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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刑事指控迫在眉睫可能的刑事指控迫在眉睫
特朗普在新罕布什爾州遇到漣漪特朗普在新罕布什爾州遇到漣漪

【美南新聞泉深】新罕布什爾州拉科尼亞（Laconia) 3月24
日消息：唐納德·特朗普的長期支持者道格·蘭伯特（Doug
Lambert）同意這位前總統的觀點，即他在紐約面臨的潛在刑事
指控是由他的左翼敵人編造的。但是，蘭伯特擔心特朗普總統候
選人會帶來“混亂”，並傾向於投票給其他候選人。

與新罕布什爾州的其他共和黨人一樣，新罕布什爾州傳統上
在總統選舉年舉行第二次提名競賽，現年 58 歲的蘭伯特是一家
製造公司的老闆，他將是最早權衡特朗普在 2024 年獲得共和黨
提名的可行性的人之一。

蘭伯特說：“通過我的主要投票，我想確保能同意我的價值
觀，但也可以通過選舉。” 他所在的貝爾納普（Belknap）縣長
期由共和黨控制，是該州最紅的縣。

他說：“如果我今天投票，我會投票給羅恩·德桑蒂斯。”
他指的是佛羅裏達州長，他尚未正式宣布參選白宮，但被視為提
名的主要競爭者，也是特朗普最大的挑戰者。

特朗普試圖通過將自己描述為紐約檢察官出於政治動機進行
的調查的受害者來鞏固對他的候選資格的支持，這可能導致他因
涉嫌在 2016 年競選期間向色情女明星丹尼爾斯（Stormy Dan-
iels） 支付封口費而被起訴，但特朗普否認付款。

但本週在貝爾納普對十幾名共和黨選民的採訪發現，雖然特
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對這位前總統懷有感情並正在考慮他的候選資
格，但許多人也在關注該領域的其他人選。

大多數接受采訪的人表示，他們同意特朗普的指控，即民主
黨正在利用法律制度損害他的候選資格，但沒有人認為起訴書是
堅定支持他的有說服力的論據。

幾乎所有人都表示，他們也對下個月將訪問新罕布什爾州的
德桑蒂斯以及正在考慮競選的本州州長克裏斯·蘇努努（Chris

Sununu）感興趣。蘇努努
56 歲的前海軍陸戰隊員雷蒙德·皮維（Ray-
mond Peavey）說：“我認為我們新罕布什爾
州的州長將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他是一個真

正頭腦冷靜的人。”他曾兩次投票給特朗普，但希望在
向他做出承諾之前再次評估其他候選人。

受益於廣泛的候選人和利用工人階級選民的焦慮，
特朗普在 2016 年的新罕布什爾州初選中輕而易舉地贏
得了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拉開了在整個東北部取得勝
利並最終獲得共和黨提名的序幕。

在距離初選至少還有 10 個月的時間裏，調查顯示
特朗普在 2024 年獲勝的可能性參差不齊。

在新罕布什爾大學 1 月份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可能
的共和黨選民更喜歡德桑蒂斯而不是特朗普達到12 個
百分點，即 42% 對 30%，而蘇努努的支持率為 4%。
這與本月特朗普宣布被捕前發布的艾默生學院民意調查
形成鮮明對比，該民意調查顯示前總統在該州獲得
58% 的支持，擊敗德桑蒂斯的 17%。

新罕布什爾大學政治學教授但丁·斯卡拉（Dante
Scala）表示，他相信大多數共和黨選民會對曼哈頓地
區檢察官阿爾文·布拉格提出的任何指控不屑一顧，特朗普指責
民主黨人重新提起聯邦檢察官出於政治目的審查的案件。

他說：“但是，當你談到佐治亞州的案件或關於 1 月 6 日
的起訴時，它們可能是更嚴重的問題。”他指的是佐治亞州富爾
頓縣對特朗普推翻那裏 2020 年選舉結果的努力的調查，以及一
項2021 年 1 月 6 日單獨的聯邦調查，當時他的支持者襲擊美國
國會大廈。

他說：“起訴越多，德桑蒂斯或任何人可以用來對特朗普提
起訴訟的槓桿點就越多。”

盡管人口相對較少，只有 140 萬，但新罕布什爾州幾十年
來一直在總統選舉週期中舉行第二次提名競賽，在白宮競選的關

鍵早期給選民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力。
雖然特朗普被認為鎖定了 25-30% 的共和黨選民，但全國

各地的跡象表明，許多共和黨人正在尋找另一位候選人，他可以
在保守派政策上取得勝利，但又沒有房地產大亨給白宮帶來的戲
劇性後果。

政治戰略家和分析人士表示，如果特朗普受到指控，他可能
會成功地將頑固的支持者召集到他的一邊，但獨立人士和共和黨
溫和派幾乎肯定會保持距離。

來自貝爾納普的共和黨人普魯迪·維西 (Prudy Veysey) 希望
她所在的州能盡早就特朗普的生存能力發出信息。

這位從未投票給前總統的 63 歲退休辦公室經理說：“我們
已經看到了混亂和浩劫，是時候離開特朗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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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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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TikTok 國會聽證會國會聽證會：：CEOCEO 週受資被美議員盤問週受資被美議員盤問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立法者周四抨擊 TikTok 的首席執行
官，稱中國可能對該平台產生影響，並表示其短視頻正在損害兒
童的心理健康，反映出兩黨對該應用程序對美國人的影響力的擔
憂。

首席執行官週受資(Shou Zi Chew)在國會的證詞並沒有緩解
美國對 TikTok 總部位於中國的母公司字節跳動的擔憂，反而為
立法者在全國範圍內禁止該平台的呼籲增添了新的動力。

在五個多小時的證詞中，週一再否認該應用共享數據或與中
國共產黨有聯繫，並辯稱該平台正在盡一切努力確保其 1.5 億美
國用戶的安全。

週說：“TikTok 兩年多來一直在構建相當於防火牆的東西
，以隔離受保護的美國用戶數據，防止未經授權的外國訪問。底
線是：美國數據存儲在美國土地上，由一家美國公司存儲，由美
國監管 人員。”

但沒有一位立法者表示支持 TikTok 或同情週的保證，因為
他們認為他在中國問題上的回答含糊其辭，並表達了對該應用程
序對美國兒童的影響力的擔憂。

其他人指責 TikTok 宣傳鼓勵兒童飲食失調、非法毒品銷售
和性剝削的內容。

民主黨眾議員凱西·卡斯特(Kathy Castor)在眾議院能源和商
業委員會聽證會上說：“TikTok 的設計本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
對兒童的傷害，但以利潤的名義做出了讓兒童上癮的決定。”

