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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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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兒將有機會贏取現金:$100,000元

十一月三十日活動結束

十一月2, 9, 16, 23日，每個小時都會出現贏家

Coushatta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賭場度假村| ccrla.com

$
$$

贏家現場     兌換現金

十一月裡面的
每個星期六

十一月

        每周從周一早上4點到周六晚上11點(11月30日午夜12點)賺取賭場入場券。入場券不會從一個星期延續到另
一個星期。
        每賺取1個領先的積分可獲得1個抽獎條目。在每個抽獎日下午4點後激活獲得的具有額定遊戲度的入場券。
該優惠入場的客人所準備。賭場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本活動的權利。更多信息請訪問ccr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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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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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ome of Texas’ greatest strengths spring 
from its sheer size and geographic diver-
sity. But while these assets contribute to 
our thriving economy and create many 
opportunities, they sometimes increase 
our chances for 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
er emergencies.
Texas ranks high among U.S. states in its 
number and variety of natural disasters, 
ranging from flooding to drought and 
from wildfires to ice storms. According 
to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Texans have experi-
enced 263 federally declared disasters 
since 1953 .
Local governments, particularly those in 
sparsely populated rural counties, some-
times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emergency 
situations due to a lack of the equipment 
and staffing needed to launch an effec-
tive response. The Texas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TDEM), a di-
vision of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DPS), is charged with coordinat-
ing state and local responses to 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er emergencies in Texas. 
It’s not an easy job.
“With more than 1,300 jurisdictions, 
254 counties, an international border 
and a long coastline, Texas is constant-
ly faced with unique problems you don’t 
find anywhere else,” says Kevin Lemon, 
a TDEM technical operations special-

ist. “Therefore, we have to have unique 
solutions.”

EMERGENCY MANAGE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is the practice 
of formulating procedures with which 
communities and states can minimize 
the risk of hazards and disasters and cope 
with them more effectively.
Local governments, naturally, become 
the first lines of defense during a disas-
ter. Mayors, county commissioners, mu-
nicipal police and sheriffs’ departments 
must alert citizens of imminent threats 
and take any actions within their means 
to ensure public order and safety.
For disasters exceeding their abilities 
and resources, however, a state may step 
in to provide logistical and financial as-
sistance. In cases in which local and state 
resources prove inadequate, the state 
may request assistance from other states 
through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istance Compact, or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exas, responsibility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lay solely with local ju-
risdictions until the Legislature enacted 
the Texas Civil Protection Act of 1951, 

the first law creating a state emergenc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state-
wide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 The 
legislation established a Disaster Relief 
Council chaired by the governor and 
comprising various agency heads, each 
responsible for particular emergency 
management functions.
The 1951 act was replaced with the Tex-
as Disaster Act of 1975, which further 
increased the state-local coordin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ibilities. By 2009, af-
ter several phases of reorganization, the 
Disaster Relief Council had become the 
Texas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
ment within DPS.

The Texas Government Code requires 
the Texas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
agement to prepare and keep current a 
comprehensive state emergency man-

agement plan.
TEXAS EMERGENCY MANAGE-

MENT COUNCIL
The Texas Emergency Management 
Council (EMC) includes 39 state agen-
cies and nonprofit emergency assistance 
organizations (Exhibit 2). State law es-
tablished the council to advise and assist 
the governor in all matters related to di-
saster mitigation, emergency prepared-
ness, disaster response and recovery.
The State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 
assigns 22 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s 
to the EMC member organizations, 
which identify, mobilize and deploy re-
sources to respond to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Exhibit 3). The type and extent 
of a hazard or disaster determines which 
EMC agencies will respond.

Hurricane Harvey as seen from satel-
lite.

DISASTER DISTRICTS
Initial state emergency assistan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is provided through 
one of 24 Texas disaster districts, which 
manage state operations within their 
designated areas. Each district is led by 
a disaster district committee (DDC) and 
a committee chair. DDCs include local 
representatives of state agencies, boards, 
commissions and volunteer groups rep-
resented on the EMC. Each DDC pro-
vides guidance and administrative sup-
port for disaster response.

STATE OPERATIONS CENTER
In 1964, the SOC was established at 
DPS headquarters in Austin to serve as 
the state’s disaster monitoring center. Its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continuously monitoring threats 
through communications with local enti-
ties, news outlets and social media;
•providing notif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on emergency incidents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coordinating assistance requests from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DPS Di-
saster Districts; and
•allocating and coordinating state per-
sonnel and resources to local govern-
ments that can no longer respond ade-
quately to an emergency incident.
The SOC maintains four levels of emer-
gency response, categories used to notify 
and gradually increase the readiness of 
state and local emergency responders 
based on the degree and progression of 
specific incidents. The SOC operates 24 
hours a day, 365 days a year, regardless 
of its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
 “During a disaster, the SOC uses a wide 
range of resources from academia, pri-
vate-sector companies and local enti-
ties,” Lemon says.

IN THE BUNKER
As Hurricane Harvey bore down on the 
Texas coast in August 2017, Gov. Greg 
Abbott commanded the state’s emergen-
cy response efforts from an underground 
post beneath the DPS building in north 
Austin. Located three stories below 

ground level, the State Operations Cen-
ter has been headquarters for state emer-
gency response for nearly 60 years.

The State Operations Center under-
ground post beneath  he DPS building 

in north Austin during Hurricane 
Harvey.

(Photo/Texas Di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While some vestiges of the SOC’s mid-
20th century origins can still be seen (a 
shower turned storage closet still has a 
“decontamination” sign over the door, 
for exampl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s have turned the center 
into a modern facility with state-of-the-
art technology, safety features and com-
munications capabilities.
During major emergencies, the governor 
activates the members of the EMC, who 
assemble at the SOC where they join its 
daily operations staff and TDEM mem-
bers to organize a coordinated response. 
The SOC monitors and manages about 
3,000 to 4,000 emergency incidents per 
year.
It’s no surprise that Texas frequently ex-
periences emergencies of one kind or an-
other, simply because of its size and vari-
able climate. What’s more noteworthy, 
however, is the state’s ability to respond 
to a plethora of potentially life-threaten-
ing incidents. By integrating the efforts 
of dozens of organization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and managing the complex 
logistics from a centralized command 
post, Texas sets a national example for 
statewide emergency management. 
(Courtesy https://comptroller.texas.gov/
econom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How The State Prepares For The Worst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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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rolling back 
another Obama-era decision by restoring 
limits on the remittance U.S. citizens can 
send to family in Cuba and restricting 
Americans travel to the island, the Wash-
ington Post reports.
The big picture: Axios’ Dave Lawl-
er says the move comes in the context 
of Washington’s standoff with Nicola 
Maduro’s regime in Venezuela. Cuba is 
a close ally of Maduro’s and its military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help him main-
tain his power.
Detail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hn 
Bolton announced restrictions last month 
and added that the U.S. will impose new 
sanctions against Venezuela and Nicara-
gua to curb U.S. dollar transactions with-
in their banking systems, per the Wash-
ington Po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lso plans to 
roll out policy so U.S. citizens can sue 
for land seized by the government after 
the Cuban Revolution in 1959, reports 
the Los Angeles Times.
•Also, the administration ended Major 
League Baseball’s deal with the Cuban 
Baseball Federation that allows Cuban 
players to enter the U.S. legally without 
defecting.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eliminated 
its 5-year visas for Cubans in March.

