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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真的知道，自己的孩子

最需要什么？

我们常常会落入于一种“自我

感动”的陷阱之中。

很典型的一句话：“我供你吃

供你穿，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还

有什么不满意的？”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

出过一个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

即人类需求的五级模型，通常

被描绘成金字塔内的等级。

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需求

分别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

和自我实现。

其实只要对照一下，我们就不

难发现，很多家长所谓的“付出”

，都仅仅只是停留在满足孩子的初

级需求上。

供他吃，供他穿，给他提供一

个稳定的居所，这本就是一个家长

应尽的义务。

在孩子年岁尚小的时候，他或

许不会有太多的需求，吃饱睡好，有玩具玩，

他就能觉得很满足。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进入青春期后

，孩子对于需求的渴望，会逐渐迈向第二、第

三个阶段。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非常迫切地需要被爱

与尊重，同时也开始萌生出对于自我实现的渴

望与探索。

如果家长还是停留在原先的认知里，觉得

只要力所能及地提供好物质保障，孩子就能顺

利成长，那就大错特错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且完整的人，

自然也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当他们的内在需求开始逐渐进阶的时候，

作为家长的我们，是否也做好了准备？

教育学家张文质在《奶蜜盐》一书中提出

过一个理论，并将其奉为家庭教育第一定律。

在张文质老师看来，孩子的成长是一个连

续的、系统的、复杂的过程，期间需要父母提

供“奶、蜜、盐”的充分给养。

奶：充足的爱

“奶”，字面意思就是母亲的奶水，它所

象征的，就是以父母为核心的爱。

父母充足的爱，能给孩子的成长提供充足

的安全感与原动力。

网上有一句很火的话，叫：“陪伴是最长

情的告白。”

对于任何一段感情来说，高质量的陪伴，

无疑是爱的最佳表现形式。

我接访过许多父母不常陪伴在身边的孩子。

他们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极

度的自卑与封闭，要么就是极端地想要表现自

己。

曾经有个家长找到我，说自己的孩子变得

越来越叛逆，原来只是不爱写作业，现在居然

开始偷同学的东西。

为此他非常愤怒，责打了孩子好几次，可

依然收效甚微。

当我和孩子沟通之后，才终于找到了问题

的症结。

原来，孩子的父母常年忙碌，很少陪伴在

身边。

为了引起父母更多的关注，他就开始在学

校里各种犯浑。

因为他发现，只要自己犯一些比较大的错

误，老师就一定会喊家长，这样自己就可以和

父母见面了。

当我听完孩子的讲述之后，只感到深深的

无奈与悲凉。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无疑是他们成长到现

阶段，内心情感的唯一寄托与归宿。

父爱母爱长时间的缺位，不但会让孩子感

到孤独和恐惧，更会在他们的内心催生出恶的

种子。

即便孩子的初衷并不是想要作恶。

爱是滋养。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健康

、快乐、善良，那就一定要尽己所能地，把更

多地爱灌注在他们心田。

蜜：情绪支持

“蜜”，指的是情绪上的支持，比如鼓励

与赞赏，尊重与肯定。

中国式家长，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

不习惯于赞美自己的孩子。

一方面是羞于表达，觉得赞美别人的话很

难说出口。

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担忧，认为孩子夸多了

，尾巴就会翘上天。

这种源于自我的内心抵触，最终造就了一

批又一批的“严父严母”。

他们固执地认为，只有凶一点，狠一点，

让孩子多吃点苦头，少尝点甜头，孩子才会有

出息。

很多家长会热衷于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

“苦难”的成长环境。

明明孩子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他们就是不

愿去认同和赞美，甚至还要人为地制造困难，

让孩子认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不足。

这种将“苦难”作为法宝，企图激励孩子越

挫越勇，逆流而上的行为，是十分不可取的。

因为它会严重打击孩子的积极性与自信心。

想起余华在《活着》里的一段话：

“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赞美的，苦难

就是苦难，苦难不会带来成功，苦难不值得追

求，磨炼意志是因为苦难无法躲开

。”

爱孩子，就多给孩子喂一些甜

甜的“蜜”，而不是苦苦的“药”。

你的赞美与鼓励，尊重与肯定，

会帮助孩子一点点打下自信的基石

。

这将是你留给他的最好财富。

盐：价值引导

“盐”，指的是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家长要学会正确的引导。

要勇于放手让孩子去决策，去承

担，去把控自我的生命节奏。

很多年前，我陪儿子去某餐

馆吃饭。

刚走进店门，就看到一个十岁左

右的小女孩，在柜台前左右为难。

她一会指着A套餐，问妈妈：我们

吃这个好不好？

妈妈点点头，准备点餐。

女孩突然改变了主意，指着B套餐

问：要不还是吃这个吧？

妈妈点点头，再次准备点餐，

结果女孩又犹豫了，问妈妈：好像C套餐

也不错，到底吃哪个好啊？

妈妈终于不耐烦了，丢下一句：还吃不吃

？不吃我走了！

女孩一脸无助，呆在原地不知所措。

这位妈妈不知道的是，女孩的性格里，藏

着深深的依赖性。

对于依赖性强的孩子，最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独立做决定。

所以，身为父母的我们，在孩子逐渐成长

的过程，需要慢慢地引导他去做出适合自己的

正确选择。

不要平日里总是帮孩子拿主意，做决定，

关键时刻又嫌弃他没主见，太烦人。

要勇于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决策，哪怕你早

已遇见到这是错误的，也不妨让他尝试一下。

对于父母来说，在自己能够把控的范围内，

让孩子多试错，本就是引导孩子成长的好办法。

因为这些犯过的错，都会成为孩子最宝贵

的经验，并最终让他认清自己的需求，把控好

自己的生命节奏。

为人父母者，最应该明白的一件事，就是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缓慢而需要支持的过程。

只有我们真正明白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并

且能够持之以恒地为他提供这些给养。

我们的孩子，才能从一颗小小的树苗，逐

渐开始枝繁叶茂，并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孩子最渴望的，竟是“奶蜜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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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2023 年 2 月 16日星期四，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向
休斯頓國際管理區提供了一張價值 2,000,000 美元的象徵性支票，用於提升國際的治安、
基本建設和環境的美化，吸引更多的開發商來這裡投資、辦企業，促進國際區經濟、文化
的共同發展。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送來聯邦政府的撥款並在致辭中高度讚美李蔚華區長在國際管理
區的發展和壯大中所取得的成就。他說：“我認識李蔚華先生二十多年，是好朋友和兄弟
，彼此相互了解。李蔚華先生是休斯頓國際區的創始人和區長，是國際區之父。他發起創
建了國際區，在他的領導下國際區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不毛之地變成經濟高速發展的
商貿文化區，吸引了無數的投資人來這裡創公司，開餐館，辦診所，投保險等，為國際區
提供社會和經濟文化服務，促進經濟和文化的共同發展。” 他說：“我知道李蔚華先生
以卓越的遠見，攜手共贏的理念，通過實力，努力和奮鬥，成功打造了媒體平台，經貿平
台和金融平台，服務於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休斯頓。我相信李蔚華區長的管理能力，一
定會把國際區辦的更好，滿足少數族裔的需要。”他同時感謝美國總統拜登批准一萬億美
元用於基建預算，再次為疫後經濟復甦打“強心劑”。

