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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示弱普京示弱，，承認烏戰漫長承認烏戰漫長
不再徵兵不再徵兵，，不威脅使用核武不威脅使用核武

【美南新聞泉深】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越來越顯弱勢，承認他的
軍隊可能會在烏克蘭長期作戰，但表示目前不會第二次徵召士兵。

普京很少談論他在九個多月前開始的俄烏戰爭的持續時間，但在12月8日週叁的電視會議上
告訴效忠者，戰爭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他說：“這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自 7 月以來，面對烏克蘭的反攻，俄羅斯被迫在東部和南部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撤退，損失慘

重。但烏克蘭方面獲得的西方武器庫存不斷增加，會給予俄羅斯軍隊沉重的打擊，包括用無人機
襲擊俄羅斯境內數百公裏的空軍基地，而且烏克蘭有能力用無人機襲擊俄羅斯，克裏姆林宮也不
安全。

俄羅斯在 2 月發起了它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稱烏克蘭與西方不斷加深的關系構成了對
俄羅斯的安全威脅。烏克蘭及其盟友稱這次入侵相當於帝國主義的土地掠奪。

普京在講話中表示，核戰爭的風險正在增加，但在西方的壓力下，普京首次承認俄羅斯不會
肆無忌憚地威脅使用此類武器。

普京說：“我們沒有發瘋，我們知道核武器是什麽。我們擁有比任何其他核國家都更先進、
更現代的這些手段……但我們不會像揮舞剃刀一樣揮舞著這種武器環遊世界。”

德國總理奧拉夫·舒爾茨在周四發表的採訪中表示，普京使用核武器的風險已經降低，以應對
國際壓力。

普京承認“動員措施根本沒有意義”
普京說，在 9 月和 10 月徵召的 30 萬預備役人員中，約有 15 萬人部署在烏克蘭，其中 7.7 萬

人在作戰部隊中，其餘 150,000 人仍在培訓中心。
普京說：“在這種情況下，談論任何額外的動員措施根本沒有意義。”證明大規模的徵兵已

經失敗。
俄羅斯央行週叁表示，俄羅斯經濟已經克服了部分動員令造成的短期低迷，但其在降低消費

需求方面的通貨緊縮作用實際上已經消失。
盡管最近在戰場上有所撤退，包括失去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省會赫爾松，但普京表示，他對

發動一場成為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具破壞性的戰爭並不後悔。
普京說，俄羅斯在獲得“新領土”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他指的是 9 月份宣布吞並了四

個部分被佔領的烏克蘭省，現在這些省的部分地區又被烏克蘭奪回，烏克蘭和大多數聯合國成員
國譴責這是非法的。
俄羅斯持續空襲烏克蘭基礎設施

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在其夜間視頻講話中說，俄羅斯週叁在烏克蘭東部的庫拉霍
夫 (Kurakhove) 鎮的砲擊造成 10 人死亡，多人受傷。附近的巴赫穆特鎮周圍發生了激烈的戰鬥。

澤倫斯基說：“這些人都是愛和平的人、普通的平民。”
澤倫斯基週叁因其領導能力被《時代》雜志評為 2022 “年度風雲人物”。
一名化名為 de guerre Bandera 的烏克蘭部隊指揮官說：“敵人最近變得非常活躍，它在進攻

，他們的航空更加活躍，有持續的空襲警報，昨天一整天，我們的陣地都在被炮擊，他們的無人
機一整天都在空中。”

烏克蘭軍事分析家奧列·日丹諾夫（Oleh Zhdanov） 表示，俄羅斯已恢複使用伊朗製造的無人
機，烏克蘭軍隊在 24 小時內擊落了 14 架襲擊烏克蘭西部和中部定居點的無人機。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表示，聯合國正在審查有關伊朗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的指控
的“可用信息”，因為他面臨西方的壓力，要求派專家前往烏克蘭檢查被擊落的無人機。

伊朗否認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俄羅斯否認其部隊使用伊朗無人機攻擊烏克蘭。
烏克蘭國際文傳電訊社烏克蘭通訊社週叁援引 Ukrenergo 電網運營商首席執行官的話說，俄

羅斯軍隊向烏克蘭電網發射了 1000 多枚火箭彈和導彈，該電網盡管遭受了重大破壞，但仍在工作
。

俄羅斯最近對關鍵基礎設施發動的八次空襲嚴重破壞了電網，並導致全國出現緊急和計劃停
電，包括首都基輔這個擁有 300 萬人口的城市。

市長維塔利·克裏琴科（ Vitali Klitschko） 警告說，如果俄羅斯繼續空襲基礎設施，今年冬天
將出現沒有電力、自來水或供暖的“世界末日”情景。他說，居民現在沒有必要撤離，但他們應
該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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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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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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記者和其他工人紐約時報記者和其他工人2424小時罷工小時罷工
不滿公司未加薪抗通膨不滿公司未加薪抗通膨

（本報訊）美麗的蝴蝶在破蛹而出前，必須經歷一段漫長而
艱苦的黑暗，耗盡心力才能衝破自己所織就的蛹殼 - 這與樂友
合唱團的蛻變如出一轍。

四年前，我們有幸延請到資深指揮謝全華老師，從此將樂友

合唱團帶往新的境界。謝老師鋼琴才華底蘊深厚且
感情豐富，對於合唱藝術有嚴謹的堅持。在老師的
引導下，我們明白合唱是以追求各聲部的融和為目
標，唯有學會傾聽，才能與其他聲部合作無間，讓
樂曲獲得完美詮釋。同樣讓團員受益匪淺的是周景
仰老師，他帶領樂友合唱團已多年，在團友們受教
於他的成長過程中，深感他的教學功不可沒。周老
師為人謙和，溫煦又風趣，強調身心放鬆是發聲的
基本要素，對英文歌詞尤其註重母音和字音的咬字
發音，對於合唱藝術亦謹守 「合」的要義。他的歌
聲渾厚，感情豐富，一字一句唱出，引導大家自然
的抒發情感，真是受益匪淺！

自疫情蔓延全球，我們原訂的演唱會、赴台環
島演出都化為泡影，團員的心情相當低落。然而謝
老師秉持著樂觀的行動力，透過ZOOM維持團練，一字一句地
指導每位團友的發聲、音準、節奏及音色的融合度，更投入大量
時間一一點評每位團友寄去的練習錄音檔，指導我們有關節奏掌
握、情感收放等歌唱技巧。

我們沒有在疫情中默默老去，反而轉禍為福，為生活保住了
美好的事物，在歌唱進步的同時亦學會懷抱感恩之心，感恩兩位
老師的教學上的配合與對團員的包容，鼓勵與大愛。師生間認識

彼此，培養出深刻的情感。正是因為攜手熬過黑暗時期，我們最
終唱出了心意相通的 「合聲」。

樂友合唱團的蛻變並不轟轟烈烈，卻有著細水長流的勇氣與
決心，對合唱保持著敏感和多情。今天正是我們破蛹而出的時刻
，請來賓細聽每首歌，在有限的歌詞中體會那無盡之意，從我們
的合聲中想像啟人思索的情趣。

