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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A, Japan, July 8 (Reuters) - Former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he longest-serving leader of 
modern Japan, was gunned down on Friday while 
campaigning for a parliamentary election, shock-
ing a country where guns are tightly controlled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lmost unthinkable.

Abe, 67, was pronounced dead around five and a 
half hours after the shooting in the city of Nara. 
Police arrested a 41-year-old man and said the 
weapon was a homemade gun.

“I am simply speechless over the news of Abe’s 
death,” Prime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be’s 
protege, told reporters.

Earlier, as Abe still lay in hospital where doctors 
tried to revive him, Kishida struggled to keep his 
emotions in check.

“This attack is an act of brutality that happened 
during the elections - the very foundation of our 
democracy - and is absolutely unforgivable,” he 
said.

Abe had been making a campaign speech outside 
a train station when two shots rang out. Security 
officials were then seen tackling a man in a grey 
T-shirt and beige trousers. read more

“There was a loud bang and then smoke,” busi-
nessman Makoto Ichikawa, who was at the scene, 
told Reuters. “The first shot, no one knew what 
was going on, but after the second shot, what 
looked like special police tackled him.”

Kyodo news service published a photograph of 
Abe lying face-up on the street by a guardrail, 
blood on his white shirt. People were crowded 
around him, one administering heart massage.

Abe was taken to hospital in cardiopulmonary 
arrest and showing no vital signs. He was declared 
dead at 5:03 p.m. (0803 GMT), having bled to 
death from deep wounds to the heart and the right 
side of his neck.

He had received more than 100 units of blood in 
transfusions over four hours, Hidetada Fukushi-
ma, the professor in charge of emergency medi-
cine at Nar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old a 
televised news conference.

Police said the gunman had admitted to shooting 
Abe with a handmade firearm he had fashioned 
out of metal and wood.

Media reported his name as Tetsuya Yamagami. 
Police said he was a Nara resident who worked at 
Japan’s Maritime Self-Defence Forces for three 
years but now appeared to be unemployed. They 
were investigating whether he had acted alone.

Investigators found “several” other handmade guns 
at his one-room flat in Nara city, police added.

The suspect said he bore a grudge against a “spe-
cific organisation” and believed Abe was part of 
it, and that his grudge was not about politics, the 
police said, adding it was not clear if the unnamed 
organisation actually existed.

FLOWERS LAID
Members of the public laid flowers near the spot 
where Abe fell. TV Asahi reported that Abe’s body 
would be transferred to his Tokyo home on Satur-
day.

It was the first killing of a sitting or former Jap-
anese leader since a 1936 coup attempt, when 
several figures including two ex-premiers were 
assassinated.

General view after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as apparently shot during an election 
campaign in Nara, Japan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tends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Danang, 
Vietnam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lies 
on the ground after apparent shooting during an 
election campaign in Nara, Japa
Post-war Japan prides itself on its orderly and open-

democracy. Senior Japanese politicians are accompanied 
by armed security agents but often get close to the public, 
especially during political campaigns when they make 
roadside speeches and shake hands with passersby.

In 2007, the mayor of Nagasaki was shot and killed by a 
yakuza gangster. The head of the Japan Socialist Party was 
assassinated during a speech in 1960 by a right-wing youth 
with a samurai short sword. A few other prominent politi-
cians have been attacked but not injured.

Two years since stepping down, Abe had remained a dom-
inant presence over the ruli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controlling one of its major factions. read more

Kishida, who won the premiership with Abe’s backing, 
said the LDP would continue election campaigning on 
Saturday to demonstrate its resolve to “never give in to vi-
olence”, and to defend a “free and fair election at all cost”.

‘STUNNED, OUTRAGED’
“I am stunned, outraged, and deeply saddened by the news 
that my friend Abe Shinzo,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Ja-
pan, was shot and killed while campaigning,” U.S. Presi-
dent Joe Biden said in a statement.

“This is a tragedy for Japan and for all who knew him... He 
was a champion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our nations an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people.” read more

The United States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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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son prays next to flowers laid at the site where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as shot, near Yamato-Saidaiji station in Nara, western 
Japan, July 8. REUTERS/Issei Kato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makes a statement at Downing Street in London, July 7. 
Johnson announced he would quit as prime minister after he dramatically lost the support of his 
ministers and most Conservative lawmakers, but said he would stay on until his successor was 
chosen. REUTERS/Henry Nicholl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wards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to U.S. Olympic gymnast 
Simone Biles during a ceremony in the East Room at the White House, July 7. REUTERS/
Kevin Lamarque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lies on the ground 
after an apparent shooting 
during a campaign rally for the 
Upper House election, in Nara, 
western Japan, July 8. Kyodo 
via REUTERS

Cattle traders and custom-
ers crowd the Al-Manashi 
livestock market, ahead 
of the Muslim festival of 
sacrifice Eid al-Adha in 
Embama district on the 
outskirts of Giza, Egypt, 
July 7. REUTERS/Amr 
Abdallah Dalsh

A tricycle is seen near the scene 
of a mass shooting at a Fourth of 
July parade route, in the Chi-
cago suburb of Highland Park, 
Illinois, July 4. REUTERS/Max 
Herman

Some users on social
media have called for a
national boycott over
the rising gas prices.
As oil prices are
gradually falling,
protestors called on all
the people to boycott
and hopefully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gas
even more. Since a
video was posted
online, the price of
gasoline has steadily
come down. This week
the price has come
down to $4.80 per
gallon from $5.01.

According to the AAA,
on Tuesday, California
has the most
expensive oil price
nationally at $6.24,
followed by Hawaii at
$5.62 and Nevada at
$5.51.

The surging prices
have been largely
attributed to limited
production in the U.S.
and at foreign
refineries this summer
as well as being
impacted by the war in

Ukraine.

President Biden has
taken steps to order

the release of an extra
one million barrels of
oil per day from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He
also called on
Congress to suspend
the gas tax which
would save drivers
almost 20 cents per
gallon, but Congress
has not yet moved to
suspend the gas tax.

To be honest, the rise
in oil prices is really
just the administration’
s excuse because price
increases are across
the board and
everything has been
driven up.

We have seen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is raising the interest
rate to curb inflation,
but it does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an economic
recession.

The impact of
Covid -19 and the war
in Ukraine are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price increases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We really don’t want
to see turmoil in the
world, but it seems that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are really
only luxuries that for
now are out of reach.

0707//0707//20222022

Gas Prices Slide Across The NationGas Prices Slide Across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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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With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pan-
demic likely to linger for years, self-care 
is not a luxury but a public health neces-
sity. Focusing on mental wellness is a 
collec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third 
and fourth waves of COVID-19 surge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highly vacci-
nated countries are cautiously reopening, 
breathing more freely, hopeful in early in-
dications that inoculation will keep virus 
and variants under control. As we look 

-
porting and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pandemic, nearly half of US 
adults reported symptoms of anxiety or 

-
ly consistent, up from one in 10 who re-
ported these symptoms from January to 
June 2019. In France, cases of depression 
doubled. We can see similar mental health 

concerns growing worldwide. It’s dis-
proportionately affecting young adults, 
people of color and essential work-
ers, even people without prior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Lockdowns have also 
limited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ser-
vices, creating backlogs in care. Not to 
mention the remote working lifestyle 
we have been in for more than a year 
now, which often creates feeling of 
being disconnected from colleagues, 
even when connected technologically 
to them.

The pandemic has 
put mental health 
and wellness into 
sharp focus. It’s 
reassuring to see 
many initiatives 
doubling down 

on mental-health awareness now: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the UK’s Royal Family and the 
Global Self-Care Federation are just a 
few among many others that have cham-
pioned it as a priority and have undertak-
en large-scale public service campaigns 
to destigmatize symptoms and raise 
awareness of available solutions. Taking 
care of mental health is good for individ-
uals and good for public health systems 
in the future, as early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helps keep many people out 
of more burdensome clinical settings.
Insomnia is one example that comes to 
mind, a condition that has grown up-
wards of an estimated 20% since the 
pandemic.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healthcare communities, we can help 
raise awareness of insomnia’s reper-
cussions on overall mental and physical 
wellness. Over-the-counter medicines 
can help support people in their manage-
ment of early sleep issues. 

Non-medicinal solutions also exist: for 
example, Music Care, a research and 
digital program for patient care through 
music, has been clinically proven to nat-
urally reduce both alertness and the need 
for sedation among hospital patients, de-
creasing heart rate and respiratory rate, 
promoting relaxation and sleep.
There’s much more we can do with the 
mental health community to support im-
proved sleep as just one small part of 
the solution. The pandemic has spurred 
many people to pay better attention to 
their health with increased everyday 
physical activity for some, and for oth-
ers, an improved diet with more home-
cooked meals. Yet we know good habits 
are sometimes hard to keep up: Accord-
ing to one study, 70% of adults under 
40 say they believe they are performing 

their doctors and pharmacists say their 
patients aren’t doing enough. We can 
close this gap with better preventive 
mental wellness efforts and more self-
care, areas that had already begun to 
gain attention even before the pandemic. 

Beyond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mental 
health, it’s about taking concrete action 
and correspondingly providing appro-
priate resourcing and building a support-
ive ecosystem. During the World Health 

worsened mental health worldwide from 
COVID-19 a “mass trauma” and con-
sequently adopted a decision endorsing 
an update to the WHO’s 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 It will include forums on 
suicide prevention, workplace mental 
health,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men-
tal health of children, mental health 
across the life course, and the involve-
ment of people with lived experience of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More self-care is also about improved 
access to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broader 
population. Due to the accelerated digi-
tal transformation hastened by the pan-
demic, internet platforms have become 
key levers for empowered self-care.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including men-
tal wellness-related ones, seek support, 
assess options and get solutions. Incred-
ibly accessible, putting information lit-

-
nels provide peopl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manage their health – to self-care – in 
a more effective way, without taking 
away resources from the frontline. The 
development of teleconsultation in med-
icine, the evolution of click and collect 
and home delivery by e-pharmacies is 

putting the pharmacist at the centre of 
population health, more and more play-
ing the role of health counsellor. 

Today, there is a need to extend these 
services to people experienc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especially when phar-

of contact. Pharmacists have a signif-
icant role to play if we make mental 
health for all a global reality. That said, 
not all mental wellness can be managed 
with self-care alone; but multipl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creening and early pro-
fessional intervention will prevent more 
severe conditions from setting in fol-
lowing major trauma. Individuals can be 
their own strongest advocates, with gov-
ernments, industry and patient groups 
each playing a role in strengthening true 

is it important to recognize mental health 
risks, but we also need to stay in tune to 
identifying symptoms, take courageous 
steps to self-care, and engage with the 
right solutions. Together, we can solve 
the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we’ll still 
face even after COVID-19 is under con-
trol. (Courtesy 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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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Points
With mental health symptoms surging during the pandemic, nurturing 
mental wellness has become a collec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arly diagnosis and self-care can help manage the progression of mental 
illnesses and reduce healthcare costs.
•Great self-care means expanding the range of mental-health service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he Global Pandemic Has 
Made Mental Well-Being
A Public Health Priority

(Photo Illustration/Thomas Levinson/The Daily 
Beast/Getty) 
By early June cases and deaths were near their pandemic 
lows. Then came BA.4 and BA.5. The grandchildren of 
the basic Omicron variant that first appeared in the fall of 
2021, BA.4 and BA.5 both feature a trio of major muta-
tions to their spike protein, the part of the virus that helps it 
to grab onto and infect our cells.
Eric Bortz, a University of Alaska-Anchorage virologist 
and public-health expert, described BA.4 and BA.5 as 
“immunologically distinct sublineages.” In other words, 
they interact with our antibodies in surprising new ways.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
trol—the European Union’s answer to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labeled BA.4 and 
BA.5 “variants of concerns” back in mid-May. Two 
weeks later the two new subvariants began the gradual 
process of overtaking older forms of Omicron in the 
U.K. That’s when cases began increasing again. It doesn’t 
help that the U.K. like most countries—China is a big 
exception—has lifted almost all restrictions on schools, 
businesses, crowds and travel. Those restrictions helped to 
keep down cases, but were broadly unpopular and came 
at a high economic cost.

“There’s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actuality of how infec-
tions are happening… and how people are deciding not 
to take very many precautions,” John Swartzberg, a pro-
fessor emeritu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vacci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old The Daily Beast. He described it as “COVID 
fatigue… 10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ust 
have it by now.”

The combination of a fully reopened economy and new 
COVID subvariants had an immediate effect. The U.K. 
Health Security Agency registered 62,228 new infections 
in the week ending June 10, a 70 percent uptick over 
the previous week. COVID hospitalizations grew more 
slowly over the same period, spiking 30 percent to 4,421. 
COVID fatalities actually dropped, however—sliding 10 
percent to 283. Deaths tend to lag infections by several 
weeks, of course, so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if the 
death rate flattens or bumps up later this month or early 
next month.
But it’s possible it won’t. Yes, BA.4 and BA.5 are more 
transmissible, owing to that mutated spike protein.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y’re going to kill a lot of people. 
Despite their unusual qualities, it could be that BA.4 and 
BA.5 aren’t actually more dangerous than previous sub-
variants. Bortz sketched out one possibility, that BA.4 and 
BA.5 are “immune-evasive enough to infect, but gener-
ally not evasive enough to counteract acquired immunity 
from vaccines and/or prior infection.”

Of course, immunity varies from community to com-
munity, country to country. The U.K.’s 67 million people 
have, for their part, built up pretty serious immunity over 
the past two-and-a-half years.
Tens of millions of U.K. residents have natural antibodies 
from past infection. 87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fully 
vaccinated. 68 percent is boosted. All those antibodies 
might not prevent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but they do 
tend to prevent serious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How bad 
the current surge in cases gets depends to a great extent 
on the durability of those antibodies. Immunity, whether 
from past infection or vaccines, tends to wane over time. 
But how fast it wanes, and to what effect, is unpredictable. 
It’s possible widespread immunity holds and the swelling 
BA.4 and BA.5 wave in the U.K. crests in a few weeks 
without making a whole lot more people sick—or killing 
them. That’s the best-case scenario given the lack of politi-
cal will, and public support, for a new round of restrictions. 
“If higher cases would not lead to significant disease or 
deaths, then we may be able to live with this virus,” Mi-
chael said.
The worst-case scenario is that BA.4 and BA.5 prove 
more capable of evading our antibodies than experts cur-
rently anticipate. Keep an eye on the hospitalization stats. 
If COVID hospitalizations start increasing in proportion 
to the growth in cases, it’s a sign the new sublineages are 
dodging our hard-won immunity.

