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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霖

想當導演
卻沒時間

坐落在澳門的十月初五街，記錄了澳門每一
個值得被紀念的日子；也見證了一對普通男女的
聚散離合。取景於此的電視劇《十月初五的月光》
，
成了一些人年少時光的回憶，成了一些人青蔥歲
月的陪伴。你是否也盼望過遇見自己的“初哥哥”
或
“祝君好”
呢？
2000 年開播後，
《十月初五》迅速占據了千家
萬戶的熒屏。並最終問鼎了當年 TVB 的收視冠軍。
男女主人公“文初”和“君好”也成為了那一年最受
觀衆喜愛的“熒幕拍檔”
。 如今十五年後再相聚，
都已年過 40 的“文初”和“君好”又會碰撞出怎樣
的火花呢？今日（20 日）
《十月初五的月光》電影版
上映，主演張智霖、佘詩曼做客網易娛樂聊起了影
片的台前幕後。在張智霖看來 15 年後的再聚，不需
要刻意的默契，這部電影版雖然會勾起很多回憶，
但不會是懷舊主題，是當下的故事。佘詩曼也現場
大爆料，稱張智霖曾是一個愛玩的人，當年片場曾
將蟑螂扔進自己的衣服裏。近年來演員轉型導演
的風潮正勁，張智霖也表示已經收到了導演邀約，
自己也非常想轉型導演，只是自己負擔不起那麽
久的時間成本。

十五年 默契成了一
種不必言說的流露
記者：最近因為這部劇
的重拍，很多粉絲都非常興
奮，兩位在宣傳現場有沒有
感受到大家的熱情呢？
張智霖：我們到過很多
不同的地方，新加坡、馬來西
亞，在內地也去了很多很多
不同的點，我們非常感謝所
有粉絲對我們的支持，他們
的熱情我們都收到了。
記者：兩位再次合作有
沒有感覺比之前更加默契
了，有沒有什麽更加不一樣
的感受和我們分享一下？
張智霖：當然不一樣，隔
了那麽多年，15 年了吧，15 年
前佘詩曼還是一個新人吧。
應 該（是 她）第 三 部 的 電 視
劇，現在她已經有很多經驗，
所以我們現在常常可以分享
很多不同的體驗了。
記者：所以默契度應該

更加融合吧？
張智霖：我們不是故意
需要什麽默契，可是我們看
首映的時候，看見有很多小
小的、很輕微的一些……那
種火花不是故意弄出來的，
怎麽說呢，也不是刻意的東
西，可就是很自然流露出來。
記者：感受到了，火花四
濺。這次我們是原班人馬再
次聚集，是不是比較困難啊？
張智霖：怎麽說呢，對我
們來說當然沒什麽困難，可
是制作單位當然有他們需要
做的事情。

包容與忍耐 是愛情
與親情的保鮮劑
記者：這部電影給我們
傳達的，我們更多感受到的
是，陪伴是愛情最真摯的存
在，這也是兩位對於愛情和
婚姻的看法嗎？
張智霖：當然，我們這個
電影的中心思想，陪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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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但陪伴不單是愛
佘詩曼：在工作上我是
情的元素，也是親情一個很
感性的人，在自己本身我是
重要的元素。就是說，如果你
理性的人。
的家人有事情發生，我覺得
張智霖：我都是，我剛剛
家人的扶持是很重要的，陪
也想了這個，因爲在拍戲的
伴，讓時間爲她療傷，這是最
時候，或者是唱歌，都需要很
重要的。
感興才能投入自己的情感在
記者：所以愛情，包括親
裏面，讓觀衆有共鳴嘛，可是
情，中間這麽長的一段感情， 在管理自己的生活方面，當
肯定會有一些磕磕絆絆和爭
然要理性一點，不能太任性
吵，兩位覺得怎樣給感情保
吧。
鮮呢？有沒有一些訣竅和我
佘詩曼：期待一個”
們分享？
一見他就笑”
的男生
佘詩曼：包容。
張智霖：忍耐。
記者：大家可以繼續期
記者：彼此包容忍耐。這
待一下演唱會。我們再問君
一點我想很多人在氣頭上， 好一個問題，是粉絲想問一
比如吵架了，就很難控制自
下你的戀愛觀，因為初哥哥
己的情緒吧？
這種性格真的是非常溫柔，
張智霖：我自己的經驗
貼心陪伴，現實生活中你也
就是，就吵吧（笑）
。比方你說
會喜歡像初哥哥這樣性格的
感情也好，兩個人的關系，在
男生嗎？
一起也好，它不能只有甜蜜
佘詩曼：專一非常好啊，
的成分在裏面，必須要有甜
我覺得，第一點，初哥哥也非
有苦有酸有辣，什麽都有，這
常貼心啊，是犧牲型嘛。
樣子才是真正的兩個人在一
張智霖：什麽？
起的真谛吧。
佘詩曼：犧牲。
記者：如果碰到了爭吵，
記者：爲別人犧牲，很愛
覺得冷戰這種方式其實不
奉獻的性格。
好，還是要促膝長談，把矛盾
張智霖：她還是喜歡比
化解開吧。
較浪漫。
張智霖：我相信最重要
佘詩曼：踏實一點吧。
的就是自己的心態一定要很
記者：花心的不要。
明白，其實每一段關系都會
佘詩曼：有一點點浪漫
有終結的一天，不管是親密
就好了。
愛人也好，或是仇人也好，你
記者：稍微木讷一點可
們也不會永遠在一起的，所
能是性格好的一種展現吧，
以我覺得珍惜是很重要的， 因爲我比較木讷，我不會對
當你知道我們很快會完結， 別的女孩子花心，我唯一的
那就好好地珍惜跟每一個人
浪漫只能給你，所以說……
的關系。
是我表達不是特別好是嗎？
記者：因為我們的主旨
張智霖：沒有，很好啊，
還是圍繞著愛情，所以想問
雖然我不知道你說什麽
兩位是浪漫的人嗎？因為浪 （笑）
。
漫是愛情中或不可缺的因素
記者：我覺得你會喜歡
嘛。
這樣性格的男孩。
佘詩曼：浪漫肯定有的，
張智霖：喜歡比較木讷
因爲維持兩個人的關系，有
一點，可是只爲你奉獻。
一點點的浪漫也是必須的。
記 者：木 訥，浪 漫 不 太
記者：會不會需要一個
多，可是只對你好的性格。
比你更浪漫的人陪伴在你身
佘詩曼：不知道，到時候
邊？
才知道。
佘詩曼：那最好了。
記者：期待一個完全完
記者：可能是兩個人的
美的形象嗎？
默契度讓浪漫的累加度比較
佘詩曼：沒有沒有，跟他
吻合，其實才能更好地處理
一起開心，看見他就微笑的
一段關系。兩位覺得自己是
一個男生就好。
感性的人還是理性的人呢？