Related
U.S. Blocks All Flights To Cuba Out-

side Havana

A Cuba delegate holds his national flag 
at the XVIII Pan American Games 
in July 2019. Photo: Reuters/Henry 

Romer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suspend 
all flights to Cuba outside of Havana be-
ginning in December, AP reports, dou-
bling down on travel restrictions to the 
island.
The big picture: The U.S. aims to prevent 
tourism to Cuba and restrict the island’s 
income so it may rescind support for 
Venezuelan President Nicolás Maduro, 
per AP, and afford “more human rights 
to Cuban citizens.”
U.S. Bans Flights To All Cuban Airports 
Except Havana
Background: The U.S. prohibited some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tours to Cuba starting in June and said it 
would deny requests for private and cor-

porate planes and boats to the country, 
citing Cuba’s “destabilizing rol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e bottom line: American Airlines, Jet-
Blue and Delta have 45 days to review 
the U.S. decision and cease operations in 
Cuban cities other than Havana, the Mi-
ami Herald reports. The majority of U.S. 
flights to Cuba run through Havana, AP 
notes.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enforce new 

Cuban travel restrictio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troduced 
regulations on Tuesday for U.S. cit-
izens’ travel to Cuba — prohibiting 
some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recre-

ational tours, PBS reports.
What they’re saying: “This adminis-
tration has made a strategic decision to 
reverse the loosening of sanction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on the Cuban regime,” 
said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These actions will help to keep U.S. 
dollars out of the hands of Cuban mili-
tar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
“Cruise ships as well as recreation-
al and pleasure vessels are prohibited 
from departing the U.S. on temporary 
sojourn to Cuba effective tomorrow.”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ement to the AP.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n a statement, 
explained that the U.S. will no longer al-
low group trips dubbed “people to peo-
ple” travel to Cuba. The U.S. will also 
deny requests for private and corporate 
planes and boats, though commercial 
flights remain impervious to the restric-
tions for now. Tours for media, college 
groups and academic research, as well 
as professionally oriented meetings, will 
still to be permitted, according to PBS.
•The new restrictions are now in effect.
Why now: Mnuchin explained that the 
move follows what he described as Cu-
ba’s “destabilizing rol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hich includes the nation’s 
ongoing support for Venezuelan Presi-
dent Nicolás Maduro’s regime.
Context: The U.S. restor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uba in late 2014. Cruise 
travel from the U.S. to Cuba began in 
May 2016, per AP. (Courtesy axios.com)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Go-

ing to Cuba N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anged the 
rules for Americans traveling to Cuba in 
June, but it did not close down tourism.

1. You can still g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s part of 
its ongoing economic embargo of Cu-
ba’s socialist government, announced 
in June new rules for Americans trav-
eling to Cuba, which included a ban on 
cruise ships. It also eliminated one of the 
12 categories under which travel to the 
island has been allowed, the education-
al and cultural trips known as “people 
to people” trips. However, Americans 
can still visit the island under the “sup-
port for Cuban people” category, either 
independently or on an accompanied 
tour. That category requires you to spend 
money at Cuban-owned businesses 
throughout your trip, something you are 
certain to do, even without trying.
2. You can get your tourist card at the 

airport
The process is simple. Most commonly, 
when you buy a plane ticket, the airline 
will ask you to select the reason for your 
visit (for most people, “support for the 
Cuban people”). Arriving at the airport, 
you’ll go through customs to your gate, 
as you would for any other international 
flight. At your gate, there will be a booth 
where you can purchase your tourist 

card, the equivalent of a visa. The fee 
will depend on which airline you fly. 
(Some tourist cards can be bought ear-
lier and delivered online or through the 
mail.)

3. Some hotels are restricted

Americans are not supposed to stay in 
hotels owned by the Cuban military, 
which is most of the big hotels. But Cuba 
has a thriving Airbnb industry, where the 
money goes to the local homeowner, 
which is allowed. It is best to book and 
pay for your lodging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4. You already have Cuban health insur-
ance
In major cities there is usually a Clinica 
Internacional set up to treat visitors. Built 
into the price of most airline tickets is a 
$25 fee that pays for Cuban health insur-
ance while you are on the island. Keep a 
printed copy of your ticket with you (or 
a digital one on your phone) to show the 
clinic if you end up needing to go to one. 
(Courtesy https://www.nytime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rump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New Policy Crackdown On C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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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T National Bank  
A SBA PLP Lender 
Recently Closed Loans 

SBA Loan-Motel SBA Loan-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3,3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Loan Amount: $4,055,000 (Total Five Loans)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 

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 Working Capital 

Conventional-Gas Station SBA Loan-Motel 
Loan Amount: $1,8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Loan Amount: $2,5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Conventional: Retail Condominiums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4,350,000 

Term: 8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Tenant Improvement/ Term 
CRE Investor Program 

Loan Amount: $3,450,000 (Total 2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Gas 
Stations purchasing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Conventional: Builder line of credit 
Loan Amount: $3,7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ing and Extra Equity for 

Land Purchasing 
 

Loan Amount: $1,7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Purpose: SFR Construction 
Builder Line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inquiry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 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在留学生的成长经历中，都熟悉一

个叫“别人家的孩子”的传说

在这样的传说里，他们三岁识千字

，五岁背唐诗，七岁英语流利如母语，

九岁琴棋书画一手抓。初中拿遍大小奖

状，还从不早恋，学霸之名远扬；高中

绩点名列前茅，托福SAT随随便便斩于

马下，课外活动还特别强。

大学国内清北提前录取求贤若渴，

国际名校纷纷抛出橄榄枝，奖学金拿到

手软；出国后一路高歌猛进，硕士博士

顺便连读，一不小心还创了业。

在这样的传说里，他们习得好几门

语言，攒下好多存款，追求者络绎不绝

，恋爱还无师自通；他们事业蒸蒸日上

，投资百战百胜，目标清晰明确，一不

小心就省下个二十年。

他们早早定好了房子、生完了孩子

，预产期还没到，留美产子和孩子将来

去常青藤上学的钱已经备好。

总之，三十岁之前，他们已经把普

通人一辈子没忙完的事情筹备周全，剩

下的就是闲庭信步、陶冶情操，把人生

活成一支广告。在逢年过节时风姿潇洒

，往来低调，沉稳中还得露出一丝炫耀

，以便给全天下的孩子照个镜子：

“看看人家，再看看你！”