歡迎加入我們的團隊，一起成長，一起唱出最燦爛的篇章！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全球各地陸續掀起罷工潮全球各地陸續掀起罷工潮
，，甚至延燒至美國甚至延燒至美國《《紐約時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The New York
TimesTimes），），不滿公司未加薪抗通膨不滿公司未加薪抗通膨，，逾千名員工自十逾千名員工自十
二月二月88日展開為期日展開為期2424小時的罷工行動小時的罷工行動，，創下創下《《紐時紐時》》
近近4040年來首次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年來首次大規模的抗議浪潮。。 「「紐約新聞工會紐約新聞工會」」
（（NewsGuild of New YorkNewsGuild of New York））稍早也在推特發文表示稍早也在推特發文表示
，，超過逾千名的紐約時報員工已經正式停工超過逾千名的紐約時報員工已經正式停工，，這也是這也是
公司近公司近4040年來首次出現大規模抗議行動年來首次出現大規模抗議行動，，拒絕做你喜拒絕做你喜
歡的工作從來都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歡的工作從來都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但我們願意傾但我們願意傾
盡一切的努力盡一切的努力，，為所有人贏得一個更好的新聞工作環為所有人贏得一個更好的新聞工作環
境境。。紐約時報數百名記者和其他員工週四開始紐約時報數百名記者和其他員工週四開始2424小時小時
罷工罷工，，這是該報這是該報4040多年來的首次此類罷工多年來的首次此類罷工。。NewsNews--
roomroom員工和紐約員工和紐約NewsGuildNewsGuild的其他成員表示的其他成員表示，，他們厭他們厭
倦了自上一份合同於倦了自上一份合同於20212021年年33月到期以來一直拖延的月到期以來一直拖延的
討價還價討價還價。。

工會上周宣布工會上周宣布，，11,,100100多名員工將從開始進行多名員工將從開始進行2424
小時停工小時停工，，除非雙方達成合同協議除非雙方達成合同協議。。談判於週二和周談判於週二和周
三的部分時間進行三的部分時間進行，，但雙方在加薪和遠程工作政策等但雙方在加薪和遠程工作政策等
問題上仍存在很大分歧問題上仍存在很大分歧。。週三晚上週三晚上，，工會通過推特表工會通過推特表
示示，，尚未達成協議尚未達成協議，，罷工正在進行罷工正在進行。。只要達成公平交只要達成公平交
易易，，我們都準備好工作了我們都準備好工作了，，但管理層在還有五個小時但管理層在還有五個小時
的時間就離開了談判桌的時間就離開了談判桌。。目前還不清楚週四的報導會目前還不清楚週四的報導會

受到怎樣的影響受到怎樣的影響，，但罷工的支持者包括快節奏的現場但罷工的支持者包括快節奏的現場
新聞台的成員新聞台的成員，，該台負責報導數字報紙的突發新聞該台負責報導數字報紙的突發新聞。。

員工們正計劃當天下午在時代廣場附近的報紙辦員工們正計劃當天下午在時代廣場附近的報紙辦
公室外舉行集會公室外舉行集會。。在一封由在一封由11,,000000多名員工聯名簽署多名員工聯名簽署
的信中的信中，，紐約新聞工會表示管理層近兩年來一直拖延紐約新聞工會表示管理層近兩年來一直拖延
討價還價討價還價。。紐約新聞工會還表示紐約新聞工會還表示，，該公司告訴計劃罷該公司告訴計劃罷
工的員工工的員工，，他們在罷工期間不會得到報酬他們在罷工期間不會得到報酬。。據工會稱據工會稱
，，成員還被要求在罷工前加班以完成工作成員還被要求在罷工前加班以完成工作。《。《紐約時紐約時
報報》》近年來還看到了其他更短時間的罷工近年來還看到了其他更短時間的罷工，，包括包括88月月
份代表技術工人的新工會舉行的為期半天的抗議活動份代表技術工人的新工會舉行的為期半天的抗議活動
，，他們聲稱存在不公平的勞工行為他們聲稱存在不公平的勞工行為。。在一項雙方都認在一項雙方都認
為意義重大的突破中為意義重大的突破中，，該公司放棄了用增強型該公司放棄了用增強型401401(k)(k)
退休計劃取代現有可調養老金計劃的提議退休計劃取代現有可調養老金計劃的提議。。該公司還該公司還
同意擴大生育治療福利同意擴大生育治療福利。。公司提出在合同批准後將工公司提出在合同批准後將工
資提高資提高55..55%%隨後在隨後在20232023年和年和20242024年將工資提高年將工資提高33%%
。。這將高於到期合同中這將高於到期合同中22..22%%的年增長率的年增長率。。工會正在尋工會正在尋
求在批准時加薪求在批准時加薪1010%%，，這將彌補過去兩年未收到的加這將彌補過去兩年未收到的加
薪薪。。工會希望合同能夠保證員工在某些時候可以選擇工會希望合同能夠保證員工在某些時候可以選擇
遠程工作遠程工作，，如果他們的角色允許的話如果他們的角色允許的話，，但公司希望有但公司希望有
權將員工全職召回辦公室權將員工全職召回辦公室。《。《紐約時報紐約時報》》要求其員工要求其員工
每週在辦公室工作三天每週在辦公室工作三天，，但許多人在非正式抗議活動但許多人在非正式抗議活動
中露面的頻率有所降低中露面的頻率有所降低。。

樂友合唱團的蛻變樂友合唱團的蛻變

目前還不清楚週四的報導會受到怎樣的影響目前還不清楚週四的報導會受到怎樣的影響，，但罷工的支持者包括快節奏的現場新但罷工的支持者包括快節奏的現場新
聞台的成員聞台的成員，，該台負責報導數字報紙的突發新聞該台負責報導數字報紙的突發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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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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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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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博士
在上月23 號感 恩節前一天於白宮之內
，主持了他今年最後的一次工作會報，
這 也是他從事美國政府公職50年以來

，最後一次站在白宮的 講台上，發表談話，他語重心
長地呼籲美國民眾，應該繼續接種新冠 疫苗，他說：
”我最後要向大家傳達的信息，就是:為了 你自己與
家人的安全，請盡快接種最新的新冠疫 苗。”

福奇最後的一次談話，仍然是那麼的熟悉, 在過去
兩三年中，因 為新冠疫情, 美國人民對他的言談，都
己是耳熟能詳, 他以專業知識，帶領 美國人度過了難
關。此刻在疫情消退後, 他萌生退 意，突然宣布將在

今年底辭退拜登政府的首席醫 療顧問。這個消息一出，令千百
萬人感到震撼, 因為他才在兩 個多月前說過,他將做至拜登的第一
個總統任期 結束為止，才會離開，所以那應該是 2025 年 1 月
19 日才對,。如今卻足足提前了兩年多,原因何在 ? 福奇並沒 有說
明白,不過他說, 離開白宮後，他仍將繼續推 動科學和公共衛生事

業發展，以培養新一代科學 領導者, 而且他會出版一本自己寫
的書,相信所 有的答案就會在書裡吧!

