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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期選舉尚未結束美國中期選舉尚未結束 誰能參加誰能參加 2024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年美國總統大選？？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中期選舉
的計票工作尚未完成，但主要的民主
黨和共和黨人已經在為 2024 年的總
統選舉做準備。
以下是可能入主白宮的競爭者：
喬·拜登總統

民主黨總統喬·拜登曾表示，他
打算競選連任，並可能在與家人協商
後於明年初做出最終決定。

在周二的中期選舉中，他的民主
黨同僚的結果好於預期，這提振了他
的潛在候選資格，白宮官員認為這證
明了他的政府政策是正確的。

一些選民可能擔心的一個問題是
：這位 79 歲的總統的年齡會如何影
響他在第二個四年任期內的候選資格
和潛在表現。
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

共和黨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似
乎無休止地暗示他將很快啓動 2024
年的白宮競選，最近指出下週二是可
能宣布的日期

戰略家和政黨領導人表示，現年
76 歲的特朗普仍然是 2024 年共和黨
提名的熱門人選，特別是如果該黨成
功控制了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話。

但特朗普與他在中期選舉中支持

的候選人的記錄參差不齊，如果共和
黨人未能控制國會，一些人可能會責
怪他。
副總統卡馬拉·哈裏斯

如果拜登決定不參選，副總統卡
馬拉哈裏斯可以介入。

民主黨官員告訴路透社，58 歲的
哈裏斯目前是最大的候補候選人，大
多數民意調查顯示她僅次於拜登，遠
遠領先於其他潛在的民主黨候選人。

她在 2020 年總統競選中的糟糕
表現以及作為副總統缺乏出色的政策
，又加上無論好事壞事她只會哈哈大
笑，讓人們懷疑她能否擊敗共和黨對
手。
佛羅裏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

佛羅裏達州 44 歲的州長、共和
黨人羅恩·德桑蒂斯可能是特朗普提
名的主要競爭對手。

德桑蒂斯擁有強大的政治基礎和
強大的支持力量，週二在競選州長的
第二個四年任期中取得壓倒性勝利。

他對 COVID-19 限制的抵制，
以及與自由主義者在 LGBTQ 權利、
移民和基於種族的討論方面的沖突，
贏得了全國保守派的贊譽。
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

週二，加州民主黨州長加文·紐
瑟姆贏得了州長的第二個四年任期，
在一場專注於墮胎權和移民等國家政
治問題的競選活動中輕松擊敗了他的
共和黨對手。

據兩位熟悉這些努力的消息人士
稱，現年 55 歲的紐瑟姆已經聯繫了

潛在的捐助者和工作
人員，以防拜登決定
不參選時露面。預計
他不會挑戰拜登。
德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

得克薩斯州州長、共和黨人格雷
格·阿博特在周二的選舉中擊敗了民
主黨前美國眾議員貝托·奧羅克，特
朗普在他的第叁個四年任期內為其背
書。

現年 64 歲的阿博特在第二個任
期內採取了越來越保守的政策，反對
COVID-19 疫苗和口罩的強制要求。
他將美國所有州中最嚴格的墮胎禁令
簽署為法律，並正在與墨西哥的邊境
建立新的障礙。

盡管長期以來一直有傳言稱他是
2024 年的潛在候選人，但阿博特已經
有一段時間沒有公開提出這個想法。
前副總統邁克·彭斯

共和黨前副總統邁克·彭斯曾經
是華麗的特朗普的忠誠、莊重的二號
人物，但在 2021 年 1 月 6 日特朗普
支持者在美國國會大廈發生騷亂時，
他支持民主黨，他的老闆卻轉而反對
他。作為一名共和黨前國會議員，彭
斯當天蔑視特朗普，並按照法律規定
證明了民主黨人喬·拜登贏得總統大
選。

從那以後，彭斯一直規規矩矩，
沒有發表過激的言論沒有冒著激怒特
朗普支持者的風險。

這位 63 歲的前印第安納州州長
被廣泛認為正在考慮入主白宮。他為

特朗普的剋星布萊恩·肯普競選背書
，週二肯普被選連任佐治亞州州長。
美國會議員莉茲·切尼

56 歲的美國共和黨眾議員利茲·
切尼發誓要盡一切努力阻止特朗普重
返白宮，並表示她將很快決定是否親
自競選總統。

前副總統迪克·切尼的女兒在國
會對 2021 年 1 月 6 日襲擊國會大廈
的調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切尼在 8 月份的懷俄明州國會單
一席位的共和黨提名選舉或初選中輸
給了特朗普支持的挑戰者，此前她表
示 她 不 會 “ 跟 隨 特 朗 普 總 統 關 於
2020 年大選的謊言”獲勝。當然這位
特朗普的者提出競選總統，只是唱個
高調，缺乏民眾支持。
交通部長皮特·布蒂吉格

皮特·布蒂吉格獲得2020 年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然後退出並支持
拜登，拜登後來任命他為交通部長。

在這個職位上，布蒂吉格領導了
政府更新國家基礎設施的努力。

40 歲的布蒂吉格是前海軍預備役
軍官，曾擔任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市
長，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公開同性戀
身份的內閣成員。
前聯合國大使妮基·黑莉

前聯合國大使妮基·黑莉（NIK-
KI HALEY） 作為南卡羅來納州前州
長和印度移民的女兒，是特朗普內閣

中最受矚目的女性。
現年 50 歲的黑莉被認為是共和

黨的新星，她時而把特朗普拉近，時
而將其拒之門外。

她在 2016 年總統競選期間和 1
月 6 日騷亂後再次公開批評特朗普，
稱他在 2020 年大選後的行為將“受
到曆史的嚴厲評判”。

後來，當她稱特朗普為在黨內仍
然可以發揮作用的朋友時，她的言辭
變得柔和了。 6 月，黑莉取笑 2024
年的競選，並在 10 月表示，說：
“如果有我的位置，我將在明年年初
考慮這個想法。”
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

51 歲的民主黨州長格雷琴·惠特
默 (Gretchen Whitmer) 週二贏得了第
二個四年任期，在美國最高法院推翻
憲法規定的墮胎權後，他一直在努力
爭取墮胎權。

她的特朗普支持的對手支持幾乎
全面禁止墮胎，包括強姦和亂倫的兒
童受害者。

2020 年 10 月，12 名男子因涉嫌
密謀綁架惠特默而被捕，當局稱他們
是在她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施
加限制後孵化的。到上月底，其中七
人因在該陰謀中扮演角色而被定罪或
認罪。

惠特默表示，此案顯示了近年來
美國的政治好戰性如何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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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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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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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專營

李元鐘保險    www.johnleeins.com 
電話832-500-3228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微信和Line請加: johnleehouston李 元 鐘 保 險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018~202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018~202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李元鐘保險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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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保險關心
您

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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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共和黨人的表現低於中期選舉預測拜登白宮歡呼戰勝共和黨共和黨人的表現低於中期選舉預測拜登白宮歡呼戰勝共和黨
共和黨強調高通脹和犯罪民主黨傾向於墮胎權和槍支暴力共和黨強調高通脹和犯罪民主黨傾向於墮胎權和槍支暴力