乙型肝炎知識問答
獵豹移動攜手雪豹科技，於矽谷舉辦Connect
2016大會
美國紐交所上市公司獵豹移動Cheet
ah Mobi
l
e（NYSE: CMCM）將於明年1月14日在舊金山舉辦「
CONNECT:Cr
ossPaci
f
i
cMobi
l
eI
nt
er
netConf
er
ence(
Connect2016)
」，延續2015年在台北舉辦的
兩岸移動互聯網大會（Cr
ossSt
r
ai
tMobi
l
eI
nt
er
netConf
er
ence,CSMI
C），今年獵豹移動轉戰矽谷，
深度探討大數據、移動互聯網和創新環境三大議題。做為獵豹移動重要夥伴，台灣雪豹科技也持續與獵
豹攜手合作，連結中、美、台移動互聯網勢力，邀請華碩技術長陳學群、玩美移動董事長兼總經理張華
禎、台灣新創競技場執行長黃蕙雯等台灣重要產業人士，與全球頂尖專家同台剖析未來趨勢。
獵 豹 移 動 成 立 五 年 以 來 ， 迅 速 攻 占 全 球 市 場 ， 成 為 Androi
d最 大 工 具 類 開 發 商 ， 總 下 載 量 僅 次 於
Facebook。做為中國第一家成功出海的移動互聯網公司，獵豹以美國市場做為全球化策略下最重要的
目標，除了積極於美國招募優秀人才，和Facebook、Yahoo等企業深度合作，更欲進一步連結美國和
中國的成功經驗及互聯網思維。
台灣雪豹科技成立於2014年，立志成為台灣領先的移動互聯網公司，做為獵豹移動台灣重要合作夥伴
年，立志成為台灣領先的移動互聯網公司，做為獵豹移動台灣重要合作夥
，雪豹科技在短短一年半迅速累積全球化App的研發、行銷經驗，希望帶領台灣優秀人才走向國際舞台
。現在雪豹科技已經是獵豹移動全球化策略的重要合作夥伴，攜手聯結兩岸和美國的移動互聯網產業經
驗。於美國舊金山舉辦的Connect
2016大會，將邀請中國、美國、台灣等各界互聯網產業代表人物，除
了雷軍、傅盛，包括Facebook移動科技策略全球副總監Jane Schacht
el
、英國牛津大學互聯網治理教
授Vi
kt
or Mayer
Schoenber
ger
、Yahoo 全球夥伴關係副總裁Souj
anya Bhumkar
、Yandex 副總裁
Juggs Raval
i
a、Yahoo 搜尋產品管理副總裁Andr
e Vani
er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移動創新科技教授
St
uar
tEvans、500Mobi
l
eCol
l
ect
i
veFund合夥人Edi
t
hYeung，都將出席Connect2016，分享他們
對於大數據、移動互聯網和創新事業的各種觀察。獵豹移動認為，互聯網的出現連結了人與人、國與國
，甚至不同的文化與時代，都透過網路互聯，創造出更大的文化價值、商業模式，這樣的連結不斷帶來
新機會，更一步步改變世界。各種創新應用服務都在互聯網和大數據的加持下出現，替人類創造更便利
的生活。獵豹移動執行長傅盛的主題演講將闡述，正在高速成長的全球移動用戶和大數據技術，將如何
改變你我的生活，並和其他大數據專家一同剖析大數據的未來趨勢。傅盛認為，中國和美國將成為互聯
網產業發展的兩極，兩地都孕育出許多偉大的互聯網企業，但此兩地的互聯網發展、文化究竟有何不同
？又有甚麼能互補之處？眾星雲集的Connect2016將在矽谷帶來業界最前瞻的趨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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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什麼是乙型肝炎？
答：乙型肝炎是一種可以感染和傷害人的
肝臟的病毒。一些接觸了乙肝病毒的人無
法對抗感染，從而終身帶有乙肝病毒。這
些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並且隨著時間的
推移，有著發展成嚴重肝病包括肝硬化和
肝癌的風險。事實上，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感染是世界上引致肝癌的首要原因。
問：乙型肝炎有多常見？
答：乙型肝炎病毒在世界各地非常常見。
地球上每 3 個人中就有 1 個已經在其生命的
某個時刻接觸到乙肝病毒。一些人能夠清
除病毒，但對於有些人，乙肝病毒依然存
在並導致慢性乙型肝炎或終身感染。全球
約 2.5 億人感染慢性乙型肝炎，每年近 70
萬人死於與乙肝相關的肝臟疾病。
問：為什麼乙型肝炎對亞太裔的影響遠超
過其他族群？
答：乙型肝炎病毒已經感染人類有千百年
的歷史，在世界某些地區，包括亞洲，太
平洋島嶼和非洲較為常見。在這些地區，
高達 10-20％的人會感染乙肝病毒。在美
國，出生在海外具有高感染率的國家的人
們（及其子女）被傳染的風險更高。這也
是為什麼在美國的每 12 個亞太裔就有 1 個
感染乙肝病毒，比其他人群的感染率要高
出很多。由於乙肝的感染，亞太裔患有肝
癌的機率也相對很高－ 比白種人高出十倍
。不幸的是，肝癌是非常嚴重的疾病，大
多數人被確診後都壽命有限。

