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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美儀 眼科醫學博士
Dr. Linda Yang 美國眼科專科特考文憑
主治: 白內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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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星期日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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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Tel:(832)433-7159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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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殺非裔案罪成皆大歡喜

去年哄動美國的跪殺非
裔一案己有結果，明尼
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前 警 察 喬 文 （Derek
Chauvin）被判罪成，由
12 人 組 成 的 陪 審 團 4 月
20 日一致裁定他的謀殺
及誤殺共 3 項控罪全部成
立。他將面臨最高 75 年
的鐵窗生涯。
在裁決宣布後，一早在
法庭外等候的人群發出
歡呼聲。包括總統拜登
在內的眾多政要對裁決發表講話，拜登指裁決是國家反對系統性
種族歧視邁出的巨大一步，稱正義終於得以伸張。
喬文跪殺佛洛伊德案經過 3 周的審訊後，由 6 名白人及 6 名
非裔組成的陪審團，從 19 日開始經過 10 個半小時的閉門審議，
於當地時間 20 日下午 2 時 30 分達成罪成裁決。陪審團一致認為
，喬文 2020 年 5 月 25 日在拘捕佛洛伊德期間因跪頸導致對方死
亡而被控的二級謀殺罪、三級謀殺罪和二級誤殺罪 3 項控罪全部
成立，並向法官交出他們的裁決。
法官卡希爾（Peter Cahill）代表明尼蘇達州對陪審員表示感

楊楚楓

謝，不僅感謝他們履行陪審員的義務，也感
謝他們負起了重大的陪審員的責任。
佛洛伊德 39 歲的弟弟菲洛尼斯，在案件
開審時單膝跪在法庭外。他 20 日在法庭內聽
到裁決宣布後，擁抱總檢察長埃里森及控方律師布拉克維爾。被
告喬文則安靜地聽著裁決的宣讀。裁決宣布後，州當局立即採取
行動，在喬文等候量刑期間撤銷他的保釋。而事實上，法官卡希
爾已經這樣做，喬文被扣上手銬押出法庭移交給羈押部門。
喬文如果因每一項罪名同時服刑，將面對最少 12.5 年至最高
40 年的刑期。若 3 項罪名分開服刑，將面對 29 至 75 年的監禁。
據預期，法官卡希爾會迅速行動作出宣判。而州檢察長辦公
室已提出動議，要求按照州的有關指南重判。據報喬文已放棄他
要陪審團參與量刑的權利，這樣一來，法官可以單獨考慮由州檢
控部門提出的重判要求。
在裁決宣布後，包括總統拜登與副總統賀錦麗在內的多位政
要發表講話。拜登在白宮發表講話中告訴國人，裁決發出強有力
信息，表示 「
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但這並不足夠，不能
就停頓在此」。他呼籲國會迅速行動進行警務改革，同時呼籲採
取新行動紀念佛洛伊德。在國會山，民主共和兩黨議員也表示因
裁決鬆了一口氣，並預期裁決可能促進警務改革的立法。
佛洛伊德的家庭律師克魯姆普在推特上貼出視頻，顯示拜登
與賀錦麗與這家人通電話。當拜登被問及他現在感覺怎樣時，拜
登回答，現在感覺更好。沒有更好的了，至少現在彰顯了部分正
義。賀錦麗在電話中告訴這家人，這是正義的一天。拜登本人後
來表示，他與佛洛伊德家人通電話，告訴他們 「
我們全都如釋重

政
政海
海 美國，台灣的太上皇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上周，美國氣候特使克
里訪問中國，這是眼前中
美之間唯一最具共識的議

題。

克里並非省油的燈，曾是美國位高權重的官員。在奧巴馬時
代，他當過國務卿，以及外國委員會主席，可是，今次他訪華，
最被人關注的，卻是中國對他的冷待。接送他的，居然是一台麵
包車，而且還只是普通的麵包車，完全沒有任何座位上的改裝。
這當然又一次旁證了此時此刻中美關係的冷凍，也很可能是
報復日前中國外交團楊潔箎和王毅訪美時，在阿拉斯加所受到的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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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婦唱夫隨話皇夫
西
西看
看 楊楚楓

筆者
從小
就接觸香港文化，因此對
英國皇室不會陌生，我都
熟知每晚香港電視臺在收
臺一刻時所播出的《天佑女王》歌曲、及認得港元上的英女皇頭
像、更知悉英國皇室的不少故事。日前驚聞英女皇皇夫菲臘親王
逝世，或多或少對這名 「
名女人背後的男人」也有一絲傷感。不
過聽起來，菲臘親王似乎是那種 「
自覺」滿有幽默感的男士，外
界評價他是 「爛 gag 王」兼經常失言，但也許英女皇仍得全靠有
這位 「爛 gag 王」伴隨身邊七十三年，令到她的皇家生活，添上
活力。
菲臘親王一九八六年出席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會議時
，曾笑說： 「
四條腿的除了椅子，有翅膀的除了飛機，水裏的除
了潛水艇，廣東人都會把它吃掉。」或者此言有失身分，但也不
算完全失實。口頭上不饒人的菲臘親王，像歐洲歷史上不少領袖
一樣，有着複雜的血統，他自己所承認的丹麥和希臘血統，亦在
他出生後，實實在在有此兩國王位的繼承權，或者對於自身家族
仍有多少榮譽感，他也曾為子嗣們不能用他 「
蒙巴頓‧溫莎」這
姓氏而有過微言，自嘲是 「
全國唯一男人孩子不能跟我姓」。到
他的二王子安德魯一九六零年出生時，英女皇終於知會英國樞密
院，除卻四名親生子女、掛有 「
殿下」頭銜者以及外嫁女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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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在陪審團 19 日開始商議裁決時，從白宮到全美各地的大城
市，當局嚴陣以待，為裁決可能引發的抗議及騷亂做準備。在案
發及審案的明尼阿波利斯，法庭的非必要工作人員獲告知提早回
家。
而當局早已部署 3000 名國民警衛兵及 1000 名執法人員，密
切注視該市的動態。現在喬文被判全部罪成，大規模抗議騷亂的
威脅消除，當局確實可以紓一口氣了。
美國前警察喬文以膝蓋壓住非裔男子佛洛伊德頸部致死，陪
審團 20 日裁決喬文的謀殺和過失殺人罪名成立，佛洛伊德的律
師克魯姆稱許這項裁決是民權的劃時代勝利。
民權律師克魯姆（Ben Crump）指出，這項裁決可能成為立
法改革警方對待少數族裔方式的跳板。
克魯姆在推特推文表示： 「
痛苦贏得的正義終於為佛洛伊德
的家人來到。這項裁決是歷史的轉捩點，向執法問責的必要性傳
達清楚的訊息。」
他指出： 「
為非裔美國人伸張正義，就是為所有美國人伸張
正義。」
佛洛伊德之死去年夏天在全美各地掀起示威潮後，非裔青年
賴特（Daunte Wright）上周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近郊的布魯克林中
心（Brooklyn Center），誤遭執行例行路檢的女警槍擊身亡，再
度引發民眾上街抗議警察暴力和種族不公。
而克魯姆也剛巧是賴特的律師。世事再也沒有那麼巧合的了
。

