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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Illinois governor requires teachers, college 
students, healthcare workers to get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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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Aug. 26 (Xinhua) -- Governor of the 
U.S. Midwest state of Illinois J.B. Pritzker on 
Thursday issued a COVID-19 vaccination man-
date for all educators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college,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nd all health-
care workers in the state.

Moreover, Pritzker imposed a statewide mandate 
requiring people aged 2 and above to wear masks 
in indoor locations, the Chicago Tribune reported 
on Thursday.

Educators who do not take the vaccine effective 
Sept. 5 will be required to undergo testing.

The vaccine mandate affects all healthcare 
workers, including nursing home employees, all 
pre-kindergarten through 12th grade teachers and 
staff, as well as higher education personnel and 
eligible students. Employees in those settings and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who are unable or un-
willing to receive the vaccine will be required to 
get tested for COVID-19 at least once per week.

Earlier in August, Pritzker ordered a masking 
mandate for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in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centers and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s, saying schools and districts that did 
not comply face sanctions, including the possible 
loss of state fund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Illinois 
High School Association athletics.

Chicago Mayor Lori Lightfoot previously re-
quired Chicago Public School (CPS) employees 
to be vaccinated or provide proof of a valid rea-
son not to take the shot. On Wednesday, Light-
foot expanded her vaccine mandate to include all 
city workers.

State health officials on Wednesday reported 
4,451 new confirmed and probable cases of 
COVID-19. Over the past week, the state has av-
eraged 3,534 new cases a day, a jump since early 
July when the state was consistently averaging 
fewer than 1,000 cases a day.

The case positivity rate, the percentage of cases 
as a share of total tests, reached a seven-day 
average of 5.1 percent as of Tuesday, up from 3.3 
percent a month ago.

Hospitalizations continue to rise, with 2,197 
COVID-19 patients in hospital beds as of Tues-
day night, the highest since mid-April.

The state has averaged 24,196 vaccinations a day 
over the past week, the local newspaper reported

Gun firing continues in Kabul 
airport after twin explosions, 
multiple casualties reported

KABUL, Aug. 26 (Xinhua) -- Gun firing con-
tinued at Kabul airport in the Afghan capital 
following the twin explosions on Thursday night, 
reported a local TV channel.

The first explosion struck the north gate, a mili-
tary gate of the Kabul airport. The second mas-
sive blast occured about 30 minutes later in Baron 
Camp, a military base near the airport used by 
coalition forces in the past.

At least six people were killed and 60 others 
wounded in the blasts, an Italian-run Emergency 
Surgical Center for War Victims said.

Unconfirmed reports said at least 40 dead bod-
ies and 120 wounded were transferred to Kabul 
hospitals.

Gun firing could still be heard as of 8:30 p.m. 
local time, reported Tolo News TV, citing wit-
nesses.

The report said several armed militants were 
involved in the complex attack.

Thousands of U.S. and coalition forces soldiers were stationed 
inside the airport while Taliban members provided security for 
the outside of the facility.

Unofficial sources said the attack was launched by Islamic 
State (IS) militants.

The Taliban condemned the bombing outside Kabul airport, 
saying it happened at an area where U.S. forces are responsible 
for security.

At least three U.S. servicemen and some Taliban guards were 
said to be among the injured, according to reports.

The bombings came after Western nations warned of a terrorist 
attack at the airport as thousands of people gathered waiting for 
evacuation flights to leave the country.

At least 90,000 people have been evacuated from Kabul airport 
since Aug. 14, one day before the Taliban captured Kabul. The 
airlifting process is expected to complete on Aug.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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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ave full
approval to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and claimed it is a key
achievement for public
health.

The approval means
the public can be very
confident that this
vaccine meets the high
standards for safety,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Back in
December 2020, the
FDA allowed the Pfizer
vaccine to be used
under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The final approval also
means that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gets a brand name and
will be marketed as

Comirnaty. The FDA
still does not
recommend that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get the Pfizer
vaccine.

Now all the schools are
open and all the kids
have gone back to
school. Without
vaccinations, this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the school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lso warned
doctors not to give the
vaccine to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until the FDA gives its
approva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lso
faces the question right
now of whether having
the full approval makes
a difference in terms of
legal authority to issue
a vaccination
requirement.

Today even the school
kids need to wear

masks to not become a
political issue.

We urge all adults to
be vaccin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Our
community needs the
protection to recover
and return to a normal
life.

The Pfizer vaccine’s
full approval from the
FDA should give many
reasons to those
people who still refuse
to be vaccinated to
reconsider their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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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COVID-1919 Origin ReportOrigin Report
Could Fuel More TroubleCould Fuel More 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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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A, Ga. — To date, there are 

COVID-19 around the world. The virus 
has spread to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throughout 2020 and tragically caused near-
ly 700,000 deaths. So how did things get so 

least two-thirds of infected nations are linked 
to travel involving China, Italy, and Iran.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ys an examination of 

of the outbreak reveals a strong connection 
to the pandemic spreading out of these coun-
tries. From Dec. 31, 2019 to March 10, 2020, 

-
fected nations (outside of China) involves a 
person traveling to an area where the virus 
was already spreading.

People in China wear masks against 
COVID-19.

-
fections involve a person traveling to 
Italy. Another 22 percent start with 
people visiting China, and 11 percent 
of nations were affected by contact 
with Iran.

just a few countries with substantial 
SARS-CoV-2 transmission may have 
seeded additional outbreaks around 
the world,” says the CDC’s Dr. Fati-
mah Dawood in a media release.
Travel’s devastating role in the 
pandemic

looking at how international travel 
spread COVID-19 before the out-

-
demic. Over 32,000 cases in 99 coun-
tries outside of mainland China were 

2020.
Travel to Italy in particular had a dev-
astating impact on several continents 
and the countries within. Three of the 

-
aly. Over a third — 16 of 45 nations 
— in Europe and nearly 40 percent of 
countries in the Americas link initial 
infections to Italy.

Worker sprays disinfectant on outside 
plaza in Italy.
Exposures linked to mainland China 

countries. The Chinese city of Wuhan is 
suspected of being the origin point for 
SARS-CoV-2, the virus which causes 
COVID-19.

cas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o 
travel to and from Iran.
Where did people spread 
COVID-19?
The CDC team says they have in-depth 
data on 1,200 of the initial coronavirus 
cases from 68 different countries. From 
that information, they are creating a 
picture of how and where the virus was 
spread in January, February, and March.
Among these early cases, the average 
age of a COVID-19 patient is 51. Just 
three percent are younger than 18 years-
old and only two percent of the patients 
are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this pre-pandemic period, the 
CDC study shows the virus was most 
commonly passed on to others inside 
a household. These transmissions get 
an average of 2.6 people sick. The re-
port also reveals faith-based groups and 
dinner parties played the biggest role in 
widespread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An average of over 14 people were di-
agnosed with coronavirus after attending 
one of these gatherings.
“Four large clusters in our analysis, and 
large outbreaks reported elsewhere, have 
been linked with transmission in faith-
based settings, highlighting the need to 
partner with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whe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com-
munity mitigation efforts,” says co-au-
thor Dr. Philip Ricks.