（本報訊）休士頓銘傳校友會會員洪良冰暨夫婿陳其力
、張園立、朱秋霞、李美貞暨夫婿陳健彬、何琪和羅秀娟等
於10月28日在台北士林連袂拜會銘傳台北校區李選士校長
、李銓總校長、沈佩蒂副執行長、李藍瑜副校長、樊中原秘
書長、張榮農主任、林妙影新聞組組長等師長；其他地區校
友會還包括來自美國洛杉磯、密西根、溫哥華等地。

期間參訪銘傳總校不同學院的完善進步設備，校友們驚
嘆不已；羅秀娟在法學院法庭穿上律師戰袍模擬庭上庭審；
洪良冰當場捐助台幣一萬元予學校；尤其是林富桂榮獲2019
銘傳傑出校友捐助包德明文教基金台幣一百萬元(由前會長張
園立代為領受金質獎牌)。

隨後李選士校長在老爺大酒店舉辦歡迎午宴；銘傳校車
緊接著載著海外校友參訪聞名的北投新氣園，此乃台北校友
沈靜君夫婿王俠軍創立八方新氣之官窯的浪漫、美學的實現
，其白瓷器作品精雕細琢，令人愛不釋手。

休士頓銘傳校友們感念母校當年培育之恩，在”銘傳、
銘傳、名不虛傳”迴盪聲中愉快地結束回台北銘傳母校娘家
的深刻溫馨之旅。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隨著中期選舉結果的公佈隨著中期選舉結果的公佈，，
拜登總統感到高興拜登總統感到高興，，儘管他的民主黨可能會失去對國會儘管他的民主黨可能會失去對國會
的控制的控制。。共和黨人可能會在眾議院勉強獲得微弱多數共和黨人可能會在眾議院勉強獲得微弱多數，，
而參議院仍有待爭奪而參議院仍有待爭奪，，亞利桑那州亞利桑那州、、佐治亞州和內華達佐治亞州和內華達
州的關鍵競賽尚未決定州的關鍵競賽尚未決定。。但這對白宮來說都是好於預期但這對白宮來說都是好於預期
的消息的消息。。民主黨人在全國大選中逆轉了可怕的預測民主黨人在全國大選中逆轉了可怕的預測，，在在
被認為對被認為對20242024年下一次選舉至關重要的州贏得了州長年下一次選舉至關重要的州贏得了州長
競選競選，，並通過了左傾措施並通過了左傾措施，，例如在密歇根州制定墮胎權例如在密歇根州制定墮胎權
。。拜登親自致電三打贏得競選的民主黨人向他們表示祝拜登親自致電三打贏得競選的民主黨人向他們表示祝
賀賀。。助手和盟友認為助手和盟友認為，，他在墮胎權他在墮胎權、、右翼政治極端主義右翼政治極端主義
和醫療保健方面為選舉做出的努力阻止了共和黨的浪潮和醫療保健方面為選舉做出的努力阻止了共和黨的浪潮
。。共和黨人可能會佔領眾議院共和黨人可能會佔領眾議院，，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阻止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阻止
拜登在全國范圍內將墮胎權合法化或禁止銷售攻擊性武拜登在全國范圍內將墮胎權合法化或禁止銷售攻擊性武
器的承諾器的承諾，，並對他的政府和家庭展開可能具有破壞性的並對他的政府和家庭展開可能具有破壞性的
調查調查。。民調顯示民調顯示，，雖然共和黨人將高通脹和犯罪列為首雖然共和黨人將高通脹和犯罪列為首
要投票問題要投票問題，，但民主黨人表示但民主黨人表示，，他們更傾向於墮胎權和他們更傾向於墮胎權和
槍支暴力槍支暴力。。

奧巴馬前發言人奧巴馬前發言人、、民主黨戰略家拉博爾特表示民主黨戰略家拉博爾特表示，，共共

和黨在競選活動中對文化戰爭的關注對一些選民來說是和黨在競選活動中對文化戰爭的關注對一些選民來說是
錯誤的錯誤的。。這不是在實質性層面上解決美國人民面臨的任這不是在實質性層面上解決美國人民面臨的任
何首要問題何首要問題。。這確實為民主黨人提供了機會這確實為民主黨人提供了機會。。白宮顧問白宮顧問
已經開始為共和黨的一系列調查做準備已經開始為共和黨的一系列調查做準備，，並使用更有限並使用更有限
的發布行政命令的工具箱進行治理的發布行政命令的工具箱進行治理。。如果拜登的議程在如果拜登的議程在
國會受阻國會受阻，，他們計劃使用總統否決權他們計劃使用總統否決權，，並利用總統在美並利用總統在美
國媒體上的顯眼地位來倡導他的優先事項國媒體上的顯眼地位來倡導他的優先事項。。在在““跛鴨跛鴨””
時期時期，，拜登有兩個月的時間通過立法拜登有兩個月的時間通過立法，，而民主黨仍然控而民主黨仍然控
制著國會制著國會。。白宮官員曾表示白宮官員曾表示，，他將專注於確保政府資助他將專注於確保政府資助
法案和資金來對抗新冠病毒法案和資金來對抗新冠病毒，，以及獲得參議院對他的司以及獲得參議院對他的司
法提名人的確認法提名人的確認。。拜登本月年滿拜登本月年滿8080歲歲，，他面臨著是否適他面臨著是否適
合在合在20242024年競選第二個任期的問題年競選第二個任期的問題。。總統表示他打算總統表示他打算
再次競選再次競選，，週二的結果可能會支持他的政治生涯週二的結果可能會支持他的政治生涯。。今年今年
早些時候早些時候，，拜登拜登、、他的幕僚長克萊恩和其他助手努力將他的幕僚長克萊恩和其他助手努力將
中期選舉定為一場中期選舉定為一場““頭腦清醒頭腦清醒””的民主黨人與與前總統的民主黨人與與前總統
川普結盟的川普結盟的““極端極端””共和黨人的戰鬥共和黨人的戰鬥。。拜登拜登99月在美國月在美國
民主的發源地費城發表了嚴厲的講話民主的發源地費城發表了嚴厲的講話，，他說他說：：MAGAMAGA共共
和黨人代表了一種威脅我們共和國基礎的極端主義和黨人代表了一種威脅我們共和國基礎的極端主義。。

休士頓銘傳校友會成員休士頓銘傳校友會成員((圖左起圖左起))何琪何琪、、朱秋霞朱秋霞、、李美貞李美貞、、前會長張園立前會長張園立、、前會長洪良冰和現任副會長羅秀娟等在銘傳全球海外前會長洪良冰和現任副會長羅秀娟等在銘傳全球海外
校友回娘家交流會贈送德州木雕紀念禮品予校友回娘家交流會贈送德州木雕紀念禮品予((圖右起圖右起))李選士校長李選士校長、、李銓總校長和沈佩蒂副執行長李銓總校長和沈佩蒂副執行長，，謝謝款待精緻行程謝謝款待精緻行程

