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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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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AAPIAAPI勝利聯盟執行董事瓦倫勝利聯盟執行董事瓦倫··尼科爾訪尼科爾訪
問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問美南新聞傳媒集團

【美南新聞泉深】8 月 4
日，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
民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AAPI) 勝利聯盟（Victo-
ry Alliance) 執行董事瓦倫·尼科爾(Varun Nikore)專程從華盛頓首
府抵達休斯頓，攜同 RiseAAPI 執行董事馬比拉·曼蘇爾(Mabila
Mansoor) 一行訪問美南新聞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歡迎嘉賓的
蒞臨，向嘉賓介紹了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和國際貿易中心的概況，
帶領嘉賓參觀了美南新聞成就展、數字化圖像處理設備、全自動
數控報紙印刷車間、美南環球劇坊和新聞電視直播間，並在會議
室舉行了親切的座談。

李董事長說，1999年至2009年期間，也是美南新聞集團發
展最快的時期，建立了美南新聞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
tional Trade Center）兩棟大樓。兩棟大樓的落成對休斯頓華人社
區、亞裔社區、其他少數族裔社區，甚至是美國主流社會產生了
深遠的影響，這從我們的各項活動中可以見證。國際貿易中心作
為大休斯頓地區唯一由華人獨立創辦的跨國界、跨種族、跨文化
、跨地域的非營利經貿組織，成立伊始，即得到休斯頓市政府及
美國社會各界名流人士等的大力支持，很多政要名流更成為國際
貿易中心的終身顧問。國際貿易中心支持贊助本地多達8000多
個少數族裔的中小企業運作，提供經濟服務，促進經濟發展。

他說：“二十年前這裡是一片未開墾的荒地，我們建議成立
一個國際區，吸引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人士來這裡投資、建設
、做生意、工作、生活。幾年後這種建議成為現實，德州州長任
命我為國際管理區區長至今已有18年。現在國際區的百利大道
馬路寬敞，兩邊大樓林立，生意興隆，繁華似錦，這是我們新移
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國際區每月都有新的公司、店鋪開業典禮，
看到國際區有無數成功的範例，作為國際區的區長，我感到無比
的自豪。”

他說，美南新聞傳媒集團每年舉辦德克薩斯國際農曆新年遊
園會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至今已舉辦了26屆。
每屆都有休斯頓市長、美國國會議員、各國駐休斯頓總領事、德
州眾議員、著名歌星影星和藝術家以及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各
族裔觀眾出席。每年美國 ABC 電視台（Chanel 13）和 FOX
News到達現場進行實況採訪和報導。

尼科爾先生作為競選戰略家、籌款人和政策顧問參與了國家
、州和地方政府政治活動已有30餘年。 1998 年，尼科爾先生在
克林頓政府任職，也一直在民主黨內服務。

他說亞裔美國人和太平
洋島民是美國文化大熔爐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涵
蓋了廣泛的多樣性。他是
印度裔美國人領導力倡議
的創始人和前任主席，該
倡議是美國最大的印度裔
美國人民主黨網絡。尼科
爾還在 2011 年至 2013 年

期間擔任北弗吉尼亞州民主商業委員會主席，並在其董事會任職
。 2008 年，尼科爾擔任奧巴馬的美國交通政策顧問。 2012 年，
他擔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小企業主委員會的聯合主席。尼科爾由
州長特里·麥考利夫（ Terry McAuliffe） 任命，在弗吉尼亞商業
太空飛行管理局和弗吉尼亞海上風電發展管理局的董事會任職。

他說他致力於在全國建立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政治權
力；制定和倡導影響少數族裔社區的政策；並與組織建立聯盟，
以幫助 AAPI 發揮他們的權力，並在地方、州和國家層面成為勝
利聯盟。他談到勝利聯盟正在做的一些關鍵工作，以及為什麼德
克薩斯州如此專注於造福 AAPI 社區和我們的國家。他說為什麼
AAPI 社區需要與其他少數族裔群體的接觸與合作，擴大少數族
裔在美國的影響力。他最後說：“我們都應該關心投票權、婦女
權利、槍支管制、移民權利等。”

曼蘇爾也談到少數族裔要充分利用投票權力，發揮少數族裔
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

會後，李蔚華董事長邀請嘉賓在金冠海鮮酒家共進午餐。

BB22星期日       2022年8月7日       Sunday, August 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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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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 華語文壇之光華語文壇之光！！劇作家秦鴻鈞囊括劇作家秦鴻鈞囊括
歐洲三大電影節歐洲三大電影節 「「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原創劇本」」 金銀大獎金銀大獎 ””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圖、文/梁晨導演】2022年8月5日中午，接獲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亞洲管理委員會的
通知，在榮獲好萊塢電影劇本大獎之後，休士頓華裔編劇秦鴻鈞女士又囊括歐洲三大影展，巴黎
國際電影節，倫敦國際電影節 「最佳原創劇本獎」金銀大獎！並正式得到意大利佛洛倫薩國際影
展的 「最佳劇本獎」提名。亞洲管理委員會主席，著名電影人候孝賢說，這是目前為止，第一次
華語原創電影劇本入圍歐洲電影大獎，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開創新紀元的突破！

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 (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縮寫為AMPAS）
，是美國文化影視界的專業或資深人士組成的非營利組織。同時也是奧斯卡金像獎的主辦單位。
2021年2月，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亞裔委員會就向北美地區長年以來對華人社區的文化，新
聞，藝術，電影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華人藝術家頒發了表彰。秦鴻鈞女士成為被表彰的第一人。
學院的表彰狀描述了她多年來對社區的貢獻。

「......超過三十五年來，奔波在大休士頓地區的一位活力又深思的專業編劇和新聞工作者....一
萬多篇優質的新聞報導，從政治，文化，藝術，剖析社區的生活狀態，反聵了人們的思想....」

秦鴻鈞女士的作品斬獲歐洲三大電影節 「最佳原創劇本」金銀大獎標誌著歐美影視
界逐漸開放了對亞裔電影人的族群限制，採取了真正的文化多元性。不同的亞裔文化

，情感，思維方式，精彩感人的中文作品正在影響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秦鴻鈞的作品獲獎歐洲
三大影展對於今後中文作品，華人文化在世界性文壇範圍內的意義重大，是一次標志性的創舉！

評獎委員會在解釋頒獎原因時表示，“秦鴻鈞女士在其作品中表現出的人性價值，犀利的洞
察力，語言的傳神，為中文小說和電影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秦鴻鈞簡歷
台灣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
美南華文作協會長 。
曾任台視、中視、華視單元劇、連續劇編劇，並為香港邵氏公司編劇。著有 「大國手與小工人」
、 「深夜的訪客」 等電影劇本。另有自編自導舞台劇 「行行出狀元」，於台北 「青年劇展」 與
洛杉磯 「洛城劇社 」 演出。
現為 「美南報系傳媒集團」副社長。曾擔任 「美南電視」 新聞節目 「焦點 」 的製作人、主持人
。以在美移民為背景，寫成 「單程機票 」舞台劇，獲台灣文化部最佳劇本獎。

