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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
kli@ccim.net
www.kennethli.com
物業管理部門

SWRG management LCC
德泰物業管理公司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713 - 988 -1668 (Office)
713 - 988 -1634 ( F a x )
713 - 826 - 3388 ( C e l l )
281- 989 -1708 (中文助理)

住宅房地產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
物業管理專線：
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
開始
713-271-9988 數十位房地產精英全職為您服務 一貫性服務，由1988年
，服務至今，信譽保證。

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
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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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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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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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fnb.com

休城新聞
星期日

2022年5月8日

Sunday, May 8, 2022

B2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六十九
【美南新聞泉深】俄羅斯官員：毫無疑問
，俄羅斯計劃永遠留在赫爾鬆地區
俄羅斯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高級官員安德
烈·圖爾恰克表示，俄羅斯來到赫爾鬆地區是為
了“永遠停留”，應該“毫無疑問”。
俄羅斯國家媒體 RIA-Novosti 稱，圖爾恰
克是在訪問克裏米亞北部重要的烏克蘭地區赫
爾松時發表上述言論的，該地區自入侵烏克蘭
初期就被俄羅斯軍隊佔領。
圖爾恰克在對赫爾松居民講話時說：“不
會回到過去，我們將共同生活，發展這個富饒
的地區，豐富的曆史遺產，富饒的的居民。”
他補充說，赫爾鬆地區的地位將由其居民
決定。
圖爾恰克說：“我們不要太過分了，無論
如何，地位將由居民決定。”
有報道稱俄羅斯將在該地區組織一次全民
公決，但尚未宣布任何計劃。
據俄羅斯官方媒體報道，圖爾恰克和自稱
為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丹尼斯·普希林
周五訪問了赫爾松，並會見了俄羅斯任命的赫
爾鬆地區新政府負責人弗拉基米爾·薩爾多。
澤倫斯基：俄羅斯軍隊摧毀或損壞了近 400 個
醫療設施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週四晚在對烏克蘭人
發表講話時說俄羅斯軍隊摧毀或破壞了近 400
個衛生設施。
澤倫斯基說：“這僅基於醫療基礎設施，
受影響的設施包括醫院、婦產醫院、門診部。
”“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被臨時佔領的地區，
獲得醫療服務和藥品的情況簡直是災難性的，
即使是最簡單的藥物也不見了。”
總統還強調了“癌症患者完全缺乏治療”
以及“缺乏抗生素”和“難以或不可能”獲得
胰島素的情況。
戰爭規則明確規定，平民不應成為攻擊目
標，醫務人員、醫療車輛和致力於人道主義工
作的醫院不得受到攻擊。
克裏姆林宮發言人兩次迴避普京是否向以色列
總理道歉的問題
克裏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裏·佩斯科夫週五
兩次拒絕回答記者關於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是否就其外交部長本週發表的反猶太言論
向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道歉的問題。
以色列對兩位領導人周四通話的摘要稱，
貝內特接受了普京的道歉，但俄羅斯的摘要沒
有提到任何懺悔。
佩斯科夫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目
前，我們對宣讀的內容沒有任何補充。”
本週早些時候，在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
拉夫羅夫暗示阿道夫·希特勒有猶太血統後，以
色列領導人憤怒地做出了回應，稱該說法沒有
事實根據。
週五，當一名記者問拉夫羅夫是否應該道

歉時，佩斯科夫回答說：“我不確定我是否理
解你的問題。”
週日，普京的高級外交官拉夫羅夫試圖證
明莫斯科“去納粹化”烏克蘭的荒謬目標——
這是對由一位猶太總統領導的國家的毫無根據
的描繪——聲稱阿道夫·希特勒有“猶太血統”
並且“最狂熱的反猶分子通常是猶太人”。
貝內特稱這些斷言是“謊言”，以色列外
交部長亞爾·拉皮德稱其為“不可原諒和令人發
指的”，並警告說以色列“試圖與俄羅斯保持
良好關系，但有一條紅線，而這一次已經越過
了這條紅線"。
烏克蘭指控俄羅斯軍隊在亞速斯塔爾工廠違反
停火協議，造成 1 人死亡
亞速軍團聲稱，在馬裏烏波爾亞速斯塔爾
工廠境內的停火期間，俄羅斯軍隊向一輛試圖
協助疏散平民的汽車發射了反坦克武器。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無法證實停火已經生
效，並在周五在亞速斯塔爾周圍被觀察到汽車
被襲擊。
該團在其電報頻道上說：“由於炮擊，一
名戰士喪生，6 人受傷。敵人繼續違反所有協議
，不遵守平民撤離的安全保證。”
亞速團仍有數十名戰士被困在鋼鐵廠綜合
體中。
德國政府：七國集團領導人將於週日與澤倫斯
基舉行視頻會議
據德國政府發言人稱，七國集團領導人將
於週日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舉行視頻會議。
克裏斯蒂安·霍夫曼週五在柏林舉行的例行
新聞發布會上告訴記者：“德國總理奧拉夫·舒
爾茨將與他的 G7 夥伴舉行自今年年初以來的第
叁次視頻會議。” 德國目前擔任七國集團主席
國。
霍夫曼接著說；“5 月 8 日是標誌著歐洲
二戰結束的曆史性日子。它將涵蓋當前的問題
，特別是烏克蘭的局勢。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將參與並報告他的國家目前的局勢。”
霍夫曼說，德國總理還將在 5 月 8 日晚上
向德國發表電視講話。並補充說，今年 5 月 8
日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曾經是納粹德國受害者
的兩國現在正處於交戰狀態。
俄羅斯在烏克蘭展開“血腥戰鬥”
位於馬裏烏波爾的亞速斯塔爾鋼鐵廠的一
名烏克蘭指揮官表示，俄羅斯軍隊在突破外圍
後，正在與俄羅斯軍隊展開“血腥戰鬥”。烏
克蘭官員說，計劃在周五對被困在那裏的平民
進行更多營救。
烏克蘭官員發布了來自馬裏烏波爾的圖片
，展示了俄羅斯軍隊正在進行的修複蘇聯時代
紀念碑的工作。
消息人士稱，美國提供的情報幫助烏克蘭
上個月在黑海瞄準俄羅斯軍艦，但美國否認提
供任何“具體目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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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著名女友阿麗娜·卡巴耶娃被列入擬議的
歐盟制裁名單
據兩名歐洲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與俄羅斯
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有浪漫關系的女性阿麗
娜·卡巴耶娃已被列入歐盟針對莫斯科入侵烏克
蘭的第六套制裁提案。
一位歐盟委員會消息人士稱，在這個階段
，成員國可以自行決定刪除或添加名稱。
歐盟尚未正式簽署該提案草案，但最早可
以在今天早上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大使會議
上簽署。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說：“討論正在進行中
。這不是小菜一碟，但我們必須拭目以待。”
卡巴耶娃在十多年前首次與普京聯繫在一
起，當時她是一名獲得獎牌的體操運動員，但
普京否認與她有關系。
4 月，《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美國官員一
直在討論是否對卡巴耶娃實施制裁，因為擔心
此舉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因為這可能
被視為對普京的極端個人打擊。
今天據兩位看過完整文件的消息人士稱，
俄羅斯東正教教會領袖基裏爾宗主教也是歐盟
第六輪制裁提議中的個人之一。
德國將向烏克蘭提供七門自行裝甲榴彈炮
德國國防部長克裏斯蒂娜·蘭布雷希特週五
在訪問斯洛伐克希拉克時宣布，德國已達成協
議，向烏克蘭提供 7 門 2000 自行裝甲榴彈炮。
據德國軍方稱，這種類似於坦克的火砲系
統據報道射程可達 40 公裏（24.8 英裏）。蘭布
雷希特說，德國還將向烏克蘭軍隊提供裝甲榴
彈炮培訓。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德國政府和總理奧拉
夫·舒爾茨一直受到烏克蘭和國內政界人士的壓
力，因為他們在提供重型軍事裝備以幫助烏克
蘭抵禦俄羅斯入侵方面做得不夠。
上個月底，德國同意向烏克蘭提供 Gepard
履帶式防空車——此舉突顯了其向基輔提供軍
事幫助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
烏克蘭部隊報告俄羅斯地面襲擊減少，但炮擊
仍在繼續
烏克蘭軍方報告稱，過去 24 小時內俄羅斯
的地面襲擊有所減少，但該國東部和南部前線
沿線的許多地方仍持續遭到炮擊。
總體情況表明，前線相對靜止，俄羅斯軍
隊仍然無法佔領他們早在一個月前首次襲擊的
城鎮和村莊。
總參謀部在周五的行動更新中表示，俄羅
斯軍隊似乎正在重新集結，奪取領土的努力僅
限於盧甘斯克地區的波帕斯納等少數地區。
盧甘斯克軍事行政部門負責人塞爾希·海代
說：“波帕斯納全天候遭到轟炸。敵人每天都
在整個營地攻擊，這座城市幾乎被摧毀。”
他說：“一些平民仍在波帕斯納，但與他
們失去了聯繫。他補充說，伏耶伏迪夫卡周圍