拜登在第一個中期表現優於川普和奧巴馬拜登在第一個中期表現優於川普和奧巴馬，，隨著周三選舉結果的公佈總統有隨著周三選舉結果的公佈總統有
很多樂趣可言很多樂趣可言，，儘管他的民主黨人可能會險些失去對國會的控制權儘管他的民主黨人可能會險些失去對國會的控制權

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成員休士頓銘傳大學校友會成員
拜會台北總校回娘家交流會拜會台北總校回娘家交流會



在香港辦得最成功、獲得最多港人支
持的 「萍果日報」的督印人黎智英，早
年被香港政府引用中國大陸的 「國安法
」，在未經審判，已經拘留黎智英長達

兩年之久，又不容許人家願意滿足香港警方的任何要
求，只是希望能夠保外在家候審，但是港府就是一句
話： 什麼法律公義程序也不用說，就是偏偏要留難你
黎智英，長年累月在拘留所中候審！還不斷向他加控
其他 「犯罪」行為，例如新近所控的是：涉嫌黎智英
租用香港將軍澳工業邨地段用作 「萍果日報」出版之
用，是控方指黎故意安排公司入工業邨做不相關業務
「詐騙」罪行。什麼叫做 「做不相關業務」？ 黎先生

是 「萍果日報」的老闆，光明正大租用地方來印刷報刋也是犯法
？香港有無天理呀！香港政府真的是沒有言論能力來抵抗萍果日
報的雄辯言論，只能借用中國大陸的極權手法，來裁定黎智英兩
項欺詐罪名成立。黎智英又反對警方引《國安法》手令來查看他
的手機。黎智英提出司法覆核，又被港府駁回。而且提出新的阻
壓方案，下次在法院提訊時，將不設陪審團來判斷。也等於控方
所提出的多項有關黎智英的案件，可以由法官單方面定審，真的
是 「笑死人冇藥醫」！ 眼看黎智英的 「欺詐案」快將開審 黎
智英涉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案件，下月初也正式開審。黎智英

與6名《蘋果日報》高層，連
同集團旗下3間公司，均涉嫌
違反《港區國安法》，黎又被

加控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來危害國家安全，及串謀刊
印、發布、邀約發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等共4罪。黎
氏及3間公司均不認罪，案件將於11月14日進行預審，並於12
月1日正式在高等法院開審。

為此，黎氏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來港代表他就本
案抗辯。

香港民主派人仕及市民均認為： 香港高等法院一定不會批
准英國律師來港為黎先生申辯。想不到今次爆大冷，

10月 尾，香港高等法院頒發許可証，宣稱符合公眾利益，
答應黎氏所求。

香港律政司連忙應戰，不服提出上訴。上訴庭又再聆訊，再
一次指出：批 准Tim Owen來港為黎氏辯論，符合港人的公眾利
益，因此駁回律政司上訴，維持原本決定，並下令律政司支付訟
費。

至於控方會否就事件再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律政司發言人
向港人表示：律政司正研究判詞，以決定跟進行動。

律政司再上訴時或會指出，《港區國安法》的唯一官方語言
是中文，英文版本僅供參考，而且法例下國家安全概念，與中央
政府及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及憲法等息息相關。來自海外的法
律代表，或對中央及香港的獨特背景沒有充分理解。考慮到

Tim Owen的專長並非
《港區國安法》，他
亦不是本地法律下涉
及危害國安罪行的專
家，因此他不能為法
庭帶來獨特的審視角
度；何況本案中，已
有具相關經驗的資深
大律師參與，律政司
認為原審法官在批出
許可時，忽略了這些
要素。

上訴庭昨在判詞
中判決指，原審法官
過往曾處理多宗涉及
《港區國安法》的案
件，包括唐英傑案及
馬俊文案，不相信對方作出判決時，沒考慮到法例的獨特性。另
外，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由懂得中文的大狀處理《港區國安法》是
最理想，律政司亦沒有提過會在審訊時就着法例的中文版本提出
爭辯，因此語言因素亦非考慮因素。正如原審法官所指，如何平
衡保護國家安全與保障言論自由是極其困難，本案牽涉非常複雜
的法律議題，日後亦有機會交由上訴庭甚至終審法院處理。

香港律政司阻擋黎智英聘洋大狀碰壁

美國中期選舉在本週週二
11 月 8 號舉行，共和黨在
眾議院的改選佔優，勢奪得

眾議院內的控制權，惟贏得的席位數目，遠不如預期。在改選三十
五席的參議院，戰情膠着，總共一百個議席中，共和民主兩大黨各
暫佔四十八席，勝負繫於四個關鍵州。民主黨在今次選舉的表現較
預期好，共和黨預測的 「紅色浪潮」並未出現，

中期選舉改選眾議院全部四百三十五個議席、參議院一百席中
的三十五席、三十六州的州長等。眾議院改選，共和黨暫時奪得二
百零二席，領先民主黨的一百八十四席，即將達到總席位的一半
（二百一十八席過半）。雖然點票仍未結束，已有傳媒機構預測共
和黨可重奪眾議院控制權。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周二提前宣布勝選，稱共和黨已獲得
足夠多席位，可以奪回眾議院。麥卡錫當天在華盛頓一個慶功會上

對支持者說： 「我要感謝全國數百萬的支持
者，很明顯，我們將奪回眾議院……當你明
天醒來時，我們將是多數黨，而（現任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將是少數黨。」
得勝的共和黨將會在控制的眾議院中，將能夠阻撓民主黨總統

拜登政府的優先事項，如墮胎權和氣候變化等，導致拜登施政困難
，變成半 「跛腳鴨」。

參議院改選兩大黨勢均力敵，戰情膠着，總共一百席（選前各
佔五十席）中，兩黨各暫佔四十八席，四個關鍵州亞利桑那、喬治
亞、內華達、威斯康辛州勝負未定。

兵家必爭之地的賓夕凡尼亞州是關鍵搖擺州份之一，共和黨派
出具外科醫生資歷、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奧茲出戰，民主黨則派出
賓州副州長費特曼爭奪一個參議院議席。兩人的票數相當接近，結
果在五月曾中風的費特費奪得這個關鍵議席，有助民主黨保住控制
參議院的希望。

喬治亞州的形勢不明朗，民主黨參議院候選人沃諾克和共和黨
的沃爾克的得票率不相伯仲。由於喬治亞州規定如沒有任何一位候

選人取得過半票數，就必須再舉行決選，因此，若勝負最後繫於喬
治亞州，民主黨能否保住對參院的微弱控制，可能要等到十二月喬
治亞州的戰況出爐才能揭曉。

今次共和黨預期的紅色浪潮在國會中並未顯現，參議院仍與民
主黨呈現 「五五波」；共和黨原本有望大幅領先的眾議院，席位數
目也可能遠不如預期，特朗普的失望可想而知，這樣的結果對有意
角逐二○二四年共和黨總統提名的特朗普而言，無疑是一大挫敗。