In that case, a big spike in deaths is sure to follow. That 
could be a big red flag for the Americas. COVID variants 
tend to travel from east to west, globally. New variants 
and subvariants tend to app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ew 
weeks after becoming dominant in the U.K. At present, 
BA.4 and BA.5 account for just a fifth of new cases in 
the U.S. Expect that proportion to increase. The problem 
for Americans is that they’re much less protected than 
Britons. Yes, Americans have a lot of antibodies from past 
infection, but they’re also a lot less likely to be vaccinat-
ed—and even less likely to be boosted. Just 67 percent of 
Americans are fully vaxxed. A little over a third of the U.S. 
population has gotten a booster.
So if BA.4 and BA.5 end up causing a surge in deaths in 
the U.K., they’re likely to inflict an even greater death toll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Ocean. “We’re sort of in 
this zone now, betwixt and between,” Swartzberg said. 
“It’s unclear which way things are going to go.”
COVID-19 cases are increasing again in the United 
Kingdom, potentially signaling a future surge in inf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 pair of new 
subvariants of the dominant Omicron variant—BA.4 
and BA.5—appear to be driving the uptick in cases in 
the U.K. Worryingly, these subvariants seem to partial-
ly dodge antibodies from past infection or vaccination, 
making them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other forms of the 
SARS-CoV-2 virus.

There are also some suggestions that the new subvariants 
have evolved to target the lungs—unlike Omicron, which 
usually resulted in a less dangerous infection of th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But there’s good news amid the bad. 
While cases are going up in the U.K.,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re increasing more slowly or even declining so far. 
“This could mean higher transmissible variants, BA.4 or 
5, are in play, [and] these variants are much less severe,” 
Edwin Michael,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Center for Glob-
al Health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told The Daily Beast.
The trends could change, of course, but the decrease in 
deaths is an encouraging sign that, 31 months into the pan-
demic, all that immunity we’ve built up–at the cost of half 
a billion infections and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vaccines—is still mostly holding. As far as COVID goes, 
things were really looking up in the U.K. until recently. 
COVID cases steadily declined from their recent peak of 
89,000 daily new infections in mid-March. Deaths from 
the March wave peaked a month later at around 330 a day. 
(Courtesy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

Related      
The COVID Variant That Could Define Your Summer

Photo Illustration by Luis G. Rendon/The Daily 
Beast/Getty
There are signs a new wave of COVID is building. BA.2, 
a more contagious cousin of the dominant BA.1 subva-
riant of the Omicron variant of SARS-CoV-2, has been 
spreading fast in Europe and China in recent weeks. Now 
it’s starting to show up more frequently in samples of 
waste water in major American cities, including Atlanta, 
New York City, Chicago, and Seattle, according to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warning signs come as most of the U.S. and Europe drop 
the last few major restrictions on business, travel, school-
ing, and public gatherings. Stores and restaurants are fully 
open. Concerts and other events are back on. Mask man-
dates are disappearing. Mitigation efforts ending at the 
same time cases are increasing might seem like a recipe 
for disaster. But don’t panic—at least not yet. We’re prob-
ably reasonably ready for BA.2, even without a bunch of 
public-health mandates. Whether we’ll be ready for what-
ever comes after BA.2… well,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I’m not necessarily at the level of being worried right 
now, but this is something to watch because BA.2 is even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BA.1,” Cindy Prins, a University 
of Florida epidemiologist, told The Daily Beast.
Experts disagree on just how much more transmissible 
BA.2 is, compared to BA.1. Some say 30 percent more. 
Others, 50 percent more. In any event, it’s all but inevita-
ble that the subvariant will outcompete other forms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become the dominant variant in the 
U.S. More than two years into the pandemic, the march 
of new variants and subvariants, once they first appear, is 
pretty predictable. “The trend in Europe has been three-
to-six weeks ahead of us, five waves of COVID-19 and 
counting,” Eric Bortz, a University of Alaska-Anchorage 
virologist and public-health expert, told The Daily Beast.
Mark your calendar. Around half of European countries 
registered increases in new COVID cases in the past 
week—almost all of them BA.2. At the same time, Chi-
nese authorities have locked down the city of Shenzhen, 
near Hong Kong, after detecting a surge in infections 
that experts attribute to the new subvariant. Now proj-
ect a month or so into the future. BA.2, with its elevated 
transmission rate, could be dominant in the U.S. in early 
summer, Edwin Michael,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Cen-
ter for Global Health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told The Daily Beast. That 
chimes with Bortz’s prediction of a six-week delay be-
tween European and U.S. COVID surges.

People wearing face mask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walking in El Pos-
tiguet beach of Alicante as COVID-19 cases are 
increasing in Spain. (Photo/Marcos del Mazo/
LightRocket via Getty)
Whether BA.2’s coming takeover in America will drive 
major increases in the metrics that really matter—serious 
illness, hospitalizations, deaths and long COVID—is an 
open question. Surveillance of sewer systems—in es-
sence, scooping up water samples and testing them for the 
virus—only hints at a possible increase in infections. And 
an increase in infections might not cause a commensurate 
increase in hospitalizations, deaths and long-term impacts 
on infected people.
“Remember, it’s not 2020,” Jeffrey Klausner, a professor 
of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at USC who previously 
worked at the CDC, told The Daily Beast. “We have 
surveillance, widespread testing, vaccination, high levels 
of immunity against severe disease and highly effective 
antiviral therapy.”
Bortz told The Daily Beast he expects the BA.2 wave in 
the U.S. to be smaller and less destructive than the one that 
preceded it. For that reason, he referred to it as a “wavelet.”
“The peak of the Omicron BA.2 wavelet when it arrives 
may well b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previous waves in 
terms of severe disease—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because a large fraction of the U.S. population has some 
degree of immunity, from vaccination, infection, includ-
ing with Omicron BA1, or both,” Bortz said.
That outcome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trend. 
The wave of BA.1 infections that began around Thanks-
giving last year put a lot of people in the hospital, but it 
didn’t kill the same proportion as died in the previous 
wave, driven by the Delta variant in late 2020 and early 
2021. 

Two women walk by closed shops in Huaqiangbei 
area, the world’s biggest electronics market, in Shen-
zhen in south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Photo/
Feature China/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t’s not hard to explain this trend. Every infection produc-
es natural antibodies that protect a survivor for months. 
Each successive COVID surge crashes into the wall of 
immunity left behind by the previous surge. Plus, we’ve 
got new prescription COVID pills and an array of ther-
apies that can reduce the risk of death in all but the most 
severe cases. Most importantly, we have highly effective, 
safe and free vaccines. And they still work just fine, even 
as SARS-CoV-2 keeps mutating. “As with the BA.1 ver-
sion, being fully vaccinated and boosted provides good 
protection against BA.2,” Prins said.
So be wary, but don’t freak out. Yes, COVID is coming 
for us yet again. But we’re better prepared than ever be-
fore, even with the widespread lifting of public-health 
measures such as mask-mandates and restrictions on 
businesses and schools. (Courtesy thedailybe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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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rand New Subvariant Is Starting To Surge, And  
There Are Signs This One Can Dodge Our Immunity

The Covid Variant Scientists Are 
Dreading May Be On The Horizo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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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1月，一个名叫布木布泰的蒙古族老

太太，走完了她75年的人生路。

大清帝国朝野哀痛。

这名老太太是当时在位的康熙皇帝的祖母，

后来，人们根据她的谥号，习惯性称她为“孝庄

太后”。

临死前，孝庄抚摸着一直伺候自己的康熙说

：“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

康熙并未安葬孝庄，而是将孝庄生前居住的

一座殿宇拆了，运到顺治帝的陵墓风水墙外重建

，称为“暂安奉殿”，孝庄的棺椁被送至那里安

置。

一直到37年后，雍正三年，孝庄的棺椁才被

葬入地宫，称为“昭西陵”。昭西陵与孝庄的丈

夫皇太极落葬的盛京（今沈阳）昭陵，相距几百

公里。

一起经年的绯闻，因为孝庄的下葬问题再次

传播开来。人们传说，孝庄入关后曾下嫁皇太极

之弟、摄政王多尔衮，所以死后不敢和皇太极葬

在一起，只能以不忍远离儿孙为由，留在了清东

陵。

至今，300多年过去，人们谈论最多的，仍

然是围绕在孝庄身上的绯闻。

但很少人知道，这个辅佐了两任少年皇帝的

太后，实实在在是“大清第一女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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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孝庄与皇太极的婚姻本身就带有

不可思议的色彩。

皇太极一生娶了15个后妃，孝庄是这庞大的

妻妾队伍中的一员。她13岁嫁给34岁的皇太极，

嫁过去的时候，皇太极已有3个妻室，其中一个

是比孝庄大15岁的亲姑姑，即后来成为皇太极正

宫皇后的孝端。也就是说，孝庄实际上是嫁给了

自己的姑父。

不仅如此，孝庄有一个姐姐海兰珠（即宸妃

），后来也嫁给了皇太极。

姑侄三人同嫁一夫，这种婚姻关系在当时的

汉人社会中早已被认为有悖人伦。但蒙古、满族

等游牧民族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婚姻禁忌，只

要男女双方来自不同的氏族，一段婚姻就可以成

立，辈分不在他们的伦理范畴之内。

孝庄之所以姑侄三人都嫁给皇太极，更根本

的原因是部族间的婚姻联盟需要。

努尔哈赤晚年统一女真各部后，开始着手缔

结蒙古部落，合力进攻明朝。孝庄出身的部族

——科尔沁蒙古部落，因为最为靠近建州女真，

最早与努尔哈赤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而婚姻，

成了稳固军事同盟的重要纽带。

据统计，在清朝入关前，科尔沁蒙古与满族

皇家联姻多达33次——有21女嫁给满族皇家，娶

回满族皇家12女。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国号大清。随

即建立后宫制度，15个后妃中，仅有5人拥有独

立的居住宫殿，称为“五宫制”。来自科尔沁蒙

古的姑侄三人均为五宫成员，其中，孝端高居正

宫皇后之位，可见这个蒙古部族与满族皇室的关

系有多么铁。

不过，孝庄在五宫中的排位是最低的。反倒

是她的姐姐宸妃，倍受皇太极宠爱。1637年，宸

妃为皇太极生下一个男孩（皇太极第八子），立

马被定为“皇嗣”。一年多后，这个男孩不幸夭

折，没几天，孝庄之子福临（皇太极第九子）降

生。这个像是来“冲喜”的皇九子，却没有得到

皇太极太多的好感。

孝庄此后再未生育过，而她的姐姐宸妃则在

1641年早逝。

关于孝庄的第一个绯闻式传说，大概在此时

诞生。1642年，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后，一

度宁死不降，民间传言是孝庄出马，以美色、人

参汤和动人言语最终说服洪承畴降清。

事实上，稍微了解一下清朝入关前的政治运

作，就会知道，在以军事为主导的制度中，任何

女人（包括皇帝的女人）都不可能有介入政治的

空间和机会。与之相反的例子，在努尔哈赤病逝

后，为了防止强悍的皇妃干政，努尔哈赤的大妃

，即多尔衮的生母，被包括皇太极在内的满洲诸

王逼着去殉葬。所以，至少在皇太极在位时期，

后宫参与军事、政治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人们根据孝庄后来在顺治、康熙两朝的作

为，认定这个女人不简单，因而倒推她在皇太

极时期必定也不甘寂寞，甚至说她辅佐皇太极

打天下很给力。说白了这些都是脱离历史情境

的胡说罢了。

与此同时，人们相信这个女人有能力，却又

对女性带有天然的偏见，因而只能一次次在女性

的身体和姿色上做文章。表面是在赞扬这个女性

，细想却是对她最大的贬损。

客观地讲，在清朝入关以前，孝庄并无参与

满洲皇族政治的可能。更何况，她也不是皇太极

最宠爱的女人，离决策的核心就更远了。

她唯一的做法，是积蓄力量。用现在的说法

，叫利用闲暇时间给自己充电。

史载，孝庄天资聪慧，“无它好，独嗜图史

”。爱读书，是她的一大优点。当时，满洲皇族

都爱读《三国演义》，她也跟着读，从中学习一

些谋略。

可以说，有天赋、爱学习，这两大品质才是

她在后来的历史机遇中崛起为帝国“女强人”的

主要原因，而不是传统所编造的美貌和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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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皇太极在清军入关前夕猝死，死前