Dr. Ricks also points to several infection 
clusters in medical facilities, underscor-
ing the need for better infection preven-
tion practices inside hospitals.

Iranians walk public street with ban-
ners warning of COVID-19.
The picture remains incomplete
The CDC says their report doesn’t paint 
the entire picture of the pandemic be-
cause of limited data from low-income 
countries. Only six out of 46 coun-
tries in and around Africa had reported 
COVID-19 cases by the tim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clared COVID-19 
a pandemic.
“Accurate data from these settings will 
be needed to assess the full global effe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Dawood 
explains.
The study appears in The Lancet Infec-
tious Diseases journal. (Courtesy https://

Related
Religious Groups Received $6-
10 Billion In COVID-19 Relief 
Funds, Hope For More

Churches in the U.S. received billions 
of dollars as part of the Paycheck Pro-
tection Program. New coronavirus 
relief legislation would likely include 
additional money available to houses 
of worship. (Photo/Morry Gash/AP)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having received 

of COVID-19 aid, hope to receive more 
funding under any new relief package. 
Churches of all denominations and other 

advantage of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which provided forgivable 
loans under the CARES Act in March. 
The U.S. Catholic Church alone received 
at least $1.4 billion in funding and pos-
sibly as much as $3.5 billion under the 
program,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using data provided by 
the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B
A).                                                                                                 
Mainline Protestant and evangelical 

Ministry Watch, an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guidance on charitable giving, 
reported this month that churches and 

received between $6 and $10 billion in 
PPP funding.

In a new report released this week, Min-

evangelical ministries and churches 
that each received at least $1 million in 
COVID-19 aid, with seven institutions 
receiving PPP loans of $5-10 million.
Among those receiving multi-million 
dollar forgivable loans were some of 
the best known evangelical churches in 
the country, including the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Dallas and Redeemer Presby-
terian Church in New York City.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in Barrington, 
Illinois, received $5-10 million in relief 
aid, as did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Evan-
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ELCA).
Althoug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remain far apart in their negotiations 
over a new round of COVID-19 relief 
funding, both parties’ proposals include 
new PPP funding, with religious non-

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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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 Blames Travel From 3 Countries For 
COVID-19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Photo by Fusion Medical Animation via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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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ds of people show their documents to U.S. troops outside the airport in 
Kabul, Afghanistan August 26, 2021. REUTERS/Stringer

Paratroopers assigned to the 1st Brigade Combat Team, 82nd Airborne Division conduct secu-
rity during evacuations from Hamid Karz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Kabul, Afghanistan August 
25, 2021.  U.S. Central Command/Handout via REUTERS

Members of Taliban forces gather and look at the picture of their leader Mullah Hai-
batullah Akhundzada, in Kabul, Afghanistan August 25, 2021. REUTERS/Stringer

Crowds of people wait outside 
the airport in Kabul, Afghani-
stan August 25, 2021. Twitter/
DAVID_MARTINON via 
REUTERS

A woman carries a child 
as passengers board a U.S. 
Air Force C-17 Globe-
master III assigned to the 
816th Expeditionary Airlift 
Squadron in support of the 
Afghanistan evacuation at 
Hamid Karz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Kabul, Afghan-
istan, August 24, 2021. 
U.S. Air Force/Master Sgt. 
Donald R. Allen/Handout 
via REUTERS

A newborn baby is looked 
after prior taking off with other 
Afghan evacuees on a C-17 
Globemaster III at a Middle East 
staging area August 23, 2021. 
U.S. Air Force//Handout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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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这一意象本身具有破坏性，这是欲望对于人生的

冲击，也是欲望对于社会稳定的破坏。在中国传统市井

社会中流传的白蛇传说，一方面有着对于释放个人欲望

的希冀，另一方面也给以伦理的约束。像白蛇传说这样

流传几百年的叙事原型，对它的每一次重大改写，可以

说都会折射出那些改写年代的情感。

01 从白蛇到青蛇：情欲成为主要叙述动力

新时期大众文化对于白蛇传说的改编，有两次较

为成功的案例。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改编电视剧

《新白娘子传奇》，一次是李碧华改写的小说《青蛇》

以及随后徐克以此为基础的改编电影。《新白娘子传奇

》整体上来说是用新媒介重新讲述白蛇传说，也有改写

，但整体上的改动不算过激；相比之下，李碧华的《青

蛇》对于传统白蛇传说的改写是有颠覆性的。

传统的白蛇传说中，白蛇、许仙与法海构成了故

事的主要人物关系，青蛇一直是配角；但李碧华将整个

故事原来的全知的叙述视角转为从青蛇出发的视角。

《青蛇》里的青蛇，不再是只修炼了500年，因而一直

随白蛇左右的青蛇，而是历经了白蛇传说之后又活了

800年的青蛇。《青蛇》的故事，是800年后的青蛇对

白蛇传说的重新叙述。随着这个视角转变的，白蛇传说

在原有叙事逻辑中被改写。

小说《青蛇》也不再纠缠于白蛇、许仙与法海的

人物关系，不再执着于白蛇如何以贤妻良母的形象示人

（这正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重心），不再关心

许仙得知真相后的行为，是否还有对爱情的信念，更不

去关注许仕林是否要去救母……传统桥段在这里统统地

隐去。

由于《青蛇》是以青蛇作为叙述的主线索，很多

解读都会将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女性情欲世界进

行探寻；但其实如果我们细读《青蛇》的文本，自然就

会发现，虽然青蛇是叙述者，但性别在《青蛇》中其实

并没有扮演特别的角色；《青蛇》从女性的视角出发，

从“青蛇”这样一个有些诡异的意象出发，讨论的是事

关“情欲”的整体问题——无关男女。

因而，在《青蛇》故事里，作为女性的青蛇的欲

望对照着两个男性主体——许仙与法海；但同时，作为

男性的许仙的欲望也是对应着两个女性主体——白蛇与

青蛇。不同于张爱玲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自怨自艾，李碧

华借青蛇之口说的是“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

个女人：白蛇和青蛇……每个女人，也希望她生命中有

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事实上，在小说里李碧华用

她那清冷的笔法，毫无保留地穿透男性与女性的身体，

书写着那既享受情欲又被情欲折磨的男人与女人，探究

着情欲的隐秘深度。

但在一次次的轮回中，即使800年后轮回成了张小

泉剪刀厂的女工，小青终于还是要再一次投入情欲之中

——因为“生命太长了，无事可做”，因为，“因为寂

寞”。

徐克的电影在这个最为关键的环节上基本遵循了

原小说的架构。在从小说文本向视觉影像过渡的审美过

程中，从人物身体的表演造型，到男女（尤其是青蛇与

法海）赤裸裸的纠缠，都是将情欲作为主要叙述对象。

不过，有趣的是，小说中的青蛇与许仙、法海都有着情

欲的纠缠，而在电影中，青蛇主要的情欲纠缠是在她与

法海之间，这也是舞台剧改编的入口。

田沁鑫版《青蛇》：懂得了出，才有勇气再入一次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于2013年以李碧华的

