爸爸長
年累月默默地為家人奮鬥，對子女的愛含蓄
地藏在心底裡。父愛如山。趁周日父親節，
為爸爸好好慶祝一下，無可置疑。
金冠大酒樓出品向來有保證，絕對是不

錯之選。自開業以來，無論那一款的點心的
出品，向來都是有口皆碑，而多款經典傳統
的美食及小菜，也均是膾炙人口，經濟又實
惠。讓賓客與家人，專享更全面的美食享受
，共度愉快難忘的父親節日。
今年父親節當天，金冠酒家由午市爆棚
至晚上，是因為美國國內的 Covin 19 的疫
情，己大大降低，受到全面控制；也許尚有
平民感染，但都是屬於小菜一碟，症狀似乎
像傷風感冒一樣，食上一些抗疾西藥，在家
中小休一天半夕，便會恢復常態；因而大眾
對疫情的惶恐心態，似是隨風而逝，轉換了
一種戰鬥心志，一於「大報復」，可以坐上
飛機郵輪的，便列隊而去。可以外出飲食的
，便開懷暢聚。一於「今天有酒今天醉，明
日疫來明日擋」；食得是福呀！雖然仍有疫
情下，但是父親節家人朋友相聚，無論如何
都是不可或缺。正是在如此背境下，迫爆金
冠酒家，又何足為奇哩！
網上又有印度神童在吹算，今年下半年
疫情將會自動消失。風水神算信乎？姑就當
是個“希望”吧！

美国 2022
职业移民绿卡
比去年同期增长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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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
劳工部公布了
2022 财年前两季
度职业移民绿卡
申请及审批数据
。
对比 2020 财
年和2021财年的
历史数据，我们
可以直观地看到
过去几个月职业
移民绿卡的申请
形势非常乐观。
从 2021 年 10
月到 2022 年 4 月
之前，职业移民
绿卡提交的数量
远高于前两年的
同期水平。
从申请数量
上来看，2022 财
年第二季度美国
劳工部收到了
32,261 份劳工证
（PERM） 申 请
。
2022 财年前
两个季度申请数
量 比 2021 财 年
同期上涨了 23.7%，一季度时 PERM 的
申请数量比去年同期已经多了 14.7%。
熟悉美国职业移民的朋友们都知
道，现行工资标准(Prevailing Wage Determination， 通 常 简 称 为 PWD) 以 及
PERM(劳工证)是美国职业移民申请非
常关键的两步。
这两份申请可以算是美国职业移
民申请的“晴雨表”，直接反映了美
国雇主为外籍员工申请职业移民绿卡
的意向决心。
PERM 申请量的增加，一方面反应
了美国在职业移民引进方面的迫切需
求，以满足当前美国境内专业人才短
缺，另外也能够明显感觉到美国职业
移民受理方面的速度有所提升。
近日，美国移民局在官网宣布对
之前递交的 EB-1C 跨国公司高管申请
和 NIW 国家利益豁免申请启动加急处
理，并更新了加急申请的 I-907 表格。
近年来，备受中国申请人青睐的
EB-1、EB-2、EB-3 这几类申请数量基
本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今年 2 月份，美国移民局官宣
EB-1 和 EB-2 配额翻倍，无疑为广大申
请美国绿卡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最近一年多移民局都在想尽办法
提高工作效率、解决申请积压问题，
官方也正在努力减少绿卡浪费，让职
业移民申请大国使用更多亲属移民未
用完的绿卡名额。
再加上美国招聘市场非常活跃，
雇主们也是换着花样地提高招聘待遇
、留住人才，这样的大环境对高学历
外籍人才非常好!
所以本着“早一天申请、绿卡到
手也能早一天”的原则，建议有需求
的人员可以尽早规划!