冷待。另有一點，就是在同一天，拜登的 「
最好的朋友」(single best friend)、前參議員陶德率團訪問台灣，北京因而作出的
相應行動。
陶德訪台，和蔡英文在 「
狀況室」舉行閉門會議， 「
狀況室
」是台灣戰爭時的秘密戰情室，相信這安排只是為了表示對陶德
的重視，以及代表了美國人在台灣高高在上的地位。
看新聞照片，陶德講話時，蔡英文正襟危坐，反看蔡講話時
，陶翹起二郎腿坐著，其尊卑之分，一目瞭然。
事實上，美國的確是台灣的太上皇，這次陶德來台，見了民
進黨的下屆領袖賴清德，也質問了國民黨的新星蔣萬安，甚至直
接問蔣對 「
九二共識」的看法，已證明了高高在上的超然身份。
台灣諸位領導人當中，蔡英文最為舐美，從軍購到萊豬，一

次又一次的損害台灣人民利益，只是為了討好美國。
其實美國需要台灣，遠多於台灣需要美國，皆因台灣位於第
一島鏈，是美國不可失的核心利益，戰略上遠比阿富汗、伊拉克
、烏克蘭更重要，那為甚麼美國不拍台灣的馬屁，出錢出力守護
台灣，反而要台灣人付錢給美國買軍火、買有毒萊豬呢？這還不
算美國人要求大陸一旦攻打台灣，台灣人要先付出性命，堅守台
灣，證明了其願意犧牲，美國方才考慮答允出手相助。
這是因為美國全面控制了台灣的政治，尤其是軍方，反正明
知到了最後，都是要靠美國人去守護，因此不得不聽美國人的話
。當然，從韓戰時的南韓、越戰時的南越，到今日的伊拉克、阿
富汗，美國附庸傀儡沒有一個能打的，從來都是一擊即潰，軍方
既然沒實力，也就只有任由宗主國去擺布了。

，其餘後人都可用 「
蒙巴頓‧溫莎」為姓，首位繼名的是幼子愛
德華二零零三年出生的女兒，還有曾孫哈里長子，全名為 「
阿奇
‧哈里森‧蒙巴頓‧溫莎」，總算令這位皇夫，老懷安慰。
菲臘親王與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結婚，改變了他的一生，而
英國君主制度也因為他而更穩定了。
我對定位英國王夫菲臘親王（Prince Philip）的印象有三點
：第一，他在 1959 年 3 月單獨訪港 3 天，主持伊利沙伯醫院奠基
儀式，代表英女王將香港盾徽授予香港，即英屬香港旗上的龍獅
勳章。
僅僅訪港 3 天期間，他親自拜訪香港新界鄉紳，贈送印有英
國皇家徽章的大雪茄。
有關此行，在新界原居民 60 多歲以上的某些鄉紳父老，至
今仍然印像深刻。我曾見過這一張相片，英俊高大的王夫雙手捧
着雪茄盒，分送給 4 位鄉紳，那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長掛的前清
秀才李仲莊則是代表接受，
我對他第二個印象是，他經常肆無忌憚地，率性而講一些黑
色笑話，有時嘲人、有時自嘲。因他擁有頂級尊貴身份，沒有人
敢生他的氣，他也不怕得罪人！
第三是，記得（也許記錯）我曾看過一篇文章，說︰ 「
王夫
跟荷里活性感小貓碧姬芭鐸有過一段情……」該作者還分析理據
證明此言不虛： 「
他們兩人年紀相近，都注重環保、愛護野生動
物等。在某個愛護野生動物協會裏，親王是主席，而性感小貓碧
姬芭鐸是副主席等等」言之鑿鑿，不像捕風捉影。我卻認為王夫

是一名超級軟飯王，一位入贅英國王家的幸運男子。如此而已！
隨着本月 9 日他去世的消息後，有關他的生平故事，一生的
志業與事功，媒體報道鋪天蓋地而來，我這才開始欣賞他英俊的
儀表、迷人的笑靨，佩服這位王夫的人品；深覺以前對他膚淺的
印象，只顯自己的無知而感內疚！
從本月 17 日他的葬禮來看，他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軍人，
靈柩上覆蓋着有希臘和丹麥圖案的旗幟，擺放一頂海軍的軍帽，
一把軍人的佩劍，一束由妻子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選定的潔白的
花朵。僅 29 位至親加 1 位紅顏知己相送，聖詩歌聲幽幽響起，溫
莎堡聖喬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瀰漫着哀而不傷的氣氛。
這一位丹麥和希臘的王子，在襁褓、童年、少年的生活，顛
沛流離，寄人籬下，輾轉在德國、法國、英國之間，學校放假，
同學都回家了，只有他不知道去哪裏？他在學校登記的地址是，
沒有固定居所。
可以說，他與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結婚後，才擁有自己真正
的一個家。只有失去，才知道什麼叫得到，只有曾經一無所有，
才懂得珍惜現在的所有。
他用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據白金漢宮統計，65 年間，他
參加的王室活動有 22,219 場，相當於平均每年出席 371 場， 他單
獨完成海外訪問 637 次，發表演說超過 5,000 次，贊助 700 多家機
構。
中國人講 「
蓋棺定論」，我說，他是一名軍人，軍人天職就
是 「
效忠」，他的確為愛妻英女王、為英國一生盡忠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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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為重新開放做準備 國際旅行必備什麼文件
國際旅行必備什麼文件??
美福藥局開通 「疫苗接種證明
疫苗接種證明」
」與 「核酸檢測
核酸檢測」
」服務

