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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fnb.com 

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9 月 14 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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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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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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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歐盟主席馮德萊恩為烏克蘭加入歐盟提供快速通道歐盟主席馮德萊恩為烏克蘭加入歐盟提供快速通道
【美南新聞泉深】自俄羅

斯入侵開始以來，歐盟委員會
高級官員周五首次訪問烏克蘭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
馮 德 萊 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和一個歐盟代表團前
往烏克蘭首都基輔。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在基輔向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提交了烏克蘭加入歐盟的文件
。

她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遞
交了一份文件，她說：“我們
隨時準備支持你們填寫這份問
卷，這是你們通往歐盟之路的
起點。”

馮德萊恩補充說：“這不
會像往常一樣需要幾年時間，
而是幾週時間來完成這一步。
”

她解釋說，調查問卷提供了傳遞給歐洲理事會的意見的基礎。
馮德萊恩說，她打算今年夏天向歐洲理事會提交烏克蘭的申請。
馮德萊恩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說：“俄羅斯將走向經濟、金融和技術衰退，而烏克蘭正在走向歐洲的未來。

”
馮德萊恩與她的副手何塞普·博雷爾 （Josep Borrell） 一起前往烏克蘭，後者也是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事務

的專員。這是自 2 月 24 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歐盟高級官員的首次訪問烏克蘭，馮德萊恩也前往布查市調查
俄羅斯在此地大屠殺無辜平民的情況。

她在推特上寫道：“開始我在布查的訪問很重要，因為在布查，我們的人性被粉碎了。”
訪問基輔的代表團中有斯洛伐克總理愛德華·黑格，他宣布斯洛伐克正在向烏克蘭捐贈其蘇聯時代的 S-300

防空系統。
歐盟駐烏克蘭代表團團長馬蒂·馬西

科斯陪同博雷爾和馮德萊恩。
博雷爾在基輔宣布，歐盟將其代表團

再送回烏克蘭首都基輔。在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戰爭開始一天后，歐盟代表團完全撤
離。

博雷爾說，特使的回歸將有助於確保
歐盟和烏克蘭政府能夠密切、直接地合作
。

博雷爾說：“烏克蘭不是一個被入侵
、被統治的國家，它仍然有一個政府它接
收來自外部的團體和個人，你們可以前往
基輔。”

歐盟將持續“孤立俄羅斯”的製裁措
施

博雷爾說，與澤倫斯基會談議程上的
一個話題是可能進一步實施制裁以“孤立
俄羅斯”。

在歐盟批准這些措施後，包括歐盟對俄羅斯煤炭進口禁運在內的新制裁計劃將於週五正式實施。
博雷爾還表示，歐盟將提供 750 萬歐元（合 820 萬美元）來培訓烏克蘭檢察官調查俄羅斯被指控在該國犯下

的戰爭罪。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補充說，他希望歐盟在未來幾天再向基輔提供 5 億歐元。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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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休城社區