「「休士頓國慶籌備會休士頓國慶籌備會」」 成員代表成員代表，，在主任委員江在主任委員江
麗君麗君（（前排左二前排左二））的安排下的安排下，，於於88月月44日晚間在日晚間在
「「新皇宮新皇宮」」 餐廳設宴歡送即將任滿返國的餐廳設宴歡送即將任滿返國的 「「僑教僑教

中心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圖圖：：前排中前排中 ）。）。陳主任在餐會上暢談她駐外工作多年陳主任在餐會上暢談她駐外工作多年
的心得及見聞的心得及見聞。。尤其歐洲法國巴黎九年多的奇聞異事尤其歐洲法國巴黎九年多的奇聞異事，，使在場的代表們在使在場的代表們在
品嚐品嚐 「「新皇宮新皇宮」」 的美食之餘的美食之餘，，又聽到如此珍貴的見聞事蹟又聽到如此珍貴的見聞事蹟，，真有不虛此行真有不虛此行
之感之感。。所有出席的成員所有出席的成員，，都祝福陳主任前程似錦都祝福陳主任前程似錦，，創造更多事業上的成就創造更多事業上的成就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設宴歡送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設宴歡送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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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

休城社區

前阵子，歌手郑钧的一条微博引起热议。

郑钧称“儿子撒谎被我抓住，罚他磕一千个头”

。惩罚后儿子狂喊：我再也不敢撒谎了。

对于这件事，大家讨论的重点都是落在郑钧“体

罚”孩子的行为是否太重了。

虽然郑钧稍后有解释没有打孩子，只是让孩子练

习瑜伽动作。

但这件事，其实更值得讨论的是——孩子说谎后

，父母这样用惩罚去教育孩子真的对吗？家长应该如

何正确地教育孩子呢？

虽然孩子说谎父母要引起重视，但是孩子说谎的

背后一定有其原因，严格的惩罚并不会让孩子停止说

谎，反而有可能引发孩子强烈的反抗。

没有孩子天然愿意说谎，背后一定有原因

孩子说谎的第一个原因，是孩子怕被父母惩罚。

尹建莉老师在《好妈妈胜过好老师2》中提到：

孩子掩饰和撒谎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逃避大人的

责备。

父母平时对孩子的教育，如果太过严厉，动不动

就惩罚孩子，甚至打骂孩子，那孩子遇到问题或者闯

了祸，自然不敢对父母说实话，只能选择掩饰或者撒

谎来保护自己。

有一次，读4年级的侄子放学后，直到天都黑了

还没有回家。

我弟弟和弟媳焦急万分，在学校和村子里四处寻

找。直到晚上7点多，侄子自己才慢吞吞地走回来了

。

一家人又急又气地质问他去哪里了？侄子说，他

刚才被人“绑架”了！

他说，放学后和几个同学在学校门口玩，忽然两

个中年男人捂住他的嘴巴，强制把他抱上摩托车，飞

速驶离学校。

车开到人比较多的地方，他瞅准时机狠狠地咬绑

匪的手，然后大声喊救命，两人才把他丢下摩托车仓

皇而逃。

弟弟和弟媳听后吓得一身冷汗，赶紧拉着孩子要

去报警。侄子却总推脱着不愿去。

最后，在父母的反复追问下，他才说出实话：原

来是为了多玩一会回家晚了，怕被父母打骂，所以才

编了一个自己被绑架的谎言。

大家都没有想到，侄子为了逃避惩罚，竟然能编

出一个如此详尽的谎言。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当人们

不愿意让真实的表现流露或遇

到对自己不利的环境时，就会

用婉转的方式表达出的一种防

御性语言，这就是谎言。

由此可见，没有一个孩子天

生愿意说谎话，他一定是觉得

说实话有压力或者对自己不利

，才会选择说谎话。

父母如果发现孩子说谎话，首先应该反思自己：

是不是对孩子太过严厉了。

孩子说谎的另一个原因，是父母言行不一致。

风靡亚洲的“妈妈学校”创始人徐亨淑在她的书

《妈妈学校：合格妈妈的4堂必修课》中指出：要让

孩子不撒谎，最重要的一点是，妈妈本身要成为一个

不说谎的堂堂真正的人。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在生活中的言行举

止都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孩子。

如果父母自己言行不一，起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作

用，比如经常逃票、谎报孩子年龄等等。孩子看在眼

里，自然会形成说谎的坏习惯。

在《影响力》这本书中，作者明确指出：人们的

行为会受到他人举动和言语的影响。

孩子的行为则更容易受到他人、特别是父母的影

响。

父母要做个有心人，时刻影响着孩子朝着向上和

向善的方向发展。

孩子说谎的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怕父母惩罚，

一个是父母自己言行不一致。

所以父母发现孩子撒谎时，首先不要第一时间发

怒批评孩子，先观察；

其次，找个合适的时机，本着爱和尊重的心态，

心平气和地与孩子交流；

最后，每次和孩子交流后，父母要进行自我反思

。

批评和打骂，是教育孩子不撒谎最无用的方法

当你发现孩子说谎的时候，千万不要第一时间怒

气冲冲批评孩子，揪住孩子撒谎的事不放，更不要在

众人面前羞辱孩子。

孩子有很强的自尊心，如果家长过度打击了孩子

的自尊心，他们就可能变得消沉，甚至有可能做出强

烈的反抗行为。

之前有看过一篇报道，四川宜宾一小区发生小孩

跳楼事件。

13岁男孩小勇上初一，母亲在小区外开了一家小

卖部，小勇经常帮母亲送货、回收货款。

一次，小孩回来后神色慌张地对母亲说：1500元

货款被一伙开面包车的人抢走，但是自己没能记住车

牌号码。

小勇的母亲赶紧带着孩子去报警。警方通过监控

，并没有发现小勇描述的面包车。

显然，小勇在说谎。

母亲又气又恨，多次打骂小勇。

最终，小勇不堪忍受，将藏匿的货款交还给母亲

后，自己也选择了跳楼轻生。

一条13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因为一个谎言而永远

地消失了，真的让人感到痛惜。

不过，最悲痛的还是小勇的母亲，因为自己的教

育不当，她将一辈子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中。

发现孩子撒谎，一味心急地想通过恐吓、责备和

打骂等方式来教育孩子，除了有可能酿成悲剧以外，

其实起到的教育效果非常有限。

加拿大蒙吉尔大学的维多利亚·塔尔瓦助教，做

过这么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在游戏开始前给两组孩子各读一则小故

事。

一则故事是《狼来了》，故事中的男孩因为反复

说谎，最后和羊一起全被狼吃掉了。

另一则是《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故事中年

轻的华盛顿承认自己用斧头砍倒了樱桃树。

故事最后，父亲对他说：“乔治，听你说真话而

不是说谎的感觉，比我有一千棵樱桃树的感觉还好。

”