之后，你长大了，出国了，“别人

家的孩子”的传说并未消散，而是一直

延续着。

进入社会了，世界还是在指望你，

那个曾经的留学生，应该做许多事。

你应该每天顺手看看被大量转发的

新闻热点、小道消息，用电子设备订阅

大家都在订阅的信息源，记住每天都在

更新的新名词。你要学会每天川流不息

的流行语和稀奇古怪的文体，才能开时

髦的玩笑。

你应该在社交网络中如鱼得水，精

准地把握潮流，明白拿什么事情开玩笑

是可以的，拿什么人开玩笑是敏感的，

站在什么立场是安全的，谈论什么话题

是高端的。

你应该早睡早起，避免熬夜，以免

因缺少睡眠而留下黑眼圈，因作息不规

律而面容憔悴。

你应该在一些够有名的地方吃饭，

记住那些店的特色菜肴和价格，以便在

不经意间透露给别人

你应该牢记大量营养搭配，能精确

地控制自己的饮食，对膳食的规划了然

于胸。

你应该经常在健身房确认自己的体

重、体脂和心肺功能。

你应该在网上多如牛毛的交流贴里

淘出一些保养品，给家里人安利的同时

，外敷内服保养自己的身体。

你应该多读一些缩略版的二手名著

，记住一些基本人物和核心思想。再买

一些畅销榜前列的有趣易懂的书，快速

读完前序和后记，确保聊到此书时自己

能侃侃而谈。

你应该有一份讲出来堂堂正正、铿

锵有力、光明敞亮的职业和薪水。

你应该有一份印满了大大小小国名

，且要有逼格不能都是热门旅游地的护

照。

你应该有两门以上可以听说读写的

外语，最好还能再懂几门外语的简单对

话，但同时也要国语流利，且不能在转

回家乡话时有障碍，以免被人说成是

“装外宾”。

你应该有在校大

学生听了都自愧不如

的假期长短和自由度

。

你应该毕业于一

所能把校服穿进国内

大学，并让人咽着唾

沫问你“没花钱就进

了？太牛了”的中学

。

你应该毕业于一

所让人对你刮目相看

，并交头接耳地说

“我终于看到活的xx

大学的人了”的大学

。

你应该拥有人们

能佩服不已的文凭，

专业的名字应该响亮

易懂，不能拗口。你

学的专业应该能让亲

戚立刻在脑海里勾画

出前途一片大好的形

象，而不是“这具体

是学啥的”的好奇心

。

你应该在适当的

年龄与一个至少和你

同级别的伴侣结婚，

对方不可以有婚史或

恋爱史，并且对你百依百顺疼爱有加。

你应该在质量上乘的区域买好了房

子，最好还不止一处，并且没有房贷。

孩子尽管还没生，但一切都已安排完成

只等在娘胎里酝酿出世了。孩子出国留

学的费用也已存下，并且不是存在人民

币账户，而是海外的外币账户下。

你应该有一座书架，书架上摆满了

你的书、你得的奖状、你和“不知名的

名人”握手但你英姿飒爽明显赢了的照

片。

你应该成熟稳重，外形看上去像名

表或者化妆品广告里的模特，谈论理想

和生活时应该都用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语

气与口吻。

你应该对热血的、单纯的话题表示

出克制的兴趣和童心，但作为一个海归

，也要轻描淡写地表现出“这些我早就

玩过了”的姿态。

你应该肚子里装着几个和海外生活

有关的，可以随时拿出来在任何场合活

跃气氛的段子和故事。

你应该，拥有以上这一切。并且最

重要的，能将以上这一切，用漫不经心

、不具侵略性、春风一般温暖和煦的方

式，讲给大伙听，而不是像暴发户一样

炫耀。

哪怕你无法拥有以上的一切，你也

应该模仿个八九不离十，在和亲朋好友

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里，尽量表现出这

一切。

当这些全部完成之后，你终于活成

了一个个房地产广告、豪车广告、保健

品广告、威士忌广告、人肉移动广告，

你也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成功是什么呢？

总体而言，在动物界和人类身上，

成功是一种很初级的欲望：成功就是占

领尽可能多的资源。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我们渐渐消

除了人类的神圣性，证明了人活于世，

暂时也只是高级动物。从生物层面上说

，人是脆弱的，我们会渴，会饿，会产

生无处发泄的睾丸酮，需要满足性欲。

我们夏天会热，冬天会冷，我们进化出

了一套套的感受器官，来提醒自己，什

么感受是利于生存的，什么感受是危险

的。

我们和其他动物完全一样，需要一

些物质资源，来满足身体的需求。工作

这件事，也只是我们在一个发达且庞大

的社会体系里，找一个位置，付出劳动

和时间，来换取满足自己身体或精神需

求的物质资源而已。

与其他动物不同，社会认同感的存

在，会给人营造一种感觉，即：我们生

来应当成功，或者说应当去占领尽可能

多的资源。

但因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这种世

俗的成功，和个人的快乐，不见得成正

比，不是每个人都能正好将自己的标准

和占领资源的信条合二为一的。

而我们身边有太多小日子过得很惬

意的人，可以如是回答以下这两个问题

：

成功吗？似乎不。快乐吗？一定是

。

可惜世界总归需要一点可以判断的

尺度，体现在现代社会，往往就是购买

力。所谓成功，便是要求人尽可能多地

占领资源，而购买力就是绝大多数资源

的统称。

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随时随地打

量别人，通过穿着、言谈、娱乐方式、

口音甚至手机型号，判断对方的生存状

态，然后通过这些判断，自动构成幻想

，补充对你全部人生的推测。

如果人们对你略有了解，他们会下

意识地寻找你和他们世界观的共同点。

假若你恰好合适，就很可能有幸变成

“我认识的那个谁”，然后被拿来当教

材，证明一个成功的人应该具备哪些条

件；如果不巧你不合适，你可能依然会

被提及，但八成便是“这种人也能混出

头，这世道真是……”