的激烈戰鬥仍在繼續，定居點已經從俄羅斯人
手中轉移到我們這裏幾次。”
總參謀部列出了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地區
的一系列其他城鎮，例如北頓涅茨克和阿夫迪
夫卡，稱“敵人沒有進行積極的敵對行動”。
在南部，總參謀部表示，俄羅斯“沒有進
行積極的敵對行動，保留了被佔領的邊界，加
強了他們的防空系統和電子戰，向我們部隊的
陣地開火”。
據總參謀部稱，在赫爾松和尼古拉耶夫地
區交彙的地區，俄羅斯人進行了空中偵察。雙
方都試圖在該地區佔領領土，俄羅斯人試圖向
北推進，烏克蘭人試圖向北推進。
五角大樓：美國沒有向烏克蘭提供俄羅斯軍艦
“具體目標信息”
五角大樓否認向烏克蘭提供“具體目標信
息”以擊沉俄羅斯導彈巡洋艦莫斯科號，該巡
洋艦是莫斯科艦隊在黑海的旗艦。
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約翰·柯比在周四晚間
的一份聲明中說：“我們沒有向烏克蘭提供莫
斯科號的具體目標信息。我們沒有參與烏克蘭
人襲擊這艘船的決定，也沒有參與他們進行的
行動，我們事先不知道烏克蘭打算以這艘船為
目標。”
烏克蘭聲稱在四月中旬用兩枚海王星反艦
導彈擊中了這艘船。
該船隨後在被拖回港口進行維修時沉沒。
俄羅斯表示，這艘船的損壞是彈藥爆炸造成的
。
柯比補充說：“烏克蘭人擁有自己的情報
能力來追蹤和瞄準俄羅斯海軍艦艇，就像他們
在本案中所做的那樣。”
印度和法國希望在烏克蘭發揮“建設性作用”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和法國總統埃馬紐
埃爾·馬克龍週四發表聯合聲明稱，印度和法國
已同意就烏克蘭戰爭的反應“加強協調”。
兩人於週叁晚些時候會面，結束了莫迪為
期叁天的歐洲之行，其中包括德國、丹麥和法
國。
印度外交大臣維奈·克瓦塔（Vinay Kwarta
）在周四發表的會議宣讀中說：“兩位領導人
一致認為密切協調和接觸很重要。這樣印度和
法國都可以在烏克蘭不斷變化的局勢中發揮建
設性作用。”
聯合聲明說：“雖然印度再次沒有譴責俄
羅斯入侵烏克蘭，但兩國“明確譴責烏克蘭平
民死亡，並呼籲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將各方團
結起來促進對話和外交，以立即結束人民的苦
難。 ”
除烏克蘭外，兩位領導人還討論了阿富汗
、國防夥伴關系、氣候、印太地區戰略夥伴關
系和全球糧食安全等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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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 Alexandra Mealer 競選哈里斯縣法官
將於 5 月 24 日參加共和黨 Runoff
Runoff，
，懇請支持

er)

作者: 何甌
我第一次見到米勒女士是今年 1 月
25 日在 THE YELLOW ROSE OF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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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ramealer.com/meet-alex/

關於米勒女士(Alexandra del Moral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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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ramealer.com/

副刊

封印吸血鬼？巴黎圣母院地下发现 14 世纪铅棺
提到法国，巴黎圣母院是游客必打卡的景
点之一。不过，在 2019 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
火，让它成为了一片废墟。如今 3 年过去了，法
国重启了巴黎圣母院的修建计划，预计在 2024
年之前重建完毕，并且重新对外开放。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在巴黎圣母院的废
墟中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竟然在地下发现
了一具神秘的铅棺，这是一具人形铅棺，虽然
没有将它打开，不过，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
在这具铅棺之中，“沉睡”的一定是一位令人
尊敬的历史人物。
巴黎圣母院发现铅棺，它到底有多神秘？
但是，这件事经过媒体报道后，普通民众
却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在
于，这竟然是一具铅棺。
一开始，很多人都想到会不会是“核辐射
”，因为如果是受到了严重的放射性辐射死亡
后的尸体，都会被装到铅棺之中。包括居里夫
人去世后，她留下来的笔记也都被封存在铅盒
之中，需要等到上千年之后，笔记上面残留的
放射性元素过了半衰期后，才会考虑将它打开
。
至于为何要使用“铅”来隔绝放射性辐射
，主要是因为从化学元素的角度来说，“铅”
是一种高物质密度的元素，它对于核辐射会起
到非常好的隔绝作用，同时，因为铅制品的密
封性非常好，用它来盛放放射性物质，也可以
起到很好的防护效果，自然，也就会有铅棺、

近日，在美国夏威夷的上空，当地很多居
民都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只见它是一个
“发光螺旋”的形状，在夜空中看起来就好像
是一个神秘漩涡一般。
有人怀疑是外星文明的飞行器，也有人怀
疑可能是他国的秘密武器，甚至还有美国专家
一度怀疑，可能是中国的火箭残骸。
美夏威夷上空惊现神秘漩涡
如今，真相终于揭晓了，原来，这个在夏
威夷夜空中闪闪发光的不明飞行物，竟然和马
斯克有关，是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在几天前
送一颗间谍卫星进入轨道后，返回的火箭残骸
。因为这项发射任务是秘密执行的，所以近日
才终于真相大白。
位于夏威夷的斯巴鲁望远镜拍下了“猎鹰
九号”不可回收部分坠落大气层大的烧毁瞬间
，并且将这项近日发生在夏威夷上空的“夜空
不明记录”公布于众。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在今年 2 月的时候，
夏威夷上空出现一个白色球形的不明飞行物
，它漂浮在夏威夷考艾岛的上空，而且停留
了很长时间，随后美国太平洋空军排除侦察

铅盒等这样特殊的铅制品存在了。
不过，人类对于放射性物质和核辐射的研
究，也不过 100 多年的历史，而这具发现在巴黎
圣母院地下的神秘铅棺，从时间上来看，却是
来自于 14 世纪，也就是 700 多年前，在当时，
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才刚刚开始，是不可能有人
因为核辐射死亡的，而且当时的人们也不会懂
得用铅来制作特殊的棺材盛放尸体。
封印吸血鬼？巴黎圣母院地下发现 14 世纪
铅棺，它真有那么神秘吗？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令人细思极恐的
是，竟然还有人怀疑，这具铅棺可能是“吸血
鬼”的棺材，认为里面的神秘尸体，有可能是
吸血鬼。
我们都知道，在欧洲，一直都有关于“吸
血鬼”的传说，特别是中世纪的欧洲，更是被
认为是“吸血鬼”的发源地，虽然我们都知道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吸血鬼，但
是很多欧洲人却对此深信不疑。
这也是为何很多欧洲人在得知发现了中世
纪的神秘铅棺后，都希望科学家们不要打开的
原因，担心会“放出”可怕的吸血鬼来。
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呢？答案当然
是否定的，毕竟这种说法就是属于民间的“猎
奇传闻”了。
说起来，虽然目前还不确定这具铅棺内死
者的身份，但是，他生前也是一位正常人，他
之所以放置在铅棺内下葬，说起来这其实与当