國際區李蔚華區長說：“尊敬的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謝謝您對國際區的關心和
支持，謝謝您送來了聯邦政府的支票，我代表國際區向您致敬，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謝！”
“這兩百萬美元的資金將造福我們的下一代，我們要更好地利用這筆資金來增強國際區的
治安，改善國區的基本建設和環境的美化，讓國際區更有吸引力，讓更多的商家過來投資
開店。”他接著說：“休斯頓國際區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區，是休斯頓發展速度最
快的社區。這裡有許多著名的企業家在這裡開辦公司，有數家龐大的廣場和購物中心，這
裡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休斯頓市議員蒂芙尼·D·托馬斯 (TIFFANY D. THOMAS)親臨現場致辭。她說休斯頓
市過去數年在國際區投資興建了艾利夫鄰里中心，中心的建築面積約70,000 多平方英尺
，佔地 37 英畝。該中心設有滑板公園、室外游泳池、運動場以及足球、棒球和壘球運動
場。休斯頓市還將繼續為國際區投資興建各類項目，促進國際區的快速發展。熱烈祝賀國
際區獲得這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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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視台 Vi-
uTV six 96 在 剛
過去的周日晚上
，重播了半世紀

前的電影《兩小無猜》(Melody)，雖然未知道、也不會知道收視如何，但對
於ViuTV six 96台能有此勇氣重播50 多年前的舊作，我還是相當佩服。我夫
妻兩人同是來自澳門，不過之前並不相識，只是天緣巧合，讓我兩相識於美

國德州休士頓，重而結為夫妻，兩人也同是該片之忠誠影迷。因此，當我們得知此片重播，
馬上以衛星電台收看，無疑是因應2 月14 號情人節之舉。

《兩小無猜》的劇情並不複雜，一對英國小學生突然談起戀愛，彼此態度認真而且還想結
婚，只不過不是想在將來結婚，而是要即刻生活在一起，甚至最終私奔而去。電影中的早戀
問題並不胡鬧幼稚，而是推崇那種純潔無垢的感情。不過一九七一年首次在港澳公映時，卻
飽受衛道之士批評，結局（私奔情節）更被指為離經叛道。

電影的賣點除了一段清純之愛外，更主要的是該片之歌乃由當年盛極一時、享譽國際的
Bee Gees樂隊為電影配樂，附以多首名曲《First of May》、《In the Morning》及《Melody

Fair》等的樂曲，更是將電影美化至更高的階梯。
不過有趣的是，最先上映《兩小無猜》的英美兩國起初的票房紀錄都不算太出色，及至同年六月在

日本上映時，票房卻突然爆紅，兩個月後在台灣公映時，照樣票房暢旺。及至十月廿七日在香港公映時
也同樣造成該年度外語片票房冠軍。香港影星劉青雲亦曾表示：自己小時候看得最多次數的電影，就是
《兩小無猜》，而他與太太郭藹明合演的《大時代2：世紀之戰》中，兩人相約看的電影亦是《兩小無
猜》。 「真是無巧不成書 」呀！

正因為電影在日本極為火紅，所以之後日本導演出目
昌伸隨即邀請該片小男主角麥里斯得開拍了電影《兩小無
猜歷險記》。而且還邀得已貴為亞洲影后的台灣女星甄珍
擔任女主角，先後在日本及香港取景，可惜的是《歷險記
》卻無法複製《兩小無猜》成為經典。而《兩小無猜》雖
已出現在半世紀之前，但卻仍影響到後世的不少作品，如
八年前的台灣電影《五月一號》及十一年前的美國電影
《小學雞私奔記》的情節，都可謂承先啟後一脈相承矣。

談到情人節看愛情片，不能不題及《鐵達尼號》電影
。這部拍攝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經典影片，新近又有新聞
出現，那就是它重回世界上最高票房的第三位

眼前在全球最高電影票房收入榜中，新近上演之《阿
凡達：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如無意外本來可
以二十二億一千三百萬美元爬升至第三位，但卻被不久前
推出之《鐵達尼號：25周年紀念》重製版(Titanic)取代。

其實《鐵達尼號：25周年紀念》重製版本乃是借住情
人節來臨的氣勢，加上有紀念廿五周年的噱頭，才能打敗
對手。相信雙方的票房成長率，還會繼續上升。不過，這兩片鬥來鬥去，都是六十八歲的美國導演占士
金馬倫(James Cameron)自己的作品，除了《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Avengers : Endgame)穩佔第二位
外，應該還會是穩居全球最高電影票房的、還是不可撼動的《阿凡達》(Avatar)。

情人節看 《兩小無猜》

2 月初，中國民用無人飛
艇飛入美國國境多天，才被
美國總統拜登下令擊落，中

方竟可以向美方提出反對，並要求交退殘體。此語.一出，引起西方
多國的滿堂大笑。 「大佬，是你的氣艇飛入美國國境，而且橫飛直
駛地在空中漫遊4 天後，才被美國擊落。中國毫無疑問是侵犯美國
國境的一方，但竟然可以來個抗議，哪還有什麼國界之分呢？

當然，中美兩國就氣球飛越領空問題，令兩國關係再度緊張乃
意料中事。想不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新近有所透露， 「美國
的高空氣球僅僅在去年，已有十多次非法飛越中國領空, 類似事件，
司空見慣。他又指出：美方去年 曾派出657架次的艦隻或飛機，飛
近中國進行抵近偵察，上月在南海就有64架次。美國濫用自身技術
，對全世界包括其盟友無差別地竊聽，侵犯他國主權和利益，違反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最大間諜慣犯和監

控帝國。中
方多次表明
，遭美方擊
落的民用無

人飛艇，誤入美國領空，屬不可抗力致意外和偶發事件，美方做法
完全是濫用武力，過度反應，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對此，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稱，任何指控美國政府操控監視氣
球飛越中國上空，俱不屬實，反斥中國藉高空氣球收集情報，侵犯
美國及超過40個國家的主權。要是美國於去年己有那麼多次的入侵
中國領空及領海的紀錄，為什麼不在去年提出抗議？反而遲至今天
，被美國抓着痛腳時才 「吐露」，似有 「生安百做」之嫌

又根據針對本月10 至12日，美國軍機在美國和加拿大上空擊落
三個物體的來源，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格倫·范赫克於當地時間十
二日在回答提問時表示，他不排除這些物體的來源的任何可能性，
包括它們可能來自中國大陸，又或是外星人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范赫克還強調，這些被擊落
的物體與美軍上周擊落的中國無人飛艇氣球存在不同，並敦促“不

要將其歸屬於任何特定國家”。
美軍方日前連續擊落空中不明物體的話題不斷被媒體追問。彭

博社報道，當被問及美方是否排除了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美國密
歇根州上空被擊落的物體“來自外星或地外文明”的可能性時，范
赫克表示，“我會讓情報界和反情報界去搞清楚，我不會排除任何
可能性”。“在這一點上，我們將繼續評估每一個接近北美的未知
威脅或潛在威脅，並試圖識別這一威脅。”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當被問及被擊落物體的物
理特徵時，范赫克回答說，“我不會把它們歸類為氣球。我們稱它
們為物體是有原因的”，“我們不知道它們是如何在空中飛行的。
它可以是存在某種內部結構的氣態氣球，也可能是某種類型的推進
系統。但很明顯，它們能夠留在空中。”

范赫克還表示，官員們不知道近幾天這些被擊落的物體來自哪
個國家，這與美國軍方此前擊落的中國無人飛艇氣球不同。“我敦
促你不要將其歸屬於任何特定的國家。我們不知道。”范赫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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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氣球去年十多次飛越 中國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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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份已定 隨安最適當
中 國 當