并未指定继承人。这使得大清皇位继承人，成为

八旗内部争夺的焦点。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是由孝庄的儿

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顺治帝）继位。一些史

学家据此认为，孝庄母子成为最终的赢家，说明

孝庄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施展了手腕，不愧是个

厉害角色。有些人则继续在她的绯闻上做文章，

猜测她与同样30岁出头的皇太极之弟、皇位有力

竞争者多尔衮产生了感情，并通过感情攻势让多

尔衮退出皇位争夺，转而支持年幼的福临继位。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怎样呢？

由于孝庄身处后宫，加上入关前满洲皇室对

后宫干政的排斥，这一时期关于孝庄的史料几乎

为零。

从当时的八旗制度来看，各旗为了各自的利

益都会推举自己的旗主为皇位继承人，各方势力

平衡不下，以致皇太极死后6天，八旗旗主都开

不了会，无法决定继承人。最后只能采取折中方

案，让剑拔弩张的内部权斗缓和下来。

根据已故清史学家商鸿逵分析，皇太极死后

，他的第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他的长子、肃

亲王豪格都正当盛年，而且得到各自所主旗的拥

戴，故两人为了皇位相争不下。

豪格有皇太极生前自将的两黄旗和正蓝旗的

支持，多尔衮则有两白旗的支持，而镶蓝旗旗主

济尔哈朗势力最弱，因此，拥有两红旗的礼亲王

代善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代善是皇太极之兄，早年有资格与皇太极争

皇位而推让不争，这使得他的威望极高。当代善

的儿子跟他说，“众人已定议立睿王（多尔衮

）”，代善只是“嘿嘿”了两声，不置可否。在

这种情况下，多尔衮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得到多

数旗主、大臣的支持，遂退而求其次，转而在皇

太极的儿子中选择年幼的福临继位。这个提案，

可谓一箭三雕：一是选皇太极的儿子，代表了两

黄旗和正蓝旗的利益，他们不会反对；二是以皇

太极的幼子，来逼迫其长子豪格退出帝位争夺；

三是幼主继位需要摄政，多尔衮可以进一步谋求

摄政王之位。

果然，这个折中方案一提出来，就得到广泛

欢迎。福临幸运地被拣选中，成为大清入关的第

一任皇帝。

但皇太极一生总共有11个儿子，为什么偏偏

是福临被选中呢？这难道真的如人们所说，是福

临之母孝庄与多尔衮发展感情促成的结果吗？

很遗憾，真实的历史并不能满足你的八卦欲

。

细究皇太极的11个儿子，除去长子豪格和当

时已去世的二子、三子、八子，以及由庶妃所生

的四子、五子、六子、七子、十子，真正有资格

成为嗣君的“五宫”后妃之子只有两个：孝庄所

生的九子福临，麟趾宫贵妃所生的十一子。

然而，麟趾宫贵妃的身份比较尴尬，她本来

是满洲的政敌——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妃子，林

丹汗被皇太极击溃后，她作为战利品被皇太极纳

入后宫。基于这样的身份，她的儿子很难获得各

旗旗主的认同。

所以到最后，也就只有福临是唯一的合适人

选。

可见，福临继承大统这件事，是八旗力量相

互制衡的结果，孝庄并没有也不可能出力。

人们在赞颂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将他/她的

所有过往经历加以重构，要么高大化，要么神化

。孝庄被一些史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在儿子继位过

程中施展了不凡的谋略，正是这一历史书写定律

的体现。但其实没必要如此，一个人的伟大，并

不一定要从头到尾伟大，只要在某个时段，甚至

某个时刻彰显伟大，这就足够了。

如实地写出他们在伟大之前的无能或无力，

并不会损害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相反，会让这

个人物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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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孝庄以皇太后身份进驻紫禁城后，很

长时间内，她仍然没有太大的作为。

多尔衮摄政的7年间，这名政治、军事强人

取得大清统一大业的一系列胜利，个人的威望和

权势随之抬升，封号也从“叔父摄政王”一路提

到了“皇父摄政王”。他将政治对手豪格幽禁致

死，将共同辅政的济尔哈朗罗织成罪。

多尔衮权倾天下，实际上已是大清皇权的唯

一代理人。

在这7年间，孝庄被迫与年幼的福临分宫而

居。这显然是多尔衮防止孝庄利用皇帝干政的一

个举措，但孝庄母子无力反抗，唯有隐忍顺从。

也就是在多尔衮生命的最后一年，顺治七年

（1650年），江南传出了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的

绯闻。迄今，史学界关于这件事，尚未达成最终

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大清入关后的第

一疑案。

绯闻源于南明反清斗士张煌言那一年所写的

一首诗：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诗里说的是孝庄太后住所慈宁宫举办婚礼的

场景，人们由此相信这是孝庄下嫁多尔衮的证据

。另外的证据则包括：

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说明孝庄下

嫁了，顺治才称其为“皇父”；

满族入关前，尚有弟娶寡嫂的婚俗，因此孝

庄下嫁多尔衮也不稀奇。

这一连串证据，几乎把孝庄下嫁之事坐实了

。连清史名家商鸿逵都认为，“孝庄曾和多尔衮

结婚，这件事固然缺乏确证，然蛛丝马迹也有可

寻”，并说若果有此事，正好说明孝庄为了儿子

的皇位安全，能够随机应变，是政治手腕高明的

表现。

但是，孟森、郑天挺等著名历史学家则认定

孝庄下嫁绯闻纯属子虚乌有。他们指出，张煌言

是反清志士，诗据传闻而嘲讽清朝乱伦，并不能

作为历史证据。顺治尊多尔衮为“皇父”，类似

于古代“尚父”的尊称，也不是顺治认父的证据

。

其实，我们从一些历史的细节，可以论证孝

庄并未下嫁。史载，孝庄居住的慈宁宫迟至顺治

十年（1653年）才修葺完毕，这之后，她才搬进

去住，而此时多尔衮已死去3年，可见张煌言所

说的慈宁宫大婚的情景纯属虚构。

有一种可能性是，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正月强

娶了豪格的遗孀，而这桩婚事传至张煌言所在的

浙东，早已变形成多尔衮娶皇太后的绯闻了。张

煌言未加求证，根据传言就写出了孝庄太后下嫁

的诗歌，用以嘲讽清朝。这或许是最逼近真相的

一种解释。

顺治七年，冬天，39岁的多尔衮突然死于塞

北狩猎途中。

多尔衮死后，孝庄作为一个隐忍多年的女强

人形象才真正开始彰显出来。

这一年，顺治只有13岁，还是一个少年，所

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针对多尔衮的清算，虽以皇

帝的名义进行，实则出自孝庄之手。

按照孝庄的安排，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后

，顺治先是下诏为他举行国葬，接着下令从他的

王府里收缴回玉玺，10多天后便宣布亲政。仅仅

两个月后，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告发多尔衮有篡位

嫌疑开始，一场针对多尔衮的历史清算案拉开帷

幕。多尔衮最终被剥夺封号，并遭掘墓。在这个

过程中，孝庄雷厉风行，通过打倒多尔衮，帮助

少年顺治重新树立了权威，巩固了皇权。

这个时候，举朝才发现，这个原先沉默不语

的皇太后，竟然如此果断、厉害。

1659年，郑成功联合张煌言北伐抗清，一度

攻陷南京。据说顺治听闻消息，作出退回关外的

打算，而孝庄则叱责顺治不应懦弱。由此可见孝

庄的强悍。

孝庄当年是作为婚姻结盟的一个环节，从科

尔沁蒙古嫁到满洲皇室的，如今，她继续操持起

这张联姻网络。在顺治朝，她指配的满蒙婚事不

下20起。顺治先后两名皇后，都来自孝庄娘家的

侄女和侄孙女。

此外，孝庄还以联姻形式笼络一些权臣。比

如她将自己一个侄孙女嫁给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子

济度，这就使济度与顺治成为连襟，让济尔哈朗

家族更加尽心辅佐刚刚亲政的少年顺治。对于当

时手握重兵的几个汉王，吴三桂、尚可喜、耿精

忠等，孝庄亦以联姻的手段进行控制。这一张张

联姻网，在日后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

作用。

不过，孝庄也开始咽下政治联姻的苦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长起来的顺治却与母亲

孝庄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爆发点是顺治并不

满意孝庄为其指配的皇后，彼此没有感情。他爱

上的人，是自己弟弟的遗孀董鄂妃。因为这起感

情事件，顺治长期不去看望母亲孝庄。

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孝庄与顺治的母子

矛盾，儿子的婚事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的原因

在于两人的政见分歧。顺治长大后，热爱儒家文

化，并在朝廷中推行汉化改革，这引起了以孝庄

为首的守旧派的警惕，母子关系因此僵化。

1660年，董鄂妃不幸早逝。在感情和政治上遭

受双重打击的顺治，心灰意冷，一心想皈依佛门。

第二年，顺治在郁郁寡欢中感染天花病逝，

年仅24岁。

孝庄悲痛至极，在顺治的丧礼上“哭极哀”

。她永远地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

（未完待续）

大清奇女子，至今绯闻缠身

意大利人的悲伤

最近，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出了一份关于华人

的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从2010年到2020年10年时

间里，华人在威尼斯的发展数据。看着这些数据，意

大利人一片哀叹，他们评价这份报告的感觉，是“令

人悲伤”。

让意大利人感到悲伤的，是10年来华人在威尼斯

的“攻城略地”。

十年间，威尼斯的华人公司注册数量从2010年的

528增加到2020年的968，增幅达83%。与之相反的是

，意大利人的公司从2010年的 34325家下降到2020

年的29613家，几乎每年减少470家。

十年来，意大利人开的小商店减少了23%（从

8259家降至6341家），另一方面，华人的小商店则激

增43%（从181增加到259家）。

这还仅仅是明面上的数字，实际上还有更多没有

登记在册的中国商人，一样在意大利做生意赚钱。

最令意大利人感到惊讶的是：截止2019年1月，

在威尼斯注册了意大利税号的中国商家是10214家，

按理论预估的正常营业额9亿欧，可他们申报的营业

额只有3300万欧……

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华人在威尼斯的存在已

经势不可挡，不容置疑。他们甚至用夸张的语气形容

道：“华人几乎买下了威尼斯这座城市”。

作为意大利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威尼斯不仅

是意大利人的骄傲，也因为其独特的城市风格、人文

背景，闻名世界。

这座城市曾经幸免于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和多

次外族入侵，也曾经被洪水和拿破仑征服。400多年

前莎士比亚的一出《威尼斯商人》，不仅宣传了这座

城市，也让人们再度关注起居住在这里但长期被视作

异类的威尼斯犹太商人。

犹太商人是威尼斯最早的银行家，曾是这座城市

最富有的人，但也长期被歧视和排挤，被规定只能居

住在特定的区域，夜间还不能出来活动。

这种对一个族群的排挤和恐惧，今天似乎轮到了

威尼斯的中国商人身上。

威尼斯的中国商人，他们是谁？

700多年前，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狱中向同伴吹

嘘他神秘的东方见闻，那是意大利人第一次听到关于

中国的故事：一个拥有辽阔的疆域，遍地黄金，制度

文化远胜于欧洲的帝国。

几百年后，当第一位中国人踏上意大利的国土，

当地被他们身上的贫穷和忍耐的气质大感惊讶。

根据《青田华侨史》的记载，第一位来到意大利

的中国移民，出现于1894年。

这位来自浙江青田县的小商贩，带着一担家乡特

产青田石雕，本想去上海售卖。结果卖得并不好，不

知怎的他竟漂洋过海来到了意大利，在码头上把所带

的青田石雕就地摆摊。当地人看见这样从未看见过的

东西，一边好奇一边觉得精巧可爱。问他多少钱，他

不懂外国话，伸出两只手指，有人就给两块，有人给

二十块，总之价格含混，不久他就发了小财。这个消

息传回乡里，引起震动，说贫无立锥之地的某某，居

然到海外发了洋财，带动了数十万的青田人前往意大

利和欧洲淘金。

在8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之后，青田人移民意大利

的风潮达到了顶点。多年来被生生阻断的出国梦，终

于有了实现的可能。为了能够去欧洲赚钱，他们不惜

用任何手段，冒生命的危险。

那个时候在意大利的华人很少是有合法身份的，

他们并不是光鲜亮丽地坐着国际航班来到意大利，而

是穿越了大半个欧洲。最常见的路线，是从乌克兰出

发，取道罗马尼亚，经当时还存在的南斯拉夫，或者

取道土耳其，跨越山海来到保加利亚，再登陆意大利

。

偷渡，成为了大多数青田人来到意大利的方式。

在意大利的一家非法移民安置中心的墙壁上，曾

有人题下一首打油诗：

“一出国门，满怀希望；两只赤足，跋山涉水；

三更半夜，思妻想儿；四面八方，警察包围；五花八

门，出国手续；六神无主，任凭安排；七窍生烟，语

言不通；八方来客，蛇头带工；九条路线，难通各国

；十分后悔，选择出国！”

