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2年8月28日 星期日
Sunday, August 28, 2022

住宅住宅 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 買賣買賣
商舖出租商舖出租
服務西北區服務西北區// 西南區西南區
電話電話﹕﹕((832832)) 540540--99189918
地址地址﹕﹕28252825 Wilcrest Drive SuiteWilcrest Drive Suite 505505.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4277042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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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電影《《我的兒子亨特我的兒子亨特》》將於將於99月月77日在全球火熱上映日在全球火熱上映

【美南新聞泉深】好萊塢的流行電影製片
人正在為推出他們最新的及時令人震驚的電影
《我的兒子亨特》（My Son Hunter) 放映做準
備，這部電影將於9月7日全球熱播。

這是一部關於美國總統拜登家族的真實的
網絡電影，專注於拜登的兒子亨特，製片公司
剛剛製作了它的第一部預告片和電影海報。
Secrets 是第一個拍攝海報的人，這張海報展示
了著名的亨特·拜登（Hunter Biden）在游泳池
里赤膊吸煙的照片。

第一個預告片於8月26日發布，緊隨其後
的是布萊特巴特（Breitbart）發行的電影海報。
這部電影由羅伯特·戴維（Robert Davi）執導，
由菲林·麥卡利爾（Phelim McAleer）和安·麥克
爾希尼 （Ann McElhinney）製作，劇本來自布
萊恩·戈達瓦 （Brian Godawa）。勞倫斯·福克
斯（Laurence Fox）飾演亨特·拜登，吉娜·卡拉
諾（Gina Carano）飾演特工，約翰·詹姆斯
（John James）飾演美國總統喬·拜登

電影製片人麥卡利爾和麥克爾希尼因製作
關於墮胎者克米特·戈斯內爾 （Kermit Gosnell
） 的電影而在保守派圈子中廣為人知。

影片的支持者在新聞稿中說：“《我的兒

子亨特》將鏡頭直接放在亨特身上，他腐敗的
商業交易，他與父親的關係，以及他的讓搖滾
明星嫉妒的生活方式。 但透過破煙囪的陰霾，
在派對的喧囂和某處的爆發之後，真相終於大
白。”

這部電影以亨特·拜登的外國商業交易為中
心。製片人說：“這部傳記片詳細描述了亨特·
拜登的商業往來和生活方式……”

亨特·拜登（生於 1970 年 2 月 4 日）是一
名美國律師，是美國總統喬·拜登和他的第一任
妻子內莉亞·亨特·拜登的次子。拜登也是一名
對沖基金、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投資者，
曾擔任說客、銀行家、公共行政官員和註冊說
客公司律師。

製片公司在發給福克斯新聞的新聞稿中指
出，《我的兒子亨特》發行的照片中描繪拜登
總統的兒子亨特·拜登被看到抽煙、酗酒、畫畫
、和一群衣著暴露的女人睡著了。 《我的兒子
亨特》探討亨特“狡猾的商業交易、派對/脫衣
舞俱樂部的生活方式和與吸毒成癮的鬥爭”。

據《衛報》報導，該劇本是愛爾蘭紀錄片
導演麥卡利爾和麥克爾希尼的小說處女作。麥
卡利爾說，《我的兒子亨特》將是“奧斯汀·鮑

爾斯”遇見“李爾王”，遇見“紙牌屋”。
他聲稱：“喬·拜登和亨特有著這種奇怪的

李爾王式的關係，亨特永遠無法辜負他父親的
期望。雖然喬愛亨特，但他認為他既是一個需
要幫助的癮君子，也是一個可以被剝削的商機
。這場衝突是這部偉大戲劇的組成部分。”

早 在 去 年 9 月 ， 英 國 演 員 福 克 斯 就 在
Twitter 視頻中指出，他認為劇本“精彩、超現
實且有趣……主要是因為它是真實的”。

前《王朝》明星約翰·詹姆斯在《我的兒子
亨特》中飾演總統拜登。

詹姆斯指出，鑑於他們各自在媒體聚光燈
下的時間，喬·拜登與亨特有某種親近感。在
2020 年大選之前，亨特被指控向外國商界領袖
提供與他在政治上有權有勢的父親的接觸，而
拜登一家堅決否認了這一點。

詹姆斯說：“亨特的故事讓我非常著迷，
尤其是主流媒體繼續試圖壓制它的活力。我們
無法抗拒進入他的世界並講述他的真相的提議
。所以，在一個層面上，我們都被禁言了。亨
特的故事和亨特的真相現在終於可以被講述了
。”

在影片中扮演“厭世”特工的吉娜·卡拉諾

表示：“這個劇本對我來說立即很有吸引力，
也很有趣，尤其是在 2020 年新接觸政治領域之
後。羅伯特·戴維是我在 2021 年 2 月被“取消
”其它影片後立即聯繫了我。我簽約支持他和
我最喜歡的人之一勞倫斯·福克斯。

電影大部分情節反映亨特在他的回憶錄
《美麗的事情》（Beautiful Things）中所寫的內
容，這本書的重點是亨特與藥物濫用的鬥爭。

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在一段宣
傳語中寫道：“亨特·拜登在他令人痛心且難以
閱讀的回憶錄中再次證明，任何人——甚至是
美國總統的兒子——都可以騎著粉紅色的馬穿
過噩夢的小巷。”“喬·拜登記得這一切，並以
一種既令人心碎又非常華麗的勇氣講述了這一
切。他從一個問題開始：亨特在哪裡？答案是
他在這本書裡，好的、壞的和美麗的。”

據報導，在過去的幾年裡，亨特一直在洛
杉磯地區和華盛頓特區之間奔波，同時追求藝
術事業。
（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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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钱钟书出版《围城》，书中主人

公方鸿渐涉猎广泛却无一专长，留洋归来后逐

步变成了一个无用的好人。今日，也有那么群

人自嘲为“海归废物”，不过他们的迷茫与方

鸿渐的又有些不同。

我无意间在豆瓣刷到一个帖子：政治学海归

，25岁，在沪待业。家中厂房一年租金可达千万

左右。苦于是夕阳产业，不想接班。无不良嗜好

，爱电影爱文学。他觉得自己跟三和大神并无区

别，只是更有钱。期待上班，否则对行业的认知

一片空白，投资都不知道投什么好。

虽然他家的租金实在可观得过分，但其中

不少关键词却让我感到熟悉，似乎身边不乏这

样的人：生于浙江， 定居上海，人文社科专

业海归，制造业二代，正在步入青年危机。

海归废物不一定真的废，只是他们不大符

合主流的期待。首先，很多人毕业工作后还需

要父母接济，无法自食其力；其次，他们迷失

在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之中，既没有像

身边同学那样进入高薪行业，也没有创业或投

身于文艺；再来，当江浙一带的制造业逐渐没

落之时，他们也放弃了接班的选项。在这一重

或多重的因素下，大家自嘲为“海归废物”，

在海归和废物两个身份之间形成了微妙的落差

感。

联系上发帖的Allen（化名）之后，我们开

启了一场江浙沪海归废物之间的对话。

废物

Allen常常觉得，他就像《飘》里的阿什利

，温良恭俭让，却毫无用处。

用Allen的话说，自己念的是——比文学

更没用的政治学。在纽约五年、香港一年，花

费超过四百万，现在找个一万月薪的工作都困

难。他开销也不大，不爱车不爱潮牌更别说黄

赌毒了，连玩游戏都没氪过金。最大的爱好也

就是买买书，他最近还去书店打工，200元一

天，很够花。

只不过，自嘲是海归废物的他，在父母眼

中，却是另一副优秀的模样——学历好，人品

佳，样子摆得出去。念着在职博士，爱看书却

不nerdy，情商高，待人随和，酒桌礼仪样样不

差，很讨长辈喜欢。

Allen的父亲找他交底：“你有这样的平台

，要是不做出一番事业就是废物了。”

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Allen最近正在考公

务员，国考、省考都报了名。人类学家项飙在

《十三邀》里说过，除非企业做得特别大，必

须让孩子接班，一般浙江尤其是温州的企业家

父母对子女的职业首选其实是公务员，你问他

为什么，就是安稳、体面。

Allen的父母也这么想。但Allen并没打算

能考上公务员，他笑说：“去考，就是一种交

待了。”