現年 81 歲的他,因具有專 業醫學知識，而在過去40多年中
擔任過七位不 同黨籍的美國總統的醫學顧問，對美國貢獻十 分
巨大,不過,說實在的,如不是因為這兩年covid-19肆虐, 福奇不會
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 物, 在疫情期間，福奇曾帶領美國度過一
次又一 次的健康危機，他以各種圖表和數據向美國人 民解說
Covid-19，穩重的態度、冷峻的面貌與 深沉的笑容給人留下深
刻印象,在這場戰疫中，身為白宮頭號軍師的他，成為美國人精
神支柱, 但他並沒有得到公衆應有的讚賞。

福奇自1984年以來，一直擔任國家癌症研 究所所長，它擁
有廣泛的研究組合，涵蓋艾滋 病毒、結核病、瘧疾、埃博拉和
寨卡等傳染病。 他於 1968 年以臨牀助理的身份加入該機構。 福
奇曾在幫助美國應對艾滋病危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的
總統候選人老布希在1988年的 競選中，曾經特別讚揚了這位醫
生的研究貢獻。後來 的他，又幫助應對了比如豬流感、埃博拉
和寨卡病 毒爆發等疫情。 COVID-19 的威力和傳染性非常危險
，無 法控制。福奇根據他獲得的最佳信息，就如何保 持健康向
美國人民提供了最佳建議，但那些想把 新冠病毒政治化的人，
公開抹黑了他的名字。

福奇也 在幫助神
奇 開 發 COVID-19
mRNA 疫苗方面，發
揮了重要作用，該疫
苗被證明有效地降低
了病毒 的效力，拯救
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一直身居要津的福奇
坦承，他每天工作相
當 疲勞, 尤其是在疫
情期間,自己一天要工
作 18小 時，每天只能
睡三個小時，處理疫
情的巨大壓力 ，真的
讓他很累，當我們回
顧過去這幾年漫長的
染 疫日子中，不斷地
看到世人遭受 Covid-19 的煎熬、 壓抑、哀愁、苦惱、彷徨、失
望與死難，真是令人難 過與悲傷, 而福奇都與我們同在,我們將會
永遠感 激他, 也將永遠會懷念他的！

無限依依別福奇

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新近
去世，國內外普遍表示哀悼
，一般民眾對他的讚賞主要

是因為他繼承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慢慢一步一腳印地提升中
國的綜合國力，然後順著全國上下的共同要求和目標，令中國躋身
於世界強國之林。

如今回頭一看，無論江澤民出於甚麼目的，他掌握實權之後，
知道如果不繼續改革開放，甚至閉關自守，只會自己呼吸難暢，最
後缺氧而死。所以，他提出大國外交，關鍵是搞好中美關係，然後
借美國的高位拉力，加快中國上升的速度，這樣中國就可以因利成

便了。
當年，他到前美國總統喬治布殊位於德薩斯州的家族農莊吃飯

，請中國官員細緻安排，因為這樣可以顯示出中國的 「深度外交」
。當時為他安排一切的中國外交高官，正是後來主理外交事務的楊
潔篪。

江澤民同時十分注意美國人對他的觀感，因為他知道美國民意
在某個程度上，可以影響美國政客的取向。有一次，他在夏威夷游
泳，事先故意不公開，也沒有安排中國官方媒介跟隨拍攝和報道，
只讓 「境外媒體忽然發現」而傳開。外界於是評說，江澤民是懂得
和願意作政治公關的中國元首。與此同時，江澤民也重視實務，因
為他知道不能靠自我吹噓，所以即使當年中國同樣面對外國的卡壓
，他願意奉行鄧小平的二十四字方針，尤其是 「韜光養晦，絕不當

頭」，冷靜觀察，沉著應對。這是當時的實際環境，所以外界評價
他是識時勢、懂策略之人。

當然，他也有政治保守的一面。 「六四」前，他在上海封殺
《世界經濟導報》，某程度上也激化了民情。後來當他手握大權之
後，本來可趁機推動實質的政治改革，但畢竟沒有這個魄力。

不過，總體而言，江澤民仍然是值得肯定和讚賞的領導人。他
在 「一國兩制」問題上，也按照1980年代的設計，較完整地落實
鄧小平的設想。

今天，國內外對他普遍懷念和讚賞，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反應
，毋須看成是 「隱藏暗喻」。所以，可以防止具體的、行動的、有
組織的亂，但也可以讓人們舒暢地表達，否則又會築壩堵洪，最後
仍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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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堅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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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足球賽爆冷頻頻

（七言絕句世界盃）
又見綠茵烽火燃，熒屏守候夜無眠。
競爭勝負誰能料，球是圓時入那邊

4 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賽，已於11月22日
開幕。本書生不是文武全才，但卻是文武皆好
；英式足球，更是少年時代在香港必看的體育
活動。碰上今年四年一屆，此刻撰寫報導文章
之前，先寫下上面之七言絕句，一施己好。

今屆世界杯甫一開幕，即出現兩大爆冷 ，
全球包括中國球迷在內，反應異常。

11月22日的世界杯比賽中，具備冠軍相的
，阿根廷，會失手於沙特亞拉伯，讓中國球迷
胸悶氣短；接著又有 「三甲勁旅」之德國輸給
日本，中國球迷罕見大贊日本隊，不愧為 「東
洋英雄」！

22日沙特阿拉伯隊以2比1擊敗南美勁旅阿
根廷隊，成為世足賽史上最大冷門比賽之一。
而阿根廷爆冷後，想不到中國廣州有球迷出現
胸悶氣短等症狀，需要緊急前往醫院就診。陸
媒報導，在“中國現代足球之鄉”的廣東梅州

的中醫院，同步開設了“世
界杯綜合症門診部”，主治
醫生張彥中介紹，門診的主
治醫生，都是醫院足球隊成

員，更能理解球迷。
張彥中說，開幕至今，已接診六七十名患

者。在阿根廷爆冷後，部分球迷出現胸悶氣短
等症狀，“因為熬夜、吃宵夜、喝啤酒等，也
可能會有消化道、心血管方面的問題，我們專
門為球迷開通綠色通道，多作學科聯合會診。
”

這個“世界杯綜合症門診部”乃源於上屆
世界杯。當地一名老球迷因德國隊在小組賽被
淘汰而失眠，翌日上班時出現頭暈、噁心等症
狀，右手也無法活動。隨後被梅州中醫院確診
為“植物神經功能紊亂”。