週在回答許多尖銳問題時說，這些問題“很複雜”，並非
TikTok 獨有。

該公司表示，已在名為“Project Texas”的數據安全工作上
投入超過 15 億美元，該項目目前擁有近 1,500 名全職員工，並
與甲骨文公司 (ORCL.N) 簽訂合同，負責存儲 TikTok 美國用戶
數據。

但由於該公司未能宣布任何保護隱私的新舉措，批評人士並

沒有因此而平靜下來。
週以他的新加坡血統開始作證，他說：“我們不會應中國政

府的要求宣傳或刪除內容。”
他補充說：“我們對這個委員會和我們所有用戶的承諾是，

我們將確保TikTok不受任何政府的任何操縱。” 他說，該應用
程序嚴格篩選可能傷害兒童的內容。

目前尚不清楚立法者在聽證會後將如何進行，也不清楚他們
可能會以多快的速度通過立法來加強拜登政府禁止 TikTok 的法
律權力。
“與所有權無關”

大約 20 名美國參議員——10 名民主黨人和 10 名共和黨人
——支持兩黨立法，為喬·拜登總統的政府提供一條禁止 TikTok
的途徑，而該應用程序的命運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緊張關系增
添了新的因素。

TikTok 上週表示，拜登政府要求其中國所有者剝離其股份
，否則將面臨潛在禁令。

當被問及潛在的資產剝離時，週表示問題“與所有權無關”
，並認為可以通過將數據轉移到其美國存儲中心來解決美國的擔
憂。

中國商務部表示，強行出售TikTok“將嚴重損害包括中國
在內的全球投資者投資美國的信心”，中國將反對任何出售。一
些立法者援引中國的評論來駁斥 TikTok 關於它獨立於中國政府
的說法。

在周四的眾議院聽證會上，眾議員尼爾·鄧恩問週，字節跳
動是否應北京的要求監視美國人。週回答：“沒有。”

共和黨人鄧恩隨後詢問了美國媒體關於字節跳動中國團隊計
劃使用 TikTok 監控特定美國公民位置的報道，並重複了他關於
字節跳動是否在從事間諜活動的問題。

週說：“我不認為間諜活動是描述它的正確方式。”他接著

將這些報道描述為涉及“內部調查”，但被鄧恩打斷了，鄧恩
稱 TikTok 的廣泛使用是“一種癌症”。

與 TikTok 競爭廣告業務的美國社交媒體公司股價週四上漲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Inc (META.O) 收盤上漲
2.2%，Snap Inc (SNAP.N) 上漲 3.1%。

Great Hill Capital 董事長兼管理成員托馬斯·海耶斯
（Thomas Hayes）表示：“SNAP 和 META 認為 CEO 表現不
佳，TikTok 可能會被禁止。我認為 TikTok 倒閉的傳言可能被誇
大了。”
“拯救我們的孩子”

民主黨議員托尼·卡德納斯 (Tony Cardenas) 表示，周是一
位“善於言辭的舞者”，並指責他在該應用程序損害兒童心理健
康的證據上迴避尖銳的問題。

週表示，該公司正在投資內容審核和人工智能以限制此類內
容。

民主黨眾議員戴安娜·德蓋特 (Diana DeGette) 表示，Tik-
Tok 為防止錯誤信息在該平台上傳播所做的努力沒有奏效。

德蓋特說：“你只是籠統地告訴我你在投資，你在擔心，你
在工作。這對我來說還不夠，這對美國的父母來說還不夠。”

眾議員格斯·比利拉基斯（Gus Bilirakis）向委員會展示了一
系列簡短的 TikTok 視頻，這些視頻似乎在美化自殘和自殺，或
者直接告訴觀眾自殺。

比利拉基斯說：“你們的技術真的會導致死亡。我們必須將
我們的孩子從像你們這樣的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出來，他們繼
續虐待和操縱他們以謀取私利。”

週告訴比利拉基斯，TikTok “非常非常認真地”對待自殺
和自殘問題。

【本報休士頓報導】無論是個人或是公司，當需要搬家的時
候，因為面臨全面性的變動，就需要找個可靠而專業的搬遷團隊
來協助，能夠省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不用那麼操心。休士頓地
區的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在業界
擁有三十多年的搬家經歷，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靠的態度，在
糖城和大休士頓地區贏得良好的聲譽。

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或是公司行號、乃至於大企業喬遷，
或者特殊搬遷如：鋼琴、展場、繪畫等，四季搬家都能圓滿的達
成客戶的期待。在搬家過程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而四季搬
家訓練有素、專業的搬運工都會努力做到，讓客戶盡可能減少搬
遷過程的壓力。

四季搬家領有政府認證執照，提供免費估價。公司有各種大
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對需頻繁搬運的公司或個人還有特別
優待，同時，也優惠前往Austin, San Antonio, Dallas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當天服務，當天打電話，當天搬家

，可以隨機應變。當然，一般人都會事先準備，不會當天才聯絡
，不過，仍可看出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的調度能力強，可以彈性
配合客戶的需要。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要儲存空間，四季搬家
與倉儲公司也有倉儲服務，安全的保存客戶的物品。

此外，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特殊的搬運，例如大型美術
繪畫作品、各類鋼琴、古董或其它需要額外保護的物品，四季搬
家與倉儲公司也提供服務，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新的地點
。在過去，已經為許多個人、學校、大學、教會、或專業鋼琴家
等進行鋼琴的搬遷。工作人員攜帶特別的設備和襯墊，確保客戶
的珍貴財產搬遷無損。
搬家應該注意的事項:
1.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打包，小東西不要零零散散的放著。
2.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標明內容物，最好分區，例如主臥室
、主衛生間、客房、書房、廚房等，標明¬一、二、三、四等數

字，等搬過去之後要歸位會節省很多時間。
3.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減少要搬運的東西，把多餘或不用的捐
出去，或是來個車庫大拍賣(garage sale)，新家就要有新的開始。
4.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不要隨便包裝。質量好的包裝箱對物
品的保護有很大幫助，最終省的還是您的荷包。
5.使用旅行行李箱，把個人幾天之內要用的東西放行李箱裡，搬
過去後，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品的時間，同時也節省空間，節
省運費。
6.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有些人常忘了要收拾自己的
閒雜物品，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7.準備充足的箱子，會幫助您在打包過程中更輕鬆，同時預留幾
個箱子，以備搬家當天最後一分鐘還有東西沒收到。
8.用顏色色標分區。將您的新居的每個房間指定一種顏色，例如
廚房用黃色，餐廳用橘色等，將顏色貼紙貼在包裝箱子上，然後
在新居中，把匹配的顏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這樣，搬運