时欧洲的文化有关。
神秘铅棺内的死者可能是谁？
在中世纪的欧洲，甚至是更早之前，当时
欧洲的王室贵族，或者是很多身份比较尊贵的
人物，在去世后，尸体都会放在铅棺之中。
比方说被称作“昏君”的亨利四世，在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疯狂的暴徒们，就
曾经在圣丹尼教堂的地下，找到了亨利四世的
棺材，当他们劈开了棺材外面的橡木板之后，
里面存放遗体的就是一具铅棺。
而且当他们劈开铅棺后，发现亨利四世的
遗体竟然丝毫没有腐烂，虽然他已经死亡了 180
多年，但是看起来却仍然好像是“睡着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世纪的欧洲，用铅
棺来装遗体，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秘和

特别。至于为何当时的欧洲王室贵族会这么做
，是因为铅棺的封闭性非常好，当铅棺被焊接
后，内部会完全形成一个隔绝空气、水分等的
真空环境，这样一来，虽然遗体不需要经过特
殊的处理，也是可以做到多年不腐的。
因此，这一次在巴黎圣母院地下发现的铅棺
，它的主人大概率也是一名来自于欧洲中世纪的
王室，或者是贵族，这也是为何当考古学家们发
现它后，就一致认为遗体主人身份尊贵的原因，
因为如果是普通人，死后是不会用铅棺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具铅棺的外面，
应该和亨利四世的铅棺一样，应该还有一层木
板保护，但是因为此前巴黎圣母院失火，因此
，有可能外面的木板被烧毁了，才会让铅棺直
接暴露出来。

美夏威夷上空惊现神秘漩涡
在夜晚闪闪发光，为什么会这样？
机，最终飞行员反馈的结果称，是一个无人
气球。
还有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2020 年 12
月，夏威夷瓦胡岛上空出现了一个蓝色长方形
不明飞行物，随后这个不明飞行物竟然落入海
中，并且很快消失不见了，这件事后来也没有
一个调查结论公布。
由此可见，在美国夏威夷的上空，基本上
每一年都会有此类事件发生，当然，其中绝大
多数都可以很快找到真相，只有极少的个别事
件无解，当然，也不排除美国官方有了一定的
调查进展，从而没有对外公布。
拿这一次来说，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
有可能与中国的火箭残骸有关，包括前段时间
美国阿拉斯加上空出现不明飞行物，也有美国
专家称是中国火箭残骸。

不过，事实上和马斯克有关的可能性要更
大，因为自从马斯克启动了“星链卫星”的计
划后，美国很多 UFO 目击事件，其实都与星链
卫星有关。
比方说去年 5 月，美国南部的很多地方，人
们都在夜间看到了“UFO 舰队”，它们闪闪发
光，在天空中连成一条线前进，看起来就好像
是串起来的项链一般。
随后经过调查，其实是马斯克的“星链卫
星”，因为本身星链卫星就是低轨道飞行，在
一些特定的天气条件下，的确是可以看到星链
卫星在天空中飞过的。
此外，在这一次外媒的报道中，相信大家
也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词——间谍卫星，简单来
说，就是这次夏威夷上空的“夜空漩涡”，其
实是马斯克发射间谍卫星时引起的。

说起来，一直以来，也有不少人认为，马
斯克的星链计划，可能并不是单纯地商用，有
可能其中还与美国的“间谍卫星”计划有关。
那么，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会不会包括间
谍卫星呢？
早在今年 2 月，马斯克的星链卫星连续“碰
瓷”中国空间站的时候，我国外交部就曾经指
出，美国多次为星链卫星辩护、打掩护，极有
可能是在隐瞒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这个目
的其实大概率是美国利用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来布置自己的间谍卫星。
这一次，坠落于美国夏威夷上空的火箭残
骸，其实就是美国当地时间 4 月 17 日“猎鹰 9 号
”火箭为美国发射机密情报卫星时产生的，而
这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为美国国家侦查局服务
了，此前就曾经多次发射间谍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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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懷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今天本文刊登之日，正是天下共慶的母
親節。為此，今天我沒有續寫香港資深
藝人曾江的生平事蹟，改為推出應景應
記得在 「頤康講座」的一次文藝講座中
，有王植頤學長，向會員介紹史上有名的兩首慈母詩：
笫一首：《遊子吟》 唐·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另一首是清朝學士蔣士銓的慈母詩：《歲暮到家》：
「愛子心無盡，歸家喜及辰。寒衣針線密，家信墨痕新
。
見面憐清瘦，呼兒問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嘆風塵。 」
當天本人 「為食書生」，也來響應王兄一下，寫下七言詩來應
景，懷念我三年前逝世的娘親：
「潔白奇香康乃馨，萱堂奉上盡衷情。
蓬山人世遙遙隔，一念劬勞淚欲傾。 」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無疑是美國民間的一個重大的喜慶節日。
去年 5 月的母親節，美國正慘遭新冠病毒的侵害，休市中美民眾，
受到類似 「封城」的困擾，在大節當前，大家也不敢外出，為母親

楊楚楓

政
政海
海 上海老人院 擬火化活人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今天己是 21 世紀，不過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仍然是
充滿著古靈精怪，令人不可

思議的怪異現象來。
事緣在上海普陀區一間叫作 「上海新長征福利院」老人院，周
日竟將一名仍然在生的老人，活生生地裝入屍袋中，送上殯儀館運
屍車上去，準備運到火葬塲內火化。幸而在這千釣一髮之際，被兩
名精靈的殯儀館職員發現 「屍體」有異動，立即呼叫老人院職員出
來查看。但是料想不到的是該老人院職員在確認袋中老人還是活著
之後，卻還是要拉上屍袋，似乎仍想開動卡車，駛向火化塲。兩位
殯儀館職員，愛心爆棚，大聲勒令要把該名袋中將要火的老人，火
速送院治療。目前該位長者，情況穩定。
此段新聞被公開宣布之後，該區民政局副局長、養老科科長，

東
東翻
翻 美國重手制俄 全球更凶險
西
西看
看 楊楚楓

俄羅斯橫蠻無理地向烏克
蘭發動戰爭已有 70 多天，
尚無停戰跡象。美國總統拜
登帶領西方國家，正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制裁手段，逼俄國退兵。美
國這些手法雖能重創俄羅斯經濟和其總統普京之聲響，但亦令美俄
兩國互相制裁行動加劇，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承受龐大重壓。
上周周五，拜登又公布了制裁俄羅斯的新手段，包括取消俄羅
斯貿易 「最惠國待遇」，意味將大幅調高俄國貨品關稅，並禁止俄
羅斯用美元，歐洲亦仿效取消俄國 「最惠國待遇」，並禁止俄國使
用歐羅。
此刻美國雖沒有直接參與俄烏之戰，卻圖以全方位制裁措施來
拖垮俄國。美國對俄羅斯除實施常規制裁，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其
高層，以及涉及俄國經濟命脈的超級富豪和巨企，列入制裁名單，
並禁止俄國主權債交易外，並實施多項罕有的金融制裁手段，包括
將俄國踢出 SWIFT 國際結算機制，令其無法進行國際能源、貨物
出入口交易；西方主權基金及石油巨企出售俄國股票等。此舉導致
俄國盧布、在美英上市的俄國公司股價、債券價格等出現暴瀉，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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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杯慶祝，開懷歡讌，實在苦不堪言。幸好依賴先進的醫療體系，
歷經多番專研，美國 3 間大型藥廠，終於研發出應對病毒的新藥，
為億萬國民接種，妙藥生效，感染人數大大降低，際此夏日之初，
德州休市市面己全面開放，經濟復甦邁向復元 ，今天，想像得到
中美子民，高舉雙手，歡迎母親節的到來。
正是 「常懷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想像得到作為新時代的
雙職母親，要兼顧工作與家庭，殊不容易。加上疫情仍持續，部分
新手或準媽媽倘不幸成為被解僱或放長假的對象，所要面對的工作
、生活與精神等壓力必然倍增。母親本身就是一份天職，是家庭中
的第一責任人，大事小事無不關注，只有付出，不問回報。要當上
稱職媽媽難，而要當上多功能的媽媽難上加難。普通家務即使可以
外傭代勞，惟管教子女不可假手於人，需要通過身體力行，言傳身
教，這一切父母皆有責，媽媽尤其看重。若單親家庭，又或家中有
需要特別照顧的特殊兒童，擔子更重，那份艱辛更不為外人所道。
回頭再看母親節，今天己成為世界性的一個大型節慶，但是諸
位有無想過： 母親節始自美國的呢？一點不假，美國母親節此想
法的是來自美國賈維斯夫人。她是十八世紀的一位美國格拉夫頓城
教會主日學校的總監。南北戰爭後，她在學校裏負責講述美國國殤
紀念日的課程以及戰爭中捐軀英雄的故事。她提出應當設立一個母
親節，以慰藉為國貢獻出英勇戰士的母親們。這個願望未及實現，
她便於一九○五年逝世。
到了一九○七年，她的女兒安娜賈維斯正式發起創設美國母親
節，得到教會、教堂的支持，她紀念其母的活動與教會儀式相結合