同一天，全國有三十六個州舉行州長選舉，兩黨各有勝負。比
較受矚目的是佛州共和黨籍州長德桑蒂斯成功連任，同屬共和黨的
德州州長阿博特也高奏凱歌。另外，密歇根、加州和佛蒙特三個州
在此次選舉中通過了保護墮胎權利案。

今次選舉在政治兩極化、社會撕裂、通脹高燒不退的背景下舉
行。全國廣播公司（NBC）的票站調查結果顯示，三成三的選民
對美國現狀感到憤怒，另外四成一感到不滿。近半數選民表示家庭
財務狀況比兩年前差，約八成受到通脹負面影響。民調還發現，通
脹是選民在今年中期選舉中最關心的問題，緊隨其後的是墮胎權、
犯罪、槍械政策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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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參戰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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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20大中 胡錦濤被架走內情
2022 年 10 月 22 日，北京人
民大會堂內，舉行中共二十
大閉幕儀式中， 全世界各地

民眾跟中國14 億人民一起，親眼目睹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支
示下，中共高層人員栗戰書和王滬寧，以半武力、半勸說的方式
，將中共前領導人胡錦濤被提前勸離大會現場。其中最關鍵的時
刻，就是栗戰書的手強力地按著枱面上一份紅色文件，不讓胡錦
濤翻看，而在一側冷眼旁觀的習近平，則示意指示工作人員，馬
上強拉胡錦濤離開會場。

這一幕前總書記胡錦濤“被架出會場”的景象，竟然可以爆
發在中共的二十大閉幕會上，的確令到海內外輿論嘩然。翌日中
共官方媒體新華社在英文推特上宣稱：胡 錦濤是因為當日身體
不適，才提前離場。這樣的說法，受到全世界媒體的廣泛質疑。

日前，日本資深記者峯村健司刊發一篇新聞報導，揭示了當
日整個事件的內幕。

峯村健司乃日本著名的產經新聞社晚報《夕刊富士》的高級
新聞專家。根據他的調查報導。他說，“胡錦濤從2015年左右開

始，就患上了帕金森病，所以我不否認胡
氏身上有這種疾病的理論的說法。”
但是峯村健司質疑，當天胡錦濤是在沒有
看護的情況下參加了二十大開幕式，這說

明當天胡氏在閉幕式的時刻，身體狀況應是無大問題的，很難想
像他的病況“會突然”惡化，需要工作人員來扶著他提前離開場
，中國官方的這個解釋，是不能讓人接受的。

峯村健司提出質疑，在胡錦濤被強行挾出會場之後的第二天
，在中國官方的互聯網上，今次胡錦濤事件被“禁言”及嚴格監
控，連帶胡錦濤過去七十年的光輝歷史、胡錦濤的出身、身世、
在共青團上的一帆風順、在鎮壓新疆人民的 「抗暴行動中以武力
鎮暴，因而得到政治強人鄧小平的賞識，成為隔代的中共領導人
等等豐富資料，一一被官方鏟到一乾二淨！如果今次的胡氏事件
只是官方所公佈的“疾病論”的話，官方有這個必要對胡氏採取
這麼嚴格的審查嗎？在中國內部，嚴重的網絡審查是中共的真實
意圖的最可信的證明。

「胡氏事件」爆發後，峯村健司採訪了熟悉中國政治的美國
官員，從他們那裡得知：胡錦濤 是在閉幕式當天上午，才得知
“下屆政治局委員的人數為24人，比以前習近平對他所說的總人
數，減少1人”，而少掉的那個1人，很可能就是胡錦濤視為接

班人而向習大大大力推薦的胡春華。而習總書記事前又親口應允
胡錦濤的峯村健司認為，當天在會議上，胡錦濤想翻開那份被稱
是新一屆領導名單的紅色文件，是為了確認名單之內，是否真的
印有胡春華的名字，卻被一旁的栗戰書阻止。

栗戰書是習總的得力親信，在之前曝光的畫面上可以看到栗
戰書與胡錦濤之間的互動，所以栗戰書才出手壓住文件不讓胡錦
濤取來一看，接著又對胡錦濤說了幾句話，有世界唇語專家看了
當時塲景後解讀指出，栗戰書當時是對胡錦濤說：“別看了，一
切都己經決定了。”

令外界詫異的是，胡錦濤離場的全過程被暴露在外國記者面
前，並讓他們拍攝到，栗戰書當時按著紅色文件不讓胡錦濤看，
並勸說什麼，另一邊的習近平則對工作人員示意，叫工作人員來
到胡氏旁邊，試圖架起胡，胡不願站起，幾次想再看紅色文件被
阻止，最後被工作人員幾乎架著離場。鏡頭下的前中共黨魁的胡
錦濤臉色極為難看。

外界多有分析，中共二十大上，胡錦濤的共青團派被習總
“團滅”了！你看屬於團派的大將李克強和汪洋，尚未到退休年
齡，也被習總叫出局，胡春華則從政治局委員降級至中央委員。
這似乎解釋了為何習總不讓胡看，或會擔心胡錦濤也許會突然在
當場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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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人物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他是一个无法

绕开的人物。从他建立功业起始，其社会

知名度便与日俱增，以至成为同治“中兴

名臣”之冠，他在晚清历史上有着重大影

响，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

为将为相一完人”。他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祖辈世代在湖南乡下务农，前

溯其家累世为农，既无仕宦，亦无科名，

所谓“五六百载，曾无人于科目秀才之列

”。靠勤苦治家，至不为贫。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虽是个农民，但

是个见多识广的，信奉“惟有读书高”，

教督儿子早晚读书，以期学有所成。只是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

，一直到四十三岁才考中。在曾国藩 6 岁

多时，父亲见进学无望，便设立私塾授徒

。

曾家没有显赫的家世，那么曾国藩是

怎样从平凡的农家子弟到清朝一品大官的

呢？今天我们来一探究竟。

（一）“困勉之功”

曾国藩尚“拙”，他说：“天下之至

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从小天赋就不高，十三岁开始

参加秀才考试，但屡考屡败，相传愚笨的

程度连小偷都嫌弃。他也曾写日记评判自

己：“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

疾读不能终一行。”

的确，跟他同时代的李鸿章 17 岁考

中秀才；张之洞 16 岁考中秀才；左宗

棠 14 岁考中秀才；梁启超 11 岁考中秀

才 。 与 他 们 相 比 ， 曾 国 藩 却 是 “ 笨 拙

”了些。

虽然如此，但曾国藩深知读书是自己

与命运较量的唯一机会。因而自幼就勤奋

好学，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

。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

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他

没有因为天资不足而气馁，而是加倍努力

、手不释卷，终于在第七次考中了秀才。

时年22岁。

曾国藩在考中秀才后，继续发奋读书

，“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

不出户”。28岁因朝考作文《顺性命之理

论》得皇帝赏识被擢拔名次，获点翰林院

庶吉士，奠定了科举入仕的优势初基。

曾国藩比同时代考取进士的平均年龄

早了10年。

清史专家萧一山评价曾国藩时说：他

生平的事业完全是从学问修养而来，而学

问修养则是从读书中学来的。

多读书，才是普通人逆袭的人生宝典

。

（二）“三省吾身”