看了不少关于拼刺刀这种事情的评价， 很多

关于拼刺刀无用的言论，诸如拼刺刀是过时的这种

说法。今儿来说道说道，关于拼刺刀有没有必要，

以及人们对于拼刺刀的误解。

先说误解，很多时候人们狭义的将拼刺刀认为

是一种单独的作战方式。进而就引申出来很多关于

拼刺刀的奇葩论点来，诸如鬼子拼刺刀退子弹什么

的。而且，很多时候，人们对于拼刺刀的印象，还

是古代两军交战，摆开阵势对峙，然后对着冲锋的

状态。这些论点，其实都是不对的，甚至很多东西

都是受到了电视剧的影响。

拼刺刀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作战方式，而是一种

单兵技能，近距离格斗的技能之一。要的是在近距

离格斗中，将敌人干掉。而近距离格斗，包括徒手

、拼刺、棍棒等，只要能干掉敌人，怎么都行。拼

刺刀，只是近距离格斗诸多技能中的一个，而且是

非常有效的一个。

而关于拼刺刀的应用，又是很多人误解的一个

点。很多时候人们会受到电视剧里的刺刀冲锋的影

响，认为拼刺刀就是单纯地端着步枪冲上去和敌人

完成近距离格杀。实际上，旧时战场上端着刺刀冲

锋是军队在进行突击。而受限于旧时步枪的弹容量

，旧时步枪多数都是只有五六发的子弹，而且很多

还都是栓动步枪。所以冲到敌方阵地之后，和敌人

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开枪有时候会来不及，拉动枪

栓的时候，人家已经冲到眼皮底下了，动作慢了就

刺过来了，所以用刺刀进行拼刺会是一个非常便捷

的方式。

而拼刺刀这种事情，也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拼刺

刀。拼刺刀的目的是干掉敌人，而干掉敌人并非只

有拼刺刀一种方式。所以很多国家的军队在作战的

时候，都是提倡能开枪就尽量开枪的做法。即便总

是被胡乱传的日军那里，在步兵操典里面也是强调

了突击的时候要结合射击、与投掷手雷的。并且，

日军还提倡，抓住机会就扔手雷，以利于进一步突

击。

另一方面，人们还会受到电视剧的影响，很多

电视剧里，一到拼刺刀的场景就是：中日两军各自

站一队，然后对着冲锋。实际上这又是个非常严重

的误解，这是战争，目的是消灭敌人，打仗呢，谁

跟你假仁假义，你站一排盯着鬼子，鬼子肯定一排

齐射了，而不是跟你对着冲锋。突击到在战壕里肉

搏，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

的以及那些感情交织，只有你死我活。

白刃战多数都是一种被动行为，一方没子弹了

，被迫去用刺刀和敌人打；距离太近，来不及换弹

匣、装弹了，就被迫用刺刀战斗。白刃战永远都是

近距离格斗，在枪械失效的时候进行的。

如今，步枪的火力得到了加强，栓动步枪、

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的一步步演化，导致近距

离接敌的时候，有足够的子弹对敌射击，敌人近

身接触、格斗的几率也随着降低了。那么，格斗

的几率降低了，士兵对刺刀的依赖性也就大大降

低了。

但是，格斗的几率降低、对刺刀的依赖性降低

，并不代表就不需要格斗训练，也不代表不需要拼

刺刀了。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拿出来美军取消拼刺刀

的训练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美军都

取消了拼刺训练，只有美国陆军将拼刺训练从基础

训练中删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是要求进行拼刺

训练的。

并且，美国陆军也并非是完全取消了拼刺训

练，只是从一个必修科目转换成了选修科目。而

很多尽职的教官，也会对新兵进行拼刺训练。当

年美国陆军删除拼刺训练的时候，曾经在美军内

部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很多美军教官都对此表达

了不满。

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的总统辩论中表达了

“刺刀无用论”的观点，结果陆军相当一部分人给

奥巴马一顿批判，海军陆战队都开始对奥巴马进行

冷嘲热讽。后来TFB对此的评价是，奥巴马发表自

己观点之后，整个海军陆战队都陷入了精神失常。

在采访中，一个第十山地师叫瑞恩· 达菲的上尉对

记者说：当你枪械损坏时，你试图掐死敌人并不是

个理想的选择。

这就是战斗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没子弹

了怎么办？枪坏了怎么办？弹匣里的子弹打空了

，但是敌人已经冲过来了，已经来不及换弹匣了

，这会儿你就是需要用刺刀进行格斗的。现在可

以看到，很多关于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村庄

、街道里执行任务的照片中，士兵都是安装着刺

刀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极端

情况。

下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拼刺训练的场景

，训练中士兵会模拟实战，让两个士兵进行对抗

，失败一方会受到惩罚。在对抗训练中，士兵使

用的是一个叫 pugil 棒的棍子进行格斗，这个

pugil 棒就是模拟步枪加刺刀的，红色部位模拟刺

刀，另一端模拟枪托。这种工具可以尽可能地模

拟拼刺的场景，并且最大程度降低士兵由于训练

所受到的伤害。

保留刺刀训练，原因还是在于在战斗中有可能

会出现近身格斗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无法射击的

情况。目前各国军队都有近身格斗的训练，并且强

度也都不小。但是毫无疑问，在近身格斗的途中，

使用步枪加刺刀进行拼刺，对比徒手或者手持匕首

，以及没有刺刀的人，是更占优势的。徒手或者手

持匕首就不用说了，你枪上面要是没刺刀，就只能

通过枪托去砸人，但是砸人是很难快速使对方丧失

战斗力的。徒手或者是空枪，远没有抡一枪托，再

进行突刺更有效。

另外，打仗这种事并不是照着课本去进行

的，任何极端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旦发生

这种极端情况，多掌握一项技能，就等于是有

了更多的生存的可能性。所以士兵必须尽可能

地掌握更多的技能，而不是去忽略各种可能用

于保命的能力。

并且，还有个精神层面上的加持。不只是我们

相信刺刀见红的血性，即便是美军，也认为刺刀是

能够提升军队士气与士兵血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

且，就我个人看来，任何武器都比明晃晃的军刀更

能提升士气。下面是以前美国陆军手册的一段话，

摘出来给大家看下：

The will to meet and destroy the enemy in

hand-to-hand combat is the spirit of the bayonet. It

springs from the fighter's confidence, courage, and

grim determination, and is the result of vigorous

training. Through training, the fighting instinct of

the individual soldier is developed to the highest

point. The will to use the bayonet first appears in

the trainee when he begins to handle it with facili-

ty, and increases as his confidence grows.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his physical prowess and complete

confidence in his weapon culminates in the final ex-

press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bayonet — fierce and

relentless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在肉搏战中迎敌歼敌的意志是刺刀的精神。它源于

斗士的自信、勇气和冷酷的决心，是剧烈训练的结

果。通过训练，将单兵的战斗本能发展到最高点。

使用刺刀的意愿首先出现在受训者开始熟练地使用

刺刀时，并随着他的自信心增强而增强。他的身体

实力的充分发展和对他的武器的完全信心最终体现

在刺刀精神的最终表现中——对敌人的猛烈和无情

的毁灭。

拼刺刀训练还有意义么？
现代作战是否还需要拼刺刀？

我眼中的我眼中的Alexandra del Moral MealerAlexandra del Moral Mealer
將於將於55月月2424日參加共和黨日參加共和黨RunoffRunoff，，懇請支持懇請支持 作者作者:: 何甌何甌

我第一次見到米勒女士是今年1月
25日在THE YELLOW ROSE OF TEX-
AS REPUBLICAN WOMEN 的月會。
當晚的會議是3月primary選舉的競選人
見面會。有9位競選Harris County Judge
的共和黨人做自我介紹。

米勒女士來得比較晚，她簡單介紹
了自己。她是從西點軍校畢業後在美國
陸軍(Army bomb squad)服役，參加戰鬥
。退役後，她又獲得哈佛大學的 JD/
MBA學位。我對她的初步印像很好。

兩天之後 在 1月27日晚上，我的朋
友 Mary Ann Jackson 在她家為米勒女士
舉辦了見面會。

米勒女士告訴我們，她自己是兩個
孩子的媽媽，一家 4 口住在休斯頓的
Heights。她看到Harris County在民主黨
人Lina Hidalgo的管理下一塌糊塗，犯罪
率增加，居民沒有安全感。因此，她決
定放棄在石油公司的優越工作，來參選
Harris County Judge。她的演講深深地打
動了我。

我們不能再讓職業政客把我們的國
家帶向衰落。休斯頓的一些地區就像第
三世界。民主黨在搞垮美國的大城市後
，又把魔爪伸向郊區。現在是所有公民
站出來保護我們家園的時候了。米勒女
士就是這樣的一位普通公民和母親。她
為了競選，犧牲了自己的事業和與家人
在一起的時間。我佩服她的勇氣和擔當
。決定在Primary投票給她。

3 月 1 日 primary 選舉揭曉，米勒女
士在9位競選Harris County Judge的共和

黨人中得票最高 – 30%。但是由於低於
50%，她在5月24日會和得票第二高的
Vidal Martinez有runoff。

我懇請哈里斯郡的選民投票給Alex
Mealer，詳情請見她的網站：https://al-
exandramealer.com/meet-alex/

關於米勒女士(Alexandra del Mor-
al Mealer)

米勒女士目前住在休斯頓Heights，
是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為第二代西班
牙裔的美國人。她是一名退伍軍人，也
是哈佛法學博士與工商管理碩士(JD/
MBA )。在美國陸軍服役之後，米勒女
士和家人搬到休斯頓，為了尋求更好的
機會與生活品質。

米勒女士的祖父與外祖父都曾在美
國軍隊服務，遵循家中的光榮傳統，在
美國遭受 9/11 恐怖襲擊後，她決定就讀
西點軍校的美國軍事學院。畢業之後，
米勒女士擔任爆炸物處理官（陸軍炸彈
小組）。 通過在戰鬥中領導士兵的經驗
，米勒女士展示了在處理危機時期領導
所需具備的多種技能。

退役後，米勒女士又畢業於哈佛商
學院和哈佛法學院，然後來到休斯頓，
從事於能源金融工作，擔任併購和資本
市場的戰略顧問，負責執行價值數十億
美元的交易。

米勒女士認為政府的職責是維護一
個安全可靠的社區，提供良好的公共基
礎設施，讓所有民眾安居樂業。 然而，
她認為目前的哈里斯縣法官並不稱職，
管理不善，犯罪層出不窮，因而出來參

選法官。如果她能贏得5月24日共和黨

的runoff，就有機會於年底的選舉中與民
主黨的候選人競選哈里斯縣法官。

前哈里斯縣的區長(Former 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 Steve Radack表示
: 米勒女士是縣法官的最佳共和黨候選人
，她將成為哈里斯縣的堅強領導者，就
像她在軍隊服役時為美國所做的貢獻一
般。哈里斯縣需要一位真正的領導者，
她將積極為哈里斯縣的守法公民而戰!

前哈里斯縣法官喬恩•林賽(Former
Harris County Judge Jon Lindsay) 表 示 :
“擔任哈里斯縣的縣法官是一項複雜而
艱鉅的工作。我深深的了解，因為，我
從事那份工作已經二十年了。米勒女士
擁有解決許多縣問題的能力和經驗，包
括日益嚴重的犯罪問題，我們需要這位
才華洋溢的新領導人擔任大家的縣法官
。”

米勒女士網站https://alexandrameal-
er.com/

活動訊息
一、 米勒女士將於四月19日(週二)

接受美南電視專訪，並於當晚七點播出
，歡迎民眾屆時觀賞。

二、 四月30日(週六) 上午十點至十
一點，美金榜負責人何甌老師將為米勒
女士組織一個見面會，讓米勒女士與亞
裔選民面對面接觸，並回答問題，歡迎
有興趣的民眾參加。連絡電話: (281)
797-5614。地址在Katy亞洲城，美金榜
辦公室(23119 Colonial Pkwy #A1 Katy
TX 77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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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一 屆
之 香 港 特
首 選 舉 提

名期於4 月3日展開，外界一直關注現任特首林
鄭月娥的連任意向， 「千呼萬喚始出來」，林鄭
終於在4 月4 號上午之抗疫記者會上宣布，基於
「家庭考慮」，她決定不會再尋求連任，將於6