，於五月份的第二個禮
拜天在教堂舉行。一九
一三年，美國國會確定
五月份的第二個禮拜天
為美國法定的母親節。
可見，美國母親節同美
國歷史、宗教相關，帶
有鮮明的美國文化印記
。
這樣的話，我們現
在慶祝的母親節，是美
國文化的產物。不過由
於美國是當今第一的經
濟及政治大國，美國文
化及節令，早已風行全
球。港澳地區開放得早
，中國大陸在上世紀八
十年代進行改革開放之後，歐美流行文化包括節日習俗和商業化生
活方式等等，亦己西風東移。因此母親節、父親節與情人節、聖誕
節等商業味濃的西式節日，亦傳遍四海，為人子女、為人夫君，都
要攜帶子女邀請母親出來，食頓豐盛午晚晚飯，以表賀意。

以及新長征福利院院長等 4 人免職，並分別黨紀、政務立案調查；
該區民政局局長，亦被黨紀立案調查。涉事姓田醫生，則被吊銷醫
師執業證，並由警方立案處理。
其間多天以來，網上均流傳一段短片來顯示，兩名殯儀館職員
連聲質問老人院職員 「你們確認這個人死了嗎？」又重複強調 「他
仍然在布袋中有郁動」。 「屍體」被裝入運屍車後，兩名殯儀館職
員遲遲未關上屍櫃門，低頭查看再拍拍 「屍體」後，連聲質問老人
院內的職員 「你們確認這個人死了嗎？」又重複強調 「他在動」。
接着，兩名殯儀館職員在老人院職員面前打開屍袋，揭開蓋在 「屍
體」臉上的毛巾，確認該屍體仍有微弱呼吸， 「是生的！是活的！
你們看到了吧，是活的」，惟老人院職員仍將毛巾蓋回老人臉上，
還拉上屍袋。殯儀館職員馬上喝止說 「不要再蓋著他了」，但老人
院職員未有理會，最後將老人推回院舍。期間有目擊者大叫 「這是
草菅人命呀。
其後，涉事老人院及普陀區民政局均證實有此一事，強調該老
人已轉送醫院治理，情況穩定，涉事老人院又就事件向公眾致歉。

中國《人民日報》旗下《健康時報》則引述負責今次運屍的寶山區
殯儀館方面指出：職員發現老人未死後，已將其送回老人院 中去
，並向公眾強調， 「他們要有官方機構發出的死亡證之後，才會到
老人院處領取死者屍體，重而進行火化程序。」
上海普陀區政府翌日下午，立即公布調查結果，免去區民政局
副局長黃耀紅、區民政局養老服務科科長劉穎華、長征鎮社會事業
發展辦公室主任吳友成、新長征福利院院長葛芳的職務，並分別黨
紀、政務立案，作進一步調查；區民政局局長張建東亦被黨紀立案
調查。涉事姓田醫生則被吊銷醫師執業證，由公安機關立案調查。
內地網民對事件極為震驚和憤怒，直言 「這是殺人，別搞甚麼
疏忽道歉了」、 「這是道歉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麼？」、 「還好熱心
人拍了視頻，不然真的說不清楚。活這麼大，也算長見識了。
「這個福利院恐怕不是第一次幹這種事情」。還有網民感慨，
「昨天看到新聞覺得像假的，但是今天實錘……作為已經在小區封
閉了 52(天)的我們來說，已經不知道上海的底線是甚麼。

國被逼將利率大幅調高至二十厘，並實施資本管制，以防資本外逃
，但卻重挫了經濟。
美國重挫俄國經濟手段，還包括禁止出口科技產品、晶片、電
訊設施、工業設備予俄，美國互聯網企業如 Google 和蘋果等要停
止向俄提供服務，並禁止俄國能源入口；美國為增加殺傷力，並敦
促西方盟友和親西方國家如日本、新加坡等制裁俄國。此外，美國
亦利用輿論壓力，逼使美國企業如星巴克、可口可樂、麥當勞等撤
出俄羅斯。
拜登的制裁除令俄國經濟受重創，並意圖增加俄人生活困難，
挑動俄人反對普京，令其後欄失火；假如普京政權被親西方政客推
翻，那拜登更可徹底收服俄國。然而，拜登的全方位制裁戰，亦非
沒有風險。
首先，為美國和全球經濟、金融增添重壓。俄烏戰爭和美國制
裁令美歐股市亦不好過，杜指今年以來已下跌一成，納指更挫一成
八，德法股市亦跌了近一成半，真正重災區則是石油價年初至今已
暴升近五成、歐洲天然氣價暴漲逾兩倍。此外俄烏小麥出口受阻，
小麥價格過去一個月急升四成，勢令全球高企糧價再升。
美國剛公布二月通脹率達百分之七點九，再創四十年新高，拜
登稱之為 「普京漲價」，要將高通脹責任全推給普京，但美國高通

脹已持續一年，石油糧食價飆升通脹勢加劇只怕美國人未必認同。
美國制裁推高通脹的效應才剛開始，全球未來通脹將更高，美國可
能要更大幅度加息，增添美國以至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壓力。石油
糧食價飆升通脹勢加劇
其次，美國與其他國家關係受考驗。美國及西方國家對俄制裁
，受傷最重的是歐洲，因為歐洲要承受高昂能源價格、以百萬計烏
克蘭難民，和資金流走風險，且美國漠視歐洲高度依賴俄國天然氣
，逼歐洲跟從斷絕購買俄國石油和天然氣，
美國制裁行動亦令全球各國必須思考，依賴美國金融市場、美
元、美國能源、技術和產品，以至將資產放在美國的風險，因可能
會變成 「人質」。一旦與美國交惡，在美國資產可能被沒收，美國
亦會以中斷美元、能源、技術等動作進行打擊，就算並非與美國交
惡，若不遵從美國外交政策、打擊美國 「敵人」，美國亦可能以禁
用美國技術、產品、美元等作出懲罰。如美國已高調恐嚇中國企業
必須跟從美國制裁，否則將遭毁滅性打擊。
其三，美國的高壓制裁，可能刺激普京 「攬炒」。普京已將部
分國家及地區列為不友善，揚言作出反制裁，並放聲氣不再償還外
債，並擬沒收撤出俄國的歐美企業資產、扣押租賃飛機、接管外資
持有的俄企股份等，更可能隨時切斷對歐能源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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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那个夏天，在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的连线直播上，李彦宏坐着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上
了五环，然后吃到了一张罚单。
他不仅不郁闷，反倒很高兴。事后在谈及这个罚单时，他高喊着：“无人驾驶罚单已经来了
，无人车的量产还会远吗？”
按照彼时李彦宏的预期，无人车的量产以及在完全开放道路上实现无人驾驶，也就是未来三
到五年的事情。
“只要开上高速，你就不用管了，可以吃着火锅唱着歌......”
但显然，这终究是理想化了。
行至 2022 年，依旧是只闻脚步声，不见人下来。
甚至就连脚步声，都相较以往弱化了不少。