(本報休斯頓報導) 因為一場新冠疫
情，所有人的時間表都改變了，很多事
都不得不取消或延遲，其中一個重要的
項目就是國際旅行，無論是探親、出差
洽公、或是旅遊，許多原定的計畫都畫
上休止符。然而，隨著疫苗接種計劃在
全球各地積極開展，越來越多人的心頭
開始浮現旅行的念頭，各國政府也在研
擬可行方案，如何能增強出入境的安全
，又讓旅遊經濟逐漸復甦， 「疫苗接種
證明」和 「核酸檢測」無疑是兩項關鍵
的指標。
如果你今年將有國際旅行計劃，航
空公司很可能需要你證明自己已經接種

疫苗，或者沒有感染新冠病毒，讓旅途
更安全，當然，這對每個旅客都有益處
。隨著多個國家開始大規模新冠疫苗接
種計劃，未來出國旅行，核酸陰性檢測
報告及疫苗接種證明就會像是護照一樣
，成為旅遊的必備文件。
目前，美國正在加快疫苗接種的步
伐，航空業及旅遊業也正在為全面復甦
積極做準備。雖然歐亞各國對於旅行的
要求不太一樣，但基本都會要求遊客提
供 「疫苗接種證明」和 「核酸檢測」，
如果沒有依照規定提供，根本上不了飛
機。
疫苗接種證明

或許有人會問，我已經有 CDC 的
小白卡了，那不就是疫苗證明嗎？沒有
錯，CDC 小白卡的確是疫苗證明，但
是為了防止偽造，很多機構如航空公司
、使領館等還是會要求個人提供接種單
位的證明、及當地衛生部門開具的官方
證明，也就是質量的進一步保證。
為了大家出國旅行方便，位於休斯
頓中國城的美福藥局已經正式開通 「疫
苗接種證明」、 「核酸檢測」與 「抗體
檢測」三項服務。
疫苗接種證明服務範圍包括：
1、德州防疫部門授權開具的官方
疫苗證明，及美福藥局的簽名。所有打
過疫苗的人都有資格申請這個證明。
2、醫療機構（美福藥局）接種證
明。此證明只限於在美福藥局接種疫苗
的病人。
3、美國 CDC 疫苗卡加膜保護服務
據悉，疫苗接種證明的服務是免費的，
但由於藥局的人手有限，此服務暫時只

對於美福藥局的客人，只要您或家人有
處方簽，或在轉入美福藥局的過程中，
就可以算是美福藥局的客人。
需要申請的民眾，請記得帶上 ID
和 CDC 小白卡到美福藥局，並於第二
天領取證明。
核酸檢測&抗體檢測
除疫苗接種證明之外，美福藥局已
經開通 24 小時核酸雙檢測 （PCR）與
抗體檢測服務，並被美國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授予核酸檢測服務點。
此服務不需預約，全部用中文服務。需
要的民眾可直接至美福藥局做檢測。目

前，到台灣與歐洲、亞洲的許多國家，
都需要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核酸檢測，是判斷受檢者體內是否
有染新冠病毒的直接證據。抗體檢測，
則是用於檢測人體血清、血漿和靜脈全
血樣本中新冠病毒特異性抗體，可說是
判斷受檢者有無感染新冠病毒的間接證
明，抗體檢測因為操作簡便，檢測迅速
，常常作為核酸診斷的補充方法。
美福藥局
美福藥局一直與社區和民眾做緊密
連結，在許多地方都展現貼心的服務，
包括送藥到府、特殊無保險優惠、各類
中成藥、家庭藥師計劃、特殊配藥製劑
、弱勢群體保險減免計劃等，不斷服務
社區做出貢獻。民眾不僅在美福拿藥，
也分享眾多保健知識。在之前疫情期間
，美福藥局曾捐贈了大量的醫療用品給
休斯頓市政府、醫療機構、警務人員和
居民，並為上千位華人接種了疫苗，不
僅實際的嘉惠民眾，提升華裔形象，為
華裔爭光，也贏得許多族裔的肯定和讚
揚。
美 福 藥 局 地 址 ：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5,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隔壁，大通銀行後面）。詳
情請關注公眾號“美福藥局”，或請致
電 1-866-466-4499。

休城畫頁

知名攝影師邢佩華作品欣賞
【邢佩華攝影作品】邢佩華（Paula Xing），美籍華人，祖
籍南京高淳。九十年代初赴加拿大留學，一九九八年來到美國，從
事翻譯與教學等工作。近年從事公益攝影、採訪與編輯等宣傳活動
，美國各媒體與《人民日報》海外版均有報道。邢佩華八十年代初
開始文學寫作和書法創作，多次獲得省市文學和書法獎。近年攝影
作品在《美國攝影家協會雜志》、《北美攝影協會》等均有發表，
成為知名攝影師，並在各類展覽和年度評選中多次獲獎。 2017 年應
邀舉辦個人攝影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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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現代 2022 Tucson
休旅車隆重登場（
休旅車隆重登場
（下）
級矩首創獨家功能
Tucson 提供了一系列的級矩首創獨家功能，
其中包含：
• 遠程智能停車輔助
遠程智能停車輔助能讓駕駛人只用智能鑰匙
即可將休旅車向前或向後驅動，駛入或駛出狹窄
空間，十分便利。
• 遠程啟動附加熱和通風座椅
遠程啟動通過 Blue Link APP 讓駕駛人能遠程
加熱或是冷卻 Tucson，這個溫度調節功能包含前
座加溫和通風。
• 現代數位鑰匙
現代數位鑰匙為級矩獨家功能，用戶可以用
手機為車輛上鎖和解鎖、開啟緊急警報，以及啟
動引擎，同時也能將數位鑰匙分享給親朋好友。
現代數位鑰匙現在只能與 Android 系統的手機兼
容。
• 無 線 Android Auto® 與 Apple CarPlay®
Tucson 現提供無線 Android Auto® 與 Apple
CarPlay®，加上一個八吋的彩色觸控式屏幕。車
主也可以利用 Qi 無線充電器為手機充電。
SmartSense 安全功能
Tucson 提供了出色的主動和被動安全系統，
加上一系列的先進安全科技。新款 Tucson 提供比
同級矩休旅車更多的標準和可選安全功能，以幫
助避免駕駛人、乘客，以及其他人受到傷害。