出身耕读之家，曾国藩又是一介儒生

，因何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

人物呢？自省是原因之一，这里就不得不

提到唐鉴。

唐鉴为道光年间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道光二十年（1840），30 岁的曾国藩

第一次见到了他的恩师唐鉴。

这一年，63 岁的唐鉴由江宁藩司任进

京任太常寺卿。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了他

，奖谕唐鉴治程朱之学卓有成就，并躬自

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这一幕恰好

被随侍在旁的曾国藩看在眼里。他见皇帝

对唐鉴赞赏有加，不禁对这位湖南老乡充

满敬意。几天后，他来到唐鉴下榻的碾儿

胡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唐鉴见这位

同乡后辈勤奋实在，又如此谦卑，就非常

乐意地收下了这个新门生。自此，唐鉴对

曾国藩的人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据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的日

记记载，当天曾氏拜访了唐鉴，向唐请

教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检身之要，一个

是读书之法。对“检身之要”，唐鉴告

诉曾氏，要以《朱子全书》为宗师。对

这部书，不应当只是浏览而已，而是要

身体力行。修身当从两个方面下手：一

为内，一为外。内要“主一无适”，即

奉行一个宗旨，心无旁骛。外要“整齐

严肃”，即言行端谨庄重。对于“读书

之法”，唐鉴说治学只有三个门类，即

义理、考核、文章。治这门学问，重在

读史。唐又对曾说，要学习倭仁，用记

日记的方式监督自己，其监督之关键在

于不自欺。曾氏说，唐鉴这番话，对他

有“昭然若发蒙”的作用。

从这之后，曾国藩就跟着唐鉴修习静

心之道。对自己的一行一言曾国藩都严加

修饰，并立下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

、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

、日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

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又作《立志箴》

《居敬箴》《主敬箴》《谨言箴》《有恒

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

一天，曾国藩带着自己的日记去见老

师唐鉴，唐鉴看到日记上写道：“自今日

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

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

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唐鉴看完，称赞:“有志气！涤生，望

你今后涤旧而生新。”临走，唐鉴将自己

所著《畿辅水利》及亲笔楷书条幅“不为

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善化唐鉴”赠与曾国藩。“曾涤生”这个

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起的。

曾国藩严格施行自己制定的这些必须

遵循的规矩，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曾国藩家训里这样写道：求业之精，

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

（三）处世交友

交友要慎之又慎。《后汉书》说：与

善人居，久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

对交友之道，曾国藩也颇有见地，

“八交九不交”，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

交友之道。

“八交”：要交胜己者、要交德盛者

、要交趣味者、要交懂得吃亏者、要交直

言者、要交志趣远大者、要“交惠在当厄

”者、要交体谅人者。

“九不交”：不交九种损友：不交志

不同者、不交谀人者、不交恩怨颠倒者、

不交不孝不悌者、不交迂者、不交落井下

石者、不交好占便宜者、不交德薄者、全

无性情者。

曾国藩的处世交友之道包含着大智慧

。曾国藩能有日后的美誉，与他践行这些

交友之道不无关系。

大善者，必宽容 曾国藩宽以待人也

是出了名的。

《曾国藩家书》中有一句话：见得天

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倘

若待人刻薄，事事以恶意揣度他人，遇事

斤斤计较，最终只会苦了自己。曾国藩门

下的朝廷官员多达四十余人，从左宗棠到

李鸿章，从彭玉麟到刘传铭，曾国藩对这

些人大都有知遇之恩、举荐之恩。

古语有云：“以责人之心责己，则

寡过；以恕人之心恕人，则全交。”宽

恕别人的过错就等于善待自己。而最能

体现曾国藩宽容的，就是他与左宗棠的

关系。

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晚清名臣。在清

廷多数为官者是满人，虽说一同视之，可

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清廷多多少少对

曾国藩不放心，尤其在曾国藩十年蹭蹭升

了十阶，朝廷对手握大权的曾国藩提防之

心愈重，玩起了制衡之道，破格提拔曾身

边的人，以此来牵制曾国藩。而左宗棠正

是朝廷完成制衡的重要人物。

在朝堂上，左宗棠常与曾国藩不和，

左宗棠多次上书弹劾曾国藩。此外，常常

在家里骂曾国藩“挟私”。左宗棠自称

“今亮”，有些恃才傲物。有一次他故意

问侍从：“为什么别人都称‘曾左’而不

称‘左曾’呢？”侍从回答：“因为曾公

眼里有左公，左公眼里没有曾公。”

面对左宗棠的种种攻击，曾国藩只是

淡淡地一笑。左宗棠是输了，输在了胸怀

上。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心宽了，

才能从狭隘的局限里走出来；心宽了，人

生也就海阔天空了。

（四）“段子手”曾国藩

曾国藩也是个诙谐幽默的人。李鸿章

曾说曾国藩每天在军营吃早饭时，曾国藩

每天都要讲一些“段子”，把这些人逗得

前仰后合，捧腹大笑，唯独曾国藩讲完却

若无其事，掀髯静坐。

曾国藩的幽默水平到底如何呢？其幕

僚赵烈文曾记录了一个相当生动的插曲。

在同治三年的七月份，刚刚平定太平军，

清廷发来犒赏旨意，封曾国藩为一等侯，

其弟曾国荃为一等伯，赵烈文也跟着大家

一同去给他祝贺，并笑着问曾国藩说：

“此后当称中堂，还是叫侯爷呢？”曾国

藩笑着说：“君勿称猴子可矣。”你不管

我叫猴子就行了，在场的人无不被逗得哈

哈大笑。

有趣的人，总是自带光芒。

真正的智者，是先做好自己，不苛求

他人。做好了自己，犹如一种磁场，给对

方的心灵以强大的吸引力。曾国藩就是一

个真正的智者，他一生勤勉、自律、谦逊

、宽以待人……于“柔”中练就了“刚”

的意志，从而成就一番大“功业”，他努

力做好了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

步都算数。悄悄成为你自己，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曾国藩（1811 -1872），湖南湘乡（今

属双峰）人，原名子域，字伯涵，号涤生

，谥号文正。祖父曾玉屏，普通耕读之人

；父亲曾麟书，秀才塾师。中国晚清时期

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

家 ，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

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

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

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

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

的开拓者。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

，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

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

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

“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曾国藩：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公視與遠傳friDay影音共同打造