月30日今屆特首任期屆滿後，結束長達42年的政
府服務生涯。林鄭月娥又透露，自己早於去年3
月出席北京兩會期間，已向中央表達其不尋求連
任的意願，聲稱獲得中央的理解和尊重。不過她
本人這個意向，未經確實，也沒法確實，除非中
央國務院出來佐証，才可以相信。因為按照林鄭
天生好性、自認 「打得」之人，怎麼會在一年之
前便有退隱之想法！只是迫於她一而再、再而三
給中央 「狽鍋」，深知中央斷不會再讓她玩下去

，林鄭才會帶淚離政壇！
林鄭今次以 「家庭考慮」為由，宣布不會尋

求連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她急流
勇退，是明智之舉

林鄭是 「勤力的政府人員、能幹的行政長官
」，但面對著兩場重大危機，包括修例風波及新
冠疫情，表現出來的領導能力，有嚴重不足之處
，這便大大打擊了她的管治威信，令她難以順利
地、有效地繼續管治下去，因此在這個情況下急
流勇退，無論甚麼是真正原因，都是一個明智之
舉，可以說是對香港負責，對中央、國家負責的
態度。

對於下屆特首，劉兆佳指相信能夠與中央步
伐一致的人，認為該人是 「硬淨」、強勢的人，
有勇氣及膽色推動各種制度改革，能克服既得利
益集團阻撓，並以強制手段確保國家安全及香港
穩定。他又相信，民主派日後仍然有參政空間，
但強調前提必須是 「愛國者」。

政務主任出身的林鄭月娥，在加入問責班子
後，曾出任發展局長及政務司長，並在2017年以
777票當選行政長官。上任之初，林鄭月娥曾表
示首要工作是 「修補社會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
大家向前，去贏取未曾支持她的人的認同」，惟
上任兩年後因陳同佳案提出《逃犯條例》修訂，
釀成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社會事件，數以百
萬計市民上街遊行，部分人士甚至衝入立法會抗
議，最終以 「母親」自喻的林鄭月娥撤回修例，
惟未能平息風波。

其後，民主派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大勝
，多名民主派議員要求撤查反修例事件，並要求
林鄭月娥就修例事件負責及下台，最終令中央出
手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香港選舉制度，規
定只有 「愛國愛港」的人士才能參選，多名民主
派議員其後相繼辭任或被取消議席，部分人士另
涉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拘捕，還押至今，林
鄭月娥等香港政府高官亦因此被美國制裁。對於

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林鄭月娥曾表示任內
最大心願是能夠幫助推動香港回到 「一國兩制」
正軌，對於她在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過程中
有角色感到 「欣慰」。

捱過修例風波後的林鄭月娥，在5年任期內
亦曾多次出現班子大地震，她曾坦言是 「換人最
多的特首」，任內先後更換時任的公務員事務局
長羅智光、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創新及科技局
長楊偉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劉怡翔、政務司
長張建宗，以及民政事務局長徐英偉等。

此外，林鄭月娥在任內致力解決土地供應問
題，先後提出 「明日大嶼」及 「北部都會區」計
劃，然而在處理新冠疫情方面，引起社會普遍批
評，至今年初的第五波疫情，港府被指防疫措施
過嚴，重創本港經濟及令外資撤離，她亦被質疑
抗疫不力。在社會事件和疫情影響下，自稱學生
時代幾乎年年考第一的林鄭月娥，民望亦創下歷
屆特首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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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帶淚離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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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明 時 節
艷陽天, 我到
墳前拜祖先

移居海外未忘本, 慎終追
遠理當然.

古人常說: 韶華似飛箭,
真的是一點沒錯. 今年虎年
春節的炮仗聲響, 還似覺是
昨天之事, 而事實上, 一瞬間
，又到了中國四大傳統節令
的清明節。回憶起兒童時代

在澳門生活時, 每年此夕, 定必追隨父
母及長輩, 乘搭小型輪船，由金城戲院
對面的碼頭，航行到離島氹仔，上岸
後步行到炮竹厰後面的山坡墳墓地上
，拜祭於笫二次世界大戰時逝世的祖
母。當天清明佳節，澳門有為數不少
的孝子賢孫, 一家大細、扶老攜幼，手
持鮮花、燒豬、香燭和冥鏹等祭品到

場；悼念先人。山坡墓園
上，香火鼎盛，祭祀人士
忙於掃墓、上香及燃燒冥
鏹，令山上通道擠得水洩

不通。每一年雙親會在墓地告知我們
一眾子女，慎終追遠，是中國人的美
德。將來無論身處何方，勿忘清明節
，每年都要帶上下一代子女來掃墓, 要
有孝德之道，並承傳中國的傳統文化
。

25歲移居美國後, 緊遵雙親教導，
每年清明節，都到郊外山地，遙拜楊
門祖先。來美45 年後的今天，親生父
母已泰山泰水，己先後駕鶴升天，我
夫 妻 兩 人 帶 上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兒孫，也聽從先輩心意，年年
從事清明掃墓活動，以紀念親愛的長
輩。

談起清明，它是中國二十四節氣
之一。每年4月5日前後,太陽到達黃經
15 度時開始。清明一詞最早見於《淮
南子． 天文訓》： 「春分後十五日，
為清明。」《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裡

關於清明的釋義是： 「三月節……物
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此時
，我國大部分地區氣候溫 暖、草木萌
茂，改變了冬季寒冷枯黃的景象。農
業生產上多忙於春耕春種。農諺常說
： 「清明穀雨兩相連，浸種耕田莫遲
疑」、 「種樹造林，莫過清明」。

清明作為二十四節氣中唯一一個
成為節日的節氣，應最早發端於商朝
，那時 「河上柳原宵煙塵上爾戶歡頻
旦夕鼓樂」，是一派歡樂祥和的景象
。至於祭祖掃墓,則和周朝晉文公悼念
賢臣介子推而興起的寒食節相關，由
於清明與寒食節日子接近，而寒食節
是禁火掃墓的日 子，漸漸地，寒食節
與清明合二為一了。在這個時節祭掃
祖先和親人陵墓,便成為最為普遍的習
俗。 然而，清明習俗遠非是祭祖。它
的內涵非常豐富，除了掃墓外，還有
踏青、插柳、盪鞦韆、放風箏等十多
種民俗活動。

逝者長已矣，生者當思之。清明
時節，踏青掃墓，緬懷先人是人之常

情。但作為我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
遺 產，有必要正確認識清明節。中
國人重孝道，講求慎終追遠，其中一
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祭拜祖先。其
實，從積極方面看，可以把清明節上
升為一種高昂的情緒，緬懷先祖、先
烈、先人。

祭奠形式要文明，可以獻一束鮮
花，可以吟一首悼念詩，可以開家庭
追思會，更可以網上祭祀……

廣大群眾祭掃悼念自己的祖先和
逝世的家人。以此告慰先人，激勵後
人，感知 傳統，陶冶情操。 在樂的
方面，應採取多種形式，讓清明節的
文化內涵正本清源，還它一個本真面
目，讓清明節真正根植於 每一個國
人的心中。清明時節是花開草長、景
色清麗日子，那湛藍的天空，明媚的
陽光，清新的空氣，柔和的春風，涓
涓的流水，翠綠的山巒，無邊的麥田
、黃燦 燦的油菜花……讓人感到心曠
神怡，精神振奮，活力四射。因而踏
青春遊、在野外打鞦韆、放風箏、聚

眾而歌等，應成為清明時節的娛樂活
動，以讓人們的心靈獲得 美好的安慰
與寧靜。

正是 「梨花風起正清明，遊子尋
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萬株楊
柳屬流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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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掃墓寄哀思