很显然，这是一位中国的“偷渡客”在被捕之后

，无奈的心声。非法移民被抓之后会被遣返回国，不

但发财梦实现不了，很可能还欠下了高昂的蛇头中介

费，所以他“十分后悔”是必然的。

相比之下，留下来的就是幸运儿。尽管是偷渡，

没有合法身份，但当时的意大利对于非法移民的打击

力度并不大，许多人因此能够留下来，一点点积累财

富，等待大赦。

今天的意大利有近10万的青田人，紧随他们之后

的，是福建人。意大利的福建人大多来自三明市和福

清市，这些地区长期以来都有向海外移民的传统。不

过90年代之后，有一个没有移民传统的内陆地区，也

有大量人移民来到了意大利，这就是东北三省。90年

代的“下岗潮”造成了大量失业人口，东北人移民实

属走投无路。

不管是来自什么地区，之前从事什么行业，来到

意大利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赚钱。

来自温州的张女士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十几年前

，张女士和丈夫来到威尼斯，夫妻两人在国内从事的

是装修行业，两人听说威尼斯这边的人工贵，装修赚

钱，便在家乡组织了一支小型装修队前来淘金，很快

就以干活卖力、价格低廉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和慵懒

的意大利工人相比，中国工人显然更受雇主的欢迎。

有了一点钱之后，夫妻两又开始在威尼斯投资旅

馆生意。威尼斯每年要接待大量的游客，当地也有许

多华人需要租房。两人发现了这个商机，租下一栋公

寓当成旅馆，每个月的收益最高时能达到上万欧元。

这间旅馆几乎全年无休，夫妻两人也是好几年没

有回国了，因为来回的机票都要花掉好几千欧元。两

人赚到的钱除了留一点生活费之外，大部分都寄回了

青田老家，身处欧洲旅游胜地多年，两人竟然都没有

给自己一天假期去领略威尼斯的风光，半年都难得买

一件新衣服。

像张女士夫妻这样的中国商人，在威尼斯越来越

常见。许多售卖旅游工艺品的小店小摊，都能看到中

国店主的身影，他们的商品都比意大利人的便宜，因

为基本上都是“made in china”。

价格便宜，全年无休。这几乎是威尼斯中国商人

的两大“杀手锏”。在这样的降维打击之下，许多在

过去还能勉强支撑的意大利小店，纷纷倒闭。这应该

是威尼斯人对中国商人最大的意见来源了。

但市场竞争本来就是此消彼长，适者生存。被淘

汰的意大利店主们，心有不甘，满腹抱怨，没有办法

从商业上击垮中国商人，就只能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表

达不满。

其实从很多年前开始，针对中国商人的事情就不时

在意大利出现。在许多大规模的搜查偷税漏税商铺的行

动者，所针对者往往都是中国商人。

2008年意大利金融危机的时候，当局对中国商人

的打压政策前所未有的严厉。在中国商人聚集的佛罗

伦萨普拉托地区，进行了多项安全大检查，许多华人

的制衣厂和小作坊被查封，老板被追缴税款乃至坐牢

，至今这里的华人制衣业都没有恢复。

类似这样的事情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发生一次，确

实有一些华人商家在意大利不遵守当地法规，不顾安

全生产，甚至售卖假货，偷税漏税，造成了极为不好

的影响。但也是有一些商家被无辜牵扯进去，就因为

是中国商人便被另眼相看。

人类的悲伤并不相通

面对“中国人买下威尼斯”，意大利人感到悲伤

；而面对意大利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排挤，中国人也

感到愤怒。

这其实并无对错，而是不同的群体之间难以弥补

的鸿沟。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中国人是外来者。这些外来

者不遵守过去的规则，用自己方式抢走了他们的生意。

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大利就是一个打工赚钱的地

方。80、90年代出国的那批人，没有一个的梦想不是

赚钱之后回家养老的。

意大利人把这里当家园，而中国人永远都只是过

客。

意大利人不能理解中国人的愤怒，他们想的是，

你来到我家门前，我们接纳了你们，给你们做生意，

可你们却只想着赚钱之后寄回中国，千方百计想着偷

税漏税，等到意大利没有赚钱的机会了，你们便一走

了之。所以你们凭什么愤怒呢？我们的警察就是要找

你们麻烦，让你们把该交的税都交了。我们的媒体就

是要报道你们的负面，让大家都提防着你们，不上你

们的当；我们就是要把你们区分开来，不能让你们贪

婪的经商风格影响我们健康的市场……

中国人也理解不了意大利人的悲伤，我们想的是

，意大利人自己懒惰成性，如果不是我们中国人去干

那些脏活累活，你们哪里去享受现在的便利生活？如

果不是我们投钱来买商铺、开餐厅、买房子，你们的

金融危机恐怕还要持续几年；不是我们把孩子送来留

学，你们的学校给谁开去？这么大的一个留学产业估

计都要萎缩一半……所以你们还悲伤啥呢？真是养不

大的白眼狼。

只能说，人类的悲伤并不相通。

中国人以赚钱之后衣锦还乡为荣，而意大利人无

法理解为了赚钱可以背井离乡不顾家庭的行为。中国

人为了赚钱可以将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再压榨，没有娱

乐没有假期，而意大利人觉得这样生活，就算是世界

首富也毫无趣味。

中国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我们永远无法用一两

代人的时间，去真正融入一个和中国文化圈完全没有

关系的地方。或许在几代人之后，意大利华人的后代

们可以和意大利其他的族群一样，在假日喝着小酒，

为尤文图斯或者AC米兰加油，但那也是因为他们的

父辈，用一代人的牺牲为他们托高了起点。

威尼斯的中国商人，不懂意大利人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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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宣布今年度全球獨家愛情喜劇《媽，別鬧了！

》將於7月15日正式上架，期望讓全球觀眾都能看見多元

華語內容，因此在今年推出值得令人期待的華語輕鬆愛情

喜劇。《媽，別鬧了！》由《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金

鐘獎導演陳慧翎與金鐘獎得主李俊宏導演共同執導，比莉

、賈靜雯、柯佳嬿、寇世勳、吳慷仁、林柏宏、曾莞婷主

演。5日再推柯佳嬿飾演的小妹若敏篇花絮。有別於以往

柯佳嬿演出的御姐或小資形象的女性角色，這次在《媽，

別鬧了！》中形象大突破，飾演一個栽在渣男手上的自卑

少女若敏，她在速食店上班，生活平凡，卻始終無法放下

那個不斷劈腿的渣男小查（林柏宏 飾），對於演出渣男

收割機小敏，柯佳嬿感嘆：「每個人可能都曾深愛過一個

讓自己痛苦的人，期盼他長大，期盼他回頭，期盼他有一

天能好好愛自己。我很欣賞小敏對愛情的義無反顧，那樣

的狀態很迷人。你可以說她傻，但有些事情就是得走過一

回，我們才有辦法明白。」

在劇中柯佳嬿與由寇世勳飾演的父親角色陳光輝有

相當多情感上的聯繫，父親的離開也深深影響著她，柯

佳嬿說：「小敏對爸爸的想念和情感寄託，有部分轉移

到小查（林柏宏 飾）身上，某個層面來說，直到她面對

了父親的離開，也面對了自己，才真的開始了屬於她的

人生新篇章。」對於可以演出小敏，柯佳嬿相當開心表

示：「我太喜歡小敏了，演出的每一天都很開心，除了

一些感人的情節，也有不少畫面上大尺度的呈現。」柯

佳嬿與林柏宏精彩不斷的「床戲」和「大恥度戲」，讓

林柏宏相當害羞，林柏宏對於柯佳嬿面對超大「恥度」

的台詞完全不害羞感到相當驚訝，林柏宏笑說：「我完

全講不出她那些讓人起雞皮疙瘩的台詞！講不出口」，

柯佳嬿笑回：「和柏宏很有默契，因為是喜劇，有些橋

段看起來令人害羞，實際上完全不會，還覺得很好玩，

有時甚至必需憋笑。但其實很驚訝林柏宏會害羞欸，明

明他在戲裡尺度也很大。但仔細想想，這部戲裡每個演

員的尺度好像都不小？」

對於能與比莉、賈靜雯演出母女、姐妹，柯佳嬿非

常興奮：「知道要跟比莉姐演母女時很開心，她太久沒

有演戲了。比莉姐很真很可愛，她是一個想法很新的人

，對時尚、音樂都很有自己的品味，又親和好相處，完

全沒有長輩的架子。跟賈姐原本就認識，有一定的默契

，這個默契延伸到戲上，姐妹之間更有火花，認識賈姐

這麼久，從沒看過她如蓉的這一面，每天都很讚嘆她的

精神分裂，實在很難想像，《瀑布》裡的她跟《媽，別

鬧了！》的她是同一個人。」

Netflix獨家華語影集《媽，別鬧了！》劇情輕鬆有

趣，故事來自於一家三個勇敢以自己的方式追愛的女人

，她們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爸爸（寇世勳 飾）

之後，一起療傷、在成長和戀愛課題找尋自己存在的價

值。史上最鬧媽媽玫玫（比莉 飾）與40歲未嫁大女兒

如蓉（賈靜雯 飾）、20歲常介於單身與非單身小女兒若

敏（柯佳嬿 飾），三人因父親的驟然離世陷入巨大的傷

痛，即使母女三人在一屋簷下，心卻沒有真的生活在一

起，玫玫在因緣際會下決定終結終日哀怨的生活，出發

找尋可以陪伴終生的男人，並把自己給嫁掉！大姐如蓉

一肩扛下照顧媽媽和妹妹的重擔，當國文老師兼小說家

，都快四十了還始終單身，直到遇上暗戀多年的學長，

小說般情節就此上演！妹妹若敏戀上極品渣男，為渣男

赴湯蹈火、欠債七位數也在所不惜的她何時能清醒？

《媽，別鬧了！》預計2022年7月15日 Netflix 全球獨

家上線。

Netflix獨家華語愛情喜劇《媽，別鬧了！》
柯佳嬿台詞 「恥度」 太高 林柏宏招架不住

喜歡「伊格西」泰隆艾格頓的

粉絲們可以放心了，因為《金牌特

務3》終於要在明年正式開拍。

改編自《特攻聯盟》原作者馬

克米勒筆下同名漫畫，2014年諜報

動作片《金牌特務》描述一名英國

街頭小混混是如何被亡父好友召募

，進入了不為世間所知的私人特務

組織「金士曼」，就此搖身一變為

身手高強、西裝筆挺的紳士間諜。

拜導演馬修范恩的招牌華麗動

作場面之賜，本片不僅抱回了逾四

億美金的亮麗票房，而在丹尼爾克

雷格版龐德電影主打寫實喋血風格

之下，同為諜報電影的《金牌特務

》則改以歡樂逗趣路線另闢蹊徑，

因此深獲觀眾的青睞。

2017年續集電影《金牌特務：

機密對決》進一步為金士曼世界開

枝散葉，介紹了美國版特務組織

「仕特曼」登場亮相。有別於注重

紳士風範的英國金士曼，美國仕特

曼則頭戴牛仔帽、愛喝威士忌，活

脫脫就是現代版的粗獷牛仔。

2021年前傳電影《金牌特務：

金士曼起源》則選擇話說從頭，將

片中舞台搬到了一戰前夕，描述牛

津公爵為了阻止歐洲爆發大戰，暗

中將各國貴族的家中僕人串連成龐

大情報網，也就此形成了金士曼的

前身。

不過隨著現代版的金士曼探員

們在前傳《金牌特務：金士曼起源

》中缺席，在苦苦等待了五年之後

，人們也迫不及待想再次見到「伊

格西」泰隆艾格頓和「加拉哈德」

柯林佛斯登上大銀幕。

泰隆艾格頓在傑斯卡格爾的播

客節目上透露：「就我的了解來說

，我這個系列故事的第三集電影會

在明年開拍。但你知道的，別相信

我所說的話，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都是大人們的決定。」

第三集目前取名為《金牌特務

：藍血（暫譯）》Kingsman: The

Blue Blood，而導演馬修范恩則希

望巨石強森來飾演全片反派，並為

加拉哈德和伊格西之間的關係就此

劃下句點，就看巨石強森會不會點

頭答應了。

泰隆艾格頓：
《金牌特務3》明年開鏡

商業大導詹姆斯卡麥隆透露，《阿凡達：水之道》之所

以會拖這麼久才問世，是因為他想把這個系列電影打造得有

如《魔戒》一樣。

2009年電影《阿凡達》以層次分明的劃時代3D影像、龐

大浩瀚的史詩格局，不僅讓觀眾看得拍案叫絕，至今更抱回

了逾二十八億美金，一舉榮登影史票房冠軍，甚至還入圍了

九項奧斯卡大獎、抱回了其中三座小金人。

豈料續集電影一等便是十四年，《阿凡達：水之道》才

終於要在今年底問世，並且導演詹姆斯卡麥隆野心十分龐大

，宣佈一次就要籌拍四部續集電影。而續集電影之所以等了

那麼久，原因就在於詹姆斯卡麥隆必須先構思出四部續集的

完整規劃。

詹姆斯卡麥隆向帝國雜誌解釋道：「我跟當時的福斯高

層說：『我願意繼續拍下去，但我們必須放長線釣大魚。我

不想只去拍出一部電影，然後再拍一部、又再去拍一部。我

想去述說一個更龐大的故事。』」

「我說：『想像世上存在著一個像「魔戒」一樣的系列

小說，而我們就要把它改編搬上大銀幕。』這就理論上聽起

來很棒，但我還得先打造出這些該死的系列小說，才能再去

改編成電影。」

詹姆斯卡麥隆也坦承，要不要籌拍《阿凡達》續集電影

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我必須苦苦思量，自己到底想不

想再去拍出一部《阿凡達》電影，因為我們已經爬到最高點

了。」

「當你達到了如此卓越的成功之後，你真的還會想去試

著再做一次嗎？這件事揹負著很大的壓力。我考慮了整整兩

年，才終於簽下片約。」《阿凡達：水之道》將於2022年12

月16日上映。

詹姆斯卡麥隆：《阿凡達》續集就好比《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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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7月8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中國足協公布東亞盃24球員名單

國籃多人核酸陽性 急調5球員備賽
中國籃協6日晚發布消

息稱，剛在澳洲結束世預
賽第三窗口期比賽、即將
參加亞洲盃賽的中國男籃
多人核酸陽性，國家隊緊
急徵調翟曉川、范子銘、

高詩岩、賀希寧和姜偉澤飛往雅加達備賽。
中國籃協當日介紹稱，中國男籃已結

束在澳洲墨爾本進行的世預賽第三窗口期的
比賽，正備戰7月12日開始的亞洲盃賽。但
在第三窗口期比賽期間，中國男籃出訪隊伍
中陸續多人核酸檢測顯示陽性。
中國籃協第一時間啟動應急預案，根

據當地和賽會政策，對陽性人員進行就地隔
離觀察和治療，並安排隊醫和管理人員在墨
爾本陪同照顧。

據悉，中國男籃出訪隊伍中其他人員
已於6日啟程，前往印度尼西亞。為保證後
續比賽任務正常進行，國家隊緊急徵調翟曉
川、范子銘、高詩岩、賀希寧和姜偉澤5人

飛往雅加達備賽。目前留在墨爾本的人員若
開賽前身體康復，將前往雅加達與隊伍會
合。

中國籃協透露，在海外備戰、參賽的
中國三人籃球國家隊隊內也出現部分人員核
酸檢測陽性情況。目前中國籃協已協調專家
團隊為國家隊進行遠程醫療指導，並將全力
提供各項支持與保障。

2022年五人制男籃亞洲盃賽將於7月
12日至24日在印尼雅加達舉行，中國隊與
韓國、中國台北和巴林隊同在B組。

三人籃球亞洲盃賽於7月6日至10日在
新加坡舉行，中國三人男籃於7月7日率先
出戰資格賽，中國三人女籃將於9日開始小
組賽。

◆中新社

◆◆戴偉浚將代戴偉浚將代
表國足選拔隊表國足選拔隊
征戰東亞盃征戰東亞盃。。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張琳芃有傷張琳芃有傷
在身在身，，能否如能否如
期赴賽仍不得期赴賽仍不得
而知而知。。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足協6日宣布中國U19男足和
U21男足將分別於7月16日和8月5日啟
程赴歐洲拉練，中國女足將在東亞盃結
束後赴美國拉練，U17國家女足將於9月
初赴歐洲拉練。
中國U19男足將於7月、8月期間先後

去往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與當地和周邊國
家的U19國家男子足球隊，以及多支甲級俱樂
部的U19梯隊進行高強度對抗賽。在結束歐洲
拉練後，隊伍將直接前往沙特參加U20亞洲盃
預選賽。中國U21男足是2024年巴黎奧運男子