全新微科幻影集《你的婚姻不是你的

婚姻》，單元之一《聖筊》昨晚

（11/3）在金馬影展世界首映，滿場

觀眾笑到流淚、掌聲不斷，口碑爆棚

榮登觀眾票選排行榜第一名。導演徐

漢強帶領編劇陳虹任、演員劉冠廷、

李國毅、黃迪揚出席映後，編劇陳虹

任透露：「《聖筊》是我為漢強導演

量身定做的喜劇，因為他有我理想中

的婚姻，而我有青梅竹馬。」在片中

飾演青梅竹馬的李國毅以觀眾角度首

次觀影，不只過程中被療癒到，更從

中得到了放鬆和思考，並直呼：「看

完想快點回家抱抱家人！」

許多人一討論到婚姻議題，就會

過於沈重面對，導演徐漢強特別感謝

公視：「《聖筊》」和其他婚姻系列

調性不太一樣，謝謝公視願意讓我和

編劇可以任性地嘗試。」一直想寫愛

情喜劇題材的編劇陳虹任，除了希望

《聖筊》能減少大家對婚姻的恐懼，

更開玩笑表示希望自己寫完會想結婚

。看到劇本和主創團隊後就立即決

定出演的劉冠廷，被問到說：「當

孫可芳的男朋友比較難還是當《聖

筊》的男主角比較難？」劉冠廷開

玩笑的大嘆一聲「唉」，意外笑翻

全場！他也隨即解釋：「她（孫可

芳）比較難！她當我的對手演員跟

女朋友都比較難！」

劉冠廷映後也透露：「其實我跟

可芳在家裡不會聊這個劇本，除了片

中在餐廳點餐的那段。」被形容為魔

王級難背的點餐台詞，讓劉冠廷私下

不時被孫可芳抽考，「拍攝時的某一

CUT，我都已經講到最後一句，卻走

音把『檸檬汁』唸成『獰猛汁』。」

此外，戲裡戲外都很幽默的黃迪揚，

被問到「片中宣傳產品BWEI的專業

模樣如何揣摩？」他角色上身逗趣地

說：「基本上我身為一個BWEI的創

辦人會相信『如果還不夠努力，就沒

有資格說放棄，相信就對了』。」

《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集結

劉冠廷、孫可芳、李國毅、藍葦華、

李杏、姚淳耀、簡嫚書、李淳、吳子

霏、夏于喬、施名帥、林予晞、温貞

菱、瑞瑪席丹等實力派金獎演員主演

，並由徐漢強、鄭文堂、何潤東、高

炳權、徐麗雯五位導演執導，各自與

編劇陳虹任、張逸寧、張君涵、夏康

真、馬千代、費工怡搭檔合作。五個

單元中每對伴侶都試圖透過不同的科

技產品，挽救岌岌可危的婚姻，意圖

刻劃出讓結婚伴侶相當有感的「半幸

福婚姻」，希望能夠引起觀眾對婚姻

的討論與反思。《你的婚姻不是你的

婚姻》將在12月3日起，每週六晚間

9點於公共電視播出，更多詳情請見

官方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

OnMarriagePTS

《聖筊》劉冠廷自認
「小豆當我的對手演員跟女朋友都比較難」

[周刊王CTWANT] 柯震東首次執導劇

情長片《黑的教育》就入圍第59屆金馬獎

四項大獎，也成為史上首位提名金馬新導

演的金馬新演員得主。今柯震東攜蔡凡熙

、朱軒洋、宋柏緯出席金馬首映，柯震東

透露拍攝過程中，唯一一個他有吵架的人

就是監製、編劇九把刀，笑說：「我都叫

他不要一直給意見，不要吵。」

柯震東說《黑的教育》故事發想來自

九把刀，早在7年前就有劇情大綱，當時

九把刀一直鼓勵他當導演，後來他跟九把

刀坐下來聊天，才發展為完整故事。不過

，柯震東也說這次當導演，他唯一有吵架

的人就是九把刀，「把刀就會說需要補畫

面，我就覺得不要吵，我在拍片。」但他

也補充，事後剪片都會發現九把刀的意見

是對的，笑說：「但我不想承認。」

片中從三個高中畢業生準備脫離體制

教育的晚上講起，蔡凡熙、朱軒洋、宋柏

緯翻轉形象集體黑化。聊到高中畢業典禮

的回億，柯震東笑說時間太久了，「可能

就是跟當時的女友親親抱抱吧。」蔡凡熙

說記得有跟男校朋友去溪邊烤肉，朱軒洋

簡單說在睡覺、宋柏緯想超久，最後回說

：「太久了啦，真的忘光了」記憶已經很

模糊。

柯震東首次執導，表示3位演員都各

自發揮得很好，更以「天選之人」來形容

這次選角，並透露在跟蔡凡熙、朱軒洋聊

天以後，特地將兩人角色互換，「就覺得

跟他們聊過以後，發現他們的眼神比較適

合對方的角色。」但這次拍攝，也讓他感

受到年紀的差距，「看他們穿制服跑來跑

去，回家就默默拿制服穿了下，照鏡子就

發現自己好老。」自嘲完全無法跟蔡凡熙

、朱軒洋、宋柏緯演同學，「我可能只能

跟禾浩辰演同學。」

宋柏緯在片中有被黑幫暴打，穿著四

角內褲求饒戲份，他自認不是健壯的肌肉

男，對於裸上半身還是有心理障礙，稱讚

柯震東作為導演，給了他很多安全感，

「因為我在裡面沒穿衣服，我又不是肌肉

型男，柯導很清楚我會有什麼擔心，會給

我很多心理建設。」蔡凡熙也說平時跟柯

震東就是朋友聊天，開玩笑吐槽：「比較

少看到他認真的樣子，但他當導演很知道

自己要什麼，指令跟故事都很明確。」朱

軒洋透露，拍《黑的教育》好幾場戲都覺

得很開心，他拍《逆局》時其實很緊繃、

壓力很大，但緊接著又拍《黑的教育》覺

得回到以前拍戲輕鬆、玩鬧的感覺。

柯震東此次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

他說有入圍就很開心，「我拍電影期間，

都感受到劇組滿滿的愛，美術、造型以及

特效都很厲害，他們都沒入圍很可惜。」

他也吐露想拿獎的心情，「希望可以拿啊

，但我也當過很多次陪榜，就看評審口味

。」朱軒洋入圍金馬最佳男配角，他表示

平常心，但感謝所有願意給自己機會的人

，「我自己認為拍攝過程中，柏緯跟凡熙

都給我蠻大支持跟空間，好幾場戲都蠻開

心的。」宋柏緯、蔡凡熙雖無緣金馬入圍

，但兩人精彩表現都被視爲是金馬入圍大

遺珠，蔡凡熙說身邊朋友都有安慰他，表

示：「之後再努力一點就好。」《黑的教

育》預計2023年上映。

柯震東拍《黑的教育》跟九把刀爆口角

喊話不敢穿制服認老了

因《美國女孩》

拿下去年金馬獎最佳

新演員的方郁婷，今

年以《罪後真相》入

圍最佳女配角。她飾

演張孝全的女兒真真

，自然不造作的演出

可謂「天才少女」。

導演陳奕甫表示

，找到方郁婷的過程

滿幸運，「我們第一

次見她時，《美國女孩》還沒有上

映。」那時他們對方郁婷很陌生，

只聽聞她參加《美國女孩》的演出

「非常厲害」，於是找她來試鏡。

