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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寺院涉嫌大屠殺緬甸寺院涉嫌大屠殺 至少至少2222人死亡人死亡
【美南新聞泉深】緬甸消息：根據一名醫生的驗屍報告，上周至少有 22 人在緬甸中部近距離被槍殺，其中包括叁名佛

教僧侶，反對軍事統治的人稱這是對平民進行的屠殺。
兩年前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的緬甸軍政府發言人表示，軍政府曾在撣邦南部平朗地區(Pinlaung region of southern

Shan state)與叛軍發生沖突，但並未傷害任何平民。
軍政府發言人佐敏屯（Zaw Min Tun）在一份聲明中說，克倫尼民族國防軍 (KNDF) 和另一個反叛組織在政府軍抵達後

進入南內因特（Nan Neint) 村，為當地民兵提供安全保障。
他說：“當恐怖組織猛烈開火時……一些村民被打死打傷。”
KNDF 的一位發言人說，其士兵週日進入南內因特，發現屍體散落在一座佛教寺院中。
KNDF 和另一個組織克倫尼革命聯盟 (KRU) 提供的視頻和照片顯示，屍體的軀幹和頭部有槍傷，修道院牆壁上有彈孔

。
葉佐（Ye Zaw ）博士是自政變以來成立的流亡民政部門民族團結政府的一員，他的驗屍報告稱，自動武器很可能在近

距離殺死了 22 人，其中包括叁名藏紅花長袍的僧侶。
該報告稱：“由於在其餘屍體上沒有發現軍裝、裝備和彈藥，很明顯他們是平民。由於所有屍體都是在南甯寺院內發

現的，這顯然是一場屠殺。”
根據當地媒體報道以及抵抗力量和組織緬甸見證人（Myanmar Witness）核實的衛星圖像，該地區的戰鬥至少持續了

兩週，據稱南內因特大屠殺現場及其周圍約有 100 座建築物被燒毀，記錄侵犯人權的行為。
自 2021 年 2 月軍方奪權以來，這個東南亞國家一直處於危機之中，推翻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昂山素姬領導的政府，結

束了十年來邁向民主的試探性步驟。

抵抗運動，其中一些是武裝的，在全國範圍內出現，軍方已使用致命武力予以反擊並將其標記為“恐怖分子”。一些民族
軍事力量也支持反對軍政府。

民族團結政府人權部長昂苗敏（Aung Myo Min）表示，過去兩週，軍政府至少四次加強了戰鬥行動，襲擊了手無寸鐵
的平民群體。

他在一次網絡媒體會議上對記者說：“很明顯，軍政府的戰略是以平民為目標，這是一種反人類罪。”
軍政府否認它以平民為目標，稱其軍隊只對“恐怖分子”的襲擊作出反應。
據非營利性政治犯援助協會稱，自政變以來，至少有 3,137 人在軍事鎮壓中喪生。
聯合國指責軍隊犯有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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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青春期，社会大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叛逆

”。

其实，“叛逆”只是表象，是背后更深层的问题

所表现出来的假象，家长只有关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才能开启与孩子的沟通大门，才有可能真正的解决问

题。

“叛逆”的本质原因一：父母失去掌控感的焦虑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情况下家长说孩子叛逆：孩子

不听话了、会顶嘴了；孩子有个性了，不按父母的思

维模式行事了；孩子追求独立了，不与家长沟通了；

孩子脾气暴躁了，敢跟父母发火了.......家长认为孩子

“叛逆”了。

这些都只是父母的主观评判，归根结底，是父母

没有真正理解青春期的本质，没有真正站在人类发展

的角度看问题，家长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懂孩子的一切

，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应该对孩子有所掌控。

然而事实是：从孩子6岁开始，父母就离“了解

孩子”越来越远了。随着孩子与父母的分离，孩子与

社会环境接触越来越多，与父母的认知差异就会越来

越大，孩子的精神也越来越独立。

孩子成长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从完全依附父母，

到逐渐独立并最终成为完全独立于父母的个体的过程

，这是自然规律。

所以，父母所谓的“叛逆”，其实更多的是父母

掌控感的失去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虑感。

我们来好好想想，孩子不好好学习家长为什么那

么焦虑？归根结底是担心孩子的未来，担心背后的本

质原因是父母希望孩子的未来符合自己的设计和期待

。

尽管这种掌控很多时候被称为“责任”，但是我

们也要仔细回想一下，我们这些成年人，有多少人是

完全按照父母规划和设计走到今天的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只有那些拥有独立人

格的个体才拥有健康的心灵。有的人一辈子摆脱不了

依赖，有的人却一辈子追求独立，这些都源于原生家

庭的过度控制。

所以，尊重孩子追求独立的自然规律，最终我们

终将越来越失去对孩子的掌控感，尊重孩子是独立的

精神个体，我们才能获

得精神上的解脱。

“叛逆”的本质原因二

：生理成熟与心理不成

熟的矛盾

那些被贴上“叛逆”标

签的孩子，他们都有哪

些特征呢？喜欢批判、

喜欢特立独行、容易偏

激、容易情绪失控......

青春期的问题之所以成

为一个人类共同的话题

，说明这是共性的问题

，共性的问题必然存在

某些客观规律。

这个客观规律就是：青

春期的孩子，处在一个生理上成熟和心理上不成熟的

矛盾阶段。这导致他们像成人，但显得幼稚；像儿童

，但各方面也都趋于成熟。不仅给父母的感觉是混乱

的，他们自身也是混乱的。

首先，生理上已经成熟，成年人管他们叫孩子，

只是源于现代文明导致的社会化延后。但是在遥远的

原始社会，这个时候，个体已经进入繁衍的阶段，他

们的身体已经为生命的延续做好了一切准备。

根据佛洛依德的人格发展理论，这个时候，除了

器官上的成熟，一种叫做“力比多”的能量也充分释

放。

在“力比多”的驱使下，他们要追逐个性，喜欢

展示自己，让自己显眼；他们要争强好胜，时常想挑

起冲突并在冲突中获得胜利，以证明自己优秀；他们

要超越父母，成为新的“王”.......一切的目的，只为

证明自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获取优质的生育资源

。

这是人作为动物的生物本性，是人类的集体潜意

识。

但是现代文明人为压制了这种天性的释放，力比

多不会消失，它要么会变成一种对外的攻击性行为，

让孩子变得格外叛逆；要么就会变成一种对内的攻击

性行为，变得自卑、压抑和抑郁。

我最近接诊的一个孩子，因为厌学被妈妈带着来

找我。青春期的孩子往往是不跟父母沟通的，他的妈

妈以为自己很了解孩子，开始认为只是单纯的自驱力

和目标感不足。

但是我让孩子画树木画，通过树木画投射分析，

才知道孩子厌学的真实原因。当原因被看到，孩子也

承认，妈妈才大吃一惊。

这个孩子不是自驱力和目标感不足，而是她喜欢

的男孩不喜欢他，让她感受到自卑，进而讨厌那些与

男孩喜欢的女生相似的女生；而喜欢他的男孩她不喜

欢，让她觉得肮脏，于是想把自己包裹起来，这些复

杂的负性情绪潜藏的心中，几乎消耗了身体全部的精

力，让她无法投入学习。

这个时候不仅是个体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也是一生中智力的顶峰时期。

运算（泛指一切智力活动）速度不仅非常快，逻

辑思维的发展也来到辩证思维阶段。这使得他们的思

维活动依赖性迅速减弱，独立性和批判性快速提高。

但是由于认知的不全面和社会经验的缺乏，导致

他们在进行辩证思维的时候视角狭窄，容易二元对立

，容易偏激。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博学多识的孩子并不容易偏

激，他们的思维甚至比一般成年人更显得成熟缜密；

而有的成年人可能一辈子也不能达到辩证思维的水平

。

因此，青春期的所谓“容易偏激”“容易批判”