听了这两个故事后，两组孩子在随后的游戏中，

说谎的意愿分别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呢？

结果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听完《狼来了》的孩子，相较平时更容易说谎；

而听完《华盛顿和樱桃树》的孩子，50%~75%减少了

说谎。

为什么呢？因为华盛顿的故事教会孩子们以诚实

为乐去面对谎言，而不是向孩子灌输害怕谎言被揭穿

的恐惧。

塔尔瓦的研究表明，培养出一个值得信赖的孩子

，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信任他们，让他们本性中最好的

部分得以充分地发挥，而不是试图去根除他们本性中

最差的部分。

所以，接纳和包容，反而更容易让孩子有安全感

，更愿意敞开心扉说真话。

孩子说谎时，父母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先别急着

发火，默默观察，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和孩子进行沟通

交流。

比起打骂，教育撒谎最有用的是爱和尊重

有一次，我同事在她儿子的班级群里，看到另一

位家长在询问：有没有人拿错他儿子的铅笔盒。

后来给检查作业时，她发现儿子书包里的铅笔盒

跟群里家长发的图片一模一样。

她问儿子：孩子，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铅笔盒？

儿子说：同学送的。

同事强忍住怒火，并没有当场拆穿儿子的谎言。

第二天，同事怒气消了一大半。

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她说：孩子，昨天你们班同

学的妈妈在群里找的铅笔盒，正是你书包里的那个。

儿子一听，马上愣住了。

同事接着说：如果你喜欢，妈妈去给你买一个，

咱们没有必要拿人家的东西，对吧？你把东西还给同

学，我去给这位同学的妈妈道歉，你看可以吗？

儿子显然没有料到他的谎言会被妈妈拆穿，更没

有想到妈妈会对他如此的谅解。

他满脸通红，轻轻地点了点头。

回到学校，他把铅笔盒还给同学，并诚恳地跟同

学道了歉。

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本书中，作者指

出：千万不要恐吓和威胁孩子。要让孩子在拥有足够

安全感的情况下，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培养孩子承

认错误的勇气。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孩子勇于承认错

误，则错误已经改了一半。

为什么不在孩子说谎的第一时间教育孩子，而是

要另外找合适的时机呢？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期后，家长的情绪已经

平静下来，而且通过深思熟虑，更能够本着爱和尊重

的心态和孩子沟通，孩子会容易接受自己的错误。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面临威胁时，大脑会迅速

选择逃避“攻击”或者“处罚”。所以面对怒气冲冲

的父母，孩子就更容易选择撒谎来逃避处罚。

如果家长能冷静下来，给孩子一些时间，与孩子

一起面对问题，共同解决困难。这种情况下，孩子自

然不会选择撒谎。

尹建莉曾说：如果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是真正被尊

重、被爱的，他对父母有全然的信赖，有十足的安全

感，他就不需要在“闯祸”后慌乱，也不需要隐瞒

——没有害怕就没有谎言。

孩子撒谎时，父母发火并不能解决问题。

唯有爱和尊重，才能让孩子与“谎言”绝交。

家长持续反思，孩子才能不断成长

每一次孩子说谎，父母教育完孩子之后，都要

做最后一步——自我反思。

反思自己，是不是在平时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太过严厉，导致孩子不敢说出真相。

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在孩子面前言行不一，

给孩子起了坏的影响。

反思自己，是不是对孩子有足够的爱和尊重。

反思自己，是不是有经常学习，教育孩子的方

式能不能更好一点。

只有家长在教育孩子这条道路上持续反思，才

能找出更合适的教育方法，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事关孩子的事情没小事，在大人眼里是小事，

对孩子来说却是大事。

点个赞，家长在教育方式上前进一小步，孩子

将在自我成长上前进一大步。

“妈妈，谢谢你不惩罚我”

不说谎的孩子，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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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號週日早上，被友人邀約到
一間教堂，聽一位牧師發表對新冠病毒
疫情的看法。牧師在兩個多小時的說道
中，介紹耶蘇的德行不少。不過最令我

贊同的，是他認為近三年的歲月中，世人之所以頻頻
受到新冠病毒的侵襲，揮之不去，乃因為上帝認為世
人做了不少有違天理的事情，所以受到上天的懲罰。

聆聽之下，我也認同，且看汽車排放廢氣依舊、海
灘廢物成堆、食水空樽堆積如山等等，都是造成對大
自然的傷害。因此牧師講出今番是上帝天主懲罰世人
，也有一定天理。

放眼新冠病毒進入第4 個年頭，疫情似乎緩慢下來
，但又突然出現猴痘新的病害。這隻劣猴初期還僅是出現在非洲
大陸，世衛專家也認為： 「老婆回外家」，可以不理。誰知一個
翻斛，這個頑猴己殺入歐洲，進而殺到美國來。加州舊金山上週
還是七宗八宗而矣，一個週末下來，便有過百病例出現。由於感
染猴痘病例持續增加， 8月1日，市長便宣布情況不妙，全城進
入緊急狀態。允許相關單位官員免去繁複行政程序，迅速因應這
項公共危機，

舊金山市市長布里德（London Breed）說： 「我們身處一個

非常可怕的地方，我們不希望聯邦政府忽視我們的需要。許多
LGBTQ社群的領導人，數週前也要求提供額外的幫助、支援和
協助。」

布里德的宣布受到同性戀權利倡議人士的歡迎。他們先前宣
稱舊金山因應猴痘病毒的作為遲緩，並對此感到愈來愈沮喪。

目前為止的猴痘案例，大多為從事男 仕特別事務及男間的
性行為者。全美目前有4600個猴痘病例，其中加州有約800例，
舊金山就占了281例。

36歲的坦普拉諾（Tom Temprano）曾在6月底參加舊金山
「同志驕傲」週末活動，他接獲通知，稱至少有一名參加者的猴

痘篩檢呈陽性反應。他因此撥了地方衛生當局為協助民眾接種疫
苗所提供的4個電話號碼，但電話都沒人接，他還留了言。

1980年代初期，愛滋病 （AIDS）在舊金山和其他地區肆虐
之際，美國政府反應遲鈍，只有ACT UP這樣的團體誕生，並發
起行動對抗愛滋病 。

針對各界擔心美國錯失抑制猴痘的良機一事，聯邦官員今天
表示，儘管有疫苗供應的問題，美國的猴痘疫情仍可被擋下。

公共衛生部門表示，猴痘病毒由皮膚接觸感染，包括性行為
、接吻、近距離呼吸、共用床上用品或衣物。當局也要求有感染
風險的人，在人群中活動時不要將皮膚暴露出來，並觀察是否有
諸如發燒、水泡、皮膚出現疹子等症狀。

與此同時，美國東岸的大都會紐約市，也進入了緊急狀態.
原來紐約的病例己逼近1400起，其中大部分為紐約市居民；州

長霍楚(Kathy Hochul)
7 月 30 日宣布：紐約
州進入緊急狀態，協
助地方政府加快應對
疫情。

紐約州猴痘病例
累積 1383 宗，其中成
為全美病例熱點地區
的紐約市就有 1289 宗
，州衛生廳官員指，
恐怕還有更多確診病
例未 列入紀錄；猴痘
在有性行為的男同性
戀、雙性戀者中快速
傳播，州府特別提醒
該群體提高警覺。

紐約州至今已向
聯邦政府接收近17萬劑猴痘疫苗，州府將持續與白宮、聯邦疾
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協調，確保居民獲得應有的疫苗分配。

為對抗猴痘，州衛生廳網站將隨時更新最新資訊，供查詢疫
苗接種地址，以及疫情介紹等信息；州府目前已將這些資料分發
給LGBTQ組織、各地衛生部門、醫療保健提供者和企業，並在
社區以廣告提升民眾對疫情的關注。