小说为基础，将《青蛇》改编为舞台剧版。改编的舞台

剧《青蛇》，大致依循的仍然是李碧华的故事脉络，甚

至包括许多台词都从小说而来；但这并不妨碍在这个大

的故事架构内部，舞台剧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基础在于故事叙述方式的变化。舞台剧

《青蛇》的大的架构，不再是青蛇的叙述，但也不是传统

的全知叙述模式：舞台上的《青蛇》始于寺庙内的一场法

事，结，也是一场法事。这个叙述框架的改变，可以说决

定了舞台剧《青蛇》的走向：如果说李碧华原来的小说

《青蛇》更侧重在探究情欲的隐秘深度（徐克的电影恐怕

也是延续这个方向），而田沁鑫的《青蛇》，则立足于为

情欲找个“出路”——从情欲入，但还要出。

借助《青蛇》这样一个故事，田沁鑫首先是大胆

地将女性对于情、欲的追求推到极致。青蛇与白蛇本不

是“人”，因而在由妖而人的过程中，才可以更深地曝

露出人的品性，也才可以将人间女子对情、欲的追求，

放大到极致。

更进一步，田沁鑫在改编《青蛇》的时候，以舞

台的优势，将情欲拆解成了情与欲两个部分——白蛇所

愿望的是与许仙在人世生生相许的亿万斯年，青蛇从欲

的本能出发，却也愿与法海静默枯坐亿万斯年。情与欲

，就这样被拆解成两种彼此相关但又不同侧重的男女之

情欲。把这情欲拆开之后的白蛇与青蛇，也具有了不同

的特质。

让我们先来看视白蛇。

白蛇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是温良贤淑的女子。舞台

剧版的白蛇也是如此。在修炼为人的时候，白蛇笃定了

自己来世上走一遭就是要找一份人间的情感，过人间的

普通日子。白蛇，就如同人间的一切普通女子一样，以

为情投意合，温柔娴淑，就可以和她爱恋的人生生死死

。但这一切的崩塌，非常简单——只要白蛇暴露出她是

一条蛇，所有这些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都会在瞬间消

失。

舞台剧版的《青蛇》充分发挥了小说中对女人之

情深的探究。在许仙因为见到了白素贞是蛇而吓死过去

的时候，却正是白蛇对许仙之爱开始的地方。此时的她

，感受到了不愿失去爱人的痛，因而，她不顾许仙会不

会再次接受她，毅然冒死盗仙草。正是在几乎要失去爱

人的时刻，她才真正明白了爱意味着什么。但白蛇的付

出，换来的却是许仙的背叛（许仙与青蛇偷情），换来

的却是许仙怎么也不再接受她（只为她那蛇的本来面目

）。因而，当白蛇在法海的指引下，清楚地意识到这一

点的时候，也是她真正心灰意冷的时候。于是，水漫金

山的白蛇，惩罚她的并不是法海的禅杖，而是她识破这

情爱之虚妄，自己走向雷峰塔的绝望。她在雷峰塔下的

自我惩罚，既是在为水漫金山涂炭的生灵赎罪，也是在

为情爱之虚妄赎罪。

大多数人间女子的情爱生活，都有着这样的心痛

。

青蛇，不像白蛇那样沾染着世俗生活的气息。如

果我们能把情与欲相对区分开来的话，如果说白蛇由蛇

为人的诉求是情，是因情而生的人间生活，那么，青蛇

由蛇成为人的过程中，进入的是欲望的极端。舞台剧里

的青蛇，是在与男性的欲望中，体会做人的快乐。在舞

台上，导演设置的是青蛇转化成人身之后，就与各种类

型的男性角色——诸如铁匠、书生、裁缝等等俗世众生

——有过性关系，在短暂的情欲中享受做人的快感。

但欲望总是短暂的。女性与男性的不同，也许就

在于，青蛇在欲望带来的短暂快感之后，也会羡慕白蛇

与许仙的厮守，只是，她把这长相厮守的信念，放置在

了一个错误的对象之上——法海。

田沁鑫的愿望也许并不在把性欲作为直接的表现

对象，因此舞台上演员的身体与行动虽然带有性的暗示

，比如说青蛇动不动就扑向法海，缠绕在法海身上，然

而这种身体的动作，与演员的表情及其语言组合在一起

时，却不直接引向情欲。青蛇每一次笑呵呵地扑向法海

，是她对情欲的天真理解，是因为情欲对她来说只是肉

体的短暂快乐而已，并没有什么更复杂的生命内容；而

法海的每一次错愕，既有情欲的搅动，但更多的是对情

欲猝不及防之时的窘迫。这种天真与窘迫，让性不再是

那样神秘，而是充满了趣味与谐谑。正是这种趣味与谐

谑，让原著中对情欲的讨论，开始向新的方向偏移。

这种偏移，表现在舞台上，是田沁鑫对于法海的

改写。

法海的传统形象是个斩妖除魔的和尚。而李碧华

与徐克形塑的法海之和尚形象，从老僧变成英俊的年轻

僧人，除了故事层面的斩妖除魔，和尚带给这个角色的

特殊性在于：它作为一个和尚，必须克服欲望；而他作

为一个青年男性，又有着勃发的欲望。于是，《青蛇》

（尤其是电影版）贯穿着欲望／克服欲望的纠缠。而在

田沁鑫这里的和尚，不仅是一位斩妖除魔的人物，也有

欲望／克服欲望的纠缠，但在此之外，这个和尚，更多

的是慈悲之心。

《青蛇》里法海的慈悲，首先是对白蛇的。即使

白蛇水漫金山，他手中的禅杖却终究没有挥舞下去。白

蛇也正是在法海的慈悲中，幡然悔悟。对青蛇，法海是

另一种慈悲——这慈悲，是对自身，也是对众生的。

不同于《青蛇》小说与电影中的法海因为纠缠在

欲望／克服欲望的漩涡中而生发出的暴力与骄横，在青

蛇面前，法海是承认自身的矛盾与挣扎的。

法海不是天生就没有情欲。田沁鑫对法海的设置

非常奇特——这是一个从小有心脏病的和尚。一个有心

脏病的年轻和尚，对于青蛇这样的肉身代表的情欲，他

本能地加以拒绝，然而拒绝并不表示不在心理有所念想

。有所念想，就必有搅扰，只是这念想与搅扰，并没有

转化成克服欲望而不得的恼羞成怒，也没有转化为影像

里带有隐喻性的滔滔江水，而是转化成了青蛇在法海的

房梁上盘了五百年的舞台行动。

青蛇在法海的房梁上盘了五百年，也是这二人各

自“修行”的五百年。五百年后的青蛇在轮回中终于可

以生而为人，但青蛇却不想为人，因为，“做了人会忘

了前尘往事，忘了许仙，忘了姐姐，忘了宋元明清，忘

了你！我不想忘了你”。而法海修炼五百年之后，是终

于“放下”——小青渴望的是亿万斯年，是生生世世；

法海看到的却是“世间任何一种，都不是恒久存在的”