代 著 名 的
養 生 專 家

梅墨生，上月因病逝世，因他享年僅得59歲，故
而哄動整個中國醫學界。

查梅墨生多才多藝，既是書畫家、詩人、學
者、教授、研究員。也是太極拳家、中醫師、影
響世界論壇副秘書長，中國武術七段，北京吳式
太極拳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武當山武當拳法研究
會顧問。一生注重養生，不時在各種報刊雜誌上
，發表過許多養生經典理論文章。這樣一位教育
大家，但他卻偏偏只是享年59歲，多麼大的諷刺
！他離世時，還未到退休年齡，他的粉絲群眾，
陷入百思不得其解的無窮無盡的思考中。

早年有一個健美操教練馬華也是早逝，作為
“中國健美第一人”，為中國健美運動的代名詞
和象徵，後因白血病逝世，享年僅是41歲。

有著“藥中茅台”美譽的國藥同仁堂，其董
事長張生瑜因心髒病突發逝世，年僅39歲。中藥

在養生領域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但卻並未挽留住少壯掌門
人的生命。此乃第二個諷刺！

中國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可
以作為宇宙最強養生愛好者，他為了尋找長生不
老之法，派遣三千童男童女往外地去尋找仙草靈
丹妙藥，祈求長生不死。結果人去不返，千年下
來，卻創造出現了大日本子國。秦始皇卻真正是
享年49歲便離世。其實普通老百姓，只要不餓死
，基本上也能撐到秦始皇這把年紀的。為什麼貴
為一代梟雄的秦王，卻命簿如斯？真的是令人百
思不解。

網上對於“養生”爭論有三派，第一派的論
調是： 人體內的基因，決定了一個人的壽命，其
他多方的運動、養生、保健、藥療，都是徒勞；
第二派的意思是：生死無常，反正都會死，折騰
吧，不必理會它吧！第三派是我的觀點，怕死不
是養生，惜命才是養生。

假如梅先生的基因裡顯示40歲時腸癌爆發，
結果梅先生自己養生得當，多活 19 年，直到 59
歲才因腸癌逝世，算不算養生的功勞？

又假如，梅先生的基因裡顯示到80歲出現腸
癌，結果梅先生過度養生，長期過度服用保健品

，長期反自然規律的對待身體，減少了21年壽命
，這是不是養生的害處？

以上兩個假設，說明了養生利弊難料，說明
胡吃、海喝、抽煙、喝酒、活到99的案例，最著
名的是抗日戰爭時，活捉蔣介石的張學良，生活
方式跟上述的不良嗜好大有關聯，但他卻是長壽
翁，年過百歲才告別人世。

那麼養生到底好不好？很難說，但是長期用
保健品就肯定不好！

現代社會，科技已經較為發達了，大家都學
過基礎科學的常識。那些所謂的保健品，打著營
養、無毒副作用的旗號, 過度集中的元素進入體
，破壞體內自己的能量平衡，超出計量單位的補
充，長期破壞體內的生態平衡，你以為的無害，
只是現在無法評估評估真實危害。

絕大部分養生者都不是在養生，更多是因為
怕死，所以長期固定生命格式，而生命真的會根
據人的意誌發展嗎？統計學裡的百歲老人，
99.99%的人並沒有養生概念，只是活著活著怎麼
還沒死，今天往前推算100年，1919年前後出生
的百歲老人，從 1919 年到 1980 年，長達半個多
世紀，都生活在飢寒交迫、窮困潦倒之中，他們
活到60歲才迎來改革開放的春風，之前哪有功夫

養生？怎麼解釋又活了40年？甚至未來更長壽。
我所理解的養生，絕對不是保命，而是惜命

。
三餐七分飽，稍微準時準點，別餓死，別撐

死，體內減少生理對抗，至少消化系統減少了患
病概率。養生人士動不動就是辟穀絕食、坐禪修
行，微觀上有沒有異常，只有他們的身體才知道
。

能吃的不能吃的，稍微都嘗試一點點，別克
制，別貪嘴，身體對於營養元素和毒素有正常的
新陳代謝和免疫，才能張弛有度、進退有序。 。
運動多了並不僅是提高生理機能，同時也加速身
體老化。自然界里長壽的動物都是運動量很小的
動物，比如：龜、鶴。看看那些長壽老人，幾個
是運動健將？反觀運動員的平均壽命，贏不了正
常老百姓。

大家都是躺著來到世界，能多睡就多睡，睡
覺降低新陳代謝，身體損耗自然減少。也別睡的
昏天黑地，困了就補充睡眠，醒了就起床，說了
這麼多廢話，養生就是放飛自我，順應自我。高
矮胖瘦喜怒哀樂，別繃著自己，開心就好。人，
生來可能不平等，但是，死是人人平等的，別作
死，適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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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在黑暗之中

