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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要有LI/T/P和DirectorI牌,
有經驗, 優薪, 在Malden及Quincy,

請致電:781-480-4071,
email: sunrise123info@gmail.com

SunriseELC誠徵校長及老師

金龍餐館，位於德州西北西Childerss City. 200
Ave F. NW 79201（287）公路旁，獨立建築，1,

7250立方呎座位140，三張大型布裴檯，
設備齊全，週邊人口兩萬多，生意穩定，

東主退休，售價15萬。有意者請電：盧先生

210.618.9783（手機）

940.937.3331（餐館）300-110608

餐館連地售

Sale $80,000.00, 6000 Sq feet, 200
seat With full equiments, located at

224 S. Thompson St., Springdale, AR
72764 Contact the owner:

479.751.3328‧479.283.8914(cell)
Email: Musa-hang@hotmail.com

Chinese Buffet Business For Sale

300-040109

位於Allen區，中式快餐店，
（Greenville 與 Bethany 之間）。

意者請電：Hong
214.383.2800 (餐館)

469.878.8226 (手機)
300-021810

快餐店出售

中式快餐店有DRIVE THRU
近愛田機場，租金便宜，易經營。

有意者請電：

214.923.2130
300-060210

中式快餐店出售餐館出售
達拉斯小鎮布菲店出售，生意

35,000，售價650,000，

房租1,660。請電：
917.428.3618（手機）
903.873.8846（店）

300-111116

小林電工 Linsanity Electrical
麻州執照 全保險 住宅商業
大小工程 優質服務 價格合理

冷暖氣維修安裝
781-888-6898 Hai(小林)

創業良機
芝加哥28年西式家具,
燈飾,進口批發,業主
擬在一年半後退休,有
意 創 業 者 歡 迎 洽 詢
(773)522-9434謝先生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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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節子曾是日本戰後新女性的理想代表

原節子生于1920年，她並非天生立志就要做演員，只是爲
補貼家計而踏入影壇。1935年，經作爲導演的姐夫熊谷久虎介
紹，原節子退學正式進入日活株式會社，成了多摩川制片廠的
一個正式演員。

原節子的銀幕處女作是田口哲導演的《別躊躇呀，年輕
人！》，她在電影裏扮演一個叫“節子”的女生。她的藝名原節子
也是來自這個角色。

1936年2月中旬，《河內山宗俊》正在拍攝，德國導演阿諾
德.範克爲日德合拍《新生的土地》之事訪問京都有聲電影錄制
廠，當時原節子也在場。她的美貌引起範克的注意，隨後就決定
由她來扮演劇中一個姑娘的角色。

1937年1月，影片在柏林首映，身穿和服的原節子引爆了德
國觀衆興奮的掌聲，遊曆歐洲及美國一年後，原節子回到日本，
反以法西斯美少女的形象在日本聲名鵲起。此後在姐夫熊谷久
虎的國策電影中，原節子一直延續著這種形象，她演過無數個
目送戀人上沙場的少女角色，哪怕這些電影中絲毫沒有談情說
愛的場面，原節子也被戰時少年們捧爲心目中的理想姐姐。

1946年，原節子主演了黑澤明名作《我對青春無悔》，電影
以當時社會影響極大的京都帝國大學泷川事件和佐爾坎國際
間諜事件爲背影，原節子飾演了一位政治犯的妻子，雖曆經磨
難卻仍追求自由，敢于承擔。這部電影恰好拍成于日本戰敗翌
年，原節子也成爲日本戰後新女性的代表。同年吉村公三郎的
《安城家的舞會》中，原節子再次飾演了沒落貴族洞察世情、開
明識時務的女兒。1947年，《我對青春無悔》被評爲《電影旬報》
年度十佳片第二名，《安城家的舞會》列第一名，原節子被推上
一線大女優的地位。

●小津安二郎讓她成為日本“永遠的女兒”

作爲一個演員，原節子是幸運的。她完整經曆了日本電影
的黃金時代。上世紀50、60年代，她與黑澤明、成濑巳喜男、小津
安二郎都有過合作，受盡他們的贊歎。

但就像黑澤明之于三船敏郎和志村喬，成濑巳喜男之于高
峰秀子，真正挖掘出原節子獨一無二特質的，是小津安二郎。原
節子不是典型的日本美人，她更符合西洋美的標准，眼大、口
大、鼻大。但在小津的鏡頭下，原節子的角色從女兒、兒媳演到
寡母，塑造了一個個溫柔體貼、素雅安靜的日本女性形象。

