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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宗教聯盟會舉辦難民募捐晚宴休斯頓宗教聯盟會舉辦難民募捐晚宴
華裔企業家孫偉根講述美國難民奮鬥史華裔企業家孫偉根講述美國難民奮鬥史

【美南新聞泉深】休斯頓宗教聯盟會（Interfaith Ministries
for Greater Houston） 於2022年 5月18日在休斯頓青年聯盟
（The Junior League of Houston）大廳舉辦以“上海之夜”
（An Evening in Shanghai）為主題的難民募捐晚宴晚會。大休
斯頓地區政商、金融、文化、藝術、地產、法律、教育界人士
300餘人出席。

晚會由美國ABC3電視台著名華裔主持人Miya Shay 主持。
休斯頓宗教聯盟會會長兼總裁馬丁·B·科明斯基（Martin B.
Cominsky）致開幕詞，董事會主席莊家玲（Charlene Chuang
）致歡迎辭。

休斯頓越華超市創辦人、著名華裔企業家孫偉根（Vican
Sun）先生在難民募捐晚宴上講述了他的家族多年來從越南移民
到歐洲，又從歐洲移民到美國成為難民，並在美國艱苦奮鬥的成
功故事，使在場人士十分感動。

他說：“我們實際上是來自越南的中國人，我的父母從二戰

後移居越南。我出生在越南西貢。西貢淪陷後，每個人都試圖逃
跑。我於1975年年僅16歲隻身前往法國，開始學習當地的法語
言 ，自立更生考上大學，最後成為電腦工程師。 父母及兄弟姐
妹作為難民逃難到美國，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我於1982 年，
從法國來到休斯頓與家人團聚，並在 1984 年開設了這家 4,000
平方英尺的雜貨店，取名越華（ Viet Hoa），意思是越南華僑。
現在，它已經擴大到超過 100,000 平方英尺，以容納來自世界
各地的購物者。”

這位出生在越南西貢的華裔，在休斯頓創辦越華超市， 經
過數十年之艱苦奮鬥 ，如今越華超市的事業已走向輝煌之大道
。最難得可貴的是 ，他們家族樂善好施， 對社區之慈善工作有
著巨大的奉獻。

出席晚宴的人士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
的新移民 ，不論大家因逃難、 求學 、省親等各種理由來到美國
， 每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故事， 那就是大家都必須從頭開始來
適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落葉生根，開

花結果。
在董事會主席莊家玲女士之全力奔走下 ，眾多的熱心人士

， 紛紛慷慨解囊，為新的難民送上溫暖。
美國是個移民組成的年青國家， 正因為我們能接納來自世

界各地的新移民， 多少人懷著追求前途之夢想， 在短短二百多
年把美國建造為世界強國 。無可否認 ，這些成就都是新舊移民
前仆後繼奮鬥的成果。

飲水思源， 我們對於這塊土地給予的機會， 不但應該銘記
在心，也更應以行動來回饋社會，幫助弱勢和苦難的難民。

多年來， 休斯頓宗教聯盟會在社區人士的努力之下 ，不斷
為新難民提供衣食住行及協助進入職場的工作， 尤其是最近將
有大批烏克蘭難民已經到達美國 ，經過艱難的戰亂，他們渴望
新的生活。

晚宴期間，亞美舞蹈團表演了舞蹈，東方之珠時裝模特隊表
演了時裝秀，北美青年華人樂隊表演了古箏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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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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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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一次攻击就能瘫痪整个美国，

摧毁其电网和基础设施，让美国停电

一年之久，威慑力不小于核武器。”