人員就知道應該把東西放在哪
裡，提高搬運的效率。
9.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10.如果有含易碎物品，要在箱
子上清楚地標明，工作人員會
額外謹慎的搬運。

四 季 搬 家 與 倉 儲 公 司 (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連絡
電 話:(281)903-7688、
832-867-5467，或上網: www.
allseasonsmove.com。
圖: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
個人家庭搬家、或是公司行號
喬遷、鋼琴搬遷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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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明起訪問俄羅斯三天，
與俄國總統普京舉行峰會，外界關注習近
平能否為俄烏和談創造契機。此因中國早

前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復交，展示中國在推動國際和平
上，既有意願，亦有實力。此外，習近平訪俄日期較原
先傳出的4月提早，且他訪俄後，很大可能與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舉行視像會議，此舉向外界釋出信號，中國正
積極為俄烏勸和促談，這不但彰顯中國和平外交價值觀
，更反擊美國不斷抹黑中俄沆瀣一氣。

習總在中國人大政協兩會結束才一周，就馬不停蹄訪
俄，較外界預期早了半個月有多，如此火速行動，相信

是要化被動為主動，把握良機，將訪俄之行變成俄烏和平契機。
普京去年2月訪問中國，按外交禮節習近平會於今年上半年回訪俄
國，鞏固兩國合作，然而美國一直視中俄合作為嚴重威脅，不斷借
中俄友好，抹黑中國支持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更無中生有地指控中
國將向俄國提供致命武器，以營造中俄蛇鼠一窩的形象，以貶損中
國國際形象。可以預期習總今次訪俄，將予美國又大做文章的機會
。

對此，習近平把握一個多星期前促成沙伊復交的重要成績，提

前訪問俄國，並透過外長秦剛與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通電話，釋出習
近平訪俄後，可能與澤連斯基舉行視像會議的訊息，令國際輿論關
注習近平此行能否為俄烏帶來和平希望，削弱美國想藉機抹黑中方
。

當然中方亦希望藉促成沙伊復交，有助推動俄烏和談。中方上
月已出招籌謀俄烏和談，接連發表《全球安全倡議》、政治解決烏
克蘭危機的中國12點立場，嘗試為俄烏建立和談基調；更關鍵的是
，中方本月初拉攏了沙特、伊朗這對中東世仇到北京開會，並達成
復交協議，證明中國在地緣衝突中，並非只能當觀眾，還能利用中
國政經、外交影響力，扮演調停人，協助沙伊求同存異、緩解分歧
，顯示中國既有促進國際和平的意願，亦有推動國際和平的能力，
令外界期望中國或許真能將俄烏拉到談判桌上。

中國要促成俄烏坐下議和，難度極高，俄烏戰事已逾一年，歐
洲大國德、法等試圖勸和而無果。不過，中國此時介入，推動和談
的機率勝過德、法，此因中國在俄烏戰事前與俄、烏均有良好關係
，在戰事爆發後，沒有如德、法等偏幫烏克蘭、重手制裁俄國，因
此能以較公正態度取信俄烏。
另一有利中國調停的因素，是俄烏雖持續作戰，但疲態畢露，且停
火和談意願愈來愈高。俄羅斯深知在北約力撐烏克蘭下，該國已無
力吞下烏國這硬骨頭，烏克蘭亦明白停戰才能令烏國不再受創，繼
續戰鬥則只是充當美國棋子，重挫俄國而已。俄烏需要的是一個有
高度聲望的和事老，替它們鋪設下台階，中方正符合這資格。此所
以中國上月提出解決烏克蘭危機立場書時，俄方大表歡迎，烏方亦

顯積極，澤連斯基更提出要
與習近平會面。

中方對俄烏勸和促談，
最大障礙是美國。白宮發言
人柯比質疑，中國想藉推動
俄烏停火扮演和平使者，指
此舉只是為俄國提供喘息機
會，並認為現時停火無法為
俄烏帶來持久和平。簡言之
，美國就是要打擊中國當和
事老，此因中方若促成俄烏
停火、和談，中方將是大贏
家，而美國則成大輸家。

中國若能令俄烏坐下談
判，無論最終能否達成和議
，中方皆可強化與俄烏友誼、提高國際聲望；至於美國目前大發的
戰爭財，包括高價出售武器、天然氣、糧食，可能無以為繼，美國
操控烏克蘭、挾持歐盟的形勢，亦受打擊。

中國積極為俄烏調停，已成中美重要角力場，因這不止為中國
和世界帶來和平紅利，還可成為中國反擊美國遏制重要手段，向世
界彰顯中美外交價值觀的重大差異，即中國為世界帶來和平、公平
，而美國則只圖挑動戰火、謀奪私利。

俄烏和談創契機

眾所皆知，3 月8 號，乃是
國際婦女節。今年國際婦女
節的前夕，美國港人組織

“香港自由基金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 簡稱CFHK）在紐約曼哈頓的一棟高樓的牆身，設
上大型投影機，來聲援香港女性政治犯，呼籲香港當局釋放她們。

在紐約曼哈頓的高樓上投影出來的香港女性政治犯，為香港前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前香港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前香港支聯會
（香港市民支持北京 一九八九 「六四」抗暴行動聯合委員會）副主
席鄒幸彤，以及前“賢學思政”發言人黃沅琳和朱慧盈，她們全部
皆因參與香港民主運動而被《港區國安法》控告。在當天晚上的全
夜的投影中，顯示出她們正義凜然、不屈不撓的鐵錚錚的樣子，同
時也顯示出，他們被還押的日數。原來她們都已被關押超過了500

天，當中何桂藍和毛孟靜還
押己達至739日。這真的是一
個駭人聽聞的數字！僅僅是
收押的時間，還末到押上法

庭開始審判、開始被主控官提出 「罪名」的日子，就經己橫蠻無理
，栩信任走遍整個世界，除了極權政府之外，找不到任何一個地方
政府，會這樣對待自己的子民百姓！需要知道他們皆是經過香港市
民投票挑選出來的人民公僕，他們是有責任、有義務、有承擔地代
表香港市民來發聲！香港政府不能禁止他們為民請命，只能選擇
「爛仔」手段，還押他們在拘留所，一律拒絕他們提出的任何保釋