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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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子育《初戀慢半拍》再演偏執狂媽媽

已在台灣以演歌藝三棲為人所熟知的于子育，因在電視劇《俗女養成記》把台灣媽媽角色演得太傳神而獲
得金鐘獎的肯定。今年，于子育再度在新片《初戀慢半拍》中演活另一種媽媽的姿態，並迎來生涯首度入圍電
影獎（台北電影獎最佳女配角獎項）的榮光。實則未婚也未生的于子育，沒想過自己會成為台灣媽媽專業戶，
在戲劇的世界裡兒孫滿堂，而且兒女演員都是金馬獎得主！

【金馬獎得主兒女子孫滿堂！】
《俗女養成記》女主角謝盈萱是金馬影后、
《初戀慢半拍》男主角柯震東也得過金馬獎，問
國民媽媽與金馬獎得主演戲，壓力大不大？于子
育大方承認：「壓力很大。其實一開始會緊張，
可是當你真的去跟他們演對手戲的時候，你會忘
記那個壓力。演員就是有一個本能，尤其對手又
很細膩的時候，演的時候你反而會放鬆，會互相
帶戲。」于子育認為這並不是所謂的遇強則強：
「而是就像我們現在說話一樣，沒有那種壓力，
沒有在演。就是很真實的感受他的感受。」一語
道破演戲的最高境界，從來就都是真誠的感情交
流現場製造。
于子育難忘與謝盈萱在演《俗女養成記》第
一季最後一場戲的殺青戲：「我跟她演完和解那
場戲時，兩人一演完、一句話都不用講，就抱著
很久。」兩人並感性的互相道謝：「我們知道我
們在謝什麼，就是因為她給了我很真實的感覺，
我也在那個當下給了很真實（的表演）。很開心
可以跟他們合作。」

【戲裡戲外的控制慾】
「其實我在以前曾經想像過我的人生：不是
做這個行業，可能是早婚，然後真的是很多小孩
的媽媽，因為我很嚮往所謂的家庭的生活。」這
些想像，至今雖然沒有發生，于子育卻因為演戲
、也享受到了「家人」對她的噓寒問暖與照顧：
「每當過年過節，我戲裡的兒子女兒婆婆什麼的
，全部都會傳訊息來祝福，我就真的突然覺得家
人很多！」尤其拍戲的時候，不只演員，就連劇
組也會叫她媽咪！「走到哪，都會碰到好像自己
的家人一樣！」于子育滿足的笑容，溢於言表。
《初戀慢半拍》中，于子育再度讓控制狂媽
媽上身，把電影演成《媽寶養成記》。女演員笑
說，或許自己也有一點（控制狂）：「在生活上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養成的？家裡頭的東西固
定要放這、朋友來家裡我也會固定指定他是這個
杯子、誰是哪個杯子，誰是哪個碗... 我會有一點
點這樣的強迫（症）。」于子育更笑說自己常常
出門逛街時，看到某一個東西並覺得「這個太適
合誰誰誰了、我一定要買給他！（笑）」原來把
親朋好友放在心上的控制狂個性，也是有美好的
呈現方式。

【演 「不會唱歌」 不輕鬆！】
美好的歌喉也沒有浪費。于子育在《初戀慢
半拍》中也唱了歌，但想不到「演唱歌戲」並不
輕鬆：「這部分不好掌握，因為導演要我從一個
不會唱歌的人、到後來參加合唱團，再用唱歌表
達出心情的轉變。並不是說要唱變得比較厲害，
而是唱歌的情緒變了。可是剛開始我唱一唱，導
演就說『不行，感覺太會唱了，太在拍子上了，
你一定要感覺像是不太會唱、還自以為會唱的那
種感覺』！」這實在是太為難專業歌手了！所以
後來，于子育只好盡量讓拍子漏一點點、來揣摩