。青蛇修行了五百年是可以轮回为人，而法海修行了五

百年，是终于可以放下，“不再轮回”。

什么样的情欲，需要以五百年的修行为代价？这

五百年的缠绕，其实是对于情欲纠缠最感性的隐喻。青

蛇与法海的情欲，虽然不是电影里的翻江倒海，但只有

入的深，才会对“出”构成如此艰巨的挑战。法海说：

“乱与不乱，是艰难的过程”，的确，只有经历如此艰

难的过程，才有可能通向觉悟，通向放下。

至此，田沁鑫对法海完成了一次从入到出的翻转

——在这个时候，这个出路还只是“修行”。而当舞台

上的时空转入20世纪20年代的杭州，当人们在雷峰塔

倒掉之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白娘子，而是舍利现身世间

的刹那，田沁鑫给予了法海再一次的翻转：从修炼五百

年放下情欲退出六道轮回，到法海在舍利出现的感召之

下，在刹那间“觉悟”：修行，不是为了个人“不再轮

回”，而是一种“普度众生”的大慈悲。

情，只有入的深，才会对“出”构成如此艰巨的

挑战；而只有真正地懂得了“出”，修到了“不再轮回

”的正果，也才有可能坚定地再投入一次；只是，这最

终的“觉悟”，并非离世而去，而是“发愿再来”，用

自己的肉身，再次承担人世的艰难。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舞台剧《青蛇》的起与结，

都是寺庙里的法事。田沁鑫对于《青蛇》的改写，是让观

众在历经一场情欲的考验之后，看到情欲的艰难，但又不

耽于破坏；看到人生的无常，但又能勇敢地承担。

从白蛇到青蛇，那些纷纷的情欲

《当代剧场与中国美学》

作者：陶庆梅

出版社: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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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City Mayor Bill de Blasio an-

time law enforcement units will establish 
COVID-19 quarantine checkpoints.
“We will have checkpoints at key entry 
points to the city,” de Blasio said at his 

The goal is to track travelers and city res-
idents returning home from more than 30 
states now designated by New York state 
as coronavirus hot spots. Those people 
will be required to complete travel health 
forms to support contact-tracing efforts.
“Travelers coming in from those states 
will be given information about the quar-
antine, reminded that it is required and not 
optional,” de Blasio said, adding that stiff 

public health rules.
The checkpoints will be operated by var-
iou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ith the 

-
ing the effort “at major bridge and tunnel 
crossings.”

Tracking The Pandemic: States Where 
The Coronavirus Cases Are Rising Or 
Falling 
“We need to ensure visitors and New 
Yorkers returning home are taking the 
necessary precautions,” Sheriff Joseph 
Fucito said. “We’re going to deploy to be 
very visible.”
Travelers from most of the U.S. are 
affected by the state rules requiring 
14-day quarantines. While enforcement 

acknowledge compliance largely relies on 
public cooperation.
“Having people see that these checkpoints 
are starting to happen around the city is 
going to send a powerful message,” de Blasio 
said.

help and support — including food and 
medication delivery — while they’re in 
quarantine.

Rhode Island to the list of “hot spot” states 
where infection rates are high enough to 
trigger the travel restrictions.
Delaware and Washington, D.C., were 
removed from the list.
New York City was once the epicenter of the 
nation’s COVID-19 outbreak, but infection 
rates have plummeted, hovering now around 
1% of the people tested. Local and state 

wave. (Courtesy npr.org)
Related
After ‘Severe’ Delays, 6 States Band 
Together To Buy Coronavirus Tests

Six states have an agreement to acquire 
fast-result antigen tests for the corona-
virus. Here, a medical worker collects a 
sample after a patient self-administers a 
nasal swab test. (Graphic/John Minchillo/
AP)
Six states led by a bipartisan group of 
governors are joining together in an effort to 
speed up coronavirus testing. As the nation’s 
death count continues to rise above 150,000, 
the states said they will jointly purchase 3 
million rapid antigen tests that can quickly 
detect the virus.

Maryland Gov.                                                                                                                                       
Larry Hogan, the outgoing chair of the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multistate compact will address 
“severe testing shortages and delays” that 
have hamstrung the nation’s response to the 

virus. In addition to Maryland, the group 
includes Virginia, Louisiana, Michigan, 
Ohio and Massachusetts.
Hogan, a Republican, has been critical of 
President Trump’s response to the pandem-
ic. In a recent op-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Hogan described watching in frustra-
tion as the president “bungled” the 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Eventually, it was clear that waiting around 
for the president to run the nation’s response 
was hopeless; if we delayed any longer, 
we’d be condemning more of our citizens 
to suffering and death,” Hogan wrote. “So 
every governor went their own way, which 
is how the United States ended up with such 
a patchwork response.”

‘A Wake-Up Call’: States Battle New 
Surge In Coronavirus Cases
Under an agreement signed by the state’s 
governors – three Republicans and three 
Democrats – each state will receive 500,000 
tests that can detect the virus in 15 to 20 
minutes.
While new antigen tests work quickly, as 
NPR’s Rob Stein has reported, there are 
questions about their accuracy in compari-
son with the more complicated genetic tests 
that many patients are receiving.
The governors’ memorandum said the group 

as possible.” Other state and local govern-
ments may also join the effort to buy rapid 
tests in the coming week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Hogan’s 

-
strate to private manufacturers that there is 

of rapid tests. The states are working with 
two manufacturers of tests authoriz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ourtesy 
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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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C Setting Up Quarantine Checkpoints 
For Travelers From COVID-19 Hot Spots

New checkpoints at New York City’s major bridges, tunnels and other sites are meant 
to drive home the message that 14-day quarantine rules are mandatory for people 
returning from states considered coronavirus hot spots. Mary Altaffe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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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語賢王硯輝主演《我是監護人》
定檔9月10日父女隔閡引爆沖突