的“叛逆”行为，有生理发育的原因，也有认知和经

验不足的原因。要避免孩子的“偏激性思维”最好的

办法就是让孩子从小多读有智慧的书，多经历、多体

验。

“叛逆”的本质原因三：同一性症候群与父母养

育认知的冲突

青春期是个体自我概念发展的关键时期。根据埃

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青春期的个体要完成“自我同

一性”的任务，才能形成健康的自我概念，最终才能

形成健全的人格。

什么是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就是一个人对自我的

认识和对自己的情感，以及由对自我的认识和对自我

的情感所引发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态度。包括主体我

和客体我两部分。

所谓主体我：就是一个人知道我是谁？我有什么

特点？我如何看待自己的？我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

所谓客体我：就是别人如何看待我？我在别人心

中的形象如何等等。

在青春期以前，个体的主体我还未发育完全，客

体我占优势。儿童对自己的认知主要来源于父母、老

师和他人。所以他们会很在意别人的评价，父母或老

师夸奖会让孩子格外骄傲；父母或老师批评会让孩子

形成较低的自我评价，进而形成低自我效能感。

所以，父母切记不要对孩子随意贴便签，不要随

意给孩子负面的评价，成年人给孩子的评价，就是孩

子对自己的认知。

到了青春期，主体我迅速发展，他们开始探索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我是

怎样的一个人？”等等问题，目的就是为了形成清晰

的自我认识。这是青春期的核心任务之一。

青春期的另一核心任务就是完成“自我同一性”

。所谓“自我同一性”就是完成主体我和客体我的整

合，形成一个对自己的全面的、立体的最终认识和对

自我的最终评价。

如果个体能够形成积极的主体我，能够客观地看

待客体我，最终形成一个客观的同一性的我，个体就

能形成完整的人格，否则就叫做“同一性失败”，导

致“同一性症候群”。

有些个体在青年期会继续整合，最终完成“自我

同一性”，形成完整人格，而有些个体可能到死也不

能完成整合。

整合或同一性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核心原因

是：主体我被压制，被限制自我探索，最终不能形成

自我认识；或客体我严重偏离客观，比如长期处于消

极的环境和负面评价中，或长期处于纵容和吹捧的环

境中，都会导致客体我失真。

如果父母、老师或孩子所处的环境总是压制孩子

的个性，给与过多的不客观的评价，孩子很容易同一

性失败，形成同一性症候群。

同一性症候群的症状有：

陷入偏执的关于“我是谁”的思考中而不能自拔

，这可能会让他人感受到一种神经质症状

勤奋感丧失，自我效能感低，过度的负能量消耗

过多精力，导致无法专注，无法开展学习

逃避和拒绝与人来往，变得自卑、自闭和抑郁

过度自信，沉迷于自我幻想，导致很多过激的行为

时间前景障碍，不相信机遇、不期待未来，进入

一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

否定社会，或反社会，寻求社会所排斥的生活方

式或价值观

......

心理诊所或心理机构所接待的所有“叛逆”少年

，归根溯源，都是家庭养育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反思

一个问题：青春期问题，到底是青春期的错还是家庭

教育的错？

当然，天底下没有哪一个父母要故意伤害孩子，

要故意把孩子养废，每个家长都真心希望自己的孩子

成为社会栋梁之材。本质原因是养育知识的匮乏，养

育知识匮乏的原因是缺乏社会科普。

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沟通？

青春期的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与自然发展规

律有关，也可能与“同一性失败”有关，也可能与父

母自身的沟通方式有关。

首先，父母得接纳这个阶段孩子的生理特征，尊

重他们的独立性。

其次，父母要改变沟通的技巧，从问候和关心开

始打开孩子沟通的大门，通过“关怀式”提问积极倾

听孩子的内心，不做主观评判，建立与孩子的沟通信

任感。

接下来，逐渐可以与孩子客观性地探讨一些问题

，互换观点，尊重孩子的观点，哪怕观点听起来很幼

稚很偏激。重新建立情感连接，成为孩子的朋友。

然后，你必须真诚地、负责任地帮助孩子解决所

遇到的问题，无论是情感问题、学习问题还是其他问

题，而不是充当指责者、批评者和观望者，父母必须

成为孩子坚实的靠山才能让他有足够的安全感，从而

形成积极的自我认识。

如果您确实不知道从哪里切入跟孩子沟通，也可

以寻求老师、心理咨询师的协助。

要提示的是：老师和心理咨询师并不能实质性地

解决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深层次问题，孩子与父母之间

的问题必须父母和孩子一起解决。老师和心理咨询师

的意义是帮助家长打开孩子的心扉，找到问题解决的

切入口，以及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提供指导和建议。

解码青春期：“叛逆”只是背后深层问题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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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行業擔心後果由於行業擔心後果，，監管機構敦促監管機構敦促
尋找矽谷銀行的買家尋找矽谷銀行的買家

【美南新聞泉深】一些金融業高管和投資者周六越來越擔心
，如果監管機構在周末沒有找到買家來保護矽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的倒閉造成的未投保存款的損失，可能會對其
它美國地區性銀行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專注於初創企業的銀行 SVB Financial Group週五成為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倒閉的最大銀行，市場動蕩不安，企業和
投資者的數十億美元資產陷入困境。

知情人士周五表示，被指定為接管人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 正試圖在周末尋找另一家願意與矽谷銀行合並的銀行。

一些行業高管表示，這樣的交易對任何一家銀行來說規模都
很大，可能需要監管機構為任何買家提供特殊擔保和其它補貼。

這家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克拉拉的銀行擁有 2090 億美
元的資產，是美國第 16 大銀行，這使得可以在周末完成交易的
潛在買家名單相對較短，他們不願透露姓名，因為情況在不斷變
化。

據彭博社報道，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正
在權衡設立一個基金，使監管機構能夠支持陷入困境的銀行的更
多存款。

報告稱，監管機構在與銀行業高管的對話中討論了新的特殊
工具，並希望這樣的措施能夠安撫儲戶並幫助遏制任何恐慌情緒
。

然而，尚不清楚監管機構是否會獲得政治支持，為這家迎合
矽谷初創企業和投資者的銀行提供救命稻草。

美聯儲和 FDIC 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白宮週六表示，喬·拜登總統已與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就該

銀行以及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進行了交談。
紐森週六表示：“每個人都在與 FDIC 合作，盡快穩定局勢

。”

一些分析師和知名投資者警告說，如果人們不擔心自己的存
款，如果在周一之前沒有解決方案，其它銀行可能會面臨壓力。

風險和金融諮詢公司 Kroll 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好消
息是，SVB 式的破產不太可能波及大型銀行。”

然而，小型社區銀行可能會面臨問題。 Kroll 補充道：“如
果 SVB 的未投保儲戶不完整並且不得不削減他們的存款，風險
會高得多。”

矽谷銀行的存款水平異常高，這些存款不在 FDIC 的擔保範
圍內，上限為 250,000 美元。

億萬富翁對沖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週六在一條推文中表示
，未能保護所有存款人也可能導致其它機構提取未投保的存款。

阿克曼警告說：“這些提款將耗盡社區、地區和其它銀行的
流動性，並開始破壞這些重要機構。”

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 的創始人兼首席投資官凱爾·
巴斯（Kyle Bass） 告訴路透社，美聯儲需要在周日晚上亞洲市
場開盤前為 SVB 安排“聯姻”。

他補充說：“他們必須向儲戶保證，由於這次合並，他們將
得到全額付款，並恢複銀行系統的穩定性。”

週五地區和小型銀行股受到重創。標準普爾 500 區域銀行
指數 (.SPLRCBNKS) 下跌 4.3%，本週跌幅達到 18%，為
2009 年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周。

Signature Bank (SBNY.O) 下跌約 23%，而總部位於舊金山
的 First Republic Bank (FRC.N) 下跌 15%。 Western Alliance
Bancorp (WAL.N) 下跌 21%，PacWest Bancorp (PACW.O) 下
跌 38%，此前這些股票因波動而停牌數次。 Charles Schwab
Corp (SCHW.N) 下跌超過 11%。

Signature Bank、First Republic Bank、PacWest Bank 和
Charles Schwab 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Western Alliance

Bank 拒絕置評。
行業高管表示，一些銀行可能會尋求先發制人地籌集資金以

鞏固其資產負債表，或嘗試自行達成交易。
當 IndyMac 和 Washington Mutual 於 2008 年倒閉時，

FDIC 找到了其它公司來接管資產並保持存款完好無損。如果找
不到 SVB 的買家，未投保的儲戶可能會得到 FDIC 可以通過出
售銀行資產籌集到的任何資金的一部分。
全球多米諾骨牌效應