歌唱初學者的感覺。
聊起《初戀慢半拍》的厲害媽媽角色「美玲
」與自己的相似相異處，于子育欣賞她生活的規
律與單純：「我很羨慕她很單純地在享受簡單的
生活。我自己的工作結束、回到我自己的時候，
也是喜歡簡簡單單的跟家人吃個飯，或是弄個茶
席就泡茶、安靜地看個電影或旅行。」但美玲無
可救藥的自以為是、以及過度保護孩子的方式也
讓于子育受不了：「其實我自己私底下也會給家
人朋友小孩建議，但是他不一定要聽我的話，我
是很開放性的，尊重彼此。可是美玲是一個情緒
勒索的習慣者，當然是因為她愛兒子，過度保護
、演變成這樣的個性。比較受不了的是她太執著
了。」偏偏于子育演起執著戲特別帶感、特別好
看。或許這就是真實與戲劇之間最有趣也最友善
的距離。

陳意涵首演媽媽角色
新片《小曉》從影最大挑戰

【闖蕩演藝圈、頓悟 「煮開水哲學」 】
出道超過二十二年，待在喜好瞬息萬變的演
戲圈裡，像一股樸實的清流。問于子育如何穩住
自己的陣腳、面對這個容易讓還懷疑自己、懷疑
人生的環境？于子育淡淡地說：「說真的我也跌
跌撞撞的很多次，不同的階段，也有很多低潮過
。出道二十幾年，我演了這麼多戲，但很多人在
這兩三年來才知道我是演員，才知道我是誰，講
得出我的名字。可見我前面要做多少努力。就好
像在煮開水，你沒有達到沸騰的那個沸騰點上，
你就要一直煮、一直煮... 什麼時候水會開？你不
會知道。然後水突然煮開了，你就好像突然懂了
一些道理。」

【于子育把握當下、享受表演人生】
《初戀慢半拍》故事描述的是母胎單身草食
男小洪（柯震東飾），平時與母親美玲相依為命
。一日小洪在風月場所認識熟女樂樂（徐若瑄飾
）、一眼墜入愛河，並在戀母情結與初戀來臨之
際，戮力想要擺脫媽寶人生！
而真實生活中的于子育，也是另一個樂樂，
不乏年輕的追求者示好。聊起現在的戀愛觀，女
演員也坦然：「真的有比較年紀比我小的喜歡我
，以前的我會不知道怎麼拒絕，不會說 no。可是
現在我會先給一點點時間去...説考驗也好、或說
確定自己心裡的聲音也好，但也會快刀斬亂麻！
因為他的時間很寶貴，我的時間也寶貴！不適合
會馬上就說。」
拍片拍到入圍台北電影獎，期待《初戀慢半
拍》在台北電影節作為開幕片、與觀眾見面之餘
，于子育對於現階段的成績感到知足，得獎不得
獎則是其次：「我記得上一次得金鐘的時候，我
的老闆娘跟我說一句話，她說：『你想一想，你
這次月考考了一百分，難道下一個考試就不準備
了嗎？所以拿到了分數（金鐘獎），老師肯定你
，就放下，很開心、覺得自己的努力被看見。但
是你下次還是要繼續努力，你才會再得到一百分
或是得到不同分數。』所以我就放鬆了。每一次
都是一個機會，你就全力以赴，這樣就好了。」