張彥中表示，目前來就診的患者，絕大多
數是以男性球迷居多，因為比賽舉行期間，球
迷連續熬夜、情緒波動以導致失眠、內臟功能
紊亂、焦躁等多種症狀。

他說，醫院主要採用中醫傳統療法，包括
中藥調理、針灸等，並整合院內急症、內分泌
、推拿等其它科室共同會診。

回頭再看2022年11月22日，2卡塔爾世界
杯C組首輪，沙特阿拉伯隊2:1爆冷擊敗了梅西

領銜的美洲杯冠軍阿根廷隊，搶占了出線的先
此外，週三（23日），日本隊以2比1逆轉

擊敗曾4度奪下世足賽冠軍的德國隊，也出乎全
球多數人預料。此消息在中國網路的熱搜詞排
行榜上，名列前茅。

澎湃新聞23日深夜以“誰說亞洲人踢不好
足球”為題發表評論，認為日本隊逆轉戰勝德
國隊“並不是奇蹟，甚至不該被稱為冷門”。

文章說，日本隊顯然有身材及速度上的劣
勢，但優勢在於基本功極為紮實的個人技術、
默契度極高的團隊配合，以及無論在何種情境
下，始終保持穩定的冷靜心態。而這些優勢不
是從天而降，文章說，是日本足球數十年如一
日的刻苦訓練、耕耘青訓的結果。

中國媒體評論及網友熱議，2018 年世足賽
，日本隊被比利時隊2比3反超落敗無緣晉級8
強後，日本NHK用1年時間，製作節目來剖析
“關鍵14秒”的輸球原因。

中國球迷說，日本隊“知恥近乎勇”敢於
檢討，甚至邀請對手比利時隊球員上節目暢談
，這些一切，應該都值得中國國足來借鑒。試
看本屆世界杯足球決賽進行至今，亞洲球隊的
表現令人眼前一亮。除了韓國與南美勁旅烏拉
圭言和之外，沙特阿拉伯和日本均爆出冷門，
分別擊敗阿根廷和德國。有評論指日本戰勝德

國是 「徒弟手藝超過師父」。皆因現時這支日
本隊的廿六名球球員中，共有八人在德國聯賽
球隊效力，而入球的兩名球員堂安律和淺野拓
磨，分別效力於德國的弗賴堡和波鴻。

我國的男子足球也曾師從巴西，但從近年
的表現看來，似乎學到的是巴西球員的散漫，
而不是精妙的技術，所以，我國男子足球國家
隊的隊員，常被內地網民戲稱為 「糙哥」（技
術粗糙）。其實要向別人學習，要學得其精髓
才行。

中國足球迷中，向來有一股龐大的“德粉
”勢力。但從11 月23日晚間的德日大戰來看：
中國球迷一致驚呼日本隊能反敗為勝的優異表
現，“他們能把德國隊打得團團轉，看得嘆氣
但還是該肯定”。

網友也調侃中國足球隊，1980、90 年代還
能壓著打日本，不過才一代人的工夫， 中國就
被日本甩得老遠；還有說，中國花在國足上的
錢財，不比日本少，可惜花費和名次，大大不
成正比。

中國足球被認為是習近平的大夢之一，國
家曾砸大錢熱望中國足球隊成為“世界強隊”
。然而近年來國足表現越來越不盡人意，今年2
月竟1:3敗給越南隊。外界多分析，中國足球界
黑幕太深，腐敗成風，積重難返。難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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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幅领先，钟睒睒“杀疯了”！

农夫山泉早期凭一句“我们不生产水，只

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让全中国都记住了这个

品牌。但它的掌门人钟睒睒能够登顶中国首富

，甚至一度拿下亚洲首富，这是当初所有人都

没想到的。

“钞能力”来自于哪？

向来低调的钟睒睒第一次走到聚光灯下，

就瞄准了首富宝座。

2020 年 9月 8日，农夫山泉在港股上市当

天，股价开盘即暴涨，媒体戏称钟睒睒为“半

小时首富”。此后，他难再低调，频繁出现在

人们视野中。

到2020年最后一天，钟睒睒身家778亿美

元，超过长期“霸占”亚洲首富宝座、当时的

印度首富——安巴尼。

2021年胡润百富榜中，钟睒睒第一次正式

坐上中国首富之位。那一次他和其他富豪的差

距并不明显，大家都在3000亿级别。一年后，

2022年胡润百富榜中，其他富豪重回2000亿门

槛，他却一跃突破4000亿大关。

一个卖水的，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钞能力”？

“实际上钟睒睒不仅有农夫山泉，其名下

还有万泰生物，后者的二价HPV疫苗市场前景

广阔，检测试纸也是热销产品，且具备比较优

秀的研发能力。”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

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盘和林对《环球人物》记者解释钟睒睒的财富

来源。

农夫山泉是钟睒睒财富版图中的招牌产品

，但外界不甚了解的是，他手上还有一门更大

的生意。

2001年，钟睒睒实控的养生堂以1710万元

的价格，从一家香港企业手中收购了万泰生物

95%的股权。当时，主打体外诊断试剂和疫苗

业务的万泰生物，无论研发还是业绩，一片死

气沉沉。

就是这样一家看起来毫无生机的企业，在

钟睒睒手中焕发新生。

2021年 4月，万泰生物成为国内首家研制

出国产二价HPV疫苗的生物制造公司。

研制HPV疫苗并不容易。钟睒睒和万泰生

物从2003年就开始立项，直到2019年才研制成

功，耗时16年之久。

直到二价HPV疫苗上市，钟睒睒用“水”

养“疫苗”的这盘棋，终于有了回报。

凭借低价高产的优势，万泰生物的HPV疫

苗一经上市，就供不应求。2021年中国HPV疫

苗市场中，万泰生物占比高达65%。

2020年 4月，在农夫山泉还没上市的时候

，万泰生物就已经登陆A股。两年多的时间内

，股价一直居高不下，最高点时达到上市价的

三十多倍。

左手矿泉水，右手HPV疫苗，两个拳头产

品拼接出钟睒睒的财富密码。

长久以来，首富的变迁体现了产业结构的

变迁，每一个首富都是时代的产物，钟睒睒也

不例外。

“10年前的首富大多数是地产商，几年前

的首富大多数是互联网，如今的首富是消费品

的钟睒睒。”盘和林认为，钟睒睒的成功，说

明中国重新回到了制造业主导的经济状态。

“不管是消费品还是生物医药，钟睒睒从

事的都是制造业，这说明我国脱虚向实、制造

业主导的趋势愈加明显。”盘和林说。

从泥瓦匠到“搬运工”

区别于其他首富，钟睒睒一直远离媒体，

鲜少曝光。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杭州当地企业

界人士曾透露，钟睒睒不参加企业家协会，绝

少交企业家朋友，几乎不陪官员吃饭。对于自

己的低调，他如此解释：“我就是一个独来独

往的人，同行们在干什么、想什么，我根本不

管。”