在英國，SVB 在當地設有子公司，財政部長傑裏米·亨特
(Jeremy Hunt) 週日表示，他正在與首相裏希·蘇納克和英格蘭銀
行合作，以“避免或盡量減少”因席捲該行的混亂局面而造成的
損失。

亨特告訴天空新聞：“整個週末，我們一直在按節奏工作，
整夜工作。我們將很快提出計劃，以確保人們能夠滿足他們的現
金流需求來支付員工工資。”

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副本顯示，超過 250 名英國科技公司高
管週六簽署了一封致亨特的信，呼籲政府幹預。

兩名知情人士周六告訴路透社，諮詢公司 Rothschild & Co
正在為 Silicon Valley Bank UK Limited 探索破產迫在眉睫的選
擇。英國央行表示，它正在尋求法院命令，將英國分支機構置於
破產程序中。

然而，一些專家認為最近一次崩盤的影響有限。
TD Cowen 分析師 Jaret Seiberg 週五表示：“我們不認為

這是對銀行系統安全和穩健的更廣泛威脅的開始。矽谷有一種獨
特的商業模式，與傳統銀行相比，它對零售存款的依賴程度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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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時光荏苒，離開香港不經不覺47 年。七
十年代的香港，值得我怀念的事情數之不
盡、其中最為我朝思夢想的是香港粵劇界

中的 一對出色的老棺花旦夫妻阮兆輝及尹飛燕。我得以
結識他們，全賴我一位叔伯張明先生。他是香港粵劇界
的出名編劇家，每逢週末，我跟隨他左右 ，到利舞台、
新光等劇院，看粵劇演出。因此認識了阮氏夫妻，繼而
從他倆的身上，使我對粵劇粵曲，產生了萬分喜愛的感
情。

尹飛燕被稱為今天香港的 「全才花旦」。自1962年踏
上台板演出折子戲《昭君出塞》，至今剛好一個甲子。

在剛過去的星期日於西九舞台上，舉行了《尹飛燕飛粵60載》慶祝
活動。上個月，燕姐更獲香港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她感嘆自己
「真想不到，我只讀過一年書，可以有個榮譽院士。為此，她寫下

了 「她的一生」 「當年11歲的我，在香港紅磡差館內幫媽媽替警察
洗軍裝衣服，忽然有位警察太太、就是當年著名歌伶何飛霞，她曾
聽到我閒時自我唱歌，覺得我聲音很好，於是鼓勵我不如去學唱粵
戲。但是媽媽的朋友都說不要讓我去學戲，學不來的，不如去捧酒
樓捧點心，那麼她們都有蝦餃燒賣吃和喝杯茶。但我聽後，卻決定
用心去學唱戲，我感恩有好多好師傅逐個字地教我。上世紀六十年
代媽媽買來一副好貴的錄音機給我，在課堂後，我可以重聽學習。
聰明的媽媽也用供會的方法，無論我做戲衫與否，每個月給戲服師
父一個金額，所以每當做新戲衣，也不用一次過去付款，這個方法

是我媽媽想到的，我好感激媽媽為我鋪了這一條好好的路，我可以
踏足舞台至今，今日我取得榮譽院士，我第一時間告知媽媽，你不
用擔心，現在很多人爭着奉茶你飲了。」

燕姐當年的丈夫阮兆輝突然有一日提出要我們分開，一說分開
就分開，沒有預兆的，但我為照顧仔女和做戲，我沒有特別去理會
，別人說得對，有緣就合，無緣就分，不用有理由。初時我以為他
會回來，可惜兩年多後，他就要我簽紙離婚，當時我很辛苦不開心
。幸好有戲班班主，叫我集中精神演出，不要想那麼多，先顧住自
己一對兒女。

我有個好處，天掉下來當被冚，多少愁多少恨，隔天便沒事了
，當時媽媽去世，我又遇上離婚，旁人怕我會自殺，但我捱得過，
因為我相信天無絕人之路……最初對前夫是想再見不是朋友，後來
我想通了，男人就是這樣，不可以太苛求，現在他的太太搞劇團班
演出，我都會參加，我覺得丈夫已是人家的，不需要再去計較，其
實我已經原諒了他，否則我也不會和他一齊合作做戲，我沒有隔夜
仇，半年已經放低，我覺得自己也很快樂。」

「我從未想過追求第二春，當年自己子女才十一二歲。要養大
他們長大，我十分辛苦。萬一我再婚，又再走錯路，兒女都不會喜
歡自己。我覺得做單親媽媽吧！自食其力，也不算辛苦，囡囡好乖
，唸大學時，決定不去英國讀書，改去多倫多，就是要為我節省一
年10萬元，後來仔仔都過去讀。我鼓勵他們要好好讀書，但兒子德
鏘時時都會跟着爸爸，孩子的興趣不能剝削，初時我偷偷去看他在
劇團由低做起，新一代知道行內規矩好重要。我覺得仔仔都好適合
做我這一行，因為他轉數快，所以我都栽培他，支持他做文武生，
他現在減肥，一定會成功，現在兼任我的經理人，分擔了我的工作
，我好開心。」

「有人說我不笑的樣子好惡，第一次和劇團老闆林建岳一起去

曼谷見世界上著名神學家白
龍 王 時 ， 他 第 一 句 就 說 ︰
『不要再抑鬱，開心些，開

心要做人，不開心也要做人
，不要執着，寬容的樣子更
靚。』現在我最開心湊孫，
孫女今年4歲，好喜歡看大戲
，更愛走到幕前謝幕，一次
忘 了 拖 她 出 去 ， 她 就 說 ︰
『嬤嬤你做乜唔拖我出去？

我遞定手仔㗎喇……』」
「我入行 60 年從未想過

退休，今個月16日我74歲，
我好慶幸這年紀腰板都好直
，我最近認識了一批新朋友
，周潤發（發哥）、黃日華、李司棋（司棋姐）大清早相約跑步，
發哥教我怎樣呼吸，甚至會幫大家按摩肩膊，他真的好好人。其實
在我生命中出現了很多好人，我要多謝每一位老師和戲班的兄弟姐
妹，如果沒有他們便沒有今天的尹飛燕，我更要多謝媽媽為我鋪了
這一條路，我只讀過一年書，原來除了讀書，人生還有很多學問可
以去學，學到做到，一定有回報。」

燕姐數十年來對粵劇界的建樹和貢獻大家有目共睹，還有，她
那種睡前忘掉一切，醒來努力未來的精神，更值得我們學習！

我遠在美國，知道她新近有這些榮譽，也不忘自己曾是她的影
迷，也一盡自己身為 「世界自由撰稿人（Freelandce) 的身份，為她
讚頌一下： 「燕姐，你係得嘅！」

懷念 「全才花旦」 尹飛燕

七年前，駐守在世界各地
的美國領事館內，曾經出現
了一些工作人員患上奇 特病

徵的怪病：就是出現聽力下降、頭暈、噁心、偏頭痛、乏力等症狀
，其中大部分患者是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常駐工作人員。此種現像困
擾了美國外交官多時，仍是未解謎團，固此美國政府稱之為：“哈
瓦那綜合症”

過去部分中央情報局人員認為：可能是俄羅斯使用特定裝置 來
襲擊美國外交人員。但是美國情報官員三月一日公佈調查解密報告
，指出美國的外國對手不太可能和“哈瓦那綜合症”有關。

然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所領導的政府早前卻認為，這是古巴使
用某種“秘密武器”所引致，固此將此稱為“哈瓦那綜合症”，為
此不解之謎，甚至一度在二○一七年撤離了大部分美國駐古巴使館
人員。

美國政府機構與部門截至目前為止，一共錄得約一千五百
宗相關個案，有七個美國情報機構在九十多個國家與地區進
行為期兩年多的調查，結果認為，美國的“外國對手”要對
“哈瓦那綜合症”負責的可能性極低。不過，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普賴斯在三月一日的記者會上說，在情報評估方面，這個工作
永遠不會完全停止下來的，意思就是： 他們會鍥而不捨地追求真相
。

兩名熟知調查情況的情報官員上周三對此進行簡報，指出大多
數調查的病例，其實都有不同的病因，從環境因素到未確診的疾病
都有，目前尚未找到大多數病例或所有報告都具備的單一因素。