足球項目適齡隊伍。隊伍將於8月5日飛赴克羅
地亞薩格勒布，將在近三個月時間裏，以整隊
形式同12支克羅地亞乙級隊伍、4支克羅地亞
甲級隊伍預備隊進行16場對抗賽。
中國女足將於7月27日結束東亞盃比賽

後，赴美國進行為期約一個月的海外拉練，為
備戰亞運會、世界盃打下堅實基礎。2022年
U17女足世界盃將於10月11日至30日在印度
舉行，中國U17女足計劃於9月3日至10月4日
赴西班牙、法國進行拉練，與當地俱樂部及法
國U17國家隊進行10場對抗賽。 ◆新華社

東亞盃男足比賽共有4隊參加，中國隊將於20日
對陣韓國，24日對陣日本，27日對陣中國香

港。據悉，中國足協原本計劃派出U23國足參賽，並
同時徵調3名超齡球員，但考慮到中超各隊以及U23
國足的情況，足協最終決定徵調5名超齡球員，分別
是張玉寧、張琳芃、蔣光太、吳曦和譚龍。不過，有
報道指吳曦和張琳芃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傷病情況，有
可能缺席東亞盃賽，是否會調整超齡球員人選，暫不
得而知。
除上述5名超齡球員外，國足選拔隊的其他適

齡球員也全部確定，其中効力中超球隊深圳隊的戴
偉浚名列其中。這名生於香港的中場球員，極有可

能首次在東亞盃賽場上與港隊同場比拚、一較高
下。另外，由於國家隊主教練李霄鵬暫時處於“賦
閒”狀態，U23國足主帥揚科維奇將以執行主教練
的身份帶隊出征。

中國足協未考慮徵召武磊
至於現効力西甲球隊愛斯賓奴的名將武磊則未

被徵召入伍。據傳媒報道，由於東亞盃非A級賽
事，且賽期適逢愛斯賓奴季前備戰的關鍵期，為了
讓武磊能夠爭取在新賽季有更多的出場比賽機會，
中國足協從一開始就沒考慮將武磊徵召入隊。
按照中國足協的安排，參加東亞盃的男足球員

將於7月13日赴青島集中，與中國女足會合後，於
17日乘搭同一班機前往日本；比賽結束後，於28日
返抵海南進行封閉隔離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飛
盤運動深受群眾喜愛，近年來發展迅速，已成為
全民健身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體育總局社
會體育指導中心7日發布通知，擬於今年下半年
舉辦首屆中國飛盤聯賽。
官方稱，為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做好全

民健身活動的推廣，滿足群眾參加賽事活動的需
求，擬於2022年下半年舉辦2022-2023年中國飛
盤聯賽，比賽項目為團隊飛盤（男女混合）。
2022年8月至2023年2月為分站賽階段，候選地
點為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廣州、武漢等城
市。2023年5月進入總決賽。
參賽單位面向社會，基層社區、企事業單

位、社會團隊、學校均可組隊報名參賽。關於比
賽場地，通知中顯示，十一人制足球場劃分為兩
片飛盤場地，長100米、寬30米，得分區長18
米、寬30米。北京市體育局局長趙文日前接受媒
體採訪時曾表示，“青少年更需要滑板U型槽、
飛盤場地等。在今後北京新建的體育場地設施建
設上，我們會更多地考慮青少年個性體育需求，
提供多元化的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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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國際羽聯馬來西亞羽毛球公開賽周
日剛剛落幕，馬來西亞羽毛球大師
賽接踵而來，並於7日在吉隆坡進
入第三日較量。港隊“一哥”伍家
朗在男單8強爭奪戰中，僅用26分
鐘便以21：11、21：5淘汰荷蘭球
手Mark Caljouw晉級，其後與世界
排名第4位的中國台北名將周天成
爭奪4強席位。不過，港隊混雙組
合張德正/吳詠瑢則以13：21、10：
21不敵中國台北的楊博軒/胡綾芳，

16強止步。
國羽方面，女單“一姐”陳雨

菲2：0淘汰泰國的李美妙，成為唯
一躋身8強的國羽女單球手；王祉
怡和張藝曼分別以0：2不敵山口茜
和辛杜，被淘汰出局。男單的陸光
祖和李詩灃均以2：0淘汰對手，兩
人在8強賽進行內戰。另外混雙的
鄭思維/黃雅瓊和王懿律/黃東萍、
女雙的陳清晨/賈一凡與杜玥/李
汶、男雙的梁偉鏗/王昶齊也紛紛挫
對手晉級8強。

伍家朗大師賽速勝晉8強

◆飛盤是一種深受青少年喜愛的運動。
資料圖片

◆伍家朗輕取荷蘭對手，躋身大馬大師賽8強。 美聯社

◆5名被緊急徵調的球員，已登上飛往雅加
達的班機。 微博圖片

國足選拔隊名單
門將：彭鵬、黃子豪、韓佳奇

後衛：吳少聰、蔣光太、黃家輝、
溫家寶、蔣聖龍、朱辰傑、
徐浩峰、葉立江、牛梓屹、
張琳芃

中場：吳曦、何宇鵬、迪力依米
提、徐越、陳國抗、戴偉浚

前鋒：張玉寧、劉祝潤、陶強龍、
方昊、譚龍

四支國家足球隊赴海外拉練

◆◆武磊武磊（（右右））日日
前接受球會安前接受球會安
排的體檢排的體檢。。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東亞盃足球賽將於本月19日至

27日在日本舉行，中國足協7日公布了中國男足參賽名單。據搜狐

體育報道，本次國足將以選拔隊的名義參賽，主教練是U23國足主

帥揚科維奇，24名球員中包括5名超齡球員，另外適齡港產中場戴

偉浚榜上有名，極有可能首次在賽場與港隊比拚。參加東亞盃的球

員將於本月13日在青島集中，17日啟程前赴東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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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作家劉同監制電影
《我們的洋子像極了愛情》

發布首支預告
曖昧期男女七夕必看脫單神片
由光線影業、小森林影

業聯合出品，FIRST電影展

新銳導演王梓駿執導，青年

作家劉同監製的電影《我們

的樣子像極了愛情》今日發

布首支預告，影片將於8月4

日七夕情人節上映。電影由

李孝謙、漆昱辰領銜主演，

講述了男女主人公許一和高

曉楠從冤家到摯交，在漫長

歲月中互相陪伴、共同成長

，明明深愛卻因為不夠勇敢

而不斷錯過彼此的故事。

知名作家劉同擔任影
片監製稱 「像極了愛情的
我們」 存在真實原型

《我們的樣子像極了愛

情》是由知名青年作家劉同

編劇加監製的電影作品，他

的《誰的青春不迷茫》一書

曾獲得「中國作家榜年度最

佳勵誌書」「新浪中國好書

閱讀微博最贊圖書獎」「南

國書香節十大好書 top1」等

榮譽。由他的作品《我在未

來等你》一書改編的電視劇

也入選了豆瓣2019年「評分

最高華語劇集TOP10」，播

出後也獲得了豆瓣8.6分的

高分。

劉同在短視頻平臺曾

透露過，這次的故事靈感

主要來源於身邊朋友的真

實 原 型 ， 也 想 通 過 這 部

電 影 來 紀 念 那 些 已 然 逝

去的美好青春與過往。他

表示：「我知道這個世界

上有很多人談著感情卻以

朋友之名，我可以為你擋

一顆子彈，卻不敢為你買

一份早餐」。這也引發了

網友們的熱議，紛紛在評

論區留下了自己的故事，

「喜歡了一個男生十五年，

現在仍然是朋友的身份」

「究竟還是差了那麼一點

點...... 我們奔向了不同的

人生。」

短視頻平臺話題點擊率
超263億次優質新人演員催
淚演繹虐心愛情故事

電影《我們的樣子像極

了愛情》一經發布就引發了

網友們的熱烈反應，短視頻

平臺點擊率一度超263億次

，社交平臺閱讀次數超2191

萬次。而首支預告中，許一

因為年少無為而遲遲不敢向

高曉楠表達愛意，二人在樓

梯間的吵架戲也十分揪心，

面對高曉楠歇斯底裏的質問

「許一，都到現在了，你都

不敢往前走哪怕一步嗎？」

許一開始重新審視他們之間

的感情，並深情告白「我現

在好想和你表白啊」，這樣

虐心的情節不禁令人猜測二

人關系將在最終走向何處。

在電影中飾演男主許一

的李孝謙現在就讀於上海戲

劇學院表演系。作為一名00

後演員，他曾以高口碑青春

電影《五個撲水的少年》出

道，飾演的角色「高飛」也

一度出圈，被網友們親切的

稱為「小黑」，並入選2021

年度電影頻道「星辰大海」

青年演員優選計劃。這次他

在電影《我們的樣子像極了

愛情》中首次擔任銀幕男主

，扮演的許一更是深陷無法

說出口的糾纏愛戀中。而女

主漆昱辰作為新人女演員，

曾在網絡上憑借清新亮眼的

顏值獲得大量關註，她在電

影中演繹內斂堅韌的女主角

高曉楠，其極具感染力的哭

戲也引萬千網友期待。

電影《我們的樣子像極

了愛情》由光線影業、小森

林影業聯合出品，將於2022

年 8月 4日七夕情人節上映

。「所以，我們要不要在一

起？」

革命歷史題材影片《何叔衡》發布定檔海報

7月8日熱血上映

由知名第五代女性導演劉苗苗攜手導

演周琦聯袂執導，譚仲池、趙楠聯合編劇

，鞏崢領銜主演，張凱淳、王藝萌、王倩

妮主演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何叔衡

》日前發布定檔海報，宣布將於7月8日

全國公映！作為一部繪製中國共產黨人堅

韌不拔、牢記使命品性的主旋律電影，

《何叔衡》在電影市場並不穩定的當下選

擇逆流而上，是共產黨人不畏困難的精神

體現，更是致敬二十大的特殊獻禮！

從片方釋出的定檔海報來看，主演鞏

崢生動地詮釋出主人公剛正儒雅的性格特

征，此次飾演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何叔衡目

光堅毅，深沈的眺望前方，歷史人物原型

鮮活再現，躍然紙上，革命者的光環不言

而喻。或許在外人看來，這是並不起眼的

「教書先生」的形象，但在何叔衡的身體

裏卻滾燙著革命的血，這種精神百年不滅

。

電影講述了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擔任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第一任工

農檢察部部長期間，在中央蘇區開展反腐

鬥爭以及在中央紅軍長征後堅持鬥爭、最

後壯烈犧牲的曲折故事。通過聚焦何叔衡

與毛澤東、瞿秋白，與妻女，與張清泉等

人物的心靈交流，展示著他高遠的境界、

崇高的革命情懷守和堅毅的人格操守。在

二十大即將來臨之際，再現中共一大代表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何叔衡的光輝印

記，相信所有觀眾都在在電影院感受一場

紅色革命的洗禮。

《何叔衡》作為一部中小成本投資的

電影，承載著導演劉苗苖和一眾主創人員

用心、用情、用功的匠心，更飽含著對祖

國、對歷史的致敬和祝福。更重要的是在

當下疫情反復、市場低迷的大背景下，選

擇迎難而上，不畏艱難，也生動彰顯著共

產黨人的精神，是對影片主題最好的詮釋

！7月8日，電影《何叔衡》定不負觀眾

厚望，給觀眾們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電影《何叔衡》由湖南瀟影第二影業有限

公司、瀟湘電影集團有限公司、湖南寧影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將於7月8日全

國公映，敬請期待！

爆款古裝劇《夢華錄》爭議中收官
熱播劇《夢華錄》上周日收官

，歷經了開播時的爆紅，中段的口

碑反噬以及最終的「和解」，這部

古裝劇掀起了近年來難得一見的

「古偶」熱潮。

單從播放熱度來看，《夢華

錄》無疑是成功的。該劇上線 15

小時播放量破 2億次，截至 7月 2

日，《夢華錄》播放量已破40億

次。截至收官前，豆瓣歷史最高

評分8.8分，堪稱內娛「古偶」天

花板。

這種一騎絕塵的收視戰績一

方面來自該劇巧妙的開局，以關

漢卿元雜劇《趙盼兒風月救風

塵》為靈感創作的前幾集，充

分塑造了一個挑戰過往古裝女

性形象、自帶俠義氣息的大女主

趙盼兒形象，女性互助的主題讓

該劇像是自帶現代價值觀的女性

獨立劇集。另外，該劇選角匹配

度極高，劉亦菲、陳曉、柳巖、

林允乃至一眾配角都到位的表

演 ， 與 極 具

質 感 的 化 妝

與 造 型 、 置

景 與 製 作 ，

讓這部劇給人

一個全面優秀

的初印象。

不過，伴

隨著劇情的推

進，以現代價

值觀重構古代

經 典 文 本 的

弊 端 也 隨 之

顯 現 。 從 趙

盼 兒 身 份 的

改 造 開 始 ，

《夢華錄》開始走上了古偶言情的

套路。說好的女性創業主題，變成

了男女主角反復拉扯的浪漫戲碼，

三位女性互助開茶樓遇到沖突和困

難，也只能仰仗自帶權勢的男主來

解決。「一切大女主的盡頭，都有

一個背後默默助力的男性角色」

，這種俗套的設定將元雜劇文本

原有的先鋒意義徹底揉碎，變成

了通俗的古偶設定。這種偏差也

帶來了口碑的反噬，該劇評分從

8.8分直線下降，直至收官前成了

8.3分，觀眾評論也出現兩極分化

的局面。

在播放模式上，《夢華錄》打

破常規。該劇在大結局收官前一

周，開通了「付費超前看結局直

播」的觀看模式，被不少觀眾認為

過分「圈錢」。提前因「付費直播

」而外泄的大結局，直接打亂了常

規播放的劇情節奏，也讓這部口碑

本就有所爭議的劇集再次陷入輿論

中心。從後續播出的劇集來看，故

事最後並沒有讓劇情陷入常規的

「兩女爭一男」的俗套劇情，而宋

引章擺脫了脫籍的執念後終於自我

覺醒，真正走向了女性的獨立自主

。故事的最後實現了某種和解，姑

娘們解決問題的方式轉向自我努力

，而官場的部分也沒有完全邏輯不

通，甚至於帝後之間的深情，還讓

不少觀眾掛懷。

從最終8.3分的收官評分來看

，《夢華錄》依然是今年的古裝劇

爆款。盡管批評有之，缺陷有之，

但這種爭議多少來自於過高的期待

。「國產劇苦醜偶劇久矣」在《夢

華錄》中得到了最好的糾正，而全

程在線的古裝劇審美也一定程度上

挽救了該劇在人物設定和價值取向

上的缺陷。對於想再造一部古裝劇

爆款的創作者來說，《夢華錄》可

以規避的錯誤不少，而可以借鑒的

經驗依然多多，唯有國產劇創作者

們繼續自勉，多生產優秀乃至精彩

的古裝劇作品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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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公路飛車戲險撞死影帝
青雲
韋家輝阿Sa 鼓勵獲