自动驾驶，李彦宏的挣扎与不甘
首先是“自动驾驶”代替了“无人驾驶”
成为厂商的主流口径，其次是目前厂商宣扬的
“自动驾驶”本身也属于夸大了。
根据美国汽车工程学会的等级分类，自动
驾驶分为 L1-L5 在内的 5 个等级。
简单来说，在 L1、L2、L3 等级上，驾驶
员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直到 L4、L5，车辆
控制权才由自动驾驶系统完全所有。
一个很骨感的现实是，目前行业普遍发展
阶段也就在 L2—L3 左右，即大多仅处于自动
辅助驾驶系统阶段，远不及 L4-L5 级别。
同时，特斯拉、蔚来等市场上不时的与自
动驾驶有关的事故，更不断地用血淋淋地教训
击破人们对于这个代表未来的技术幻想。
曾经亢奋的自动驾驶界，也不再那么喧嚣
，开始趋于谨慎。人们开始怀疑，何年何月才
能真正实现所谓的“双手离开方向盘”。
不过李彦宏仍然乐观。
去年的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李彦宏判断
，智能交通将是影响未来 10-40 年的重大变革，
可使 5 年之内中国一线城市将不再需要限购和限
行，10 年之内基本解决拥堵问题。
同年年底，他还专门出了一本同命题的书
。
书中，李彦宏预计 2024—2025 年，自动驾
驶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城市道路；2027—2028 年，
规模化的自动驾驶车队开始在城市运营；到
2030 年，自动驾驶车队比例开始提升，预计可
达到 30％—40％。
即便过去曾起伏不平，前路依然困难重重
，但为了这一很美好的技术未来，李彦宏还在
努力。
不如再给自动驾驶，再给百度一点时间，
就看这一次，他的乐观预测能否如期兑现了。
那些逐梦自动驾驶的从业者中，百度无疑
是最彻底的，也可以称得上是孤注一掷。
首先自然是李彦宏的振臂一呼。
过去近十年时间，无论是李彦宏参加的各
种公开场合，还是百度本身举办的大会，李彦
宏都倾力地去带货 AI，向公众描绘包括自动驾
驶、深度学习等在内的新兴技术。
甚至是带到两会现场，积极就推进 AI、自
动驾驶等场景应用落地建言献策。
再者，是百度的深耕其中。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 2010 年，百度就开始
了 AI 的布局，成为中国最早深度布局 AI 的先行
企业；2013 年，成立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这
也是全球企业界第一家用“深度学习”来命名
的研究院；2014 年 4 月，百度成立了大数据实验
室，同年 5 月又成立硅谷人工智能实验；2017 年
又增加了商业智能实验室、机器人与自动驾驶
实验室等等。
除了技术方面，百度也一直在搭建自动驾
驶生态。
2017 年百度推出 Apollo 计划，开放自动驾驶
平台，这是全球范围内自动驾驶技术第一次系
统级的开放，百度的想法是打造“自动驾驶领
域的安卓”，希望聚合全球汽车与科技产业力
量来加速自动驾驶汽车的落地进程。
发展至今，百度已然在自动驾驶领域收获
颇丰。
百度此前公布 Apollo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数据
显示，截至 2021 年上半年，百度 Apollo 自动驾
驶出行服务已累计接待乘客超过 40 万人次，测
试里程超过 1400 万公里，自动驾驶专利数量超
过 2900 件。
并且根据《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
报 告 （2020 年 ） 》 ， 在 这 一 年 的 北 京 ， 百 度
112.53 万公里测试里程稳居榜首，比其他所有玩

家加起来还要多 20 倍。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测试里程，还是在
不同的测试区域、道路等级上完成的。
此前，北京的道路测试难度分为 4 个等级
（R1-R4）。截至 2020 年进行 R4 级测试的，仅
百度一家企业。另外全国最高技术等级、最高
标准、测试场景最难的开放道路测试资格认证
（北京 T4 牌照），也只有百度拿到。
在自动驾驶上，百度显然是有足够话语权
的。
只是这些距离将自动驾驶梦想完全照进现
实，还是远远不够。
现实困境
一定程度上，百度自动驾驶的发展是未及
预期的。
在 2017 年—2018 年，随着百度描述的 AI、
自动驾驶故事逐渐走进投资者内心，百度市值
长期徘徊在千亿美元附近。
但随后便是一路震荡，截至目前回落至 500
亿美元维度。
原因正在于自动驾驶的想象力，被现实逐
步击溃。
一方面，百度高估了 Apollo 的开放战略。
过去几年，百度 Apollo 自动驾驶技术的输出
之路有过难关。虽然合作车企多达数十家，但
完整搭载其自动驾驶技术且实现大规模量产的
车型还不够。
这直接导致了曾经李彦宏的不少承诺落空
。
另一方面，也是来自技术的挑战。
即便包括百度在内的多家公司都曾掌握了
L3/L4 等自动驾驶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直
接上路。
以特斯拉为例。在美国发生了多起与特斯
拉车主对自动驾驶系统过于信任有关的事故后
，道路安全监管机构进行调查之际，马斯克表
示，掌握这项技术比他预期的要困难。
马斯克承认了业界长期以来的共识：由于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必须学习、检测和避免无数
现实场景中遇到的变量，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比
理论上要困难得多。
除了具备单车智能，能够检测车道、其他
车辆、交通信号和行人运动之外，全自动驾驶
汽车还必须学会像人类一样，先发制人地防范
其他司机和行人的行为，这几乎在现阶段是一
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关键的是，整个产业链的不成熟，以及
各种配套环境、伦理法规等等目前仍尚不具备
自动驾驶大规模落地应用的条件。
显然对于百度而言，若想推动自动驾驶时代
的真正到来，这些山头都得一个个逐步击破。
好在，李彦宏在坚持的同时，也在调整策
略。

Apollo 开放依托车商的路子，由于车商态度
没想象中积极，那就自己下场造车。
于是便有了集度。
虽然李彦宏在 2018 年接受采访时表示，
“百度不会自己造车。我们不会自己去开
生产线、设计发动机、研究流体力学或是工业
设计，我们只做我们最擅长的自动驾驶技术研
发，并且开放出来，和所有对无人车有兴趣、
有想法、有能力的企业一起来做。”
但在缓慢的进展面前，百度还是得亲身上车。
根据李彦宏所说，2022 年上半年集度将公
布首款概念车，并在 2023 年量产交付首款汽车
机器人。
公众对自动驾驶看不见摸不着，那就推
“萝卜快跑”在城市落地测试运营。
今年 2 月份，百度宣布旗下自动驾驶品牌
“萝卜快跑”在深圳进行开放载人测试运营服
务，这是继北京、上海和广州等 6 市之后，百度
自动驾驶进驻的又一城。百度有关负责人透露
，到 2025 年，“萝卜快跑”将在内地 65 个城市
开放载人测试运营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萝卜快跑”App 叫车，便可
以体验到真实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产业配套、交通生态不成熟，那就将自动
驾驶嵌入“智能交通”的框架中，以后者作为
主要卖点向地方城市输出。
2020 年 4 月，百度 Apollo 正式对外推出百度
ACE 智能交通引擎 1.0，成为国内外第一个车路

行融合的全栈式智能交通解决方案。一年后，
再度升级为百度 ACE 智能交通引擎 2.0，形成了
以车、路、云、图为数字底座，Apollo 自动驾驶
、车路协同、MaaS 出行为智能引擎的“1+3+N
”总体架构，成为行业内真正实现“ACE”所代
表的“自动驾驶、车路协同、高效出行”三大
目标的系统性平台。
可以看出，虽然自动驾驶仍然离人们理想
中的场景较远，但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到自动
驾驶出行服务，越来越多的道路上开始开放自
动驾驶汽车的测试，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接受
智能交通方案逐步搭建生态配套......
自动驾驶，也可能变得没想象中那般的遥
不可及。
李彦宏也依然保持着足够的信心。
在新书《智能交通：影响人类未来 10—40
年的重大变革》中，李彦宏认为智能交通时代
的拐点已经到来，同时也做好了过程漫长的准
备。
他援引了被很多人称为“未来学大师”的
斯坦尼斯拉夫· 莱姆的话：“我们总爱以一种直
线的方式对新技术的未来发展做出延展……历
史与这种简化的呈现毫无关系。它绝不会把任
何线性的发展路径展示在我们面前，只会用曲
折迂回的线条来展示非线性的演化轨迹。”
是的，技术改造世界总是曲折迂回，却又
渐行渐近的。就看百度最终能否到达自动驾驶
这个梦想彼岸。

台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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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震東、徐若瑄共譜酸甜戀曲