萬千寵愛張國榮
4 月 1

日的香港
，仍然是

在新冠病毒籠罩之下，香港
政府仍然是苦心婆心地勸說
香港市民，減少外出，不要

聚眾，以防受到第 五波疾情的侵襲。然而對香港已故歌星張國榮
一往情深的香港歌迷影迷，仍然帶上鮮花，去到中環文華酒店外，
悼念2003年4月1日從文華酒店一躍而下的已故歌星張國榮。他的
傳奇人生，從那時一刻開始，就此定格在46歲。時隔19年後的今
天，廣大歌迷還是忘不了張國榮，三五成群、冒著疫情去到酒店門
口，向天上偶像獻上鮮花，並且默默地留下想念哥哥的情深話語。

多年來， 「哥哥」的風采一直長存於影迷心中，甚至有歌迷每
年風雨不改到場獻花悼念。今年4 月1號下午時份，數十名歌迷開
始到文華東方酒店前獻花，當中不乏年輕市民，亦有長者及中年人
士，甚至有居港內地人 氏。

四月一日 「哥哥」張國榮離世的周年紀念，除了香港擁有歌迷

之外，世界各地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影迷歌迷，至今都會懷念這一代
巨星。張國榮一生為香港娛樂文化作出很多貢獻，名揚海外，所獲
得的獎項及殊榮極多，含金量也極高，因此打動了中國《辭海》及
海外《大英百科全書》兩大文化機構，今年開始，收錄了張國榮的
名字及簡短的一生於兩部世界著名的文獻當中。這足以說明張國榮
是世界知名，是對他的莫大的榮譽及肯定。

在《大英百科全書》英文原版中，對張國榮的介紹是這樣的：
香港演員、歌手，風靡香港和整個亞洲。他最初憑藉唱歌當紅，後
來於一系列華語電影演出而深受歡迎。他也是少數幾位願意飾演同
性戀角色的演員之一。1993年，他憑藉電影《霸王別姬》，獲得
法國康城影展金棕櫚獎，全球知名。其後獨特的《脂胭扣》電影，
對癡男怨女的深切入骨的歌頌，贏得香港、東南亞 及美加海內外
華民的稱許。

至於中國當代公認最權威的大型綜合性辭典《辭海》，於
2009年首次收錄當代明星： 「張國榮（1956~2003），中國香港電
影演員，原名發忠，廣東人，生於香港。 1976年參加麗的電視台
歌唱比賽，開始從事歌唱表演。翌年起從事電影表演。曾任主演或

重要角色的影片有《英雄本色》《胭脂扣》《倩女幽魂》《阿飛正
傳》《縱橫四海》《霸王別姬》《東邪西毒》《金枝玉葉》《夜半
歌聲》《風月》《春光乍泄》《紅色戀人》等近50部。」

當年《辭海》編輯內部對於收錄哪位當代巨星其實有一番爭論
，張國榮獲提名的同時，還有鄧麗君以及梅艷芳。最終經過多番審
視及研究，張國榮率先被收錄。

張國榮除了成為《辭海》《大英百科全書》收錄的當代巨星第
一人，他一生中獲得不少 「第一」，包括首位參與康城、奧斯卡、
金球獎的香港演員；首位擔任柏林電影節評委的亞洲男演員（當時
他還刻意穿著唐裝出席）；首位受邀擔任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委的華
人男演員。

張國榮璀璨一生中，獲得不少香港、甚至亞洲及華人第一。
2005年中國電影誕生一百年，張國榮被獲選為 「中國電影百年十
人」之一，評語充分顯現出對他一生的肯定： 「他以自己的天才和
勤奮，塑造了時代不同、地域相異、命運曲折跌宕、個性千變萬化
的數十個角色，商業價值和藝術價值並重，在華人電影發展史上留
下了寶貴而鮮明的足印，也得到了世界範圍的肯定。」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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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水果味烟弹最后的疯狂

涨价猝不及防。

3月 11日，《电子烟管理办法》公布后

，在没有任何商议的情况下，微商渠道的水

果味电子烟弹价格集体上涨。

微商渠道中，一盒烟弹普遍涨价20元。

在电子烟门店，单盒烟弹的售价普遍为

99元。但大多数时候，“烟民”只要去一次

实体店，加上老板微信，门店客户就变成线

上客户。微信上的烟弹不仅便宜，同城快递

也方便，大多电子烟店都会有微商渠道。

但现在，想占这种便宜越来越难了。

“即便和老板铁到穿一条裤子，最低也

得80元，一般的老客户85元一盒，如果新人

进来就直接卖95元一盒，绝不讲价。”一位

陕西的电子烟代理商王铮（化名）告诉AI蓝

媒汇。

在3月11日之前，电子烟经营者甚至会

给关系好的大客户70元一盒。

烟弹价格上涨，并未浇熄购买热情，

“烟民”们在第一时间得知“五一之后水果

味道电子烟弹禁售”的消息。

“知道电子烟新政颁布了，不过不是看

新闻，是卖烟的老板告诉我的。”一位电子

烟烟民说，“大部分抽电子烟的，其实不关

心政策具体写了什么，就知道涨价了，因为

‘五一’后就不让买水果味道的烟弹了。”

囤货的情绪在“烟民”层面传导，“只

要没有超过门市的市场指导价99元，都不算

贵。”

“90一盒，还是有很多人大量买。”王

铮说，“而且还没有现货，零售批发都算上

，你要什么口味告诉我，付钱，然后得等，

最迟也得一个星期。”

王铮现在只接1000元以上的单子，从3

月 12日到今天，平均每天零售的销售额在

12000元左右，而此前，这个销售数字为7000

元，“这还是零售加批发全算在一起。”

3月 16日，浙江丽水，一家电子烟店门

口张贴了公告——即将停产水果及非烟草口

味烟弹产品。就在前一天的3月15日，这家

店的交易额额达到37685元，单笔交易收入破

万。店主说自己“这两天忙到飞起”，“客

人都是外地开车过来买的”。

安徽合肥，一家电子烟店老板本来因为

生意不行要退出，前一阵还在为如何低价清

理库存发愁，如今却重新钻回库里清点存货

，详细地列出了烟弹口味和价格，在朋友圈

高调发布“重出山”。“我还补了一批货，

要退出，也干完最后这一大单再走。”他说

。

市场是过分的热情吗？其实被放大的更

多是焦虑。王铮说：“很多人觉得电子烟商

趁机落井下石狠赚一把，可有没有想过‘五

一’之后我们怎么办？很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

电子烟企业：头部以下倍感焦虑

“经销商当然担心，你只看到热卖，其

实他们的心态是恐慌的。”一家电子烟企业

的私域推广经理刘宏（化名）告诉AI蓝媒汇

。

“调水果味道电子烟占目前销售量的

90%，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一线电子烟经营

者在政策执行之后，都面临失业。”

电子烟行业委员会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

，全国有约5万家线下专卖门店，产业链上

下游共有550万人就业。

“店主的其实很焦虑，因为未来存在太

多的不确定性，比如5月之前进的货品是否

还能继续销售，包括水果味烟弹和不具有儿

童锁功能的大量烟杆。”刘宏说。

刘宏所在的电子烟企业不属于头部，他

自己说“顶多够的上腰部，在八线城市的下

沉市场做的还不错。”

但《办法》对腰部电子烟企业的打击也

是最为严重——电子烟大厂转型迅速而积极

，很多国外的电子烟业务也不受影响，小厂

在新政的冲击下迅速撤离市场，而夹在中间

的腰部企业转型困难，撤出也不容易。

“我们这个品牌的许多销售商五一之后

就不打算干了，但是合同退出机制、房租等

都是按照年来结算，以后怎么办，我们也在

商量对策，可是时间太紧张了。”刘宏说。

现实之下，刘宏并不认可水果味道的电

子烟涨价。

作为私域推广经理，刘宏在公司会议上

建议发货的烟弹“维持原价”，“甚至随着

时间的推进可以再压低一些。”

“现阶段以消费看，经销商清库存应该

不算太难，‘烟民’对于未来是否能抽到水

果味烟弹存在恐慌性消费，但对于厂家来说

清库存太难了，因为经销商很理性。”