美国国土安全工作组专家文森特如是

说道。那么这种武器真的存在吗？它

真的有宣称得那么厉害吗？如果没有

，文森特这么说的目的究竟何在？

电磁武器，通常只有在科幻作品

中才能常常看到，一般仅仅存在于人

们的想象之中。比如漫威电影中钢铁

侠掌心发出的冲击光束，《星球大战

》航空母舰发射出的电磁炮等。那么

在现实中，电磁炸弹真的存在吗？答

案是肯定的。

电磁炸弹，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强大

的电磁脉冲来达到干扰其它电子设施运

行的一种强大武器。其基本原理是通过

巨大的爆炸引发高能电磁脉冲，这些电

磁脉冲会被途径的导电金属吸收转化为

电流继续传输，随着强度的不断升高，

这些导电金属所传导的电流和电压也会

不断提升，变压器和电路都会因为过载

而毁坏，从而达到干扰甚至瘫痪方圆几

十公里范围内所有电子信息系统的目的

。

作为一种电磁干扰武器，电磁炸

弹如果在城市中成功引爆，那么这座

城市很快将陷入到瘫痪之中。届时整

个供电系统将因干扰而无法运转；城

市交通以及照明设备无法工作；手机

，包括计算机在内的一切电子设备都

会因内部电压过载而烧毁。工厂无法

运转，日常用水无法提供，暖气无法

供给。不仅工作停止，就连人们的生

存需求都将成为一个难题。人类社会

将会瞬间倒退200年，所有市民都将犹

如无头苍蝇一样不知所措，陷入到巨

大的恐慌之中。

随着电子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

们已经逐渐适应了现代生活设施所带

来的便利，衣食住行，工作，娱乐，

社交哪一样都离不开电的帮助。偶尔

的停电都会引起一场不小的骚动，更

不要说整个城市长时间的断电了。在

遭到电磁炸弹的袭击后，城市交通和

通讯系统全部失灵，人们无法离开，

信息无法传递，管理者也无法将具体

情况传达给民众。因未知而引发的惶

恐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只需两天的时

间就能让一座现代文明城市彻底失控

，这是其它任何武器都无法做到的。

不仅日常生活离不开电力，现代

化战争更是少不了电力和网络的支持

。众所周知，现代军事指挥系统大部

分都是依靠各种电子设备来运行的。

一旦受到电磁炸弹干扰，整个指挥系

统都将陷入瘫痪。不仅如此，飞机、

坦克、战列舰这些强大的现代化武器

也都将因为电路的受损而报废。在这

样的情况下，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将会

在短时间内倒退到二战以前的水平。

可以说一旦哪一方先使用出电磁武器

，对遭受到电磁炸弹袭击的另一方都

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你以为这样就结

束了吗？不是，电磁炸弹的厉害之处

还远不止如此。

首先，电磁炸弹可以不受天气

影响，不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出现

强度减弱的情况。在以往的战争中

，天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赤

壁之战中的曹操就是因为一场东风

导致了己方数千艘战船的焚毁，自

己也落了个败走华容道的悲惨结局

。二战时期的德国军队也是没有注

意到天气的因素，在苏联境内因为

严寒的天气导致了汽油凝固，坦克

、汽车无法行驶，机枪大炮打不出

火来的情况，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

败。在现代化战争中天气的好坏会

直接影响卫星雷达的检测，通讯的

运行以及部队的行军进程。而电磁

武器就完全没有这些后顾之忧，可

以任意发挥他的最大作用。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大范围的破

坏性武器，电磁炸弹对于精准度没有

那么高的要求。不需要像其它常规武

器那样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只需要

针对目标进行大范围的投掷就能达到

可观的效果，就算是隐形武器也无法

逃脱它的制裁。隐形武器的原理是在

表面覆盖一层特殊材料，吸收电磁波

来达到隐身的目的。但是电磁炸弹在

爆炸时所产生的强大电磁波，能够无

差别地覆盖方圆几十公里，就算是隐

形飞机在它的强大电磁波下也难逃失

控坠毁的命运。

最后，相比于其它武器，电磁武

器不会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这时就

有人要问了：武器不就是要追求更大

的破坏力吗？电磁武器不能造成伤亡

，那么它有什么用呢？而这正是电磁

炸弹的可贵之处，像我们所熟知的核

武器早就因为其巨大的杀伤力被国际

社会明令禁止在战争中使用了。不仅

如此，核武器一经爆炸，将会摧毁范

围内的一切目标，所造成的生态破坏

一百年都难以恢复。而电磁炸弹就不

一样了，它不会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

，在使用方面并没有受到国际条约的

限制。它在瘫痪敌方武器设施的同时

不会对物品和资源造成损坏，而这些

资源在战争胜利后将会成为获胜方珍

贵的战利品。

那么，说了这么多了，不仅有人

要问了，这种强大的武器又是怎么产

生并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呢？其实早在

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为了加快侵略

步伐，都曾着手研发过这类武器，但

均以失败告终，最后研制成功的还是

后来的美国。

1958年，美国组织了一次反卫星

氢弹试验，这次试验引起了一系列出

人意料的连锁反应，氢弹爆炸后引起

的冲击波威力巨大，扩散范围越过太

平洋，造成了夏威夷群岛方圆数百里

的照明设施全部断电，整个城市陷入

一片黑暗。不仅如此，冲击波继续扩

散，最远甚至导致了澳大利亚东北部

沿海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全部失灵。事

后经过调查发现幕后的主使正是这种

巨大爆炸后引发的电磁脉冲。从此之

后，美国开始了研发电磁脉冲武器的

步伐。

美国曾经研发出两款电磁武器，

威力都不容小觑。一种是电子炸弹，

另一种是电磁弹。电子炸弹具有体积

小巧的特点，小到可以装到手提箱里

，特别适合特工或者是特种部队使用

，一旦爆炸，方圆几公里内的电子设

备都将因电磁脉冲的干扰而全部失灵

。电子弹是另外一种威力更加强大的

电磁武器，主要针对敌方的坦克防卫

系统，在战场上可以瞬间瘫痪敌方的

坦克部队，取得非凡的成效。不仅如

此，美国不但首先研发出了电磁武器

，而且还在战争中率先发起电子战。

在对南联盟的制裁中，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就曾经调用过五十多颗卫星

用来侦察南联盟境内的所有军事情况

。在得到准确信息后，美国空军派出

了十多架当时最先进的F-117A隐形战

机，携带数十颗电磁炸弹，对南联盟

的供电管线进行精准打击，瞬间造成

南斯拉夫全国70%的地区断电，直接

让其通信设施瘫痪了好几个小时，起

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又

一次使用了这种武器。美国军舰向伊

拉克投掷了几十枚电磁炸弹，摧毁其

供电、通讯设施，致使伊拉克全国绝

大部分地区电力系统陷入瘫痪。而且

，美军还依靠先进的电子武器重点打

击了萨达姆的地下作战指挥系统，摧

毁其武器设施，加速了萨达姆的灭亡

速度。

近几年，美国局部地区经常发生

长时间、大规模的断电现象。比如去

年的二月份，德克萨斯州就因为大雪

而导致整个州都陷入了“电力危机”

。使得当地的居民无法正常生活，约

有450万户家庭和企业受到影响，还有

接近12万人因为停电导致水泵无法使

用，面临供水供电同时中断的问题。

近期，阿拉斯加的供电系统就因为无

法抵御当地的自然灾害而导致了大规

模停电，发电设施、输电设施，都遭

到了严重的破坏。而拜登政府又没有

能力及时处理相关问题，竟然把责任

无耻地推到黑客头上。

因此，这在作为美国国土安全小

组成员的文森特看来无疑是一个巨大

的隐患。所以才想出了中国电磁炸弹

威力太大，可以瘫痪美国的借口。这

里他说的瘫痪美国，其实指的是瘫痪

美国的电力系统。因此，美当局的这

种言论无疑也有希望加强自身电力系

统的愿望。

所以不管美国方面如何引导、散

播虚假言论，我们都坚持独立自主的

外交原则，我国研发武器的初衷是为

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安

康，更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的

国防科技研究进程不会止步，将来也

会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研发队伍中

，为中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

仅次于核武器的电磁炸弹，它真的存在吗？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
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
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有上車也有
下車的時候，不同站有不同的風景。無
論貧富貴賤、種族、職業，上至總統下
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
對終點做好生前計畫、以及該怎麼準備
身後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
趁早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
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
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
100萬人，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
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
現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生前計畫」。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
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
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
什麼 「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助
我們降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

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
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
後代子孫，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

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
方上演著，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
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
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
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
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
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
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
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
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
孫之間有差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
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
。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
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
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購買了預付的
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
，去使用這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
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
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
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
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
，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
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

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
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
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

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
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
前付款時，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
。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
為 2,000 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
漲了許多，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
價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
通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
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
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
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

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例如像:爸爸會
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材嗎？媽媽
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嗎？如
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多
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
先計劃，使家人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

內進行。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
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
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
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
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
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
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

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
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

禮應如何安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
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
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
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
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
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
受的心情。

推出優惠，僅在月底前有效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

園殯儀館和墓園(Memorial Oaks) 很高評
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意的風水寶地，

也是既有墓地、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
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

Memorial Oaks對大眾推出優惠，包
括高達 15%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
60 個月 0%利率，無需信用評估，還有
身前契約高達 10% Off 的優惠。這個優
惠折扣僅在本月底前有效，請立即致電
預約：吳玉玲 832-494-6710。Memo-
rial Oaks 地 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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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號 ， 香 港
警 方 突 然

施展橫手，毫無正當理據地逮捕了香港三名知名
活動人士，包括一名退休主教、一名大律師、一
名流行歌手、一名經己被囚禁在監獄中的前香港
立法會議員、一家法律援助組織的領導人。根據
香港警方所公佈的 「理據」所說，被捕人仕都是
因為涉嫌違反香港嚴格的國家安全法而需要接受
「調查」。

繼2019年席捲全香港的反政府抗議活動以及
一年後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此次逮捕是大舉鎮
壓民主進步港人的最新行動。自從 「國安法」強
行在香港實施以來，該

已有170多港人橫蠻被捕，囚犯超過一年，

仍未受審，向外宣稱 搜索更多有力證據，來
將被捕人仕繩之於法；有理無理地已經剝削
了當日示威抗議者的青春歲月，至今仍是被

迫囚禁在獄中，等待法院安排，關押候審。
今次警方的拘捕行動，乃逮捕了90歲的天主

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著名粵語流行歌
手、LGBTQ 維權人士何韻詩；立法會前議員、
律師吳靄儀。他們都是2019年成立的“612人道
支援基金”的信託人，該組織為因參加示威而被
捕的人提供資助。現年90歲的陳日君樞機主教一
直對香港的官方鎮壓持批評態度。

其實該基金己於去年關閉，目前卻被香港警
方之 「國安署」正在搜索証據，來佐證他們犯上
了 「勾結外國勢力罪」，因此而受到調查，這是
國家安全法下的一條罪名。但不要忘記，2019 年
“612人道支援基金”在香港成立與及開展協助
示威抗議港民之時， 「國安法」仍未來到香港。
因此香港警方在事後才以 「國安法」來加罪於港

人及其信託人仕，分明是強詞奪理，亳無公理可
言！外國政府挺身為被打壓的 「612 」信託人仗
義執言，又有何不可呢？

該基金的所有五名信託人都已被捕或已入獄
。同為該基金信託人的學者許寶強於週二被捕。
該基金的五人董事會成員中，還有因未經批准的
集結罪名而正在服刑的何秀蘭，她以前是立法會
議員。