社交网络很多时候就像是在满足这

一点：提供标签，并让人快速了解各种

各样的标签，然后继续乐此不疲地求同

但不存异，并在日后的生活里，能举出

一个个虚构的“我认识的那个谁”，去

证明那些广告般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留学从业者，我不止一次

地发现过申请季中的学生们，最真实的

情景：

比如，就算是表面上再风光、再强

的学生，在面临升学的时候，都有头疼

、痛苦、神伤的一面。

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这

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想要申请结果好则

必然需要勤恳，想要舒适休闲则必然申

请结果差，世事难两全。

最闲适的时候，往往是申请季刚开

始的时候，因为还没吃到苦头，所以对

一切满怀希望。

但绝大多数通向牛逼的道路，都比

学生们想象得更枯燥、无趣和繁琐。

各人都有各人的道路和命运，不管

选哪条，得了好处，都要付出相应的代

价，人生就是如此。如果有谁看上去没

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了好处，浑水摸鱼

了一个申请季就拿了个大满贯，那很可

能是我们没能看到他的苦楚，正所谓只

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

当然，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永远会

赞许那些积极勇敢的人，那些“敢于挑

战命运，追逐梦想”的人。

可大多数你想幻想成为的人和他们

的生活，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大多数你想成为的人，等你达到了

他/她的境地，也许会觉得配不上你所

付出的东西。当然，为了让自己甘心，

为了满足“成功学”的需要，大家会拍

拍你说“这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你

也是这么劝自己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尽管这么说有些残忍，但99%的人

，可能并不在意你。你对他们来说，只

不过是“我认识的那个谁”，是那个可

以用于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标签。

剩下1%的人在意的，可能也只是

他们想象中的你。这1%的人里，或许

就有你的好友、伴侣甚至父母。

你花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制造出

了成功的姿态和形象（甚至不是快乐的

），让这1%的人相信，你有足够多的

资源，这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

当然了，我们总是对自己说，你必

须成功：别人都在成功，自己怎么能自

甘人下呢？可是，“只见贼吃肉，不见

贼挨打”——每个执着于成功的人或多

或少都在撑着一点光鲜和门面，再把伤

痛打掉牙齿和血吞。

所以，留学生，你可以不必成功。

你可以不用把自己活成“别人家的

孩子”，也不用活成一支留学广告。

对你将要遇到或者已经遇到的99%

的人来说，他们只在乎你在1%的时间

里过得像不像一个完美的富裕的彬彬有

礼的穿着该穿的衣服戴着该戴的手表长

得像时尚杂志封面的人肉典范，以及是

否有资格成为“别人家”的孩子而被选

入家庭故事会。至于其余99%的时间里

你在干什么，他们真的并不在乎。

而你，真的想这样活着么？

我们尝试从申请开始，提供给留学

生另一种选择。无论是在申请季，还是

在海外，只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掌

握着自己想要的人生，达到自己想要的

状态，让自己活得开心自得其乐，就是

这趟留学的小车奔腾的意义。

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去生活并

过完一生，对于你我来说，就是最大的

成功。

留学生，你可以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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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见厚实挺括、尤其是有内置