緩解不安

阿Sa向來非常欣賞韋家輝導演的作品，
之前曾合作《鬼馬狂想曲》，但兩人

接觸並不多，直至今次《神探大戰》，阿Sa
才高呼大開眼界：“因為韋導演是一個精益
求精到不得之了的人，他的劇本是很神秘
的，接拍這部戲的時候，我只知道自己演什
麼角色與簡單故事，所以每一日開工都好刺
激，來到現場才知道需要做什麼，‘哦，今
日要跳樓呀？OK呀！’場場戲就像在玩極
限運動一樣，要不是跑樓梯，就要游泳，需
要的體力非常大，拍完這部戲，我覺得自己
的身體也好了！”

拍齊跳海跳樓爆破戲
阿Sa拍過不少打戲，吊威吔可謂家常

便飯，但今次拍《神探大戰》，阿Sa坦言猶
如進入另外一個世界，初嘗許多前所未見的
獨特體會：“我從未試過跳海，全身化一個
特技妝，每次要花6至8小時，然後要走一
條很臭的溝渠，那條渠真是‘包羅萬有’！
還有無數的爆破場面，有些真的很貼近，就

在自己身旁，回家後會發現身上有損傷，雖
說不是什麼大傷，但可想而知，現場有多少
東西在爆呢？還有在廟街跳樓，跳樓不是沒
有試過，但在廟街啊，好多人在樓下看
着。”

雖心驚膽戰，阿Sa卻從沒退縮過：
“當自己很辛苦地化完一個特技妝，就會很
義無反顧地有種‘來吧！’的感覺！”阿Sa
戲中的角色長時間處於懷孕狀態，阿Sa也花
了不少時間，觀摩孕婦的舉止，她說：“我
真的要上YouTube，看了很多很多視頻，一
個孕婦應該是怎樣的？生產過程中有少少不
順利，又會是怎麼樣？”

拍攝飛車場面時，阿Sa才真的冒出一
身汗，有面對生死關頭的感覺，她憶述：
“坦白說，要我駕車已經是一個很難的任
務，雖然我有車牌，但真的很少駕車，加上
對機械的運作亦不甚了解，今次卻要像個賽
車手，有一場我真的差點在公路上撞死了青
雲！”聽阿Sa肉緊道來，直如身歷其境一
樣：“既要駕車，又要演戲，甚至看不到倒

後鏡，因為裝了燈，左右兩邊的倒後鏡，我
真的看得好勉強，一轉彎，差點就要撞上另
一架車！驚魂未定地再駕了一陣子，又幾乎
cut線撞車，我完全沒作聲，青雲也很安
靜，然後停在紅綠燈，我望着他，有點心
虛，他看着我，彼此對望，爆笑！在我們車
子前面是crew（工作人員）車，車內的工作
人員看我們爆笑，他們又爆笑，因為他們目
睹整個案發經過，我差點撞死影帝，好怕
呀！”以往接到一個劇本，阿Sa必定做足功
課，處理好角色的不同層次，而這次要迎合
韋導演即興式的拍攝手法，難免有些徬徨與
不安，她剖白心情道：“頭一個月真的頗擔
心，好像沒有方向，韋導演平時不太說話，
拍完一個鏡頭，又不會跟你說好還是不好，
直至有一天拍完一場戲，導演走過來跟我說
‘做得很好，好像一個女神探！’那一刻立
刻放鬆，是立刻就鬆下來了！青雲哥也很
好，有一天給了我一些鼓勵，之後幾個月就
舒服了！”阿Sa笑道：“演員是需要鼓勵
的！”

笑好友陳家樂沒好關照
衛詩雅想加入連詩雅姊妹團

帶男友人回家練配音陳庭欣說男友敷衍應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蔡卓妍（阿

Sa）於由韋家輝執導、監製及編劇的電影《神探

大戰》中化身女警探，她直言今次令她嘗試出道

以來許多個第一次，每日如玩極限運動，甚至面

對過生死關頭，阿Sa激動自爆險令拍檔劉青雲

喪命：“我差點撞死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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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寰亞電影
《七人樂隊》由七位香港殿堂級導演洪金
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峯、
徐克及巳故的林嶺東聯手，各自抽籤一個
年代，執導一個與香港有關的故事，合奏
出這部滿溢香港情懷的電影。

由許鞍華（Ann）執導的《校長》是
一個發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天台學校的故
事，吳鎮宇扮演校長，馬賽扮演王老師，
兩人心意相通，卻閉口不宣。《校長》是
Ann導借一名退休小學校長的記憶，重溫
1961年的教學軼事。她說：“這是一個愛
情故事，我覺得這樣的愛情很能代表早一
代人對感情含蓄的表達，所以就選了這個
故事。完成拍攝之後感覺也很不錯，因為
拍了一個自己很喜歡的題材。”

吳鎮宇首次扮演校長，面對戲中扮演
小學生的小演員們耐心十足。小演員都沒
有演戲經驗，因此拍攝每一幕之前，鎮宇
和Ann導都要向他們細心講解和綵排。小
演員年紀還小，有時不明白拍攝要求，已
為人父的鎮宇會耐心以他們能明白的方式
去解說，盡顯父愛。校長的角色更要橫跨
40年，鎮宇要化老妝，配以他影帝級的演
技，成功演活出年紀老邁的校長。

◆◆ 吳鎮宇面吳鎮宇面
對小演員們耐對小演員們耐
心十足心十足。。

◆◆陳庭欣幫助好友黃陳庭欣幫助好友黃
俊豪聲演經典劇集俊豪聲演經典劇集
《《公主嫁到公主嫁到》。》。

◆◆ 衛詩雅衛詩雅((右右))
和李靖筠早就和李靖筠早就
知道陳家樂準知道陳家樂準
備成家立室備成家立室。。

◆◆ MCL Cinemas Plus+MCL Cinemas Plus+ 荷里活戲院荷里活戲院66日晚日晚
舉行開幕典禮舉行開幕典禮。。

◆韋家輝導演大讚阿Sa演得出色。

◆◆ 阿阿 SaSa 花花 66
至至 88小時化上小時化上
特技妝特技妝。。

◆◆ 阿阿SaSa、、青雲青雲
和林鬥戲和林鬥戲。。

◆◆ 阿阿SaSa就位前勤就位前勤
學習孕婦舉止學習孕婦舉止。。

◆◆ 青雲與阿青雲與阿SaSa共共
度生死關頭度生死關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陳庭欣（To-
by） 6日晚以古裝扮相參與《好聲好戲》錄影，
幫助好友黃俊豪聲演經典劇集《公主嫁到》。
Toby坦言入行至今從未有機會參演古裝劇，最
遠的紀錄都只有民初劇，而且《公主嫁到》是
2010年的劇集，當年正是她參加香港小姐的年
份，為助好友比賽前重看聲演片段超過100次，
說：“平時做《東張西望》都有錄音，但原來配

音要對嘴形是另一回事。”Toby稱練習
期間有叫黃俊豪到她家一起練習，更煲
私伙靚湯讓對方喝，她說：“知道他
不懂得用聲，反正自己有煲湯，沒理
由只有我自己喝吧。”笑問男友有沒
有吃醋時，Toby笑稱男友只顧打電
遊沒有理會他們，問他意見也只是敷
衍式給標準答案說好。

另一邊廂，黃庭鋒就請來李佳芯（Ali）聲演
鄭裕玲與黃子華的《男親女愛》，Ali自責表現
失準連累了庭鋒，出門前已覺出師不利，說：
“在屋苑樓下已遇上車禍，叫車都來不
了，自己又忘帶熱水沖金盞花，平時都
有準備喉糖、八仙果等，結果錄影一開
始就起痰，知道自己不夠好，覺得好可
惜。”甚少演霸氣角色如鄭裕玲的
“Miss Mo”，她直認自己聲線是太
“奀”（弱小），希望透過節目來增
強用聲技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由麗新集團
MCL院線及英皇影院集團共同投資及建立的全
新戲院品牌Plus+的頭炮項目：MCL Cinemas
Plus+ 荷里活戲院6日晚舉行開幕典禮，麗新集
團主席林建岳博士、麗新發展高級副總裁林
顥伊博士、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博士及副主
席楊政龍出任主禮嘉賓，同場出席的藝人
包括有衛詩雅、李靖筠、曾樂彤、艾妮、
梁仲恆、盧慧敏、陳嘉寶及林熙彤等。

衛詩雅表示對戲院有特別偏好，因
她喜歡看電影時吃小食，特別愛吃爆
谷，故很注重戲院的食物質素，亦十分
清楚每間戲院有何特色食物。她最難忘
的是一次入場看西片《無聲絕境》，因
為故事是講任何人發聲便會被怪物吃
掉，為免咬食物時發出聲音影響其他人
看戲，她只能將爆谷含在口裏。

談到好拍檔陳家樂早前開船P求婚
成功，衛詩雅表示很早便知道，並有份

策劃，她笑說：“家樂是個粗心大意的人，但這
次都該讚，因為他想到好多東西出來，當日我比
他更緊張，怕會有疏漏，加上又擔心他會洩機
密，這次真是隱瞞得好辛苦，他求婚時我真是很

感動，比他們更早哭。”
詩雅又稱家樂想她當兄弟團，但她

卻不想：“因為陳家樂一定沒什麼好
關照，我想做姊妹團，（要連詩雅介
紹好男孩給你作為報答？）我說不
用，要報答便送一層樓給我，因為家
樂每次都說今世還不清。”問到她可
會也渴望嫁人？她坦言渴望，等待好
人選出現。

李靖筠下周參與韓國影展
李靖筠就笑稱去看電影較着重泊車

優惠，應省則省。談到陳家樂求婚成
功，她大爆對方早已有成家立室的計
劃：“之前同家樂合作，他已經常將建立

家庭掛在口邊，現在終於長大了。”問她與男友
又可有結婚計劃？李靖筠笑稱與男友正處於拚搏
時期，未有討論結婚的問題。她又透露下星期便
會啟程到韓國參與富川奇幻電影節，未去先興奮
的她說：“今次是我第一次參與影展，亦是我第
一次到韓國，好想試吃生八爪魚。”

梁仲恆與盧慧敏（Amy）同樣長得高大，梁
仲恆笑指互望對方時視線好舒服。梁仲恆憑電影
《媽媽的神奇小子》有份入圍角逐金像獎“最佳
新演員”及“最佳男主角”兩項提名，但他卻稱
看好好友柯煒林能奪新演員獎，他說：“他最大
機會，同我們不同層次，他是另一個層次。（他
阻攔你爭獎？）無法，我生不逢時，平常心，入
到圍已經好棒了。”至於最佳男主角獎他就看好
林家棟，大讚對方在《手捲煙》的演技流暢，收
放自如，無法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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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为什么新移民会选择区区几个城市居住？