遠程引擎啟動
遠程引擎啟動能讓車主在配備了近距離鑰匙
和按鈕啟動功能的 Tucson 上使用遙控鑰匙對車輛
進行遠程燠熱或是降溫。
Tucson N Line
作為現代 N 品牌發展的一部份，現代汽車開發了
N Line 版 本 的 Tucson， 以 吸 引 有 興 趣 的 買 家 。
Tucson N Line 有著更具侵略性的外觀和內飾細節
。Tucson N Line 將於 2021 年春季末上市。
現代免費保養計畫與全美最佳保固®
現代的免費保養計畫是現代保固計畫的最新
服務，承諾為買家和現代車主創造更好的體驗。
現代保固計畫是由車主保固(現包含免費保養計
畫)以及買家保固所組成，為客戶提供了多種方式
來簡化購車過程並改善服務體驗。這些承諾的細
節包含：
• 全美最佳保固：10 年/十萬哩動力系統
保固、五年/六萬哩新車有限保固，以及七年防
穿孔保固
• 免費保養計畫：三年/三萬六千哩的正
常換油和輪胎換位服務
先進駕駛人輔助系統(ADAS)
休旅車的買家不想在保護乘客上做出任何妥
協 ， 因 此 現 代 汽 車 在 新 款 Tucson 上 擴 展 了
SmartSense 的安全科技。Tucson 現可提供的功能
比一般緊湊型休旅車所提供的功能更多。這個豐
富的先進安全功能遠遠超出了休旅車市場的標準
安全配備，並包含了許多創新的駕駛人輔助系統
。
先進的信息娛樂、連結性，與便利性
緊湊型休旅車的買家對他們的車輛寄予厚望。為
了滿足這些期望，Tucson 提供了無縫的連結性以
及對駕駛危險的完善保護。Tucson 的無線設備充
電功能可在旅途中隨時保持充電狀態。動態語音
識別是一個先進的語音識別系統，利用簡單的語
音指令來方便地執行對車艙內的特定控制，像是
溫度調節、收音機、艙門的打開與關閉、方向盤
加熱、加熱和冷卻座椅等。這個系統也可以協助
處理各種旅程景點、天氣狀況，和股市數據。
Tucson 的導航系統還提供了分屏功能，可實現多
任務處理功能。再者，Tucson 提供具備八個揚聲
器的 Bose®高級音響系統。

北美現代汽車
在北美現代汽車，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應得到
更好的回報。從我們設計和製造車輛的方式，到
對待車主的方式，讓事情變得更好是我們所做工
作的核心。北美現代汽車旨在藉由銷售的每一台
車，為客戶提供設計、工程，以及價值上的卓越
體驗。現代富有尖端科技的房車、休旅車，以及
替代能源車款皆具有現代保固計畫的背書，這是
我們讓顧客放心的承諾。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國
超過八百二十間經銷商銷售，並且大部分在美國
市場販賣的車輛皆在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
製造廠製造。北美現代汽車的總部位於加州噴泉
谷，為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請至 www.HyundaiNews.com 查詢更多北美
現代汽車相關新聞
北 美 現 代 汽 車 華 人 粉 絲 俱 樂 部 |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HyundaiUSAChinese/)
媒體聯絡人
Wayne Lin
(310) 347-3780
wayne@uriglobal.com

食在中國

北京菜为什么让人觉得不好吃？

坊间流传着一个关于北京小吃的段子：一块北京
烧饼掉路上。“啪”，一辆车碾过，没压碎，嵌进柏
油马路里了。
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想把烧饼弄出来，但都失败
了。最后，有位聪明人找来个工具，终于把北京烧饼
撬了出来。
这个工具是北京油条。
客观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美食大国，作为首都
的北京，确实没能担负起相应的地位。各种关于北京
难吃的笑话，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一个地区的饮食好不好吃，原因不外乎三点：食
材物产、历史传承、烹饪技术。
国家首都是人才汇聚的地方，而人才的汇聚，必
然会带来烹饪技术的进步。比如巴黎的法餐、东京的
日料，即便不算是最顶尖，在本国也是上流水平。
但汇聚在伟大首都的人才和技术，似乎并没有拯救
当地不堪的饮食。相比于中餐菜系川鲁粤淮扬的博大精
深，食物到了北京，只能用“断崖式下跌”形容。
唯一的原因，是北京的食材物产和历史传承，实
在朽木不可雕。

事实上，自建城起，北
京本不是国家级文化和
经济中心，作为汉地十
八省的北部边疆，北京
长期以来一直是区域核
心而非国家标志。不管
是战国的燕国、南北朝
的前后燕、与宋并立的
辽国和金国，本质上，
这些建都于北京的国家
，都是割据势力而非大
一统王朝。五代时，北
京为首的幽云十六州，
甚至还被“儿皇帝”石
敬瑭当作筹码割让，可
见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眼
里，北京连寸土必争的
军事要冲都算不上，更
谈不上经济文化价值和
象征意义了。
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
，北京菜的底子就显得
过分单薄。《史记》里
的描写：“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
燕市”。当时北京市井
里屠夫、刺客和音乐家
们混杂，吃喝也没什么
可说，当街酗酒而已。
只 拿 两 个 字 形 容 ——
“粗鄙”。
宋元以前，流传至今
的一部分北京饮食，依
然保存着这种粗鄙的习
性。比如炸酱面，虽然
增加了萝卜、黄瓜、豆芽等“菜码子”，但本质上，
它就是黄豆酱拌面条。这种通过发酵豆类获取鲜味、
节省盐的调料，虽然味道不错，但卖相确实不佳。北
京人不是拿他做汤炒菜，化于无形，而是直接拌面条
。优质中餐标准“色香味形”里的“形”这一项上可
以直接打不及格。
比如炒肝儿，这种脱胎自中原地区胡辣汤的小吃
，从外形和味道都颇有类似。但从前的北京人似乎不
懂面筋面浆分离的工艺，也不懂以牛骨汤调味的诀窍
，而是用不值钱的猪杂碎，加了酱油炒熟后勾芡复煮
进行生硬地模仿。炒肝儿的味道见仁见智，但做法显
然是简配版的胡辣汤。
再比如豆汁儿，这种制作粉皮粉条的下脚料发酵
后，带着酸馊味道的浓稠汁水，在别处只能喂猪，但
北京人却引以为本地美食之光。不管男女老幼富贵贫
贱，大家齐刷刷捧着烫嘴的豆汁儿，配着咸菜大喝，
如梁实秋所说，“不能喝豆汁儿的人算不得真正的北
平人。”更重口味的，会直接拿发酵的豆渣炒来吃，
北京人称为“炒麻豆腐”。炒的过程中还要加青韭、