榮獲文化部第 42 屆優良電影劇本特優獎，電影《小曉》於
今日（21 日）舉行開鏡儀式，監製葉如芬、王小茵，金鐘獎新
銳導演靳家驊及三位主演陳意涵、劉俊謙、林品彤皆出席開鏡
儀式，祈求電影拍攝順利。監製葉如芬表示：「電影《小曉》
描述母親、女兒與女兒老師三人之間的情愛與糾葛，你會看到
全新的陳意涵。」女主角陳意涵，對於自己即將挑戰從未觸碰
過母親一角開心表示：「這位母親跟實際的我有點不一樣，絕
對是我從影生涯最大的演技挑戰。」
由寓言工作室攜手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影響原創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施
維達先生、與傳翼數位影像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CATCHPLAY 發行的電影《小曉》，為兩度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肯定的
靳家驊導演首次大銀幕作品，身兼導演與編劇，他興奮表示：
「《小曉》籌備歷時多年，今天終於正式開拍，能夠與這麼多優
秀的演員一起合作，非常榮幸，不論是劇本或演員，都是一部電
影不可或缺的元素，感謝各界給予的支持，很期待將這部作品呈
現大家！」電影《小曉》預計於2023年下半年上映。
《小曉》為女主角陳意涵首次挑戰母親一角的作品，她表
示：「當自己的身份，從女兒、人妻轉變到現在已是兩個小孩
的媽媽，不同的人生經歷帶給我詮釋角色的養分，很開心可以
和靳家驊導演、男主角劉俊謙與林品彤合作，期待我們碰撞出
的火花！」
首度來台拍攝電影的男主角劉俊謙則說：「終於有機會再
次來到台灣，從防疫旅館出關至今，去了很多以前在台灣讀書
時充滿回憶的地方，希望藉由直接走進當地生活圈，感受屬於
台灣的生活氣息，有助於我對角色的詮釋。」
而電影中陳意涵的女兒「小曉」，則是由在電影《美國女
孩》中表現相當亮眼的林品彤飾演，再次投入電影，詮釋正值
青春期的女孩，林品彤將再次展現令人驚艷的演技，突破自我
，她說：「很榮幸能參與《小曉》的演出，與這麼多巨星一起
合作，能在電影中飾演陳意涵的女兒，我非常期待！」
《小曉》男主角劉俊謙，曾以《幻愛》入圍第57屆金馬獎最
佳新演員獎，這次與陳意涵、林品彤三人之間將有大量對手戲，
陳意涵表示十分期待，劉俊謙也透露尚未開拍便感受到演員劇組
的貼心照顧，讓來到台灣拍戲的他感到相當溫暖。而陳意涵與林
品彤將挑戰複雜又糾結的母女檔，林品彤形容：「陳意涵一直是
我很崇拜的演員，與她合作拍戲就像夢想成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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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沙滩、椰林…
夏天就是要来这个小清新的地方撒欢儿呀
若论今年最容易实现的远方，非海南莫属！热辣的阳光，细软的沙滩，葱郁的雨林，冲
浪的少年，懒洋洋的骑楼老街，琳琅满目的美食……提起海南，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处向
往的风景。
疫情管控之下，海南也是相对比较友好的目的地，目前非涉疫区需 48 小时核酸入琼，一
般涉疫区（详见海南航空官网的“海南省管控地区”表格，实时更新）在满足落地检、3 天 2
检后，只需进行自我健康检测即可。
温度一节节爬升，快跟上 LP 的步伐，解锁海南的 Top 旅行体验，在浪漫海岸品阵阵果香
，追寻渐行渐远的黎风苗韵~
沙滩艳阳、潜水踏浪……大海的身家远不止这些。在海南，围绕着海岸的还有腥咸的渔
场、盐场，以及世代浮居海上的疍民和他们的渔排。他们除了为味蕾做出诸多贡献外，本身
也是一道别样的民俗大观。