从3月11日《办法》公布至今，刘宏没

有了公休日，而工作日通常一天两个甚至三

个会。

开会的主要内容在于两方面：一是核算

未来转型、生产成本；二是改变目前的生产

、销售模式。刘宏也和其他电子烟友商的销

售经理沟通，发现大家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

——在焦虑中开会。

而作为岌岌可危的腰部企业，刘宏坦言

未来可能会裁员，“裁员多少要视成本而定

，并且未来私域推广是否存在，很难说。”

“本来在微信上卖电子烟就是打擦边球

，私域推广就是个幌子，如此赚钱的渠道其

实也非常脆弱。”

“国家同意你入这个行业，只允许你大

大方方的卖正规产品，同样你正规盈利，市

场也就欢迎。”刘宏说。

配套企业：暂停国内厂家单子

《办法》发布后，资本市场的反应，并

不是一味的下跌。

几支市场上的电子烟概念股，先抑后扬

。一些机构对此解释为：释放完利空消息后

，市场开始重新思考电子烟的市场价值。

一家头部电子烟品牌的销售总监告诉AI

蓝媒汇：“大家还是看到了《办法》公布后

的另一面，就是再次的洗牌，电子烟从诞生

到现在，国家历次整顿、颁布新政，其实就

是不断地为这个行业洗牌，现在还能留在行

业里并且继续跟着新政转型的企业，基本上

都算实力雄厚，也非常正规了。”

而另一方面，作为“宇宙电子烟制造中

心”的深圳，国内水果味电子烟的禁售并未

受到太大的冲击。

“水果味不让卖，就卖烟草味，这中间

肯定有低谷的过程，长期看对我们来说影响

不大。”一家专门生产电子烟烟杆的企业经

理郭会敏告诉AI蓝媒汇。

现在，郭会敏所在的企业依旧正常运营

，没有裁员也没有调整生产线。但是他也说

：去年六月我们公司就已经转型接国外的单

子。

作为电子烟的关键部件生产商，郭会敏

往往能从单量的变化中参透整个行业的晴雨

，他比较乐观。

“没有想象中那么惨烈，什么涨价、囤

货，都是暂时性的恐慌，哪次政策调整后市

场上不都得有点动作？其实我们观察绝大多

数电子烟厂家还是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因为

厂家可以转型做符合新规的烟弹，只是生意

规模和利润会变小，那些小规模的、资金撑

不动转型的厂家可能会消失。不少国内厂家

早就做起了跨境的电子烟ODM和OEM生意

，而且目前除了美国外，绝大多数海外国家

和地区都没有对口味的严格限制，外贸厂家

受到的影响并不大。”

虽然听上去影响不大，但郭会敏在《办

法》公布后，仍暂停了一些国内小厂的单子

。

“新的烟弹需要配合新烟杆，研发成本

不说，关键是还要调整生产、重新谈价格，

这个周期本来就长，时间又这么紧，对于我

们来说不太合适。”

“我所知，国内很多厂家的老款烟杆也

暂停生产了，现在应该在配合新的烟弹，研

发新品吧。”郭会敏说。

在网上，耕耘国内市场电子烟企业展现

出和时间赛跑的紧迫。

3月 21日，一家头部电子烟品牌在公众

号挂起海报，上面用黑体字写着“再见啦！

水果味！”，底下是硕大的数字——倒数41

天。

仿佛在说，留给电子烟企业踏上新赛道

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没了水果味，谁还买电子烟？
为电子烟企业带来大量利润的水果味烟弹，如今成了电子烟企业的大麻烦。

时间不多，必须清仓——而清仓的过程是焦虑的。

对于很多电子烟“烟民”，等待“最后一批水果味电子烟弹”到手，可能还要花一个星期甚至更久——即便这些烟弹都是溢价购买的。

对于电子烟制造商来说，尽快清理库房中的水果味烟弹也不容易——一方面要控制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留给新品的研发时间甚少，“五

一”之后，如何维持现状？如何开辟新市场？都是未知。

一切源于3月1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电子烟管理办法》（下称：《办法》）。

《办法》中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同时也给出了时限：自今年5月1日起国内电子烟

销售正式进入合规化发展阶段。

新政公布，迅速震动了整个电子烟行业。

在过去几年，线下电子烟店数量激增：

2020年，悦刻制定了“361计划”，即三年内通过补贴6亿元开出1万家门店；2021年初，YOOZ提出“万店”计划，开店补贴最高达118

万，同年，小野计划通过10亿补贴，年底完成开设1万家专卖店。雪加也在2021年3月宣布向代理商发放股票，鼓励代理商多开店。

这些电子烟店从一线城市的繁华商圈，开到县城农贸市集，如火如荼。而现在的销售商都在思考，“没了水果味烟弹，我们该继续吗？”



這次久違擔綱電影男主角，寇世勳飾演

《一家之主》裡「當家」的丈夫羅大偉一角

，退休後賦閒在家，人生頓時失去目標，只

能佔據沙發握著遙控器使喚妻子葉蘭心（鮑

起靜飾演）做各種家裡大小事，中產階級的

男人退休後在家又興起事業第二春的念頭，

此時又有胞妹（曹蘭飾演）來推薦直銷，對

金錢自以為很有規劃的羅大偉又到處買古董

亂投資，把家裡當倉庫，加上種種因素惹得

妻子離家出走，讓羅大偉重新審視家庭，在

沒有老婆的日子裡開始學會如何打理日常生

活。寇世勳所飾的羅大偉一角道出中年男子

退休在家的失落與煩惱，好面子又動嘴不動

手，幽默又細膩的表演，打動一票媽媽想帶

老公進場觀影。

寇世勳表示接到劇本時滿喜歡這樣帶有

文學氣息的電影，因為一般電視劇會給角色

很戲劇化的定調，但《一家之主》的故事非

常生活化，你我的生活中，每個家庭好像都

有個這樣令人熟悉的一號人物，想引起觀眾

日常的共鳴就要「淡而有味」的表演，跟以

往自己的演戲經驗相當不一樣，因此是個全

新挑戰。寇世勳表示羅大偉這個角色當然跟

自己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最大不同的是，他

在家不會只出一張嘴，儘管廚藝沒有很好所

以少進廚房幫忙做菜以外，如果遇到家裡有

需要清潔、修理、搬重物等，他覺得身為男

人該做的事情還是要一肩扛起；而且關於劇

中角色愛對兒女說教的傳統爸爸個性，他表

示對待小孩的方式，他不會強硬規定孩子要

按照自己的想法走，自虧講了也不一定會聽

，不如尊重他們。

《一家之主》2017年開拍時，寇世勳首度

跟鮑起靜、柯佳嬿、曹蘭等人合作，他讚賞跟

專業的演員合作都不用有太多默契的培養動作

，隨即就能進入狀況，不會有磨合問題；鮑起

靜也大讚寇世勳非常幽默，光坐在沙發上不用

講話就像極了「老公」，她笑道：「我出演的

時候已經是68歲，整整比寇子大五歲，心裡很

有負擔，擔心在他旁邊看起來會太老」難得出

演比自己還要年輕而且是中產階級的角色，鮑

起靜表示跟以往社會低下階層的苦情媽媽很不

一樣，很感謝《一家之主》的美術指導跟髮妝

造型讓她看起來年輕十幾歲，在寇世勳旁邊也

不會顯得太過突兀。

做為寫給媽媽的情書，《一家之主》將在

5月6日母親節假期全台上映！

劇情介紹：面對剛退休的丈夫（寇世勳

飾）、剛失業的女兒（柯佳嬿 飾）、失智的

老母親以及遠在美國的兒子，同時都要搬回家

住，一間小小的公寓如何承載這麼多家人的煩

惱？堅強的葉蘭心（鮑起靜 飾）在閨蜜（陸

弈靜 飾）和學生（李淳 飾）的陪伴下踏上了

看房買房之路，未料掉進投資陷阱裡，她能夠

在居住大不易的台北，為自己和家人找到一個

棲身之所嗎？

久違出演電影男主角接受新挑戰
寇世勳讚賞《一家之主》引起日常的共鳴

出道47年， 「老戲骨」 寇世勳演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詮釋許多角色，《一剪
梅》中為顧全大局而犧牲個人情感的趙時俊、《橘子紅了》裡威風於妻妾間的大伯、民
國抗戰前《刀鋒戰士1937》裡一身正裝跑過鐵橋的龐德。收放自如的表演不僅奠定了
他在影迷心中的重磅地位，部部經典作品更讓充滿風采的 「老爺子」 形象深植人心。