條件，認真是 「荒天下之大謬！
投影展示出2019 年夏天，港人撐起黃色雨傘來爭取自由、抗拒

「反修例」的畫面，形容“香港自由正被囚禁”，並用中英文字樣
傳遞“釋放香港政治犯”的訊息。

如今香港正在進行“47人案”的審判中，47名民主派人士被控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最大的案件

。身在海外的香港人紛紛舉辦聲援活動，而在海外不少民主國家地
區，例如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地的港
人及當地和平民主的人仕，也紛紛走上街頭，進行聲援。

CFHK 的政治及倡議統籌許穎婷（Frances Hui） 近日推出了一
份世界政治犯數據資料，資料中指出香港是當今世界上女囚犯比例
最高的地方。而香港最年輕的女性政治犯才只有14歲！此種惡劣政
治情況，令人震驚不安。而中國當局監禁的女性政治犯也遠遠地多
過世界上其它地區的政權。 CFHK選擇在國際婦女節前夕在紐約舉
行這一活動，為的是讓 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知道香港的名字，呼
籲香港政府立即無條件地釋放她們。

CFHK主席Mark Clifford表示：“在香港近1,400名政治犯中，
女性佔了很大的比例，這是一種恥辱。在國際婦女節，記住這座城
市的女性政治犯尤其重要。我們應向這些女性學習，她們在獄中繼
續為全球的自由和民主表明立場，她們沒有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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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犯的肖像点亮曼哈頓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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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者詩友何婉鴻女仕，人
稱 「八姑娘」，乃澳門賭王

何鴻燊先生的八家姐（賭王排列第九）本月初於澳門鏡湖醫院仙
逝，享年106 歲，笑喪矣，可的說得上，萬一中無一人。

緊接其後，又有全球最老人瑞之南非婦以128歲超高齡離世
。中西兩老，壽如松柏。我常跟休市永福殯儀館公司3 位羅、鄧、
陳老細說笑，說：休市若多十位八位長者似上述兩位壽星公，你
們怎麼看法？會不會擔心少了生意？他們總是反口問我， 「楊兄
，你的看法又怎麼樣呢？」

我幾乎口窒，尤幸有點急才。想起古代有位名醫診所之內，
寫有自慰對联一副： 「但願人皆健，何愁我獨窮？」 「三位先生
長袖善舞，斷不會斤斤計較這種萬中無一的例子的！」 「楊秀才
真是言之有理！」既畢，我們四人大笑收場。

本月月初，有位南非女人瑞叫Johanna Mazibuko終年128歲升
天。去年她在接受訪問時，已被稱為全球最年長的人。這又千真

萬確，她的人生橫跨了3個世紀，到了今年
5 月，若她仍健在，將迎來 129 歲生日，但
本月3日她己於家中與世長辭。
去年當她128歲生日時受訪稱， 「我感到神

奇，那麼多年過去了，但我仍在這裡。為甚麼我仍然在生？身邊
的人都死去。」她也問自己幾時會死， 「要咁長命做甚麼？世界
對我感到厭煩，因我只是坐在這裡甚麼也沒有做？只是會食！

Mazibuko的親友宣稱，有身份證明文件來證明她於1894年5
月11日出生。這名女人瑞在玉米種植田成長，但從未上過學，也
不識字。照顧她的媳婦稱，她可能死於中風。Mazibuko在上月14
日不適送院，並於28日出院，在家裡待了3天後離世。包括Mazi-
buko在內一家共有12兄弟姊妹，其中3名排行最細的仍然在生。
他們一家都以務農為生，她已記不起童年生活，只記得蝗蟲來襲
， 「有一種可以捉來食，味道像食肉。我們會炸來吃」。Mazibu-
ko說，她成長時食得健康，主要是喝新鮮牛奶和野菜，雖已習慣
食現代食品，但仍懷念成長時的食物。

Mazibuko有兩名孩子也屬長壽，仍然生存。
Mazibuko去年受訪時稱，已不記得幾多歲結婚，她與一名較

年長的鰥夫結婚，生下7名孩子，其中兩名孩子仍活著，另有50
名孫兒和多名曾孫。她指丈夫有馬車和牛，她會造牛油拿去買，

又稱丈夫對她極好，令她活得無慾無求。Mazibuk經歷過兩場世界
大戰，以及西班牙流感和新冠病毒兩場大疫情。

長壽而設的人生規劃可從拉長教育階段着手：遲一點開始、
維時長一點，讓人在早期有更多時間用於玩耍；而高中畢業生則
有個空檔年，用來工作或做志願服務，大學教育也可如是。

當醫療科技越見先進，人類長命百歲幾乎已是一件必然的事
；但當人人都擁有一百年的時間，又是否代表大家都能過上心目
中的理想生活？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能解放自己的思想，不再被
舊有框架限制。

說的正是那個求學、工作、退休的人生三階段框架。過去我
們太習慣用二十年時間求學、四十年左右的時間工作，然後享受
退休生活，但隨着壽命變長，四十年工作所能積累的資產，其實
不一定能應付餘下的生活支出。果如是，大家或許就要習慣更多
不同的工作模式——延後退休時間但轉成四天工作周、全職工作
若干年後可過渡至兼職工作，繼續效力；甚至其他更新穎的生涯
規劃，如完成中學課程後，先投身社會工作數載，回頭再按自己
的志趣選定大學專業，又是否可行？將工作與教育結合，會否又
能為大家帶來更多可能？

長命百歲不難，但要開心地過一百年，我們需要更多的創意
、更開放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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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永福笑談 「長命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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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即将制作完毕，

主题曲《重整河山待重生》的演唱者虚位以待。

作曲者雷振邦的脑海里，一下跳跃出老艺术家

骆玉笙的身影。

在录制现场，乐团众人看到歌者竟然是个白发

苍苍、拄着拐杖的小老太太，瞬间丧失信心：“她

准唱不好！这么大岁数了，能唱出什么味？”

骆玉笙也紧张了，手心都出了汗：“管弦乐团

、西洋乐谱？整不来，也看不懂啊！”

最终，骆玉笙在琴师的协助下，试着与乐团配

合，唱完了这首歌，而且是一气呵成！乐团惊叹：

不愧是名家，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随着电视剧

的热播，这首主题曲旋即火遍大江南北。

演唱者骆玉笙虽已年过七旬，却凭借着浑厚、

高阔的唱腔，将这首歌演绎得悲壮豪迈、荡气回肠

，沸腾着滚烫的家国情怀，在听众心里翻涌起阵阵

惊涛！

这首歌风靡数亿人，成为一代经典名曲，还走

进了国家的中小学教材。

人如其歌，歌如其人。骆玉笙的一生，也恰似

这首歌，有饱经磨难、跌宕起伏，也有不屈抗争、

百折不挠，颇具传奇色彩，让人唏嘘、慨叹不已。

身世飘零的“小怪物”