近日，由新銳導演敬然編劇並執導，

尚語賢領銜主演、王硯輝特別主演、林

靖喆主演的華語佳作《落地生》，正式

宣布更名為《我是監護人》，並定檔9

月10日全國公映。同步曝光的定檔海報

中，一幅重組家庭的圖景徐徐鋪開，獨

立少女、再婚父親、異母弟弟，彼此間

的隔閡隱隱浮現。定檔預告更直接揭露

了激烈的家庭矛盾，對峙、爭吵、失蹤

，一幕幕沖突令人揪心。

《我是監護人》是一部聚焦於現實

題材有關親情與歸屬感的影片，以細膩

的筆觸展現了當代都市青年，在家庭、

工作、生活中的困惑。該片曾享譽多個

國際知名電影節，並屢獲大獎。在此前

的展映中，不少觀眾評價該片“故事溫

暖而細膩，映照了千萬普通家庭”“一

部女性視角的平凡生活史詩”。此番影

片終於定檔，這部口碑佳作也將和內地

廣大觀眾見面，著實值得期待。

當女兒遭遇父親再婚生子——
重組家庭矛盾一觸即發
“不是每個人都有家可回。”正如

宣傳語所透露的，電影《我是監護人》

選擇聚焦一組充滿矛盾的再婚家庭，以

點帶面展現了當代社會復雜的親情關系

。影片中，石路（尚語賢 飾）身處離異

家庭，父親（王硯輝 飾）再婚將生活重

心轉移到了初生兒子科迪（林靖喆 飾）

身上，父女因此產生了隔閡。直到疏遠

的父親突然出現，要求她照顧異母弟弟

在美國治病，隱秘的不滿徹底爆發。

從定檔預告中可以窺見，偏心的父

親、倔強的女兒、陌生的弟弟，家庭中

重重矛盾互相糾葛。“誰稀罕這個家”

“我是個不稱職的爸爸”，親人間狠話

不斷，對峙與爭吵頻出，將這個重組家

庭逐漸拉入深淵。

同步曝光的定檔海報中，石路面色

冷漠，與父親、弟弟的燦爛笑容形成了

鮮明對比。三人之間空缺的座位，則隱

喻著親情的隔閡，微妙的畫面令人不禁

遐想，這個重組家庭還暗藏著什麼矛盾

？女兒又能否找回失落的歸屬感？更多

懸念後續值得期待。

新老戲骨尚語賢王硯輝飆戲——
敬然導演處女作享譽國際影節
《我是監護人》是敬然導演的首部

劇情長片，憑借優秀的劇本與國際視野

，該片迅速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

的大咖加盟。攝影指導 Zachary Kuper-

stein，曾獲得聖丹斯電影節最受觀眾喜

愛獎，並榮獲電影獨立精神獎最佳攝影

獎。造型指導王佳惠，憑借口碑佳作

《血觀音》獲得第54屆金馬獎最佳造型

設計提名。此外，來自世界各地的團隊

也深度參與了該片：包括美國的剪輯團

隊，法國的作曲團隊以及中國的聲音團

隊等。

主演尚語賢曾在電影《老炮兒》中有

驚艷表現，獲得廣大影迷的喜愛，此後又

憑借《唐人街探案2》獲得東京國際電影

節中國電影周金鶴獎“最優秀新人獎”。

片中另外一位主演王硯輝，被媒體與同行

公認為是“為戲而生的實力派戲骨”，他

在多部口碑佳作中塑造出經典角色。此次

兩代優秀演員搭檔飾演父女，戲中矛盾劇

烈，也激發出二人顛覆性的演技。

在過去一年裏，《我是監護人》享

譽國內外多個重要電影節。該片曾入圍

第二十三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

，入選海南島國際電影節“H!FUTURE

新人榮譽”兩項殊榮，並受邀參展北美

多個國際電影節。多項贊譽加身，也無

疑證明了——《我是監護人》是一部年

度必看的華語佳作。

電影《我是監護人》由浙江鷹美影

業有限公司、北京黑犀牛影視文化有限

公司、北京聚合影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藝真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出品，上

海席地而樹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上海最

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安徽飛孚影視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北京聚合影

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發行，影片通過一

組同父異母的姐弟關系的變化，將重組

家庭、二胎熱等社會話題巧妙串聯進故

事裏，溫情中不失張力。電影即將於9

月10日公映，敬請期待。

電影《夢境人生》幕後特輯曝光
夢境現實真假難辨

由著名編劇段祺華執導，知

名影視演員趙文瑄、王琳、王佳

佳領銜主演，新生代演員張開泰

、李君婕加盟，劉愷威、元華友

情出演的夢境懸疑治愈電影《夢

境人生》幕後特輯今日重磅發布

，揭秘眾多幕後製作細節，帶你

解鎖燒腦背後的故事！

在夢境與現實間，尋找中國
電影新突破

在國內電影市場上，以夢為

主題的電影，少之又少，在幕後

特輯中可以看到演員們一遍遍打

磨，用真情去演繹浪漫，只為在

鏡頭中呈現出最完美的效果，知

名影視演員趙文瑄、王琳、王佳

佳、劉愷威、元華，新生代演員

張開泰、李君婕，都在《夢境人

生》中展現了自己最充沛的情感

與經驗，將人物與角色融為一體

，帶著觀眾去夢中尋找真正的真

相。

優秀的幕後主創團隊也為影

片的呈現奠定了堅實基礎，著名

編劇段祺華也為《夢境人生》開

創了國內電影故事結構和敘事

方法的新領域，在多重空間

的非線性敘事中找到了屬於

自己的表達方法，並成功融

合各種商業及“夢瑜伽”元素。

剪輯師大衛· 理查生（David M.