問：我還可以做
些什麼來保護我
的肝臟？
答：醫生可以幫
助你決定飲食和
避免哪些藥物或
草藥補充劑，因
為有些藥物或草
藥補充劑可能會
對你的肝臟造成
更多的傷害。民
眾需要了解目前
乙型肝炎無法被
治愈，也沒有草藥補充劑可以將病毒從身
體清除。但是藥物治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以幫助不幸感染了乙型肝炎的民眾依然
擁有長久並健康的生活！
問：乙型肝炎是如何傳播的？
答：乙型肝炎是通過直接接觸受感染的血
液和其他體液而傳播。乙型肝炎可以通過
無保護的性接觸和未消毒的針頭從一個人
傳給另一個，或者在分娩過程中從從母親
傳給嬰兒（由於血液的交換）。乙型肝炎
可以通過分享可能帶有乙型肝炎患者血液
的任何個人物品而傳播。這包括醫療設備
，例如糖尿病顯示器，可能含有血液的家
居用品，或耳環。乙型肝炎並不是遺傳
（繼承）病，不會以家族的方式傳播。

問：為什麼乙型肝炎測試對於亞太裔很重
要？
答：進行乙肝測試可以挽救生命！大多數
人感染了慢性乙型肝炎病毒的人都沒有症
狀，即使病毒可能已經默默地損壞肝臟很
多年。

問：生活環節中哪些不會傳播乙型肝炎？
答：乙型肝炎不能通過偶然接觸或者唾液
傳播。如果你的居所有乙型肝炎患者，和
他們共享食物和用同一個碗吃飯，以及讓
他們准備食物都是安全的。擁抱，咳嗽，
打噴嚏和接吻也不會傳播病毒。患有乙型
肝炎的人不必使用單獨的餐具，或者隔離
居住。

問：是否有治療乙型肝炎的方法？
答：如果一個人患有乙型肝炎，那麼他非
常需要知道自己被感染，因為治療和改變
生活方式可以幫助減緩或阻止肝損害和肝
癌。一旦醫生知道你有乙肝，他們可以監
測你的肝臟健康，並且評估何時以及是否
需要藥物治療。這些藥物可以幫助阻止病
毒在你的身體裡擴散。

問：乙型肝炎可以預防嗎？
答：好消息是現在有一種安全有效的疫苗
可以幫助人們預防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
不幸的是，許多人在疫苗廣泛使用之前已
經受到感染。該疫苗在世界許多國家通常
在所有嬰兒出生的時候就注射。和乙型肝
炎患者一起生活的人們也應該去注射疫苗
從而防止病毒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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