612人道支援基金的名字來源於2019年席捲
香港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中的一個關鍵日期，該基
金表示，在關閉前它已收到超過3000萬美元的捐
款。其中，2700萬美元分發給了被捕的抗議者，
用於支付法律費用、保釋金、醫療費用、諮詢和
緊急經濟援助。

抗議活動始於一項允許向中國內地引渡的提
案，後來發展到要求更大的民主自由，以及對警
方使用武力的調查。超過一萬人被捕。該基金表
示，在被指控抗議相關罪名的2500多人中，它已

為2221人提供協助。
去年，警方宣布他們正在調查該基金是否可

能違反安全法。在一個合作夥伴組織關閉後，該
基金因無法獲得資金而關閉。

該基金的領導層包括一些香港最知名的活動
人士。

陳日君樞機曾任香港主教，長期以來，他一
直批評中國政府對宗教和言論自由的限制，以及
對香港日益嚴厲的鎮壓。他經常參加遊行，並且
依舊經常參加因抗議面臨指控者的審判。

人權倡導者周三譴責了對他的逮捕。
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松蓮在一份聲

明中說：“高齡90的樞機主教因和平活動被捕，
是為香港情況新低，凸顯近兩年來香港人權直線
墜落。”

梵蒂岡發言人馬泰奧·布魯尼說：“教廷關
切地獲悉了陳樞機被捕的消息，並正在密切關注
事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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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10 號 的大清早，就得知溪水也幽
咽的噩耗，中國的天王巨星的電影演員
秦怡於凌晨四時○八分去世。有說其出
生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卅一日，有說其出

生於同年二月四日，反正是真正地活足一百年了。中國
電影只有一百一十多年歷史，秦怡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電
影的見證人。

被稱為 「人民藝術家」和 「最美奮鬥者」的秦怡在上
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100歲。這個中國百年電影史的
見證者和耕耘者，走完了整整一百年的光影人生路。

1922年1月31日，秦怡出生於上海。1938年，16歲
的她從黃浦外灘走向抗戰的 「大後方」，經人介紹進入

中國電影制片廠當演員。此後80餘年的演藝生涯，她先後參演過
40餘部電影和電視劇。在中國多部著名的電影中，她是《鐵道游
擊隊》裡勇敢的芳林嫂，是《遙遠的愛》裡進步女性余珍；是《馬
蘭花開》裡堅毅的馬蘭，是《女籃5號》中樂觀的林潔……她將真
情實感灌注在每個角色身上，塑造了一個個經典的當代中國女性形
象。

她曾被譽為 「中國最美的女人」，大家尊稱她為 「女神」。上
海電影演員劇團團長佟瑞欣曾說： 「秦怡老師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就

是美，第二印象還是美。」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主席奚
美娟也曾說： 「她就是外表和內心在精神上有一種美的高度。」

關於 「美」，秦怡曾說： 「我不怎麼保養，也不關注自己美不
美。一個人長得怎麼樣、怎麼打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精神世
界，以及對待工作的態度。」

86歲時的秦怡，為四川地震災區捐出了畢生積蓄，93歲的她
自編自演自籌資金拍攝了電影《青海湖畔》，2019年97歲的她，
在華東醫院療養期間參演了公益電影《一切如你》。

幾十年來，秦怡獲獎無數。1983年獲得第一屆大眾電視金鷹
獎優秀女演員獎，1995年獲得中國電影世紀獎最佳女演員，2005
年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電影藝術家稱號，2009年獲得上海文藝
家終身榮譽獎及第18屆金雞百花電影節終身成就獎，2019年被授
予 「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上海文學藝術獎為秦怡頒發終身成就獎時的頒獎詞是： 「秦怡
始終活躍在大時代的洪流中，她像疾風中綻放的玫瑰，以歲月無法
改變的不老的美麗風采，感動著每一個中國人。」

1922年1月，秦怡出生於上海。她16歲開啟舞臺生涯，隨後
走上大銀幕。秦怡是我國文藝界公認的德藝雙馨藝術家，在她充滿
傳奇色彩的80餘載藝術生涯中，塑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
。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她先後出演《農家樂》《鐵道遊擊隊》
《女籃五號》《青春之歌》《摩雅傣》《海外赤子》等數十部影片
，在新中國電影藝術長廊留下濃墨重彩。美麗、優雅、堅韌、富有
正義感，是她特有的銀幕 「標識」，其中她在《鐵道遊擊隊》中扮

演的芳林嫂，成為銀幕
經典。

秦怡一生經歷坎坷
，但始終樂觀堅強。早
期她從封建大家庭出走
，踏上抗日救亡之路，
積極投身抗戰進步演藝
事業。在重慶時，她親
歷日軍大轟炸，是戰爭
倖存者之一。20 世紀
60 年代，她罹患癌症
，所幸治療及時，逐步
康復。她常說，自己是
從 「鬼門關」幾度 「走
回來」的人，更懂幸福
來之不易。

改革開放後，她仍
執著於影視創作。2014年，年過9旬的秦怡登上青藏高原，拍攝自
編自演的電影《青海湖畔》。片中塑造的氣象科學工作者梅欣怡的
藝術形象，寄託了她對工作、對生活、對祖國的無比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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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落的玫瑰」 秦怡辭世

中美同慶大熊貓抵美50周年
今年 2022 年，乃中國大

熊貓抵美 50 週年。美國華
盛頓國家動物園特別隆重地

舉行大熊貓抵美50週年的紀念慶祝活動。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應邀
出席，並發表演說。這位文質彬彬、笑容可掬的中國新大使，在致
辭中指出： 中國大熊貓從50年前的幾百隻增加到目前的1800多隻
，為地球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樹立了成功的榜樣。這也證明中美兩國
若能攜手努力，可以辦成不少有利於世界的大事。

秦剛強調：50年來，中美在大熊貓保護研究合作上不斷取得
可喜的成績。相信中美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像保護大熊貓一樣，
共同維護中美各領域合作並使它們結出更豐碩的成果，繼續造福
於中美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演說完畢，秦剛與身穿緣色旗袍的美國國家動物園女主管一起
，同為動物園為兩隻名叫美香和小奇蹟的大熊貓抵美50周年紀念
活動而特製的色彩繽紛的冰凍水果蛋糕上，插上翠綠的竹子、及寫

有50字樣，在人群熱情圍觀下，這一對熊貓歡天喜地地享用了一
頓以冷凍果汁、紅薯、胡蘿蔔和甘蔗精心製成的 「蛋糕」早餐。

回頭看一下歷史，上世紀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首
次成功地訪問中國，中國投桃報李，決定將珍貴的大熊貓，作為國
家禮物，送給美國。當年4月16日，大熊貓 「玲玲」和 「興興」抵
達首都華盛頓。 50年間，已先後有8隻大熊貓在該園中生活過。
而中國大熊貓亦成為美國人民最喜愛的動物，每逢佳節 假期，華
盛頓的美國國家動物園內，一定人頭湧湧，少長咸集，大家同來觀
看別緻可愛的中國大熊貓。

慶祝活動的當天，秦剛發表聲明，稱讚熊貓是中美兩國家 「友
誼的象徵」時， 「小奇蹟」熊貓的爸爸 「添添」(Tian Tian)坐在附
近咀嚼竹子，咀嚼聲大到現場收音收得清清楚楚。

16日的活動，不只慶祝1972年尼克森總統造訪中國歷史性之
旅簽下的協議，也強調全球大熊貓復育計畫成功，讓大熊貓得以擺
脫滅絕危機。

中 國 在 1972 年 4 月 16 日 送 給 美 國 兩 隻 大 熊 貓 「玲 玲」
(Ling-Ling)和 「興興」(Hsing-Hsing)，中美 「熊貓外交」從此展開
；尼克森當年則以一對麝牛回贈中國。 「玲玲」和 「興興」幾十年