密封扣的塑料袋，我妈总是感叹，要是

你上学那时候有这样的袋子就好了，给

你拿菜多棒。我总是不以为然，话说

“我上学那时候”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情了。

我读初中时开始到三十里外的县重

点中学住校，每周末才能回家。所谓

“拿菜”就是用玻璃瓶、塑料瓶或塑料

袋装进炒好的菜带到学校里吃，七零年

代出生进城上学的山东农村孩子，应该

都不陌生。学校也有食堂，一是贵，生

活费太有限，二是菜并不好，缺油少盐

，只有“热”还算一个优点。麦乳精瓶

子、水果罐头的瓶子都是大广口，特别

适合装菜，遇到这样的瓶子，谁家有住

校生的都要认真洗涮干净留起来。玻璃

瓶子易碎，那些骑着自行车赶几十里路

去上学的，路上可能一个跟头就把这瓶

子报废了，玻璃渣子和炒菜掺在一起，

再返回家补充的话星期天晚上的自习课

就要迟到，倒霉孩子只能跟同学们凑合

，接受别人的一点救济，也是炒咸菜之

类的。所以，塑料袋是最常见最好用的

。不知为何，我父母好像从未给我买过

铝饭盒，我看到同学用了太久的铝饭盒

布满了盐渍锈迹也很不舒服。

同一年级五个班女生住三间集体宿

舍，百十口子人，上下两层大通铺，每

个人的铺盖卷紧紧挤在一起。宿舍里没

有桌子，装着简单餐具和各类咸菜瓶子

塑料袋铝质饭盒的小箱子摆在地上就是

餐桌了，装满热水的搪瓷茶缸子、各种

杯子、小铁碗放在上面，岌岌可危。吃

饭的时候，每个人的“菜单”清晰可见

，众目睽睽。偶尔有人在晚自习的时候

溜回宿舍偷吃一点白天看好的别人的菜

，第二天就听见有女生在大骂谁偷吃她

的菜了。我也偷偷吃过别人的一次！两

根手指伸进我同班学习委员的小纸箱里

，从她的一个土黄色搪瓷小盆里迅速准

确地夹出两根辣椒炒猪耳朵条，吃得很

急很突兀很噎人，不过因为下手很轻没

有被发现。

我妈总是发挥她的智慧给我带咸菜

炒肉丝。用多多的金黄的花生油，把咸

菜疙瘩切成条，和瘦肉丝混在一起炒，

每根咸菜四边都有点炒焦，再放进去炸

酥的红辣椒段，即使吃到最后，咸菜肉

丝都吃没了，底子上剩下近半瓶的熟花

生油，又香又辣又咸，很解馋，还可以

泡饭吃。

当然，这些咸菜，所有同学吃的家

里带的炒菜，都是凉的，需要一大杯热

开水来就着吃饭。我这辈子最恨喝温吞

水大概从此始。锅炉房里是一个姓王的

老头在烧水，每天凌晨四点多钟就能听

见他推着三轮小铁车拐过我们的宿舍墙

后去哐啷哐啷卸煤。锅炉房墙壁里伸出

来一排热水龙头，好多孩子踏着常年湿

透的黑煤渣地面，飞奔叫嚷着拿自己的

热水瓶去接水，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经

常听到热水瓶胆爆裂的响声和一片尖叫

混在一起。打开水是危险活。我不敢挤

进去，每次总是等到最后才接到热水。

进宿舍时别人都已经开始吃饭了，经过

她们背后会撞到她们，有女生狠狠地说

“烦人”，有的发出“咦——”“嘁

——”，热水缸子被摇晃泼洒，这七八

米远的一路要吃几个白眼。

有一次我想给自己加点滋味，去操

场边的小卖部买了一袋蒜蓉辣酱，好不

容易钻过林立——“林立”是因为大多

数女生没有地方坐，有位置可以坐着吃

饭的都是睡在下铺的——女生们来到墙

角自己的箱子边。这个墙角有五六个女

生在吃饭。蒜蓉辣酱的袋子跟着我跨越

长长的操场到宿舍里，估计已经有点冷

缩，死活打不开，我用牙咬出一点豁口

还是不行，快要放弃的时候，最后一试

，一手抓一边，歪头闭眼狠命用力，

“霍拉”一声，从顶到底，袋子撕开了

！我一手一半空塑料袋，辣酱全泼射在

一个高大胖壮女同学的后背上！她当时

半弯着腰去端茶缸。我始终记得毁灭感

袭顶的那一瞬间，要哭出来了。

刚住校的时候，一下子发现家乡方圆

几十里只有我一个人考进这所全市有名的

中学，其他新生几乎都有在县城小学相熟

的同学校友朋友，或者县城里还有亲戚来

往照护，我完全陷入了孤绝境地。从未离

开家的我，很久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无论

吃饭睡觉还是课间都在想家想妈妈，不能

和其他女孩一样叽叽喳喳有说有笑打成一

片。尤其是秋冬频繁有下雨下雪天，宿舍

里的泥夯地面多年阴黑湿透，永远都是湿

嗒嗒的能踩出水来，手脚冰冷，饭菜冰冷

，去打水又困难，那种透心凉、那种凄惶

不安深深攫住我，每一餐几乎是忍着眼泪

把肉丝或者带鱼一点点咬碎咽下，既不希

望任何人看见我的眼泪，也不想给别人分

享我的菜。

因为我比很多住校同学年龄还要小

一点，铺盖、箱子、碗罐什么的不会收

拾，我妈就经常给我写一张纸条放包裹

里，我也特别喜欢看她的字条，第一个

字必是“宝”加冒号，把“宝贝”简化

了，嘱咐我咸菜第几天开始吃，要把塑

料袋里装的菜倒到一个搪瓷大盘里，要

记得把塑料袋或者瓶子包好带回家。

装过菜的瓶子好洗刷，塑料袋就很

难，当时还没有餐具果蔬洗洁剂，要用

洗衣粉或者肥皂洗，抹布擦，倒挂或者

反过来晾干再用。有几次周末我都忘了

把装过菜的塑料袋带回家。没有清洗的

塑料袋躺在箱子底好多天，我也不知道

拿出来扔掉。在一个很冷的中午放学后

，大家都呵着手跺着脚窜进屋。我急急

忙忙要伸手开纸箱子时，发现两片硬纸

板接缝的地方赫然趴着一只大虫子，从

未见过的带硬壳的黑虫子，样子介于金

龟子和天牛之间，一两根短触须还在慢

慢舞动示威。震惊、恶心和眼泪一起涌

上来。好在我算是冷静的人，压制着不

洁不堪的感觉，不声不响地用食指和拇

指快速把它狠狠弹到地上。

我一直没明白天寒地冻它怎么会出

现的？这个黑壳虫子至今会偶尔出现在

我脑海的天幕上，掸不掉捻不死。那不

仅是一个黑色硬壳虫子，它是走进我生

命中的异物，始终在那里，提示我曾经

有过的寒酸和孤立，像一块小小冰核，

无法化解。

我不会骑自行车，有的周末就留在

学校里，由哥哥姐姐给我送菜。当时经

常有应季食物送过来，五六月份的新土

豆切丝炒青椒，肉丝儿炒鲜黄花菜、油

炸小春鱼，一圈圈解开捆扎塑料袋的小

布条，那种清新香气一下钻进肺里，惊

喜得我把脸埋在这个袋口上深呼吸，恨

不能伸出个长猪嘴往里探。冬天没有新

鲜蔬菜的时候，是肉片炒木耳银耳、煎

炸豆腐、夹肉藕盒、红辣椒烧鱼块。等

到我中考和高考的时候，会有卤猪肝、

煮大虾、酱排骨送来。

除了带各种炒菜，我妈经常给我带

包子或者饺子，猪肉和扁豆或白菜大葱

的，蘑菇三鲜的，每一只都鼓鼓囊囊，

用报纸或杂志封皮、散页包好，再用细

绳捆扎，装在包袋里捎过来。包子大概

只带吃一次的，饺子带的够吃两顿，照

例是用开水烫着吃。烫饺子的时候，我

遵妈嘱用筷子给它们戳上几个眼儿，油

花立即漂上来。开水作用有限，没有发

酵的半冷肉馅面食吃的次数多了，我攒

下一点胃病，当然，这个我从不怨我妈

，我喜欢一个人默默吃她给我包装好的

各类食物，每一个被肉馅撑得歪斜走形

的饺子进嘴的时候，我都快速扫一眼周

围的同学，暗暗开心骄傲着。

铁打的中学，流水的女生。等到上

高中，这个学校的女生结束了三十年住

平房大通铺的历史，我们搬到新宿舍楼

。我算是该校老学生了，朋友多起来，

学有余裕，人也变得从容许多。八个女

生住一个单间，仍然大多是从家中带饭

菜来，每一位同学的箱子即是一个家庭

口味风味手艺和经济能力的展现。我印

象最深的是有个姑娘总带妈妈亲手做的

一种薄软半透明的圆圆面饼，有的农村

叫单饼、水饼，撕成小块放黄色搪瓷盆

里倒开水泡着吃。她用糖水黄桃大罐头

瓶带菜，里面是细瘦金黄红艳的带鱼，

油汪汪看起来特别下饭。带鱼何曰细瘦

，因为外观薄碎，其做法应该是把带鱼

全体剁碎如筷子头大小、头骨并不弃，

偶尔还能看见一角小眼睛，加青红椒碎

末煎炒后炖煮再收干浓汁，吃起来（我

也悄悄尝过一次）还有一点骨感。我好

朋友的爸爸经常来送菜，满满一大盒辣

椒炝炒猪肚块，脆硬难以嚼烂，但是又

火辣又香韧，大家抢着过瘾。还有一个

女孩总是带炒藕丝，每一根藕丝粗细均

匀，斜斜地紧紧压实在塑料袋里，吃起

来口感鲜甜，沙沙脆脆。最特别的也是

大家最爱的，她家的藕都是淡淡的粉紫

粉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就近肉眼辨识

“藕荷色”。高三时每个周日晚自习结

束后，我们在宿舍里端杯白开水，吃着

她妈妈特地多做的藕丝，有小小节日般

的放松快乐。

我妈除了给我带炒菜之外还是经常

给我带包子、带饺子，分量也都增多了

，让我和好友们分食。这些包子饺子因

为在包里压得太紧可能会印上几个油墨

字迹，字儿都是反着的，大部分包装纸

都洇湿了，有时候还要揭掉包子皮才能

吃。估计这辈子我也吃进去不少铅了。

报纸大多是我爸看过的新民晚报、大众

日报什么的，偶尔还有杂志封皮印着

“八小时之外”，我一般都是边吃边随

便看两眼再丢掉。有一次，我忽然看见

了几行字，正吃着的一口饺子差点卡在

喉咙里：

这段残破的纸片断为两截，已经湿

透了，我无法保存，便死死把这几句背

下来，不知道作者名字，也没看到结尾

，只是觉得它好，无论如何我都要记住

它。

等到二十年后，我通过互联网查询

的时候，才发现这首被我长久记忆的诗

，是诗人忆明珠先生写给妻子的。这样

的诗，是岁月献给他们的人生清供，我

还不够资格，也不知道该写给谁，表达

给谁可能都不太妥当。

原来，我还一直漏了一句“你淡泊

如水”！压根就没有印象，极有可能被

我吃下去了。

二十年，粗茶淡饭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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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宇睽違四年新作
阿部寬李心潔眼神藏愛好揪心