許多人愛看電影，但題材百百種，究竟哪種

最吸引人？就有一名網友表示，國產電影中，

有許多關於愛情的題材，像是《等一個人咖啡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

女時代》、《當男人戀愛時》等等，「大家最

喜歡的國產愛情電影是哪一部？」問題一出，

引發討論。

該名網友 5日在 PTT發文，表示電影《月老

》票房超越《永恆族》，Disney+上檔後也再度

讓人回味，回顧所有國產電影，其

中不少以愛情當題材，像是《向左

走向右走》、《一夜台北》、《等

一個人咖啡》、《那些年我們一起

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時代》、

《當男人戀愛時》等等，而這狀況

也讓他感到好奇「不知道在大家心

目中最喜歡的國產愛情電影是哪一

部？」

文章曝光後，網友紛紛回應，

「星空」、「練愛iNG」、「女朋友

男朋友，不同時期看都有不同感受」

、「海角七號」、「誰先愛上他的」

、「聽說」、「阿嬤的夢中情人，唯

一在電影院看到哭的愛情國片」、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近期消失

的情人節不錯，很喜歡公車在田邊開

的一幕」、「其實還蠻喜歡一頁台北

的」。

其中最多人推薦《不能說的秘密》跟《藍色大

門》，「不能說的秘密！故事跟兩位女主角當時真

的讚」、「不能說的秘密，看好多次」、「不能說

的秘密，加上原聲帶，根本神作」、「不能說的秘

密，沒有之一」、「藍色大門，每年夏天都會想看

一下」、「藍色大門讓你活在單純的美好」、「藍

色大門，結尾桂綸鎂的獨白超級經典」。

哪部愛情國片必看？網狂推 「2神作」

國片《咒》票房破億引發台灣恐怖片風潮，由Selina任家萱主

演的《頭七》成功接續熱潮，清明連假引發一波《頭七》觀影潮

，更有許多「頭七獵奇現象」發生，有電影院為響應該片上映，

將影廳設置成靈堂，讓觀影者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環境中看片，更

添恐怖氣息，卻意外嚇壞老人家；網路上還出現「頭七」另類流

行語，更有《頭七》忠實影迷五刷電影，直呼想把所有片中細節

都找出來！

隨著《頭七》的熱映，不少關於頭七的另類問候語都被網友

熱烈討論，其中有不少人將交往第七天稱為「頭七」，笑翻網友

！另外還有人把「頭七」當作憤怒問候語，有大學生因為被要求

參加運動會，一大早又聽到鄰居敲東西的聲音，忍不住上網抱怨

：「今天你媽頭七是不是？」也有部落客去看《頭七》時被電影

院工作人員問：「頭七嗎？」他表示差點想回應：「你才百日咧

！」竟然引來Selina親自回應：「謝謝你支持我的『頭七』！」立

刻引來超過千名網友點讚。

電影《頭七》描寫Selina飾演的女主角春華帶著女兒回鄉參

加爺爺頭七，卻在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家裡撞見駭人事物，觀眾

評價表示對於靈堂、老宅格外有共感，影評推薦表示：「像頭

七這種大多數人都有的文化經歷，更貼近在地生活感的恐怖，

才讓人更毛骨悚然。」、「乾淨老宅拍出恐怖的感覺，勾起童

年的回憶！」

高雄大立和澎湖in89豪華影城紛紛在《頭七》上映時，刻意

將影廳佈置成靈堂，網友原本要帶著阿嬤看其他電影，兩人卻誤

闖《頭七》放映的入口處，看到桌上放著紙蓮花、奠儀直接嚇傻

，阿嬤飆台語罵：「阿娘喂，賀嘎在今罵恩係七威席啊！（好險

現在不是農曆七月）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網友詢問工作人員

：「是在辦吿別式嗎？」才知道是走錯影廳，也懊惱直到看完電

影，阿嬤當日印象最深刻仍是法會那一幕，直呼：「先去帶阿嬤

收收驚！」

《頭七》由任家萱Selina、陳以文、納豆、吳以涵主演，陳家

逵、高宇蓁、鄧志鴻、赫容、舒偉傑特別演出，皮諾丘電影事業

有限公司出品暨製作、馬棋朵數位影像公司、台灣大哥大

myVideo、杰瑞音樂出品、導演沈丹桂執導、資深製作人葉直育監

製，《頭七》全台熱映中。

被影廳售票員問： 「《頭七》嗎？」

引來Selina親自響應
謝謝支持我的 「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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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無故人》後清明檔上映
情感涓流撫慰人心