01 椰林海岸
从海南岛修长的海岸线中随便挑一片干净的
沙地、石滩静静欣赏，找一间面朝大海的酒店、
民居度过一个完美假期。
半月形的亚龙湾位于三亚市区东南约 25 公
里处，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这片相对封闭的区
域被打造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多半是因为亚
龙湾有着全国人民公认的“中国好沙滩”。
与开发较早的大东海和三亚湾相比，亚龙湾
由珊瑚和贝壳风化而成的沙滩更加洁白细软，论
天资绝对可以与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相媲美。
绵延 7.5 公里的沙滩平缓宽阔，浅海区可以
延伸到 50 米左右，海水在白沙滩的映衬下显得
格外清透湛蓝。
即便不下海游泳，只光脚走在沙滩上，感受
细沙钻入脚趾缝里的绵软，就会陡然升起一种幸
福感。吹吹海风，望着眼前天然雕饰而成的碧海
银滩，“天下第一湾”、“东方夏威夷”的美誉
都显得有些落俗。
海棠湾 打造“国家海岸”的规划，使曾经
默默无闻的海棠湾摇身一变成了三亚的“新贵”
。这片距离市中心最远、最安静的长长海滩上，
如今坐落着或即将落成众多豪华酒店。
东郊是文昌的一个镇，距文城 17 公里。近
两百万株椰子，依海岸延展 15 公里，成为我国
最长的滨海椰树走廊。
这里风平、浪静、水碧、沙平，在这里住一
天，可以看到日出日落，而且可以品尝到几乎所
有品种的椰子的美味。当地农民能飞快地爬上 20
多米高的椰树摘下椰子，在椰林里喝新鲜椰子水
，别具风味。
石梅湾 石梅湾距离万宁市区西南 30 公里，
未被打扰之前，曾被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誉为
“海南未被开发的、最美丽的海湾”。
“石梅”的名字据说有着特殊含义，其中
“石”字来源于海南话“乌石姆”，即黑色的石
头，用以形容散落在湾中的礁石；“梅”则指绵
亘在沙滩上的瑰宝——青皮梅古林。
石梅湾青皮林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第二个，
也是面积最大的海滩青皮林。自清代起，这片世
界珍稀的天然林木就受到政府保护，清光绪二十
七年（1901 年）特意在此设立了“奉官立禁”石
碑。
除了青皮林，绵延 7 公里长的湾内还生长着

繁茂的椰树、槟榔及其他植物，平日风微浪静，
沙白水清，近海百米处的水深不过 3 米。对面数
里处的海中有座加井岛，看上去绿树葱茏，野趣
十足。
棋子湾 在不以海景见长的西线，位于昌化
镇的棋子湾算是难得的阳光沙滩，且保留了较为
原始的状态。它因礁石星罗棋布而得名，20 公里
的漫长海滩，既有怪石林立，可攀爬跋涉、观惊
涛拍岸，也有平缓沙滩，可游泳戏水、晒日光浴
、烧烤露营开 party。
发源于昌化岭、在棋子湾入海的山泉小溪
“治癣沟”含硫黄矿物质，据说能治疗皮肤病。

02 潜水
海平面以上再惊艳的风景都无法与神奇的海
底世界相媲美。想象一下，在静谧无言的环境中
，唯有五彩斑斓的热带鱼类在周围游走，以及各
种奇形怪状的生物从眼前溜过，还有脆弱而珍贵
的珊瑚（请远观，勿亵玩）在伸手可及的地方静
静摇摆。
这座蝶形小岛位于市区以东 30 公里处的海
面上，是三亚知名度最高的景区之一。岛上地貌
层次丰富，北部和西北沿海处有着人气极旺的白
色沙滩；东部和西南沿海则礁石林立，甚为壮观
；岛中部地势平缓，布满郁郁葱葱的灌木藤萝。
蜈支洲岛古称“古崎洲”，又名“爱情岛”
，最早被记录在册是在清光绪年间，当时海南有
一位道人在四方游历寻找炼丹之处时，偶然间发
现了“风水宝地”蜈支洲岛，政府听闻后将此地
征用，并于 1893 年在岛上修建庵堂，不知何故，
专门供奉“冷门”神仙——汉字创始人仓颉。
除了绮丽的风光之外，种类繁多的海上运动
和沙滩项目是吸引游客的又一大亮点。岛上最热
闹的地方是沙滩，在游客中心预订项目后，就可
以进行潜水、滑水、摩托艇、拖伞、香蕉船、飞
鱼船、电动船、沙滩摩托车等娱乐项目。
从三亚湾的海岸上看去，面积 2.8 平方公里
的西岛与近邻东岛（东瑁洲岛）形如卧于碧波中
的两只玳瑁，自古便是三亚的一道胜景，被称作
“波浮双玳”。
按照地形及功能不同，西岛被分为三部分。
北部靠近沙滩的区域是码头及西岛游乐世界所在
，水上娱乐项目和餐饮住宿地点都集中于此。南
端的牛王岛是一座几乎与西岛相连的独立岛屿，
可 360 度观海的山盟海誓亭则是登高望海及观赏