雪菜、羊尾巴油，又馊又咸又膻，但本地人乐此不疲
，除了下饭，居然用来拌面吃。
相比于江浙地区精细的茶食、广粤地区洋派的酥
点、川渝地区入味的红汤。北京饮食，在粗鄙的外观
上，就能劝退一大群人。
蒙元入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它改
变了中国的走向，也改变了北京的命运。
因为四大汗国分裂、蒙哥汗在钓鱼城下暴毙、忽
必烈阿里不哥争位等一系列偶然性因素，接受大规模
汉化的忽必烈即位。他决定在自己蒙古大汗的头衔上
，再增加一个称号：中国皇帝。并把国号改为汉字
“元”。
同时，忽必烈放弃了成吉思汗的龙兴之地哈拉和
林，转而寻找更汉族的城市定都。辽金的故地北京，
成了忽必烈的首选。
对忽必烈来说，这是一块完美的地方：北京的面
前，就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足以辐射中国内地；
而北京的背后，穿过阴山山脉，又能及时回到蒙古人
的草原故土，进可攻退可守：事实上，在被汉人推翻
统治后，元朝皇帝的确安全地北归，还延续了三百多
年北元国祚，只比后来的明朝少活十年。
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第一次
被人为地分开。
自魏晋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就逐渐从开发过度
的中原地区，向战乱较少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转
移。这从汉族政权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的
迁都路线就能看出端倪。衣食富足、社会发展程度高
，让这些地区的人们在追求饮食细致和丰富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北京不在此列。
但神奇的是，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物产也不丰
富的地方，却在元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一直作
为中国的首都：燕王朱棣得国不正，放弃了朱元璋钦
定的南京，以“天子守国门”的理由，选择自己的老
巢北京；多尔衮入关，做出了和忽必烈一样进可攻退
可守的决策，选择山海关内最近的大城市北京；北洋
政府受禅自清帝，又为了远离国民政府的基本盘广东
而选择北京；新中国选择北京，则更多地考虑了民族
团结和历史沿革问题。
显然，北京的首都地位，来自于一连串的偶然性
政治因素，饮食不好吃、物产不丰富这样的小问题，
从不在开国领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虽然嘴上说着不在乎，但真正影响生活的时候，
人总会想着改变。
深居北京的历代统治者们，从来没有放弃把这里
变得更好吃的尝试：朱棣把在南京时最喜欢吃的挂炉
烤鸭引进北京，成就了今天国菜的扛把子，更成就了
南京烤鸭的江湖地位。
满清入关后，则为北京带来了满式风味的涮羊肉
、萨其马。还引进了大量山东厨师充实御膳房，由此
开启了鲁菜进京的历史，奠定了今天鲁菜作为北京菜
的文化基础。
清中叶，爱下江南的乾隆帝又找来了大量江浙厨
师，把淮扬菜带到了北京。仅苏州传奇厨师张东官一

人，就为北京带来了苏造肉、苏造汤、苏造肘子、樱
桃肉种种美味。
直到解放后，这种官方引进依然没有停止，一五
计划期间，考虑到北京的服务业水平与首都地位不相
称，周总理亲自安排上海的老正兴菜馆、美味斋饭庄
、义利食品公司、浦五房南味肉食品店迁来北京。
但奇怪的是，所有饮食来到北京后，都会发生人
设崩塌，比如精工细作的苏造肉，在北京流传百年后
，居然走形成了一锅乱炖的卤煮。几乎所有生活在北
京的人都认为，入味的烧腊要去广州吃、新鲜的涮羊
肉和手把羊肉要去锡林郭勒草原上吃、正宗的葱烧海
参九转大肠要去济南吃、浓油赤酱的红烧肉要去苏州
上海吃……北京，更多时候只是没有选择的替代词。
难怪生活在北京的安徽人陈晓卿，会发出“食物
有根”的感慨——其实即便有根，在这个物流发达、
人才流转频繁的时代，移栽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事，
只是北京的土壤种不活而已。
近代的北京不是一座正常的城市。
清代，北京的满汉两族分南北城而居，八旗占领
北城，按照1882年的估计，占到北京总人口的60%以
上。满人不从事生产劳动，只是围绕着皇室担任仆役
、官员和军队护卫。
这些满人，又向下养活了剩余的南城汉人，他们从
事杂役、商贩工作。可以说，当时整个北京的GDP，都
是为了政治中心而生，依靠全国的纳税供养。这种惯性
之大，以至于今天的北京人，依然对“吃皇粮”“国家
单位稳定”这样的思想有着异于别处的执着。
这也是北京土壤养不活外地饮食的根本原因之一
：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愿意在首都工作，但没人愿意永
远生活一个包容度低、自然环境贫瘠的城市。所以即
便皇室引进各地技艺高超的厨师，也都如昙花一现，
后继乏人。
而且，北京人曾经追求的“皇粮”，还带来了更
为惨痛的后果：贫困。
1912年清帝逊位后，皇室宗亲纷纷逃亡，逃往天津
之京官“日以千计”。与此同时，因为华北平原频繁的
黄河泛滥、蝗灾，大量灾民涌入北京。这让这座本来就
没有多少自我造血能力的城市雪上加霜，城市人口贫困
化这个闻所未闻的新词得到了反映。大量欧洲列强对当
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印象，多来自于北京。
1928 年，在一项国民政府针对北京贫困家庭的
调查中，有 32.75%是曾享受过特权而又坠入底层的
旗民。
不饱不暖，当然也就不思淫欲。民国期间客居北
京的绍兴人周作人说：“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
南方的则是闲食。我们只看北京人家做饺子馄饨面总
是十分茁实，馅决不考究，面用芝麻酱拌，最好也只
是炸酱，馒头全是实心。本来是代饭用的，只要吃饱
就好，所以并不求精。”
不巧的是，民国时期，也是今天中国饮食最后定型
的关键期。流传于世，各地代表正宗口味的“百年老店
”大多在当时出现。而当时的北京，还在失落的几十年
里苦苦挣扎。再加上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后政治中心的
南移，让北京错过了成为美食之城的最后机会。