電影《北方無故人》講述了童年被母親殘忍

拋棄的吳峰現如今混沌度日，背着膠片相機遊走

於街巷，用自己的方式「尋找」母親身影。命運

輪轉，吳峰邂逅檯球廳老闆娘紅姐，二人逐漸靠

近，也揭開更多掩藏多年的秘密。在首次發布的

定檔預告片中，影片黑白與色彩交織的細膩影調

質感十足，意識流的畫面與運鏡凸顯出影片的詩

意表達。男主角吳峰的一句「跟我走吧」，帶出

主角心中的遺憾與希冀，而同時穿插其中的暴力

與優雅，則讓觀眾對男女主二人關係產生了更多

期待。最終他們能否互相救贖、抵達生活之真相

？讓我們拭目以待。

定檔海報則以剪影的形式、大塊紅色的背景

，強調影片的夢幻色彩和文藝屬性。吳峰抬起相

機聚焦遠方，逐步揭開自己童年真相，也要面對

當下生活的種種選擇。選擇這樣一部獨特細膩的

影片度過「後清明檔」，無疑可以給觀眾以深切

的情感慰藉，看清過去亦是更好地面對未來。

入選聖保羅國際電影節
新銳導演未來可期

在第 45屆巴西聖保羅國際電影節上，電影

《北方無故人》憑藉其詩意的影像、獨特的表達

入選「新導演競賽」單元，並獲得觀眾一致好評

。導演張澤斌在首部作品《北方無故人》中，即

顯示出對影像強大的掌控能力，面對主角豐富的

內心欲望，利用影像化的方式，讓人設身處地進

入到情境中。動作場面節制而有力，氤氳的情緒

隨着主角身處的境地流淌變化。本片主演孫雋聖

也帶來了令人驚喜的表演，將迷茫未知的心理狀

態演繹得入木三分，時而抽離時而沉浸，引領故

事走向，最終使人對一個童年失去母親、如今無

處安定的孤獨青年產生深刻共情。

《北方無故人》由北京邊邊角角影視文化有

限公司、阿虎（北京）國際影視傳媒文化發展有

限公司出品，北京你好帥氣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將於4月26日全國上映。

由青年導演張澤斌執導，孫

雋聖、黃詩佳、吳承駿等主演

的文藝劇情電影《北方無故人

》今日發布定檔海報與預告片

，正式定檔4月26日全國上映

。一個孤獨的男人身影，數十

年如一日的找尋救贖之旅，電

影《北方無故人》給觀眾帶來

一個粗糲中帶有溫暖的故事。

《北方無故人》預告海報雙發定檔4月26日

孤獨救贖之旅感人啟程
電影《幸運販賣機》是由洛陽麗景

影業有限公司出品、向上網飛（海南）

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張可佳擔任出

品人，肖飛擔任聯合出品人。張可佳任

總製片人，知名青年導演久拾執導，編

劇久拾、畢慷擔任編劇創作，李丹出任

製片人的電影《幸運販賣機》宣布於

2022年4月12日在騰訊視頻獨家上映，

全網首播。本片由喻恩泰、王真兒、羅

輯、段小薇、都桂宇領銜主演，並且集

結了眾多青年實力派演員，不僅展現了

現代喜劇愛情片，還增添了荒誕、奇幻

等豐富元素，影片情節跌宕起伏，奇幻

喜劇氛圍感爆棚。

現代愛情奇幻喜劇
多重視聽元素加持！

長久以來，愛情喜劇類題材的影片

都備受廣大觀眾的喜愛。加上影片添加

了多種奇幻元素，更符合受眾的觀影習

慣，影片節奏緊湊，笑點滿滿。即將上

映的電影《幸運販賣機》必將為觀眾帶

來一場酣暢淋漓的「喜劇盛宴」。

該影片以喜劇、愛情為主要元素，

講述了努力工作的職場人蘇新（喻恩泰

飾），幻想着一夜成名，但蘇新卻被倒

霉的「烏雲」籠罩，並將這一切怪罪在

婚姻上。在蘇新絕望時，偶然發現一個

可以購買幸運的神奇機器，以失去婚姻

和愛情為代價，獲得前所未有的幸運。

正當蘇新走上人生巔峰時，再次遇到了

妻子許夢謠（王真兒飾），許夢謠竟與

蘇新形同陌路，蘇新經歷了暴富、事業

成功的種種「幸運」神跡後，方才醒悟

與妻子許夢謠的幸福感情才是自己最大

的寄託。但此時為時已晚，蘇新的「幸

運」是有代價的，他身邊的人逐漸遭受

不幸，他也逐漸失去之前得到的一切。

渴望回到原有生活的蘇新，再次找到這

台「幸運販賣機」，他能否重拾感情，

找回自己的「幸運」？

影片從真實的情感出發，以能夠獲

得「幸運」的販賣機為高概念，製造劇

情的反轉，無不使觀看者感受到新鮮的

觀影體驗。影片中的奇幻的設定雖然簡

單，卻至極當下社會本質。中年危機與

職場「內卷」，婚後生活與事業的平衡

，種種討論無不引人共鳴。為電影增添

亮點的同時也增加了影片的主題深度。

實力派演員班底
演繹現代愛情奇幻喜劇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男女主演

與喜劇愛情類影片都頗有緣分，可以說

是大咖雲集了。影片中飾演「幸運之王

」蘇新的演員 喻恩泰 曾飾演《武林外

傳》中的呂秀才，一夜之間成為了家喻

戶曉的明星，2012年憑藉電影《做次有

錢人》獲得「第4屆澳門國際電影節最

佳男主角獎」。2016年出演電影《火鍋

英雄》中飾演的王平川，因其演技精湛

廣受觀眾認可和喜愛。

飾演許夢謠的演員 王真兒 在「第

23 屆金雞百花電影節」中憑藉電影

《中國合伙人》入圍最佳女配角候選名

單。憑藉電影《淡藍湖泊》榮獲「第五

屆北京青年影展年度女演員」，其主演

的電影《迷失地鐵》入圍「第三十六屆

邁阿密國際電影節」。

頂級班底燃情匠制
共創愛情奇幻喜劇題材新標杆

電影《幸運販賣機》匯聚了國內優

質團隊，原創型青年導演&編劇久拾，

曾參與眾多院線作品的策劃與製作，具

有非常豐富的電影項目指導經驗。

該影片由向上影業網絡發行廠牌

向上網飛獨家宣發。向上影業集團

CEO兼董事長肖飛擔任影片聯合出品

人。自創立向上影業以來，一直致力

於製造精品劇集。不僅出品過《老炮

兒》、《芳華》、《前任 3：再見前

任》等票房口碑雙佳的院線作品，還

與天下霸唱多次合作，成功開發超級

IP「鬼吹燈系列」。此次向上宣發團

隊與優質製作班底強強聯手，為觀眾

完美呈現一個充滿想象力的「喜劇盛

宴」。

由於影片本身題材的現實性，力

求最大限度為觀眾呈現一部真情實感

的愛情奇幻喜劇影片。幕後主創團隊

堪稱精雕細琢，反覆設計故事情節，

嚴謹處理拍攝細節。精妙的視聽設計

，高匹配度的人物場景設計，加之濃

鬱熱烈的配色，使得每一幀畫面都極

具質感，為觀眾奉獻一場精妙絕倫的

愛情奇幻喜劇！

據悉，由洛陽麗景影業有限公司出

品，向上網飛（海南）影業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的電影《幸運販賣機》。在拍攝

創作過程中，得到了洛陽市委宣傳部、

洛陽市文廣新局、洛陽市交通警察支隊

、洛陽市行政服務中心、澗西區委區政

府、老城區委區政府、洛陽市古城管委

會等相關部門大力的支持。本片良好的

展現了洛陽市的現代化風貌，宣傳了洛

陽市作為十三朝古都的歷史底蘊，為當

地文旅產業發展添磚加瓦，起到良好積

極的作用。

本着用心創作優質內容的宗旨。從

該片的預告片及海報中就能看出影片主

創團隊的細緻與用心，也能感受到演員

們的努力和戲劇張力。期待《幸運販賣

機》實現愛情奇幻喜劇片的新突破，在

思想傳遞和價值引領層面達到更高的層

次，敬請關注4月12日騰訊視頻獨家上

線！

《幸運販賣機
大咖云集定檔騰訊視頻

4月12日共創愛情奇幻喜劇題材新標杆

世界之大，總會被一些溫暖治癒。由陶濤、張琪

、秦博、范士廣聯合執導的紀錄電影《人間世》，在

北京、廣州、重慶、成都、杭州、寧波、南通、合肥

、銀川全國九個城市開啟了首輪點映。眾多影迷到場

觀影，感受生命的真諦，給予了無數好評點讚，紛紛

表示「影片真實又好哭」、「看完後勁十足」、「展

現了生命的意義」等，甚至有觀眾盛讚「這樣有意義

的電影值得每個人去看」，不僅真實展現了病患及家

屬的心路歷程，還讓觀眾感受到了向陽而生的生命力

量。據悉，清明假期期間，電影《人間世》還將開啟

二輪點映，屆時將會有更多觀眾走進影院，一起感受

愛與希望。

電影《人間世》作為醫療題材作品，聚焦於兩個

抗癌家庭，用鏡頭記錄下他們的故事。生下寶寶後面

臨癌症的二胎媽媽許烈英、被醫生告知需要截肢保命

的王思蓉，真實動人的故事讓不少觀眾忍不住感動落

淚，表示「生命就像是那一場煙花，短暫、絢爛，而

又美好。王思蓉來過，許烈英來過，最重要的是，她

們好好地愛與被愛過，一切都值得了。「影片中傳達

出的愛與溫暖，治癒了許多處於寒冬的心靈，給予觀

眾無限勇氣。

首輪點映時，不少網友因搶不到票，或是自家城市

未開設點映場而錯過觀影，紛紛留言官方，呼籲增加點

映城市，多上些場次。時隔一周，電影《人間世》終於

宣布，將會於4月3日-4月5日清明節期間，在全國一二

線城市2000餘家影城啟動第二輪大規模超前點映。紀

錄是為了更好的紀念，影片之所以選擇清明時期開啟第

二輪點映，代表着影片對於逝去之人的紀念與對人間的

溫暖祝福，相信春天會來，花會盛開，疫情早日結束，

願所有的病痛都會被溫暖治癒。

電影《人間世》由看東方（上海）傳媒有限公司、

宸銘影業（上海）有限公司、真實傳媒有限公司、北京

聚合影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幻星兄弟（象山）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北