1949年，原節子和小津安二郎合作了第一部電影《晚春》。

《晚春》中，原節子扮演了一個情願陪伴老父身
旁，終身不嫁的女兒。此後原節子的“永遠的女
兒”和笠智衆的“永遠的父親”，成爲小津安二郎
電影的標配。

小津自己曾說：“我想通過父母與子女的經
曆，去描寫傳統的日本家庭是如何分崩離析的。”
原節子一次次演繹著小津終生沈溺的主題。《東
京物語》是巅峰之作。笠智衆與原節子飾演的兒
媳婦紀子伫立于神社一側，靜靜望向蒼茫的遠
方，幻成觀衆腦海中一道無法抹去的風景。

原節子明豔的容貌與典麗的身影一次次出
現在觀衆的眼前。在戰後的日本步向民主與西化
的急促進程中，她既傳統又現代的美，仿佛這個
國家新舊交替的象征，折射出正在分崩離析的過
去與悲欣交集的再生。

成名之初，原節子的演技飽受批評，被諷爲
“木根”（即演技不佳，在電影中只會睜著兩只美
麗的大眼睛，傻傻的微笑著）。但1951年9月9日，
小津在《朝日藝能新聞》上公開表明：“我認爲她
是日本最好的電影女星。”

小津對原節子的表演贊不絕口。“只要角色
找對了，原節子就是最好的。沒必要讓原節子去
演什麽大嗓婆、保姆、酒館老板娘一類的人物。”

“依我看，她（指原節子）不是誇張的表情，而是用
細微的動作自然表演強烈的喜怒哀樂的類型。換言之，她即使
不大聲呵斥，也能夠表現出極度憤怒的感情。原節子這樣的表
演能夠輕松展現細膩的感情。反而是有些被譽爲‘戲精’的演
員，該怎麽拿捏分量都要我一一說明，實在困擾。”

●原節子的好，分寸如鄧麗君的歌聲一樣

20世紀末，在《電影旬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日本女演員”
的評選中，原節子位列第一；相比于同台競技的田中絹代、高峰
秀子、山田五十鈴等勁敵，這無疑是一份莫大的榮耀。

而對筆者來說，原節子的好，和鄧麗君的歌一樣，都好在同
一處。

專欄作家韓松落曾評價鄧麗君的歌聲：“漸漸明白鄧麗君
的歌好在哪裏，她的歌沒有怨氣，即便唱的是‘證明你一切都是
在騙我’。她不給聽歌人的情緒染色，不讓憂郁的更憂郁，絕望
的更絕望。給別人的情緒染色，是贏得喜愛的快捷方式，在情緒
的深淵邊推人一把，准保讓人一輩子記得你。但她下不了手。到

了一定年紀，終于覺得，這是一種道德。”
原節子也不會在“情緒的深淵推人一把”，她是最溫柔，最

具有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的女性。《東京物語》的結尾，老太婆
的喪禮後，家中的小女兒對兄姐的世故自私看不過眼，她卻能
夠通達平情地理解，說這是人世常情；《娘、妻、母》中，家庭成員
推卸責任的爭端中她看不過眼，一句話沒有說完就沒了下文

“你們…”。
傳統的日本家庭在時代劇變中分崩離析，原節子雖無力挽

回，卻守分盡責。她是變化中唯一的不變。
衆所周知，小津導演在構思腳本時，影片中的角色都是根

據演員的形象來設計的。所以在筆者看來，原節子不過是在演
自己。有的演員演什麽像什麽，有的演員演什麽都像自己。後一
句通常被用來批評自戀、演技差的演員。但這句話放到原節子
身上，是妥帖的贊美。她以自身個性之美征服了觀衆。

董橋說：原節子在他五十年代成長的黑白歲月中，是紙窗
上一枝顫抖的梅影。

別了，千年女優原節子
日本昭和時代女星，演員原節子9月5日因肺炎逝世，享年95歲。她的家人昨日才正式

對外發布這一消息。
全世界的影迷開始和這位傳奇人物做著最後的告別，英國電影協會的Twitter賬號也

發出悼念。
其實，這已經是原節子隱退的第52個年頭了。她在如日中天時息影，半個世紀來幾乎

沒有過半點消息。即使在紀念小津安二郎的電影裏，也不見她的身影。但總有人時不時想起
她，今敏導演的《千年女優》，其中女藝人的演藝生涯部分就是向原節子致敬。

一個消失了這麽久的女演員，為什麽能讓人念念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