时光倒流回到1914年，正值北洋政府统治时

期。

那是一段风云变幻的乱世，军阀政客、官僚名

流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老百姓则过着艰难困苦的

日子。

而骆玉笙，便是降生于这个年代。

打从她记事起，她就跟着父母游走于上海、南

京、武汉等地，以卖艺唱戏为生。

小小年纪，本应偎依在父母的怀里撒娇，而她

却要为着衣食而四处奔波。

耳目濡染之下 ，只有几岁的她，亦渐渐爱唱

、爱演。更特别的是，她的嗓子稍显宽厚，不似一

般儿童的奶声奶气。

见女儿一脸投入的模样，骆父乐了：好，也让

这小妞上台试试身手！

于是，父亲在台上表演变戏法，一抖“挖褡”

（变戏法道具），就把4岁的她给“变”出来。

接着，她会给观众唱一段“二簧”（一种戏曲

唱腔）。小小丫头，偏偏声线低沉浑厚，还唱得有

板有眼的。

如此的“反差”，让观众感觉颇为新奇，赢得

了满堂喝彩。有人说，这真是个“小怪物”呀。

不久，大家都知晓上海的“大世界”（旧上海

著名游艺园）有个古灵精怪、天资惊人的“小怪物

”。一时间，四岁的骆玉笙在上海滩名噪一时。

虽然为家里挣了不少钱，但母亲对她却非常冷

硬、苛刻。甭管她有多乖巧，母亲对她总是冷脸相

对，皮肉之苦是家常便饭。

曾经，5岁的她不慎掉进水缸，幸好被人发现

捞了起来。但母亲竟一点都不心疼，还怪她弄湿了

戏服，把她扒光了，毒打一顿！

比这更难捱的，是母亲戳心戳肺的谩骂。幼小

的骆玉笙伤透了心：我娘为何会这般待我？

直至她长成豆蔻少女，才从父亲口中找到一个

心碎的答案：她并非父母亲生的孩子，而是买来的

养女！

她还只有六个月大、尚在襁褓之时，便被父母

卖给在上海的骆家。养父骆彩武，是来自天津的江

湖艺人。

而她，大抵是出生于江南小镇的穷苦人家，进

了骆家就姓骆，就成了天津人。

才10多岁的骆玉笙，为着自己的凄凉身世潸

然泪下。

在养母眼里，她只是一个“赚钱工具”、使唤

丫头，对她当然没有什么感情，任意打骂，自是理

所当然。

命苦至此，她唯有乖乖地卖唱赚钱，在弦板笙

歌里，用唱戏来寄托内心的喜怒哀乐。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灰暗、凄冷的一幕幕，骆

玉笙仍是伤感难抑：“哎，我是唱着长大的。”

名动天下的“小彩舞”

幸而在骆玉笙的童年里，还是留存着一丝珍贵

的温暖，毕竟养父不仅待她如亲生女儿，还带她拜

师学艺。

9岁伊始，养父把她带到汉口、又带到南京，

安排她拜师、学京剧、上堂会、听曲艺、学习京韵

大鼓。

这个苦命少女的眼前，慢慢打开了一个广阔的

世界，望见了一抹惊艳的华彩。

17岁那年，养父骆彩武去世了。为纪念养父，

她给自己取艺名为“小彩舞”，并决意放弃京剧，

转攻京韵大鼓。

20岁时，她向有“三弦圣手”美誉的韩永禄拜

师入行。

彼时局势动荡，旧社会的戏曲艺人，由来都被

视为卑贱的“下九流”，在乱世的夹缝中艰难求存

。

而骆玉笙，正是在这样的时局里，苦苦支撑着

曲艺之梦。

1936年之夏，师父带骆玉笙来到了曲艺发祥地

——天津。

她以一曲《击鼓骂曹》打开了局面，并开始在

“小梨园”（旧时天津戏曲演艺剧场）演出。

没多久，她就成了“小梨园”的“台柱子”，

被誉为“金嗓歌王”。“小彩舞”的美名不胫而走

。

作为炙手可热的“名角”，骆玉笙吸引了无数

票友，但也惹来一些不怀好意的目光。

当时的天津卫，租界林立、帮派横行，是政客

军阀、丐帮无赖、地痞流氓的“冒险乐园”。戏曲

艺人想要过几天安生日子，简直痴心妄想。

骆玉笙初到天津，便见识到青帮头子陈友发的

“下马威”，不得不委身到其指定的戏院唱戏，还

受其层层盘剥。

她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军阀、混混、汉奸等黑暗

势力压迫的对象，被逼着到几个戏院赶场演出，唱

得快累垮了，有时还一个子儿都要不到。

“七七事变”后，一家有日寇势力作后台的报

馆办了堂会，点了名要她去唱。只因她未能早到请

安，一进门就被破口大骂。

对方喝问她会唱多少段儿，她低眉顺眼地答：

“会唱二十多段。”那人凶神恶煞：“你给老子把

所有段子都唱一遍！”