美國猴痘疫情正蔓延

2022年8月1 號，美國眾
議 院 議 長 佩 洛 西 （Nancy
Pelosi）展開亞洲之行，率

領包括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米克斯；眾議院退伍軍人事務委
員會主席高野；眾議院歲計委員會副主席德爾貝內；眾議院情報委
員會成員、監督暨改革委員會經濟暨消費政策小組委員會主席克里
希納穆爾蒂；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外委會成員安迪‧金,暨美國在
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孫曉雅等成員，抵台訪問。中華民國外交部
北美司司長徐佑典、外交部部長吳釗燮等台北官員，在機場迎接。
翌日佩洛西將會拜會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這是繼1997年時任美
國眾院議長金里奇之後，睽違25年來訪台的最高級的美國政要首
腦人物。

佩洛西在美國官方，向來是一位愛憎分明的強硬份子。從政四
十多年以來，她一直十分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並且曾經參與營救
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李祥春。

佩洛西抵台後，馬上發表挺台聲明。中國官方十分跳腳，以軍
事演習、群機擾空、言語叫囂等多種行徑，頻頻恫嚇美台兩方政府

，挑動戰火升溫。
佩洛西雖說已是82 歲的老太太，但仍是強硬的鉄娘子。記得

1991年，佩洛西還是新科議員時，曾有一次訪問中國的機會。她
曾經不 理會中國北京政府所反對，與2位美國男議員在北京天安門
廣場上，打開了長長一條民主橫幅，橫幅上以剛勁有力的中文字體
，書寫上 「獻給為中國民主事業犧牲之烈士」意指1989 年六四天
安門慘案枉死的北京師生及平民。此外，2018年，佩洛西也曾經
公開聲援法輪功反迫害活動。

2019年，當香港爆發反修例示威遊行時，遠在太平洋另一邊
的佩洛西，也力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在華府山莊上，接
見了香港民主人士黃之鋒、何韻詩等人。

佩洛西抵台後發表聲明說：“我們的這次訪問是對台灣的幾個
國會代表團之一——這絕不與美國長期以來以1979年《台灣關係
法》、美中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為指導的政策相抵觸。在當今世界
面臨專制與民主之間的選擇之際，美國與台灣2,300萬人民的團結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中華民國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表示，佩洛西議長不僅長期支持
台灣，更長年關注台灣民主發展與區域和平安全，是台灣堅定的國
際重要友人；對於佩洛西率團訪台，總統府表達誠摯歡迎。蔡總統

在3日上午於總統府接見訪問團，也將於台北賓館設午宴款待，就
台美合作及共同關切事務交換意見。

中華民國外交部晚間發布活動通知，總統蔡英文及美國聯邦眾
議院議長佩洛西訂於3日上午10時53分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辦媒體
互動會；副總統賴清德、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外交部長吳釗燮及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處長孫曉雅（Sandra Oudkirk
）均將出席與會。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表示，外交部竭誠歡迎美國聯邦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重量級國會領袖團訪問台灣。成員包含眾院外
交、退伍軍人事務及歲計等多位重要委員會的領袖，凸顯台美關係
廣獲美國會的高度支持，以及台美在各項領域的廣泛合作。也再度
彰顯美國對台灣“堅若磐石”的堅定支持。

相信佩洛西等國會重量級議員此次來訪，將能強化台美的緊密
友好關係，進一步深化雙方在各領域的全球合作。

佩洛西3日下午參訪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據透露，美國在台協
會（AIT）幾天前就開始與在台灣的中國民運人士、台灣人權工作
者見面，遭中國關押多年的NGO工作者李明哲、中國民運人士吾
爾開希、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等人,可望出席在台港人，安排於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與佩洛西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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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鴦並肩抗蘇俄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有6 個
月，戰火仍然紛飛不斷 , 前
者以大國之力量攻打弱勢的

鳥克蘭，當然是穩操勝券。幸而尚有美歐多國向烏克蘭伸出援手
，既送軍用物資，也有現金供應。

不過新近澤連斯基因為與妻子歐倫娜(Olena Zelenska)替時尚
雜誌《Vogue》美國數碼版拍攝了一輯充滿唯美感的照片，遭到
有人質疑: 當此烏克蘭正遭受到戰火蹂躪、每天每時都有人傷亡
的時候，但這對總統夫婦還有心情及時光來拍這些照片，是否適
合。一些美國保守派議員更乘勢抨擊兩人在戰亂期間，竟然來拍
攝華麗照片，又說美國軍援烏克蘭的資金，原來是給兩人拍照、
影幾張靚相...輿論壓力之下，澤連斯基形象幾乎一鋪清袋。與妻
子登上Vogue雜誌之中，被人 「柴台」。

不過，《Vogue》主動出來澄清：今次主要是訪問44歲 的鳥
克蘭第一夫人歐倫娜。烏克蘭國民認為她受訪是告訴世界各地的

烏克蘭民： 戰火下的鳥克蘭婦女和兒童，正在戰亂中受苦受難
！

今期《Vogue》的封面照片只有歐倫娜單獨一人，標題為
《勇者之照：烏克蘭第一夫人歐倫娜．熱倫斯卡》，裡面則有她
與澤連斯基的合照，由著名攝影師Annie Leibowitz操刀，Vogue
也有上載兩人的拍攝花絮。

美國共和黨議員Lauren Boebert在Twitter轉載了澤連斯基夫
婦的合照，稱 「當我們給烏克蘭 600 億美元時，澤連斯基卻為
Vogue拍照片。這些人似乎當我們是一群傻瓜。」這種說法，澤
連斯基奮力抵抗俄軍的形象也大幅受損。澳洲極右政治網站
Rebel News記者Avi Yemini說，在開戰初期，他十分敬重澤連斯
基，因此當時有很多他穿上戰術的裝備走到前線的照片， 「結果
這些照片是假的，此舉像他的為人。現在為Vogue拍照。騙取西
方納稅人數十億美元」。

在網上的反應卻出現兩極。
澤連斯基與妻子的合照分別在鳥克蘭首都基輔的總統辦公室

和市郊的瑪麗亞宮中拍攝，歐倫娜也有在遭俄軍炸毀的全球唯一
最大飛機安托諾夫安-225(Antonov AN-225)的殘骸旁拍照，她提
及 「這是我人生最恐怖的數月，所有烏克蘭人也是這樣」，又指

無人能明白他們如何克服這艱難時刻， 「我們期望取得勝利，堅
信會戰勝，這推動我們向前邁進。」在訪問中，澤連斯基說他當
然愛妻子，歐倫娜是他最好朋友，亦是愛國者，她深愛烏克蘭，
也是一名出色的母親。網上對澤連斯基夫婦接受Vogue訪問的反
應兩極。有讀者稱， 「Vogue 將戰爭浪漫化。」獲網民數百個
「讚」表示贊同。另有批評說，在他們的國家每天都有人死亡，