來一直是動物園明星景點，只是熊貓懷孕非常棘手，它們生下的幼
崽都未能倖存下來。

但在 「美香」和 「添添」2000年抵達華府國家動物園後，這
對夫婦以人工授精方式，先後成功產下另外三隻幼崽：泰山、寶寶
和貝貝。根據美中協議，所有熊貓寶寶都在四歲時被送到中國。

後來， 「美香」在高齡22歲之際，於2020年8月產下 「小奇
蹟」，是美國最年長並成功分娩的的大熊貓，堪稱奇蹟；這也是現
在20個月大的 「小奇蹟」名字的由來。牠在COVID疫情期間出生
的消息，引發新一波 「熊貓熱」，動物園的熊貓視頻直播收視率更
飆升了1200%。動物園哺乳動物資深館長阿馬拉爾(Bryan Amaral)說
， 「這絕對是很難得的懷孕。」

華府國家動物園是美國擁有熊貓的三個動物園之一，另外兩家
是亞特蘭大動物園和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動物園。

與世界各地動物園達成的類似交換協議，有助於重振大熊貓種
群。1980年代，全球熊貓有1000多隻，目前全球有約1800隻野生
大熊貓。令中美兩國人民興奮的是：熊貓現在已不再被列入瀕臨滅
絕動物名單 了。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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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知网又一次陷入舆论风波，起因是

中科院公开表明“用不起”知网的服务。“续

订费用超千万，不堪重负而停用”的消息让知

网再次出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4月25日在

回复媒体网上留言时表示：已关注到各方面反

映的知网涉嫌垄断问题，正在依法开展相关工

作。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间，不少高校曾公

开表示“学校无法就续订价格与知网达成一致

”而停用知网，这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等知名高

校。然而，过不了多久，高校还是会重新启用

知网。

“要不起，离不开”，为何高校和科研单

位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知网又为何连年涨

价？ 知网屡屡陷入商业与道德的困境，又该何

解？

连中科院都用不起知网了

近日，一则“关于CNKI（知网）科技类期

刊和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无法正常下载的通

告”在网上流传，这则通告发布者为中科院文

献情报中心。“2021年，中科院集团CNKI数据

库订购总费用达到千万级别，该数据库高昂的

订购费用已成为中科院集团资源引进中的‘巨

无霸’”，该通告指出高昂的引进费用已成为

重要问题。

随后，该通告进一步说明，中科院和知网

方面就费用、订购模式展开积极讨论，但在多

轮艰苦谈判后，中国知网数据库依然坚持近千

万的续订费用，并且在成员数量、单家价格方

面条件相当苛刻。目前正考虑通过维普期刊数

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对CNKI数据库形成

替代保障。

据媒体报道，中科院图书馆某位负责落实

此事的老师证实，网传的近“千万级别”续订

费用和停用知网访问一事属实，中科院各大所

正积极应对后续影响。

4月19日，知网在其官方微信公开回应，

2022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对包括知网数据库

在内的国内外部分数据库采购模式进行调整，

由统一集中采购模式转变为有需求院所组团联

合采购模式，目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由各

院所选择订购内容，计划在近期签署协议。知

网还强调2021年度协议期满后，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与知网商定延长订购服务至3月31日。4

月1日后并未出现服务停止或中断情况，未来也

将继续提供正常服务。

一位中科院某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停用知网对理工科科研人员和学

生影响不大，这部分人员日常对知网的使用不

多。该人士指出，由于各院所自行选订内容，

他所在院所并无明确说法，采集与否没有敲定

。

一名中科院在读研究生则透露，的确有收

到通知，知网将会在21号就不能使用。不过自

己和身边同学使用知网并不多，因此影响也不

大。至于，知网所提到的后续可以继续使用，

该同学表示并不知情。

公开信息查询，中科院成立于1949年11月

，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

高咨询机构，据其官网显示，全院共拥有11个

分院、100多家科研院所、3所大学、130多个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正式职工约6.9万

余人，在学研究生约7.9万人。

这样一家拥有70多年历史，有最高学术机

构之称的科研院所因“价格”无法使用知网，

不免令人深思。

每年涨价，多所高校曾“停用”

事实上，过去十年间，知网的价格一直在

上涨，无奈之下“停用”的并非只有中科院一

家单位。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湖北、云南、

安徽和河北等地都曾出现过类似情况，高昂的

订阅费用已成为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重担”。

一所985高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

周刊透露，每年购买知网资源的资金确实很贵

，而且每年知网方面都想要涨价，价格很难谈

判。

早在2016年，北京大学就曾在官网发布停

用中国知网的通知：“由于数据库涨价过高，

图书馆目前正在全力进行2016年的续订谈判，

上一年度合同截至2016年3月31日，期满后数

据库商随时可能中断北大的访问服务”。当时

，多所高校都曾表示，对知网涨价的情况不满

，想要停用。知网方面则回应称，并未对任何

一家高校停止过服务，看到北大的声明才了解

到情况。

武汉理工大学同样也是在2016年曾在官方

微博发布相关声明，称2015年中国知网数据库

合同到期，由于续订价格离谱，谈判不成功。

武汉理工大学还指出，2000年以来，知网公司

对武汉理工大学的报价每年价格涨幅都超过10%

，2012年涨幅高达24.36%，从2010年到2016年

报价涨幅为132.86%，年平均涨幅为18.98%。

但不久后，北京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重新

订购并恢复开通中国知网数据。与知网公开

“翻脸”的各类高校、科研院所，无一不是重

复此类路径，但知网似乎并没有太大改观。那

么，知网到底贵不贵？

查询中国政府采购官网，今年以来，与知

网相关的项目公示有144条，最近的一条为2022

年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数字资源项目公示，

信息显示该学院采购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

据库，预算金额为41.5万。此外，北京大学续订

CNKI数据库成交公告显示，中标金额为65.459

万元。武汉理工大学则花费127.85万元采购知网

数据库，中南大学图书馆花费150万元采购。高

校与知网签订合同的方式相似，均采用单一来

源采购方式，期限为一年。

在合同中，对单一来源采购的解释为：中

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唯一提供方，对此

业务有丰富的经验，为保证学科建设工作的连

续性，确保学科建设取得良好效果，采取单一

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在相关合同中，高校所需要的服务一般涉

及三个层面，一是保证出版连续性，没有法律

纠纷；二是需要数据库的期刊及文献，比如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总刊种不

少于8200种，2022年预计出版的总文献量约达

259万篇，《中国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总量

不少于430万篇，其中当年出版不少于30万篇；

三是在技术层面，要求提升搜索效率等。

一位行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知网在

整个知识与学术领域举足轻重，在国内是学术

必备。虽说也有万方、维普等竞品，但从资源

数量、资源种类等来看，具有一定差异性。此

外，高校中用知网的学生占大多数，这也是高

校不得不去购买的一个重要原因。

50%毛利率的生意不好做？

据知网官网显示，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

知识生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

，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

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其董事长王明亮曾

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早在 1997 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电子杂志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王明亮，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学术期刊（光

盘版）》电子杂志社社长、知网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同时他也是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董事。

根据财报显示，2020年知网的主营业务收

入为11.6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为1.93亿元，毛利率为53.93%。2021年上半年，

知网的主营业务收入约为4.96亿元，毛利率也达

到了51.3%。其母公司2020年营收为259.07亿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02亿元，同比下

滑65.57%，目前，2021年全年财报还未有公布

，但其发布预告称，全年预亏16.8亿-19.8亿，主

要亏损原因为投资损失。

一位接近知网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知

网的生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按

篇定价，也就是说如果想从知网上下载论文，

那么就要相应地付费；另一类是机构，主要是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图书馆集体购买，这类采购