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贯穿于他充满传奇

但争议不断的发家史中。

少年时代的磨难让钟睒睒身上裹满了“底

层”色彩。

受家庭条件影响，钟睒睒甚至连小学五年

级都没读完就辍了学。为了补贴家用，他小小

年纪就做起了泥瓦匠和木工。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当时的钟睒睒连

最基础的代数知识都不懂。他边学边考，最终

进入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之后，钟睒睒进入浙江日报社，当了

5年记者。

记者生涯让他开拓了眼界，也积攒了人脉

。当时，他采访过很多企业家，认识了很多人

，后来的创业伙伴也大都是在那段时间认识的

。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后，海南成了

很多中国人眼中的“旧金山”。野心家们视其

为遍地是财富的福地，钟睒睒也不例外。

他最初的想法是去海南办报纸，名字都取

好了——《太平洋邮报》，最终却没能落地。

随后，他又在海南琢磨出第二个项目——

种蘑菇。但现实很残酷，他的“菇农生涯”以

赔个底儿掉收尾。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南种蘑菇的同时，天

性爱折腾的他还有个“副业”——娃哈哈在海

南和广西两地的总代理。

如今看来，这个副业成了他与宗庆后之间

30年恩怨的开端。

那时的海南也是经济特区，娃哈哈给海南

的经销商放出了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但没想到

，钟睒睒这个总代理竟然把低价拿到的货运到

了广东高价贩卖。

这件事被宗庆后发现后迅速叫停，并收回

了钟睒睒总代理的身份。

这是两人第一次发生冲突。当时他俩都没

想到，此后两人的交锋还将更为激烈。

与娃哈哈闹掰后，钟睒睒看到了饮料业的

可观利润。1996年，他在杭州成立了浙江千岛

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之后，公司改名为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成也广告败也广告

那时，国内的矿泉水市场还是娃哈哈与康

师傅的“二人转”。农夫山泉属于半路玩家，

要想稳必须狠。

当时统治中国瓶装水市场的是各家的“纯

净水”，直到钟睒睒开了那场本该平平无奇的

新闻发布会。

2000年 4月 24日，钟睒睒在发布会上忽然

宣布了一项惊呆众人的决定：“农夫山泉将停

止纯净水的生产

就在所有人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他的嘴

里又冒出了更“惊悚”的发言：“科学研究证

明，长期饮用纯净水对健康无益。”

这下彻底炸锅了。

发布会之后，农夫山泉还播出了一条广告

，用水仙花、金鱼、大蒜、茶叶证明天然水比

纯净水对生命更有益。

农夫山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了“行

业公敌”。3个月后，众多纯净水企业联合提

交了对农夫山泉“不正当竞争”的申诉。

带头的自然是行业老大娃哈哈。当时，娃哈

哈联手5家较大的纯净水企业状告农夫山泉。

不过，钟睒睒也不甘示弱。很快，农夫山

泉反把娃哈哈告上法庭，一张口就要“索赔

3000万”，理由是“娃哈哈散布农夫山泉负面

假消息，构成不正当竞争”。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他还有点“得意”：

“有人说我们是叛徒。我倒认为我们有点像哥

白尼。真理越辩越明，所以这也是一场意识革

命。”

此后的几年当中，钟睒睒总是会凭一些挑

衅式的发言登上头条——

“在中国，最懂水的是农夫山泉，不是专

家也不是什么协会。”“康师傅等（企业）的

矿物质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不提倡的，不应该

生产。”

无论誉谤，争议式营销都直接拓展了农夫

山泉的市场。数据显示，早在2012年12月，农

夫山泉系列产品销售额就突破了百亿。

除了那些争议性的发言，钟睒睒的营销作

品还有很多，从“有点甜”到“搬运工”，再

到“水源地”，每一条都让人印象深刻。

媒体出身的他曾公开向媒体宣称：“我做

这么多年企业，就是为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广

告创意。”