另外，在調查過程中，則有證據顯示“外國對手”並未參與其
中。這份評估報告還發現，“沒有可信證據”表明任何美國敵人擁
有可能導致“哈瓦那綜合症”症狀的“武器或收集裝置”，包括電
磁能量脈衝發射器，或是可能無意中傷害他人的監聽設備。

情報官員提到，大多數美國情報機構，都已得出結論，就是美
國的外國對手，不太可能需要對此負責；有些情報機構甚至考慮過
“外星人需對此事負責”的可能性，但目前已被排除。負責監督美

國情報單位的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表示，各機構將持續研究“哈瓦
那綜合症”相關事件。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諷刺美國早些時候曾將矛頭指向
俄羅斯，現在的調查結果卻打破了美國對俄羅斯“邪惡帝國”的刻
板印象。她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所以事實證明，我們的‘邪惡帝
國’形象被打破了？”

從醫學角度看，“哈瓦那綜合症”出現的症狀，很可能是強電
子輻射造成的不良反應。根據“稜鏡門事件”當事人斯諾登爆料，
美國使領館等駐外機構，廣泛參與了監聽、監視活動，大量收集所
在國的信息，包括監聽移動電話。這類監聽活動，肯定需要大功率
電子設備。

如果斯諾登爆料屬實，那麼美國使館人員的“哈瓦那綜合症”
純屬自作孽，得了“監聽後遺症”。美國自己做了甚麼壞事，應該
心裡有數，卻天天賊喊捉賊。

“哈瓦那綜合症”就是美國自導自演的一齣“國王的新衣”鬧
劇，哈瓦那綜合症”或自作孽，全世界都明白，都在看笑話，只是
沒人點破而已。美國卻不自知，還以為全世界都不知道美國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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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花。祭卯光耀迎千瑞
， 玉兔精靈鎮百邪。

吟嘯風生雲霧撤， 民胞物與穗禾嘉。 五洲大地通關口， 行旅天涯
四海家。

際此玉兔新年 ，我這位 「為食書生」，保持多年來的新春慣
例，趁春光大好的正月週日年初一，不用回美國校區上班，暫時
拋開書案文牘，特意由城外茅舍，駕車來到中國城，走進好友嫦
姐母子經營的榮記飯店中去，跟店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眾，
來個新春賀歲，跟大家拜過早年。

當我走進老友記榮記飯店餐樓時，頓覺眼前為之一亮，只見

在收銀機櫃枱之前，出現一條人龍，粗略一計，有12 人之數
，他們都是到來購買榮記的拿手的燒烤食品： 明爐火鴨、脆
皮燒肉、蜜汁义燒、豉油皇雞、香滑貴妃鷄...，但見嫦姐運刀
如飛，手起刀落地斬切食客所定買的新鮮出爐的燒烤出品。嫦

姐一位表姐，也運指如飛地點動收銀機，收取款項.. 及接聽電話外
賣。此外三位企枱靚姐，齊心合力地分工合作： 一邊招待堂上食
客、一邊協助打包外賣食品、一邊穿梭於大與餐樓之間，傳遞堂
上食客的餸菜。

目睹此情此景，我知情識趣，沒有怎樣多言多語，只是暫坐
一邊，喜看榮記的繁榮環境。心中回憶起跟嫦姐相交相識也有近
18 年光景，那時她在中國城興旺的悅來酒家任職餐樓，我這位
「為會書生」乃該店常客，自經她首次招呼我後，便感覺到她是

一位知心的服務人員，出菜快、回頭視察快、而且態度親切，說
話時面帶笑容，與她同在一起時，如沐春風。是以往後她分別轉

到中國餐聽、香港食街去上班，我若是得知，也大多是如影隨形
。及至一個偶然機會，知道她接手一間飯店來經營。天下間那有
這麼巧合，舊老闆是此地資深廣東名廚榮叔、及休市名人Kent 哥
、 我們都是相識近40 年的朋友。更巧合的是嫦姐 的兄長陳泉先
生，原來是我相識的香港飲食業朋友。猶記我尚未移民來美國之
前，任職於香港可口可樂公司廣告部。一週上班六天，天天駕車
週遊香港各個地區，巡視可口可樂的銷售業績。每天中午，便會
停車到九龍新浦崗大友街上之國華大酒家上食午飯。它哪裡的燒
味飯，香遍九龍，是我跟可口可樂同事的至愛午餐。當年負責國
華酒樓燒烤部的小廝，正是今天嫦姐兄長陳泉先生。你看世事巧
合不巧合。

所以自從得知陳氏兄妹合資經營之榮記飯店後，但凡燒烤食
品，我不作別家之想；隨卻榮記，再難有別家勝過我老友記榮記
矣！君如不信，請移玉步到榮記一試，食後便知龍與凰！

楊楚楓楊楚楓

榮記新歲前途似錦



2月27日深夜，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网站

变为黑白色，公众自发缅怀，以悼念当日在京逝

世的我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

厉以宁是国内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之

一，参与推动了“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2018

年获颁“改革先锋”奖章。治学之外，他雅好诗

词，诲人不倦，大家风范令人追慕。直到晚年，

他依然心系国民经济发展，关注农村经济和民营

企业，为中国企业发展提出建议。

“泰斗”逝去，梳理他的一生，以其笔下的

词句为线，回望他作为学者、学子、师者以及诗

人的多面人生。

学者：“缓流总比急流宽”

1955年，厉以宁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在陈振

汉等老师的推荐下留系工作，任资料员。为经济

系老师提供借阅服务的同时，还要搜集、整理、

编译国内外的新资料，他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大量

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

这份“冷寂”的工作，厉以宁一干就是20年

。后来他将这个阶段视为大学之后，又一重要的

知识积累期。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神州。在特殊

的历史节点上，他和众多知识分子一起加入了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中，将担任资料员时期注

意到的西方经济学“非均衡理论”，联系国内当

时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的状况，发展出

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经济非均衡理论”。他认为

，经济改革应该通过培育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

市场主体而逐步走出困境，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至关重要。

1986年4月，正当世界银行建议中国采用一

次性全面放开物价的“休克疗法”解决价格“双

轨制”的弊端时，厉以宁在北大的研讨会上首次

提出了所有制改革。面对上千名听众，他登上讲

台直言：“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

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

的成功！”

当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厉以宁的文

章《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从理论上详细讨

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

构造。此后，股份制改革借由一个个试点落地，

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实践。厉以宁因此被视为“股

份制的首创者”（尽管他指出，这个说法并不准

确），甚至有了“厉股份”的响亮名号。

除了为所有制改革鼓与呼，他还主持起草了

《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

台“非公经济36条”，在全国掀起了以鼓励支持

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其

著作覆盖西方经济史、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

型发展理论、经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

域，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

革、扶贫路径探讨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

突出的贡献。2018年12月18日，他获授“改革先

锋”称号，获颁奖章。

尽管屡获殊荣，难得的是，厉以宁不改学者本

色，耄耋之年仍坚持每天写作上千字的学术笔记。

他强调，经济学要“联系中国、解决实际问题”。

2020年，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建立40年之际

，90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的厉以宁，欣然接受南

方日报的采访，寄望深圳由区域中心城市向国际

化大都市转型，珠海横琴迈出更大的步子，为珠

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探索新路径。

他也语重心长地说：“特区的发展一定要登

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

停滞。”

学子：“治学当如竞渡舟”

1930年11月，祖籍江苏仪征的厉以宁出生在

南京户部街。南京旧称江宁，因此他以“宁”为

名。

南都记者了解到，由于父亲经商，4岁时，

厉以宁随家人迁沪，曾就读于著名的南洋模范中

学。随后战火波及上海，全家逃往湘西避难，他

仍不忘读书，考进了流徙至此的长沙名校雅礼中

学。抗战胜利后，厉以宁回到南京，在金陵中学

继续高中学业。一向偏爱文学、有着“作家梦”

的他，被这所学校的理科教学激发出了“工业救

国”的志向，短暂就业后便决心继续深造，从而

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小学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1951年，厉以宁托好友赵辉杰报名高考。这