日出日落的好去处。
渔村坐落在中部的草林坡地之间。在傍晚渔
家炊烟的熏染下，奇秀俊美的西岛多了份温暖的
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西岛地处三亚国家级珊瑚礁
保护区，由于远离城市污染，海水极为清澈，是
理想的潜水运动胜地。除此之外，在海上也可以
进行快艇、拖伞之类的休闲运动。

03 日月湾冲浪
日月湾号称“中国最棒”，甚至是“东南亚
最适宜冲浪”的冲浪地。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
当北方的冲浪胜地因海水渐渐降温而令人止步时
，日月湾却正值大浪期，连绵的海浪温暖而稳定
，引来国内外无数冲浪高手来此体验乘风破浪的
快感。
只要脸皮厚、腰包鼓，不会游泳的旱鸭子也
可以来过把瘾。如果想来练手，不妨挑夏天（台
风季除外）的小浪期来，跟着教练学几节课，也
能体会到一些冲浪的乐趣。

04 博鳌小镇
昔日的小渔港，并没因为亚洲论坛的落户而
骄纵成不可一世的暴发户，倒是那规划得体的镇
中心让这里有了几分乡间绅士的气度。
万泉、九曲、龙滚三河在这里奔流入海，田
园与沙滩、水城与古村、气派的会议中心与休
闲 的绿道、国际范儿与市井风，绘成博鳌“大
隐隐于庙堂”的画卷。
博鳌镇的中心区域很小，围绕滨海街而建，
众多建筑的外立面经过翻修显得质朴怀旧。一家
家简陋的老爸茶餐厅坐落其间，你可以选择撇撇
嘴擦身而过，也可以装作本地人，挥汗如雨地吃
一碗汤粉，然后点一杯“咖啡奶”，试着融入当
地人的慢生活。
“赛肥鸡”是博鳌镇乐城人们的独特民俗，
每年的正月十五清早，各家各户会在老街两旁搭

起桌子，摆上自家烹饪的水煮鸡。由村领导及本
村德高望重的老者组成的“肥鸡评委团”带着秤
逐一称量，最后选出最肥硕、烹饪得最好、最美
观的鸡，并给获奖家庭颁发奖金。

05 海口骑楼
从清代到新中国成立前，骑楼一直是海口最
兴盛的街市，现在依然商铺云集，节日用品、布
艺、灯具、海产品，汇成小商品的海洋。
海南强晒多雨的气候，造就了这种能遮雨防
晒的“商住两用楼”。骑楼下的长廊贯通成排，
行人逛街时可躲避风雨烈日，一边悠闲散步，一
边从容地看货购物。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海闯南洋的海南人携
带着毕生血汗钱回乡建屋。三层小洋楼粗看十分
欧化，而墙面上的细致雕刻却全都是中国特色的
吉祥图案。浮雕、彩绘、柱廊、花窗和女儿墙，
杂糅着明清特色和南洋风格，还有些巴洛克的味
道。
中山路的骑楼样式最多，博爱路的骑楼最古
老，得胜沙路除了南洋归侨建造的骑楼，还有海
关和外国领事馆的建筑遗存，不同历史时期、不
同功能的历史文化遗迹，都被这狭窄的街巷容纳
惠存。

06 环岛骑行
骑行可以说是体验环岛风光的最佳形式。这
是一场接地气的骑行体验，不是精神达人的专属
，而是“景色体力比”颇高的线路。
无论是东海岸的活力休闲，西海岸的静谧原
始，还是中线的百转千回，途中总有些风景会留
你驻足玩味。腥咸海风、田园果香与槟榔花香交
替萦绕，干净却不稀薄的空气能让你放心地大口
呼吸。
随着越来越多的乡间公路修成，岛内的骑行
线路也日益丰富。有时，离开主路骑行，就会闯
进一些原先藏于深闺的静美乡村和原始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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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豐唇----性感水嫩豐滿
玻尿酸豐唇---性感水嫩豐滿！
！
奧斯丁NeoSoma
奧斯丁
NeoSoma專業醫美讓您的顏值瞬間上升一個檔次
專業醫美讓您的顏值瞬間上升一個檔次！
！
充劑。同樣的方法用於唇部其他三
個部位後，對註射部位進行輕柔按
摩並定型。