可惜第一次她的狀態不是特別好，

陳奕甫一度擔心方郁婷也許不是適

合的人選。

不過他仍覺得方郁婷的整體形象

與真真的角色設定相符，於是找她再

試一次。由於張孝全飾演的角色與女

兒的互動像朋友，陳奕甫跟方郁婷說

：「你不要想成是父女關係，你想像

成是你跟朋友。」試了兩場戲後，狀

態完全不一樣，「她真的是非常有天

分的演員，天才少女。」

製片黃棋帝表示，張孝全非常

開心與方郁婷對戲。有一次，片中

飾演一家人的張孝全、鍾瑶和方郁

婷，3人在片場合照，「我們看到那

張照片時，覺得他們看起來真的像

一家人，很幸運有他們參與我們的

電影。」

當初鎖定張孝全，是因為黃棋帝

在一篇報導裡看到，張孝全說自己是

很有執念的人。此次他在《罪後真相

》飾演網路新聞節目的主持人，角色

突破以往的沉穩內斂，轉變成外放、

多話，甚至帶點油腔滑調。張孝全認

為這個故事或人物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因此點頭接演。

為此張孝全做足功課，在劇組安

排下造訪2位資深新聞主播，深入了

解他們的工作性質，包括節目的運作

、面對案件的心態等，獲益良多的張

孝全直言：「對角色更有方向，不再

只憑自己想像。」導演陳奕甫則讚張

孝全「創造出有點油條又有點迷人的

狀態」，令他印象深刻。張孝全與方

郁婷也分別入圍本屆金馬獎最佳男主

角和女配角獎。

與張孝全演父女很速配
金馬新人方郁婷試鏡差點成遺珠

茁劇場系列第四部作品登場，《綠島金

魂》由《戀愛沙塵暴》導演北村豐晴執導改

編小說《綠島金夢》，講述四位擁有發財夢

的市井小民，來到綠島想要一圓夢想，卻沒

想到發生一連串的靈異事件。結合靈異類型

與喜劇，創造出獨一無二的《綠島金魂》。

《綠島金魂》由兩條主要支線開始講述

，以外送員為生的志傑（林子閎 飾）為了替

心儀的女生籌錢，和認識已久的順義哥、火

旺叔和秀美姨一起來到綠島，找尋義順哥所

得到的藏寶圖。而因為過失殺人從綠島監獄

逃跑的阿興林正興（顏毓麟 飾），在逃亡的

過程中聽到他們的計畫，決定加入志傑一行

人，五個人就在這趟挖金之旅又會產生那些

摩擦？

在來到綠島後，他們所住進的飯店，也

瀰漫著一股不祥之氣，不僅櫃台小嬛（葉星

辰 飾）行事詭異，四人在晚上就寢時也發現

了不該發現的旅客…。

林子閎此次飾演重新改過的更生人志傑

，並且在做外送的過程愛上家裡附近的幼兒

園老師，也因此決定加入挖金團，為的就是

幫心儀的女生買下幼兒園土地。而飾演火旺

叔與秀美姨的陳慕義和大文，在戲中育有一

子。為了籌錢讓兒子接受鋼琴培訓，兩人不

惜一切代價來到綠島。火旺叔的有酒精成癮

問題，秀美姨為了生活在工地賣便當，還要

時時關心因喝酒而無法工作的前夫火旺。三

人各自有需要面對的難題，他們來到綠島能

找到大家口中的黃金嗎？亦或是這一切都是

將他們帶領死亡的騙局。

不僅主演群華麗，《綠島金魂》在第一

集就找來各路好手來客串，飾演順義助理的

陳妤、娜姐唐從聖、黑道大哥黃尚禾、警察

楊大正、阿蓮師姐楊麗音以及信徒蔡淑臻。

各種荒唐情境都在《綠島金魂》展開，也讓

大家期待後來還有哪些客串演員呢？

挖金小隊除了志傑、火旺叔和秀美姨以

外，還有在劇中飾演欠錢歌手順義的黃鐙輝

。黃鐙輝此次一改老實形象，成為人人都討

厭的過氣歌手，並且為了欠債向黑道借錢。

在《綠島金魂》中他大膽飾演「奧老闆」，

對加入挖金計畫的阿興十分苛刻，甚至懷疑

志傑三番兩次受傷都是阿興搞的鬼。

茁劇場《綠島金魂》靈異喜劇 林子閎 黃鐙輝

前往綠島挖金 住進靈異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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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蕊蕊預自己提求婚
形容男友憨直沒情趣

第十四屆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長沙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

里）陳展鵬、陳山聰、劉佩

玥、劉穎鏇、林子善等人5日

到商場宣傳劇集《超能使

者》，現場玩二人三足遊戲、

閉眼摸心口和腹部認人，陳山聰玩遊戲時抽中摸胸部尋找劉穎璇．其間接連摸了黃庭

鋒和張國強的胸口，之後由劉穎璇主動捉住他的手按在她胸上近肩位置，山聰一臉驚

訝，全場起哄。最後眾演員向現場市民大派禮物，氣氛熱鬧。

林子善拒為演出全裸上陣
陳山陳山聰聰““胸襲胸襲””劉穎鏇劉穎鏇谷劇谷劇？？

現場見山聰左手手指尾受傷，他表示日前拍電影與替身對打時，
不慎“篤魚蛋”弄傷小指韌帶，要戴固定器6個星期，讓手指自

己痊癒。他說：“原本受傷後都沒有理會，只是敷冰，回家後太太叫
我要看醫生，結果原來韌帶有少少撕裂，就要戴固定器。”現時不能
彎曲手指尾的山聰，笑稱可以用來練習唱歌拿咪高峰的甫士，因他在
節目巡禮中要表演唱歌，問他是否有意再戰樂壇，山聰說：“有機會
就唱，沒有刻意話要去做什麼。”

林子善劇中一幕要穿T-back跳艷舞，任由臨時演員撫摸身軀，
他說：“幸好和一班臨時演員都相熟，拍攝時他們比我更興奮，停機
後也不願停手。”子善稱拍這種場面並不尷尬，因為他已投入角色
中。問到要全裸演出會否接受時，他說：“全裸就不行了，至少要有
塊樹葉給我遮吧。”

劉佩玥腸胃炎姑媽救一命
劉佩玥（Moon）日前深夜因急性腸胃炎要入醫院求醫，她表示

現在已康復，說：“當晚我只是想發文感謝醫護，想不到原來有這麼
多人關心我。”Moon憶述當晚病發時進出洗手間多次，結果姑媽發
現她像“倒斃”在洗手間中才知事態嚴重。笑指Moon是否減肥減出
禍時，她說：“醫生說是吃錯食物，但我真的不知吃錯什麼，我都想
減肥，想返回拍《超能》時的狀態，
因為拍《美麗戰場》時被葉念琛導演
養肥了。”至於緋聞男友周志文有否
探望她，Moon說：“很多男性朋友
都有關心我，他是我其中一個好朋
友，他沒有來醫院，因為我只睡一晚
就出院了。”Moon笑稱希望今次是
她最後一次入院，下次入醫院就是她
要生BB之時。