台灣影視
星期日

田 、 丁寧等金牌卡司同台飆戲的年度靈異懸疑驚悚
國片《靈語》，將於 5 月 12 日全台搶先上映！片中同
樣面臨女兒失蹤的 「雙后」 吳可熙與楊丞琳，兩人在
醫院情緒崩潰的哭戲渲染力極強，讓全劇組為之動容
。敬業的楊丞琳完美演出失魂落魄的悲傷狀態，除了
刻意節食之外，為了完全入戲，直到導演喊 「卡！」
前都坐在醫院地板上不曾休息，在調整鏡位時稍微拉
筋舒緩；而吳可熙哭到無法從角色情緒中抽離，感同
身受的楊丞琳立刻衝上前給她一個溫暖擁抱安撫情緒
，吳可熙透露： 「當下那個擁抱讓我覺得很溫暖和印
象深刻，她是個很真誠的人。」 而楊丞琳則表示當下
的擁抱來自一個直覺，她說： 「我們演出的角色有著
類似的遭遇，我當時只想好好安慰她，也像是在療癒
我自己的心。」

《靈語》楊丞琳曝母女情同閨蜜
吳可熙 「肌肉融化」 靠媽媽、外婆送急診
年度靈異懸疑驚悚國片《靈語》結合連環失蹤案、箱屍命案與靈異元
素，成為今年的話題之作。全能天后楊丞琳在片中因女兒失蹤一年毫無音
訊而悲傷度日的母親，她坦言人生最親近的人就是媽媽，每次工作完都會
先去找媽媽，兩人的相處就像閨蜜一樣，她說：「這種母女連心的情感在
跟女兒相處的投射上有很多幫助。」而片中同樣面臨女兒失蹤的吳可熙也
是以自身經驗揣摩角色，她透露高中曾因準備街舞成果展而節食，某天半
夜她的身體突然嚴重痙攣，外婆和媽媽兩人把她扛在肩上從五樓拖到一樓
，一路趕到醫院急診室，後來診斷出是身體沒有糖分與脂肪可以燃燒而患
上的肌肉融化症，吳可熙表示：「她們非常激動，很害怕失去我，讓我感
受到當發生重大事情，面臨將要失去最心愛的人的強大恐懼，一個母親為
了拯救自己的孩子能夠產生極大的力量。」

解不了的謎，破不了的案，就靠…靈語
刑警志凱(是元介飾)奉命調查一起無名兒童連環箱屍命案，同時，他
在國小任教的姊姊美珍(吳可熙飾)在放學時發現女兒慘遭歹徒綁架，志凱
與搭檔嘉強(禾浩辰飾)私下展開緊急救人行動。在查案過程中循線追蹤到
美珍的前鄰居明城(鄭人碩飾)與慧嵐(楊丞琳飾)，意外發現他們的女兒也
已經失蹤一年，案情膠著找不到任何線索，幾乎成了破不了的懸案，
兩起看似毫無關聯的案件背後似乎隱藏驚人的連結。時間一分一秒過
去，外甥女命在旦夕、連續箱屍命案案情撲朔迷離，只有鬼魂知道
真相，走投無路的志凱只能求助師姑曾白石(丁寧飾)，她擁有
特殊體質能夠接收「靈語」，而一樁樁懸案的關鍵線索
，是否能借助「靈語」抽絲剝
繭找到駭人真相……

吳可熙、楊丞琳雙后氣場鎮壓全場

、 吳可熙 、 鄭人碩、 楊丞琳 、 禾浩辰 、 石知

靈語為戲哭掉一公升眼淚

由《麻醉風暴》副導蘇皇銘執導，集結是元介

202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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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片起飛」 28 片拚 10 億票房

楊丞琳 「靈語」 接棒

國片今年票房預料將更上層樓！據文化部影視局報告指出，國片
去年上映共計 71 部，總票房達 8.77 億。今年一開春更勢如破竹，除
「角頭：浪流連」、「當男人戀愛時」接連破億外，截至昨天 4／21
日為止，國片總票房更是來到 6.3 億，已達去年國片總票房的七成。
再加上接下來有「靈語」、「期末考」、「轉彎之後」、「咒」
、「月老」、「鱷魚」、「一杯熱奶茶的等待」、「一家之主」以及
動畫片「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等片陸續登場，將以不同類型及故
事，持續攻佔觀眾眼球，2021 國片總票房可望將突破 10 億大關，再飆
創新紀錄！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波票房持續帶動之下，也誕生了陳
淑芳、鄭人碩、邱澤、許瑋甯、曾敬驊、陳昊森等億萬票房明星，卓
越表現成為不同世代的國片中堅。
「台灣電影起飛大聯盟」去年夏天在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
局指導下成立，並發起「國片起飛一起拚」活動，成功串聯 22 部國片
聯合造勢，氣勢一飛衝天，該執行委員會主席吳明憲表示，「國片起
飛一起拚」已成功將觀眾帶進戲院，不僅在沒有好萊塢電影下，以優
異票房穩定了台灣電影產業。其帶動的國片熱潮，即使好萊塢電影逐
步回檔，威力更不減反增，今年不到 4 個月就以 6.3 億，達到去年國片
總票房的七成，國片發威實力不容小覷。他並樂觀指出，2021 國片總
票房可望突破 10 億大關！
「台灣電影起飛大聯盟」在文化部影視局支持下，執行的「國片
起飛一起拚」計畫至今，持續整合了台灣電影與跨界資源，並展現台
灣電影產業的團結、努力及成果。目前加入的 28 部國片中，除前述驚
悚、親情及動畫等類型外，愛情及喜劇也將是吸睛焦點，接下來更將
推出：由魏德聖監製、香港新銳導演黃千殷執導、張庭瑚、顏卓靈主
演的「轉彎之後」。由李心潔、李康生、柯震東三金組合演出的愛情
電影「鱷魚」；以及改編自療癒系暢銷小說的「一杯熱奶茶的等待」
，預計都將為國片再創高峰。