黄永玉打算在100岁那一年办一场百岁画展，全

用新画。为了这件事，他每天早起勤奋地画画。

这样的画展他已经办过两次了，八十画展、九

十画展，每一次展览也都是用近10年间的新画。王

明明是北京画院前任院长，小时候跟黑蛮黑妮兄妹

俩一起参加绘画比赛，他有时候管黄永玉叫老爷子

，有时候叫他黄叔叔，直到他也成为画家，今天也

到了70岁，才明白黄叔叔画画的独特之处。

「我分析了很多前辈画家，晚年都是画不准的

。黄胄60多岁的时候就不能站着画画了，身体不好

，都在案子上画，画的透视角度都不对，画的人都

偏了。程十发70多岁的时候，连画变形的东西也画

不准了。齐白石衰年变法，可真正晚年90多岁的时

候也是不灵的，最后的作品他已经糊涂了，但他还

在画。」王明明说。「黄老挑战了人生年岁的一个

极限，他画那么大的白描，还能够画那么精细，那

么准确，他给美术界创造了一个奇迹。现在的画是

他的人生境界。」

百岁画展有一幅尚未公开的作品，画了一只孤

雁。黄永玉的题款像是一句说给自己听的提问，

「雁啊雁，你为什么留下来？」

他最近出了一本诗集，里面是自己一辈子的诗

，他给每一首诗配了插画。其中一首叫做《被剥了

皮的胜利者》，「这是我的自画像。」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主人公是一

个爱唱歌的小牧童，大家都喜欢听小牧童唱歌，阿

波罗知道了，要和小牧童比赛。小牧童答应了，他

忘记了，他的对手是神，阿波罗不能输。小牧童的

歌声打动了人心，可是他被判定输了，失败者被剥

了皮，但苏醒过来，还在唱着歌。

香港导演杨凡第一次看到黄永玉的画，「我的

眼睛突然间好像打开了另外一道门」。那是1979年

，他从香港第一次到广州看黄永玉的画展。「那个

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所有东西都一片灰暗，你

看见他的那个彩色，荷花、樱花、所有的花，就等

于是百花齐放，所有的颜色都出来了！我就很惊讶

，一个中国画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西洋色彩在里面

。」

「黄永玉的艺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

。甭管什么时期，反右时期、『文革』时期，他都

保留了自己的个性。怎么样的变化都没有把他最根

本的东西磨灭掉。你看其他的，有些东西不行，那

么我就隐逸了，可是黄永玉属于不信邪的。有些东

西不行，我给你改过来，就算我改不过来，你过你

的，我过我的，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

「黄永玉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哪个画派他都

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一直在江湖上闯荡，最后归

到美术学院，他也根本没按美术学院那个套路进行

创造。什么都没有拴住黄永玉，黄永玉始终是黄永

玉。他的艺术成就就像一棵大树似的，树形非常大

，有些枝子不见得好看，但是它长成了这样大的树

，别人几乎没有过。」王明明说。

黄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他没数过

，也不记得。只是每天干活，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

，他前半生刻木刻，七十年代画水墨，八十年代画

线描，九十年代在意大利开始画油画和雕塑，回国

后他做过陶瓷，画紫砂壶，与此同时，他还在每年

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给儿子写信说，自己的半

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一笔一笔在

画，后来，一个字 一个字在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

也正因此，他有很多被人遗忘的作品。雷锋最

知名的肖像是一张木刻版画，它自发表之后作为宣

传被广泛转载使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黄

永玉。他最大的作品应该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

《祖国大地》。这幅绒绣壁画宽24米，高7米，但进

入这里的观众很少会专门注意壁画，更难像欣赏作

品一样品读创作用心。

在黄永玉家里还有另一个小牧童，和另一种被

遗忘的作品。张梅溪曾经是儿童文学作家，但几十

年间，她没法写作，承担起很多具体的生活。他们

的小房间没有水龙头，她每天拎着桶出去打水、做

饭、洗衣服，把针管煮在锅里消毒，定点去给沈从

文打针。她喜欢唱歌，喜欢花，喜欢漂漂亮亮的东

西。张梅溪最喜欢下雨天，黄黑妮记得，每个雨天

都像个节日，这个南方来的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去

稻香村买二两排叉，一起吃甜甜的点心，一起踩水

，一起庆祝一个下雨天。

女儿黄黑妮说，那时候总感觉父母好像跟这个

世界脱节。他们明明知道外面的混乱，全家还是要

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他们好像也不懂得忧愁

，周末晚上给孩子们一块糖，两个人手牵手去大会

堂跳舞，他们像年轻人谈恋爱那样，每个星期都要

约会，一起看电影。自她有记忆的时候，家里一直

有花，妈妈总是在家里唱歌，外面的日子很动荡，

但只要回到家，就觉得每一天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好

的。

难过在这个家里只存活很短暂的时间。沈从文

去看望黄永玉，土渣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墙壁上也

是脱落的砖石，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昏暗无光，

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一个窗户，画里的窗外是盛开

的鲜花。张梅溪从外面拎水回家，北京的冬天太冷

了，拎回来时水已经冻成冰，根本没法用，她却依

然开心，点一支蜡烛，把冰反扣过来，一家人兴奋

地围着它笑，「看，冰灯！」

漫长的几十年间，这对年轻父母都没有代表作

，但他们在共同创作一个作品。黄黑蛮今年70岁了

，他记住的童年时代是那时候的书、音乐和电影，

「你读过《孤筏横渡太平洋》（注：现译名《孤筏

重洋》）吗？就是那时候刚译出来，特好看，你一

定要看！还有《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写得太

好了，我们都爱看。那时候Beatles出的专辑，我找

来给我爸听，特别好……」后来女儿从香港给家里

带回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那些歌，黄永玉把磁带藏

在家里。把门锁好，关上窗户，一家人竖着耳朵听

。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忧愁河上的桥》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这个作品也留在了学生身上。画家广军是黄永