位好友认为他文理兼长，填报经济系或许比学化

工更有优势，“擅自做主”改了他的第一志愿。

当年夏天，厉以宁果然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

京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身）。“至

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

佳选择。”晚年，他这样回忆。

同年8月底，21岁的厉以宁走进了当时还在

东城区沙滩后街（京师大学堂旧址）的老北大。

次年，随着全国大规模院系调整，他也分流到了

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迁往原燕京大学所

在的燕园。

当时的未名湖畔，被他满怀深情地记于笔下

：“这里风景秀丽，水塔照影，湖畔柳岸成荫，

岛亭、小山、临湖轩、再加上办公楼前的草坪、

华表、小桥流水，的确是吸引学生每日清晨到这

里来学习的地方……”大学四年，8个寒暑假，

他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度过的。

求知若渴的学生，又恰好遇上了一批春风化

雨的名师。用厉以宁的话说：“我是踩在巨人的

肩膀上。陈岱孙、周炳琳、赵迺抟、罗志如、陈

振汉，还有张友仁，各人把自己的所长都教给我

。”

时任系主任陈岱孙毕业于哈佛大学，教授经

济学史，从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一直讲到凯恩斯

理论，梳理历代经济学家的贡献与不足；同是哈

佛大学博士的陈振汉，主讲中国经济史，对善于

思考发问的厉以宁多有关照；研究制度经济学的

赵迺抟，发现有个年轻学生经常来图书室借书，

主动邀请他来自己家做客：“有些书这里没有，

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

国民经济计划课教师罗志如，有时会引入一

些前沿的理论思辨，三言两语点拨学生。厉以宁

印象尤深的是，他曾在课堂上提到过，传统的自

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可能还存

在着“第三条道路”。30多年后，这段回忆让厉

以宁醍醐灌顶。

“回想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大

学，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建设

，关心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是多么重要的学

习积极性的根源啊！”厉以宁曾感慨道。正是在

大学老师们的影响下，他的研究领域明确了下来

：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

师者：“只计耕耘莫问收”

厉以宁一生不曾离开讲台，他的课堂和讲座

也总是吸引着无数求学者。

已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

系教授的张一驰，仍记得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

听厉以宁讲座时的场景。他形容这场讲座“拥挤

得像春运的火车”。张一驰随着人流从后台挤到

主席台上，坐在厉以宁背后听讲。“第一次见到

老师竟是与老师‘同台’。”张一驰回忆，“准

确地说，我只见到老师的一个背影，一个会让我

牢记一生的背影。”

上世纪80年代，厉以宁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座。

厉以宁的另一名学生江明华，如今是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教授。在他看来，

一直坚持给本科生讲课，并以此为乐，是最能体

现厉以宁平易近人的地方。“厉老师在承担了非

常繁重的社会工作的情况下，一直坚持给本科生

讲课，并认为这是教师应尽的职责。”

后来，张一驰总结了厉以宁讲课的特点：

“开门见山，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主题引入，直

接面对人们的困惑与知识盲区；观点鲜明，没有

任何模棱两可的‘两头堵’；问题明确，全部内

容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逻辑缜密，问题分析和阐

述丝丝入扣。”

他感慨：“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一个

好的老师就应该像厉以宁老师那样，讲自己的话

，这样才能不用讲稿，才能让自己的授课充满魅

力，才能真正地影响学生。”

作为老师，厉以宁给予

学生的不只学术上的启发，

在生活上也多有照拂。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

大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雷明

回忆自己留校之初，“工资

低，居住条件差”，厉以宁

曾鼓励他“好好干，条件会

逐步改善的”。

1994年，雷明的孩子生

病住院，厉以宁和妻子知道

后，拿出500元送给雷明应

急，还叮嘱其他学生帮忙照

应。后来，厉以宁还把自家

缝纫机送给雷明一家，那是

当年等了好长时间才轮上的

缝纫机票。“这台缝纫机给

我女儿补了许多衣服。后来

当身高一米七多的女儿来到

老师面前时，老师和师母流

露的那份欣喜和慈爱是难以

用笔墨描述的。”

南都记者注意到，这样

慈爱的老师，也曾有发火的

时候。

“我见证的老师的发火

，都是对我极好的指教。”

北京大学教授于鸿君见到厉

以宁第一次发火，是在1991

年元旦前夕，他和几个同学

相约拜访厉以宁和师母，期

间谈到他们给校外学生上课

时，出过一道考题：对我国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重要

贡献的经济学家是谁？备选

答案里有厉以宁和其他几位著名学者的名字，要

求学生选择其中之一。

厉以宁听了很生气，告诫他们：“你们不能

这样做，很不好，很不客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千千万万学者

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只是其中一员

。要知道，学者有贡献，官员也有贡献，企业管

理者乃至农民都有贡献，土地承包制不就是农民

的贡献吗？包括你们这些研究生也在做着自己的

贡献。一本著作、一篇文章、一个演讲、一个发

言，甚至讲一堂课，只要有新意，都是贡献。怎

么能说只有我做出了重要贡献呢？备选答案里的

其他经济学家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很尊重他

们，尽管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在从不

同方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的发展努力探索着。”

诗人：“沉沙无意却成舟”

“穿户，穿户，小燕巢边寻路。轻轻两翼低

挥，停停又复起飞……”

这是1964年，厉以宁看着一岁的儿子蹒跚学

步而写下的诗句。

厉以宁在经济学领域可谓家喻户晓，人们以

为这样的经济学专家，大约整日埋首经济学研究

，对家长里短不放心上。但不同于这样的刻板印

象，厉以宁的爱好与自己的专业相去甚远。他爱

写诗，细腻的笔触里有国家大事，有经济思想，

也有家长里短的真情流露，其中不乏被诗词爱好

者鉴赏传颂的佳作。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厉以宁用诗

词记录下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湖边残雪风吹

去，墙外麦苗青几许，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

丛闻笑语。黄昏忽又潇潇雨，乍暖还寒何足虑，

隆冬已尽再难回，历史无情终有序。”

1997年，厉以宁夫妇在广东。

2007年初春，厉以宁带队到广东调研，早起

在汕头海边见到渔民赶海，看着朝霞变幻下波平

浪静的海滩、熙熙攘攘的人群，写下了这首《长

相思· 汕头海边所见》：“岛上春，滩上春，斗

笠遮阳赶海人，欢歌情意真。鱼满盘，贝满盆，

快速蹬车转后村，云来天渐昏。”

厉以宁的经济思想藏在诗作里。他认为，海

洋是资源的宝库，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加快实

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之一。海洋旅游、远

洋捕捞、海水养殖等都是海洋经济的一部分，要

向海开放、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海洋产业，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和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要向海洋要

食物，依靠海洋致富，通过“靠海吃海”，让渔

民的腰包“鼓起来”，让渔民富起来。

2016年，厉以宁又写了一首关于广东的诗。

这诗缘起于2002年，厉以宁第一次到湛江调研，

湛江两大特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湛江

徐闻县大面积种植的菠萝，其面积及产量均超过

全国的三分之一，具有甜酸爽口、清脆多汁等特

性，很受顾客欢迎。厉以宁在参观菠萝种植地时

脱口而出“菠萝的海”四个字，并在此后公开场

合频频提及，从此这四个字便很快响彻全国，成

了湛江菠萝产区一个响亮的名号。

另一个是高品质珍珠。湛江因地理环境得天

独厚，养育出来的珍珠粒大、圆润、细腻、色彩

瑰丽，堪称珍珠中的佼佼者。

厉以宁很希望湛江的菠萝和珍珠能做大做强

，在与当地的官员、果农、珍珠养殖户等座谈交

流时，他专门提到了要做出规模、做出品牌、做

出效益的努力方向。

14年后，厉以宁再次率队到湛江调研，很高兴

地看到当初的两大愿望都已实现，于是欣然写下这

首《踏莎行· 再到广东湛江》：“阵阵清风，琴弦

自弄，园林再到谁迎送？导游已换几批人，菠萝的

海齐传颂。漂洗珍珠，莫教手冻，尽心挑选名声重

。喜见中外客商来，全球珠市原非梦。”

厉以宁的诗句中也寄托着个人的细腻情感。

厉以宁与夫人何玉春在长女刚满月时即分居，长

达十几年。1971年，何玉春背上铺盖，主动调到

厉以宁所在的江西鲤鱼洲，一家人终于得以团圆

。他为此著诗一首《鹧鸪天· 迎何玉春来鲤鱼洲

》：“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

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

，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

隔万重。”