我认为是中国新移民不再是为了到美国来

讨生活，来辛苦打工淘金，而是为了谋求更好

的生活和教育环境。

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的华人为了谋生，四

处奔波，哪里有活，有工作，就去哪里，久而

久之，他们就在当地繁衍后代，一代一代生根

。

20世纪80年代，大批大陆以及台湾留学生

来美求学，毕业后为了找工作，拿绿卡，只要

有公司录用，就欢天喜地了，哪里还在乎什么

工作地点和居住城市。

新移民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们的特点是不缺钱，无需为了找工作而

到偏远的地方生活，不太懂英文，喜欢热闹，

喜欢扎堆，喜欢中国食品和饮食，为了子女，

追求高质量的教育，追求好的学区，追求高档

的住房。

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西雅图这些世界

一流都市无疑就成了他们扎堆居住的首选。

君不见，这几年，上述地区的高档房和优

秀学区房的房价蹭蹭地往上涨，我们新来的大

陆同胞可谓是功不可没。

洛杉矶地区的尔湾，阿卡迪亚，核桃市；

旧金山地区的湾区；纽约的曼哈顿，LongIreland

(长岛）地区，这些城市要么是当地华人喜欢的

城市，要么是高档豪华的社区，要么是优秀的

学区。

2011年以来，房价普遍都上升了40-60%。

下面来谈一下这几个华人热衷的城市，它

们有着怎样的特点和缺点？

纽约

纽约（New York），位于美国东北部，人

口900万，大纽约地区人口1980万，是美国人口

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纽约在商业和金融的方面发挥巨大的全球

影响力。纽约是一座世界级城市，直接影响着

全球的经济、金融、媒体、政治、教育、娱乐

与时尚界。

联合国总部也位于纽约市。

纽约的金融区，以曼哈顿下城的华尔街为

龙头，被称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同时世界上最

大的证券交易所（按上市公司市值）纽约证券

交易所也位于此地。

曼哈顿的房地产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之一

，纽约地铁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快速交通系统

之一，提供一日24小时一周七日的服务。

纽约同时还是美国顶级高等学府的所在

地，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纽约

周围还分布着其它几所国人耳熟能详的常春

藤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康奈

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中学有美国最好的公立中学蒂文森高中；

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布鲁克林技术高中；拉瓜

迪亚艺术高中。美国排名前10的私立中学，有3

所在纽约。

可以这么说，你想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

在纽约找到，可以说全美国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都集中到了纽约。

但是，纽约繁荣的背面是极度的破败。

过了曼哈顿，到了哈林区，皇后区，建筑

物，马路，商店，满眼看上去都是破旧，凌乱

。法拉盛和曼哈顿的唐人街，杂物遍地。纽约

地铁尽管四通八达，但是环境较脏。

再者，纽约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治安一直

饱受诟病。

再者，美国的东部地区，包括纽约，对于

南方人来说，冬天太冷。动辄零下20度。尽管

屋内有暖气，但是出门都受不了。

去年底以来遭遇了美国罕见的严寒天气

；夏天的天气既炎热又潮湿，气温与南京相

当，最高温度都在 35度以上，出门就是一身

汗，让我们这些新移民感到可敬不可亲。

总结一下吧，想要到美国来享受最好的，

上层的生活，追求最时尚，最高端的品味，寻

找更多的投资机会；不惜工本（包括金钱和精

力）为了子女教育的，不在乎贫富落差的国人

，来纽约吧。

想要平平安安地在美国生活，不图发财，

不追求奢侈，喜欢生活在安静宜居的城市，又

不喜欢冬冷夏热的气候国人，去别的州吧。

旧金山

旧金山（San Francisco)，位于加州北部，频

临太平洋，是加州仅次于洛杉矶的第二大城市

，美国西部最大的金融中心和最重要的高新技

术研发和制造基地。

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高新技术产业园“硅谷

”的所在地，每天吸纳着无数高科技人才和世

界各地的游人。

大旧金山市（包括旧金山、奥克兰、伯克

利等）约600万人。

旧金山四季温和，夏天不热，平均气温20

度，冬天不冷，平均气温12度，不下雪，不结

冰。

旧金山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城市中等，

居民富裕，人均收入排在美国最前列。旧金山

是美国科技最发达的城市，尤其是互联网业，

世界第一。

旧金山的华人也很多，唐人街，各类华人

超市，华人餐馆鳞次栉比，物价也很便宜。所

以说，旧金山是许多华人新移民最喜欢的城市

之一。

至于说到旧金山的缺点，那就是房价。

旧金山的房价是美国所有城市中最贵的，

超过纽约，平均房价84万美元，包括公寓，联

排，独立别墅在内。

来这里买一栋普通房子，可以在美国绝大

多数城市买一栋室内面积600平米以上，花园面

积1500平米以上的豪华别墅了。

作为新移民，如果不是腰包鼓鼓，一般是

不敢选择旧金山的湾区来居住的。

洛杉矶

洛杉矶位于美国西岸加州西南部，是美国

的第二大城，仅次于纽约，美国最大的海港。

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全世

界的文化、科学、技术、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

中心之一，还拥有世界知名的各种专业与文化

领域的机构。

洛杉矶已为美国石油化工、海洋、航天工

业和电子业的最大基地，它是美国科技的主要

中心之一，拥有美国西部最大的海港，享有

“科技之城”的称号。

洛杉矶成为在美国仅次于纽约的金融中心

。

对于居住城市，华人感兴趣的通常不外乎

以下5点：

教育：大学，中小学的教育水平怎么样。

交通便利：主要从中国来是否方便。

气候：最好是四季温和，不冷不热。

华人氛围浓郁：可以方便购买中国食品，

吃到中国食物。

居住：环境优良，学区优良，房屋价格适

中。

那就从上述5点来评价一下洛杉矶吧。

▶ 教育 洛杉矶集中着美国最优秀的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多年来排名全美第一；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全美排名25；美国

本科申请人数最多的大学，南加州大学（USC

）,加州欧文（UCI）都是排名全美前40的大学

。

加州还聚集着美国很优秀的私立和公立学

校。家长只要愿意出精力或财力，都可以在洛

杉矶很好的学区或学校上学。

▶ 交通 洛杉矶有着美国最大最密集的高

速公路网，1号，60号,10号，57号，105号，

110号等数十条高速公路贯穿全市。

通常来说，出门5分钟就可以上高速。

▶ 气候 这可能是洛杉矶最引以自豪的地

方了。洛杉矶的气候比旧金山温暖一些。冬天

不冷，夏天不热。冬天不下雪，平均最高温度

可达20度。夏天最高温度35度。一年四季，阳

光灿烂。

▶ 华人氛围浓郁 洛杉矶地区有70多万华

人，还不包括几万人的中国留学生。

你在中国国内，台湾，香港见过的，吃过

的，这里都有。你在国内，台湾，香港没有见

过，没有吃过的，这里也有。

海鲜，水果，肉类价格平过国内，也平过

大多数美国城市。

▶ 居住环境 由于洛杉矶属于地中海气候

，温暖而干燥,一年也下不了几场雨，整个城市

看起来光秃秃的，秃山秃岭。

移民美国后，华人更喜欢住哪里？

很多移民申请人在拿到了绿卡后，大多数人

都会面临在哪里居住的问题。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美国的众多城市中，华人都喜欢哪些城市？

美国目前大约有400万华人，包括美籍华人

，绿卡持有者和工作签证持有者，不包括20多万

大大小小的留学生，他们约占全美总人口的1.2%

。他们分散居住在美国51个州，在那里工作，学

习，生活。

有趣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

，大批投资移民迁居美国，他们的到来，正在改

变美国华裔的居住分布结构。

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美国几个大的

城市，如洛杉矶，纽约，旧金山等。

六月三十日，俄羅斯國防部宣佈，俄已從蛇
島撤軍。這一消息隨後也被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
任葉爾馬克證實。

這座黑海上的島嶼，從俄烏衝突爆發之初就
成為外界關注焦點。費盡心思爭奪數月的蛇島，
俄軍如今為何說撤就撤？

根據俄羅斯國防部的官方消息，俄羅斯宣佈
從蛇島撤軍是一個“善意的姿態”，俄方將以此
向國際社會表達，俄羅斯不會阻礙聯合國組建人
道主義走廊以從烏克蘭領土運出農產品的努力。

俄烏衝突爆發後，重要糧食出口國烏克蘭的
主要港口被封鎖，如何將糧食從烏克蘭運出國外
成了一個大問題。

根據烏克蘭農業政策與糧食部部長披露的數
據，二月二十四日以來，烏克蘭僅出口四百萬噸
糧食，而在此之前，烏港口平均每月出口五百萬
噸至六百萬噸糧食。

六月中，俄羅斯、土耳其、烏克蘭、聯合國
等多方開展了關於糧食出口的談判。六月二十八
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談判已經到了
“關鍵時刻”。

俄軍此刻的宣言，似乎正與這一時間點契合
。

不過，俄軍宣佈撤出後，烏克蘭外交部長庫

列巴隨即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他們(俄羅斯)
總是這樣淡化自己的失敗”。而路透社三十日的
報道，也將此事稱為“烏克蘭的勝利”。

對於這種解讀，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只
是表示，“這是軍方的問題”。撤出蛇島的決定
有很多含義：除了官方展現的對糧食問題的關切
和善意，這一舉動也意味著該地區的形勢和俄軍
的戰術正在發生變化。蛇島地勢平坦，缺乏遮蔽
，本就易攻難守。如果守衛這個地方的困難超過
了控制黑海西北部的益處，那麼，在蛇島駐軍將
失去意義。俄軍事專家評論稱，“我們都明白，
五百萬噸糧食並不能左右八千萬噸體量的世界糧
食市場的天氣。”

俄烏雙方對蛇島的爭奪由來已久。今年二月
二十四日，俄烏衝突爆發後，蛇島被俄軍迅速佔
領。次日，八十二名駐島烏軍投降後撤離。

但是，這八十二名烏軍撤離時，烏克蘭海軍
十六艘艦艇採用“蜂群戰術”，試圖攻擊輸送這
些烏克蘭軍人的俄羅斯黑海艦隊艦船。自此，對
蛇島的爭奪開始。從二月至六月，圍繞蛇島的衝
突時有發生。

五月，俄烏軍方輪番發佈消息，烏軍剛剛宣
稱無人機在蛇島附近擊毀俄軍艦，又有俄軍披露
打擊烏克蘭飛機和直升機，隨後烏軍再次襲擊俄

在島上的部隊，俄軍回應多次擊退烏軍進攻。
到了六月底，仍有烏軍以火箭炮和飛機對蛇

島進行打擊，俄軍頻頻回擊。六月二十二日，
CNN在報道中公佈的衛星圖像顯示，蛇島上有大
面積燃燒後留下的痕跡，還有一座損毀的塔樓。

戰場外，輿論場上也硝煙四起。
蛇島剛被攻佔時，“島上烏軍‘十三勇士’

拒絕被俘，集體戰死”的消息在網絡上火速傳播
，使之在西方輿論中獲得了極大象徵意義。

後來，俄軍傳奇巡洋艦“莫斯科”號在黑海
沉沒的消息，也被烏軍迅速“認領”，稱是駐守
蛇島的烏邊防部隊所為。

雖然這些事件深陷“羅生門”，但足見雙方
對蛇島的重視，在言語上也不會退讓絲毫。

在宣佈撤軍時，俄國防部明確表示，不會給
基輔拿糧食危機做文章的機會。

同時俄方還把“球”丟到烏克蘭手中，稱
“現在需要關注烏克蘭方面的行動，烏方仍然沒
有清理黑海沿岸，包括其港口附近的水域。”

但是，雙方是否真能達成一致、開港出糧，
俄軍這一重大決策又可能引發怎樣的後果？是否
會掀起新一輪輿論風波？一切仍是未知之數。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烏克蘭上的蛇島誰勝誰負烏克蘭上的蛇島誰勝誰負？？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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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屆台北電影節今（5）日迎接中山堂放映最後