玉在美院的学生，直到今天，他都记得黄永玉教给

他的一句话。那是1963年，毕业创作到林区「体验

生活」之前，黄永玉告诉他：「你一定会遇到很多

困难，到时候你就想，嘿，这么难的事让我碰到了

，这多有意思！你看我怎么把它解决了！记住，一

定要这样想。」

黄黑蛮推荐的那些书讲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

国家、不同背景的故事，但它们的内核却是共同的

主题——世界简单至极，星星在黑暗之中。

这是与表叔沈从文一致的脉络。发现黄永玉的

时候，沈从文在文章里对黄永玉的命运有一个悲剧

的预言，他的个性在一个时代将被视为个性鲜明，

在另一个时代就会格格不入。不过，他也写下了应

对方法：

「不妨勇敢地活下去，不必求熟习世故哲学，

不必八面玲珑来取得成功，毫无顾忌地接受挫折，

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这是沈从文50岁的时候留下的经验，黄永玉后

来的写作、木刻、绘画、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择都

践行着这个统一的规则。小说讲究起承转合，他的

文章如流水，从不写大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几

百万字里连一个「但是」都没用过；国画讲究用墨

，他直接拿丝瓜瓤刷颜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调色调

出来的，用的是修正液。「文革」时候，造反派问

他怎么把浪花画出动态，他的答案是拿一块抹布，

蘸上颜色后卷起来一抹就行。写作技巧、笔墨讲究

，他并不是不知道规矩的存在，但是他不在乎，黄

永玉的作品里，每一根线条都叫黄永玉，横七竖八

地肆意活着，它们是一种新的规矩：我管它呢！

1982年，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回家乡凤凰。沈

从文住在舅舅的老屋，对着山喝豆浆。两个人在吉

首大学作讲座。沈从文先上台讲，他说自己毫无成

就，算不得什么作家，也算不得什么考古学家，是

一个「假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天赋是「穿单衣过

冬不怕冷」，什么坚强也说不上的。「我有一个习

惯，我向前走了，我就不回头」。第二个讲话的是

黄永玉，黄永玉摆摆手，「手艺人，不会讲」。

这一年，沈从文80岁，黄永玉58岁。下着雨的

春天，黄永玉找来朋友一起听湘剧高腔《白兔记》

，主角李三娘出场，唢呐一响，院子里的几个老人

都哭了，因为唱的是，「不信芳春厌老人。」

这是沈从文最后一次返乡，5年后，沈从文去世

。在人生的最后，他修改了自己的预言。在《一个

传奇的本事》修订版里，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

「一切不出所料」，而关于黄永玉的悲剧预言是

「一切近于过虑」。临终病榻前，黄永玉听他跟

后辈讲道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别的，时间

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钱，热闹，江湖

评论黄永玉的画常见的关键词有：好玩、新

奇、大胆、鲜艳，不过艺术最受欢迎的成就或许

是——有钱。

黄永玉并不讨厌穷，流浪时穷得叮当响，他

也过得很快乐。但他同样喜欢挣钱，他的很多快

乐也需要钱来实现，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喜欢给

张梅溪买新衣服，很多新鲜玩意他也想要，五十

年代就有唱机，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裤，他的工

作室还有数不尽的新书和唱片，这些快乐都需要

钱。这个问题年轻时好办，他有使不完的力气，

工资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挣稿费继续

花。后来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黄永玉从早到

晚闷在工作室干活，不再有力气刻木头了，那就

画画。香港喜欢色彩鲜艳的画，那就画得五彩缤

纷。香港人喜欢买大画，越大越值钱，那就画大

画，越画越大。

荣宝斋艺术总监雷振方在香港见到了90年

代的黄永玉，一个将近70岁的勤奋新画家。这时期

他画了很多作品，最著名的作品是《山鬼》，迥异

于此前的作品，用色大胆，画幅巨大。它们给人的

冲击感很强，产生了一种对国画的颠覆性认识：画

还可以这样画吗？

更多大胆的作品署名黄永玉出现了。家里的小

猴死了，他把小猴画在了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上

，最初面值8分钱，后来成为邮票史上价格最高的作

品，一度实现「一枚猴票一辆车，一版猴票一套房

」。家乡的酒厂找他出主意，他拿猴票挣来的稿费

给他们出了酒瓶的设计方案，后来最出名的一款酒

就是红极一时的「酒鬼酒」。

金钱、声名、艺术、人情，在黄永玉身上是混

沌的边界。这位艺术家勤奋地画画，但他也真诚地

喜欢钱，喜欢大宝石，喜欢最新的跑车。成为他的

朋友其中一项标志是，他会热情地拉着你去书房参

观他的宝贝。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

一个手表，还有一沓写着「黄永玉 收」的信封，那

是每一次作品发表后寄来的稿费，全是现金。但他

的快乐仅限于展示，关上抽屉，黄永玉还是黄永玉

，穿70年前买的风衣，用小木匠给他做的木刻刀，

喜欢吃女儿做的腌黄瓜。

这份混沌的顶峰是万荷堂。这是从诞生就充满

了江湖色彩的名利场。1995年，黄永玉再次回到北

京。在此之前，他用画画挣的钱，天涯海角买房子

，老家的、中国香港的、意大利的。这次他不想买

了，他要自己盖房子。

于是，黄永玉以黄永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建筑

。他告诉我，万荷堂是他自己设计的，最初的蓝图

也是他自己画的。我找到了这份蓝图，是一个画在

卷尺包装盒背后的涂鸦。负责盖房子的柳运宠至今

记得接到任务时的痛苦，「就巴掌大的纸盒」，黄

永玉的要求不容置疑，「就盖这个房子」。

最终落成的万荷堂占地8亩，里面有一个12米

宽的大画室，3亩的荷塘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荷花，院

子一角装下过一整个戏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时

招待500人聚会，厨房的烤炉烤过全羊，烤过鹿，旁

边的停车场依次停着不同款式的跑车，他的另一个

交通工具停在画室门口，是一架德国运回来的马车

，黄永玉偶尔会赶着马坐马车转转。

万荷堂有以下特征：自由、烧钱、三教九流。

其中自由是最要紧的，艺术家在这栋建筑里追求无

拘无束，荷塘里的花不允许修剪，野草不准拔，院

子里的狗也不拴绳，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荷塘院子

里的房子不允许使用一根钉子，一切都要按最自然

的方式来，树长成什么样，盖房子时就用什么样。

唯一抗议这种自由的是施工队。工头一次次跟黄永

玉吵架，他们用经验跟他讲道理，盖房子不能追求

纯天然，砍下来的树没有标准尺寸的，一头大一头

小，拿它们当大梁，房子会塌。

黄永玉在万荷堂有自己的规矩。他养了一院子

的狗，其中有两只，一只叫科学，一只叫民主。在

这里，卖画不讲价，讲价放狗。

「他有他霸气的一面，一般画家不好意思谈钱

，但他就是大方地告诉你，你不能少给了他。」王

明明说。「他接触的人多了，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

式告诉别人，我不缺钱，我那边开一个劳斯莱斯，

你就不能把钱拿少了去买我的画，明白吗？对着这

些世俗的人，他只能是这样。他知道怎么对付不同

的人，对很多老朋友，他绝对是真情的，作品里也

没有任何金钱。这是他的智慧。」

这里见证了北京城21世纪初最鼎盛的热闹。黄

永玉喜欢聚会，万荷堂进进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画

家、官员、商人、学者、厨师、服务员、戏班子、

舞狮队、弦乐队……王明明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

，黄永玉送给他的字是「举重若轻」。采访全程，

他只在回忆万荷堂盛况的时候扛不住了：「在万荷

堂上百人来了，一坐一下午，我去我真闹心。」

「像咱们觉得这么多人，心里头一两天都乱糟

糟的，可他高兴。黄老做人，能放能收。他高兴完

了，热闹完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做自己的事儿，什

么都没耽误，马上沉下来，第二天还是照样写，照

样画，我觉得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大家看他光鲜

，但没看他用功，艺术上没有过那一关，再聪明的

人也不可能到达那个境界。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但

又没变成负担。」王明明说。

许多作品都是在热闹之后的第二天画出来的。

他的画室有一架升降机，巨幅画布钉在墙上，他常

常从早到晚对着一面墙画画。他喜欢上了画大画，

画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画布，他就有了越来越多5米

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

《春江花月夜》。

万荷堂里的黄永玉是一个艺术家最复杂的时刻

——十分艺术，十分江湖，十分黄永玉。他只请过

「文革」期间给他送花的花匠给画展剪彩，从此以

后画展没有剪彩仪式，八十画展请柬上还标注着

「恳辞花篮」。作家北岛办杂志筹不到钱，在黄永

玉家做客的时候谈了自己如何碰壁，黄永玉转身去

房间拿了一幅刚画好的画给他，让他拿去卖钱。这

样的他也受过骗，给家乡捐赠，给酒厂做设计，捐

钱修建学校，钱没了，事没办好。他生气，画画，

骂人，然后忘了，继续上当受骗。

万荷堂最热闹的地方曾经是门口的亭子，取名

「侃亭」，父老乡亲都能来这里跟他闲聊，海阔天

空，侃侃而谈。这种人际乌托邦只短暂存在于没人

认出他的那段时间，后来知道了住这儿的老头儿是

黄永玉，万荷堂就开始隔三差五遭小偷，偷他的画

，偷他的摆设，最后偷走了他给侃亭题名的匾。后

来黄永玉发了狠，把「侃亭」两个字刻在大石头上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再也没有人能偷走他的字了

。在万荷堂门口，我见到了没了匾的侃亭，的确没

人能偷走他的作品了，只是在黄永玉的刻字旁边，

多了一堆陌生人的署名——「×××到此一游」。

他也知道，自己的画不再只是一种艺术表达。

现在见了老朋友，想念至极，想送他画，有时候刚

答应了送一幅，颜色还没调好，站旁边等着画的老

朋友就开口了，「哎呀，我家是两个孩子。」

80岁那年，他改写了孔子的话，「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

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到了90

岁，三米的长卷上是他的感慨：「世界长大了，我

他妈也老了。」 (未完待续）

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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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首部共感式衝擊震撼電影《疫