（本報記者黃梅子）有句古詩
“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生
動地描繪出了美人潔白的牙齒紅潤
的嘴唇之美，讓人浮想聯翩。好看
的嘴唇不論動態或是靜態、笑或不
笑都是獨具魅力的！
也許很多人覺得眼睛和鼻子是
臉上最重要的部位，嘴唇塗點口紅
就差不多行了。錯！其實嘴唇非常
重要，甚至能決定您顏值的檔次。
好萊塢明星安吉麗娜朱莉就是一個
只靠嘴唇就能讓人著迷的女人，只
靠嘴唇就成為了世界頂級巨星。
豐滿而沒有紋唇的嘴唇，會給
人留下更性感的印象。但是，像安
吉麗娜朱莉這樣天生就能擁有性感
朱唇的人太少了，絕大多數的亞洲
女人嘴唇薄而且還有很多唇紋，即
使塗了口紅依然顯得幹癟。其實，
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只要一針玻尿
酸就夠了，瞬間讓您擁有性感紅唇
。每個人的唇形都不一樣，所以填
充以後依然是獨一無二的你，別人
根本看不出來，變美於無形中才是

最高明的手段。五官中最容易改變
的部分就是嘴唇，只要適當微調，
不僅可以打造出完美的唇形，還能
搭配五官，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讓您的顏值瞬間上升一個檔次！
奧斯丁 NeoSoma 專業醫美的王
老師說，唇形有多重要呢？它非常
影響個人風格，不同的唇形給人的
第一印象也會完全不同哦。玻尿酸
就是豐唇最理想的材料，甚至比自
體脂肪填充的效果更自然，更有層
次感和立體感，填充後唇部豐滿、
水嫩，而且，唇紋也會減少很多！
註射方法：
利用玻尿酸淺層註射，修飾唇
部輪廓。
將唇部以中心垂線分成左右對
稱的兩個部分。皮膚消毒後，分別
在上唇唇紅緣以上 5mm，下唇唇紅
緣下 5mm 做 4 個入口點。將透明的
玻尿酸通過入口分別註入唇部四個
部分，註射為粘膜下扇形註射。填
充劑通過這些線形註入唇部，每個
區域註射量為 0.1-0.4ml 的小球形填

玻尿酸豐唇常見問題：
1、玻尿酸豐唇能保持多久?
註射玻尿酸豐唇是非常有效的
方法，但是由於會被人體吸收降解
，通常效果維持的時間一般在 6-12
個月之間。
日常生活當中嘴唇部位是除了
眼睛以外活動較多的部位，吃飯、
講話以及親親導致玻尿酸吸收速度
加快，因此很多求美者幾個月就來
補打快速以保持唇部的豐滿。但是
也有部分求美者保養得當，一年才
需要補打。
2、玻尿酸豐唇隔多久打一次?
打玻尿酸豐唇能讓嘴唇變得性感飽
滿，這個效果大概可以維持 6-12 個
月。要保持唇部的飽滿，最好在上
次註射的玻尿酸沒有完全吸收前就
進行第二次註射。
3、玻尿酸豐唇多久消腫?
通過打玻尿酸，可以增加皮下
組織的容積，以支撐起凹陷的嘴唇
，達到自然塑形的效果。通常註射