方约为1000所。

该人士指出，中科院大约有120多个所，每

个所都会有人使用知网，使用率相对较高。“一

个研究所每年使用量不亚于一个二本院校”，他

补充说道，“这种谈判无疑会比较困难。”

在问及知网为何连年涨价之时，该人士指

出，每年都有新增的文献，这部分会产生人力

、版权等成本，所以就会按照新增文献部分来

收取更新费用。他透露，知网的大量文献资料

需要数千人做标注，以此来完成检索。

去年底，89岁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

授赵德馨曾与知网打了长达8年的官司，中国知

网未经其同意，擅自转载其160多篇文章，最终

赵德馨全部胜诉，获得70多万赔款。天眼查法

律诉讼显示，知网共涉及千余条诉讼，案件总

金额达数百万元。其中，多涉及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和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

一方面是侵犯他人权益，另一方面是收取

高额费用。根据公开数据显示，赵德馨事件后

，知网对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的下载

费用都有所下降，硕士学位论文为7.5元/本，博

士学位论文为9.5元/本，此前硕士学位论文为15

元/本，博士学位论文为25元/本。然而给作者的

稿费依旧仅有几百元。知网长期陷入借鸡生蛋

、收费过高的质疑声中。

商业与道德的困境何解？

知网曾宣传，是中国最大的学术电子资源

集成商，其高校市场占有率为100%，坐拥6000

多万份文献、核心期刊收录率为99%。

在网络上，有不少人在质疑知网是否涉嫌

垄断。3月9日，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一司在回

复长江日报记者网上留言说：“市场监管总局

正在核实研究。”此前，在2021年12月16日，

对这一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给出的答

复是：“市场监管总局将予以核实研究。”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杜广普指出，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是有固定的条件的，一个是

要确定企业是否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另一个

是要确定企业是否可以控制产品服务价格，此

外还有潜在竞争者可否大量充分进入市场，买

方有无对抗力量等方面来判断。

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

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要看这家企业是否能够独自定

价并无需考虑市场反应。很显然，知网优势非

常明显。那么知网是否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构成一种不公平的高价，需要国家反垄断局

等相关权威部门予以认定。

“目前，知网对文献的整理、编撰以及提

供的搜索、下载服务需要消耗大量成本，但这

种成本和收费是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十分

重要”，翟巍指出，“目前在法律界，对知识

的看法出现分歧，因为知识本身具有社会公共

服务属性，一种观点倾向于免费，向全社会开

放，另一种是倾向于合理收费”。

当初知网建立时目标是实现全社会知识资

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如今，似乎陷入商业

与道德的困境。

“知网一再涨价，导致很多科研机构支付

不起相关费用，导致这些科研人员无法获得服

务。由于知网的价格制定并不具备一定的透明

度，且并无相关信息披露，长期下来会令外界

产生质疑”，翟巍补充道，“学术数据库垄断

不止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问题。”

1880年，创办于荷兰的爱思唯尔（Elsevier

），出版超2500种期刊，占全球学术论文出版

总量18%，引用占比25%，每年订阅费曾高达

1100万美元，曾引发美国大学系统的抵制，其

中不乏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知名院校。

那么如何解开这个死结呢？翟巍建议，要

将知网的服务分为基础服务和非基础服务，基

础服务免费，照顾到广大社会公众对分享和获

得知识的一般性需求，非基础服务可以进行差

别化收费，赚取利润。

翟巍进一步表示，知网虽有竞争对手，但

其影响力、市场份额和文献资源都有很大的优

势，其低价稿酬、频繁涨价等行为有可能触及

《反垄断法》的禁区。不过，一家企业是否涉

嫌垄断，需要相关部门来认定，涉及一定的程

序和流程。

中科院都用不起，知网缘何惹众怒？



2011年台灣出現《他們在島嶼寫作》

作家系列紀錄片開始，10年來，此系列已

經紀錄了近20位作家。 這系列文學紀錄

片以較高的預算、電影規格的拍攝，創造

出優異品質，平地一聲雷，寫下文學紀錄

片的新里程碑，創下熱映盛況，讓一般觀

眾透過影像重新認識純文學的美好，將冷

門的文學重新賦予火熱的生命。

這些年來，《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

導演之一林靖傑一直在思考，文學系譜中

被歸類到台派的作家中，也不乏非常優秀

的重量級作家，假如可以有一樣的電影規

格製作，相信這些被歸到台文領域的作家

會獲得更多人注意與認識，並重新獲得一

般觀眾的普遍肯定。在這樣的思維下，

《台灣男子葉石濤》應運而生。

三年多的製作期間，導演許卉林不只

研讀葉石濤的所有著作，連所有對葉石濤

相關的文學評論也儘可能都看過，深入了

解葉石濤的生活和作品，才得以紀錄他平

凡又極不平凡的生命。紀錄片也邀請了比

利 時 知 名 的 配 樂 家 福 多 瑪 （Thomas

Foguenne）為紀錄片配樂，2016年曾以《衣

櫃裡的貓》獲得第51屆金鐘獎最佳音效獎

，他為《台灣男子葉石濤》配上蕩氣迴腸

的音樂，讓影片充滿觸動人心的氣氛。

不只是一個文學家的紀錄，《台灣男

子葉石濤》也紀錄了同時代台灣作家的共

同命運，突顯出台灣作家的文學成就。林

靖傑表示希望本片將近千萬的製作費，與

高規格電影質感的呈現，可以為台文作家

的文學紀錄電影之製作樹立新的標竿，期

待後續將有後來者持續以影像耕耘台灣文

學領域，感動觀眾，進而豐富台灣文化。

葉石濤是台灣文學界指標性作家，人

稱葉老。出生於日治晚期，經歷過日治和

戰後兩個時代，十幾歲時便以日文寫作展

現才華。戰後，他成功克服語言轉換的困

難，持續寫作一生，與鐘肇政在文壇號稱

「北鍾南葉」。他的寫作生命，與台灣現

代史同起伏，歷經日本統治、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八九零年代社會運動、解嚴

、報禁黨禁解除、政黨輪替，也曾是白色

恐怖的受難者，入獄三年。在坎坷顛沛中

仍堅持寫作，但也曾讓他感嘆的表示「文

學是上帝給特定的人降下的天譴」。他目

睹同時代台籍作家抑鬱以終，決定為被淹

滅的他們發聲，洞見地以台灣主體意識寫

出《台灣文學史綱》，在文學史上首次將

台灣從附從的客體角色，提升為主體位階

，給予台灣作家新的定位與視角。

葉石濤一直默默耕耘台文文學，並非

是家喻戶曉的知名作家，更不是文化明星

，《台灣男子葉石濤》除了以台灣現代史

呼應葉石濤的生命史外，邀請文壇多位重

要文人受訪，像是雲門舞團創辦人林懷民

、李昂、李喬等人聊他們心中的葉石濤，

林懷民曾目睹他在困苦時刻，在炎熱簡陋

的老房子外，硬是找了塊小小地方埋頭寫

作；還有協助葉石濤編寫《台灣文學史綱

》的詩人曾貴海、鄭烱明、陳坤崙及評論

家彭金瑞等人回憶他在編寫此書的辛苦和

內心的爭扎。更以珍貴史料及影片再加上

文學學者及作家的訪談，建立起本片的脈

絡，讓觀眾可以透過紀錄片更清楚的認識

這位台灣文學家。

《台灣男子葉石濤》今天公布電影海

報和預告，海報由知名設計廖小子操刀，

由葉石濤的版畫肖像再加上片中邀請的年

輕藝術家詮飾葉石濤筆下的文字的影像，

配上彩度濃郁的色塊，成為一張充滿力量

的紀錄片海報。而從預告中也可以看見共

11位藝助術家詮釋葉石濤的文學作品，包

括莊益增、黃采儀、葉文豪合作演出舞台

劇《葫蘆巷春夢》，舞蹈劇場由鍾長宏編

舞，舞出《紅鞋子》和《牆》，舞蹈環境

劇場由蘇品文在北海岸跳出《西拉雅末裔

潘銀花》，藝術家吳識鴻製作出藝術動畫

詮釋《有菩提樹的風景》和《舊城—老人

》，藝術家戴開成及曾伯豪以落語呈現

《群雞之王》，攝影師林柏樑則是拍攝

《葉石濤肖像》。透過跨世代的藝術激盪

，重新發現並賦予葉石濤文學作品新生命

，文學揉合藝術，提高本片的可看性。

《台灣男子葉石濤》，預計6月17日

上映，更多電影資訊，請上華映官方臉書

粉絲團查詢：https://www.facebook.com/Yeh.