2022 台北電影節今（5）日公布本屆開、閉
幕片，開幕片是陳駿霖導演睽違多年的新作
《初戀慢半拍》，邀來徐若瑄與柯震東大談年
下姊弟戀，釀出初戀酸甜滋味；閉幕片則是唐
福睿首部長片《童話．世界》，由張孝全、李
康生、尹馨等多名實力派演員挑戰社會寫實題
材，兩部作品風格大異其趣，除反映台片多元
類型，在題材選擇上也更加豐富，並且勢必成
為今年台灣電影的年度強棒！
開幕片《初戀慢半拍》是陳駿霖導演睽違
九年的新作，延續前作《一頁台北》和《明天
記得愛上我》都會浪漫愛情風格，本作邀請徐
若瑄與柯震東共同主演，故事描述年近 30 的男
主角小洪外型雖然超帥氣，卻因為個性木訥而
持續更新母胎單身紀錄，有天他在表哥介紹下
，認識了令他一見鍾情的女子樂樂，一段浪漫
愛情就在台北夜晚裡悄悄展開，除了柯震東飾
演靦腆男孩，徐若瑄在片中也以成熟都會女子
的捲髮形象現身，在今日首度曝光的片段中，
觀眾可從柯震東、徐若瑄兩人互動中，搶先一
睹本片輕快可愛的浪漫氛圍。
除徐若瑄、柯震東外，《初戀慢半拍》卡司
還有于子育、范少勳、黑嘉嘉、侯彥西和姚黛瑋
等人共同攜手，先前已在義大利遠東影展收穫好
口碑，將在台北電影節進行亞洲首映。導演陳駿
霖表示：「我的第一部短片《美》曾在台北電影
節放映，這幾年也陸續當過台北電影獎評審、拍
攝台北電影節形象廣告，這次《初戀慢半拍》能
在台北電影節亞洲首映，真的非常榮幸！」對於
本片終於要回到台灣與觀眾見面，他除了興奮外
，也表示很期待看到屆時觀眾反應。

《童話．世界》劇照

將在台北電影節世界首映的閉幕片《童話
．世界》是律師出身的唐福睿首部作品，描述
律師張正煦接到委託，發現嫌犯湯師承竟是自
己剛出道執業時接觸過的客戶，當時受雇於其
他事務所的他，接受老闆指示替嫌犯辯護，卻
因此嚴重傷害到被害者；如今他為了彌補，決
心不計代價追求屬於自己的正義。身兼編導的
唐福睿導演融合他法律出身的經歷，並邀來台
北電影獎影帝張孝全飾演律師，加上同為台北
電影獎影帝李康生、影后尹馨、以及夏于喬、
江宜蓉等實力派演員一字排開，期待值爆表！
導演唐福睿說，非常榮幸《童話．世界》
能被選為閉幕片，這對新導演而言是非常棒的
起點，同時也是對於他結合法學與戲劇專業創
作的莫大肯定。他也期待首映當天觀眾的回饋
，「我相信不論是否熟悉司法制度或相關議題
，都能在這部電影裡獲得觀影樂趣及體會。」
本片今日也釋出超前導預告，在列車上陪伴女
學生的張孝全，和飾演補習班教師的李康生，
寧靜中似乎散發出風雨欲來的緊張氣氛，令人
好奇電影發展。
2022 第 24 屆台北電影節 6 月 23 日至 7 月 9 日
在臺北市中山堂、信義威秀影城、光點華山電
影館盛大舉行，招牌雙競賽國際新導演競賽、
台北電影獎入圍名單將於 5 月 16 日揭曉，影展票
券將在 6 月 12 日於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正
式開賣，精彩片單與活動陸續公布，詳情請密
切注意台北電影節官方網站（https://www.taipeiff.
taipei） 、 Instagram （https://instagram.com/taipeiff
） 、 FACEBOOK 粉 絲 專 頁 （https://fb.me/TaipeiFilmFestival）。

百萬 卡司曝光

由徐若瑄和柯震東主演的《初戀慢半拍》擔任 2022 台北電影節開幕片

《華燈初上》製作團隊
百聿數碼今（5 日）正式
宣布全新懸疑推理原創影
集《百萬人推理》，由
《古惑仔》系列擔綱「陳
浩南」一角的著名影星鄭
伊健領銜主演，搭配新生
代人氣男神歌手婁峻碩、
以《消失的情人節》提名
金馬獎影后的李霈瑜（大
霈）以及《華燈初上》演
技亮眼的「亨利」王柏傑
、「彪哥」李李仁，還有
《無聲》榮獲金馬獎最佳
新演員陳姸霏共同演出，
堪稱「神級」的華麗卡司
陣容，勢必再掀台劇話題
熱潮。
《百萬人推理》是鄭
伊健首度長時間在台灣
參與演出的作品。他在
劇中挑戰演出過去鮮少
詮釋的全新形象，與婁
峻碩、李霈瑜聯手偵查
「網紅連續殺人事件」
，藉由社群的推波助瀾之下，演變成為百
萬人共同推理兇手的社會現象，燒腦劇情
百轉千迴，考驗觀眾的推理能力。鄭伊健
收到劇本時，看到是「懸疑推理」的故事
就相當感興趣，因為他本身就是推理劇迷
。除了故事之外，導演蘇文聖及整個製作
團隊都很年輕，也未曾和劇中演員合作過
，所以對他來説是很有挑戰性的。鄭伊健
表示：「假如我是觀眾，也希望看到這類
型的故事啊。」
王柏傑認為除了故事類型吸引人以外，
當然是因為可以跟鄭伊健合作，「拍攝幾天
下來，伊健哥在現場人非常好，能跟他合作
感覺真的是美夢成真。」李李仁形容與鄭伊
健對戲的第一個鏡頭相當緊張，「心中小鹿
一直怦怦跳」，接著轉頭虧李霈瑜：「妳那
個表情根本沒有在藏欸，整個就是心花怒放
。」女方笑回：「因為可以跟他一起辦案啊
。」《百萬人推理》預計 2023 年第一季隆重
推出。

鄭伊健拍台劇

《初戀慢半拍》台北電影節暖心開幕

﹁
﹂

《一家之主》曹蘭力挺新銳導演
客串並擔綱首映記者會主持人

新銳導演王希捷首部劇情長片《一家
之主》寫實刻劃許多家庭的縮影，劇中的
角色就像你我家庭裡的成員，為了家庭跟
工作忙得像陀螺的媽媽葉蘭心（鮑起靜飾
演），退休賦閒在家永遠只出一張嘴不動
手的爸爸羅大偉（寇世勳飾演），30 歲出
頭正在工作與感情面臨許多考驗的女兒羅
家寧（柯佳嬿飾演），偶爾會來跟家人推

銷時下流行的各種新
興事業，不忘找兄長
金援提攜的小姑羅珍
妮（曹蘭飾演）；先
前的特映活動就讓不
少觀眾哭成一片，今
天（5 日）在母親節上
映前夕，影人們也出
席首映活動邀請大家
跟媽媽做好防疫一起進電影院歡度母親節。
一代綜藝天后曹蘭近年跟老公還有老
狗們定居在台東，這次力挺新導演特別上
來台北，首次擔綱電影活動的主持人，她
不只在主持界妙語如珠，這次客串《一家
之主》演起戲來更是活靈活現，導演表示
她將小姑一角詮釋得非常接地氣，曹蘭跟
「哥哥」寇世勳兜售起陰宅生意展現了得

的口條，雖然只是客串，但台詞卻是所有
角色最落落長的，要一口氣說一大串，就
算鏡頭畫面不在身上，她的聲音表情要能
勾起「大嫂」鮑起靜每條神經反應，曹蘭
開玩笑表示：「其實滿後悔接這個角色，
本來以為很簡單，沒想到這麼複雜」、
「我也蠻訝異導演為何找我，但拿到劇本
當天就決定參演」。
鐵肺歌后彭佳慧這次深情獻唱電影主
題曲「吃掉我」，電影短版 MV 也在今天
首次大公開，她不僅演唱還參與填詞，與
知名作詞人陳宏宇道出母親對家人的「愛
」有時被視為理所當然，被吃定了，偶爾
想任性不要被綁住，但轉身又忘記該怎麼
活著，因為自己為了家人，在不知不覺中
已經不是自己的主人，就像被「吃掉」了
一樣；彭佳慧也親自作曲，並邀請來「金