一天，由閉幕片《童話．世界》世界首映，導演唐福睿

、監製麻生汶率領主要演員張孝全、江宜蓉、尹馨、夏

于喬、王渝屏盛裝出席，和千名觀眾齊聚欣賞話題十足

的台灣電影，為影展再掀高潮。台北電影節主席易智言

致詞時力讚：「這部電影為台灣的法律劇設下很高的天

花板，好久沒看張孝全演文藝戲，詮釋相當出色。不論

主席還是個人立場，都很開心這部作品能為今年影展畫

下完美的休止符，我們一起期待明年。」

《童話．世界》是台灣少見的法律類型片，不僅獲

選本屆閉幕片，同時也入圍了台北電影獎最佳劇情長片

等6項大獎，今晚世界首映吸引滿場千名觀眾共賞，

「準帝后」張孝全、江宜蓉及入圍最佳女配角的尹馨也

首度合體亮相。本片是唐福睿首部編導的劇情長片，從

律師跨界導演的他，將故事聚焦補習班中的師生戀，探

討法律體系中殘存的父權主義。

唐福睿感謝台北電影節給《童話．世界》一個舞台

，對創作者而言，是無比珍貴的禮物與機會。談起首度

當導演最大挑戰，他說：「當導演要很勇敢，尤其題材

又很爭議，我覺得導演不用是最厲害，但必須要是最勇

敢的那個。」他表示雖然電影議題嚴肅，但故事本身還

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看完對人物遭遇能感同身受。監

製麻生汶則感謝專業優秀的演員們，對大家的表演非常

有信心。

曾獲台北電影獎影帝的張孝全，今年再度問鼎最佳

男主角，他片中飾演律師，從展現對法律的熱情到迷失

自我，後來到重新找回屬於自己正義的過程，張孝全坦

言距離律師職業非常遙遠，感謝唐福睿分享自己的經驗

，「他是我們的表演指導。」張孝全透露律師用字力求

精準，拍攝時每次講錯一個字就必須重來，挑戰很大，

「很開心《童話．世界》能以閉幕片身分第一次跟觀眾

見面，重點還是回到人的身上，這部電影非常多面，包

含男性、女性、慾望、權力等，希望大家喜歡。」

女主角江宜蓉飾演沈溺於補習班老師間情感糾葛的

高中生，精彩表現讓外界看見她表演的不同面向，談及

入圍心情時直呼：「第一次演電影女主角就入圍，非常

榮幸也很緊張，受寵若驚的感覺，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看

，有走向未知的感覺。」她笑稱一開始知道要和張孝全

對戲，內心驚呼：「大家的男神要喜歡我合理嗎？」但

礙於保密不能炫耀，拍攝現場也不斷壓抑自己的情緒，

就怕表情管理露餡，「其實現場他話不多，我也不太會

講話，我們個性有點像，反而帶給我安全感。」

得過台北電影獎影后的尹馨，在片中飾演替被性侵

學生的被告辯護的律師，角色充滿糾結，「我看完劇本

覺得很精彩，但一看台詞發現根本是『有字天書』！」

苦惱咀嚼台詞之餘，也找了律師朋友討論。夏于喬片中

飾演張孝全的老婆，她一開口就打趣：「我一開始覺得

哇！可以當男神的妻子真好，回去還跟先生炫耀了一番

，但其實我們片中是一對情份相當薄的夫妻，比衛生紙

還薄！」但她強調能和張孝全演夫妻很幸福，兩人下戲

常聊家庭生活，迅速拉近彼此距離，也開心表示：「感

謝北影今晚讓《童話．世界》成真，但願我們都能活在

一個相信童話也不會受傷的世界裡。」

王渝屏形容自己的角色是開啟整部電影故事的引子

，「我篇幅不多，但當初看了劇本，覺得這角色就像是

龍捲風，每次出現都會掀起波瀾。」時隔三年終於要看

到成品，她笑說：「我三年前比較胖又是短頭髮，很謝

謝電影把我的樣子留下來！」李康生因還在隔離無法出

席，透過劇組表示：「非常開心電影能受到北影肯定獲

選為閉幕片，而且入圍那麼多項，希望在頒獎典禮上有

好的成績。」《童話．世界》預計10月上映。

本屆台北電影獎頒獎典禮將在7月9日揭曉得獎名單

，敬請鎖定東風衛視台現場直播，並於台北電影節、東

風衛視、MINT TV之YouTube及LINE TODAY線上直播

，更多放映及活動資訊請上台北電影節官方網站、Insta-

gram或FACEBOOK粉絲專頁查詢。

易智言狂讚法律戲天花板
台北電影節閉幕片

《童話‧世界》世界首映掀議題

國際名導侯孝賢監製、電影美術大師黃文英首度執導演筒

的電影長片作品《車頂上的玄天上帝》(暫名)，從240部投件

作品中脫穎而出，成功入選威尼斯市場展(Venice Gap-Financ-

ing Market)，成為全球獲選的27部長片之一。

同列榜單的還有另一部台灣電影作品《TALES OF TAI-

PEI》，這部電影將集合十位導演拍攝十個屬於台北的故事，

十個導演包括奧斯卡提名片《不丹是教室》導演巴沃邱寧多傑

、《當男人戀愛時》導演殷振豪、《孤味》導演許承傑、《大

餓》導演謝沛如...等人。威尼斯市場展為威尼斯影展其中一個

單元，媒合國際資金及資源的重要平台，收到作品獲選喜訊，

導演黃文英表示：「很高興也很榮幸第一次執導長片即入選威

尼斯市場展，也希望這部電影有更多在國際上曝光的機會。」

《車頂上的玄天上帝》日前已經殺青，正緊鑼密鼓進行剪輯

及後製，電影故事背景發生在台北與黃文英導演成長的嘉義，透

過攝影機捕捉舊時獨有的嘉義風光，劇情講述女主角芙月在職場

、情場與家庭之間的抉擇與成長，同時也是一個關於思念與記憶

的故事。黃文英為侯孝賢導演的御用美術指導，曾七度入圍金馬

獎，憑藉著《海上花》、《刺客聶隱娘》分別獲得最佳美術設計

與造型設計，2018年更因參與好萊塢大導馬丁史柯西斯的史詩鉅

獻《沈默》，獲選為美國奧斯卡影藝學院會員。

黃文英首次執導電影長片，就開出極為漂亮的主創名單，

不但有侯孝賢擔任監製，金獎攝影余靜萍坐鎮，更邀請到林依

晨、周渝民、阮經天與張孝全演出，卡司陣容星光熠熠，備受

各界期待。電影預計2023年秋天上映。

侯孝賢監製...林依晨、周渝民加盟
《車頂上的玄天上帝》入選威尼斯市場展

2022台北電影節頒獎典禮將於7月9日晚間

7點盛大登場，今（4）日曝光第二波頒獎嘉賓

名單，睽違多年未在台出席活動的陳喬恩首度

登上北影舞台，和馬志翔一起揭曉最佳女配角

。因《華燈初上》掀話題的楊祐寧、楊謹華將

再度合體搶鏡；另有影展大使劉冠廷、藍正龍

、李霈瑜、張書豪、鄭人碩、陽靚、蔡淑臻、

施名帥、曾珮瑜，以及本屆入圍者温昇豪、馬

志翔、評審朱芷瑩、簡嫚書輪番揭獎，替北影

再添華麗星光。

今年台北電影節力邀逾30位明星影人上台

頒獎，眾星共襄盛舉榮耀電影人，陳喬恩首度

現身台北電影節，與曾合作電影《市長夫人的

秘密》的馬志翔頒發最佳女配角，這也是她在

台闊別已久的公開活動，馬志翔同時角逐本屆

最佳男配角。在《華燈初上》中有驚艷表現的

「成哥」楊祐寧以及「蘇媽媽」楊謹華將擔任

最佳攝影的頒獎人。眾所期待的最佳女主角由

去年影后陽靚與今年擔任台北電影獎評審的簡

嫚書搭檔，頒發獎座給今年新科影后。

本屆影展大使劉冠廷與演而優則導的藍正

龍揭曉最佳男配角，兩人同為王小棣導演的學

生，曾一同演出電視劇，學長、學弟首度同台

頒獎，話題十足。今年替影展周邊設計商品的

李霈瑜，和共演《大債時代》的搭檔張書豪揭

曉最佳造型設計及最佳美術設計。《夢遊樂園

》中的「假面夫妻」温昇豪、曾珮瑜合頒最佳

編劇，温昇豪也將角逐本屆最佳男主角，是否

會二度上台，格外受到矚目；近期以「暴走女

外科」形象深植人心的蔡淑臻，與鄭人碩繼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之後再合體，頒發傑

出技術及最佳短片。最佳紀錄片則由演藝圈銀

色情侶檔施名帥、朱芷瑩揭曉，朱芷瑩同時擔

任本屆台北電影獎的評審。

2022台北電影節

頒獎典禮第二波頒獎人

再添重量級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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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穿越回宋朝的某座城市，欢迎你来到南宋时期的杭

州，重回中国最雅致、最闲适、最令人向往的朝代之一。英国著

名历史学家阿诺德· 约瑟夫· 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让他选择，他

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时光流逝，王朝更迭，曾经辉煌的南宋皇

宫、曾经喧嚣的瓦舍勾栏，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根植

于这座城市基因之中的宋代气韵，至今仍有踪迹可寻。

历史上的两宋时期，曾被贴上“积贫积弱”的标签，但在

当今史学家眼中，宋朝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王朝，在经济上是

近代中国的萌芽期，在文化上也堪称东方的“文艺复兴”，尤

其体现在文学艺术与生活美学方面。南宋王室南渡之后定都临

安（今杭州），一百余年的营建将其打造为东方的繁华之都。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宋人日常中的开门七件事；“烧香、

点茶、挂画、插花”，同样也是宋人生活中的“四般闲事”。

在周密所著的《武林旧事》中，南宋时的临安城有23座喝酒品

茶看演出的瓦肆，人们可以随意进出瓦肆，在勾栏里喝茶饮酒

、观看表演……

杭州从2021年起开始举办“宋韵杭式生活节”，希望以宋

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为主线，掀起一场重回宋韵杭州的城

市运动。在刚过去的今年6月15-19日，西湖边举办了盛大的

“宋韵杭州奇妙夜”活动，重现了宋人秉烛夜游的夏日雅兴。

南宋御街 御街是南宋皇帝出皇城祭祖时所走过的道路，是

皇城的中心街道，位置与现在的南宋御街步行街区大致重合。

在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你可以看到近年发掘出来的宋代道路。

位于御街最南端的万松岭路口的南宋遗址陈列馆中还有宋

代铺路时所使用的“香糕砖”，石砌水闸蓄水池内的泉眼至今

仍在汩汩冒水。

钱王祠 五代十国时期，临安人钱镠建立吴越国，定都西府

，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自此钱王统治了杭州九十余年，直至太

平兴国三年（978年），国王钱弘俶“纳土归宋”，将一军十三

州归属宋朝版图，成为十国中唯一没有通过战争手段而完成的

“和平过渡”，让百姓避免了战乱。这座祠堂就是为纪念吴越

国钱王功绩而建造的，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不过现在的建

筑是在2002年重新修建的，仅有八字墙为原建筑遗物。

建筑是南方少见的故宫同款红墙黛瓦，每逢下雪便成为市

民争相前往的赏梅地，墙头几枝腊梅探出，暗香浮动，别有韵

味，正应了那句话，一到下雪杭州便回到了临安府。

孔庙 虽然全国各地的孔庙基本大同小异，但杭州的孔庙依

然值得一游，在这里你能看到由宋高宗和皇后吴氏手书、始刻

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南宋太学石经》，它是中国石经

中的珍宝，没有什么能比这800多年前的南宋遗物更能代表宋代

的文化气韵。

孔庙还附带了一个漂亮的园林，园林中展示了上百块书法

石碑，兼任着“杭州碑林”的职责。也不要错过星象馆内的

《五代钱元瓘墓石刻星象图》和《五代吴汉月墓刻星象图》，

前者可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之一。书法碑刻爱好者

可以在入口处免费借一台讲解器（需身份证，押金200元）慢慢

游览。

南宋宫殿遗址 隐藏在凤凰山至玉皇山间的南宋宫殿，与太

庙一样毁于南宋亡国次年的一场大火，所有地面建筑均荡然无

存，但游荡在山间密林，还是能寻访到一些相关遗迹。凤凰山

麓的馒头山社区是当年的南宋皇城所在地，从这里沿宋城路向

西步行约800米即到宋代圣果寺遗址，可以找找有宋高宗赵构手

书“忠实”二字的摩崖石刻。

继续往山上走，还能看到南宋皇宫御花园中的赏月胜地月

岩。沿步道往山下走，经过老玉皇宫往南走到公路上，对面是

八卦田遗址公园，当年南宋皇室就在这里祭祀先农，祈求天下

安宁。

径山寺与径山古道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是南宋诗人陆游著名的描写西湖春景的诗句，在这句诗的后

面，诗人其实也写到了南宋人喜爱的饮茶：“矮纸斜行闲作草

，晴窗细乳戏分茶。”分茶，也叫点茶，南宋时期，从王室到

百姓，都盛行这样的饮茶方式。

位于杭州西北郊、距离市区约54公里的径山

古寺，是宋代茶饮的发源地之一，你也可以在这

里体验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径山茶宴，

重温古老的禅茶礼仪和宋人斗茶的意境。

径山属于天目山脉的延伸段，茶园满山。

径山禅茶自古闻名，据传日本的茶道就源自这

里。不过径山古道更值得一游。这条古道始建

于唐朝，全长约 3公里，相传当年鉴真大师东

渡日本时就曾沿此路从余杭径山寺走到了临安

白马寺，后来成为上径山寺的朝圣之路，更是

历代文豪钟情之所。石板路延绵向上，一侧山

崖陡峭，一侧竹林茶园葱郁，步行上山约需 1

个多小时。

浙江省博物馆孤山区 宋人爱饮茶，也爱焚香

，他们使用的器皿也极为讲究，以青瓷为主，器

型简洁，色泽典雅。浙江正是青瓷的诞生地，南

宋朝廷也在杭州设有官窑烧制御瓷。在浙江省博

物馆孤山区，你可以欣赏到这些拥有雨过天青般

色泽的南宋青瓷。

浙江省博物馆孤山区建于1929年，与它所在

的孤山和面前的西湖相得益彰。馆内有四个常设

展厅，《昆山片玉：中国古代陶瓷陈列》厅内展

出了馆藏的近400件陶瓷文物，其中的原始青瓷和

名窑瓷器难得一见。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个馆区

武林馆区，目前正在举办“形而上下——宋韵视

野下的龙泉青瓷”展。展览中有20件珍贵的金鱼

村窖藏出土的南宋龙泉青瓷，此外，义乌工人路

窖藏、游览亭窖藏以及余姚巍星路窖藏的宋元时

期顶级文物也一同亮相。展览至8月18日结束，喜

欢宋瓷的你不要错过。

参观完博物馆后，不妨再去孤山一游。此处

自古以来一直是杭州文人雅士至爱的游览胜地，

文化气息十分浓郁。记得去寻找一下放鹤亭。写

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北宋

诗人林逋（林和靖）在这里隐居了20年，不仕不

娶，栽种梅花，还养了一只名叫“鸣皋”的仙鹤

，仙鹤死后亦葬于此。在放鹤亭的西面还能找到

林和靖墓。

慧因高丽寺 始建于吴越王钱镠时期，原称惠

慧因寺，作为华严宗的中心重地，它对朝鲜半岛的佛教发展有

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俗称高丽寺。现在的寺院于2007年重建，

为宋代建筑风格，虽是新建，但形制古朴优雅，加上身处幽静

的三台山路，游客罕至，很适合拍照。

苏堤 苏轼（1037-1101），世称苏东坡，今四川省眉山市

人，曾两度在杭州为官，期间不但写下大量咏叹杭州山水的

诗词，更修筑苏堤并种植桃柳，为后世留下了“苏堤春晓”

的美景。

苏堤全长 2.8 公里，纵贯西湖，全线禁止机动车通行

。从南到北有 6 座桥：印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

和跨虹，俗称“六吊桥”。站在苏堤上，一边是西里湖

，另一边是湖中三岛，风光独特，同时因为堤上种满了

柳树和桃树，“苏堤春晓”更是成为西湖十景之首。苏

堤南端有苏东坡纪念馆（免费），介绍了苏东坡修浚西

湖、修筑苏堤的功绩，最值得一看的是后院东坡艺苑内

的书法拓片和碑廊。

如今的“西湖十景”，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

秋月、断桥残雪等，这些命名，在南宋时期的文人山水画中

已有体现，当时的笔记、诗词中也多有提及。南宋朝廷南渡

后，更加着意经营城市建筑与西湖景观的营造，最终形成了

“西湖十景”。

西溪 春天的杭州百花盛开，西溪湿地迎来一年一度的花朝

节。据南宋笔记中的描述，一千多年前的杭州人，非常重视花

朝节，他们通常会去涌金门外赏杨柳，在凤山门外看桃花。而

现在，你不妨与朋友穿上宋代流行的窄袖衫襦或是宽袖长襦，

像南宋的杭州人那样，在西溪赏花寻春。

距城市一步之遥的西溪湿地，咫尺之内就拒绝了外界的繁

华喧嚣。最适合乘着一叶小舟慢慢摇晃，穿行于水巷，看芦苇

成荡，看白鹭浅翔，看“一曲溪流一曲烟”的诗意流淌，想象

当年宋高宗感叹的那一句“西溪且留下”，是出自怎样的心情

荡漾。

南宋书房 这所书店有南宋主题书籍专柜，也有一系列与南

宋相关的文创产品，例如你可以买到宋徽宗头像的环保袋，抬

头看，书房的屋顶也仿造了宋代营造法式的梁架结构。

书店就位于鼓楼边，大多数情况下人流不多，能安静地挑

选书籍。书籍体量不大，但选书用心，且分类非常有意思，也

大多慷慨地预备样书供读者翻阅。阶梯上预留了座位可以免费

入座。

当地防疫小贴士 杭州全市低风险。低风险地区抵返人员

需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所在县（市、区）的人员实施“2+14”健康管理政策，即

核验 2天（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入杭+14天日常健康监测

。其他风险地区人员政策详见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省

外来浙返浙人员健康管理措施。另外，杭州常态化核酸检测

频次为72小时。

当下大热的“宋式生活美学”

原来只是这座城市的日常
最近即使你没追过热播剧《梦华录》，对于剧中淋漓尽致展现的

“宋式生活美学”，应该也有所耳闻或者心生向往吧？《梦华录》里的

赵盼儿 “北漂搞事业”，故事主要在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展开

。但若论哪个城市最好地保留了昔时的宋风古韵，还得数赵盼儿的老家

——钱塘（今浙江杭州）。

南宋王朝繁华一梦，为杭州留下深厚的文化气韵，南宋时期营造的

“西湖十景”，凤凰山间的皇宫园林遗迹，流传至今的花朝节，以及杭州

人一直信奉的生活美学……今天LP就带你“寻宋”杭州，梦回风雅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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