為雜誌拍照似乎不明智， 「只會看來虛偽！」
美國電訊公司Verizon行政總裁Tami Erwin則貼文撐歐倫娜

，指她讓世界知道烏克蘭婦女和兒童的故事，為許多人發聲。親
烏克蘭分子Val Voschevska在 Instagram說，歐倫娜展現了自己真
實一面， 「她就像我們在公司返了成日工，分別是她的工作是在
戰爭中保護國家」。一名烏克蘭市民留言感謝《Vogue》，透過
真正的烏克蘭人引起外界關注烏克蘭。另有人稱， 「拍照引起外
界關注有甚麼不妥？烏克蘭戰爭讓我注意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
的戰爭，在那些照片下的留言裡見到許多格魯吉亞人和敘利亞人
說，俄羅斯在他們國家也幹同樣的事，搶掠、強姦和虐待民眾。
」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自俄羅斯攻打烏克蘭以
來，烏克蘭有逾1.2萬人死亡，數百萬人失去家園。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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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人物

权力之路

2021年 10月 26日，德国总统施泰

因迈尔郑重地将手中的“解聘证书”交

给了那个看起来比他“瘦小”很多的女

性——安吉拉· 默克尔。

这也代表着，默克尔长达16年的总

理生涯，即将走向结束。16年里，默克

尔成了“世界头号女强人”、成了“将

欧洲扛在肩膀上的女人”，也成了“全

球最具权势的女性”。

回首来时路，或许默克尔的心中永

远忘不了的是坐落在汉堡的一个小房子

......

1954年7月17日，默克尔出生在汉

堡的一个牧师家庭。她刚刚出生不久，

父亲就响应了西德教会的号召，举家搬

迁到东德。

一心为了工作的父亲，当时并没有

来得及思考，这个举动会给女儿的教育

产生什么影响。

在东德，牧师是很受歧视的一个职

业，因此小小年纪的默克尔就养成了谨

言慎行的处事原则。

她总是穿着单调朴素的衣服，抱着

厚厚的课本，穿梭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以致于同学们都叫她“灰老鼠”。

可是她的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之

后顺利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物理学。

学习，对于默克尔这样的人来说，

似乎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

除了对数理化这样艰难深奥的科目

十分精通以外，默克尔还能熟练地掌握

德语、俄语、英语、法语四门语言。

大学毕业以后的默克尔，继续从事

物理研究工作，并且在1986年获得了物

理化学博士学位。

对默克尔来说，攻读物理学，最大

的收获不是学术上的成就，而是在学习

过程中，她养成的科学性、严谨性，深

深地影响着她的政治作风：稳重且富有

原则。

如果，历史的车轮就这么平稳地开

过去的话，也许默克尔会一直深耕在物

理学领域，并且以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为终生奋斗目标。

可偏偏，历史这个巨大的无形车轮

在1989年11月9日的时候，拐了一下弯

，并且撞倒了柏林墙。

从那天起，默克尔发现身边的科学

家好像都开始展露政治特长，谈论的内

容不是学术而是政治。

默克尔也受到了影响，决定开始迅

速调转航向，踏入政界。同年12月，她

就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德“民主觉

醒党”，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

负。

可是，刚一进门，她就被泼了一盆

冷水。虽然默克尔在专业领域已经取得

了不菲的成就，但是在政界，她就是一

个毫无根基的新人。

刚开始她的工作不是上街发传单、

做宣传，就是在办公室装电脑。如果照

这个速度下去，默克尔可能要混好多年

，才能开始在政界发出自己的光芒，可

是她好像总能赶上天时和地利。

默克尔加入“民主觉醒党”刚一年

，这个政党就和西德大党基民盟，合并

了。

1990年底，在两德合并后的第一次

大选中，默克尔成为了德国政坛上最年

轻的女议员。

默克尔在竞选中的表现，不仅帮她

成功成为议员，也让她赢得了当时德国

总理科尔的注意。

竞选结束后，科尔直接邀请她在总

理府见面，并且和她聊了很久。默克尔

的才华和能力赢得了科尔的赏识，她也

被科尔纳入了内阁。

进入内阁以后，科尔对默克尔十分

关照，经常带她去会见各国政要，她的

官职也是一路升迁。外界甚至戏称她为

“科尔的小女孩”。

七年间，默克尔先后出任联邦妇女

和青年部部长以及联邦环境部等部门的

部长。

在这段时间，默克尔努力地积攒着

她的人脉和从政经验。

这个时候的默克尔，依旧和当初一

样，每次会议，她都会做好充足的准备

，但是很少发言。

她一直很安静，但也一直很有力

量。

她一直为了她的信念和权利目标奋

斗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也会不惜

玩弄权术，甚是看起来不近人情。

将欧洲扛在肩上的女人

都说女人狠起来，就没有男人什

么事了。默克尔用她的实际行动证明

了，她早已经不是那个安静小姑娘了

，而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优秀的国

家领导人。

她不仅可以带领德国不断前进，甚

至可以将欧洲扛在肩上。

1998年，科尔竞选失利，默克尔也

随之退出了内阁。后来，科尔因为受贿

，连累整个基民盟的支持率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情况下，默克尔的政治生

涯也会受到连累。但是，作为一个能够

读到物理学博士的女人，默克尔绝对不

会是多愁善感、整日哀婉叹息的林妹妹

形象。

她的理性、冷静、务实让她迅速找

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没过多久，《法兰克福汇报》上刊

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大肆批评了科

尔的受贿行为，其言辞之犀利，评价之

尖锐，让许多人都十分惊讶。

更让大家瞠目结舌的是，这篇文章

的作者就是昔日科尔一手提拔的爱将默

克尔。

默克尔表示，她要与科尔划清界限

，甚至提出科尔应该主动提出辞去基民

盟名誉主席的职位。

默克尔的做法虽然看上去忘恩负义

，见风使舵，但确实是保存基民盟的最

好方法。

基民盟反应过来的成员们开始意识

到默克尔的做法是对的，他们也相继站

在了默克尔身后。

2000年，默克尔当选基民盟的新一

任主席，这个时候大家才看清楚，在默

克尔安静甚至不起眼的外表下，原来埋

藏着巨大的野心。

默克尔也不再掩饰她的决心和毅力

，她拿起了手中的宝剑，对准了德国总

理的位置。

2005年的选举中，默克尔战胜了前

总理施罗德，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

总理。

从此，默克尔开始了她的时代。更

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她的总理之位，

一坐就是16年。

登上总理之位的默克尔，开始迅速

显露出她卓越的政治手段。

默克尔上任之初，面对政府大量的

财政赤字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毫不

犹豫地砍掉了失业救济金这一项财政支

出。

她这样做，就是为了逼迫失业的年

轻人自食其力，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

而不是每天靠救济过日子。

在欧洲事务中，默克尔带领下的德

国，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5 年 1 月，乌克兰东部战事升

级，为了阻止战争继续，默克尔向当时

的法国总统奥朗德提出了倡议，还和俄

、乌两国总统达成第二个《明斯克协议

》，促进实现停火 。

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默克

尔在援助希腊的计划上，“故意”迟疑

，还设计让欧盟其他成员国接受德国方

案，最终希腊免于财政崩溃，欧元区也

得以维系 。

德国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贝克甚

至感慨，这个女人深谙马基雅维利的权

利之道，还将她称为“墨基雅维利”。

权力，有些时候就代表着冷酷，默

克尔的权力之路也是如此。

2015年，默克尔参加某电视节目时

，一个深受战争之苦的巴勒斯坦的女孩

说，希望继续留在德国，默克尔抱歉地

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做不到。

女孩当时哭了，许多人说默克尔冷

血，但当时的她只是想为国家负责。

当越来越多的难民因为战争阴影开

始逃生的时候，默克尔最终下定决心，

开放德国边界。

结果这件事情导致了德国安全形势

迅速恶化，她的支持率也急转直下，甚至

遭到了邻国的批评和盟友决裂的威胁。

但是，默克尔依然没有改变她的政

策，她说，她希望未来的德国国民，是

自由、富有同情心和向世界开放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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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催淚神作第二彈，萌翻全亞洲的「角落小夥伴」