Shih.tao.ATaiwanMan

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
高規格拍攝台灣指標性作家葉石濤

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由《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之王文興《尋找背海
的人》的製作團隊拍攝，許卉林執導，知名導演林靖傑擔任監製。葉石濤是台文
界扛鼎的重要作家，經歷日治及抗戰時代直到2000年後，他的寫作生命，與台
灣現代史同起伏，除了小說、評論等文字創作，更撰寫了《台灣文學史綱》，是
確立台灣文學主體性的重要著作。《台灣男子葉石濤》以電影高規格全面紀錄一
位台灣文學領域的重量級作家，更集合11位年輕藝術家詮釋葉石濤的文學作品
，提升本片的可看性，透過影像讓更多觀眾認識台灣作家及台灣文學。

金 馬 導 演 楊 力 州 監 製 的

「怪咖系列」紀錄片，由隆中

向上教育基金會支持拍攝，車

庫娛樂發行，攜手新世代導演

，透過影像探討動保、同婚、

移工、教育等不同議題，由獲

得金穗獎最佳紀錄片《不排除

判決書》林皓申執導的《還孩

子做自己》（英文片名：Let

kids be kids），內容聚焦「還孩

子做自己行動聯盟」發起人李佳

燕醫師，她致力於打破社會對

「過動兒」的定見，認為應該要

實際理解這些孩子的需要，而非

輕易用藥「治療」他們。

談到本片的拍攝動機，林皓

申表示，他曾經幫人本教育基金

會拍過一部以過動兒為題材的紀

錄短片《無法自由飛翔的風箏》

（ 網 址 ： https://youtu.be/iyyRKt-

BWZY8），並因此結識了李佳燕

醫師，才有拍攝《還孩子做自己

》的想法。拍攝過程中，最讓他

印象深刻的部份，是李佳燕醫師

會花上兩到三個小時跟孩子進行

對談。「他們最後在李醫師的診

間都是溫和自在的，你會不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是過動的孩子，」

他說：「李醫師也只是嘗試著用

孩子的語言跟他們對話而已，但

這似乎在現代社會裡變成一件很

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以關懷「過動兒」為起點，

李佳燕醫師的理想是兒童人權，

希望社會大眾能正視孩子的需求

。林皓申認為，當國家面臨少子

化危機，卻只談經濟結構和如何

催生，而不去思考該怎麼對待孩

子，這是相當荒謬的。「我們把

李醫師放在怪咖系列，她的呼籲

在醫療體系跟教育體系面前都被

視為異類，但拍攝過程中許多時

候，我都覺得怪的不是李醫師，

真正奇怪的是這個社會。」

雖然《還孩子做自己》從片

名就點出要讓孩子「做自己」，

然而，林皓申強調，這部片並不

是要否認過動症的存在或反對藥

物。「這部片子在談我們可以

（或應該）怎麼看待孩子，因為

家庭或環境以及孩子各自的成長

差異所造成的學習成果落差，把

這些輕易地用病症去歸咎，是極

其草率的做法，」他說：「即便

是真正需要藥物治療的孩子，也

會需要父母和教育環境去進一步

的協助，而不是只靠藥物而已，

而更多的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藥

物，而是家庭及教育更多的關懷

理解和耐心。」

《還孩子做自己》內容描述

李佳燕醫師的診所下午都不看診

，她會把時間留給憂心忡忡帶著

孩子來求助的家庭，花一整個下

午的時間與孩子對話、聆聽和陪

伴他們。在她眼中，這些孩子都

是珍貴而獨特的生命，她不理解

為什麼這些孩子會是學校老師或

精神科醫師口中有「病」，需要

用藥物來治療的「過動兒」？

《還孩子做自己》將於5月27日

大銀幕上映。

《還孩子做自己》打破
對 「過動兒」 的定見！

反對輕易用藥的 「怪咖醫師」 李佳燕

去年爆紅的「羚羊CP」劉冠廷、陳庭妮

在《愛情發生在三天後》上演日劇純愛情節

，有親暱剪頭髮、雨中騎車等，演出大學生

時代青春無畏時刻、怦然無比的愛情悸動。

劉冠廷在該劇飾演和陳庭妮是在大學

時期是無話不談的好友，他對陳庭妮一眼動

心，但當陳庭妮嘗試在演唱會上確認兩人關

係，直球問劉冠廷：「你愛我嗎？」劉冠廷

卻回：「可以讓我思考三天嗎？」因此展開

兩人陰錯陽差的分別。多年後劉冠廷和謝沛

恩飾演的信真結婚，陳庭妮則是有一個由林

哲熹飾演的交往多年男友小畢，卻又在畢業

八年後的同學會上相遇，然而彼此身邊卻都

有了另個人，多年後的再度重逢，如該劇釋

出海報標語「愛是穿越，眾說紛紜的勇氣」

，真實面對內心的感情。剛順利產下寶寶的

孟耿如則飾演陳庭妮的閨密室友。

劉冠廷與陳庭妮皆自認是優柔寡斷的

人，可以理解劇中角色主動要追求愛情，

結果卻慘被打槍的心情。現實生活陳庭妮

自認對愛情更是龜毛，「有時候滿羨慕身

邊一見鐘情或認識幾天、幾週就能決定在

一起或閃婚的人，對我來說，會覺得哇～

好勇敢喔」！劉冠廷提醒觀眾在追劇時先

不要太快下定論：「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故

事，因為愛情裡面很難說對和錯！」陳庭

妮認為：「愛情故事長久一來這麼迷人，

是因為愛情沒有道理、沒有邏輯。」

過去多演出類型片和職人劇的劉冠廷

，首次挑戰愛情劇主演就獻給《愛情發生

在三天後》，「以為演感情戲比較輕鬆，

結果超累的」。他認為過去類型片都有特

殊的任務和目標，在演出愛情劇時反而覺

得很赤裸。幸好是和熟悉的陳庭妮與好友

施名帥搭擋。《愛情發生在三天後》即將

在六月播出。

與陳庭妮雨中騎車 「羚羊CP」 上演日劇純愛劉冠廷直呼：超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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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邵仲衡、翟
威廉、林柏希等人20日出席莊韻澄（Xe-
nia）開設的美容店開幕禮，莊韻澄透露與拍
檔合資6位數開店，雖然疫情下開業有冒險
成分，但她對前景滿有信心，預算在3個月
回本，更有計劃開分店。

莊韻澄表示新店租約在年初簽訂，不幸

即遇上疫情要停業，足足等了4個月才能開
業，其間只好靠申請政府補貼來支撐。問她
會否做生招牌吸引客人時，Xenia笑稱停業期
間有交出自己的身體讓店員練習按摩，感覺
自己像闊太一樣花了6位數享用美容療程，
笑稱按摩療程更令她的上圍升了兩級，但要
她替客人按摩就相信沒人夠膽嘗試。問到兒
子為何不來支持她開店，Xenia說：“仔仔因
為腸胃炎留在家休息，疫情期間也不會帶他
去人多的地方，怕他一直跟住我會不方
便。”