她只好噙着眼泪唱了起来，无比屈辱。好在有

人出面调解，她只唱两段就完事了。

此外，她还得应对各色混混、打手们的敲诈、滋

扰。走在街上，不经意就会被一个痞子拦住：“小老

板，快过节了，有钱给几块呗！”不给，你准走不了

。给了，他还嫌少，会继续“找茬”。

而她平生最为苦痛的黑色劫难，还在后头。

当地臭名昭著的大恶霸袁文会，早对她起了觊

觎之心。

此人打手众多、无恶不作，凡是他瞄上的女子

，都难逃其魔掌。

这一回，他邪笑着将手伸向了骆玉笙，强占了

她，还使她有了孩子。

这是她一生最深的伤口！

骆玉笙的血泪遭遇，也是万千个艺人在旧社会

时，被欺侮、被凌辱的悲凉缩影。

在这乌云蔽日的年代里，虽然历尽坎坷、饱受

摧残，但她却咬紧牙关活着，对京韵大鼓的热爱锲

而不舍，一直在不断求索、潜心打磨。

德艺双馨的“金嗓鼓王”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曾经深陷黑暗的

华夏大地，迎来了万缕曙光。

艺人们被欺压的历史，都成了过眼云烟。而恶

贯满盈的袁文会，也被法院以汉奸罪送上了刑场。

这一切，让36岁的骆玉笙百激动不已，她的

艺术生命重新焕发出耀眼的生机，出品、出演了一

系列展现时代新风尚的优秀作品，还被推选为中国

曲艺家协会首任女主席。

1954年，骆玉笙与天津曲艺团团长的赵魁英共

谐连理，半世凄苦的人生，终于有了幸福的甜意。

为了好好照顾骆玉笙的儿子骆嘉平，不让他

受委屈，赵魁英选择不再要孩子，让骆玉笙无比

感动。

她重新执起鼓板，着意博采众家之长，逐渐形

成了独特的“骆派”京韵大鼓艺术，还培养了众多

出色的入室弟子。

骆玉笙一家。左起：骆玉笙儿媳、骆玉笙、骆

玉笙孙女、骆玉笙儿子、赵魁英

1980年，丈夫赵魁英因患脑出血而去世，让

66岁的她悲痛欲绝。

很多人劝她再觅知音，她淡淡地说：“我这一

辈子有一个赵魁英，就知足了！”

1985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她，为电视剧《四世

同堂》演唱了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

没想到，这个只有八句歌词、时长两三分钟的

歌曲，在国内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引起了极大反

响，还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曲艺浪潮！人们用惊喜的

眼神，投向了“京韵大鼓”艺术。

可以说，《重整河山待后生》，是骆玉笙艺术

生涯里一块金色的“里程碑”。

这，让她心里溢满了骄傲和自豪，也让她决心

要改革京韵大鼓：“要扬民族之长，抒时代之音”

，将其发扬光大、并与时俱进，带给观众优质的艺

术享受。

在她78岁那年，57岁的儿子骆嘉平因为心梗

而猝逝。

老年丧夫、晚年丧子，何其惨痛。这让年迈的

骆玉笙难以承受！

在锥心的哀痛中，京韵大鼓又成了她最大的寄

托与抚慰。

1998年，骆玉笙举办了从艺80周年的演出后

，便将全部身心，都倾注在培养“骆派”弟子这一

块，致力于将京韵大鼓传承后世、代代相传。

2002年，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虚弱，住进医院

了，还念念不忘要推动京韵大鼓的发展，叮嘱采访

的记者：“京韵大鼓一定要后继有人呐，我拜托你

们了！”