今年暑假再度登上大銀幕！全新電影找來《夏目友人帳》

導演大森貴弘、《貓的報恩》編劇吉田玲子、《衝吧烈子

》動畫團隊Fanworks聯手打造全新暖心故事《角落小夥伴

電影版：藍色月夜的魔法之子》即將在2022年8月5日全台

上映！今(28)日邀請到中文配音賈靜雯出席記者會，第二次

為角落小夥伴獻聲的賈靜雯，這次配音遇到最大的難關竟

是「唱歌」！就連首次配音的女兒Angel都崩潰吶喊：「我

們母女都五音不全！」此外，兩位角落小夥伴「白熊」及

「蜥蜴」也特別現身同台，頭戴魔法帽的超萌扮相讓人興

奮不已！

亞洲超人氣「角落小夥伴」十周年動畫電影《角落小

夥伴電影版：藍色月夜的魔法之子》將在下周五全台戲院

上映！今日特別邀請到中文配音賈靜雯出席記者會，於活

動現場暢聊再次為角落小夥伴獻聲的心情，賈靜雯透露，

雖然第二次錄音已經更加熟悉，但還是遇到讓她壓力山大

的「大魔王關」！原來是這次電影中有兩句需要用「唱歌

」來呈現的旁白，讓賈靜雯和女兒Angel都一致認同是配音

最大難關，錄音前不僅影后緊張直呼：「完蛋了，可能需

要喝一杯紅酒才能唱！」就連Angel當時都崩潰吶喊：「天

啊，會被發現我們母女都五音不全！」賈靜雯解釋道：

「因為我的部分日文版是男生的低key，所以我的聲音必須

要follow男生，雖然我聲音比較低，但唱起來跟講話是不一

樣的！」兩人甚至還特別錄下片段回家練習，隔天錄了幾

次後順利完成，也讓兩人終於卸下心中大石。

首次獻唱的特殊經驗，也讓賈靜雯被問是否在拿下金

馬、金鐘的影后殊榮後，要放眼金曲獎？賈靜雯則謙虛自

虧：「不可能，離金曲大概還有十萬步！」而上周日賈靜

雯全家也特別包場搶先看電影，首次跟女兒一同工作的影

后看完後感性直呼：「跟女兒最難忘的配音工作！」此次

跟女兒一起合作的寶貴經驗，也讓賈靜雯力讚女兒的表現

：「Angel很聰明，學習的很快！」但也笑言：「不過可能

也像我吧，自我要求高！」而第一次在大銀幕上聽到自己

聲音的Angel則是害羞表示：「希望大家會喜歡！」而年幼

的兩位妹妹咘咘、波妞則是興奮直呼：「快來看我媽媽

『演』的角落小夥伴！」童趣的發言讓賈靜雯哭笑不得。

除了女神精彩的配音故事分享，這次也邀請到兩位重

量級嘉賓「白熊」及「蜥蜴」專程從日本搭機來台，兩位

小夥伴頭戴魔法帽的超萌扮相讓現場大小朋友都興奮不已

！而賈靜雯被問到要從兩位人氣小夥伴中選擇適合當旅伴

、孩子保母、經紀人及家中作客的二選一題目時，「白熊

」及「蜥蜴」被選中時的開心表現與落選的失落樣貌都讓

人直呼超可愛！活動結尾賈靜雯也再次宣傳自上映日起連

續四周，至戲院觀賞電影就有機會獲得獨家特典，數量有

限送完為止。現場氣氛熱鬧非凡，也讓觀眾更加期待《角

落小夥伴電影版：藍色月夜的魔法之子》的上映！

角落小鎮上有個傳說，每五年出現一次的藍色滿月之

夜，將有神秘的魔法師們出現為大家實現夢想。某個秋日

夜晚，這個傳說竟然成真了！搭著魔幻飛船的「魔法5人組

」來到小鎮並施下魔法，讓角落小夥伴變身魔法師一同玩

耍，共度了一晚魔幻的快樂時光。然而回家時魔法師們卻

不小心把年紀最小的「五」留在角落小鎮了！被遺留在小

鎮上的他受到小夥伴的細心照料，為了報答小夥伴的照顧

，還不太會使用魔法的「五」決定替角落小夥伴實現夢想

，究竟小夥伴們各自的夢想是什麼？夢想真的能用魔法實

現嗎？《角落小夥伴電影版：藍色月夜的魔法之子》將於

2022年8月5日全台戲院上映，更多電影資訊歡迎上威視官

方粉絲團查詢：https://www.facebook.com/VVPfans

影后賈靜雯《角落小夥伴電影版》現身記者會
與白熊、蜥蜴同台萌翻全場！

由陳喬恩、 金瀚、陳宥維、王子璇等

演員共同詮釋的《遇見璀璨的你》是一部講

述娛樂圈明星急流湧退、演藝產業內部人員

勾心鬥角，現實世界中企業界間的經營困境

與相互吞併等情節，透過主人翁們有緣相聚

的交流之間、迸發出璀璨都市愛情故事的中

國大陸都會戀愛劇。本劇全 43 集，五大亮

點一起看。

陳喬恩以2008年台劇《命中註定我愛你

》從台灣紅到大陸，當時的陳喬恩在這齣偶

像劇飾演的便利貼女孩經歷成長與幻滅、最

後終於成為商界女強人的演出，成為華語戲

劇觀眾的不滅共同記憶。

如今事隔 14 年，陳喬恩在《遇見璀璨

的你》與小她 14 歲的金瀚組 CP 。金瀚在

過往的幾檔戲劇如《君九齡》、《鶴唳華亭

》與《楚喬傳》中演出讓人感受到其老成，

與陳喬恩竟毫無違和感，也算一絕。

《遇見璀璨的你》破題以明星工作太過

忙碌、承受了巨大壓力做開場，以至於私生

活終至失控而讓飾演明星經紀人的女主角

「獨孤若男」（陳喬恩飾）被貶職、必須捲

土重來再創其金牌經紀人威名。過程中不乏

有著經紀人互搶旗下明星的難堪場面，甚至

藝人為了搏版面而無所不用其極做出不人道

、失德或是作假情事，再再展現出現代人多

數人表面上雖光鮮亮麗，私底下生活其實極

其不健康與壓抑的血淚秘密。

無論是演藝界的勾心鬥角、商界的爭搶

地盤，到跨界的合作，《遇見璀璨的你》通

篇讓男主季默（金瀚飾）及配角的心理學學

成背景「學有所用」，全劇巧妙地把心理學

的理論運用於劇中，除了讓劇情的進行地更

加流暢、有說服力，也道出人際關係在生活

中實在不可或缺，人無法離群獨自生活。心

理學觀點為本劇增彩不少！

女主角獨孤若男手下藝人宋子豪（王子

睿飾）翻紅成為巨星之後，因壓力太大而引

發憂鬱症，後來幸得身邊人引領與關懷、走

出憂鬱，並在最後離開演藝圈時告誡粉絲：

「憂鬱症可能在你一不注意就就發生在你或

身邊的人身上」，鼓勵大家要關心身旁夥伴

、關懷憂鬱症。這便成為《遇見璀璨的你》

的社會關懷元素。

在事業低谷時，獨孤若男憑藉著實力、

費盡心力為新人思達（陳宥維飾）開闢星路

不遺餘力、也為自身事業征途再創高峰。

1998年生、年僅 24 歲陳宥維作為男二、暗

戀大他近 20 歲的陳喬恩，堪稱是陳喬恩自

《人間至味是清歡》與 1997年生的王一博

打造 18 歲年齡差感情戲以後又一大挑戰！

思達從無名小卒到成為當紅小生的星路旅程

，既勵志又令人感慨，實為《遇見璀璨的你

》做了最佳結尾與註解。

陳喬恩新劇
《遇見璀璨的你》