Richardson）、攝影指導豐田實

（Jitsu Toyoda）、配樂洛朗· 庫

宗（Laurent Couson）等主創也

為觀眾營造了前所未有的視覺畫

面及音樂情感，讓觀眾跟隨角色

穿梭在不同時空，知青歲月與現

代上海的交錯，因此真假難辨，

影片也有了多樣的解讀方向。

每一個鏡頭細節，都在致敬
電影造夢者

電影除了要將故事表達完美

，也要把鏡頭設計考究。製作團

隊親口講述了影片的製作過程和

幕後創作中不為人知的秘密和艱

辛，向觀眾和粉絲揭密了《夢境

人生》這部暖心且燒腦的藝術傑

作是如何一步步變為現實的，而

這些其實與團隊中的每一個人的

努力都密不可分，這些鏡頭中都

包含了每一位電影人的熱愛與夢

想。

不論是一磚一瓦搭建的知青

農場，還是國內最大瑜伽館的營

造，都是為了將《夢境人生》真

正打磨成一部在國內首屈一指的

關於夢的電影。把每一個鏡頭都

刻在腦子裏，將每一份熱愛都轉

換成行動，此次幕後特輯就是對

這些幕後人員一次真誠致敬。受

疫情影響，影視行業像一艘被迫

擱淺的巨輪，無奈停泊，有人停

下了腳步，有人思索著方向，也

有人選擇在陣痛中依然保持穩步

前進，《夢境人生》逆浪前行，

編織一場夢，在抗擊疫情中治愈

人生！

電影《夢境人生》

講述了“夢瑜伽”大師

李士豪（趙文瑄 飾）

突發腦梗，卻在遺囑中

將巨額遺產都留給了初

戀情人朱麗瑛（王琳

飾），女兒水晶（王佳

佳 飾）為了找到父親

贈送遺產的真相，利用

“夢瑜伽”走進了父親

記憶與潛意識交錯的復

雜夢境的故事。影片將

於9月10日全國公映，

我們夢裏見！

《不期而遇的夏天》“被遺忘的孩子”特輯

孩子簡單心願催人淚下

即將於9月3日上映的電影

《不期而遇的夏天》今日發布“被

遺忘的孩子”特輯，講述電影的幕

後故事。特輯中關於留守兒童孤單

童年的探討觸動網友心弦，引發當

下對孩子成長過程中缺失父母陪伴

的社會現狀的共情討論。

電影講述了受盡白眼的街頭

混混與遭到排擠的轉校生，因相

遇而治愈彼此的故事。此前，

陳奕迅為《不期而遇的夏天》

獻唱主題曲的MV一經發布，便

登上微博、抖音等多平臺熱搜

，引起跨圈層關註，閱讀總量

突破2.1億，陳奕迅本人也在微

博互動中推薦電影，邀觀眾一

同感受影片中的情懷。該片由

文章監製，易寒執導，陳創、郭

可軒、郎月婷領銜主演，張磊、

歐陽招娣主演，秦海璐友情出演

，李夢特別出演。

特輯對話留守兒童直戳內心

直面當下“陪伴缺失”現狀
電影中，水生（郭可軒飾）

的父母在深圳打工，他被留守

在外公外婆家，作為一名孤單

無助的轉校生，在學校常常被

同學欺負。水生的妹妹秀秀

（歐陽招娣飾）則被寄養在伯

父伯母家裏，和哥哥常年分開。

電影之外，郭可軒和歐陽招娣

是電影拍攝地宜春的留守兒童，

電影裏的故事在他們身上發生

過。他們常年缺少父母陪伴，

對電影中人物情緒的理解和表

達來自最真實的生活體驗，沒

有表演痕跡，用真情實感為影

片打磨出淳樸的質感。

特輯采訪中，當被問到和誰

一起生活時，孩子們回答“跟爺

爺奶奶住”“爸爸媽媽去工作

了”，可見父母在孩子成長過程

中缺席是當下非常普遍的現象。

當被問到是否想念父母，大多回

答“不想”，甚至對父母印象模

糊，童真的眼神令人心酸

。孩子們哭著說“我希望

我的媽媽能回來”，簡單

的願望，成了他們難以實

現的期盼。

導演易寒“在悲涼中
尋找溫暖”聚焦小人物真
實情感

《不期而遇的夏天》

是導演易寒第二部關於故

鄉的電影作品，前作《遙

望南方的童年》獲得豆瓣

網友9.4分的高分認可。

導演自述，“我想在電影

創作中展現的不僅僅是故

鄉天空下殘缺的橋，鄉間

溫潤腳板的田埂小路，溪邊肆意

生長的野草，驚慌失措穿行在村

頭巷尾的土狗，以及在城鎮化進

程中夷為平地宗族祠堂和已成廢

墟的村莊，我想展現的是故鄉的

人。”《不期而遇的夏天》延續

了導演前作對於家鄉孤單長大的

孩子們的細膩關懷，“我想在電

影作品中為他們在人生困境的縫

隙中尋找一絲光明與柔軟。”特

輯中，陳創同樣表達了對留守兒

童現狀的關註，“我們就把它拍

出來，讓更多人去關註吧。”對

比當下眾多“不接地氣”的影視

作品，這部聚焦小人物的作品更

顯可貴。

電影《不期而遇的夏天》

由陌陌影業有限公司、天津貓

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

京細藍線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

品，將於 9 月 3 日全國公映，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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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晶瑩凌晨洩心聲 「總是要放手」 ！
李李仁哭認：學習分離

陶晶瑩（陶子）與李李仁結婚16年婚姻幸福，羨煞

不少人；她今（25）日凌晨突然在臉書發文「我們總是

要放手的」，原來是女兒荳荳到美國留學，她與丈夫也

飛到當地陪伴1個多月，近日似乎要準備回台，才會在

感性地發文，李李仁甚至忍不住哭了。

陶晶瑩與李李仁7月初低調飛往美國，抽出時間陪

伴女兒荳荳，她也在臉書感性寫下，「往日的習慣，現

在彌足珍貴，比如妳靠在我肩膀睡著，或者我們逛逛街

，手牽著手，我用力抱著妳」。

陶晶瑩夫妻倆似乎要回台，她也不捨透露，「陪妳

到這裡，我們總是要放手的」，甚至爆料丈夫李李仁

情緒潰堤，想到要離開女兒身邊忍不住哭了。而李李

仁也臉書表示，「我想我還在學習分離這件事！我們都

加油！」

即將要分別女兒，陶晶瑩也坦承心情很複雜，一種

摻著心酸的驕傲，但不管距離多遠，她們依舊會出現在

女兒心裡，而愛女也會出現在在她們夢裡，「那些時光

不會被遺忘，反而是我們思念時的力量。」一字一句道

出對女兒的想念。

張鈞甯撕乖乖牌標籤
為戲爆粗口為戲爆粗口

徐若瑄自製自演HBO懸疑影

集《誰在你身邊》，在劇中和張

鈞甯飾演一對姊妹，導演何潤東

將她們2人改頭換面，「比如以

往大家印象中鈞甯比較玉女型，

這次她短髮造型，還是個玩樂團

的Rocker，角色個性敢愛敢恨，

脾氣上來時還會口出髒話，跟以

前演出真的很不一樣。」而徐若

瑄詮釋為家計操勞的家庭主婦，

還要去賣場工作推銷海產，擔任

家中堅強的支柱。

在預告片中可以見到徐若瑄

、張鈞甯的姊妹情，回憶拍攝過

程，徐若瑄說：「我印象很深的

是，記得有天拍一場我和鈞甯在

頂樓天台的戲，我們被刮了一整

天的風，平時就注重養生很會

照顧自己健康的鈞甯，比我先

收工，她回到飯店，居然自己

燉煮了蒜頭雞湯，擔心晚歸的

我回到飯店受寒，特地留了 1

壺在櫃檯給我，我半夜收工回到

飯店，喝到這個暖心暖胃雞湯，

內心頓時充滿了感動和溫暖，充

分感受到鈞甯的體貼，和她演姊

妹好幸福啊。」

《誰在你身邊》共10集，每

集1小時，故事探討婚姻中所面

臨的種種關係課題與挑戰，以日

常的生活描寫呈現出角色們面臨

的殘酷困境，還有莊凱勛、陳恩

峰加盟演出，預計將於HBO GO

上線，並在HBO頻道首播。何潤

東表示非常開心，「我是HBO劇

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的

忠實觀眾，現在我們的作品也

在HBO播出，感覺很榮幸，並

且讓更多地區的觀眾都能看到

《誰在你身邊》。因為本劇描

述的不只是在台灣社會發生的

事，在感情和婚姻中，或是人不

如意的時候都會面臨到的問題，

想跟觀眾探討我們要如何面對，

走過去。」

她
曾
是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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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做為一個演