他从来不喜欢数学，对数字极其不敏感，

因此Allen没有进入金融、科技行业，也没读

相关专业。没想到，考公都避不开数学，于是

当他刷数学题刷到崩溃之际，在豆瓣发了一篇

名为“青年危机”的帖子，评论区一石激起千

层浪——有人说他凡尔赛，有人说如果像他这

条件自己就念哲学了，还有的劝他当学者。

这就是豆瓣“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

组的日常，疫情这两年变得更热闹了，很多有

过海外经历的人在这里吐槽自己的压力与迷茫

。目之所及，最多的那种抱怨就是，职场太内

卷，女性被催婚，回国的想着归海，没回国的

又眼红国内的机会……满屏幕都写着三个字

——不甘心。

有人心存落差，不甘心名校毕业，薪资平

平。可他们难道不明白，如果一个人毕业五年

、十年后还在吹水自己的学历，大概你也不能

高看他一眼，因为这意味着在毕业后的时间里

，他并未作出什么值得称颂的成绩。学历高过

天，可能也只是伪精英。

有人进入金融、科技行业，却抱怨加班加

到惨绝人寰，内卷卷到欲哭无泪。可这难道不

是你的选择？说到底，全世界每个行业的老板

都在买你的时间与价值，只是哪里的性价比更

高一些。也许同样做金融，香港税收更低；做

互联网，谷歌让你的工作、生活更平衡。但既

然你追求高薪，无论以何种方式，你就已经甘

心被买断，又何必怨声载道？加入这场内卷游

戏，是你自愿，与人无尤。

至于有些人

既想要海外的岁

月静好，又想要

国内的众星捧月

，不过是贪婪。

连一心只读圣贤

书的唐诺都说，

世界通用语言是

金钱。如果不缺

钱，上海、伦敦

、纽约哪里不能

取悦你？又何必

执着于住在哪里

。当然缺不缺钱

，可能又是薛定

谔的钱，毕竟在

有些人眼里，钱

是从来没有够的

那一天。

因此，以上

“海废”论调通

常令我反感。焦

虑的背后，本质都是欲望。这些人没有勇气做

一个主流以外的人，他们想要在人群中永远保

持优越感，甚至延续到下一代。反倒是Allen

的烦恼更质朴，因为他很舍得做一个主流以外

的人，而我也有些共鸣。

由于还没真正上班，Allen仍然很迷茫。

有时候这来自于同辈压力，身边的人加入了

海外大厂。而他试着创业，却发现自己除了

出钱，在公司里没有任何职位适合他，随时

可以被取代。

同时，他也接受着父母的资助。Allen说：

“三和大神是做一休三，我是讨一休三十，向

爸妈讨一次，能生活一个月。其实我兼职的工

资完全够我平日开销。但父母会打钱，给我的

卡做流水，为了之后买房，他们也相信我不会

乱花。”

Allen继续迷茫着，不过他打算明年去工作

，不为薪水，只为了解行业的趋势，至少未来

投资也有点方向。

上周日他结束国考后，发了条朋友圈：算

完了发现四个选项都不对。他的父亲在留言里

回复了一个咧嘴笑的表情。大概，Allen和数学

的缘分已尽。

他理想中的生活，只是住在一个随处有地

铁的城市，像伍迪· 艾伦那样，和一个人在路

上走走停停，调侃中产阶级的虚伪，吐槽现代

社会的一切。

危机

那些许多个挂着一轮夕阳的傍晚，我曾目

睹集装箱一个一个运出去，生意也一点一点做

起来。将近二十年后，制造业不再像过去那般

红火。所有生意，都有限期。

Allen并不排斥接班，他的母亲也曾想让他

回去做外贸，到各国参加展会找订单也不是难

题。他说：“我不傻不笨，有学历，会外语，

也会交际。我有时候跟我爸说，我也不是那么

不愿意接。但他就是坚决说不，如果真是一个

大企业，可以给我。但这个产业，连他这样的

能人都搞不定了，更不要说给我。如果真要接

班，高中毕业就可以来接了。不如把工厂留在

那里，租给别人。”

Allen很接受父亲的设定，他自陈对制造业

半点也不懂，对数字不敏感到阅读障碍的程度

，给他也接不住。

现实的确是，很少有制造业二代继续接班

的。这些人在科技公司的，有；进入VC/PE、

投行的，有；创业的，有；创作的，少有。

我身边散落着各种故事：

A家，儿子在上海的游戏公司工作两年后

，回宁波接班，却很难适应工厂的节奏，照他

这样，不如自己创业做游戏公司。

B家，女儿结婚后，女婿逐步接手家里的生

意，但也许不够能力，两人带着孩子定居澳洲。

C家，儿子回国后在银行工作了一阵子，

现在父亲给了他一千万去杭州创业，成了最好

，没成也算给过机会了。

我在媒体工作一年有余，目睹那些新消费

、科技赛道的初创企业动辄估值几亿美元，似

乎全球日日都在上演新一轮的造富运动。相较

之下，夕阳产业确实没什么前景，甚至危机四

伏。

这中间你又会遇到不同的人，和他们对话

。有人确实因为产业太大而必须接班，但集团

上下都等着他做出成绩，他的一举一动也同步

牵涉着股价。有人明明可以当个自由的作家，

创业后时时得为盈利烦恼。还有投资人感慨，

创业真的很难，千军万马最后能出来几个。

事业？像亦舒说的，十年寒窗，十年苦干

，再加上十足十的运气，才能成就一份事业，

大多数人能有的，只是一份职业。

作为经营者的艰辛，从小我也耳濡目染。

记得有次跟朋友及其父母出游，公务员家庭，

有只虫子飞进了车厢，他的母亲尖叫了起来，

十分惊惶，像一个小女孩。我当时很震惊，因

为这样的场景不可能发生在我家的任何一位女

性身上。我想，他的母亲一定被保护得很好。

毕竟，如果一个人要思虑流水、盈利、员

工的薪水、订单的多少、交付的日期……保证

一个公司的正常运转，她又怎么会为了一只偶

然进入车子的飞虫而惊惶呢？

因为这一层，父辈也并不希望你这样辛苦

，他们认为在一些无意义的工作上过于忙碌而

换取高薪并不值得。而我本人自由散漫惯了，

从小不喜欢管别人，也不喜欢被人管，似乎天

生适合自由职业。只不过，我的母亲时常告诫

我，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娱乐至死的东西上，

多花时间在阅读和运动上。这点自觉我还有，

人文学科没有用，却多少让我有了鉴赏力，我

也长期以来养成了只看好东西的习惯。

而我的父亲则遗憾，我念了国际关系却没

有用上。我很想告诉他，《走向共和》里有人

说严复也曾在留学的时候对全球格局高谈阔论

，回来后却只做了《天演论》的翻译，我也不

是没有过高谈阔论的时候。晚明的张岱，人人

都只当他是江南子弟，《陶庵梦忆》传了世，

却不知他的志向是修史，完成《石匮书》。中

国读书人，壮志未酬的，向来很多，失意者一

般都回归到文学里去。

局外人

20 years of schooling and they put you

on the day-shift（20年来的教育最终让你堕入

朝九晚五之中），鲍勃· 迪伦曾写下这样的歌

词。这位音乐人中的唯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仍然展现了他的思想性，批判日复一日的常规

生活。可惜，没有人听他的，大多数人都掉入

了朝九晚五的陷阱。

我、Allen、豆瓣“海废”小组的人都自嘲

"废物"，世俗标准下的废物，而世俗唯一的标

准就是——钱。毕业后没有进入高薪行业，即

谓之废。一辈子不挣钱，也谓之废。但是，一

个唯钱而论的世界，难道不正是一个荒诞的世

界吗？

没错，我所念的文学、新闻、国际关系全

无用处，但正是这些学科给了人勇气去对抗荒

诞。加缪告诉你，做一个认清荒诞的局外人，

也并不可怕。

我在今年花了三个月去写作，体验了拥有

全部的闲暇是什么感觉。经历了一段创作期后

，倒开始意兴阑珊，反而期待去上班。这时我

才发现，敢于全职创作的，才是勇士。因为当

你获得了全部的自由以后，你便十分倚赖自律

，更加要承受的是——那种与主流社会脱轨的

寂寞。

那阵子，我常看杰夫· 戴尔（Geoff Dyer）

的散文，他从牛津的文学系毕业后就没正经上

过一天班，从第一步就拒绝踏入中产阶级的生

活。我本以为他这样的日子很逍遥，却发现经

年累月的逍遥根本需要无限的勇气。对于杰夫.