後唇部會有輕度腫脹發紅，72 小時
開始消退，在 7 天左右腫脹會消失，
唇部會慢慢變軟。
4、玻尿酸豐唇後，kiss 的時候
會被察覺嗎？
這個問題幾乎是所有前來豐唇
的朋友們都會問道的一個問題，今
天就告訴大家：玻尿酸豐唇後不會
降低唇部的敏感度哦，並且觸感升
級，QQ 彈彈，絕對不影響的！
5、玻尿酸豐唇後，可以立刻化
妝嗎？
玻尿酸豐唇後 72 小時內盡量不
要化妝哦！享受一下打完玻尿酸後
的素顏美何嘗不可……
6、有哪些特別要註意的事項？
註射後 1~2 天內請禁煙、禁酒；
註射後 1~2 天內請不要去汗蒸房
，洗桑拿等高溫度區域；
請不要觸摸註射部位；避免劇
烈運動。
註意事項：
註射玻尿酸豐唇要適量，不要貪多
，適合所有天生唇薄或者因為年齡
變大嘴唇變薄的人。
但想要效果自然，需要專

業的醫生根據求美者的情況確定註
射位置和註射量。量太少，唇不夠
飽滿，量太多，唇太誇張。註射位
置不對，都會影響唇形。切記哦！
奧斯丁 NeoSoma 專業醫美是美
國政府註冊的專業醫美，註射師是
在美國正規持牌醫生（M.D.）或正
規持牌護士（R.N.），藥品都是 FDA
認證安全有效的針劑，安全和資質
有保證。尤其是註射師王老師從事
醫療工作多年，並且積累了豐富的
亞洲客人臨床經驗，熟悉亞洲客人
的審美喜好，對劑量把控嚴格精準
。她技術嫻熟，玻尿酸豐唇的施打
技術已達爐火純青的水平，做過的
客人都贊不絕口。
女人如花需要呵護！玻尿酸豐
唇---性感水嫩豐滿，奧斯丁 NeoSoma 專業醫美讓您的顏值瞬間提高
一個檔次！
奧斯丁 NeoSoma 專業醫美
地 址 ： 13091 Pong Springs Rd, suite
240, Austin,TX78729
王老師手機：469-210-1113

休城畫頁

休士頓中華公所慶祝父親節舉辦生活講座
心靈輔導師蕭瑛嫃主講：
心靈輔導師蕭瑛嫃主講
： 「爸！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出席講座的中華公所各社團代表在大會上合影。（前排坐者左四
出席講座的中華公所各社團代表在大會上合影。（
前排坐者左四）
）為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
為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
，旁為主講人蕭瑛嫃老
師（前排坐者右三
前排坐者右三）
）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前排坐者右二
前排坐者右二）
）及黃依莉副主任
及黃依莉副主任（
（前排立者右二
前排立者右二）。
）。

賴清陽大律師（
賴清陽大律師
（右一
右一）
）在女兒
在女兒、
、外孫女對他 「父親節
父親節」
」
致意後發表談話。
致意後發表談話
。

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的夫婿賴清陽大律師(中立
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的夫婿賴清陽大律師(
者 ）在女兒
在女兒、
、外孫女為他父親節致賀後致詞
外孫女為他父親節致賀後致詞。
。

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左三 ）在蕭老師
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
在蕭老師（
（右三 ）頒發獎
牌並與之合影。
牌並與之合影
。

圖為中華公所頒給蕭瑛嫃老師
「功在本所
功在本所」
」 的精美獎牌
的精美獎牌。
。

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
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
（右四
右四）
）的夫婿賴清陽大律師
的夫婿賴清陽大律師（
（右三 ）及
女兒（左四
女兒（
左四、
、左二
左二）
）外孫女
外孫女（
（左三
左三）
）也出席講座
也出席講座，
，並與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
主任陳奕芳
（右一
右一）、
）、副主任黃依莉
副主任黃依莉（
（左一
左一）
）合影
合影。
。

位於僑教中心 203 室的演講會現場
室的演講會現場。
。

蕭瑛嫃老師的演講，
蕭瑛嫃老師的演講
，引人入勝
引人入勝，
，發人深省
發人深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