不少觀眾讚Moon的長髮造型比
短髮好看，她笑道：“不論長短髮都
是我，靚的是我，不是頭髮。”
Moon解釋髮型都是跟角色造型，之
前要演海關角色，自然就要剪短頭
髮，希望每演一個角色都給到觀眾新
鮮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姚進長沙報道）第十四屆
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開幕式暨文藝晚會4日晚在湖南
長沙舉行，首次開闢兩大會場。

晚會圍繞“中國電視文藝輝煌的十年”的主題敘
事，以聚焦與人民同心等主題，通過高品質的文藝表
演，創新性的光影技術，突破性的跨屏互動，為觀眾
呈現一場悅心悅意的電視藝術盛宴。在內場，開幕式
晚會選取了近兩年電視文藝代表性元素，通過多樣化
的藝術形式，高品質的節目內蘊，融合最新的科技手
段，呈現一場悅心悅意的中國電視高光秀。

晚會現場，交響樂團奏響《覺醒年代》，傳遞至
情至深的家國情懷；導演張永新和演員張桐以不同視
角，講述電視文藝作品創作的初心和思考；情景歌舞
《閃亮的我們》由張彬彬、任敏、焦俊艷、夏德俊、
李庚希攜手奧運冠軍、護士、運動員、工匠團和援鄂
醫護工作者等各行業素人代表，致敬每個平凡而閃亮
的普通人。《與人民同心與時代同行》主題短片通過
“腳步”為線索，以電視文藝者創作的“腳步”連接
電視文藝作品中的“腳步”，展示這十年電視傳播、
交互形式的外在變化、電視文藝內核驅動內容的變

化，以及電視文藝“走入歷史”“走近人民”“走近
生活”的三個層次，體現電視人與人民同心、與時代
同行的創作信念。

在外場，晚會打造了獨特的金鷹劇組入場式，邀
請《覺醒年代》、《人世間》等近兩年入圍劇、熱播
劇劇組共襄盛會。

晚會的特別環節《金色時光》匯集劉勁和王伍
福，王雷和李小萌，倪萍和郭俊辰，老中青三代電視
搭檔驚喜亮相。短片《未來已來》從演員、編劇、導
演等不同崗位出發，主題涵蓋我的十年、我們的踐
行、未來的期待三個層次，深情表達中共二十大勝利
召開後，中國電視人見證美好時代的幸福感、記錄時
代的榮耀感、踐行文代會精神的使命感，立足新時
代，展望中國電視的美好明天。

據悉，本屆金鷹節還將舉辦“藝術家走基層”
“金鷹論壇”“頒獎晚會”等五項主體活動，並將揭
曉備受關注的第31屆中國電視金鷹獎各獎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子
棠）張崇德和太太劉美娟、陳

蕊蕊、汪洋等4日晚出席慈善晚宴。
張氏夫婦一向有愛心，特別是關注小朋友，
因此身體力行支持這個機構；劉美娟表示透
過機構知道了很多感人故事，會在活動中
作分享，並希望大家要珍惜及多關心身邊
人。張崇德亦指內地有許多不幸的殘疾小
朋友，故此也有助養了兩個分別是一男一女
的小朋友，希望待疫情穩定後能到內地探訪
他們。

同樣愛心滿載的蕊蕊已在家中養了7隻
貓咪，還有助養小動物，但問到與男朋友感
情要好的她何不結婚生仔，她解釋養育小朋
友的責任很重大，並指原本很喜歡狗，不敢
養狗的原因也是因為沒時間每天帶狗散步，
也許過幾年事業穩定後再考慮生育問題，而
男友與她對這方面都沒所謂。

不過，她提到與男友的確有結婚計劃，
但笑着投訴男友尚未求婚，因男友是一個憨
直男，不懂搞驚喜，最初拍拖時，對方在任
何節日甚至連情人節都沒準備給驚喜，令她
發晒脾氣，不過現在她已習慣，並補充說：

“男友的性格，雖然沒情趣但有安全感，也
是好的，只是結婚會睇我頭，還要我提他才
會求婚。”而蕊蕊亦是體貼女友，知道男友
害羞，預計將來結婚都不會大搞，應該是簡
單的旅行結婚。◆晚會為觀眾呈現一場電視藝術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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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張彬彬在晚會上表演演員張彬彬在晚會上表演。。

◆◆劉穎鏇捉住山聰的手按在她胸上近肩位置劉穎鏇捉住山聰的手按在她胸上近肩位置，，山聰一臉驚訝山聰一臉驚訝。。

◆◆展鵬抽中摸臀部找出劉佩玥展鵬抽中摸臀部找出劉佩玥，，當然只有男藝人給他摸當然只有男藝人給他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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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演
員自拍留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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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尊嚴紀念館 (Dignity Memorial)是全
球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在全美有2200多個地點
，在休斯頓也有許多地點服務民眾。於11月19日(周六)上
午十點半將舉辦講座，主題是:為什麼 「預先規劃」是必要
的? 華人規劃顧問吳玉玲將為民眾談談，為什麼 「生前計畫
」如此重要? 做了計畫可以幫助減輕哪些負擔？在物價不斷
飛升之際，預先規劃將有哪些益處? 除了精彩的講演之外，
還有免費午餐，有港式茶點招待，座位有限，需先預約，
歡迎有興趣了解的民眾參加。

吳玉玲顧問表示: 生前預先計畫讓您與家人安心，這也
是掌握自己的人生，投資自己的未來。提前購買墓地和葬
禮服務，可以保護自己的家人在他們一生中最難過的日子
時，免受情緒以及經濟上的壓力。
預先規畫減輕自己與親人的負擔

當預先選擇生前計劃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
，還可以減輕家人許多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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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父母多年前預先做了生
前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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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省下非常多費用，減輕
很大的負擔。

2020 年以來，美國經歷新冠疫情並逐間恢復，但社會
上卻處於物價大幅上漲的情況。房子、車子的價格比以前
提高 30-50%，而且在市場上甚難找到可用的庫存。

特約優惠只提供給參加講座的人，時間:11月19日(周
六)上午十點半開始。地點在 : New Palace Dim Sum Restau-
rant(地址: 12755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立
即致電預約：832-494-6710(吳玉玲)

講座講座:: 為什麼為什麼 「「預先規劃預先規劃」」 是必要的是必要的??
投資自己的未來投資自己的未來 座位有限座位有限 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BB88
星期日       2022年11月13日       Sunday, November 13, 2022

休城社區


	1113SUN_B1_Print.pdf (p.1)
	1113SUN_B2_Print.pdf (p.2)
	1113SUN_B3_Print.pdf (p.3)
	1113SUN_B4_Print.pdf (p.4)
	1113SUN_B5_Print.pdf (p.5)
	1113SUN_B6_Print.pdf (p.6)
	1113SUN_B7_Print.pdf (p.7)
	1113SUN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