厉以宁的多面人生：是改革先锋也是诗人

BB55
星期日       2023年3月19日       Sunday, March 19, 2023

傳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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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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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0）日全

台震撼上映，近日演藝圈好評炸裂，包括

金馬影后賈靜雯、陳柏霖、林書宇、曾敬

驊、陳姸霏、孫盛希、9m88、李國毅等人

都發文力挺，狂讚「超爽猛片」、「柯導

太有才」，柯震東本週末三天將親率演員

跑映後，以導演身分直接和觀眾面對面交

流。

柯震東的電影處女作《黑的教育》今

起上映，預告觀看次數已突破110萬，暢

快淋漓的情節讓大家直呼過癮，金馬影后

賈靜雯就激讚：「黑的教育真的是教育的

一種方式，看完真的覺得人有好多面向，

不是只是社會價值評斷的那樣，喜歡柯導

裡面的大量特寫呈現，喜歡那種有點賤賤

的暴力好笑！」林書宇導演看完驚喜直呼

：「太屌了吧！黑色幽默人人會說，但台

灣很少電影真的做到，黑的教育真的是又

驚悚又爆笑，娛樂效果十足的爽片！」

陳柏霖在第一場特映就出席，留言推

薦：「柯導真的厲害！電影非常好看。」

映後也二話不說答應包場力挺兄弟；曾和

柯震東在《初戀慢半拍》飾演母子的于子

育對蔡凡熙、朱軒洋、宋柏緯的表演印象

深刻，「三個主角各自精湛的演技，自然

中又一路翻轉的人性面向，最後發展出爆

炸性的的震撼教育。」《木曜4超玩》主

持群之一的阿部瑪利亞寫下：「很有魔力

的一部片，很魔爹斯！」台北電影獎最佳

男配角高英軒幽默以「五指推薦」表示：

「看的同時心裡不斷讚嘆每個演員的表演

，導演風格明確，彷彿昆汀塔倫提諾，電

影的刺激與風格，瘋狂卻又引人入勝。」

《黑的教育》網路聲量持續火熱，三

位鮮肉片中交換真心話沒在怕，宣傳同樣

玩很大，除了和百萬YouTuber「HowHow

」合作影片「偷約沒有柯震東」突破31萬

觀看，電影裡的台詞也被惡搞製成迷因圖

，導演柯震東暴怒的表情包更被網友瘋傳

。宣傳團隊此次破天荒提供劇照下載，歡

迎大家發揮創意製作梗圖，完全不怕被玩

壞！《黑的教育》以看似簡單的故事架構

，帶出青春成長及人性拉扯，是台灣難得

的類型爽片，以下整理八大看點報你知：

看點一：77分鐘爽快無尿點，刺激
懸疑無冷場！

《黑的教育》講述三個高中少年畢業

交換毛骨悚然的壞祕密，其中一人被逼著

「幹大事」，誰知玩笑過頭，意外觸發暗

夜奔逃成年禮，77分鐘節奏明快，角色為

求生無所不用其極，被影評人膝關節形容

為「超級麻辣鍋」。

看點二：集結天菜鮮肉拚演技，代
表作值回票價。

蔡凡熙、朱軒洋、宋柏緯詮釋高中生的

爾虞我詐與背叛，三男星演技全在線，朱軒

洋榮獲第59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飾演霸凌

仔加上情勒王，演到自己都討厭；蔡凡熙情

緒細膩堆疊，末段爆發令人驚嘆；宋柏緯從

音樂人跨足演員沒包袱，下半場只穿內褲趴

趴走，整個人衰到可憐又可愛。

看點三：實力派演員助陣，戴立忍
、春風氣場強大！

電影配角群星光熠熠，兩位金獎導演

戴立忍、黃信堯加持，戴立忍擔任黑道老

大「興哥」，身為大魔王不怒自威，連殺

魚也充滿霸氣；黃信堯飾演的警察帶來衝

擊性的關鍵轉折，關於好人、壞人的大哉

問深植人心。玖壹壹春風客串混混，被潑

漆、砸頭樣樣來，敬業演出替電影大加分

；張寗詮釋瘋癲的酒醉女，魔性又幽默的

演出令人玩味。

看點四：結合人性、霸凌、社會生
存等議題的震撼教育！

《黑的教育》故事簡單卻帶出層層寓

意，包括友情背叛的考驗、有形與無形的

霸凌、為了生存的爾虞我詐、好人壞人間

的模糊界線，不只引發觀眾感嘆社會險惡

的共鳴，更犀利直戳人性拷問。三人被社

會現實懲罰，經歷一夜的震撼教育，原來

那些學校沒教的事，才是真正讓人告別青

春的殘酷畢業禮。

看點五：不敢相信！柯震東首執導
筒、九把刀編劇，口碑組合打造犯
罪爽片！

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月老》口碑黃金組合柯震東、九把刀

再度攜手，柯震東首次升格導演，將九把

刀天馬行空、驚悚又具社會寓言的劇本，

注入專屬的暗黑美學，無論影像節奏掌握

、演員表演調度，都沒有新導演的青澀，

觀眾看完激讚：「不敢相信這是柯震東第

一部導演的電影！」

看點六：金獎製作團隊加持！
電影幕後團隊陣容豪華，除了《再見瓦

城》導演趙德胤擔任監製，另包括《月老》

金馬獎最佳視覺效果得主嚴振欽、《下半場

》台北電影獎最佳攝影陳大璞、《緝魂》金

馬獎最佳剪輯解孟儒、《咒》金馬獎最佳音

效高偉晏、《華燈初上》金鐘獎最佳美術吳

若昀、《血觀音》金馬獎最佳造型設計提名

王佳惠，超強組合是2023必看電影。

看點七：血味痛感十足，唯一無刪
減版只在台灣大銀幕！

本片是台灣少見的類型電影，從預告

片就嗅出濃濃血味，直接不閃躲的重口味

畫面，保證痛感十足，不輸韓國電影的狠

勁，九把刀表示，雖然《黑的教育》未來

也會在海外上映，但礙於尺度關係可能會

有所刪減，目前唯一全見版只有台灣戲院

看得到，影迷絕對要把握。

看點八：落日飛車國國、鳳小岳詮
釋迷幻主題曲

電影主題曲〈Levia〉找來夯團落日飛

車主唱國國和鳳小岳共同創作演唱，另有

9m88、YELLOW 黃宣、LÜCY、洪佩瑜和

聲，帶點喪味的迷幻曲風，完美結合王鴻

全最後步出海產店走向未知遠方的心境，

也讓觀眾舒緩前一刻的衝擊，好好享受電

影帶來的餘韻。

爽到不敢直視！《黑的教育》上映
柯震東瞪眼吐舌迷因瘋傳、8看點曝光

全新4K數位版經典國片《悲情城市

》重返大銀幕重映，隨著全台賣座口碑持

續不墜，片中許多人的演出也被網友津津

樂道討論，尤其是飾演梁朝偉摯友「寬榮

」的吳義芳，那張純淨的青春面龐與當時

左翼青年懷抱理想的時代感，更讓網友直

呼「怎麼沒獲金馬獎提名？」、「好可惜

只演這部戲，後來呢？」目前已是台灣傑

出舞蹈家的吳義芳，日前首度受訪暢談當

年拍攝《悲情城市》的點滴，與這部他唯

一演出過的電影對他的影響。

大學三年級就加入雲門舞集的吳義芳

，1988年遇到雲門宣布暫停表演，便在

《悲情城市》攝影師陳懷恩介紹下加入電

影演出。「那時只是先試了幾套服裝，侯

導看了看聊幾句，也許是我的氣質和片中

飾演的有為青年『寬榮』相仿吧，就決定

用我了。」拍完沒多久他就入伍當大專兵

，後來《悲情城市》得威尼斯金獅獎、風

光上映。都是吳義芳入伍三個多月後的事

了。

「有天政戰官突然表情嚴肅地找我問

話，拉開嗓門問：『吳義芳！《悲情城市

》是不是你演的？那個演員跟你名字一模

一樣』，我心想完了，因為那

時才解嚴不久，戒嚴的恐懼氛

圍未退。」吳義芳趕緊否認說

：「我長得呆呆笨笨的，哪有

辦法演成那樣？那是我哥哥啦

！」加上那時又逢縣市長大選

，反對黨的宣傳車天天放著

《悲情城市》主題曲，軍營內

都聽得到，軍中「莒光日」都

在提醒大家要小心「三合一敵

人」：共匪、台獨、黨外民主

運動，讓剛入伍的吳義芳趕快撇清，說片

中的左翼青年不是他。

幸好他就這樣瞞混過去，順利當完兵