戴尔来说，他不像普鲁斯特、托马斯· 曼这类

可以靠家产写作的作家，他是需要解决生计的

。他的年代，纸媒发达，专栏稿费就够他过日

子了。其次，他需要消解的是孤独以及未成名

时别人觉得你无所事事的目光。

尽管杰夫· 戴尔不可能去过另一种生活，

他也不免在罗马的废墟里变成废墟：“在某种

程度上，我知道我一直在拿自己开玩笑：早年

的抱负与学业训练早已被懒散与失望消耗殆尽

；我没有目标与方向，比起二十岁甚至三十岁

的时候，我更加不知道自己想从生活中得到什

么；我本人马上就要变成废墟，对我来说，其

实也不错。”

虽然很多人都在抱怨上班，但多数人过的

上班生活，反倒让他们一直享有安全感。而创

业意味着风险，创作则需要才华，没有多少人

能做得来。

我不知道李安在那些寂寂的日子里会不会

偶尔产生有如杰夫· 戴尔这样的叹息。十年一

觉电影梦，尽管妻子全力支持他创作，但成名

前总也会忍受旁人的冷言冷语。寄情于做一个

家庭煮夫，接受妻子的资助，李安倒也很勇敢

。

钱，总不该成为创作的羁绊。我不像张爱

玲，执着于还了母亲的钱。对于接受父母的资

助，我已经很坦然。因为我自有一套逻辑。当

年看《纸牌屋》，我只记住了一句台词，凯

文· 史派西转头直视镜头说，这个世界上分为

两种痛苦，一种全无用处，一种让你进步。

我想，生活质量是不能下降的，也没有必

要。何必去体验物质的匮乏呢？那种痛苦对人

毫无裨益。

真正的痛苦应该源于创作的痛苦，你回望

文学的长河，尽是一座座高峰——李商隐的诗

最迷离，后人惋惜“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

人作郑笺”；李煜的词既白且痛，王国维作评

“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红楼一梦惊天下，

曹雪芹于小说上大概已经写尽；难得张爱玲仍

能在红楼一脉上融合现代意识流，古典又洋气

，开辟她的天地；论杂文，再没人能有鲁迅的

犀利；论散文，木心的灵动，董桥的精雅也一

一在旧时月色中退场……每当你落笔，如果你

有任何创作上的野心，你要面临的就是，挑战

他们的痛苦。因此，哪一条路都不好走。

所谓陷入青年危机的江浙沪海归废物，可

能从来没有想清楚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篇

的叩问：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

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这个问

题。

想清楚这个问题，所谓废，也就不废了。

那些遵从天性而作出选择的人，总不该被称作

“废物”。让创业的去创业，创作的去创作，

上班的去上班，谁也不必揶揄谁，天下太平。

至于迷茫？我有加缪，还有得救。

江浙沪海归，月薪不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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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影壇天王巨星林青霞位於香港半
山腰的豪宅於上月深夜發生三級火警，
焚燒逾8小時後才熄火，場面相當驚險
，所幸屋內無人員傷亡。事後發簡訊向

外界報平安的林青霞，日前在專欄文章中透露，火災
發生後，她最關心的不是豪華大宅中的昂貴傢俬陳設
，及自己的珠寶首飾；反而慶幸的是牆上高高掛上的
唐詩《將進酒》字畫，沒有被救火時水花射到，更沒
有被大火燒毀。

林青霞位於香港飛鵝山安達臣道9號至11號的豪宅
，佔地約1400多坪，市值約11億港幣，豪宅之內，還
有佔地843坪的花園。該豪宅7月8日凌晨突然起火，

按消防單位當時的說法，因豪宅面積闊大、間隔複雜、感應器多
、防彈玻璃彼彼皆是，因此該場大火，竄燒了近8小時才完全撲
滅。

火災發生後，現場立即疏散近20人，皆是林青霞這套豪宅
的佣人及司機。所幸林青霞及丈夫邢李㷧當時均不在豪宅之內，
（其實邢李㷧不在香港居住己有近10 多年時間，他早已搬進上
海，跟為他產下男嬰的女子雙宿雙棲。）林青霞人在香港，但不
是長住山頂豪宅，而是另有蝸居棲身，以免觸景傷情。大火爆發
當夜，林青霞根本不在現場，所以她才能絲毫無損。外宿於現場

也無人受傷。只是由於火勢猛烈，附近住戶也聞到焦味或遭濃煙
籠罩。

豪宅失火後，林青霞曾發“都好，謝謝關心”的資訊回應外
界，但並未提及火災後的損失有多大。

一向視書畫如命的林青霞，日前在專欄文章中透露，發生大
火後，朋友最擔心她的珠寶、衣服、書本有沒有損失。但她的第
一個反應是問工作人員：“牆上掛的《將進酒》字畫有沒有燒毀
？”

林青霞說，自己心愛的字畫《將進酒》逃出生天，掛這幅字
畫的那邊牆未有被燒，但另一邊牆壁卻被燒光。她說：“火勢沒
有蔓延到我的房間，書、畫、衣服都還在在”

據林青霞憶述，該字畫出自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之手
筆。林青霞說，深知對方書法了得，多年前曾求見並獲贈這幅字
畫。發生大火後，金耀基知道字畫完好無缺時，馬上打趣地說：
“我就知道林青霞是水火不侵的，林青霞就是林青霞。”

林青霞笑言今番字畫安然度過，除了是對方的“筆力神功”
所致之外，還透露原來大宅的前身，竟然正是30年前她拍電影
《笑傲江湖II東方不敗》的外景場地。 “這裡就是東方不敗的
大本營，既然不敗，字畫當然安全。”林青霞寫道。

今年67歲的林青霞在該豪宅設有游泳池、健身室、圖書館
、網球場，保安也很嚴格。港媒披露，被稱為“超級堡壘”的豪
宅，是林青霞的富商丈夫邢李㷧2014年送給她60歲的生日禮物
，也是兩人結婚20週年的大禮。

對於豪宅起火原因，
事發時有一種分析認為，
說不定是工人與司機在豪
宅內上演“真人版”《寄
生上流》，結果開派對中
途不慎起火；還有人猜測
，林青霞因前不久發表悼
念香港科幻作家倪匡離世
的文章，而倪匡先生是反
共人士，因此豪宅發生火
災的原因可能就不會那麼
單純。

林青霞在文中說，她
對唐朝詩人李白《將進酒
》一詩情有獨鍾，最初是
因20世紀八十年代有次她去巴黎“瘋狂血拼”後，感到既興奮
又內疚，當晚她參加著名畫家范曾的飯局，對方以《將進酒》中
的詩句“千金散盡還復來”安慰她。當時她就打定主意，“回香
港後把花掉的錢都賺回來”，結果回港後，她“馬上接了一個剪
彩活動，就賺了我旅行所花的數目的兩倍以上”。

林青霞感恩《將進酒》給她帶來好運，她感慨道：“一千多
年前的李白真有先見之明、又洞悉世情，難怪他寫的詩可以歷久
不衰。”

林青霞 笑談豪宅失火

美國中期選舉將於兩個半
月後舉行，各州初選幾近尾
聲，前總統特朗普支持的候

選人在今次的選舉過程中，都取得不少佳績，而備受關注的懷俄明
州共和黨初選塵埃落定，在特朗普的的動員狙擊下，不但終結了黨
內政治新星、前副總統切尼女兒利茲的議會政治生涯，更標誌反特
朗普陣營被邊緣化，共和黨儼然成了 「特朗普黨」，增強特朗普在
兩年後再度參選美國總統的野心。

在前周二的懷俄明州初選中，爭取提名連任的眾議員利茲，得
票率竟以三十七個百分點巨大差距，敗給獲特朗普背書的哈格曼，
成了特朗普卸任以來的重要政治勝利，因利茲在前年一月國會騷亂
事件後，不但與九名共和黨員支持彈劾他，事後更擔任國會騷亂調
查委員會副主席，主張起訴特朗普，令特朗普視之為叛徒，要除之
而後快。

狙擊反對勢力共和黨民粹化
一般來說，現任眾議員很少會輸掉初選，即使是輸，也是以輕

微票數落敗，此番利茲輸得這麼難看，背後不但涉及與特朗普間的

恩怨，更涉及黨內角力。利茲出身政治
世家，六年前進入國會，三年後晉升為
眾議院共和黨第三號人物，有望成為共

和黨首位女議長，前途備受看好。她這次尋求連任，是為共和黨的
方向而戰，因她和黨內大老均認為特朗普帶領的共和黨走上錯路，
尤其特朗普在兩年前大選中落敗，試圖拒絕交出權力，不惜指責對
手舞弊，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對美國民主構成威脅。

在選前，聯邦調查局突擊搜查特朗普莊園，令特朗普更有藉口
宣稱遭到拜登政府政治逼害，以阻止他捲土重來，激起支持者紛紛
投票給其背書的候選人。

利茲慘敗有着兩個啟示。第一，儘管特朗普已離開白宮，但仍
能呼風喚雨，對共和黨選民仍握有決定性的影響力，成了票箱靈藥
。今次初選獲其背書的逾二百名候選人中，有一百八十人勝出，誰
獲得特朗普支持者，誰便有機會得勝。

愈來愈多共和黨政客為了選票，不惜埋沒良心，顛倒黑白，公
然否認二〇二〇年大選結果，以便討好並向特朗普表忠心，甚至在
拉票時仿效特朗普毒舌作風，不理是非對錯，以攻擊謾罵對手來博
取眼球和歡心。這凸顯特朗普的人氣戰勝了建制派的資源優勢，標
誌共和黨人進一步離棄傳統保守主義，轉為支持特朗普的激進民粹
主義，共和黨已淪為特朗普俱樂部。