起》，由《我們與惡的距離》金鐘獎最

佳導演林君陽攜手《返校》金牌監製李

耀華打造，今日釋出前導預告與海報，

曝光重量級卡司，包括王柏傑、曾敬驊

、項婕如、薛仕凌及特別演出的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謝盈萱共同飆戲。

《疫起》前導預告描述醫院內病毒

無預警蔓延，病患在地上爬行，引爆一

連串的生存危機；飾演胸腔科醫師夏正

的男主角王柏傑，預告中警告薛仕凌：

「你不怕啊！會死人的。」他指出《疫

起》這部電影的每個角色都充滿故事，

自己飾演的醫生夏正，是將每一個角色

串聯起來的核心人物；而開拍前透過實

地到醫院實習，深入觀察醫生這個職業

的真實面貌，看到許多堅守信念的醫師

，令他相當感動。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

員曾敬驊則飾演懷抱滿腔熱血的醫護人

員，他說：「因為這部電影，讓我更欽

佩所有的醫護人員，有他們的犧牲與付

出，才有今天的大家，也希望觀眾能藉

由《疫起》看到我不同以往的演出。」

與曾敬驊有精彩對手戲的台北電影

節非常新人項婕如詮釋身在危險風暴的

一員，挺身而出對抗未知的病毒，並且

堅守到最後一刻，她說：「相信觀眾可

以透過這部電影，理解那些別人的無能

為力，以及同理每個人的困難處境。」

。另外飾演為調查病毒真相，不惜捲入

封院風暴的記者金有中的金鐘視帝薛仕

凌則說：「我的使命，是將真相抽絲剝

繭為社會大眾報導事實，戰場上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位置，觀眾可以透過《疫起

》這部電影，反思若是你身陷其中，會

做出什麼選擇？」

今日同時也釋出《疫起》雙男主角

前導海報，畫面彷彿被壟罩在一層防護

罩中，隔著充滿霧氣的表面，穿著防護

衣的男主角王柏傑，透過文案「我也是

人，可不可以不勇敢？」暗示身為醫生

的他，也會有脆弱的一面；另一款為同

樣擔任醫護人員的曾敬驊，透過文案

「選擇害怕，你要怎麼救人？」形容他

不畏懼病毒，挺身而出的精神。

劇情描述草草結束工作，只想趕回

家休息的醫院胸腔科主治醫師夏正(王柏

傑 飾)，在離開醫院後，卻因為一位車

禍重傷的急診病患而被緊急召回。夏正

的病患，同時也是八卦媒體記者的金有

中(薛仕凌 飾)，因收到風聲聽聞有不知

名病毒在各大醫院爆發，為了挖掘獨家

，積極的想找出感染源頭，而千方百計

住院。另一方面，男護理師安泰河(曾敬

驊 飾)與實習醫生李心妍(項婕如 飾)為

彼此相愛的熱血醫護人員，對自己的工

作十分有熱忱，在醫院一待就是好幾天

，在病毒爆發時不但遇上封院，也面臨

了被吞噬的人心。電影將於4月14日在

台上映。

王柏傑警告薛仕凌：會死人的！
新片病毒無預警蔓延 「病患地上爬」

林柏宏最近攜手許光漢演出電影《關

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挑戰飾演

同志鬼老公，此次受邀擔任《明潮》雜誌2

月號數位封面人物，還分享以前在聯考衝

刺補習班的「靈魂出竅」的經驗。

林柏宏在訪問中坦言《關於我和鬼變

成家人的那件事》中角色個性鮮明，難度

不小，「喜劇本身的節奏，和角色性格上

的誇張，其實是滿困難的，一開始不是很

確定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到，雖然是挑戰

，但也很好玩，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種既

有共鳴，又不刻板的表演。」

而聊到靈異經驗，林柏宏透露以前在

補習班教室睡午覺時，睡一睡忽然醒來

，發現其他人都還在睡，這時居然看到

自己也正在趴著睡覺，有一種好像靈魂

出竅的感覺。他想說怎麼會這樣，想要

睡回去自己的身體，可是卻睡不回去，

感覺身體整個很僵硬，然後很努力地想

要進去自己身體，就一直不斷用力，結

果感覺很大力的撞到桌子，突然覺得好

痛，他就醒來了：「可能就是人家說在

睡覺的時候，遇到這種感覺都是因為身

體很勞累，然後你身體的反應跟不上腦

袋或心裡的速度，才會這樣。」

林柏宏也親吐自己的理想型，希望對

方是個很自在的人，也喜歡看電影跟大

自然，如果喜歡接受新事物的人，他認

為可以在生活中一起去經歷很多沒經歷

過的事情：「比如說我的興趣，她可能

也會有興趣參與，她也可以分享她的生

活給我。」

有趣的是，林柏宏在遊戲過程中自爆

糗事，透露自己是一個很健忘的人，很常

忘記拉拉鍊，常常等到回家要換褲子的時

候才發現褲子拉鍊沒拉，然後都不知道上

一次拉鍊被拉下來是什麼時候。他講完馬

上驚呼：「我好怕下一次我出席各大公開

場合，大家都會注意我的拉鍊，糟糕！不

小心自己爆自己的料！」

好糗！林柏宏忘記拉拉鍊 回家要換褲子才發現

學不會做人，那就不要做人了！2023

最狂青春犯罪驚悚爽片《黑的教育》由影

帝柯震東首執導筒，三位鮮肉蔡凡熙、

朱軒洋 、 宋柏緯詮釋交換祕密的高中畢

業生，展開瘋狂又考驗人性的殘酷之夜。

電影日前入選大阪亞洲電影節正式競賽單

元，今（10）日發布正式海報和預告，揭

露更多劇情線索，兄弟比膽量反被追殺，

三屁孩暗夜狂奔，刀光下友情見真章，淒

厲慘叫混搭淚水、汗水及血水，引爆腎上

腺素。玖壹壹團長春風重量級客串演流氓

，力挺導演卻在大街被油漆「教訓」，慘

不忍睹的模樣，讓動手的蔡凡熙直呼「怕

變成消波塊」。

被影評人形容是「超級麻辣鍋」的犯

罪驚悚片《黑的教育》片長77分鐘毫無冷

場，劇情刺激痛快，最新預告中蔡凡熙手

提油漆朝春風潑臉的超猛畫面，引爆網友

熱議，談起被逼著幹壞事的橋段，蔡凡熙

坦言超緊張，因為當天不僅要潑油漆還要

加碼拿酒瓶砸頭，他拍攝前先去向春風拜

碼頭，沒想到獲得對方阿莎力回應：「沒

關係，你就放心潑！」還好正式拍攝一次

成功，讓蔡凡熙鬆了一口氣，打趣笑說：

「希望以後我去台中不要變成消波塊。」

而片中遭脫衣慘虐快要死掉的「韓吉」宋

柏緯也跟春風有不少對手戲，他回憶：

「春風哥光站在那邊就很有感覺！一上戲

就有大流氓的感覺，我記得有場戲他要踹

我一腳，喊卡後立刻跑過來關心我，非常

會照顧人。」意外揭露春風私下暖男的一

面。

導演柯震東表示會找春風除了兩人的

好交情，也是因為看過對方演出作品，覺

得他很有「電影感」。春風在片中飾演黑

道老大「興哥」戴立忍旗下的得意助手阿

泰，替他掌管江湖事，戲份不多但相當搶

鏡，柯震東說：「春風很能調整，我要他

高興一點、兇一點，都能給出不一樣的表

演。」不過春風即便被稱讚演得好，每次

拍完還是會緊張私訊他：「導演，要真的

OK耶！不要不好意思講喔！」就怕好友

講的是場面話。

《黑的教育》今同步曝光正式海報，

紅色血跡加上混亂的塗

鴉刮痕，暗示三屁孩誤

入黑道窟，不見血回不

了家！本片未上映先傳

佳報，闖進大阪亞洲電

影節競賽單元，過往包

括《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血觀音》都曾入

選，蔡凡熙將代表劇組

赴日爭光，開心直呼：

「超級興奮啊！第一個

念頭就是我可以去大阪

環球影城跟吃大阪燒了

，很多年沒參加國際影

展，有種重新出發的感

覺。可惜無法跟導演和其他演員一起，我

會幫他們把榮耀一起帶回來！」

《黑的教育》講述三個高中少年畢業

當晚集結天台，交換見不得光的壞祕密，

說出來的話卻一個比一個毛骨悚然。為了

歡送青春，其中一人被逼著幹下大事，誰

知玩笑過頭，意外觸發暗夜奔逃，堪稱最

慘成年禮。好人壞人，都得先學會做人！

電影由禾豐九路娛樂有限公司、岸上影像

有限公司製作，麻吉砥加電影發行，2023

年３月10日全台上映。更多資訊請上官方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BadEd-

ucation2023及IG官方帳號：https://www.ins-

tagram.com/badeducation2023/ 。

《黑的教育》蔡凡熙被激怒把事情鬧大

重量級客串春風慘被潑漆砸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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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阿祖)張藝謀大導演

新作《滿江紅》在內地

勁 破 40 億 人 民 幣 票

房，成為兩年來中國賀

歲檔票房冠軍；正式宣

布3月2日香港上映，

更會逢周末緊接推出口

碑優先場！電影起用

《你好，李煥英》沈

騰、《少年的你》易烊

千璽任雙男主角，二人

齊顛覆固有形象，攜同

張譯、雷佳音、王佳

怡、岳雲鵬等一眾實力

派演員演繹一個氛圍緊

張，充滿懸念懸念再懸

念的嶄新懸疑燒腦佳

作。電影公司在農曆新

年假期後陸續推出優先

場，不少影圈中人更慕

名而來，均對電影予以

高度評價。

台灣上映《悲情城市》數碼版
梁朝偉難忘侯孝賢鼓勵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寧寧）1989年由名導
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數碼版將於24日在台
灣上映。該片當年奪下第46屆威尼斯最佳影片金
獅獎，也是台灣首次在國際三大影展獲獎作品。
睽違33年再推出4K數碼修復版，香港影帝梁朝
偉睽違10年為《悲情城市》數位版首映會訪台，
與劇組夥伴相見歡。首映會現場更宛如劇組同學
會，出品人邱復生，演員梁朝偉、高捷、陳淑
芳、吳義芳，編劇朱天文，剪接師廖慶松，錄音
師杜篤之與攝影師陳懷恩等成員齊聚。當晚活動
結束後梁朝偉和片中的“三哥”高捷敘舊、大啖
特製涼麵，還相約到日本後一起騎腳踏車。