，退伍後也都是以舞者身份出現，所以鮮

少被認出是《悲情城市》的主演之一，勘

稱是33年來，《悲情城市》最低調的主要

演員。吳義芳目前是台師大教授，與雲門

舞集合作長達20年，在台灣舞蹈界擁有輝

煌的經歷與作品量。雲門創辦人林懷民稱

讚他：「看吳義芳跳舞是一件過癮的事，

他藝高人膽大，甚至意氣風發，使觀者也

跟著愉悅、興奮起來。」

談到《悲情城市》，吳義芳形容是

「很溫潤的電影」，侯孝賢導演沒有批判

，所有事件點到為止，但反映出當時沈重

的時代氛圍。吳義芳說他從小就被告誡

「小孩子不要亂講話」那樣的禁忌和恐懼

，讓他更能理解角色吳寬榮的心情。「大

家有沒發現？片中我和梁朝偉的角色，最

後都安排有妻兒的設定，也代表生命的延

續，就像電影結局的日常家庭飯局，大時

代歷史傷口陰影的下，日子依然過，家族

仍依然韌性綿延。」

《悲情城市》是吳義芳首次也是唯一演

的電影，當年從舞台跳到鏡頭前演出，他的

第一場戲是帶著吳念真、詹宏志等人去拜訪

梁朝偉的照相館，一試戲就被笑說「像踩著

舞蹈的步伐」，讓他才發現兩種演出是截然

不同的：「舞台是演員的全部，你有多少都

會被看光光；而電影是鏡頭的語言，是可以

被轉譯的。」回憶起和梁朝偉的合作，吳義

芳說梁朝偉一飛抵台灣，侯導就先放前述這

場戲毛片給他看，希望他的表演節奏拿捏，

能和這場戲、這群人的步調一致。「那時的

梁朝偉和這次33年後大家再相遇都沒變，

一樣是很安靜沈穩，就像他在首映會說的，

侯導介紹他閱讀看書，那時他在片場真的沒

事就看侯導介紹的書，沒想到這習慣他一直

持續到現在。」

一隱33年 《悲情城市》最低調的演員
舞蹈家吳義芳現身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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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誠者守誠者》》反映香港警察反映香港警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由紫荊文化集團主

辦，銀都機構、港灣影

視集團籌備組承辦的

“紫荊文化集團 2023

年重點影視項目發布

會”14日於香港灣仔君

悅酒店隆重舉行，紫荊

文化集團董事長毛超

峰、中國國家廣播電視

總局國際合作司一級巡

視員周繼紅、香港署理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劉震、香港中聯辦宣傳

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

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

銀都機構總經理丁凱、

港灣影視集團（籌）負

責人白潔、TVB行政主

席許濤 、總經理曾志

偉、無綫助理總經理

（藝員管理及發展）樂

易玲率 TVB 藝人譚俊

彥、胡定欣、黃智雯、

陳敏之、何廣沛、陳曉

華、宋苑穎、曾展望、

林鈺洧，導演嚴浩、黃

百鳴、羅永昌、林小

明，演員劉雅瑟、陳小

春、李治廷、任達華、

熊黛林等到場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紫荊文化集團
2023年重點影視項目發布，其中一個劇集是
《守誠者》，由導演羅永昌、劉順安執導，編
審歐冠英、編劇陳文強，主要演員由任達華、
熊黛林、李治廷、陳小春等演出。李治廷透露
劇集預計在5月、6月開拍，需時兩至三個月，
他高興再跟任達華合作，也笑稱很久沒有拍廣
東話劇集，他笑道：“與華哥（任達華）很有
緣分，自《歲月神偷》後合作過《誤殺2》，
當時我做反派，對住華哥‘砌’很有快感，今
次就是命運的安排，他做上司可以恰返我。不
過我很高興可以演香港警察，相信每個男仔都
有一個警察夢。”

在港逗留約一星期的李治廷，高興見香港電
影業復甦，其中黃子華的《毒舌大狀》更破億元
（港元）票房紀錄，他說：“子華是我的兒時偶

像，當然很想跟他合作，我由10歲開始就追看
《男親女愛》，記得在唐人街買VCD，它是我的
精神糧食。”提到李治
廷早前被拍到與女友出
入，他澄清道：“她是
我老婆的閨蜜。（已經結
了婚？）幾個月前的事，
對方是混血的圈外人，
因為想低調一點，不過
我有在微博上講過。”
李治廷稱婚後不會減少工
作，也未有造人計劃，暫
時先過二人世界，更說：
“我們連度蜜月都未有
時間，工作至上，不過
她都明白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林）華裔女星楊紫瓊
摘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桂冠，刷新了亞裔演員
在奧斯卡的歷史，一時間登上熱搜引發熱議。楊紫
瓊收穫了滿滿的祝福。

梁朝偉曾於《尚氣與十環幫傳奇》與楊紫瓊合
作，他可有恭喜她奪得奧斯卡影后？偉仔表示有恭
喜楊紫瓊：“佢每次得獎都有打畀我，試過有一次
打畀我時啱啱瞓醒，頭髮都未梳，見到佢有一班
人，我即刻要撳住個頭，不過今次冇打畀我，但我
有傳口訊恭喜佢。”問到偉仔可會向奧斯卡進發？
他說：“拍戲好講緣分，唔會刻意計劃，會發生就
發生，當然都想同唔同地方嘅團體合作。”

吳彥祖謝謝楊紫瓊發聲
李安導演通過助理恭喜楊紫瓊獲獎。而周星馳

也在個人社交平台發表動態，恭喜楊紫瓊獲獎。

吳彥祖在微博發文恭喜楊紫瓊：“對我來說今
晚最重要的就是讓我女兒看到了這一切，謝謝楊紫
瓊充滿力量感的發聲。”劉德華亦表示，進軍奧斯
卡會隨遇而安。

合作多部作品的好友甄子丹晒出和楊紫瓊的合
照並發文祝賀，稱她創造了歷史，永遠記得初心的
她，一路以來的努力是值得的。向太陳嵐更是發長
文祝賀好友楊紫瓊得獎，晒出了李連杰和她的女兒
在現場祝賀、擁抱楊紫瓊的照片。歌手李玟也發文
為楊紫瓊祝賀，兩人以前因為《臥虎藏龍》曾合作
過，目前李玟患病在康復期間，她認為楊紫瓊給了自
己勇氣和力量，恭喜楊紫瓊獲獎，非常感動和驕傲，
是華人，是亞洲人非常重要的時刻，大家又進步了。

中國影星李冰冰亦發文恭喜楊紫瓊，並感謝合
作時得到了她的提點：“恭喜楊紫瓊姐姐，華人之
光！有幸曾經一起合作並得到你的指點和提攜！”

李治廷自爆已秘密結婚 享受二人世界 未諗造人奧斯卡封后乃“華人之光”偉仔子丹李連杰恭祝賀楊紫瓊

◆◆李治廷透露太太李治廷透露太太
是圈外混血兒是圈外混血兒。。

◆◆曾志偉曾志偉、、樂易玲率樂易玲率TVBTVB一眾藝人到場一眾藝人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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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紫荊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在香港舉行
2023年重點影視項目發布會，重點影視項目之一
的《灣區升明月》團隊與嘉賓共同主持啟動儀式。

中新社

◆紫荊文化集團2023年度影視項目新聞發布《三趟快車》。 郭木又 攝

紫荊文化集團董事吳
保安、中影集團董

事長傅若清、中國國家
廣播電視總局中國電視藝
術委員秘書長易凱、廣東
省電影局局長崔朝陽，以
及陝西省電影局局長鮑永
能先後致辭，闡述對紫荊文
化集團 2023 年重點影視項
目合作的肯定及願景。
會上發布 2023 年重點影