邵仲衡就慶幸疫情下仍有工作可做，早
前他到西班牙3個月為外國網上平台拍攝劇
集，表示當地民眾雖然已不用戴口罩，但他
與劇組仍會每天做檢測確保安全。而下月邵
仲衡會接拍導演黃浩然的新作，另外也有廣
告拍攝，他明白市道仍未回復到疫前的水
平，勉勵同業在咬緊牙關的同時，也要調節
好心態，保持身心健康。

◆◆吳婉芳吳婉芳（（左左））獲兒子邀請做健身獲兒子邀請做健身。。

◆◆何超瓊與胡智同在作品前合照何超瓊與胡智同在作品前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吳婉芳次子
胡智同20日在其中環開設的健身室為個人畫展
《胡智同：色彩的巡禮》舉行揭幕禮，全家總
動員現身撐場，包括有媽媽吳婉芳、兄長胡智
略和太太霍英東孫女霍詠盈、妹妹胡智晴。另
外，何超瓊亦百忙中前來捧場。

現年26歲的他希望將健身與藝術結合，待
畫展結束後，緊隨便是健身室正式開張，之後
都會預留一個公共空間不時更換不同的藝術
品，而在今次畫展作品中，當然少不了以家人
為對象，肖像畫中便有媽媽和妹妹的畫像。

問到會否考慮再為健身室開分店？胡智同
謂：“先做好這一間，打理一間店已是很大挑
戰。（媽咪會否來健身？）媽咪無要求，但我
有offer過她，她說會來，她平時都有跑步、游
水，但就沒有健身。（會以自己作生招牌？）
希望中心做生招牌多點，我之後都會在中心做
教練。（應該會吸引很多後生女來報名？）不
會，男的也不會，可能吸引媽咪級學生，哈！
哈！”

外形高大的他對在娛樂圈發展一點也沒興趣，
他說：“媽咪沒有反對，純粹自己覺得不適合，
還是專心做好健身室。”

現年54歲的茱莉亞羅拔絲今
次是以頒獎嘉賓的身份參

與康城盛會，20日她身穿黑色
連身褲裝、佩戴名貴珠寶登
場，而亮點則在胸前閃亮的黃
色寶石上。至於39歲的安妮夏
菲維，只化上淡妝，配合一把
深棕色長髮，以天然顏值及氣
質亮相，同樣搶眼，其優雅就
此從容不覺地展現出來。

李政宰首次執導贏盡掌聲
《Armageddon Time》 為

本屆康城影展的主競賽參賽片
之一，有份競逐最高榮譽金棕
櫚獎，而故事以上世紀八十年
代的美國紐約皇后區為背景，
以一名12歲猶太男孩的家庭出
發，引伸出倫理、種族及青少
年問題等議題。

另外，李政宰憑主演人氣
劇集《魷魚遊戲》而爆紅全
球 ， 他 首 次 執 導 動 作 片
《Hunt》也吸引大批傳媒採
訪，而該片在康城更是一票難
求。據悉該片斥資195億韓圜
製作，李政宰早在2013年就開
始構思劇本，之後花了4年的時
間創作劇本。由於受疫情影
響，再加上要遠赴泰國等多國
拍攝動作戲，導致多次停拍，
從去年5月拍到11月才完成。
今次亦是李政宰和鄭雨盛繼上
次合演《沒有太陽》後，超過
20年後才再度合作。

據悉當該片在康城首映完
結後，全場2,500名觀眾起立鼓
掌長達7分鐘，李政宰則以英、
法、韓三國語言向現場觀眾致
謝，並擁抱鄭雨盛慶賀。

香港文匯報訊 第75屆康城影展日前揭幕，繼人氣巨星湯告魯斯

（Tom Cruise）亮相後，奧斯卡金像影后茱莉亞羅拔絲（Julia

Roberts）20日亦出席安妮夏菲維（Anne Hathaway）新片《Ar-

mageddon Time》的首映禮，原來茱莉亞入行三十多年以來，令次

只是第二度亮相康城影展，絕對稱得上是稀客。而李政宰首次自導自演的動作片

《Hunt》亦入選影展的午夜放映單元，他與好友鄭雨盛齊踏上新片的首映禮紅地毯。

茱莉亞羅拔絲
罕見現身康城 安妮夏菲維安妮夏菲維

紅地毯展現優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湯告魯斯
（阿湯哥）的新片《壯志凌雲：獨行俠》19日
晚在倫敦舉行盛大首映禮，威廉王子與妻子凱
特王妃亦盛裝參與盛會，阿湯哥在紅地毯上牽
起凱特的手，協助身穿長裙的凱特上階梯，大
顯紳士風度。

這一幕有趣互動被攝影師捕捉下來，一名
網友在推特上說：“湯告魯斯今晚真是一名完
美的紳士！”

凱特當晚身穿露肩的黑白洋裝，搭配閃耀
的鑽石耳環，讓許多王室粉絲讚美凱特實在
“太美了”。和妻子穿着搭配的威廉王子，則
是穿上一身量身定製的燕尾服。

至於該片的演員米爾斯泰勒（Miles Tell-
er）、珍妮花康納莉（Jennifer Connelly）和
鍾咸美（Jon Hamm）也出席盛會。而與阿湯
哥因合作拍此片傳出緋聞的Hayley Atwell亦以
一襲黑色露腰長裙登場，展示結實腹肌。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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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作
倫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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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王
妃
大
顯
風
度

“疫境”投資美容店 莊韻澄充滿信心

黎
淑
賢
被
豹
貓
抓
傷
入
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前亞姐黎淑賢（Bonnie）對
家中所養的兩隻愛貓寵愛有加，
但她萬料不到會被愛貓襲擊，以
致傷痕纍纍，不過她仍抱着樂觀
態度，愛心爆棚的她並沒有怪責
貓貓，只視為“520 愛的烙
印”。

在“520我愛你”浪漫的日
子，黎淑賢在凌晨時分於社交平
台放上多張受傷照片，相中她的
手、腳、耳背都有血痕，以及給
醫生處理傷口，原來她是被去年
6月收養的豹貓“Moser”襲擊，
她透露受傷經過：“見Moser咁
可愛跟我入廚房，咪抱住你囉，
原來你咁怕鑿冰聲音，你嘅驚恐
令我全身差不多體無完膚，冇嘢
㗎主子，奴才唔會嬲你㗎。”

黎淑賢自言心口的傷口是最
深，亦已到醫院打破傷風針，最
慶幸是不用縫針，多處傷口經過
包紮便可以回家，但處理過程上
痛得她要命，最後埋單費用是二
千多元，雖然破財又受傷，愛貓
如命的她依然很疼錫Moser，寫
上“媽媽好愛你”。