員，演技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時候，常會讓觀眾分不

清是演戲還是現實；就像張玉嬿，年輕時一進演藝

圈，在她接的很多戲中，都是扮演好妻子的角色，

使她成為無數婆婆心中目最完美的媳婦人選；但現

實人生中，她至今仍孤身一人！

1966年出生於屏東縣的張玉嬿，好媳婦的形象深

入人心，讓人一看就覺得她很適合娶回家，但現實中的

她，其實一直未婚。她曾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現在

生活自在，且婚姻不是必然存在的方式，照顧好自

己的身心靈，有伴最好，沒有就多交朋友。

張玉嬿作為台灣苦情戲的代表女星，有台灣

「第一媳婦」之稱。在她演出多部的電視劇中，大

家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由她主演的家庭倫理劇《驚

世媳婦》；該劇講述了温柔善良的白心蓮為抵父親

的賭債，被迫做工而結識陳天生，結為夫妻。然而

陳天生家在管家的陰謀設計下走向衰敗。一個破碎

的家在大家同心協力之下，又重新建立起來；這部

戲讓讓婆婆媽媽們都覺得，娶媳婦就要娶像張玉嬿

這種。

不過，張玉嬿在現實感情世界裡，並不是像在

戲中，能如意當個好媳婦、好妻子，她最為人熟知

的一段戀情就是2008年和謝祖武交往長達三年的感

情，最終和平分手；分手之後，張玉嬿再也沒有傳

出什麼新戀情，如今已55歲的她，依舊單身、依舊

美麗動人；但她不勉強自己一定要結婚，找不到戀

人，多交朋友也是不錯的。

甩富商尪拿16億！
張清芳曝 「極樂豪宅」 驚吐：多了女兒
54歲歌壇「東方不

敗」張清芳與「台灣投

資銀行教父」之稱的富

商宋學仁結婚，豈料去

（2020）年突然離婚，

斬斷這一場15年的婚姻

，分得16億贍養費。而

鮮少出現在螢光幕前的

張清芳，不僅曝光最新

近況，甚至曬出超美豪

宅，羨煞不少人。

張清芳2005年嫁給

富商宋學仁，婚後育有2

子極為幸福，而她也幾

乎淡出演藝圈，專心在

家相夫教子，一家4口生

活看似甜蜜，豈料她去

年6月突然發表離婚聲明

，直言雙方「無法克服

雙方的差異性」，決定

親手斬斷這場15年的婚

姻，她也拿到16億贍養

費。

8月31日是張清芳生

日，原本鮮少出現大眾

面前的她，近況終於曝

光了。微風廣場少奶奶

孫芸芸、女星楊謹華、

關穎受邀，前往張清芳

豪宅開生日趴狂歡，而

豪宅屋內也首次曝光，

雖然只有局部照片，但

從家中擺飾也可看出這

間豪宅很「金」人。

關穎也在IG曬出限

時動態曬出慶生合照，只

見楊謹華、孫芸芸等人眾

星雲集站一排，最受矚目

還是保養得宜的張清芳，

凍齡樣貌完全看不出將滿

55歲，歲月痕跡彷彿未

在她臉上留下。

根據《三立新聞網》

報導，張清芳透過經紀

人陳鎮川透露，為了要

就近照顧媽媽，所以接

到新家一起住，而好姐

妹近日也會來新家陪伴

她，簡單過個生日慶祝

，「最開心就是媽媽，

她覺得突然多了好多漂

亮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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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飯圈””亂象叢生
亂象叢生

不治成禍
不治成禍

香港文匯報訊（娛樂組）針對網上“飯圈”出現不良粉絲文

化問題影響青少年身心，中央網信辦深入開展專項整治。而中國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也針對個別網絡綜藝節目片面追逐商業利益、過度

娛樂化炒作、傳播畸形偶像文化等突出問題，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專

項排查整治。

“飯圈”是粉絲群體因追逐同一偶像而結成的網絡社群，經理人

公司則利用“飯圈”力量效仿日韓打造出新型藝人。以往粉絲投入大

量時間、精力、金錢在追星活動上，大多是個人行為，但發展到現

在，追星已經完成了體系化、團隊化甚至職業化，而粉絲群競爭讓商

家嘗到甜頭就變本加厲“經營”。這種風氣在香港雖然不嚴重，但某

一團隊組合正在效法這模式，香港藝人對整治不良粉絲文化問題有不

同想法，但共通點是樂見粉絲支持自己，但要量力而為，不要盲目花

錢追星。

偶像忠告：一定要量力而為

港
星
反
對
盲
目
花
錢
捧
偶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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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健早於70年代正式投身娛樂圈發展，當年支持他的粉絲單純得來，思想
較成熟，“那時的粉絲好乖，歌迷會都很有組織性，會緊密同唱片公司和電影公
司聯繫參與活動，又一起做善事，行徑健康與現在的追星方式大不同。”

陳欣健絕對贊成內地打擊不良粉絲文化，因他曾經在內地居住過，了解到當
地很多網上新聞消息參差，當中有人想渾水摸魚，設局誘騙，加上佔大部分粉絲
都是“小朋友”，他們的認知能力和心態上未成熟，好易受人影響，年輕人想法
好單純，最易隨潮流跟風，誤以為做法正當，將件事常態化，這不僅是演藝圈，
也是整個民族風氣，必須好好調整管治。

他指正面價值的追星行為，不應該只是看一個藝人的顏
值，盲目去崇拜“靚仔”做偶像，甚至覺得他們“放個屁
都話香”，也得觀其品德、操行和成就，如果粉絲先從
藝術層面開始去支持偶像，專注於他們從事藝術崗位上
所 表現的認同度，站於舞台上的光環，這樣建立出來

才是健康粉絲心態。不良追星文化涉及商業利
益，陳欣健絕不贊同粉絲花大量金錢支持偶
像，且有網騙風險，所以最好不要在網絡
的虛擬世界牽涉金錢，如將之當成
現實世界會好易失足。

陳欣健：不應只崇拜藝人顏值

陳家樂：不想粉絲花太多錢
談及內地出現粉絲要課金去將偶像吹捧令他達標，陳家樂表示自己未遇過這樣

情況，但絕不鼓勵、也不喜歡粉絲花太多錢在自己身上：“很多時我的粉絲買禮物
送給我，我也不想要，反而會叫他們留下這些錢儲起來或作投資之用，不好浪費金

錢買禮物送給我，不過如果我有作品，大家是出來支持我
的，這就足夠了！”

陳家樂覺得其實在香港有大部分粉絲於網絡
上留言均屬戲言，未必是那麼認真，他當然明白
粉絲的留言有好亦有負面的，而他不會太認真對
待：“我相信好多人講了出來，又有幾多人會做
呢？總之希望各方面的粉絲不好太激進，大家都
是想喜歡的偶像好！”
問到他又有否遇到一些激進的粉絲？陳家樂