然而，物极必反。2021年，钟睒睒在“拂

晓白桃产自日本福岛县”的宣传上栽了跟头。

当时，虚假宣传、媚日等指责甚嚣尘上，

农夫山泉市值暴跌2800亿，成为其最惨烈的一

次营销。

近忧滋生，远虑也不少。

进入2022年，不论饮用水市场，还是疫苗

市场，钟睒睒都遭遇包抄围堵：各种高端水、

气泡水品牌大批进场，农夫山泉后知后觉；万

泰生物二价HPV疫苗“苗王”的地位，也正被

功效更全面的九价疫苗威胁。

资本市场上，农夫山泉和万泰生物的股价

在去年暴涨一轮后，今年逐渐趋于平静。

截至2022年 11月 9日，农夫山泉股价报收

41港元，与2021年1月最高点68.75港元的价格

相去甚远；万泰生物报收128元，相较于2021

年8月最高价299.77元，相当于腰斩。

首富的名头终究只是虚幻，企业竞争力的

“保鲜期”能持续多久，才是钟睒睒需要直面

的。

4550亿！中国首富有啥隐秘“钞能力”？

近日，《2022胡润百富榜》发布。在一众富豪财富缩水得一塌

糊涂的情况下，首富钟睒睒成了最大的“例外”。

榜单中，钟睒睒一骑绝尘。

4550亿元的身家，不仅让他第二次坐上中国首富之位，还创造

了二十多年来中国首富财富的最高纪录。他的财富甩第二名张一鸣

将近2000亿元的差距，更是超过李嘉诚家族和马化腾的财富总和。

BB55
星期日       2022年12月11日       Sunday, December 11, 2022

傳奇人物



現年68歲的台灣導演李安，日前傳出率領團隊赴大馬

考察，正在秘密籌備新片。近日許多媒體則透露，李安正

與索尼影業合作，拍攝香港傳奇武術家李小龍（Bruce Lee

）傳記片，並由他的愛子李淳主演。據悉李淳更因此接受

了3年的特訓，也是父子倆繼《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後

再次攜手合作。

據外媒報導，金獎導演李安正秘密籌備新作，拍攝傳

奇武術家李小龍的生平故事，並由他的次子李淳主演。曾

榮獲奧斯卡獎提名的的知名編劇丹福特曼（Dan Futterman

）負責撰寫劇本，過去他曾執筆《柯波帝：冷血告白》

（Capote）、《暗黑冠軍路》（Original title: Foxcatcher）

等作品，頗受業界好評。

過去李安受訪時，也曾直言：「李小龍是一位格鬥界

的科學家，也是一位有象徵意義的藝術家，他徹底改變了

武術與動作電影的文化，我覺得我必須分享這位傑出人物

的故事，他始終追求著認同感，並且在61公斤小小的身軀

中，蘊藏著強壯的力量，更透過努力不懈，讓看似不可能

的目標成真。」

現年32歲的李淳先前出席港片《智齒》首映活動時，

便透露正為了一部新片特訓中，更於出席頒獎典禮時，穿

著中空西裝大秀好身材，顯見訓練十分有成。李淳的經紀

人也透露，李淳在過去3年中，一直很努力鍛鍊武術、粵

語等準備，顯然早在為了飾演李小龍一角做準備。

李安的助理李良山也證實，團隊正在籌備新作當中，

並直言：「一切都還在籌畫階段，但很高興Sony支持並宣

布此計劃。我們會盡全力拍出一部好看的電影，多謝大家

關心。」但並未透露拍攝進度。

曾和李安多次合作的監製伊莉莎白蓋布勒（Elizabeth

Gabler），也在訪談中表示：「李小龍的生平故事，一直

是李安長年想要拍攝的故事，不論是勝利或衝突，這是一

個敘述我們時代中，最重要的動作英雄故事，我們很榮幸

能協助李安和他的團隊，發展這一部意義非凡的電影。」

李安籌備拍攝李小龍傳
星兒李淳主演操肌鍛鍊3年

導演李安最新執導作品曝光，即將與索尼影業旗下製

片單位3000影業合作，拍攝李小龍傳記故事，並由32歲的

兒子李淳飾演李小龍一角。華語影視作品裡有多部與李小

龍相關的電影或戲劇，除了直接拍攝李小龍傳記片外，與

他相關的人物例如師父葉問、李小龍飾演的虛擬人物陳真

，以及在電影裡被設定為陳真師父的霍元甲，其傳記作品

都在華語影壇占一席位。

李小龍早年闖蕩好萊塢，雖然曾在影集《青蜂俠》裡

扮演助手加藤，但在好萊塢的發展並不成功，1970年他獲

香港嘉禾電影公司老闆鄒文懷邀請，回到香港主演以功夫

片《唐山大兄》而爆紅，之後陸續主演《精武門》《猛龍

過江》《龍爭虎鬥》及《死亡遊戲》（僅拍攝約1/3戲份即

死亡），這4部半動作電影震撼了整個影壇，也打出國際

知名度，「Bruce Lee」之名無人不曉。

雖然李小龍以32歲之齡英年早逝，近50年來華語影壇

有關他的傳記作品實屬不少，其中以在《少林足球》中演

出「鬼影擒拿手」四師兄的陳國坤，於2008年在央視大戲

《李小龍傳奇》中的李小龍扮相，被認為是最神似李小龍

的一位；2010年由李小龍胞弟李振輝紀念胞兄李小龍70歲

冥誕監製的電影《李小龍》，則是由貌似王力宏，且為范

冰冰舊愛的港星李治廷主演，可說是官方主導的傳記片。

李奧納多狄卡皮歐與布萊德彼特合演的《從前，有個好萊

塢》找來美國亞裔男星、擁有跆拳道五度黑腰帶的Mike

Moh飾演李小龍，不過卻被罵「醜化李小龍」，也引起李

小龍女兒李香凝不滿。

以李小龍在全世界的影響力而言，就算拍再多他本人

的傳記片也不稀奇，但在他的影響力下，包括李小龍的師

父葉問，也成了香港影壇功夫片的重要主人翁，而且還鬧

出雙胞案，黃百鳴與王家衛分別開拍《葉問》與《一代宗

師》，前者由甄子丹扮演葉問，後者則是梁朝偉來詮釋這

位武術宗師。

4部《葉問》系列總票房高達4.68億美元（約新台幣

140億元），是台灣上映港片的票房靈藥；《一代宗師》

全球票房約新台幣19.2億元，雖然票房遠不及甄子丹的

《葉問》系列，但女主角章子怡狂掃12座影后，贏得口碑

。此外，新出爐的金馬影帝黃秋生也曾在《葉問：終極一

戰》演過葉問，甚至還有《葉問前傳》《葉問外傳》《葉

問》電視劇等，雖然其中不乏跟風之作，但也看得出來

「葉問」這個IP確實有其市場。

葉問是李小龍的師父，電影人攀親道故不意外，而

「陳真」這個李小龍在《精武門》中飾演的角色，連是否

真有其人都無法肯定，但因為在片中被設定為清末武術家

霍元甲的弟子，「師徒二人」也被拍成了多部影視作品。

李連杰分別在1994年電影《精武英雄》與2006年的

《霍元甲》中飾演了陳真與霍元甲，師徒「通包」。《霍

元甲》在台票房破億，周杰倫譜寫主唱的同名主題曲也琅

琅上口；霍元甲的相關電視劇拍過不少，包括趙文卓、鄭

伊健都曾演過霍元甲。

而陳真這個和李小龍沾上邊的角色，有說是小說家倪

匡為1972年電影《精武門》創作的人物，設定是民國時期

武術家霍元甲的弟子，為李小龍量身訂造的角色，也有一

說霍元甲的訃聞裡確實有個弟子的名字叫陳真。不過不管

如何，至少因為李小龍《精武門》的關係，後續也衍生了

不少名為《精武XX》的影視作品。

除了李連杰的《精武英雄》，令甄子丹站穩演藝圈

的電視劇《精武門》可說在港劇中也算是一部經典，

2010 年電影《精武風雲· 陳真》更延續 1995 年版劇集

《精武門》的情節，講述甄子丹飾演的陳真並未真的

死亡，而是逃亡歐洲，後逃回上海當間諜，再次對抗

日本人的故事。而演過陳真的除了李連杰與甄子丹兩

位動作巨星外，陳小春與釋小龍也都演過這位虛構的

民族英雄。

李安要拍Bruce Lee 這些功夫片都跟李小龍有關係

爆笑紓壓喜劇電影《女優，摔吧！》

上週五（11/25）盛大上映，好評持續發酵

，影評「電影首映不搭餐？」大讚《女優

，摔吧！》「根本是賀歲片的等級，結局

哭了不只一次！而且電影中還有林依晨和

林柏宏兩位男神+女神！這不只是神仙打架

！這是妖精打架！！」網友力推在這個氣