侯孝賢染疫恢復中未現身
梁朝偉，1989年才26歲的他在片中飾演李天

祿的小兒子“林文清”，是靠經營相館維生的聾
啞人士，青澀模樣都被留在膠卷裏。梁朝偉在電
影開演前，上台分享當年拍攝心境，他感謝導演

侯孝賢當時對他的諸多鼓勵，更表示會愛上文學
小說都是因為侯孝賢。侯孝賢未現身首映，大家
關心導演侯孝賢身體狀況，編劇朱天文透露：
“來這裏之前有跟侯導做了一個商量，因為他去
年9月染疫之後，身體變得不好，3個月下來侯導
每天走路，現在身體也慢慢恢復原先的狀況，但
評估後還是決定不出席今天的盛會。”

而飾演林家大哥陳松勇妻子的金馬影后陳淑
芳，則有感而發表示：“33年過去了，當年用生
命一起打造這部經典的夥伴們，有的成就非凡、
有的老了、有的走了，皆留給大家對他們的尊
敬、讚嘆及緬懷。”在拍攝場景九份出生的陳淑
芳也感激地說：“33年前由侯導帶領一群熱愛電
影的人，用他們的熱忱與心血，將這個曾經繁華
精彩，進而沒落的多元城市，重新注入生命，編
織出‘悲情城市’，讓九份再增添色彩，在演藝
界震撼人心。”陳淑芳下台時，梁朝偉還貼心地
牽着她下台。首映會結束後，梁朝偉和高捷等劇

組一行人到知名餐廳吃特製涼麵，原來當時他來
台灣拍《悲情城市》，第1天上工時，梳化姊姊
分享了一盒涼麵給他，從此他在拍片期間天天想
吃台灣美食涼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為
慶祝經典漫畫《美少女戰士》問世30
周年，Jimmy Choo 與《美少女戰
士》攜手推出聯名系列手袋、皮具、
圍巾、太陽鏡、皮帶，香水等產品。
折射出《美少女戰士》對流行文化的
影響。並邀得品牌好友沈月(Ayla
Sham) 出席是次活動，多位新生代名
人，包括盧慧敏(Amy Lo)、陳欣妍
(Shirley Chan) 等一同見證這聯名系
列的誕生。

身為美少女戰士的忠實粉絲，沈
月難掩興奮：“美少女戰士是我童年
最喜愛的漫畫之一！這次聯名系列最
吸引我的單品是Sailor Moon水手月
亮粉及膝靴和刻畫了漫畫中名場面、
配有與之顏色相配切面JC扣的VA-
RENNE QUAD加小碼單肩包。此系
列將五位美少女戰士的力量融入生
活，並透過鞋履和配飾展現女性柔美
氣質與力量賦權，演繹這一漫畫作品
的核心理念。”

電影《滿江紅》，是導演張藝謀入
行 36周年的自編自導的最新作

品，他將傳奇故事以全新獨特的角度切
入，以一宗奇案出發，帶領觀眾到達一
個感官剌激而且需要腦洞大開的觀影世
界，令看過優先場的觀眾都大呼耳目一
新！當中最讓人嘖嘖稱奇的不少得張藝
謀大導演以畫面說故事的新高度，鏡頭
在宅邸中不斷切換視角，甫出場已經充
滿儀式感的六位演員，都在不經意中進
進出出——沈騰、易烊千璽、張譯、雷
佳音、王佳怡、岳雲鵬演出的六位要角
都背負着讓人猜不透的秘密任務。雖然
影片長達近160分鐘，不過兇情發展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影片的爽勁節奏，
結合着強勁節拍音樂、主演們的接力登
場，配上無法預測的鏡頭走向，把觀眾
帶入這宗“兇殺案”的迷局之中，幕幕

驚喜，並跟隨主演們緊迫的步伐，試圖
開啓對真相的追尋。

易烊千璽造型夠狠
為了能讓觀眾更投入於《滿江紅》

的故事，導演張藝謀集結了中國電影圈
的現今炙手可熱的六位實力派演員。沈
騰飾小兵張大、易烊千璽飾親兵營副統
領孫均、張譯飾宰相府總管何立、岳雲
鵬飾副總管武義淳、王佳怡飾舞姬瑤
琴，15日首度發布的預告片中，六位都
是令人拍案叫絕。其中，作為當今觀眾
喜愛度超高的男演員沈騰，憑自身魅力
與不俗演技收穫超高美譽；而年僅22
歲，影響力與實力兼備的人氣偶像組合
TFBOYS成員易烊千璽，早前成功憑
《少年的你》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
新演員。兩位男主角今次合作可謂由頭

帶到尾，均被張藝謀打破固
有印象重新開發；電影中一臉
籌謀的沈騰，完全抹去了以往如
《你好，李煥英》中讓人忍俊不禁的
狀態，而易烊千璽的鬍鬚與疤痕造型，
結合隨時出鞘的手中刀，讓他帶來成熟
穩重兼狠心的一面。

張導任亞洲電影大獎評審主席
另外，亞洲電影大獎學院15日宣布

邀得國際著名導演、上屆亞洲電影大獎
最佳導演張藝謀出任第十六屆大獎的評
審主席。張藝謀對此次擔任評審團主
席，表示希望盡量做好自己的工作，評
選出有代表性的亞洲電影作品：“我認
為‘亞洲電影大獎’的設立，對推動亞
洲電影文化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告訴世
界：我們在這裏。”

張藝謀燒腦佳作圈中人 度高 價評
《滿江紅》劇情懸疑 6主演演技大爆發

◆◆ 梁朝偉專誠赴台出席首映梁朝偉專誠赴台出席首映。。

◆◆沈月不斷追沈月不斷追
求進步和擴展求進步和擴展
個人能力個人能力，，於於
時尚界嶄露頭時尚界嶄露頭
角角。。

◆◆ 張藝謀導演出任第十六張藝謀導演出任第十六
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審主席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審主席。。

◆ 岳雲鵬（中）演副總管武義淳，表情搞笑。 ◆ 沈騰演小兵張大，演技十分了得。

◆◆ 易烊千璽飾演的親兵營易烊千璽飾演的親兵營
副統領孫均副統領孫均，，台型十足台型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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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與嘉欣首度與嘉欣（（上上））合作拍合作拍
感情戲感情戲，，吳子冲緊張吳子冲緊張。。

冷艷男吳子冲迷魂龔嘉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棠）龔嘉欣在14日晚的

《新四十二章》劇集中和吳子冲再度以神話造型亮相，
演繹魔羯座神話故事，當中嘉欣的皇冠及曲髮Look吸
睛、其誇張表情亦相當搞笑，甚有喜感；劇情講述嘉欣
與兩位哥哥林景程及易宇航因看子冲不順眼，不斷向對
方挑戰，豈料子冲除了是隱世詩人，廚藝、摔角及跳棋
樣樣皆精。