林書宇執導新片《夕霧花園》集結

雙影後李心潔、張艾嘉、日本男星阿部

寬等卡司將於11月29日在臺上映，該片

榮登本屆金馬國際影展閉幕電影，更入

選第24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之

窗”單元，該片29日發布前導預告，揭

開李心潔與阿部寬在戰亂後的動人愛情

故事，兩人眼神中的情愫讓影迷看了心

跳加速，而李心潔與大衛奧克斯壹場浪

漫吻戲，也隱隱透露出三人糾結的情感

故事，此外更忠實呈現危機四伏的動蕩

時局。

改編自國際文學大獎曼布克獎的同

名小說，由《百日告別》林書宇執導並

攜手《大亨小傳》、《納尼亞傳奇》金

獎幕後團隊跨國制作推的愛情史詩《夕

霧花園》，描述歷經妹妹身亡的張雲林

與日本園藝師中村有朋在二戰後的揪心

愛情故事。前導預告以壹首蕭邦的鋼琴

曲貫穿，揭開李心潔與阿部寬在片中產

生情愫的浪漫過程，阿部寬壹段英文臺

詞說道：“花園是由許多時鐘組成，有

些快，有些慢，花園裏的生命都有自己

的時間。”營造出神秘又動人的氛圍。

導演林書宇表示電影的核心是關

於“愛”的故事，他說：“心潔飾演

的雲林擺脫不了戰爭時的傷痛，而她

的演技將感染觀眾，讓大家跟她壹起

學會原諒自己，並放下傷痛，這壹切

都是源自於愛。”也坦言有許多電影

談到戰爭與傷痛，但有時反而讓觀眾

的心裏產生仇恨，是他非常註意和避

免的。此外，《夕霧花園》集結英國

、馬來西亞、日本等各地金獎團隊制

作，導演林書宇笑言：“這部電影徹

底改變了我。”他表示若是40歲前的

自己，可能沒有勇氣和信心接下這部

電影，此次的跨地區拍攝合作讓他學

習到很多知識與經驗，也很慶幸自己

鼓起勇氣只身飛往馬來西亞拍電影，

為他的電影生涯開創不同的道路。該

片預計於11月29日於全臺上映。

彭於晏首次參與保護海洋紀錄片

呼籲大家註重環保

中國海龜保護聯盟、野生救援、優酷日前聯合在滬發布保護海洋

系列紀錄片《海龜奇“援”》，公益大使、男主角彭於晏感慨良多，

他自爆，之前壹天之內就能飲完二十、三十瓶礦泉水，不經意間產生

大量塑料垃圾，這次通過拍攝令其對海龜生存困境感同身受，他呼籲

大家壹定要註重環保，尤需盡量減少使用塑料制品。

紀錄片《海龜奇“援”》由曾榮獲第38屆美國新聞及紀錄片艾美

獎“最佳攝影獎“的Andrew Wegst擔任總導演兼總攝像師，以公益大

使彭於晏親身參與實地保護的經歷為主線，途經哥斯達黎加、厄瓜多

爾、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中國等地，跨越三大洲，總行

程超過三萬公裏，全面展示海龜在中國、東南亞和南美洲等區域的生

存現狀、保護必要性，以及面臨的主要威脅和挑戰。《海龜奇

“援”》共三集，每集約25分鐘，將於今年年底在優酷獨家播出。

發布會上，彭於晏給觀眾展示了紀錄片中的壹些精彩片段，並分

享了自己在海龜棲息地的經歷，包括救助被漁網和船槳弄傷的海龜並

將牠們放歸大海，和巡護員壹起尋找新產下的海龜卵、為新出生的小

海龜測量身長和體重等。

彭於晏透露，在此之前還從沒有過紀錄片的邀約，因此《海龜奇

“援”》是他首度“觸電”紀錄片，整個拍攝過程頗為艱辛，需臨場

處理各種不可控因素，比如劇組抵達首站哥斯達黎加，即遭遇大風暴

被困島上，至於為了拍攝海龜產卵，全劇組千辛萬苦白等壹天，更是

家常便飯。

但驚喜同樣不絕，彭於晏慨嘆經歷難得，拍攝期間正好有80多只

小海龜剛好孵化出來，他本人也是首次見到可愛的新生小海龜，還有

壹次更曾與20多只大海龜壹起暢遊大海，此情此景終身難忘。

與壹線從事海龜保護的“海龜勇士”們壹起工作後，公益大使彭

於晏也學有所成，成為海龜“保護”專家。他說，人類捕魚可能令海

龜受到傷害，如果不小心網住海龜，因其體型龐大難以將之趕走，有

漁夫就會用棍棒敲擊海龜頭部，將其擊暈後丟棄，海龜頭部受傷後，

往往會失去方向感，無法再潛到海裏覓食，繼而挨餓而死。在彭於晏

看來，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海龜勇士“，只要從壹些小事做起

，比如不購買非法海龜制品，減少使用塑料袋等。

《海龜奇“援”》紀錄片聯合出品方之壹，中國紀錄片重鎮優酷

為《海龜奇“援”》提供了獨家播放平臺。優酷紀錄片中心總監張偉

表示：《海龜奇“援”》是優酷紀錄片頻道在公益方向的壹個探索與

嘗試，在未來，我們將在公益方向上做更多的精品內容探索。

如何抉擇老公或女兒？
賈靜雯：好恐怖 很難選

賈靜雯、張孝全、章立衡近日

在臺北對話新浪娛樂，宣傳Netflix首

部華語原創自制影集《罪夢者》。

賈靜雯劇中被迫要在丈夫張孝全與

兒子性命之間取舍，陷入天人交戰

的崩潰，被問及現實中遇到此狀況，

老公修傑楷和女兒們如何選擇？她

直呼：“最不健康的問題，好恐怖，

這很難選。”升格人夫、人父的張

孝全也說：“家庭絕對是重要的，

是最可以給人歸屬感的地方。”他

也透露自己不吝向家人傳達愛意，

直接對他們說“我愛妳”。

賈靜雯劇中與張孝全情感糾

葛，深愛著黑道張孝全，就算他入

獄被捕仍苦等十年，壹場探監戲情

緒張力大，令人印象深刻。她在

《我們與惡的距離》飾演兒子在壹