「當男人戀愛時」 票房逼 2.5 億

男女主相戀 8 景曝光
邱澤、許瑋甯主演國片 「當男人戀愛時」 票
房不斷飆升，1 日上映後，第 3 個周末票房預估
逼近 2.5 億台幣，超越近年票房國片 「比悲傷更
悲傷的故事」 2.4 億賣座紀錄！電影票房也帶動
周邊，拍攝場景成了朝聖地，邱澤、許瑋甯從相
遇到相戀再到吵架的 8 大地點獨家揭秘整理。

邱澤在片中對許瑋甯一見鐘情的地
點就在「桃園祐民醫院」拍攝，這裡的
相遇讓邱澤展開一連串的追愛行動，跑
到許瑋甯戲裡上班地點「新北三芝農會
」示愛，接著約對方到「萬華龍來冰果
室」喝飲料，並提出「集點還債」的主
意，卻慘遭女方倒飲料在頭上拒絕，直
到邱澤為許瑋甯打點父親後事打動她後
，他們相約在「故鄉卡拉ＯＫ」吃粉蒸
肉，並簽下還債合約。

兩人甜蜜片段，其中一場在保齡
球 館 ， 邱 澤 又 唱 又 跳 還 秀 出 「 愛 妳 99
」字樣討許瑋甯歡心，而該場景就是
在「E7PLAY 新莊館」。他們最激烈擁
吻的天台場，則是在「金羅東大飯店
」的天臺。故事後半段，他們感情有
了波折，爭執的地點在「中義街麵店
」，另外邱澤抱著錢來找許瑋甯的菜
市場，則是在「和平民有零售市場」
拍攝。

此外，片中鍾欣凌演出的討債「蔡
姐」也是推著男女主角感情轉折的重要
角色之一，她受訪時曾表示，自己出道
20 多年，從劇場到電視劇再到電影，直
到近 1、2 年才比較懂電影語言，謙虛功
歸導演殷振豪給她很大信任感，幫她拿
捏情緒收放。她也提到拍攝前，看到許
瑋甯一句「隨時可以重新歸零開始」的
言論，有了很大的啟發。「當男人戀愛
時」現正熱映。

范景翔、李康生擔任 「藝術文化大使」 致敬全球關懷日
2021 年 5 月 12 日，全球 ME/CFS 慢性疲勞關懷日
前夕，華納公益音樂人范景翔發起的大中華地區首
個「關懷 ME/CFS 慢性疲勞綜合症」公益項目；范景
翔並邀約李康生、歌手陳明真、歌手裘海正、演員
杜奕衡、歌手梁雁翎、名模張珈禎等人一起共同發
聲致力「公益文化」本源。
受邀擔任活動評委導師的范景翔、張珈禎、藍國
川、靳松表示感謝與榮幸；張珈禎將授課肢體美學、
生活美學、健康美學等課程；資深媒體人靳松將指導
學員表演藝術、聲音藝術等課程；國際時裝人藍國川
將授課流行趨勢、面料材質、洗滌保養、時裝穿搭等
；將以現代藝術教学方式融合「ME/CFS 城市慢生活

」的公益精神，展現彭浦新村「美麗家園」、「美麗
城區」、「美麗河道」、「美麗樓組」的街道文化，
實踐「藝術人本教育」的社會責任與使命。
此次，范景翔創作「影像作品『真善美』」拍
攝靈感於上海彭浦四季公園，由自然力量、療癒藝
術、生命意識為製作核心。范景翔並邀约藝術文化
推廣大使張珈禎、藍國川等「集體行為藝術」共同
穿著「夜光精靈笑臉 T 恤」出席活动拍攝作品，響
應世界慈善行動，延伸活動藝術精神。希望透過
「時裝精神」傳播「微笑」正能量，並由時裝的設
計倡導：藝術教育、創意設計、公益精神、文化傳
播的重要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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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麗穎和馮紹峰於
2018 年公布結婚，當
時十分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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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內地人氣女星趙麗穎和男星
馮紹峰於 2018 年公布結婚，並育有一名兒子。兩位主角拍過
不少爆紅劇所以也廣為香港觀眾熟悉，俊男美女十分登對，
23 日雙方突然公布離婚聲明，婚姻竟維持不到 3 年。女方指
因為聚少離多，決定和平分手，並共同照顧孩子。該消息為
內地娛圈投下震撼彈！

聚少離多 宣布和平離婚

馮紹峰

●在離婚
聲明中，
找
不到絲毫
恨意。

依然關愛趙麗穎
馮紹峰當天早上還在自己的微博上寫下“日子
很好，過去很好，願未來更好”並且 Tag 趙麗穎，
仍流露出對女方的關愛。他曾在節目中透露，趙麗
穎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思路清楚，處理事情理性又
灑脫，他有時候就納悶趙麗穎是真的喜歡他？還是
想找個人談戀愛、結婚？

●林心如只
在乎許瑋甯
是否幸福。

因拍劇生情 奉子成婚

●趙麗穎和馮紹峰演出
趙麗穎和馮紹峰演出《
《知否知
否應是綠肥紅瘦》，
否應是綠肥紅瘦
》，戲假情真
戲假情真。
。
23 日官宣兩人已結束婚姻關
馮紹峰、趙麗穎
係，正式宣布離婚，未來將共同撫養陪伴孩

子成長。據聲明中指出：“兩人因工作相識結緣走
到一起，也因工作聚少離多，選擇重新回歸朋友關
係，過去的日子裏，兩人真心相待，有過一段幸福
美好的時光，這是雙方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決定，未
來會繼續承擔做父母的責任，共同撫養並陪伴孩子
成長。”兩人同時亦感謝關心、愛護、信任與支持
他們的人。