談到首度與嘉欣合作即有不少感情戲，吳子冲坦言
拍攝初期難免緊張，並謂全靠對方幫忙過渡：“有她和
監製在現場指導，我放鬆了好多，嘉欣拍戲會給很多感
情進去，所以我只要放鬆，就很自然會發揮到內裏感性
的一面出來。”子冲在劇中首度飾演邪氣角色，三年級
已接觸劍擊的他一改形象以冷艷男風格登場，獲讚高大
有型，與嘉欣淋雨一幕更令人看到心動。子冲笑言很大

突破：“編審同監製看完我《七公主》之後，說發覺我
有一點壞和一點邪。”又謂角色最大難度是絕不能chok
（耍帥）。“監製說要cool與chok之間平衡。”子冲續
指為了更入型入格，刻意畫了眼影：“我的妝令到林景
程在劇裏面都有不少爆肚對白，都很好笑，希望觀眾會
喜歡。”談到劇中有不少動作場面，子冲自嘲是容易受
傷的男人，更獲劇組封“玻璃人”：“我排戲練拳時都
已經經常受傷。”

此外，馬海倫飾演的夢遊一幕亦相當搞笑，而鄭家
生為防她出意外，施展“半空翻騰”、“擒拿手”等絕
技保護，身手敏捷度令網民大感驚喜，留言大讚“世外
高人”！現年66歲的家生自1981年起已為電影擔任武
術指導，更曾獲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動作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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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休斯頓報導) ABRSM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
會舉辦的音樂評鑑)是全球規模最大、且最具權威的音樂鑑定考
試機構，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學人孜孜不倦的參加其音樂鑑定，
真心希望能了解自己的音樂實力與程度。每一學期，Cixi音樂教
室都會有不同的學生參加ABRSM的評鑑，從剛剛起步階段的一
級開始、到高級程度的純演奏文憑都有。最近，新的成績出來，
Cixi音樂教室的學子們再次贏得ABRSM的肯定，取得出色的成
績。
ABRSM:國際間最具權威的音樂評鑑機構

ABRSM成立目的是為推廣音樂教育，努力提供地區性之音
樂考試、及音樂教育一個完整體系與架構，一般考試分為第一到
第八級，其後是ARSM (純演奏文憑)、DipABRSM (委員會文憑)
、LRSM (演奏執照、教學執照、指揮執照)、和FRSM (院士)。
凡是通過的人，都會收到由倫敦本部所頒發的證書。

以往，ABRSM一年只有兩次現場考試，現在則增加了網路
考試。學生和家長們可以選擇要參加現場術科考試，還是遠距演
奏考試。

現場術科考試內容包含考曲三首，音階、視奏和聽力測驗，
每一年只有兩次報名機會。而遠距演奏考試包括四首 「考試曲目

演奏」，內容沒有包括
考音階、視奏、聽力測
驗項目，隨時可以參加
，只要準備好就可以報
名，學生和家長都比較
沒有壓力，所以參加的
人比以前更為踴躍。
老師們用心引導

Cixi音樂教室的老
師們，都是音樂大學畢
業的音樂專家，具有多
年豐富教學經驗，只要
學 生 有 興 趣 參 加
ABRSM，老師都站在

鼓勵的立場跟學生解釋，並且非常用心的指
導，幫助學生們準備考試。

目前，Cixi教室裏的學生們多半喜歡參加
遠距演奏考試模式，學生在任何時候只要準備好演奏的四首樂曲
，就可以錄影上傳參加，成功獲得卓越成績的學生也越來越多，
學生的成就感不斷上升，同時也變得更喜愛學習音樂了。
證明自己並設立新目標

Cixi音樂教室的創辦人Cixi認為: 參加ABRSM考試的目的，
是為了證明自己的音樂水平，同時建立新的目標，尋找對音樂興
趣的刺激，並不是為了讓學生添加壓力。

Cixi總是鼓勵學生們，挑選自己喜歡的考試曲目來學習，這
樣才會享受準備考試的過程，考試的時候才能情緒投入，並自然
流露出曲子的風格。

一般來說，學生準備曲目的整個過程大約是1-2個月，如果
用太長時間去學習同樣曲子的話，學生會開始煩躁厭倦，考試便
變得沒有意義了。
放在國際的標準來評量，激發潛能

在美國，有些人也會參加美國的音樂評鑑，然而，美國的標
準沒有國際的高，如果要站在世界的角度來看自己，ABRSM絕
對是一個重要的認可。

ABRSM認證了孩子的學習成果，學生們參加各個等級測試
被國際所承認，能夠了解學生整體的音樂素質，讓學生更有動力
在音樂的路上繼續前進。

Cixi過去曾經教過兩個公立學校，她覺得ABRSM的考試和
學校的考試不同。她表示： 「我們教室裏的學生能在ABRSM考
試中找到自信，而不是一個競爭的目標。當然，並非所有的人都
適合參加音樂考試，我們不會強迫學生去參加ABRSM，但只要
有興趣報名的學生，老師們都會幫學生發揮實力，將個人的學習
進步和造詣放在國際的標準來評量，激發他們的潛能去表演音樂
。而家長對學生最大的支持，是幫助孩子找出時間來作每天不間
斷的練習；更好的父母是，當孩子不累的時候，給予練習樂曲的
稱讚和獎勵。
幫助自己更好地理解音樂

於學生來說，參加ABRSM都是自己的選擇，想知道自己是
否真的到了某個程度，是那個程度裡很厲害的?或者只是及格?想
對於自己的音樂程度更加的了解。當然，因為是自己願意去參加
的，當成績出來之後，也會很開心期待下一次的晉級測試。老師
們並不會逼迫學生參加，所以學生不會對這個考試有壓力或是反
彈。

Cixi音樂教室的一位學生Kristi 表示: 參加ABRSM 幫助她更
好地體會與理解音樂，更深入地理解音樂理論。另一位學生
Helen則說，參加ABRSM 讓她很開心，因為她覺得自己在音樂
上有所成就，她很高興看到自己的音樂考試成績，並且知道自己
在音樂方面做得很好。

Cixi音樂教室的焦點，是幫助學生在學習音樂這條路上，能
找到樂趣與成就感，以引發學生的音樂興趣為先，一旦學生樂在
其中，自己便希望能更上層樓。對於家長的部分，如果有不了解
ABRSM的，Cixi音樂教室也會對家長解說，當家長們看到孩子
的音樂不斷有進步，也都非常開心。

在同學之間，如果看到認識的朋友ABRSM的成績出來，或
是已經考到第幾級了，也會有激勵的效果，能彼此鼓舞。
Cixi音樂教室(Cixi Music Studio)

佳評不斷，Cixi音樂教室被譽為是大休斯頓地區最好的音樂
學校之一，教授鋼琴、歌唱、小提琴、吉他等，有一對一教學，
也有優質的小班課程，三個教學點都位於華裔朋友居住比較密集
的地方，分別在休斯頓中國城、梨城和凱蒂。教師團隊專業、富
有熱情、認真、親切，都有豐富的演奏與教學經驗，至今已耕耘
了17年個年頭。
連絡電話：281-826-2256。
中國城地址： 9730 Town Park Dr., Suite 96, Houston, TX 77036
梨城地址：2809 Miller Ranch Rd. Suite 401, Pearland, TX 77584
Katy地址：15022 Lakefair Dr., Richmond, TX 77406
網站：https://www.ciximusic.com/
Facebook頁面https://facebook.com/ciximusicstudio/

在國際權威的鑑定中獲得不凡成績在國際權威的鑑定中獲得不凡成績
CixiCixi音樂教室的學子贏得音樂教室的學子贏得ABRSMABRSM肯定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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