豹貓本身是受保護野生動
物，根據香港法例，捕捉或管有
任何受保護本地野生動物或其部
分，必須預先向漁護署申請特別
許可證。

次子中環畫展揭幕 吳婉芳偕家人撐場

▶ 黎淑賢手掌傷痕
清晰可見。

▲黎淑賢受傷但無怨。

◆◆莊韻澄新店開幕莊韻澄新店開幕，，邵仲衡前來支持邵仲衡前來支持。。

◆ 茱莉亞羅拔絲出席康城
影展擔任頒獎嘉賓。

◆安妮夏菲維亮相紅地毯，仙氣逼人。

◆ 鄭滿植、李政宰及鄭雨盛穿上整
齊禮服在康城亮相。

◆ 左起：安
妮夏菲維、
導演 James
Gray 及美國
影 星 Jere-
my Strong
現身康城。

◆◆湯告魯斯與王妃凱特牽手成為全場焦點湯告魯斯與王妃凱特牽手成為全場焦點。。

◆◆ 湯告魯斯的緋聞女友湯告魯斯的緋聞女友HayleyHayley
AtwellAtwell展示出色身材展示出色身材。。



哈里斯縣複選投票日下周二舉行哈里斯縣複選投票日下周二舉行
華人進軍美政界在此一役華人進軍美政界在此一役，，請抓緊機會投票請抓緊機會投票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前市議員關振鵬及有休士頓前市議員關振鵬及有 「「休士頓中國城市長休士頓中國城市長」」 稱號的李雄稱號的李雄，，在提前投票期間在提前投票期間
，，聯合為新劃出的德州州議員聯合為新劃出的德州州議員7676選區民主黨參選人選區民主黨參選人Dr. Suleman LalaniDr. Suleman Lalani ，，舉行一場支持及造勢活舉行一場支持及造勢活
動動。。Dr. Suleman LalaniDr. Suleman Lalani 為四位同黨競選對手中初選最高得票者為四位同黨競選對手中初選最高得票者，，不過必須在這次不過必須在這次run offrun off 中於中於2424

日投票日贏得最後勝利日投票日贏得最後勝利，，以代表民主黨參加以代表民主黨參加1111月期中選舉月期中選舉
，，角逐角逐7676區議員席位區議員席位。。

Dr. LalaniDr. Lalani 原籍巴基斯坦原籍巴基斯坦，，他在哈佛及哥倫比亞大學接受他在哈佛及哥倫比亞大學接受
醫學院教育醫學院教育，，也在貝勒醫學院完成訓練也在貝勒醫學院完成訓練，，已在休士頓行醫已在休士頓行醫
二十年二十年。。身為亞裔移民身為亞裔移民，，新劃設的新劃設的7676選區福遍範圍內選區福遍範圍內，，也也
有眾多亞裔居民有眾多亞裔居民，，Dr. LalaniDr. Lalani 努力也期待與更多的亞裔選民努力也期待與更多的亞裔選民
交流交流。。

身為醫師多年身為醫師多年，，Dr.LalaniDr.Lalani 的最主要政見的最主要政見，，就在於對醫療就在於對醫療
體系的改革體系的改革。。他表示美國有全球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及技術他表示美國有全球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及技術
，，但是一般人民經常並不能非常順利地接受醫療服務但是一般人民經常並不能非常順利地接受醫療服務。。他他
指出目前德州已經是擁有最多無健保民眾的州指出目前德州已經是擁有最多無健保民眾的州，，所以他希所以他希
望進入州議會就此議題貢獻自己力量望進入州議會就此議題貢獻自己力量。。Dr. LalaniDr. Lalani 提出要擴提出要擴
大大MedicaidMedicaid 及及CHIPCHIP 的範圍的範圍，，並且主張降低處方藥價格並且主張降低處方藥價格；；
其他他的主要政見包括致力使受疫情影響的家庭及中小企其他他的主要政見包括致力使受疫情影響的家庭及中小企
業業，，由經濟危機中恢復由經濟危機中恢復；；以及加強德州供電網路以及加強德州供電網路，，避免寒避免寒
災引發的大停電造成的嚴重損失災引發的大停電造成的嚴重損失。。

李雄及關振鵬在造勢活動中也都表示李雄及關振鵬在造勢活動中也都表示，，亞裔社區必須要亞裔社區必須要
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才能在社會上持續擴大影響力才能在社會上持續擴大影響力。。一定一定
要投票表達自己意見外要投票表達自己意見外，，更應該主動關注亞裔參選人更應該主動關注亞裔參選人，，讓讓

他們代表亞裔社區發聲他們代表亞裔社區發聲。。7676選區內有許多亞裔登記選民選區內有許多亞裔登記選民，，希望大家支持希望大家支持Dr.LalaniDr.Lalani，，讓德州州議會讓德州州議會
多一位亞裔州民的代表多一位亞裔州民的代表，，傳遞亞裔人士的意見及主張傳遞亞裔人士的意見及主張。。55月月2424日就是投票日日就是投票日，，希望大家踴躍投票希望大家踴躍投票
，，選出最理想的代言人選出最理想的代言人。。

關振鵬、李雄為Dr. Lalani 醫生助選造勢 他將與四位同黨對手角逐76區議員席位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這次選舉，因
年輕、希望、有活力的周浩恩（Ben Chou )參
選哈里斯縣第四區的區長而高潮叠起。以一
位年僅31歲的年輕人去挑戰有30年從政經驗
的 Lesley Briones 的確是不容易。但周浩恩以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明知不可為而

為之，的確是鼓舞人心。根據5月16日至5月
20日的投票情形看來，周浩恩應該稍有領先
。但整體投票率仍偏低。根據記者本周三去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投票時的觀察，
華人前往投票的不多，而且該中心非常體貼
華人，看您是華人，出來的全是中文選票，
即使不諳英文的老人家也能參與投票，不到
二、三分鐘，就完成投票程序，實在太過癮
了。

下周二（5月24日）的投票，將會有決定
性的影響。Ben要贏得這次選舉，需要有9000張票。而在Ben的選區內，
華人約有6000張票。目前已知大約有300張華人的票投給Ben， 懇請大家
珍惜手中的一票，在下周二（5月24日）踴躍投票支持Ben Chou。
文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對記者表示：這種選舉的事，文化中心不方便主動
參與，因為縣政府有他們的規劃。一直到上周四，哈里斯縣才與他們聯絡
，希望在5月24日的正式投票日，在文化中心設一投票點。因此，文化中
心把該中心西面大門入口進入，左邊的 「乒乓球館」的獨立建築，設為5
月24日 「正式投票日」的投票所。當天在中國城附近的主要投票站，除

（一）文化中心，9800 Town Park Dr. 外，還有（二）Tracy Gee Commu-
nity Center,3599 Westcenter Dr. 及（三 ）Bayland park, 6400 Bissonnet St.

這次周浩恩爭取複選的哈里斯縣第四區的區長。該縣區長的責任：包
括他每年能運用的預算在三億至五億美元，這些錢用在治安、道路、防災
、亞洲藝術、及總體規劃發展。該區亞裔就佔了13%。這裡有中國城、小
西貢、韓城和印度區等，三十多年來都沒有亞裔的選手出來。亞裔應有話
語權。請該區內所有的華人都抓緊時間，出來投票。初選到本周五為止，
正式投票日在5月24日（下周二）。華人後代日後在美國政界爭一席之地
就在此一役，請大家把握機會，儘快出來投票。

圖為文化中心圖為文化中心55月月2424日的投票所日的投票所，，為由該中心西面此大為由該中心西面此大
門進入門進入，，左邊的這棟建築即是左邊的這棟建築即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Dr. LalaniDr. Lalani 醫生醫生（（前排中前排中 ））在關振鵬在關振鵬（（後排左四後排左四）、）、李雄李雄
（（後排左三後排左三））的召集下的召集下，，與支持者合影與支持者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Dr. LalaniDr. Lalani 醫生醫生（（右二右二 ））與幫助他助選造勢的華人社區領袖與幫助他助選造勢的華人社區領袖
李雄李雄（（左一左一）、）、關振鵬關振鵬（（右一右一））與他的大幅競選海報合影與他的大幅競選海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Tracy GeeTracy Gee 和和 Bayland parkBayland park 投票所和義投票所和義
工或投票給工或投票給BenBen的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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