場無差別殺人案件喪生的母親，這

回《罪夢者》中則是遭遇兒子被黑

道綁票，而現實中賈靜雯的家庭幸

福美滿，如何轉換情緒？她說：

“演員就像是有小叮當的任意門，

門外門裏是兩邊，我也不敢講是切

換自如，但我會很清楚劃分，角色

有自己的背景時空狀態，離開角色

的時候就是賈靜雯的生活，角色雖

然有漣漪，但不是真實，我很快可

以轉變。”

張孝全劇中飾演黑道兄弟，有

大量鬥毆、飛車戲碼，他透露：

“這次邀請的日本武術指導 ，他擅

長街頭鬥毆武打動作，我們在開拍

前就針對每場動作戲排練，拍戲中

間就算放假還是要去練習。”張孝

全與章立衡劇中是好兄弟，兩人也

因該劇結為好友，張孝全說：“拍

完戲有空不管臺灣、香港都會約出

來聚壹下，也會互相傳訊息。”章

立衡笑贊：“不管戲裏戲外， 孝全

都是我的偶像！”

章立衡這回飾演黑道“阿鬼”，

跳脫以往斯文形象蓄胡嚼檳榔，他

透露，開拍前特地看了不同地區的

黑道電影來塑造他心中的阿鬼。戲

殺青後，他為了要脫離角色，特地

飛到美國、每天都上健身房，試圖

把周圍環境做轉換，他笑說：“每

天都看到黃頭發、藍眼珠的人，完

全不搭嘎，鬼哥不走也非得走！”

《罪夢者》10月31日上架。

黃子佼婚禮不邀小S
直言已預告婚禮兩大哭點

據臺灣媒體報道，黃子佼

（佼佼）、阿喜9日出席某活動

，佼佼與孟耿如明年4月19日的

婚禮正緊鑼密鼓籌備中，他昨透

露會在寒舍艾美酒店席開60桌、

宴客720名；被問到是否邀請前

女友小S，佼佼當下回絕：“互

相嘛！畢竟這也是公眾場合，耿

如的前任我也不會想見到。”不

過期待當爸的佼佼說：“也許帶

孩子經驗倒是可以問小S！”

佼佼透露婚禮中有他認證

的 2 大哭點，第 1 個是孟耿如

的父親將女兒的手交付在他手

中時；第 2 則是兩人的已逝愛

犬“元氣”參與婚紗的影片，

佼佼眼眶泛淚說，去年趁元氣

身體好時回老家拍了壹組婚紗

，這段影片他也要婚禮當天才

看得到，佼佼說：“那段我應

該會哭死！”

自幼父母離異的佼佼這次邀

請了媽媽參加婚宴，也事先暗示

爸爸讓他有心理準備，“辦喜事

啦，有很多眉角”。至於怎麼不

事先登記，佼佼笑說：“這不簡

單！彼此有空又要選良辰吉日，

還要兩個不會鬩墻的好友來見

證！不然這會記錄在結婚證書

上！”但他保證有好消息壹定會

通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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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山聰、李施
嬅、黃祥興、康華、趙希洛、張彥博及劇中的黑
貓“靚寶”等，10月29日出席無綫劇集《金宵大
廈》慶功宴，現場並宣佈劇集收視最高有31.1
點，超過200萬觀眾收看。首次擔任男主角的山
聰表示總算不失禮，希望續集可以更上一層樓。

山聰表示有此成績很鼓舞，因知道要劇集過
30點公司才有得請吃飯，稍後待他忙完後會再請
大家吃多餐，到時再“找數”跳舞，當晚因有多位
高層在場要正經一點，屆時施嬅穿西裝，他就穿舞
衣。

山聰與施嬅又笑指大家好似都走不出《金宵
大廈》，山聰笑謂最近回公司見到地下有灘水，
還以為是Alex（施嬅在劇中的角色）回來了。施
嬅則笑指山聰日前上載了與新劇拍檔姚子羚的合
照，即令她的粉絲不滿，鬧山聰忘恩負義，移情
別戀，所以這陣子他不要隨便上載相片了。

問到何時開拍《金宵大廈》續集？山聰表示
要看施嬅的檔期，而他近日亦忙拍攝新劇，十二
月再與施嬅一起到美國登台。施嬅認為第二輯應
該要比第一輯更加好，所以不要倉卒，要給時間
去籌備。

山聰明天便迎娶女友Apple，但他前一日仍

要開工，更為趕拍以致聲沙，他笑說：“本來由
太太處理，但埋尾好多嘢都要找我，但開心的，
享受過程，基本上已準備得七七八八，最緊要結
婚戒指在，同一班好友在場見證。”山聰表示因
只得3日婚假，之後都要工作，明年2月他到加拿
大做秀，才會帶同太太同行，順道探親，但此行
不是度蜜月，只是休息和探親，度蜜月要待明年
稍後時間再定。

黃祥興早前在停車場不慎仆倒，以致右邊鎖
骨斷裂要接受手術，出院不久的他10月29日已開
工，精神看來也不俗，但就要以手托固定患處。
他表示已回家休養兩日，康復進度比想像中好，
關節位能郁動，只是不能做太用力的動作，他也
有開車接送子女上學，因不想讓懷孕的太太辛
苦，可以多點時間休息。

他謂完全康復需要3個月，而受傷最不開心就
是不能做gym，本來計劃操練大隻，但開始了兩日
便要停，現在唯有轉做一個減肥計劃，趁要戒口順
便吃得健康一點，希望由現時75公斤減到67公
斤。談到《金》劇開拍續集？他坦言希望再有份
演出，若有原班人馬演出一定更加精彩，但不能
強逼監製和編審一定要起用他，不過杜生（高層
杜之克）之前都說了聽者有份，所以都安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第16屆香港
亞洲電影節2019”10月29日舉行開幕禮，《再見
UFO》和《獅子山上》成為今年開幕電影，一眾演
出藝人衛詩雅、林德信、白只、黃又南等均有現
身，陳家樂則擔任電影節大使。