同年5月5日，骆玉笙在天津谢世，享年89

岁。

骆玉笙的一生，亲历近乎百年的动荡激变，尝

尽世间的甜酸苦辣，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留下了

鲜明的时代烙印。

尽管身世悲惨、命运多舛，但她凭着坚毅的

品格、不屈的斗志、豁达的胸怀，一直矢志不渝

地执着于内心的热爱，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人生的

价值。

她从一个走南闯北的曲艺学徒，磨砺成一位德

艺双馨的曲艺泰斗，为艺术文化事业，贡献出毕生

的心血，堪称一代“旷世传奇”。

她，是真正值得人们景仰的曲艺大师、艺术大

家！

“金嗓鼓王”骆玉笙

6个月被卖、成名后被强占

却活成一代传奇

BB55
星期日       2023年3月26日       Sunday, March 26, 2023

傳奇人物



電影「本日公休」從理髮廳故事

看見家庭關係與人情味，演員傅孟柏

透露，因為是長子，小時候常會心理

不平衡，希望爸媽更關心自己一點，

今年除夕才和父母和解，說出心中遺

憾。

「本日公休」由導演傅天余改編

親身故事，從理髮廳老闆娘與客人之

間的互動，重新看見人與人之間的相

處溫度，還有孩子與母親的關係。

演員傅孟柏與方志友片中飾演

離婚夫妻，兩人接受中央社記者專

訪分享拍攝心得。方志友表示，片

中和影后陸小芬飾演同樣從事美髮

業的母女，開拍前2個月就開始訓練

。方志友透露，現在不只會幫一雙

兒女剪頭髮，甚至還幫演員老公楊

銘威的奶奶剪髮，「一剪下去壓力

超大，很怕剪壞了，還好剪完，全

楊家都超滿意的。」

傅孟柏表示，演完電影後想了很

多跟家人之間的關係。他透露，因為

和弟弟相差7歲，從小就要擔起長子

的責任照顧弟弟，有時也會心理不平

衡，「就會跟媽媽有點鬧脾氣，覺得

為什麼都是我要做？」

傅孟柏說，演完「本日公休」後

想了跟家人之間的感情，全家人今年

除夕圍爐，讓他決定說出真實感受。

傅孟柏笑說：「喝了幾杯之後，我就

跟家人說，以前很沒有安全感，甚至

會失眠站起來看著家人睡覺。這次說

出來後，大家才痛哭流涕抱在一起。

」他也理解父母還是愛自己，解開心

結。

方志友也分享，當了媽媽才知道

小時候說的話其實會讓媽媽難過，

「我有了小孩才跟媽媽和解。我會跟

媽媽說以前有哪些事情很抱歉，媽媽

也會為自己的脾氣說對不起。」方志

友笑說，打開跟媽媽的心結後，兩人

還約好天天都要親親抱抱，維繫好母

女感情。

「本日公休」全台上映中。

傅孟柏除夕抱頭痛哭
演完 「本日公休」 跟媽媽和解

「黑的教育」和「本日公休」劇組大合影

美國卡內基美隆國際影展創辦17年來

首度選映台灣電影。「該死的阿修羅」預

定25日放映，導演樓一安、憑本片獲金馬

獎最佳女配角的王渝萱將以視訊參加映後

座談。

卡內基美隆國際影展（CMU IFF）創

立於2006年，由匹茲堡知名學府卡內基美

隆大學（CMU）等校學生合力籌辦。每年

春季以「臉」（Faces）為概念發展主題，

選映14至18部國際影片，結合導演座談、

舞蹈表演、美食等活動，以達文化交流與

社區互動目的。

本屆影展從即日起到4月2日，主題為

「變化的臉孔」（Faces of Change），希

望探討影像的使用如何轉化視角、生命及

世界。

「該死的阿修羅」去年3月在台灣上映

，取材自社會真實事件，從一宗隨機殺人

案探討家庭、職場文化、網路、階級等議

題。

本片入圍第58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

、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員共3項大獎，王

渝萱榮獲最佳女配角。2022年台北電影獎

本片入圍9項，抱回最佳女配角、最佳編劇

、最佳配樂。

「該死的阿修羅」代表台灣角逐第

95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推

薦理由為「以獨特敘事形式探討當代

隨機殺人的暴力議題，反映虛實混淆

的普世現象，在人性善惡論述上體現

東方思維，開放式結尾令人驚豔」，

但未獲提名。

「該死的阿修羅」 登美國
入選卡內基美隆國際影展

2023年第4屆「LEXUS MY FILM 短

影片競賽」今年再次與台北電影節深度合作

，主題為「我的 Amazing 我主張」，鼓勵

新世代大膽創作、展現自我，徵件比賽今正

式起跑，號召全球影視人才共襄盛舉，獎金

最高可獨得10萬獎金。此次也將由去年台

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得主朱延平導演擔任評

審長，聯手「誰先愛上他的」金馬最佳剪輯

雷震卿，及以電影「咒」獲得台北電影節最

佳美術設計陳若宇共同擔任評審。

評審長、導演朱延平溫馨提點，想要

脫穎而出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2分鐘必

須抓緊一個中心點

發揮，二是前3分

之1是重中之重。

朱延平解釋：「2

分鐘的片子最怕就

是不知所云，沒有

記憶點，抓住一個

中心點去發揮，拍

重點，是很重要的

！」朱延平也提醒

，短影片競賽要勝

出，最關鍵的是開

場40秒，擔任過無數競賽評審的他不諱言

，評審實在沒辦法每部片都從頭看到尾，

多年來的心得總結在於用前3分之1決勝負

。他表示：「只要看了開頭的3分之1，就

知道這是一部好片還是爛片，就像吃蘋果，

咬一口就知道有沒有壞，不必整顆吃完」。

而他最期待的是溫馨動人的題材，直

說只要能感動人心，能夠引起觀看者的共

鳴，就是好的作品。朱延平也透露，最近

剛忙完由賈靜雯、陳昊森、林美秀等人主

演的新片「小子」的監製工作，預計聖誕

元旦檔期上映。

朱延平擔任短影片競賽評審長
兩重點助攻新銳影人

柯震東首度執導犯罪喜劇「黑的教育」

，全台票房突破600萬，柯震東18日帶著片

中演員宋柏緯、「玖壹壹」春風兌現送珍珠

紅茶的承諾，碰巧當晚有韓國天團BLACK-

PINK開唱，柯震東看到現場眾多粉絲時自嘲

：「大家是沒有買到高雄的票嗎？」

近期「黑色」蔚為流行，不僅有宋

慧喬主演「黑暗榮耀」大轟動，又有

BLACKPINK演唱會，不過柯震東並不擔

心被搶盡鋒頭，「每件事都有它自身的

命運，我們就是努力做到最好」他也喜

歡BLACKPINK，但因為宣傳行程太滿無

緣朝聖，更幽默提到自己臉上的傷口，

與該團團員Jennie摔倒的傷口位置很像，

「我今天其實是Jennie的仿妝」。

柯震東一直很關注韓國娛樂圈動態

，最近南韓影帝劉亞仁陷入涉毒風波，

片約、代言恐怕全丟，柯震東身為過來

人，被問未來是否想找對方合作，直說

若有機會當然很希望，「我真的很喜歡

他，希望好演員都不要被埋沒」，接著

他又被拱找BLACKPINK合作拍片，立刻

苦笑求饒說「沒有錢啦」。

宋柏緯片中被黑道懲罰脫到剩一件

內褲，在映後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會不會冷？」他常會打趣澄清：「大

家都以為我的內褲是白色，我澄清一下

我的內褲是粉紅色的。」

春風在「黑的教育」僅客串演出，

但在九把刀執導新作「請問，還有哪裡

需要加強」與宋芸樺一同主演，由於九

把刀過去常找柯震東當男主角，被問到

取代柯震東的心情，他笑說就像是「篡

位」。春風曾說很喜歡啦啦隊女神林襄

，被問「南韓啦啦隊女神」李多慧即將

來台，屆時會不會移情別戀？春風靦腆

回應「都很喜歡啦」。

柯震東謝票自嘲
「沒買到BLACKPINK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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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影后凱旋派對參加影后凱旋派對

劉丹《迎春花》引全場大合唱提及孫女小糯米笑逐顏開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周
興
哲
四
度
赴
港
有
意
挑
戰
戶
外
騷

香港文匯報訊 何超儀監製兼主演的西片

《Rajah》在大馬全國公映，繼砂拉越後，超儀接着到

吉隆坡及檳城出席首映禮及宣傳。 而在吉隆坡首映，

最叫超儀驚喜的，便是奧斯卡影后楊紫瓊（Michelle）

的媽媽也到來捧場支持。

原來楊紫瓊一家與超儀及其家姐超瓊份屬好友，而Michelle與
超儀在美國更屬同一經理人公司。而這次楊紫瓊的媽媽知道

超儀的荷里活片《Rajah》在吉隆坡首映，便專程從其家鄉怡保坐
了兩個小時車到吉隆坡出席其首映禮。觀賞過影片後，又即晚坐兩
小時車回怡保，如此風塵僕僕全為支持超儀的作品，此舉令超儀十
分感動。

張慧儀讚超儀出心出力
當日在首映禮上，超儀甫見楊紫瓊媽媽，便親切地擁抱。楊紫

瓊媽媽更謂：“你的電影我是一定支持的，你的努力，我們看到
的。”而超儀亦不忘連番在楊媽媽跟前恭賀Michelle在國際上多番
獲獎，更讚她是華人的驕傲。而楊媽媽更向超儀透露，其女兒楊紫
瓊在美國出席連串頒獎禮後，便會回到馬來西亞怡保的老家，到時
家中更會為她準備歡迎派對，賀她凱旋而歸。楊媽媽更邀請超儀到
她家裏作客小住，一同前來分享這份喜悅。超儀既感動又驚喜，更
打趣說：“好啊！我可以游水嗎？”而楊媽媽認真地回答：“可
以，我們那裏有泳池。” 超儀在接受訪問過後，更特別安排專人
一直攙扶楊媽媽進入戲院就坐。

而另一出席首映的香港藝人便是張慧儀，她同樣由其家鄉怡保

專程過來吉隆坡出席首映禮，更大
讚超儀為香港電影出心出力。首映禮
後，超儀也特別感謝她蒞臨支持，兩
人一同拍照，超儀更向她兒子問好。

超儀完成了吉隆坡首映後，馬不
停蹄，接着便飛往檳城出席另一場首
映禮。檳城一向是華人的聚居地，而
超儀亦是首次到來出席宣傳活動。當地
不少華人影迷，早已聞風而至，一早到
戲院守候，超儀見影迷熱情，對所有影
迷的拍照及簽名要求，均一一答允。在
場不少影迷及記者均希望她能在這個充
滿着舊日華人文化的地方取景拍戲。而超
儀亦盛讚檳城充滿着舊香港的風采，喚起
了她不少童年回憶。其間她經過一商場，
內裏放置了不少《星球大戰》的白兵手
辦，原來超儀的老公陳子聰是星戰迷，她
也受其影響成為星戰粉，甫見白兵，便嚷
着要拍照，一副星粉模樣。