馮紹峰、趙麗穎兩人都是內地一線演員。據內
地媒體報道，馮紹峰家境富裕，從古裝劇《宮鎖心
玉》裏的“八阿哥”，到《蘭陵王》與林依晨拍檔
演出，飾演深情的北齊戰將高長恭，古裝扮相俊
美，讓他擁有“中國第一少爺”的稱號。至於趙麗
穎則是內地當紅的一線流量小花，光是她的電視劇
代表作《楚喬傳》與《花千骨》，兩部點播流量加
起來就超過700億，可說是內地公認的收視女王，紀
錄相當厲害。
據悉，兩人當年因拍攝電影《西遊記女兒國》
及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傳出緋聞，並
於 2018 年 10 月 16 日突然晒出結婚證官宣結婚。
2019 年 1 月 1 日，馮紹峰宣布趙麗穎懷孕，3 月 8
日，趙麗穎的兒子“想想”出生，外界相信兩人奉
子成婚。兩人由結婚、生仔以至離婚，消息都是突
如其來，讓人感到意外，這段童話式婚姻維持不到

●許瑋甯以模特兒身份出道
許瑋甯以模特兒身份出道。
。
3 年。據“企查查”APP 資料顯示，趙麗穎
與馮紹峰已無密切商業關聯，男方目前關聯
7 家公司、女方關聯 10 家公司，雙方並未
在對方公司出任高層或股東。

林心如回應許瑋甯婚變
此外，台灣女星許瑋甯日前爆出婚變，和
廣告導演劉又年交往2年並秘婚，因聚少離多決
定分開。因拍攝《16個夏天》和許瑋甯、謝佳見
等人成為好友的林心如，近日上節目也被問到此事，
她大方回應：“只要她開心幸福，我就很開心了”。

冀港府加大力度支持業界
汪明荃展粵劇珍藏 好友撐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汪明荃（阿姐）23日出
席《弘揚戲曲 荃承創新》展覽開幕禮，獲各方好友包括霍
啟剛、甘國亮、黃楚穎、鍾培生、郭子豪、鄧卓殷等前來
支持。阿姐表示展覽主要介紹她由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粵
劇範疇的工作，有不同時期的造型，展出不少珍貴相片、
戲服和道具等，從黑白相片中也見到阿姐胞姊，也有年輕
時長滿頭髮的老公羅家英。
在眾多角色造型照中，阿姐坦言每張相片都有一個
故事，很難選出最愛的一張，但對“珍妃”造型印象最
深。近年致力粵劇傳承工作的阿姐，透露有不少年輕新
一代願意加入業界，問她會否做導師教育下一代，甚至
培育她的接班人時，阿姐謙虛地說：“不敢，也
不會找接班人，因為有很多專業的老師教。”
阿姐也高興見不少小朋友對粵劇有興趣，尤其
對兵器類道具和化大戲妝感興趣，樂見坊
間有很多兒童劇團出現。至於現時粵劇傳
承和創新方面有沒有難題要解決，阿姐
說：“主要都是不夠資源、人才不足，

粵劇需要大量好劇本，要寫一個劇不易，編劇要對
中文和音樂有足夠認識，否則中文對白就與音樂夾
不上，創新方面則要在傳統基礎上着手，也希望香
港特區政府繼續加大力度支持業界。”
問到為何老公羅家英沒來支持，阿姐解釋
家英身在內地拍粵劇電影《白蛇傳》，之後再
拍微電影，工作行程比她更忙，因她要到 12 月
才有粵劇演出。
特意來支持汪阿姐的鍾培生，表示媽媽是
阿姐的朋友，他是在阿姐眼中長大，他說：
“我都好喜歡本地文化，平時跟媽咪去唱卡
拉 OK 都有點粵曲唱，但化大戲妝就未試
過。”提到他與林作的拳賽，對方已
密鑼緊鼓備戰，鍾培生不為所動對
自己很有信心：“自己一直有鍛
煉，我沒留意對方，自己心態最重
要，他厲不厲害都好，我做好自
己就足夠。”

練拳捱打被罵
林作辯稱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林作為了迎戰 9 月與鍾培生的
“百萬擂台之戰”，近個多月積極
操練拳擊應賽，特地找來曾奪世界武
術（散手）錦標賽 60kg 贏得銀牌的女教
練曾海蘭教授，並率先於下月 1 日“處
男”出賽與其他對手比拼，好為 9 月一決
來個熱身。
林作 23 日進行拳擊訓練，他跟“師
姐”（女教練）對打練習時，全程處於捱打
狀態，毫無還擊之力，只是雙手護頭，被打
到滿頭大汗，“師姐”則不留手連環狠狠出
拳，兼且邊打邊說：“那麼壞，欺負女人，又
多嘴。”其後林作赤祼上身示範絕招“鐵布
衫”，被打的肚皮紅了一大片。
然而林作受訪時不失囂張本色，他透
露：“已經練了 20 幾堂，每日
都有練，最少練 2 小時，心情
好會加強操練多幾堂，（已
經操出肌肉？）不算太勁，
打贏到他（鍾培生）已
夠，我信心十足，（見
你同“師姐”對打
時表現遜色？）不
是這樣說，這是
策略，不要

看輕這些練習，‘師姐’是冠軍級好專業，女人
都可以好大力，我家哪位裕美比我大力，與我經
常練習。”對於被“師姐”踢爆“欺負女人”，
林作解畫道：“她一直在教我，大家相處了一段
時間，可能好多苦水要發洩吧。”下月首次出賽
的林作一樣滿有信心：“不緊張，最怕打到對手
出事就Sorry，我屬於大賽型，要有觀眾有舞台才
發揮到，今天人不夠多，要看觀眾興奮度，如果
有美女助陣會勁多幾倍。”
林作自信地向鍾培生說：“如果打傷你，真的
Sorry，經過這個多月接觸拳擊得到的體驗是來得
太遲，我人生最適合不是讀書、做大律師、入娛樂
圈、當老師、做保險，而是做拳手，他該早些找
我，我可能已做了曹星如個大佬。”
說到鍾培生有意邀請麥明詩到場觀戰，林作
謂：“我沒參與任何比賽組織，不清楚他會找哪些
人，我當自己是嘉賓，任務是到
時出場打低對方，距離出賽尚有
4 個月時間，是有信心，恐怕對
方凶多吉少。”
鍾培生為準備出賽而“戒
慾”，林作不屑道：“他身體虛
才要戒，我有滿滿的愛要放出來，
沒需要戒，而且我不煙不酒不好
色，來來去去也是只一個女朋友，
不及對方的多呢！”
●林作永遠處於自
信爆棚狀態。

●汪明荃展出不少珍貴相片。

● 汪明荃與霍
啟剛合照。
啟剛合照
。

●鍾培生指阿姐看着他長大。

廣 告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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