第二，特朗普改變了共和黨政治文化，成了共和黨造王者，不
僅打擊外部敵人，甚至對背叛他的 「彈劾十人幫」痛下殺手，結果
利茲等八人在初選中出局，只有兩人勝出。反特朗普陣營的遭遇，
勢令黨內政客為求自保，今後不敢公開挑戰或批評特朗普，也為他
兩年後再選總統掃清障礙。

利茲參選或成特連任攔路虎
不過，利茲表明不會退縮，以已故總統林肯也曾失去議席最終

入主白宮、堅守美國自由民主原則自勉，暗示將參選總統。她若在
兩年後競逐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肯定會遭到特朗普輾壓。然而若
她以獨立候選人角逐卻可能是另一回事，即使在資源和動員方面難
與民主、共和兩大主流政黨匹敵，但根據過往經驗，獨立總統參選
人往往能分薄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大黨票源，而她有望吸走共和黨
內溫和派和中間選民，隨時成了特朗普回鍋做總統的攔路虎。

儘管美國大選是兩年後的事，中間存在很多變數，但隨着特朗
普及民粹主義植根共和黨，令這個百年政黨走樣，再加上他為達政
治目的，不惜造謠誣衊，黨內缺乏理性議政聲音，而民主黨政府為
阻止特朗普再選總統，兩黨之爭相信更趨激烈，再加上利茲攪局，
特朗普支持者傾向訴諸武力，社會只會更撕裂和暴力化，民主倒退
將是預期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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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裔女牙醫當街遭劫殺
八月廿一日星期天，美國加
州奧克蘭一名華裔女性在光
天化日之下，遭遇搶劫後，

立即被兇徒殘酷地殺害。
據當地KPIX電視台新聞報道，當天下午兩時許，警方在該

市小西貢社區的東十一街和第五大道的交叉口處附近，發現了這
名女子，她身上有多處槍傷，被送去醫院後不久，被宣告身亡。

KPIX確認，受害者為五十六歲的Lili Xu（音譯，徐麗麗）
，是一名牙醫，在奧克蘭第九街太平洋復興中心工作。根據診所
簡介，徐麗麗一九八五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中國上海市第二醫科
大學口腔醫學院，一九九五年在美國接受廣泛培訓，完成了一系
列課程後，一九九七年後立即執業，成為牙科醫生。

案發現場上的監控視頻顯示，受害人乘坐
深藍色平治轎車駛入路邊一個停車位。嫌
疑車輛是一輛白色轎車，停在受害者停放
的車輛旁邊。一名嫌犯從白色車輛中下來

，繞過平治車來到乘客一側，嫌疑人顯然是索要受害者的錢包。
在嫌犯返回白色汽車且嫌疑車輛逃離現場之前，音頻中可以聽到
尖叫聲和三聲槍響。明顯的是遭到搶劫的女牙醫，命喪當塲。

美國各大城市的華埠，近期接連爆出命案。自新冠疫情發生
以來，亞裔居民集中的小西貢社區，屢屢發生暴力事件。七月十
七日，一名五十二歲的華裔外賣員被劫匪槍殺；八月一日凌晨，
當地一家商場的華人商戶保險櫃被盜；八月十七日凌晨，一名六
十歲的亞裔婦女在家中睡覺時被流彈擊中腰部。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二○二一年美國針對亞裔暴
力事件激烈地增加，亞裔社區有三成受訪者表示他們擔心遭到威
脅、人身攻擊與暴力。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仇恨與極端
主義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與二○二○年同期相比，二○二一年

第一季度針對亞太裔的仇恨犯罪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四。分析人
士稱，這與美國長期存在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有關。

另據美聯社報道，廿二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許，接到報警的
美國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警方在市中心一棟大樓內發現兩人中
槍。警方說，其中一人當場死亡，另一人被送醫治療。大約十五
分鐘後，警方再次接到報警，稱一點六公里外的第二棟建築內發
生槍擊事件。一名中槍者被送往醫院並重傷不治。

當日下午四時許，警方在亞特蘭大哈茨菲爾德——傑克遜國
際機場將涉嫌製造兩宗槍擊事件的一名女性嫌疑人拘捕。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援引席爾鮑姆的話說，警方在機場找到一把手槍。
亞特蘭大市長狄更斯說，嫌疑人是在通過機場安檢之前被逮捕的
。警方表示，“龐大的視頻監控網絡”幫助他們追蹤到了嫌疑人
。

以往有老一代的華人說： 「在美國居大不易」。今天也許亦
可以說： 「在美國生存也不易！」大家可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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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年得志，包办成婚