曲歌后製造機」陳建騏編曲，輕柔酥麻的
音樂，彭佳慧強而有力的嗓音，搭配著鮑
起靜、寇世勳、柯佳嬿等人真情流露的演
技，讓人更深刻感受到母親那堅強又具韌
性的一面，但同時也因身兼多職產生尋找
自我的茫然，讓許多人感動落淚。
眾星們也特別分享人生中最難忘與母
親的回憶以及母親節的慶祝，並力邀影迷
們務必帶媽媽進電影院好好欣賞《一家
之主》，發行商台北双喜電影為了回饋
給全天下母親一個難忘的節日，特別在
北中南舉辦活動，邀請媽媽跟家人們一
起同行看電影，不只希望給媽媽難忘的
回憶，也希望透過電影讓媽媽們看見自
我，好好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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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新聞
香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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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晒不修邊幅照自嘲一番

彭于晏 飛離上海
抵 港 繼續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新冠疫情持續，身
在當地的藝人積極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最
近台灣藝人彭于晏正好在上海結束了隔
離，可以在自家的社區散步，被眼尖的網
友發現，並拍照上傳到網上，而彭于晏
不修邊幅 Look 也引起了網民的注意。之
後又有網友目擊彭于晏現身機場，準備
搭機離開上海，他隨後也在社交網貼出
在機上吃雪糕的照片，以及一張香港的
海港照，並有一張他戴着隔離手環的照

◆ 彭于晏轉發自己在隔離時及工作時的對比照。

片，證實他已經抵港，有消息指他將開工
拍戲。
◆ 彭于晏晒維
港照，
港照
， 顯示他
已抵達香港。
已抵達香港
。

◆ 網友笑彭于
晏“只是換了個
地方隔離”。
地方隔離
”。
于晏身材壯碩，以前每次亮相總是帥氣
彭逼人，被視為台灣“男神”代表之一，

但他在上海經歷過一個多月隔離期，過着足
不出戶的生活後，“男神”形象大崩壞！
彭于晏在上海隔離期間，不時晒出三餐
菜式和寵物狗的照片，因為隔離生活太無
聊，他還在 IG 私訊跟粉絲互動，幫女粉絲挑
口紅、選衣服，極為親民。他甚至“接地
氣”到樂於公開居家穿着休閒 T 恤頭髮亂
翹、滿臉鬍渣模樣的照片。最近彭于晏結束
了隔離，可以在自家的社區散步，即被網友
“捕獲”並拍照放上網，見他穿着休閒，簡
單套上黑色 T 恤、運動長褲就出門了，甚至
頭髮也沒有好好整理，看起來就像是剛睡醒
似的。難得彭于晏毫不介意，更轉發了不修

◆ 彭于晏展示
戴着隔離手環
的手。
的手
。

邊幅的醜照，他自嘲道：“大家
一起都被封得不注意形象了”，更
鼓勵粉絲不必有容貌焦慮：“明星都
這樣了，大家不用有壓力”。網友們笑說
“哥哥你的偶像包袱掉了”、“你還記得你
是彭于晏嗎？”、“感覺自己有點配得上
了”。
而 5 日晚有網友目擊彭于晏現身機場，
準備搭飛機離開上海，當時網友猜測他是飛
赴澳洲，但 6 日由彭于晏自己揭盅，透露已
經抵達香港。彭于晏當日在社交網 IG 上載香
港的海港照，並有一張他戴着隔離手環的照
片，證實他已經抵港，有消息指他將開工拍
戲。由於他抵港後還是要過隔離的日子，因
此有網民笑他是不是有“隔離癮”，連他也
不禁轉發網友的照片自我調侃：“沒想到吧
我只是換了個地方隔離”。

新片劇組有人染疫 隋棠也確診

黃嘉樂向攝影師女友求婚成功

此外，台灣疫情近日亦轉趨嚴峻，當地
演藝圈疫情蔓延，著名女星隋棠也確診感染
新冠。

隋棠最近忙拍葉天倫執導的電影《團圓
飯》，近日劇組中出現確診者，隋棠第一次
快測和 PCR 檢測皆為陰性，但為求謹慎，她
做第二次篩檢，隋棠的檢測結果由陰轉陽，
目前居家隔離休息中。隋棠透過經理人表
示，目前身體狀況都還好。隋棠也在 IG 痛批
聽到不少人為了工作等各種理由，即便有確
診也知情不報，非常缺德，“忽略了職員
們、職員身邊接觸到的人家裏可能也有老有
小，不透明的資訊會讓人無從自保”，但也
感謝導演葉天倫持
續安排 PCR 檢測，
才知道自己確診，
並呼籲大家要加強
防疫。葉天倫則表
示已經全體演職員
做 PCR 並且同時匡
列密切接觸者，確
保不會再有向外傳
播的可能，但不願
◆ 隋棠確診感染新
透露目前是否停拍
冠。
網上圖片
新片。

影后姜受延一度心跳停頓 送院搶救後仍未恢復意識

◆ 黃嘉樂出動巨
型鑽戒求婚。
型鑽戒求婚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43歲黃
嘉樂日前於社交平台上宣布，向拍拖 5
年的攝影師女友 Samantha（江惠賢）成
功求婚。嘉樂特意在拍拖 5 周年向女友
送上巨型鑽戒和大束玫瑰花，求婚成功
的他留言：“我來不及參與妳的過去，
但妳的未來必定有我！”至於“準黃
太”Samantha 也上載同一輯相片，打趣
留言要恭喜嘉樂，說：“恭喜你呀！咁
我就將我自己交畀你啦！一直做男性主
導行業的我，在你身邊這 5 年我可以做
返一個好懶和不理事的女人，期待繼續
被你照顧的日子。”Samantha 更預告結
婚會擺酒，歡迎親友到時要喝多杯。嘉
樂求婚成功獲不少圈中人祝福，最高興
一定他“鐵馬尋橋”兄弟姊妹，而數數
手指現在只剩唐詩詠尚未有着落，而馬
國明則與湯洛雯感情穩定，不少人也看
好他們在年內結婚。

香港文匯報訊 55 歲韓國女星姜受延曾憑着電影《種
女》及《波羅揭諦》在國際影展封后，5 日驚傳她腦內出
血，大腦內側血管亦破裂，送院搶救後還未恢復意識。
據韓媒報道，姜受延 5 日下午因頭痛劇烈，家人隨即
叫救護車，卻在醫護人員到場後，發現她心跳停頓，緊急
送院急救，目前她仍未脫離危險期。姜受延被診斷為腦內
出血，大腦內側血管亦破裂。稍早韓媒找到她的友人透露
姜受延的情況，好友表示姜受延現靠着人工呼吸器維生，
目前還沒有意識，且據家屬透露，她的手術頗有難度，是
否要進一步開刀，家人遲遲無法做出決定。
據知，姜受延腦出血其實有徵兆，她 5 日上午就開始頭

痛，近一個月來也常說頭痛和腳痛。雖然身體狀態有些
問題，但她秉持敬業精神，已在 1 月時完成電影拍攝，
新作仍在後製即將上映。
姜受延是童星出身，曾在《風雲》扮演明成皇
后的童年，1983 年主演電視劇《高校生日記》獲得
好評，是當時青春玉女偶像代表，而她在《種女》
的突破演出，讓她獲得威尼斯影展影后。1989 年她
再以電影《波羅揭諦》在莫斯科影展封后，國際知
名度極高，姜受延也是韓國各大頒獎典禮的常客，曾
獲得韓國三大頒獎典禮青龍獎、百想藝術大賞、大鐘
獎的影后。

◆ 姜受延
網上圖片

范莎莎再戰選美比賽
練樂儀做方艙醫護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前亞姐范莎
莎、練樂儀、陳美濤、林海茵等人 6 日出席首屆
非凡小姐選美宣傳活動及記者會，以嘉賓身份
支持活動的范莎莎，笑言要向另一亞姐林海茵
請教投資心得，因她對投資一竅不通，尤其是
新興的虛擬貨幣，一定要有人手把手教她才敢
投資。

練樂儀面臨失業復出幕前
曾參選過港姐和亞姐的范莎莎，笑稱已報
名參加另一選美比賽，因擔心未能入圍暫不公
開賽事，她笑道：“活到老、選到老嘛，今次
沒有參加非凡小姐，但參加了另一個，現在未

知能否入圍。”仍與
亞視有經理人合約的范
莎莎，表示公司給予很大
自由度，可以在其他平台
亮相，所以參加其他選美
“
不會有牴觸。提議莎莎可
再戰港姐時，她笑道：
雖然未超齡，但再選就
第四次啦。”
◆ 范莎莎
范莎莎((右)與練樂
本身有護士牌的練
儀的選美經驗豐富。
儀的選美經驗豐富
。
樂儀，表示疫情穩定反
而令她失業，因她在抗疫期間到方艙醫院做醫
護，最高峰時期月入達 6 位數港元，可彌補她在