林德信和衛詩雅在電影《獅》乃首度合作，戲
中扮演夫妻，林德信大讚對方是好對手，兩人合作
能互補不足，最欣賞女方的大膽和投入，好犀利，
他們更會有床上戲，但只是在床上談天，林德信自
言看回這幕時，被當中對白搞到哭。

衛詩雅續說：“戲裡是他背後的女人，有句對

白‘如果有下一世，我一定不會選你’，講出了女
人辛酸。（林德信是你喜歡類型嗎？）絕對是，很
帥，但他有一種特質，就算做錯任何事只要笑住同
你講句對不起，另一半便會軟化，一定原諒他，所
以做他身邊女人都要小心，做朋友會好一些。”

兩人希望再有合作機會，問到有否信心成“情
侶檔”，衛詩雅表示：“希望下次可以合拍一部愛
情片。”林德信笑說：“我試試開啦。”

黃又南稱Shine或再合體
黃又南新片中與扮演他童年的小演員甚是投緣，

原名黃德謙的又南謂：“我們
都是叫謙仔，其實最初是邊拍
邊物色童年演員，因為要找到
有兩個酒窩，又記到對白的人
真的不容易，導演話謙仔的佻
皮性格好似我，小小年紀很喜
歡演戲。”又南早前客串演出
新戲《一秒拳王》，也是跟小
演員合作，還要在對方父母面
前掌摑該小演員，不忍心之餘
亦很尷尬！

說到Shine是否單飛，又
南表示：“今年初開會決定各
自發展，專注自己工作，之前
經理人公司回應過了，總之在
適當時候再合體，（工作受影
響嗎？）沒去多想，沒有工作
時便練好結他，做好裝備增值
自己。”

舞台變大泳池配俄國美女韻律泳

徐小明讚橫店劇院設備一流
姿采姿采令個唱添

李施嬅嬅望別倉卒拍續集
陳山聰被罵忘恩負義？

獲林德信欣賞夠大膽
衛詩雅都話喜歡對方

徐小明這次也是作為首位在橫店夢外灘
影視主題公園的百老舞匯大劇院開個

唱的表演嘉賓，非常具有紀念意義，小明
哥說：“我很高興得到橫店集團的邀請，
能來到橫店影視城夢外灘的百老舞匯大劇
院演出的確令我興奮，因橫店集團在這新
景區耗資16億人民幣建設，劇院的設計和
設備都是一流，達國際水平，同時今次台
前幕後配合我演出尚有近二百位舞蹈藝員
及武術運動員，使我的演唱會更添姿
采”。

記者十分同意，其中小明哥唱《柳葉
船》的時候，舞台中央突然在數十秒間變
作一個大泳池，有八名俄國美女在池中隨
着小明哥的歌聲節奏以韻律泳配合演出，
令觀眾驚呆了，不少人跑近池邊拍照。

選唱情歌哄妻賀紅寶石婚
這次除了大家期待已久的許多經典名

曲之外，徐小明還演唱了不少情歌，大家
除了看慣他熱血的一面，也看到他柔情的
一面，當他唱出一首由他改編的《梁祝－
新編恨綿綿》時在台上黯然落淚，感動觀
眾三度鼓掌。小明哥還選唱了不少溫馨感
人的情歌，當然少不了大家熟悉的《柳葉
船》、《何必當初相識》，最感動觀眾的
一刻，就是選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給

在座的太太，原來今年十月，正好是徐小
明與太太李鳳鳴結婚40周年（紅寶石婚）
紀念，加上十年拍拖，兩人相處足有半世
紀，小明哥呼籲觀眾以手機照明作星星，
襯托台上背景的大月亮，一同為所愛的人
許願，全場觀眾搖着手機和唱，場面感
人。最後小明哥從台上走到觀眾席為太太
送上鮮花，全場觀眾為二人送上熱烈的掌
聲及歡呼聲以示祝福。

橫店影視節頒獎及表演
小明哥的《霍元甲》三部曲，膾炙人

口，《萬里長城永不倒》、《好小子》、
《大號是中華》、《再向虎山行》等電視
主題曲不單香港觀眾熟悉，在內地更是陶
醉不少觀眾，足足影響了兩代人，亦將觀
眾情緒推至高峰。“今次除舉行我個人演
唱會之外，我也是橫店影視節‘文榮獎’
的頒獎及表演嘉賓，很多謝橫店集團資深
副總裁殷旭先生的邀請，還送給一個非常
特別的紀念品，是一件純銀製造的《通關
令牌》，十年之內我可免費進入橫店影視
城各大風景園區遊覽，哈哈！太酷啦！”

記者和觀眾只在視頻看到徐導演唱
《男兒當自強》，這次終於聽到現場版，
覺得再沒有比徐小明演繹得更好的一版
了！

香港文匯報訊 徐小

明導演時隔多年又在內地舉辦

個人演唱會，非常難得的機會，雖

然徐小明在內地每年都有在不同城市或

電視台演唱，但過去幾年舉行個人演唱

會都只有在香港，今次在內地橫店舉

行，真令粉絲們雀躍，記者在門外向觀

眾採訪，竟發現不少粉絲來自北京、

天津、上海、杭州、廣東、無錫

等地，更有來自香港的

粉絲。

■■二人更情深一吻二人更情深一吻。。

■■小明哥從台上走到觀小明哥從台上走到觀
眾席為太太送上鮮花眾席為太太送上鮮花。。

■■林德信和衛詩雅合作能互補不林德信和衛詩雅合作能互補不
足足。。

■■黃又南與扮演他童年的小演員黃又南與扮演他童年的小演員
甚是投緣甚是投緣。。

■■舞台中央突然在數舞台中央突然在數
十秒間變作大泳池十秒間變作大泳池。。

■■俄國美女在池中隨着俄國美女在池中隨着
小明哥的歌聲節奏以韻小明哥的歌聲節奏以韻
律泳配合演出律泳配合演出。。

■■愛國的徐小明特別選唱愛國的徐小明特別選唱《《歌歌
唱祖國唱祖國》，》，並認為時下年輕人並認為時下年輕人
對國旗的尊重需要重新認識對國旗的尊重需要重新認識。。

■■戴祖儀戴祖儀

■■黃祥興右邊鎖骨斷黃祥興右邊鎖骨斷
裂要接受手術裂要接受手術。。

許廷鏗出道十年回顧青春

■■許廷鏗許廷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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