陈独秀2岁时，父亲陈衍中因瘟疫死于苏州

怀宁会馆，依靠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

，在家苦读《四书》《五经》等孔孟学说。1896

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少年高中

，前程似锦，安庆府不少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争着

与他家联姻。那年，陈独秀过继给叔父陈衍庶。

陈衍庶官阶四品，财富与地位皆非寻常人家可比

。但他连娶三房都没能生下一儿半女。他欣赏侄

子陈独秀的才华，将其收为嗣子，对其悉心教养

，寄以厚望。过继后的第二年，陈衍庶便与陈独

秀的母亲商量，与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

女儿高晓岚定亲。高晓岚小名高大众，比陈独秀

大3岁，眉清目秀，体态端庄，大方开朗，处事

得体，不失为将门闺秀。

1897年，陈独秀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落

榜，未能考中举人；后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

学前身）学习法文和造船,开始接触近代西方自

由思想与科学文化。当年8月，他奉母命回家与

高晓岚拜堂成亲。双方门当户对，文武结亲，得

到邑人的看好与祝福。1898年，陈独秀的第一个

儿子陈延年出生了。1902年，陈独秀次子陈乔年

出生了。高晓岚不识字，与娘家的信件往来由陈

独秀代笔，而娘家那边大多由高晓岚同父异母的

妹妹高君曼回信。这样一来，就成了姐夫与小姨

子间互通信件了。姐夫的才气与胆识，让高君曼

深深地叹服。而婚后的高晓岚却一门心思全在生

儿育女、相夫教子上。她总是穿着一件老蓝布做

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以细绳子扎得

紧紧的，鲜少穿一件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

随着陈独秀经常外出活动及子女的增多，照

顾家庭的责任，大都落在了高晓岚一个人的身上

。脾气暴躁、性格倔强的高晓岚时常唠叨不休，

甚至发火骂人，令陈独秀难以容忍。陈独秀是一

个思想激进，个性释放，敢于向传统挑战的人，

对黑暗的旧思想深恶痛绝。他越发感觉与目不识

丁的高晓岚无法沟通，没有共同语言，两人经常

吵闹。陈独秀要剪辫子，她坚决反对，还骂他是

洋鬼子；陈独秀要去日本留学，她不但极力阻拦

，还把筹措的留学经费藏起来。这使两人的感情

裂痕日益加深，不断爆发矛盾冲突。陈独秀甚至

多次以逃往日本的方式，远离这个让他有些喘不

上气的家。

二、移情别恋，姐妹易位

1909年的冬天，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高君

曼回到安庆过年。她比姐姐高晓岚小10岁，天生

丽质，聪慧贤淑，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女

性。她来到了姐姐家，恰巧碰见了仰慕已久的姐

夫陈独秀。高君曼在北京读书期间，经常读到陈

独秀发表的文章，她十分钦佩，经常在同学面前

谈论他并引以为豪。尤其在听闻姐夫还是革命党

人后，更是崇拜不已。二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

。他们从东京的革命党谈到了当下的时局，又从

专制社会谈到了旧式婚姻。高君曼思想开明，见

解独到，不由得令陈独秀对眼前的小姨子刮目相

看，无不感慨地想着，两姐妹出身于同一个家庭

，在性情、志趣、学识上竟然如此之不同。

随着两人来往得越多，高君曼对待姐夫的感

情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仰慕的情绪中夹杂了些

许异样的情感。而陈独秀早就对眼前这位青春洋

溢、神采飞扬的新潮女子倾心不已。很快，陈独

秀深深爱上了高君曼。只是碍于他们的特殊关系

，一直未能挑破。陈独秀与高君曼频繁密切地来

往，在那样的时代，还是引起了不少非议。安庆

城中绯闻四起，一些人开始传言他们干出了伤风

败俗之事。不过，谣言并没有拉开彼此间的距离

，反而成为了两人靠近的推进器。他们早就彼此

倾心，事到如今，倒不如直接公开。此时的高晓

岚正怀着第四个孩子。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竟然

牵起了妹妹的手站在眼前时，如五雷轰顶，让她

猝不及防。这位善良的女人伤心不已，将自己关

在房间，悲郁哽咽。

她在悲伤中又似有所悟，事已至此，她又能

奈何，吵闹显然无用，更何况君曼还是自家妹妹

，又何至于家丑外扬，损害两家体面呢？双方长

辈极力为高晓岚撑腰，大骂陈独秀与高君曼道德

败坏，竟做出如此离经叛道之事。嗣父陈衍庶扬

言要和陈独秀断绝关系。高登科亦接受不了二女

同嫁一夫的丑事，大骂逆子叛女玷辱门风，痛悔

当初选错了女婿，气得一病多日。这一年，陈独

秀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出生了。加上陈延年、陈

乔年及女儿陈玉莹，高晓岚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

了。无可奈何的她，只能在陈家独居空房，恪守

妇道，抚养儿女，孝敬公婆，过着苦行僧般的生

活。

爱情，从来都是这个世上最不受控的情感。

越是四处受阻，越是坚定不移。何况是在提倡民

主和自由的新青年眼里？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

曼一起私奔，离开安庆来到杭州公开同居。那时

，高君曼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月词》和

《饯春词》两组诗，折射出他们甜蜜的家庭生活

与夫妇之间感情之深。陈独秀也写下了感怀20首

，其中有：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

妍，所佩兰与芷。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

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在这诗中，陈独秀既称

赞新婚妻子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写出与美人相

处的美妙与幸福；又反映出他心中还有万里江山

，还有自己的未酬壮志。

三、声名远扬，教授北大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结合不易，自然对她加倍怜

爱。高君曼温良贤淑，知书达理，在较长的一段时

间里伉俪情深，琴瑟和鸣。1912年他们的女儿陈子

美出生了，1913年他们的儿子陈鹤年又出生了。高

君曼向往宁谧的家庭生活，而陈独秀恰恰不能遂她

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闯荡江湖的人，绝不安分于

花前月下与美人举案齐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陈独秀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

教务主任。1913年，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

陈独秀被捕入狱。作为他生活的伴侣和工作的支持

者，高君曼也一道被捕。

远在安庆的陈延年和陈乔年亦受牵连，遭到

北洋军阀的迫害，不得不中断学业，逃到怀宁乡

下避难。1914年春，恢复自由身的陈独秀赴日协

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他第一次使用笔名

“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结束在日本的游学，乘

船直达上海，与阔别一年多的妻子高君曼以及儿

女相聚。一家人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

号。9月15日，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

担任主编和主笔。他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

，号召青年们“战胜恶社会，解放思想，与旧传

统、旧思想决裂”，引起较大轰动。

1915年，陈延年兄弟给父亲写信，表达想到

上海读书，接受新思想的心愿。陈独秀欣然同意

。兄弟俩辞别了年老的祖母和凄苦的母亲，离开

了家乡。从此，他们再

也没能回到怀宁老家了

。初到上海时，兄弟俩

与父亲及继母高君曼同

住。然而没过多久，他

们就从父亲处搬到四马

路亚东图书馆，寄宿于

《新青年》杂志发行所

店堂地板上，再也没有

回家吃住过。他们谋生

自给，自食其力，异常

艰辛。白天在外打工，

晚上到法国巡捕房附设

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

半工半读。后来，兄弟

俩一同赴法勤工俭学，

回国后先后为革命事业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那 时 ， 陈 独 秀 在

《新青年》杂志发表大

量文章，积极提倡民主

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

文化、旧礼教，在国内外受到热烈欢迎。他一鸣

惊人，声誉日隆，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

主要领导人之一。1916年年底，北京大学校长蔡

元培邀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要在

上海办《新青年》，不愿受聘。蔡元培提议《新

青年》编辑部搬到北大，并多次盛情相邀。1917

年，陈独秀终于接受并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

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高君曼也带着自己的亲

生儿女去了北京，当上了陈教授的夫人。

四、劳燕分飞，重蹈覆辙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

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 ，其成立

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1917年之前

的北大，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公

务员为目的。许多教师不学无术一心想当官，有的

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学校风纪败坏，管理混乱。尤

其是“课余生活”更是令人瞠目，大批师生坐洋车

直奔北京最大的红灯区——八大胡同。民国初期的

“两院一堂”即参议院、众议院与京师大学堂，成

为八大胡同的最佳主顾。留法多年的蔡元培担任北

大校长后，大力整顿校风校纪，亲自发起成立了一

个特别的社团——进德会。

入会必须符合三条标准：不嫖、不赌、不纳

妾。蔡元培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得到北大师生

普遍响应。不久，爆发了五四运动。1919年6月

，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居

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里，正式

离开了北京大学。这下，老渔阳里2号热闹起来

了。厢房是迁回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

秀总是在底层客厅坐在皮面靠背摇椅上，与来访

热血青年交谈，后来青年来得越来越多，他被迫

在客厅挂上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

钟为限”。陈独秀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一个

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他忙于事业，却疏于照顾妻

子，陪伴儿女，家庭矛盾日益突出。

1922年，高君曼和陈独秀的感情降至冰点。

陈独秀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

离，很难过上安逸的生活。艰苦紧张的生活把高

君曼累坏了，身患肺结核也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1925年，高君曼于带着自己亲生的儿子陈鹤年

、女儿陈子美离开上海独居南京破草屋。此后，

高君曼和陈独秀再也没有见过面。孤苦的高君曼

重蹈其姐姐的覆辙，她和丈夫的感情走到了尽头

。陈独秀每月给她们寄去30元生活费。这对于孤

儿寡母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高君曼的儿女只

能半工半读，饱受饥寒交迫之苦。

1927年6月26日，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参

加革命于上海被捕入狱，7月4日英勇就义。噩

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他的祖母和母亲都哭得

晕了过去。陈延年的后事，只能由年仅17岁的弟

弟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去处理。第二年，陈独秀

的二儿子陈乔年又在上海被捕遇害，后事又是陈

松年和陈玉莹姐弟去处理。当姐弟二人看到倒在

血泊中的陈乔年那种惨烈之状，心中的阵痛难以

言表，以至于陈玉莹受了严重刺激，一病不起，

不久也随哥哥去了。1930年9月9日，饱受子女

惨死打击的高晓岚含恨在安庆去世。本已心碎的

高君曼得知姐姐去世消息后无比悲痛，同时内疚

不已，悔不该当初插足姐姐的婚姻生活。

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安庆为姐姐奔丧，也想

借此缓解与家族的紧张关系。虽然时光匆匆，往

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家族的人对她仍然耿

耿于怀，鄙视和怨恨难以泯灭。1931年高君曼在

悔恨交加中病逝于南京，年仅43岁。高家姐妹从

1897年至1925年先后陪伴陈独秀近30年。这段

时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紧张，最繁忙，建树和贡

献最大的时期。高晓岚为陈独秀生下三子一女，

其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乔年早年参加革命，

先后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高

晓岚不愧是英雄的母亲。高君曼将人生最美好的

年华献给陈独秀，与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度

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使他在人生最重要的奋斗

阶段并不孤寂。

高君曼不仅是陈独秀生活的伴侣，也是事业的

助手。高家姐妹默默无闻地奉献，值得后人敬重。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对陪在

身边的陈松年说：爹愧对你母亲，愧对你姨妈，也

无颜见江东父老。抗战胜利后，你不必扶柩回乡，

就让爹做一个孤魂野鬼吧。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

，陈松年还是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

和父亲的灵柩装上木排，沿江而下运回安庆，安葬

在集贤关附近的山林中。所幸陈松年那时没有为父

亲立墓碑，坟墓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没有遭受破坏

，保存完好今已修缮一新。

陈独秀那些令人唏嘘的往事
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

己卯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城内（属于怀宁县），1942年5月27日因病

在四川江津去世。陈独秀为中国近现代的著名学者，是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风云

人物。在其跌宕起伏，坎坷曲折、颇具传奇的人生旅程中，高家姐妹与其结下不解之

缘，演绎着一出令人唏嘘的情感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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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兩年舉辦的2022桃園電影節，昨