◆ 首屆非凡小姐選美宣傳活動6日舉行。
演藝事業上的收入不足，她說：“公布了下周方
艙醫院會停止，相信我也是失業 5,400 人中其中
一人，之後都會復出幕前，疫情放緩泳池重開
後，可以重辦美人魚小姐大賽，我是上屆冠軍都
會參與，負責頒獎給新一屆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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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遊行挺臺 聲援臺灣參與世衛
（本報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 5 月 7 日舉辦 「聲援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
會(WHA)遊行」，召集休士頓臺灣商會、休士
頓關懷救助協會、美南臺灣旅館公會、休士頓
臺灣同鄉會、臺大校友會、客家會青年團及青
年文化志工協會（FASCA）等團體，近 150 人
共襄盛舉，讓主流人士聽到臺美人支持臺灣重
返國際社會的聲音。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
文、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科技組組長游慧光
也加入遊行行列。
遊行啟程典禮於當天上午在僑教中心前廣
場舉行，各僑團攜會旗參加，場面壯觀。世華
美南分會會長何真致詞表示：遊行的訴求是聲
援臺灣回到 WHA，因為台灣的醫療水準可貢
獻國際社會。羅復文致詞感謝僑領及僑團的熱
情支持，他說德不孤必有鄰，世界各國包括美
國及歐洲的議會都支持臺灣參與 WHA，希望
圖為由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主辦
主辦，
，休士頓台灣商會
休士頓台灣商會、
、休
今年能順利達成；他同時也祝賀大家母親節愉
士頓台灣同鄉會、
士頓台灣同鄉會
、
美南臺灣旅館公會、
美南臺灣旅館公會
、
休士頓關懐教育協會、
休士頓關懐教育協會
、
休士頓台
快。陳奕芳說，本次遊行主要為傳達臺美人支
大校友會休士頓客家會、
大校友會休士頓客家會
、客家青年會
客家青年會、
、FASCA,
FASCA,等社團代表近
等社團代表近 150 人昨
持臺灣返回國際社會的聲音，感謝大家頂著大
圖為遊行開始，
圖為遊行開始
，由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羅復文處長
羅復文處長（
（右一
右一）
）領
參加
「
挺台灣進世衛遊行」
挺台灣進世衛遊行
」
圖為遊行前在僑教中心前集合大合照。（
圖為遊行前在僑教中心前集合大合照
。（記
記
太陽為臺灣而走。
隊。（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者秦鴻鈞攝
）
遊行隊伍由羅復文帶領自僑教中心出發，
兩位巡警摩托車前導，FASCA 學員配合鈴鐺聲
旗、各式標語，傳達 Taiwan Can Help 的訴求，頗吸引來往車輛 界自 2016 年以來年年發聲籲請世界衛生組織（WHO）正視臺灣
喊出 「Taiwan for WHO」，行進間隊伍手持中華民國及美國國 及行人注意。WHA 將於 5 月 22 日在瑞士日內瓦登場，休士頓僑 2350 萬人民醫衛權利，恢復臺灣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 WHA。

羅復文處長本周四設宴感謝
接待台灣來的機器人代表團僑社代表
圖文：
圖文
：秦鴻鈞

為了感謝僑界社團及新聞媒體，
為了感謝僑界社團及新聞媒體
，在台灣來的機器人比賽代表團隊
在台灣來的機器人比賽代表團隊，
，在休
士頓比賽期間的照顧和接待，給予青年學子海外同胞的溫暖和激勵
士頓比賽期間的照顧和接待，
給予青年學子海外同胞的溫暖和激勵。
。 「台
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於周四
於周四（
（5 月 5 日）假 「富仔記
富仔記」」 餐廳設宴招待僑務榮譽職人員
及各主要接待社團代表。
及各主要接待社團代表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楊淑雅主任及羅復文處長都在席上致詞
教育組楊淑雅主任及羅復文處長都在席上致詞，
，
表達對僑胞代表對祖國學子的照顧及接待的謝意。
表達對僑胞代表對祖國學子的照顧及接待的謝意
。

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五月線上演講
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五月線上演講-車禍遠離我
車禍遠離我-理賠與訴訟 線上演講活動
【 本報訊
本報訊】
】 疫情已過了 2 年 ， 大家也開始
漸漸地恢復原本的生活 ， 忙碌的步調又開始造
漸漸地恢復原本的生活，
成交通的擁擠與事故的增加，
成交通的擁擠與事故的增加
， 達福地區僑界急
難救助協會為關心大家自身的安全，
難救助協會為關心大家自身的安全
， 特在本月
28 日 ， 舉辦一場
舉辦一場【
【 車禍遠離我
車禍遠離我- 理賠與訴訟
理賠與訴訟】
】
專業講座，
專業講座
， 我們邀請到專門處理車禍理賠的林
律師及其助理 Susan
Susan，
， 分別在講座中
分別在講座中，
， 以汽車
保險的涵括內容，
保險的涵括內容
， 事故發生如何處理
事故發生如何處理，
， 不同事
故發生個案分析等，
故發生個案分析等
， 讓我們更深入瞭解在事故
發生時要如何自保，
發生時要如何自保
， 為了您的安全
為了您的安全，
， 請來參加
為您量身安排的【
為您量身安排的
【車禍遠離我
車禍遠離我】
】講座
講座。
。
1. 講題
講題：
：車禍遠離我
車禍遠離我-理賠與訴訟
** 發生車禍怎自保
發生車禍怎自保，
，請聽律師訴分明 **
2. 講者
講者：
：Tracy Lin 律師

前保險公司辯護律師
經驗上庭辯護律師
資深租戶糾紛律師
德州／紐約執照律師
Ms. Susan Gao
資深法律助理
3. 日期
日期：
：05
05//28
28//2022 (星期六
星期六))
4. 時間
時間：
：
美東時間 8:00
00pm
pm～
～10
10::00
00pm
pm
美中時間 7:00
00pm
pm～
～9:00
00pm
pm
美西時間 5:00
00pm
pm～
～7:00
00pm
pm
臺灣時間 5 月 29 日(日) 8:00
00am
am～
～10
10::00
00am
am
5. 演講大綱
演講大綱::
一 、 介紹車險內容
介紹車險內容（
（ 全險
全險、
、 半險
半險、
、 責任險
責任險、
、醫

療費用保險、碰撞險
療費用保險、
碰撞險。。）
。。）
二、保險索賠過程
保險索賠過程，
，包括人身傷害索賠
三、案例分析
四、民事訴訟程式與個案分析
凡欲參加者，
凡欲參加者
， 請至以下報名網站完成報名
手續，
手續
， 同時
同時，
， 您將會收到一封報名成功的電子
郵件，
郵件
，若您在 24 小時內未收到確認消息
小時內未收到確認消息，
，請重
新報名一次。
新報名一次
。 此外確認報名郵件有可能被你的
郵箱係統轉入你的垃圾信箱 spam/junk folder,
你可以察看一下。
你可以察看一下
。
您會在課程開始前 2 天收到 Zoom 線上鏈接
和密碼通知。
和密碼通知
。
您也可以在報名表中的最後一個欄位，
您也可以在報名表中的最後一個欄位
， 填入您
想詢問的問題，
想詢問的問題
， 我們將在彙整之後轉交講者林

律師。
律師
。
報 名 網 站 ： https://forms.gle/Ack
https://forms.gle/Ack54
54hM
hMDG1
DG
1TYaSar
TYaSar5
5
曾有僑胞反應沒收到講座連接網,, 為確保您
曾有僑胞反應沒收到講座連接網
可以收到本會活動通知，
可以收到本會活動通知
，請將本會 Email 【df
dfwajwvc@gmail.com】
wajwvc@gmail.com
】 加入您的 contact 名單中
。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
，請
聯繫孟敏寬會長((469
聯繫孟敏寬會長
469))789
789-6858 ／ 張志榮副會
長 (817
817))903
903-2581 或 E-mail 至 df
dfwajwvc@gmail.com，
wajwvc@gmail.com
，我們期待您的參加
我們期待您的參加。
。
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
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dfweaa/
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view/dfweaa/
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