氛沉悶的時間點，需要《女優，摔吧！》

這部在搞笑中卻有些許鼓舞人力量的電影

。

《女優，摔吧！》是周美豫首次擔任

導演作品，擔任林依晨多年經紀人的她，

在首部作品也力邀林依晨客串一角，認為

是難得以摔角為題材的電影，當然要讓依

晨來嘗試一下。林依晨則透露自己在籌備

期間就看過劇本了，「看似兩個完全不搭

嘎的職業，各自被貼著不同標籤，強弱的

界定似乎也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樣，讓我

覺得好有意思。」也大讚每一位演員都為

了電影努力練習與增重，拍攝期間更是親

自上場撲摔打扛撞，那樣的真實性和熱血

、熱情！

林依晨在《女優，摔吧！》客串演出

藝名為「木木一層」的摔角選手，接受前

輩麗絲愛愛（夏于喬飾演）與小紅莓（吳

映潔飾演）的教學指導，聽到「木木一層

」林依晨就笑了出來，原來是她的名字的

諧音，是自己替自己取的摔角選手藝名。

林依晨表示有幫角色設定是暴衝型、單單

因為愛看摔角比賽所以興沖沖跑去報名受

訓的新人，電影中夏于喬和吳映潔可能也

有點壓力要怎麼應對，因為就是非專業人

士自以為勇猛的衝撞感。

為了支持自己經紀人周美豫的電影

《女優，摔吧！》，林依晨包場力挺外也

不忘做公益，特別包場台灣各個縣市各一

場來邀請社福團體觀影，林依晨透露當時

知道電影的類型是會令人紓壓同時也有感

動的勵志劇情時就有這個想法，認為不管

是服務的對象或是或社工，平常的身心壓

力應該都滿大的，希望藉由這一部熱血又

激昂的電影，讓大家稍微放鬆一下心情，

也看看電影裡不同職業人生的人們，面對

的困難和掙扎分別是什麼，「我想戲裡戲

外的人們，都很努力想撕掉外界貼上的標

籤吧」！周美豫導演聽到後表示非常感動

，「因為我以為她是包一場，結果是全台

灣走透透的包場，她訊息我時我眼眶都泛

淚了…」。

周美豫導演率領演員群夏于喬、吳映

潔與那維勳勤跑映後QA與觀眾分享拍攝大

小事，本週六（12/3）預計兵分台北、高雄

兩路與影迷們見面，舉辦合照會。電影公

司更特別製作電影中兩位女優麗絲愛愛

（夏于喬飾演）與小紅莓（吳映潔飾演）

的擬真A片DVD造型酷卡限量發送。

《女優，摔吧！》
夏于喬、吳映潔晉升摔角前輩
指導新手 「木木一層」 林依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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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新城勁爆頒獎
禮2022》將於本月29日假會展舉行，3日記者會
上，歌手陳柏宇、許廷鏗、鄭欣宜、馮允謙、泳
兒、王灝兒、曾比特及After Class等45個單位出
席，唯獨華納歌手未有到場，而數百粉絲圍滿商
場支持偶像，當中以炎明熹和姚焯菲的粉絲人數
最鼎盛。

角逐組合獎的After Class受訪時表示成員鍾
柔美（Yumi）同樣角逐新人獎，另炎明熹（Gi-
gi）及姚焯菲（Chantel）則角逐女歌手獎，Ch-
antel開心地表示今次可跟隊友一起參加頒獎禮心
情興奮，戰衣方面要待造型師安排，是否仍由張
寶兒負責服裝，她們指尚未知道。談及Gigi的廣
告酬勞躍升至120萬起跳，Gigi聞聽表現驚訝反
問：“我呀？其實都不知道實際價錢，要問公
司！”已很滿意？她說：“看大家怎樣看，金錢
不是萬能，但沒錢就萬萬不能。”酬勞可以再提
高點？她則表示不知道。至於Chantel的廣告酬勞
僅次Gigi其後，她說也不清楚：“賺到的錢都是
交給父母去儲起來，我也沒零用錢，有需要時父
母都會幫，我都有帶錢出街，總之一出糧便交給
他們處理。”Gigi笑指小學時每星期只有20元
（港元，下同）作零用錢，長大後已叫家人不用
再給她零用錢，因為她是個節省的人，一早儲起
的“老本”也夠用：“我是喜歡儲錢，家人都叫
我做‘婆仔’。”鍾柔美（Yumi）及詹天文
（Windy）笑言均是愛吃之人，Yumi指家人沒特

定給她多少零用錢，不過平日最大開支是吃方
面，放學心情好便會去吃大餐，Windy則每星期
有100元零用，常去學校小食部買零食，有時跟
朋友外出父母便給她500元，現二人工作發薪同
樣交父母處理。

問After Class是否滿意今年的成績？Chantel
表示很滿意，亦知道大家等了After Class的新歌
很久，這次更是一首唱跳歌。Gigi也指新歌MV
仍未推出，希望大家能等待之餘，亦會期待接下
來推出的作品。

許廷鏗不閉關將出席頒獎禮
勁爆頒獎禮於本月29日舉行，而許廷鏗個人

音樂會則於30日及31日舉行，他表示為支持樂壇
盛事，故不會閉關，於綵排中出席頒獎禮，再緊
接自己的個唱演出。至於欣宜亦剛公布將於明年
3月舉行3場演唱會：“真的很開心，因為不是相
隔很多時間可以再開演唱會，上次未能實踐的想
法，今次可以呈現給大家欣賞。主要是上次的演
唱會因疫情關係只容許五成觀眾入座，今次公司
承諾在製作預算上多加支持，可以令自己的想法
去得更遠，製作更大。”而兩人份屬好友，亦互
相表示有買對方的演唱會門票作支持，但他們不
講錢亦不講數量。

談到欣宜於今年樂壇頒獎禮角逐女歌手的走
勢強勁，可說是其囊中物大有機會得大滿貫，欣
宜謙虛地說：“不可以這樣講，大家都很努力也

有好的作品，我說過打牌當然想連贏，能夠大滿
貫更加不會介意，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其實無
論怎樣也不會影響我未來會保持着用心去做的方
式，所以亦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至於誰是最
大競爭對手？欣宜表示所有女歌手都是對手，因
個個都好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棠）張敬軒首次執導
的手提電話品牌廣告微電影《前夫的愛》，2日
晚在MEA廣告頒獎典禮中獲頒4個獎項“Excel-
lence in Social Media - Gold”、“Excellence
in Branded Content - Gold”、“Excellence in
Advertising - Silver”及“Excellence in Video -
Silver”；而軒仔在無預警下親身到場領獎，還引
起現場排長龍跟他集郵。

首次執導即以導演身份獲獎，軒仔稱感覺好
開心又好特別，因入行二十年，第一次得到與音
樂無關的獎項，亦感很榮幸，得到廣告客戶支
持、投資及信任。整個拍攝過程中，軒仔表示最
困難是經驗不足，所以他特別感謝團隊。問到得
獎後會否激發他多參與幕後拍攝工作？他謂：
“通常做歌手或者做演員，都是幕前演出，但做
導演要兼顧的東西實在太多，一點都不容易；我
仍抱住學習心態，去試多些不同範疇的東西，或
者將來可能遇到一個好好的劇本，令到自己又心
思思想再突破一下自己的極限，看緣分！”

黃百鳴在台上致詞時表示，現時香港電影青黃不
接，需要有年輕一代參與；今次的課程有助於

粵港澳大灣區電影人才的積極培訓，令年輕人更熟
悉電影政策和運作模式，認識市場，了解發行，提
升對電影的興趣。他又提到習近平主席於七一重要
講話中也提出，要做好青年工作。因此他相信“青
年興則香港電影一定會復興”。而今年在疫情嚴峻
下舉辦課程也有一定的難度，不斷有老師和學員確
診，還好事前做了預備，令課程的進行沒受影響，
並希望來年主辦第二屆時已經沒有疫情，及鼓勵年
輕人多創作、多創意、多創新。