（19）日晚間由開幕片《科學少女》世界

首映為影展揭開序幕，桃園新光影城

LUXE廳超過300名滿場觀眾與劇組一同

同歡，氣氛熱烈，導演莊景燊在場上感性

表示自己與桃園淵源深厚，除了去年播放

的影集《神之鄉》在桃園拍攝，這次更是

他繼《最乖巧的殺人犯》後二度獲選桃園

電影節開幕片，除感謝桃園提供影視創作

資源及曝光平台，也希望影迷朋友喜愛這

部藉科普題材探討溫暖與愛的作品．桃園

電影節將放映至本月28日，59部參展作品

共113場次邀請各位影迷一同共襄盛舉！

歷經700多天的等待，桃園電影節終

於能回到戲院順利舉辦，在開幕儀式上，

策展人楊元鈴致詞表示，今年影展主題

「魔幻時刻」呼應社會脈動，歷經變幻無

常的疫情改變生活模式，期望透過本屆精

選的新作與經典，一同經歷電影跨越地域

疆界，光影及故事帶來的奇幻魔法，楊元

鈴指出，除了年度主題和台灣獎競賽放映

，今年還特別規劃「辯士留聲機」單元，

邀請辯士現場即席解說電影，體驗早年特

有的觀影文化，邀請影迷來到戲院感受電

影帶來的「魔幻時刻」！

開幕片《科學少女》導演莊景燊，也

率領主要演員盧以恩、王傳一、姚以緹、

林暉閔、李知安等人一同出席，與滿場超

過300名觀眾觀賞本片在桃園電影節的世

界首映，莊景燊導演說，這次是他繼《最

乖巧的殺人犯》後二度獲選為桃園電影節

開幕片，加上去年的電視劇《神之鄉》在

大溪拍攝，他還提及自己大學時也在桃園

求學，「我的人生有三分之一都在桃園度

過！」直言桃園像他的第二家鄉，能夠再

度受邀備感親切。

對於本片能夠完成，莊景燊導演感謝

身兼監製的王銀國與吳嘉麗兩位教授一同

發想故事，讓觀眾能看到這部結合科普知

識與生命教育的電影，王銀國監製則笑說

難以相信這部片可以完成，在有限的拍攝

資源下，經歷疫情與各種困難，如今終於

能在大銀幕放映，「沒想到拍一部電影這

麼難，比拿學位、拚升等還難！」，他也

喊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讓這部好片讓更

多朋友看到。

在電視劇《天橋上的魔術師》表現亮

眼的盧以恩，本次在《科學少女》飾演經

歷喪母之痛的高中生，直言看完首映才發

現原來自己演了這麼多場哭戲，回想拍片

過程更表示天天都是挑戰；分別飾演母親

和機器人「艾普洛」的姚以緹則說，要揣

摩機器人的難度很高，她在事前花許多時

間去研究機器人的演出方式，「為了演出

機械感，我甚至連呼吸和眨眼都要控制！

」飾演父親的王傳一則說準備電影時前置

期花費許多時間和導演討論，這次演出讓

他拋棄過去演出偶像劇的包袱，希望大家

透過這部電影能去探討生命議題。

兩位飾演同學的演員也回憶拍攝過程

，林暉閔說自己最痛苦的莫過於和貓對戲

，「當時天氣很熱，但我身上穿了很多，

整場戲追著貓跑，後來還發現自己對長毛

貓過敏，甚至有點呼吸困難，還是硬撐著

把片拍完。」影壇新秀李知安則說看到前

輩們的演出非常感動，也感謝林暉閔和盧

以恩在拍攝過程中分享表演經驗；劇組們

也在台上呼籲觀眾將好口碑傳遞出去。

主辦單位桃園市文化基金會表示，今

年影展邀請曾擔任金馬國際影展及台北電

影節節目策畫的楊元鈴擔任策展人，共有

59部參展影片，於10日展期期間放映113

場次，票券銷售情況熱烈，截至目前已有

超過16場票券完售，還有33個場次票券

即將售完，售票率已近五成；影展期間除

將舉辦多場焦點影人講座及映後座談讓觀

眾與影人面對面，每場還將隨機送出小零

嘴及飲料，特定場次還將抽出禾聯家電，

讓影迷朋友滿載而歸。

2022桃園電影節現正舉辦中，即日起

至23日於桃園新光影城放映，24日至28

日則在桃園in89統領影城進行映演，8月

20、21兩日還將於中央大學人文藝術中心

107電影院播放珍貴35mm膠捲拷貝，多名

台灣獎入圍劇組及知名影評人也將接力出

席映後座談及講座，影展票券現正熱賣中

，歡迎影迷親至影展服務台購票，或於

OPENTIX兩廳院售票生活線上購買，更多

影展資訊與活動詳情，可上官方網站

（https://tyff.taoyuancf.org.tw）、臉書粉絲

專頁（https://www.fb.me/taoyuanff）、官方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taoyu-

anfilmfest）或 YouTube 頻道（https://www.

youtube.com/c/TaoyuancfTYFF）查詢。

2022桃園電影節盛大開幕
《科學少女》世界首映領軍59部精采電影上陣

《鳳姐》演員共同形容電影

「天搖地動、跨海連結」，導演邱

新達透露電影很可能是限制級！高

宇蓁此次飾演性工作者，她表示：

「需要裸露的部分當然會有。」但

強調會兼具唯美和寫實，「該看的

會看到，最終會讓導演決定這件事

，我全力配合！」她也為此勤上健

身房練好身材。

電影《鳳姐》描述一個充滿明

星夢的少女，卻被人口販子騙走，

從偏鄉被賣到異鄉當雛妓，好不容

易返鄉回台，只能淪落至台北茶室

工作，少女時代的經歷彷彿台版

《孟買女帝》，但高宇蓁強調，

《孟買女帝》主軸偏向政治社會議

題，《鳳姐》更深入刻畫一個女人

的內心變化，她也感嘆，「每個人

都想追尋自己的夢想，有時卻因夢

想遮蔽雙眼，掩蓋了該看見的殘酷

現實。」她希望藉由這個角色，幫

性工作者闡述她們的人生。

近來跨國人口販賣和詐騙集團

相當猖獗，台大高材生蔡嘉茵表示

有不少同校同學被騙投資，「有高

學歷也還是會被騙！」導演邱新達

則是曾收到電子郵件，邀請整個團

隊去海外拍攝，「但是一看就覺得

不對勁，直覺是詐騙！」蔡嘉茵還

熱情分享避免被騙的方式，除了仔

細確認對方信件是否有錯字、語句

不順，她也打趣說：「每個帳號只

放5萬，把風險分散，不至於損失

太多！」

曾獲台北電影節最佳新演員的蔡

嘉茵將在片中翻轉過去大銀幕形象，

飾演茶室的「老鴇」媽媽桑，蔡嘉茵

笑言第一次排戲排到流汗，透露自己

也有「動作戲」：「不要看我這樣，

我也是有些『尺度』。」

新生代「國民女兒」麥語彤

（彤彤）才剛在《民雄鬼屋》挑戰

中邪著魔演出，這次則飾演嚮往城

市生活的小女孩，她苦笑：「角色

遭遇一個比一個苦。」梁羽在片中

則是被鳳姐取代的茶室紅牌。蔡嘉

茵忍不住「自賣自誇」，茶室裡的

小姐一字排開相當有看頭，「頭髮

高度沒有在輸《華燈初上》！」導

演也強調茶室小姐的服裝造型都極

其性感華麗，還會有很像歌手張惠

妹出道的羽毛剪髮型。

男演員部分，段鈞豪和黃冠智

飾演經常「光顧」茶室的警察，黃

冠智也是高宇蓁的弟弟，他感性說

：「在片中很憧憬姊姊，她對我來

說是信仰。」郭耀仁則是茶室圍事

、也是媽媽桑的姘頭，在片中將與

高宇蓁有「身體與身體的連結」，

眾人將共同演繹大時代底下邊緣角

落的小人物故事。

《鳳姐》擁有幕前幕後堅強陣

容，由新銳導演邱新達執導，作品

LGBTQ 短片《日落日出》曾於南

加大亞太影展獲得評審團大獎；編

劇王奇則曾以電影短片《阿公》在

洛杉磯最佳短片競賽獲獎；《可不

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劉楓棋擔

任監製；草字頭娛樂有限公司、光

速火箭股份有限公司、馬棋朵數位

影像製作有限公司、后花園數位影

像製作有限公司出品。

電影《鳳姐》 「茶室版華燈初上」 舉行開鏡儀式

高宇蓁、蔡嘉茵挑戰性工作者
「茶室版華燈初上」 電影《鳳姐》由馬棋朵影像製作，台劇女神高宇蓁首度擔任大銀幕女主角，主

演包含高宇蓁、黃冠智、蔡嘉茵、郭耀仁、麥語彤、梁羽等人，片中殘酷寫實的劇情將揭露台灣早期雛

妓文化以及人口販賣真相，並深入刻畫台灣茶室私娼生活。該片於22日甫遷址至永吉路17號的台北聖

興天后宮開鏡，盼能在百年北港影視媽的加持下順利拍攝，演員也分享籌備演出的艱辛過程，高宇蓁坦

言因 「鳳姐」 一角要接觸各種年齡和說著不同語言的男客人， 「在演繹過程中，最難的是要突破心理狀

態，跟不同的男人有肢體親密接觸。」

電影《鳳姐》演員蔡嘉茵（前排右起）、麥語彤、高宇蓁、

梁羽、郭耀仁（後排右起）、黃冠智、段鈞豪一起參與開鏡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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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3日（星期二）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樓軒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子棠）黃凱芹
（Chris）22日現身記者會宣布下月17日
將在紅館舉行演唱會，今次相隔10年再登
紅館，由於場地所限只此一場，他豪氣稱
不介意像以前的電影時段，一日內開早、
午、晚、午夜場，做足4場。