完成一日的工作後，超儀便返回下榻的東方文華酒店休息，此
酒店當日曾是《我的超豪男友》（Crazy Rich Asians ）的拍攝場
地，以其舊英國殖民地建築特色而享負盛名，就算超儀當日因緊密
的工作行程而疲憊不堪，也堅持要酒店經理帶她參觀酒店一圈，更
笑說：“可以順手睇埋景，希望日後可以來租借地方拍戲。”而電
影《Rajah》除在大馬公映外，之後還會在印尼、泰國及香港等地
上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劉丹（丹爺）、單立文、滕麗
名、呂慧儀、湯盈盈、吳偉豪、羅樂林、許家傑等數十位處境
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的演員21日一起出席活動“喜迎
春分”，並分組玩遊戲；丹爺更即興唱了兩句《迎春
花》應景，引得全場大合唱！心情大好的丹爺提到孫
女小糯米更是笑逐顏開；而吳偉豪就自揭遭劇組要
求他掏腰包買紅館演唱會門票撐《中年好聲
音》的父親吳大強。丹爺笑指其實是突然想
起胡楓的歌才唱兩句，平日很少唱歌。
問到有否為8歲孫女小糯米唱兒歌？
他稱這個重任交給兒子劉愷威，因
自己不會唱歌，再且唱兒歌唱
來唱去都是那幾句，孫女未
聽厭他已唱厭。而早前在
港的兒子已返回內地
工作，現已通關，
兒子可經常往
返見小糯米
非 常 開
心 。

談到如何與孫女歡度復活節假期，丹
爺笑稱孫女的節目比他更豐富，之
前在學校鋼琴比賽，還有趣地不事先告
之，待捧獎盃回家才公布喜訊，現在又獲
老師安排擔任學校活動的司儀。

吳偉豪父親獲邀拍劇
問到會否過兩招給孫女？他自嘲自己這個爺爺說話

論盡，不及孫女醒目，當然希望青出於藍。對於有傳前新抱
楊冪早前與父母來香港，並買了很多玩具給小糯米，丹爺表示
不知道亦沒見到。吳偉豪的父親吳大強成功躋身《中年好聲音》十
強，並會參與5月的Star Hall演唱會。吳偉
豪透露父親真的很勤力，每日在外練歌後，回
家也繼續練歌、彈結他和吹口琴。提到他升呢
做“男一”的新劇《非常檢控觀》，獲監製
安排父子檔上陣、邀請吳父客串一角；他
表示父親說過沒問題，但父親的檔期
比他更忙，未知能否成事。而現實
已是父子，希望劇中是另一種
關係，還笑指劇中要被父親
打也沒問題。

香 港
文匯報訊（記
者阿祖）台灣歌
手周興哲與吳家忻21
日出席時裝品牌期間限
定店開幕，周興哲表示這次
赴港只逗留三天，順道參加中
學同學的生日派對，至於未婚妻並
沒隨行，因他都是快閃來回。

今次已是周興哲今年第四度赴港，
之前有時間曾抽空到過旺角遊逛，雖然他
戴上帽子，但亦有粉絲把他認出，而粉絲要求
合照他也會答應，不過他笑說：“如果超過五個

一齊來，我會立刻跑
走！”不久前他才於紅館舉
行過演唱會，反應十分熱烈，又
會何時再赴港開騷？周興哲說：
“我已經非常想念之前的演唱會，大家
很熱情，已跟粉絲約定明年再來。”提及
林俊傑（JJ)演唱會，陳卓賢（Ian)綵排後臨場
被“彈鐘”。周興哲表示並不知道，他開演唱會
也沒遇上類似情況，不過要是嘉賓來了綵排，也會
一起演出。問他會否也想像JJ般在香港舉行戶外演唱
會？周興哲指除了跨年演出外，也未曾做過戶外演唱會，
所以都想挑戰更大場地，不過亦要先努力推出更多新歌。

《Rajah》吉隆坡首映楊紫瓊媽媽

黎
燕
珊
為
過
戲
癮
不
介
意
扮
老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阿

祖）黎燕珊（珊
姐）與陳樂榣20日晚

出席食肆開幕，珊姐向來
愛吃好口福，但也勤力運動

Keep Fit。她說：“我從來什麼
也沒整過，靠每日跑步做帶氧運動

半個鐘，都維持了10年。”
珊姐與胡定欣最近在劇集《廉政狙擊》

合演母女，戲中有感人場面，她大讚定欣不
愧為視后，的確好演技！而劇中珊姐演單親媽咪

又重男輕女，似足她親身體驗，故演得好投入。不
過珊姐媽咪則給評語說她常扮老角，就連美容院老闆

也笑她扮得靚靚也沒用。珊姐則不介意化老妝，也不一定
要演靚太：“有得演就開心，不要求太多反而會遇到好角

色，可以過戲癮！”

陳樂榣未受掃場影響
陳樂榣開設的咖啡店月前遭人搗亂，卻未因此影響了

生意，被破壞翌日執拾好便繼續營
業，更準備今年內開一至兩間分
店。陳樂榣指咖啡店遭搗亂
後，已加裝閉路電視、防
盜及加大保險金額，亦
有叮囑員工要保護
自己，不要硬碰
硬。

◆ 黎燕珊、陳
樂榣甜笑比心。

◆楊紫瓊媽媽驚喜現身首映現場。

◆《愛．回家之開
心速遞》一眾
演員出席
活動。

◆

吳
家
忻
與
周
興
哲
合
影
時
現
鬼
馬
表
情
。

◆ 何超儀對
影迷合照要
求 有 求 必
應。

◆何超儀的荷里活影片《Rajah》在吉隆坡首映，大受當地民眾好評。
◆ 何超儀興奮與白兵合照，一副星粉
模樣。

撐
場

◆◆ 影后楊紫瓊與超儀及其胞姊
影后楊紫瓊與超儀及其胞姊

超瓊細細個已經是好朋友
超瓊細細個已經是好朋友。。

獲 邀超儀超儀

◆ 湯 盈
盈與呂慧儀
開心展示自
製的手繪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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