視項目，既有電影、電視劇、紀
錄片等影視項目，也有系列計
劃，包括開拍電影《三趟快車》、
電視劇《守誠者》、《灣區升明月》
和“大灣區原創紀錄片發展計劃”，投

入資金製作為演藝行業帶來活力，給工作
者帶來更多的動力。電視劇《守誠者》發

布，作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重點專案，劇集得到
香港中聯辦、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的鼎力支持。香

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致辭，並由監製劉傳弘、編審
歐冠英，導演羅永昌、劉順安，演員陳小春、李治廷、任達

華、熊黛林作現場互動，帶動了氣氛。然後由愛奇藝奇佳戲劇工
作室總經理吳崢、春秋鴻文化傳播董事長劉岩等進行啟動禮。《守誠

者》合共 24 集，劇集以真實案件為借鑒，表現香港警察的辛酸與不易，闡述
香港回歸祖國以後，被賦予了全新意義和使命的香港警隊在情、義、理的激盪之下，
忠誠保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動人故事。

《灣區升明月》 講創業勵志故事
瀟湘電影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谷良、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于冬及陳國輝導演等作

分享互動《三趟快車》的拍攝計劃。《三趟快車》講述一段跨越數十年血濃於水的情
誼。

紫荊文化集團副總理薛麗軍為電視劇《灣區升明月》作發布，並由優酷副總裁、
總編輯張麗娜致辭。電視劇為宣傳貫徹二十大精神“加強農業科技創新”，號召香港
及內地青年積極了解並回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演繹了內地青年程月和香港青年周一
明在大灣區創業的勵志故事。《灣區升明月》導演余丁，總編劇/監製陳寶華，優酷
劇集中心總經理謝穎等分享互動。

吳保安董事又發布“大灣區原創紀錄片發展計劃”及首批 5 個項目，由愛奇藝
高級副總裁楊海濤、廣東廣播電視台黨委書記、台長蔡伏青、西安市宣傳部長、西安
曲江新區黨工委書記姚立軍先後致辭，並由嘉賓登台啟動“大灣區原創紀錄片發展計
劃”儀式，為發布會畫上句號。

◆（左起）瀟湘電影集團黨委書
記、董事長谷良，博納影業集團
董事長于冬及陳國輝導演分享
《三趟快車》的拍攝計劃。

◆“大灣區原創紀錄
片發展計劃”嘉賓
登台進行啟動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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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5-26 • Katy ISD Ag Center
ON STAGE
SATURDAY ONLY!

ON STAGE
BOTH DAYS!

FREE PARKING!

Saturday March 25 10 - 5 Adults $9.00
Sunday March 26 11 - 4    12 & Under  FREE

HOURS & ADMISSION50% OFF at
EventBrite.com
Search:  Katy Home
Discount Code:  

KatyHomeandGardenShow.com

STACEE LYNN,
The Barndominium Lady

JOSH HELM, 
The Barndo Builder

    Barndominium 博覽會                         青年創業市場 
    園藝和戶外生活展                                    新鮮創意舞台 
    Brookwood春季植物銷售                  寵物中心 
    Charcuterie Boarding School          RV ZONE 

•
•
•
•

•
•
•
•

休城社區

（本報休斯頓報導）帶給許多休斯頓人
美好回憶，米勒戶外劇場(Miller Outdoor
Theatre)今年將盛大慶祝一百週年，一百多
場精采的表演將輪番上場，喜愛表演藝術
的休斯頓人有福了! 慶祝活動包括音樂、
舞蹈、戲劇、電影、多媒體等等，演出全
部免費，歡迎所有民眾踴躍參加。
米勒的常務總監 Cissy Segall Davis 表示:
「休斯頓人對米勒有著特殊的記憶，無論

是來看表演，或是在此慶祝生日、訂婚或
約會。有表演者說，在舞台上凝視著人群
和美麗的公園時，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能
像米勒有那樣的感覺，真的很奇妙。
百年慶典藝術季

米勒戶外劇場的慶祝活動於3月17 日拉開序幕，由深受全球喜愛的三一愛爾蘭舞蹈團(Trinity
Irish Dance Company)帶來熱力四射的愛爾蘭舞蹈，充滿激情與才華。

3月24日，晚上8點：我是國王--邁克傑克遜體驗，在這個充滿活力的致敬中，與一群令人
難以置信的舞者和音樂家一起，踏上音樂和視覺之旅，進入流行音樂之王邁克傑克遜的世界，跟
著傑克遜最熱門的歌曲一起歡唱。

3月25日晚上8點：休斯頓拉丁美洲愛樂樂團帶來的“浪漫(Romance)”，享受浪漫的拉丁美
洲音樂和舞蹈之夜。音樂家們將演奏探戈、Danzon、Ranchera、恰恰恰、巴恰塔、波萊羅(Bolero)
等音樂。

3月31日晚上8點：自由醒來(Waking Up Free)，來趟印度之旅，由 Silambam 表演，這部原創
作品，結合印度古典音樂和古典舞蹈，講述當今印度為希望而奮鬥的故事。

5月12日，米勒生日快樂！從下午6點開始，一起用耀眼的生日蛋糕和活動來慶祝。晚上8點
有休斯頓芭蕾舞團的演出。

7月14日至15日——米勒回顧展，加上以TUTS音樂劇為特色的表演。與家人一起度過一個
充滿想像力和表演的夜晚，觀看互動木偶表演、魔術師、協作壁畫等。此外，還可以在耀眼的生
日蛋糕上拍照。活動從下午6:30開始，晚上8:30是TUTS音樂劇表演。

11月11日，一場蒸汽龐克盛會。穿上你最好的蒸汽龐克服裝，通過機器、表演、照片裝置等
回到過去，大地豎琴（Earth Harp）的壯觀聲音與BELLA GAIA（美麗的地球）的視覺故事相結合

，融合了音樂、視覺上令人驚嘆的舞蹈和由Capac-
itor設計的運動雕塑、以及NASA衛星圖像講述我們
星球相互關聯的宇宙故事。匯集了近年來在美國巡
迴演出的最受歡迎的節目，充滿活力的組合在舞台
上展現獨一無二的演出，是百年慶祝季的一大亮點
。
緣起:一切是這麼開始的

米勒戶外劇場的成立始於 1919年，當時休斯頓
人 Jesse Wright Miller 捐贈土地給休斯頓市政府。他
用土地出售所賺的錢在赫曼公園裡建造一個戶外劇
場，由 William Ward Watkin 設計，由Tom Tellep-
sen於1922年建造，米勒是個圓形劇場，環繞著二
十根科林斯風格的石柱。劇場於1923年正式使用，

作為社區免費表演的場地，許多重要的比賽包括無線電廣播，如1925年世界系列賽和 1927年世界
重量級拳擊錦標賽都囊括其中。

在過去的百年歲月裡，上演過非常多卓越出色的節目，著名的表演者包括 Tejano 超級巨星賽
琳娜(Selena)、托尼獎得主 Tommy Tune、以及獲得格萊美獎的表演者 Little Joe y La Familia、歌手
Arooj Aftab、休斯頓室內合唱團等等。
現今，米勒劇場顧問委員會策劃了廣泛的表演節目，來分享並慶祝能呈現休斯頓多樣風貌的藝術
表現形式，從搖滾到巴赫，米勒劇場提供最好的現場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

米勒劇場顧問委員會主席 Romulo Tim Cisneros 表示: 「我們的目標是邀請世界各地的表演者
來到休斯頓，分享他們的天賦。」

出色的表演需要最先進的設施，在過去的百年裡，劇場曾進行無數次改進和翻新。值得注意
的是，原來的劇場在1960年代中期被拆除，並於1968年被今天所見的鋼結構取代，這個設計曾贏
得了無數的獎項。米勒戶外劇場由Houston First Corporation管理。米勒戶外劇場部分由休斯頓市
通過休斯頓藝術聯盟贊助。
關於門票

有關整個2023年的表演和活動、以及如何取得有蓋座位的免費門票，詳細信息請訪問 miller-
outdoortheatre.com。
如需無障礙座位，請提前致電售票處 832-487-7123。與往常一樣，圍繞劇場山丘上的座位是免費
開放的。

歡慶歡慶100100週年週年，，米勒戶外劇場盛大慶祝米勒戶外劇場盛大慶祝
百餘場精彩節目與活動百餘場精彩節目與活動，，全部免費開放全部免費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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