Chris 在受訪時表示，唱一場沒所
謂，也很有紀念價值，只擔心未能滿足粉
絲的要求。問到是否連唱4場也難不倒
他？他稱沒所謂，很久沒唱歌，很大歌
癮，希望有奇跡出現，但不會強求。他續
指今次難得有機會跟粉絲見面，舞台將設
有大屏幕播放字幕的大合唱環節，笑言大
家需要回家背熟歌詞。

黃
凱
芹
開
騷
與
歌
迷
大
合
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薛家燕（家
燕姐）創辦的藝術中心，21日晚於新光戲院舉
行《演藝繽紛騷》，家燕姐除邀得王梓軒演出
外，並與四位舊生鍾柔美（Yumi）、潘靜文、
蔡愷穎及區明妙一起演出，家燕姐坦言家長們最
關心舞台是否穩陣。

家燕姐表示創辦藝術中心已18年，而當晚
的騷因為疫情一改再改，今次終於如期舉行，全
場爆滿，她也放下心頭大石。她又說：“好興奮

去年我哋幾個學生喺《聲夢傳奇》得到好成績，
所以請佢哋返嚟一齊表演，啲Fans一知佢哋會
演出就搶飛，本來都有邀請港姐冠軍宋宛穎，但
佢要去上海工作唔能夠出席。” 家燕姐又指
《聲夢傳奇2》的參賽者劉詠彤（Angel）亦是她
的學生，希望對方加油，並指新一代有很多不錯
的精英，“樣靚歌精舞叻”，希望他們能做到全
能藝人，而她的藝術中心也因學生在《聲夢》有
好成績，多了不少人報讀。

近日正忙於拍攝新劇《黃金萬両》的家燕
姐，為了綵排這個騷要向監製請假數天，她說：
“除了會跳十字步，仲會跳Hip Hop，啲家長又
問我舞台穩唔穩陣，我哋冇升降台，全部好隱
陣，最緊要安全第一。”

當晚獲家燕姐邀請演出的Yumi、潘靜文、
蔡愷穎及區明妙，跟家燕姐一同獻唱《Stand
up》。Yumi表示8歲已經在家燕媽媽藝術中心
上堂學唱歌、跳舞及演戲，家燕媽媽又會帶他們
去馬來西亞、澳門及廣州等不同地方表演，年紀
小小就去其他地方表演都好開心。她謂幾年前自
己亦參與畢業騷表演，故21日晚演出令她勾起

了好多回憶，她說：“綵排時見到小朋友，就想
起自己細個在台上唱歌及同家燕媽媽一齊表
演。”問到會否為藝術中心客串擔任導師？她
說：“自己工作同學業都好忙，要專注學業先，
如果有時間都好
想幫手。”

薛家燕偕舊生同台演出 鍾柔美勾起好多童年回憶

香港與內地青少年交流常設平台“同心同根會”成立

肥媽唱《We Like香港》全場舞動青年歌手青年歌手
獻藝獻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

五周年，青少年同心同根回歸慶祝晚會暨同心同根會成立典禮”21日晚於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大會堂圓滿舉行。當晚場面盛大，非常熱鬧。多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

及主辦機構長官出席。大會還邀請了肥媽（ Maria Cordero）、姚焯菲（Chantel）、

冼靖峰（Archie）、張馳豪、何晉樂及魔術師甄澤權擔任表演嘉賓；壓軸登場的肥媽

獻唱《We Like香港》更掀起高潮！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
五周年，青少年同心同根回歸慶祝晚會暨同

心同根會成立典禮”21日晚於香港會展舉行，並邀得
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香港賽
馬會主席陳南祿、同心同根創辦人暨活動籌委會召集
人梁唐青儀、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局長麥美娟、青少年同心同根活動聯席主席暨香港海
事青年團司令袁靜芳、青少年同心同根活動聯席主席
暨香港童軍總會副會長吳亞明、同心同根會主席暨香
港交通安全隊總監廖啟明等擔任主禮嘉賓；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亦特意透過視頻向大家發表鼓勵的說
話。

“同心同根會”在現場超過2,500名來賓的見證
下順利成立。梁唐青儀女士及部分青少年制服團隊長
官創立“同心同根會”，主要目標是成為一個常設的
平台，令香港與內地相關團體建立具延續性且緊密的
工作夥伴關係，藉此推動兩地的青少年交流活動。

《We Like香港》掀起高潮
大會還邀請了肥媽、姚焯菲、冼靖峰、張馳豪、

何晉樂及魔術師甄澤權擔任表演嘉賓；同時亦由制服
團隊及不同參與團體青少年代表參與演出，包括警察
銀樂隊、海事青年團小型步操樂隊、香港女童軍總會
等，他們彰顯了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隊每一位成員的風
采。甄澤權為晚會施展魔法，做出多個精彩魔術表
演。

壓軸登場的肥媽更掀起高潮！肥媽載歌載舞演唱
最後一首跳唱歌《We Like香港》時，把全場氣氛推
上高峰，人人站起身狂跳，梁唐青儀、袁靜芳和廖啟
明更上台跟肥媽一起跳舞，全場情緒高漲；唱畢，肥
媽興奮地說：“真係好開心，好耐無站在台上，希望
這些騷愈來愈多，最重要香港好、大家好、身體
好！”

當晚是冼靖峰（Archie）首次公開演唱
新歌《一個人的幸運》，他稱心情緊張，
自覺表現滿意，但仍有很大進步空間。
而姚焯菲（Chantel）就表現得很享受，演
唱期間不時甜笑揮手，及做V字手勢等與
台下粉絲互動，她解釋是看到粉絲想跟
她拍照，又指其實每次在台上演唱都很
緊張，會擔心忘記歌詞或走音，亦為此
向唱歌老師請教，老師鼓勵她要克服過
來，惜至今仍做不到；不過始終仍是學
生，她稱最緊張的還是考試。

問到二人可想出合唱歌？Chantel與
Archie搞笑地對望一眼再尷尬傻笑，還互
相推搪不肯表態；作為男仔的Archie唯
有展現風度先說：“我希望與不同單位
合作，相信不同配搭能擦出不同火花，
如果一定要選，就選蓮姐（林君蓮），
因為她的聲音很好聽、很特別。”笑指
他不畀面在旁的Chantel，Archie即補鑊
稱當然希望有機會跟Chantel合作；Ch-
antel則指與誰合作也無所謂，若然真的
要選擇就希望是未合作過的潘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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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焯菲坦言站台演出仍會感到緊張姚焯菲坦言站台演出仍會感到緊張。。

◆◆黃凱芹下月黃凱芹下月
將舉行將舉行 3535 周周
年演唱會年演唱會。。

◆◆薛家燕關注舞台薛家燕關注舞台
安全問題安全問題，，一切以一切以
安全穩陣為先安全穩陣為先。。

◆◆YumiYumi有心做導師有心做導師，，但會以學業為先但會以學業為先。。

◆◆姚焯菲和冼靖峰均希望可與不同單位合作姚焯菲和冼靖峰均希望可與不同單位合作。。

◆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頒發委任狀予同心同根會會長梁唐青儀。

◆“同心同根會”成立，並舉行亮燈儀式。

◆◆肥媽除了唱功了得肥媽除了唱功了得，，更擅長搞氣氛更擅長搞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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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1111年雙十年雙十
國慶杯國國慶杯國、、台台、、客語歌唱比賽客語歌唱比賽」」

美食專家林慧懿美食專家林慧懿 休士頓秀廚藝休士頓秀廚藝 傳授秘訣傳授秘訣
【本報訊】驚艷味蕾、美食饗宴，美食專家林慧懿

受邀休士頓慶雙十、秀廚藝；9月25日(星期日)下午2時
至5時，應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之邀，
活動將在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二樓宴會廳(6833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72)舉辦，主題為 「雙
十眷村美食烹飪」美食大師林慧懿，蒞臨現場親自示範
，名額有限，歡迎儘早報名，另外，報名者每位贈送精
美圍裙一件及國旗別針一個。

林慧懿從事美食教學工作近二十年，曾擔任電視烹
飪示範主持，舉辦電台美食講座，是台灣已故著名廚藝
家傅培梅的媳婦，和美食教學的緣分開始於，婆婆傅培
梅所創立的中國烹飪補習班，她前往幫忙順便學做菜；
1984年澳洲牛肉在臺灣舉辦的第二屆烹飪大賽，趁著婆
婆到日本無法擔任裁判，她偷偷報名參賽，居然得了冠
軍，之後便開始受邀試鏡電視烹飪教學，並在中廣及
ICRT（前美軍電臺）陸續開了廣播節目，同時也擔任食
品企業的顧問，如百年老店的 「度小月」食品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擔任李安導演的 「飲食男女」電影
的美食策劃設計，應邀赴法國坎城及比利時根特影展表
演展現中華美食，並屢受美國主流邀請赴全美各地表演
示範中華美食，受到熱烈歡迎，為中華美食海外推廣及
廚師地位之提升，貢獻心力不遺餘力。