說：“我比較幸運，吸引的觀眾群都較家庭式是一
家大小的，有些還是我看着他們長大，到結婚生孩

子。”偶像又如何樹立好榜樣去給粉絲學習？陳家樂說：
“盡量去保持開心和健康的形象，有時太多不開心也
會令到別人不開心，所以我會將開心一面給大家
看，也希望大家看到會感染到這份開心！”而
最近他就與粉絲朋友私下開了一個群組，
有時間便一起傾談和分享開心與不開
心的事情，他最近多分享的是飲
食方面：“因為我運動量
高，要經常keep fit，所
以都會告訴大家如何
均衡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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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振朗入行
多年，演出的劇集亦
甚受歡迎，fans人數與日
俱增。近年出現有粉絲為支持
自己的偶像，在社交平台發布激烈
言論，振朗自覺很幸運未遇過類似事
件。他覺得支持自己的偶像當然好，但不希
望fans太過激烈，或作人身攻擊，最好是大家可
以公平競爭，不做違法的事。問到他喜歡fans以什
麼形式表達對他的支持？振朗認為支持偶像的作品便
是，他笑說：“看我的劇啦。”

振朗表示平日所接觸的fans都挺乖，相信與自己的
言行都有關係：“因為我們fans的行為是屬於藝人的，
所以我們都要做好自己，令 fans 明白應該如何做才
對。”他謂入行多年極少遇上瘋狂的fans，最多也只是會
追車拍照。他不可能控制fans支持偶像的做法，最重要是
互相感到舒服，別踩過某一些底線，例如侵犯私隱。

譚耀
文認為粉絲
要講求自律和慎
言，他說：“最多是
收到粉絲問我借錢，真
的很奇怪，通常我不予理
會，沒有回覆，面對其他負面留
言，若然過分扭曲是非，影響渲染
得好犀利，有必要時會找律師澄清。”
身為藝人應該做好榜樣，不要太招搖，別
要有明星出外吃飯不用排隊的錯誤想法，都要
守秩序，保持修養和禮貌。”他亦不鼓勵粉絲花錢
投放在偶像身上：“很多粉絲仍是學生，用着父母的
錢，如果我子女這樣做要捉他們談談，反而覺得粉絲親手
做的手作禮物是最窩心，但時代不同，自從有智能電話開始，
已很難追溯昔日‘樸實’的做法。”

吳浩康認為粉絲當然是會支持偶像，但粉絲其實也是自己國家或社
區當中的公民，作為一個公民應有自己責任去奉公守法。如果粉絲行為過
於瘋狂對偶像會否形成負面影響呢？吳浩康說：“當然啦！一定會再影
響偶像多一點！”
問到他又如何與粉絲互動和溝通？他說：“我們多數會聊天，因為跟

隨我的粉絲都是從小妹妹或讀中一開始出來，現在多數都結婚了。”他又
如何向粉絲灌輸正面教材？“我自己也做錯過事情，她們陪着我很多了，我
會坦白我的不好，畢竟亦都發生過接二連三的事情，不是認錯與否，我都會承

認問題，向她們坦白！”
對於現在的風氣是要粉絲課金去支持偶像？吳浩康認為

這變得太複雜了，其實偶像出商品去支持是無可厚非，但如
果要一群人也要這樣倒是危險的事情！那如何樹立好

榜樣？他笑說：“我怎敢說這些啊！都是專注
做好成績給大家看！”他早年會有參與慈

善及義工的工作，有時都會發動上
山撿垃圾：“就當是大家多

一個活動一起去參與
吧！”

吳浩康：粉絲也要盡公民責任

敖嘉年：粉絲有閒錢花在公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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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嘉年覺得粉絲與偶像關係息息相關：“偶像
就如粉絲的大哥榜樣，視你為阿頭跟着做，而粉絲們
的行為舉止往往間接代表了所支持的偶像，他們表
現偏激變相是傷害自己的偶像。我經常會同粉絲聊
天，他們都是純品正面的一群，遇到有人攻擊我都
會好溫和對待，就算是瘋狂粉絲對我都很有禮貌，遇
過最瘋狂是向我示愛，會送好多情信和禮物，有些會
當正自己是我太太般關心我，如果是太過火，我都會慢

慢調整他們的心態。”對於愈來愈多的後援會引導粉絲用花錢
來證明對偶像愛意，敖嘉年覺得金錢要用得恰當，買束花小意思無

所謂，他常叫自己粉絲不要花費，有多餘錢便去做公益給有需要人士，表明自己有
這種心態，粉絲自然會慢慢多做，身為藝人首先做好自己，行住坐臥各樣都要做個
好榜樣，感染他們向好的學習。

他語重心長提醒大家：“不僅是娛樂圈，整個世界都有好多混亂情況，大家
一定要用智慧去思考每件事，就算每一粒字寫出來都要用智慧去思考過濾。”

追星文化愈來愈商業化，馬國明表示只要粉絲負擔得來也無傷大雅，始終是
支持偶像的一種方法，最重要不要影響到生活，他也有叫粉絲不要太破費。

馬國明：“粉絲如果有過激甚至不合法的行為當然是不支持的，跟我的粉絲
都知我性格，所以沒有很瘋狂的行為。只有最初試過有人送好名貴的禮物，我已
經叫他們不要再送，也有叫粉絲不要半夜去機場等我，尤其是女生太晚歸家，萬
一有事發生我都不想。”

蔡思貝：“不介意粉絲花錢去支持偶像，最重要是用得其所和負擔得來，因
為沒有粉絲支持也沒有明星的存在。她稱粉絲最瘋狂的事是為她親手用針線製成
巨型畫像，過程相當花心思，也希望未來在重要日子中，看到有巨型廣告支持
她。

戴祖儀：“時代進步，最重要是粉絲們負擔得來，不影響日常生活就可，作
為偶像相信也高興見有更多粉絲支持自己。粉絲為她做最瘋狂的事，是有一次她
出外拍短片，一群粉絲竟然來充當臨時演員，不但讓她省一筆請演員的費用，粉
絲更帶來美食讓她大飽口福，令她感動不已。”

過去一段時間，內地
“飯圈”亂象叢生，包
括：誘導未成年人應援集資、高
額消費、投票打榜、集資賣廣告為偶
像造勢等含有人為操控造假行為，明
確指出“飯圈”的畸形發展已經影響到社會秩
序，影響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長，造成不良影響。《人
民日報》發文呼籲有關部門理應警惕並及時出手。網
信辦也透過取消誘導粉絲“應援打榜”的產品功能、強化
“榜單”規則、完善粉絲圈管理、限制未成年人非理性追
星活動等方式，強化“榜單”、“群圈”等重點環節管理。

近日微博官方已經公告表示，將對那些拉踩引戰、
宣揚抵制及借題發揮惡意炒作的賬號進行處置，並清理
近4,000條發文，就前日微博官方也對趙麗穎粉絲犯規
特別嚴重的100個賬號處以永久禁言、309個賬號遭關
閉。王一博也有60個粉絲賬號被禁言，趙麗穎工作室
因“管理失職”結果都被處罰其社交平台禁言15天，亦
成微博官方第一個處置的明星工作室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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