京天浩盛世娛樂文化有限公司、百扶影業（天津）有限

公司、嘉環（上海）影業有限公司、江蘇百代江湖影業

有限公司、霍爾果斯巔峰影業有限公司、北京天悅東方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市一二三視野影視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上海楓海影業有限公司、大橙樹（北京）文化

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億時空影視有限公司、北京字節跳

動網絡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北京聚合影聯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發行。

《人間世》首輪點映獲贊
真實治癒感動現場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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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年 「「中華武術展中華武術展」」 暨第九屆宏武傑出青年暨第九屆宏武傑出青年
獎學金頒獎典禮上周日上午舉行獎學金頒獎典禮上周日上午舉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宏武協會為了推廣傳統中華文化和
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讓更多練武之人有一展身手的園地，已連
續九年來舉辦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今年於4月1日至
3日在休士頓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行，由來自全美各地及
德州的中國武術愛好者，數百人共襄盛舉，展開為期三天的武術
研討會、友誼賽和精彩表演。

「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表示：宏式協會為發揚中華傳統武
術文化，藉由講座、武術研討會與國街觀摩、比賽等等多元方式
，;，自2012年來，武術錦標賽受到各界好評，為鼓勵武術愛好
青年，2014年首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緊接著世界之星中華
武術錦標賽（WSCMAC )便開始面向全美展開，每年吸引來自
各地的武術愛好者，並在活動同時頒發獎學金，今年已進入第九
屆，去年疫情緩解之際，應各界要求而舉行。而且令人鼓舞的是
，活動中沒有任何COVID 病例報告。吳而立指出中華武術真正
的價值是宏揚武德、文化，薪火相傳；武術是 「動靜並修、內外
兼養」，從而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在藉由（WSCMAC )年度的
武術研討與國術觀摩等切磋友誼比賽方式，讓各族裔習武之人有
個交流互動平台。

在第一天的活動中，分別介紹各門派及示範等武術研討會，
分別有Paul L.Hannah M.D.國際公認的氣功，楊氏太極拳胡鄰、

楊俊義大師，Master Wong Kew Kit, Master Hong Liu , Grandmas-
ter Kwok 在科羅拉多州，伊利諾州、密歇根州、密蘇里州等地傳
授功夫和太極拳,胡鄰師父也是德州針灸協會會員。Master Chun
Man Sit ( 孟全勝）是吳氏太極拳和六肘功夫太極拳的專家；來自
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的James Smith ,習武有52年；Master Yi Yang
( 楊義）Ph D 繼承了傳統楊氏太極拳並實踐超過30年，同時他
也在醫學院工作25年。第二天則進行全日的友誼賽。
這次活動受到各方關注，幾乎全美各地各家各派武術學校負責人
、大師匯聚一堂、包括： 「精武體育會」羅茜莉、 「少林寺文化
中心」釋延禪、 「美國少林禪武總會-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釋
行浩、 「美國少林修文化中心」釋延峰、奧斯汀 「北派長拳」廖
施仁、 「秘門螳螂拳」王雲洋、 「八步螳螂拳」吳而立、 「楊氏
太極拳」胡鄰、楊俊義、 「全勝國際功夫學院」孟全勝（加州）
、 「詠春拳、洪拳」朱樹棠、 「迷蹤羅漢拳」Henry Su(達拉斯
）、 「鷹爪派」Michael Aronson, 「楊氏太極拳」楊義（芝加哥
）及 「吳氏太極拳」薛振民（密蘇里州）等人。

經過了二日的研討及比賽，大會於4月3日（星期日 ）上午
10 時 30 分舉行頒獎典禮，宏武獎學金獲得者分別是 Cara

Zhuang, Alex Xu, Elina Meng , Pearl Zhang, 及Katelyn Phung等人
，由 「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羅茜莉夫婦主持頒獎。而中華武
術錦標賽各級比賽的總冠軍名單如下：
Traditional Kung Fu - Kids 7-9 - Boys Andy Wang
Traditional Kung Fu - Juniors 10-12 - Boys Daniel Hartai
Traditional Kung Fu - Juniors 10-12 - Girls Regina McLemore
Traditional Kung Fu Southern- Juniors 10-12 - Boys Daniel Hartai
Traditional Kung Fu - Teens 13-17 - Boys Dylan Ly
Traditional Kung Fu - Teens 13-17 - Girls Lauren Nguyen
Traditional Kung Fu - Adults 18-35 - MenTaran Champagne
Traditional Kung Fu - Adults 18-35 - Women Katelyn Phung
Traditional Kung Fu Southern - Adults 18-35 - Men Taran Cham-
pagne
Traditional Kung Fu - Adults 36-45 - MenJerry McLemore
Traditional Kung Fu - Adults 36-45 - Women Claire Chevalier
Traditional Kung Fu - Adults 46 & over - Women Alma
McLemore
Wushu - Kids 7-9 - Boys Vincent Lu
Wushu - Kids 7-9 - Girls Sofia Elchieva
Wushu - Juniors 10-12 - Boys Evan Zhuang
Wushu - Juniors 10-12 - Girls Elaine Wang
Wushu - Teens 13-17 - Boys Alexander Wei
Wushu - Teens 13-17 - Girls Maggie Cheng
Wushu - Adults 18-35 - Men Stanley Meng
Wushu - Adults 18-35 - WomenElina Meng
Wushu Southern - Adults 18-35 - Men Ryan Bergeron
Traditional Tai Chi - 17 & under - Boys Zachary Siytangco
Traditional Tai Chi - Adult 18-45 - Men Steven Lovett
Traditional Tai Chi - Adult 46 & over - WomenNatalie Durkin
Competition Tai Chi - 18 and over - Men Anthony Lim
Competition Tai Chi - 18 and over - Women Yan Mei Liu
Other Internal Styles - Women Claire Chevalier

榮獲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的學生頒獎後與吳而立榮獲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的學生頒獎後與吳而立（（右三右三 ））
羅茜莉羅茜莉（（中中））合影合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全體參加學員與師父合影全體參加學員與師父合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得獎學員頒獎後與主辦人吳而立得獎學員頒獎後與主辦人吳而立、、羅茜莉羅茜莉（（中立者中立者））合影合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左至右左至右))精武體育會精武體育會 羅茜莉羅茜莉、、釋延峰釋延峰、、釋延禪釋延禪 、、釋行浩釋行浩、、北派長拳北派長拳 廖施仁廖施仁 ((奧斯汀奧斯汀))、、秘門螳螂拳秘門螳螂拳 王雲洋王雲洋、、八步螳螂拳八步螳螂拳 吳而立吳而立、、楊氏楊氏
太極拳太極拳 胡鄰胡鄰、、楊俊義楊俊義、、全勝國際功夫學院全勝國際功夫學院 孟全勝孟全勝 ((加州加州))、、詠春拳詠春拳 洪拳洪拳 朱樹棠朱樹棠、、迷蹤羅漢拳迷蹤羅漢拳 Henry Su (Henry Su (達拉斯達拉斯))、、鷹爪派鷹爪派 Michael ArMichael Ar--
onsononson 、、楊氏太極拳楊氏太極拳楊義楊義 ((芝加哥芝加哥))、、吳氏太極拳吳氏太極拳薛振民薛振民 ((密蘇里州密蘇里州)) 站在楊俊義後面站在楊俊義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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