高志森指大灣區最新人口數字已逾8千萬，而
香港是中外文化、傳統與前衛的交匯點，有自己的
優勢和特色；香港的藝術手法為內地城市帶來不一
樣的藝術體驗和衝擊，透過一直開辦的課程，能激
發香港人對電影這個行業的一顆奮鬥心，未來也寄
望大家用雙手打拚及創業，兩者正好是獅子山下的
精神，並寄語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子丹向學員頒發證書前，也分享了自己的辛酸
故事。他稱入行已40年，仍在學習中，並憶述在入
行10多年時，第一次自己開公司拍攝喜歡的電影，
惜票房失利，要借錢還債，銀行戶口只餘100港
元，整個人很沮喪，更想過究竟是否入錯行，因對
他而言這是很大衝擊，既賺不到錢，又得不到相對
的收穫，心想是否應該退出，不過最後決定堅持夢
想，並找機會繼續拍戲。他續說：“我想同大家分
享的是，就算有好想拍的電影，但如果沒有資金、
沒有市場回報，是走不下去的，所以學員們讀這個
課程是對的，不要學我，課程中能讓大家先了解市
場需要。”

陳庭欣強調與男友感情穩定
此外，活動司儀陳庭欣3日回應男友楊振源與

金髮女郎出海惹情變疑雲一事，她稱明白藝人會有
新聞，亦高興自己還有新聞價值，但強調與男友感
情穩定，並謂：“大家放心，沒事，我好開心，沒
被報道影響工作或情緒，但亦不會為此提早結婚，
否則會變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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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棠）由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主

辦、廣東省電影行業協會協辦的《2022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電影營銷證書課程》3日

舉行畢業禮，藝人馮奕森和漢洋亦是畢業

生。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理事長及課程總

監黃百鳴、課程導師高志森、頒獎嘉賓甄子

丹等人於席上作分享，而子丹更自揭曾

因投資電影失利，銀行戶口只餘100

港元的辛酸故事，給學員做

借鏡。

獲提名競逐獎項 廣告酬勞大豐收
After Class坦言滿意今年成績

首執導廣告微電影

張敬軒即獲4個獎

◆大批歌手3日亮相《新城勁爆頒獎禮2022》記
者會，唯獨華納歌手未有到場。

◆左起：After Class的鍾柔
美、炎明熹、詹天文及姚焯
菲合體受訪。

◆許廷鏗和鄭欣
宜老友見面即抱
在一齊。

◆前無綫藝員馮奕森(中)上台領證書。

◆《2022粵
港澳大灣區
國際電影營
銷 證 書 課
程》3 日舉
行畢業禮。

◆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理事長及課程總監黃百鳴
(右)和頒獎嘉賓甄子丹3日於席上作分享。

◆陳庭欣稱沒被男友緋聞影響情緒。
◆漢洋(右二)是藝人畢業生之一。

◆◆張敬軒晒獎自拍張敬軒晒獎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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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休斯頓訊) 休斯頓華裔人才輩出，在北休斯頓更是
臥虎藏龍，高手林立。一年一度的林城盛事“林城春晚”《愛與
和諧》將於2023年1月14日舉行啦，一如往年，北休斯頓華人協
會竭盡全力，為鄉親們組織一場視覺盛宴，同時，也準備了豐富
的抽獎獎品，邀請大家一起來歡慶中國新年！

春節晚會是北休斯頓華人協會年度最重要的活動，一直深受
社區朋友們的喜愛，過去三年因為疫情而停辦，失去了久違的鄉
音，親切的笑容，動人的歌聲，歡快的舞蹈，經典的演奏和熱烈
的掌聲。疫情趨緩，今年北休斯頓華人協會重燃熱情，推出林城
春晚，再一次凝聚鄉親們的情感。

希望北休斯頓的華人朋友們歡聚在這喜慶的日子，為大家增

加濃厚的節日氣氛，讓孩子們有機會體會傳統的中國
文化，也讓大家有機會交流認識，促進華人社區的團
結和凝聚力。
獎品豐盛、節目精彩

據悉，今年北休斯頓華人協會準備了極其豐厚
的獎品，以及眾多Gift Cards, 每位觀眾都有機會抽中
，趕緊搶票吧，座位有限，錯過就沒有了。
北休斯頓華人協會會長王可珍女士表示，此次的春晚
，活動非常吸引人，包括小品、舞蹈、歌曲、舞龍舞
獅等多項表演。

林城地區(Woodlands)人才濟濟，表演節目向來
精彩，加上
實用豐厚的獎品，林城地
區的朋友可要把握機會啦
。
林城春晚時間：2023年1
月 14 日 晚 上 5:00-10:
00pm

地點: Nancy Bock Cen-
ter for Performing Arts in
McCullough Junior High
School, 3800 S Panther
Creek Dr, The Wood-
lands, TX 77381

門票（含晚餐及抽獎券一張）：成人$25，3-8歲兒童$15，3
歲以下兒童免費。
雙重優惠

好消息，北休斯頓華人協會採取廣大群眾意見，增加如下雙
重優惠：早鳥優惠和團購優惠：凡12/31號前購票的觀眾每人有兩
張抽獎券；團購價大人$20每張，兒童$12每張，10張起定。團購
優惠截止日期：12/31，欲購從速。
網上購票和團購優惠票請點擊：http://nhcahouston.org/events/
new-year-party/
協會歡迎企業或者個人積極捐款，投放廣告，或者贊助本次活動
。請訪問http://nhcahouston.org/donation/查看捐款，廣告，贊助
的詳細介紹。

林城春晚林城春晚20232023《《愛與和諧愛與和諧》》熱烈準備中熱烈準備中
北休斯頓華人協會凝聚鄉親情感北休斯頓華人協會凝聚鄉親情感 點燃熱情點燃熱情

太平洋抽油煙機年終瘋狂促太平洋抽油煙機年終瘋狂促
買一送四買一送四，，優惠只到優惠只到1212月月2626日止日止

(美南新聞休斯頓訊) 太平洋抽油煙機美
東總代理漢祥舉辦年終瘋狂促，凡購買蒸霸
氣SC 98者，買一送四，贈送多功能養生壺
、多功能料理鍋、空氣炸鍋、登山保溫壺，
讓廚房功能大大升級，優惠只到2022年12
月26日止。
全新蒸霸氣抽油煙機 TruSteam
SC98 智慧引擎蓋

新上市的SC98蒸霸氣是太平洋吸力表
現最亮眼的機種，擁有1200 CFM TURBO
頂級大吸力，同時也傳承太平洋獨有的高溫
蒸氣洗功能。 太平洋蒸霸氣SC98更是一台
智控家電，時刻為您監控廚房空氣品質，人

不在家，透過手機一鍵遙控，就可自動凈化
空氣，期待將科技融入你的廚房生活，帶給
你最享受的清新體驗。
它具有新的專業風格設計，2個強大的渦輪
鼓風機（高達CFM1200！），自動蒸汽清
潔，6速隱藏式觸摸控制，空氣品質監測器
和Pacific Kitchen+應用程式連接功能。

這款蒸霸氣SC 98，有變頻雙馬達，高
速更強勁，低速更安靜，美國本土境內免運
費、馬達終生保養、10 年部件保修。可選配
壁掛式安裝。
更多詳情請上網:https://pacifichoods.com/，
或電: 800-988-2268

BB88
星期日       2022年12月11日       Sunday, December 11, 2022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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