5大必看亮點

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為鼓勵新秀電影競賽（華語）的「火鳥

大獎」，一共有八部電影入圍，而《童話・世界》則是今年台灣

地區所入選的唯一電影。《童話・世界》是由新銳導演唐福睿首

次執導筒的影片，這次能夠入選的原因除了是少數對於法律議題

著墨極深的華語電影之外，同時片中情感濃厚具有說服力也對女

性議題充滿關懷。目前《童話・世界》預計將於今年10月7日上

映，更多電影資訊請洽官方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fanta-

syworld.mgstoryteller

香港國際電影節新秀電影競賽（華語）一共有八部華語地區

作品，角逐四個獎項：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最佳導演、火

鳥大獎，除了《童話・世界》代表台灣參加競賽之外，另外還有

C.B.Yi的《金錢男孩》、邱炯炯的《椒麻會堂》、魏書鈞《永安

鎮故事集》、孔大山《宇宙探索編輯部》、久美成列《一個和四

個》、雷磊《第二個和第三個媽媽》和何爵天的《正義迴廊》等

片。在8月22日及8月26日的兩場放映後，演員張孝全與李康生

也將參加線上映後座談，目前預計將於8月底正式頒獎的火鳥大

獎，評審團有知名導演陳可辛與陳哲藝和監製身份的耐安三位。

對於能夠入圍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獎，唐福睿感到相當興

奮，他說：「能夠和眾多極為優秀的作品，一起在這個歷史悠久

的電影節中競爭，是我和整個團隊的榮幸。《童話・世界》作為

臺灣許久未見的法庭類型電影，我非常期待它也能在其他地區取

得觀眾的共鳴。」

而這次披著律師袍來角逐男主角的張孝全則說：「很榮幸也

很開心《童話・世界》入選香港國際電影節新秀電影競賽，有一

陣子沒拍電影了，能夠入圍真的非常開心，謝謝香港國際電影節

與評審們。」在電影中有吃重演出的江宜蓉，對於《童話・世界

》能夠入圍也難掩開心地說：「謝謝香港國際電影節，很榮幸可

以入圍還有和其他華語區的作品一起被看見，是很大的肯定，謝

謝。」

你想聽童話故事嗎？

初出社會的人權律師張正煦（張孝全 飾），首次承辦案件

便是震驚社會一時的補教名師性侵案；案主湯師承（李康生 飾

）不僅利用童話故事哄騙年輕女學生，更假借交往名義與她們發

生關係。涉世未深的張正煦為求表現，想盡辦法要奪下官司勝利

，希望能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卻沒發現心儀的對象女高中生陳新

（江宜蓉 飾），正一步步落入湯師承所設下的圈套...

《童話·世界》角逐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獎

四項大獎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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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MIRROR於首個紅館
演唱會第4場演出期間，掛於舞台上方的一塊LED屏幕
突然塌下，兩名舞蹈員被擊中受傷送院，舞台表演的安
全問題再次引起關注。翻查過往紀錄，紅館演唱會歷年
亦發生過多宗意外事故，其中1993年劉德華（華仔）紅
館個唱中，上空放出氣球紀念品，一位男歌迷為搶紀念
品失足滾下樓梯，頭部着地受傷昏迷，送院搶救無效不
治，此事令華仔十分自責，也成了紅館最嚴重的一次意
外。

於2003年，林子祥（阿Lam）擔任汪明荃演唱會嘉
賓，台中間的圓形升降台失靈提早降落，林子祥未有察

覺，踩空由8呎高台墮下，一度昏迷送入ICU搶救，意外令阿Lam左耳聽力受
損，出現長期耳鳴及聽不到立體聲等後遺症。

2012年郭富城（城城）在紅館舉行到第17場《舞臨盛宴演唱會》，尾聲唱
至《鐵幕誘惑》一曲時，腳下的方形升降台鋼絲突然斷裂，城城急墮下約3米地
下至四腳朝天，現場觀眾也給嚇呆，慶幸城城有運動根底，意外並沒令他受傷。

林敏驄在2017年開作品展演唱會，開秀前天舞台上一個直徑2米的圓形升降
台突然大幅傾斜，正於台上排練的9位舞蹈員隨之墮下受傷，草蜢成員蔡一智亦
為其中的傷者，幸好傷勢沒大礙。

2009年古巨基紅館演唱會上，基仔所穿的聲控服飾突然冒煙，基仔大嗌來救
火，結果他要邊唱歌邊讓工作人員救火，幸未被燒傷。到2018年紅館演唱會第
二場，基仔於開場不久向後踩空墮下台底，尤幸傷勢不嚴重，演出暫停10分鐘
後基仔再度上台完成演出。

到了2021年張敬軒開18場紅館跨年演唱會，一名工作人員在約2米高處墮
地受傷，送院治理時仍清醒，幸傷勢亦不算嚴重。然而，以上種種意外事故，正
正提醒業界要注意舞台表演的安全措施。

紅館表演意外事件簿

林子祥跌傷耳 古巨基着火

意外事件引起海內外媒體關注
網民怒轟主辦單位罔顧安全

身為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古天樂在意外發生
後於社交平台發文：“今（28日）晚香港

演藝界發生了嚴重的舞台意外，令人震驚和難
過。 我請大家一齊為傷者祈福，並停止發放或轉
發令大家不安的片段。沒有人希望意外發生，即
使一次也嫌多。當下最重要是專注去處理和協調
事件，再全面關注及檢視今後所有台前幕後人員
演出的安全問題，以免重蹈覆轍。其次，希望大
家以正念為傷者集氣祈福，早日渡過難關。願大
家平安。”

舞蹈員出身的歌星郭富城，為兩位受傷舞蹈員
集氣：“演出界發生了這個嚴重的舞台意外，非常
痛心和震驚。當下大家盡力用正面思維為兩位受傷
舞者集氣祈福，希望他們早日康復！同時希望業界
嚴肅地正視舞台演出者的一切安全！人命比一切都
重要！祝願平安！”Anson Lo（盧瀚霆）與今次事
故傷者之一的阿峯曾為郭富城的《郭富城舞林密碼
世界巡迴演唱會 南京站2018》擔任舞蹈員。據
悉，阿峯29日已經可出院。