1996年移民美國，Theresa Lin（ 林慧懿）創美國中
餐發展基金會是首任會長；曾獲加州眾議員Bob Hoff 頒
發 「傑出亞裔領袖」，美國駐聯合國前大使 Si-Chuen
Siv頒發 「烹飪文化大使」獎章等殊榮；在疫情期間的第
一年共主持了50多場線上示範教學，許多在家防疫的人
，廚藝進步神速受惠良多 。

此次活動將示範傅培梅的獨家 「四川紅油」的做法
， 「南炒豬肝」， 「千張茄子」， 「珍珠丸子」及 「糖
醋白菜」， 「人蔘雞湯」等知名料理，名廚傳授料理秘
訣，輕鬆學現場還有機會品嚐名廚料理，精彩可期！報
名請洽世華美南分會會長何真：832-866-3333或秘書長
裴俊莉：713-517-1566。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
民國民國111111年雙十國慶杯國年雙十國慶杯國、、台台、、客語客語
歌唱比賽歌唱比賽，，將于將于 20222022 年年 1010 月月 2323 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下午下午22點至點至44點點，，由休士頓由休士頓
台灣同鄉聯誼會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台灣同鄉聯誼會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
心大禮堂來舉辦心大禮堂來舉辦，，這項活動去年本會這項活動去年本會
為構思舉辦族群融合為構思舉辦族群融合、、尊重包容的特尊重包容的特
殊活動殊活動，，而舉辦了第一屆的雙十國慶而舉辦了第一屆的雙十國慶
杯國杯國、、台台、、客語歌唱比賽客語歌唱比賽，，而這項別而這項別
開生面開生面、、唱作俱佳的輕鬆活動也得到唱作俱佳的輕鬆活動也得到
不少僑界回響不少僑界回響，，辦得有聲有色辦得有聲有色、、評價評價
甚高甚高！！歡迎歌唱高手踴躍報名參加歡迎歌唱高手踴躍報名參加，，

一起共襄盛舉一起共襄盛舉！！
今年也將遵循去年比賽方式今年也將遵循去年比賽方式::
-- 限限1818歲以上成人歲以上成人，，可單人／雙人以可單人／雙人以
上合唱上合唱，，自選歌曲限－華語／台語／自選歌曲限－華語／台語／
客語客語
-- 報名費報名費: $: $1010
-- 獲勝者獎勵獲勝者獎勵:: 獎金獎金.. 第一名第一名: $: $150150;; 第第
二名二名: $: $100100;; 第三名第三名: $: $5050;; 優勝二名優勝二名
$$2525.. 參賽者皆有禮品參賽者皆有禮品.. 人人有獎人人有獎!!

報名請向會長－馮啟豐報名請向會長－馮啟豐（（281281））
236236--48884888或副會長－羅秀娟或副會長－羅秀娟（（832832））
607607--50385038報名洽詢報名洽詢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1111年雙十國年雙十國
慶杯國慶杯國、、台台、、客語演講比賽客語演講比賽，，將于將于20222022年年1010月月22日日（（星星
期日期日））下午下午22點至點至44點點，，由休士頓客家會在休士頓華僑文由休士頓客家會在休士頓華僑文
教中心展覽室來舉辦教中心展覽室來舉辦，，這項活動去年是由休士頓經文這項活動去年是由休士頓經文
處－羅復文處長別出新裁處－羅復文處長別出新裁，，鼓勵僑胞推動客家母語文化鼓勵僑胞推動客家母語文化
活動活動，，而舉辦了第一屆的雙十國慶杯國而舉辦了第一屆的雙十國慶杯國、、台台、、客語演講客語演講
比賽比賽，，當時也得到不少僑界熱烈回響當時也得到不少僑界熱烈回響，，辦得非常圓滿成辦得非常圓滿成
功功！！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共襄盛舉共襄盛舉！！
今年也將遵循去年比賽方式今年也將遵循去年比賽方式::

分成華分成華//台台//客語三組客語三組,, 每組以不超過每組以不超過 1010 人為限人為限;; 演講演講

形式不限形式不限;; 夫妻夫妻,, 母子母子,, 父女搭檔皆可父女搭檔皆可;; 也可以混音也可以混音..
-- 比賽題目比賽題目: (: (11)) 我在我在 Houston (Houston (22))我的家庭我的家庭 ((33))我見我行我見我行
。。由參賽者任選由參賽者任選..
-- 演講長度演講長度:: 22--55分鐘分鐘
-- 報名費報名費: $: $1010
-- 評比標準評比標準:: 內容內容,, 口齒清晰度口齒清晰度,, 發音標準發音標準,, 趣味性趣味性
-- 獲勝者獎勵獲勝者獎勵:: 獎金獎金.. 第一名第一名: $: $150150;; 第二名第二名: $: $100100;; 第三名第三名
: $: $5050;; 優勝二名優勝二名 $$2525.. 參賽者皆有獎品參賽者皆有獎品.. 人人有獎人人有獎!!

報名請向休士頓客家會會長－馮啟豐報名請向休士頓客家會會長－馮啟豐（（281281））
236236--48884888或吳筑君或吳筑君（（713713））478478--41344134報名洽詢報名洽詢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1111年雙十國慶杯國年雙十國慶杯國、、台台、、客語演講比賽客語演講比賽」」

(本報休斯頓報導) 身上有任何疼痛嗎? 根據一項美國疼痛
醫學科學院的研究顯示，全球居然有超過15億人口有慢性疼
痛，每五個人就有一人受疼痛之苦。在美國，疼痛是造成長
期疾病中常見的原因之一。無論是背痛、腰痛、關節痛、坐
骨神經痛、肌腱炎、拉傷、五十肩、網球肘等，如果沒有好
好治療，身體會持續發送疼痛訊息，不管是痛幾週或是長達
數年，疼痛會影響生活品質、情緒、睡眠，也會讓人無法專
心工作。

運動鍛鍊身體對每個人來說都極為重要，不過，如果運
動量過大、或是運動不小心，有可能會造成運動損傷。所以
，在運動時要特別注意鍛鍊的強度及分寸，並且根據自己身
體的狀況來調整運動量。萬一真的受到運動傷害，也應該找
專門的運動醫學醫師來診治。

休斯頓有位華裔的運動醫學醫師，他是呂汶錫醫師(Kev-
in Lyu, M.D.)，專精治療各種疼痛與運動損傷，對於關節炎與
骨科的治療也非常拿手。
曾擔任萊斯大學助理隊醫

呂汶錫醫師是 Fondren Orthopedic Group 的非手術骨科/

運動醫學醫師，是休斯頓最大、最全方位的私人骨科集團之
一。呂汶錫醫師擔任過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助理隊醫，
以及休斯頓 Chevron馬拉松賽、休斯頓PGA高爾夫球賽等場
邊醫生，並專門以非開刀的方式治療各類骨科疾病。

呂醫師待人親切和善，中英文流利，能以中文和病人溝
通，不會有語言隔閡而產生溝通障礙。

無論是羽球愛好者、週末長跑健將、籃球迷、足球迷、
運動員，還是平時有固定鍛煉身體的人，遇到運動受傷都不
可掉以輕心，應該及時尋找運動醫學醫師的診治，若是沒有
好好處理，有可能造成病根，產生後遺症。此外，運動醫學
醫生也治療退化性關節疾病，以及職業傷害方面的損傷。
呂醫師治療的項目包括:
- 退化性關節炎 (頸、手臂、手、脊椎、臀、膝、腳)
- 骨折、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網球肘、腕隧道症
候群、媽媽手、板機指、足底筋膜炎
- 背痛、腰痛、膝蓋痛、坐骨神經痛等
- 玻尿酸、類固醇、血小板、幹細胞等超音波針劑治療
- 職業傷害/勞工保險(Worker’s Compensation)

呂汶錫醫師在聖喬治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
在休斯頓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完成了家庭醫學住院醫師
培訓，也在Houston Methodist完成運動醫學次專科訓練，他
擅長以非開刀的方式治療各種骨科疾病。

呂醫生於2020年加入Fondren Orthopedic Group。他是美
國運動醫學會、和美國家庭醫師學會的成員。

呂醫師電話: 713-383-5390。可約視訊門診。接受多家
保險。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網 站: www.drkevinlyu.
com
中國城診所九月開始

為更好的服務華裔民眾，中國城診所於九月開始，位於
敦煌廣場二樓，中國城診所的地址是: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專線電話 :(713)272-6688
糖城診所: 13440 University Blvd Ste100, Sugar Land, TX

77479
Medical Center診所: 7401 Main St, Houston TX 77030

呂汶錫醫師呂汶錫醫師 擅長於疼痛治療與運動損傷擅長於疼痛治療與運動損傷
專精專精::骨科骨科//關節炎關節炎//疼痛疼痛//五十肩五十肩//運動醫學等運動醫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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