藝人陳欣健將參與胡楓9月10日在紅館舉行
“修哥 90 迎金秋無限楓騷演唱會”，並擔任表演
嘉賓。陳欣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對
今次MIRROR舞台事件不會留下陰影，因為與相
關製作公司合作多年，極有信心，對方過往都十分
注重安全，而且今次演出亦有足夠時間作準備綵
排。他又指今次舞台意外已令業界提高警惕，相信
日後會更注意安全。他亦希望今次傷者盡快康復，
演藝界日後不會再發生這些不愉快事件。

上月開完紅館演唱會的關心妍接受訪問時表
示，看到事故片段後感震驚，希望受傷的舞蹈員盡
快無事，為他們祈禱。獨立歌手黃劍文受訪時稱對
今次的演唱會嚴重事故同感震驚，他和所有香港市
民一樣會為傷者打氣。但他強調不會留有陰影，因
為他對香港的場館表演安全度仍抱有信心，今次純
屬意外。張繼聰就希望為兩位受傷的舞蹈員送祝
福，現在大家應集中為傷者打氣。

容祖兒祝願吉人天相
不少曾在紅館開演唱會的歌手都紛紛關注此次

事件。張敬軒亦在其社交平台留言：“先為傷者祈
禱，要集氣。若有家人或朋友今（28日）晚目睹事
件經過，請盡能力照顧好他們的情緒或提供適當陪
伴。”陳慧琳留言集氣：“希望順利渡過難關，為
你們祈禱！”容祖兒祝願：“吉人天相，祝所有人

平安！”郭晉安亦留言：“求天父憐憫兩位傷者，
還有兩位傷者的家人！”古巨基表示：“祈求傷者
平安，所有人都平安，集氣。”HotCha成員黎美
言（Winkie）表示很擔心，希望MIRROR跟所有
舞蹈員都平安：“一個舞台為何會危機四伏，究竟
有沒有檢查清楚？所有的演出者性命就交託在你手
上，敬請慎重處理。”

另外，馬浚偉、黎瑞恩、糖妹、鄭秀文、許志
安、蔡一智、蔡一傑、Gin Lee、佘詩曼、廖碧
兒、余安安、麥秋成、林盛斌及伍詠薇等一眾藝
人，於演唱會意外發生後，陸續發文集氣，祈求兩
位舞蹈員平安渡過難關！

此外，以促進香港本地娛樂及表演行業健康發
展及為會員提供支援和保障會員利益的香港演出業
協會亦發表聲明，對事件表示關注，並對演出團隊
受傷的成員致以深切慰問。由於該協會暫時未知意
外詳情，所以難以評論出事的因由。協會相信，同
業一般都非常重視演出安全，做足安全措施，才公
開演出，事件屬個別性質。最後，協會呼籲業界在
演出時，必須注意人身及器材安全。

自意外發生後，MIRROR 12子一直噤聲沒作
出任何回應，不過成員邱士縉（Stanley）把社交平
台頭像轉成黑色，經翻查被發現已經取消關注公司
MakerVille，疑對事故表達出不滿，另AK（江𤒹
生）和Edan（呂爵安）在其社交平台均貼了全黑畫
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男團MIRROR紅館演唱

會舞台上28日晚發生嚴重意外，大型電子屏幕墮下壓傷

兩名舞蹈員阿Mo（李啟言）及阿峯（張梓峯），其中阿

Mo傷勢嚴重仍於ICU留醫。MIRROR成員、演唱會團隊

憂心舞蹈員傷勢外，不少演藝界人士及粉絲都紛紛為傷

者集氣，希望兩人可以早日康復！而出事片段在網絡上

不停瘋傳，看後令不少人感覺不安，古天樂呼籲網民停

轉發。而郭富城力倡嚴肅正視演出者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阿祖）MIRROR 28
日晚舞台事故當中一位被大電視擊中的傷者阿Mo（李
啟言）至今仍於深切治療部留醫，更要進行大手術，有
MIRROR粉絲及大量網民紛紛到阿Mo的個人 Ig留
言，為他祈禱集氣：“手術順利，早日康復！”、“撐
住呀！你要沒事呀！等住看你表演！”、“手術要成
功，你要活動自如，全香港人都在支持你！”、“祝你
早日好返，重返舞台跳舞”。

MIRROR演唱會出現嚴重事故亦引起海內外媒體
關注，包括央視新聞、《人民日報》、路透社、《紐約
郵報》、BBC、《Variety》等，連巴西、瑞典、阿根
廷、荷蘭等地傳媒亦有報道，全球各地再度關注舞台安
全問題！除了香港網民為阿Mo打氣外，內地和外國網
民也有特別到阿Mo的Ig留言，希望他能平安康復。

阿Mo女友為COLLAR成員蘇芷晴（So Ching），So Ching在事發後立即
趕抵醫院了解情況，當時憂心忡忡地於房外等候消息。網民們亦湧入So Ching的
Ig留言安慰，並祝願其男友阿Mo吉人天相，大步邁過。

據知於MIRROR紅館演唱會首場未開秀前，舞蹈員綵排時有人受傷，已投
訴舞台安全存在問題，於社交平台罵翻，結果連日舞台都有事故出現，到第二場
演唱會，MIRROR成員陳瑞輝（Frankie）在舞台上一度踏空擦損受輕傷，及至
28日晚再發生嚴重意外令兩名舞蹈員受傷。對於該演唱會之前已經意外頻生，但
仍不肯“叫停”演唱會作詳細檢查，不少網民怒轟演唱會主辦單位及有關製作公
司罔顧表演者安全，有網民狠批主辦方：“粗製濫造，無注重過表演者的安全，
怎會無意外？幾日來，一直有意外，主辦無正視過，不是吧，是人為因素”、
“為何這間製作公司那麼隨便？是否應該暫停這個演唱會，要求他們檢查好設備
才讓他們繼續演出呢？無論演出者又或者dancers的安全是好重要的！”

另有網民湧入ViuTV的社交平台發洩，甚至在不相關的發帖上留言洗板式
狂轟，當中不乏激烈嚴詞更夾雜粗言穢語，直斥“賺錢就賺到盡，罔顧藝人同
dancer的安全”、“RUBBISH! 草菅人命”等。

郭富城呼籲業界
正視演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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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妍早前才在紅館
開秀。

◆容祖兒對傷者表示慰
問。

◆◆阿阿LamLam曾擔任阿姐演曾擔任阿姐演
唱會嘉賓時出意外唱會嘉賓時出意外。。

◆ Frankie早前在社交
平台展示自己傷勢。

◀ 大家都十分關
心阿Mo的傷勢。

▲ MIRROR12子首場在天橋上的表演已險象環生。

◆◆郭富城強調人命比一郭富城強調人命比一
切都重要切都重要！！

◆阿峯曾替郭富城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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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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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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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善終做好規劃，就如同好的財務規
劃一般，既減輕自己與家人的負擔
，也能避免不須要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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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Oaks地址
: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做好生前計畫減輕負擔 體貼自己與家人體貼自己與家人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推出優惠推出優惠 只在本月底前有效只在本月底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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