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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3月7日在位于香港红磡的世界殡仪馆拍摄的吴孟达遗像。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新华社香港3月14日电 7 日下午，
骤雨初歇，阴天微凉，位于香港红磡的世
界殡仪馆显得更加肃穆。

当日，吴孟达家人和好友在殡仪馆为
他设灵。各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涌来，送这
位不久前去世的香港喜剧演员最后一程。

殡仪馆内外排满了各方送来的悼念
花圈和花篮，周星驰、刘德华等多位演艺
界人士陆续到场，与数百名香港市民共同
为吴孟达送行。

灵堂背景以金黄色为主，两侧放满花
牌。吴孟达遗照被黄白两色的百合花簇
拥着，吴孟达妻子、子女献上的两个心形
花牌摆放在遗照前方。

“达哥是最好的‘下把位’演员（配角）！”

“他是我这么多年的搭档和老友，现
在我无法接受。”吴孟达去世消息一出，周
星驰第一时间表示哀悼。

在吴孟达演出的众多电视剧中，1989
年的《盖世豪侠》和《他来自江湖》开启了
他和周星驰无厘头风格的先河。这对“黄
金组合”之间的“神默契”，也成为无数人
的集体回忆。

2月27日，吴孟达因病在香港仁安医
院离世，连日来引发社会各界悼念和缅
怀。

为此，TVB专门制作了特辑《无可比
拟的演艺泰斗 永远怀念吴孟达》，现场播
放了吴孟达生前多部经典作品的视频，汪
明荃、王晶、曾志伟、田启文等演艺界友人
出席，共同追忆他生前的点滴。

“还记得达哥经常和新人说，表演有
两个重点，一是跟搭档的默契，二是表演
的节奏。”《盖世豪侠》和《他来自江湖》监
制刘家豪表示，达哥和周星驰在《盖世豪
侠》中建立了默契，而在《他来自江湖》中，
二人的表演节奏大放光芒，为人津津乐
道。

吴孟达的很多作品伴随了几代人成

长，他与周星驰的合作更成为许多人心目
中的经典，如《逃学威龙》《大话西游》《少
林足球》等，其中的《少林足球》更是以
6000多万港元打破当时港产片票房纪录。

香港导演王晶与吴孟达的第一次合
作要追溯到1975年的一档综艺节目，当时
吴孟达在节目中生动的演绎，展现了他无
可比拟的喜剧潜质。二人前后共合作完
成了十多部电影。

“达哥是最好的‘下把位’演员（配
角）！”王晶说，达哥能给所有他饰演的小
角色加分，他也肯做一个百分之百好的

“绿叶”，这是最难得的。

“演戏做人，台前幕后，达哥都令人佩服”

吴孟达1952年出生于福建厦门，7岁
随家人迁至香港。1973年投考了第三期
香港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
毕业，正式踏入演艺界。

训练班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一样，
演过不同类型的角色，慢慢磨炼演技。直
到1979年，凭剧集《楚留香》中的“胡铁花”
一角，吴孟达崭露头角。

上世纪80年代起，吴孟达努力钻研演
技，就算戏份不多，也都尽心尽力演好每
一个角色。1984年他在《新扎师兄》中的
表演令观众眼前一亮，但很少有人知道他
曾把剧本看过200多遍。

纵横影视圈近 50 年，吴孟达共出演
100多部电影。他惟妙惟肖的表演，演活了
不少角色，也为自己带来演艺事业的高
峰。就算是再不起眼的小角色，他也都用
心演绎。

“一个好的角色令观众永远都会记得
你，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吴孟达曾
说。他在演艺生涯中，从不界定配角和主
角，二者同样重要。

在影视界，吴孟达以敬业著称，受到
同行尊敬，也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从做学生时，达哥就十分认真。”吴

孟达的同学麦振江说，“他真的很用心，对
一切都有要求，难怪他在演艺界会有这样
的成绩。”

吴孟达在《喜剧之王》中出演的卧底
警察阿毛一角深入人心。执导该片的香
港导演李力持回忆说，达哥当时是临危受
命，原定人选因有急事要辞演，他就匆忙
打电话给达哥。达哥当时正在内地拍戏，
上午赶完“杀青”，下午就坐飞机回香港接
拍夜班。

“当晚给达哥交代工作，那段对白很
长很拗口，加上达哥舟车劳顿，还有一点
发烧，也吃了药。”李力持回忆说，我们建
议他好好休息，明天再拍。达哥却坚持说

“顶得住、顶得住”，这让在场人员既心疼
又敬佩。

吴孟达的专业精神也给曾志伟留下了
深刻印象。曾志伟介绍，达哥拍戏从来不带
剧本，所有对白无论多难，从头到尾都能记
下来，甚至连别人的对白都记得。“无论演戏
还是做人，台前还是幕后，达哥都令大家佩
服。”

“做我们这行，最好能演到七八十
岁。”吴孟达生前表示，只要不僵硬，脑筋
还灵活，体力还可以，就可以演。

回顾吴孟达的一生，他几乎从未在影
片中领衔主演。这位靠演配角而红遍华
人世界的演员，还曾荣获第10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我是中国人”

“和达哥一起吃饭，他永远都抢着买
单。”和吴孟达合作多次的香港演员黄一
山表示，吴孟达给他的印象就像《楚留香》
中“胡铁花”一角，仗义疏财、豪爽大方。

在香港演员杜德伟眼中，吴孟达是一
位“戏王”。“达哥告诉我，以力服人者为
霸，以德服人者为王。”

重情重义、慷慨豁达的吴孟达身怀一
颗赤诚爱国心。在生前最后一条微博上，
他郑重写道：“我是中国人。”拳拳之心触
动亿万网友。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吴孟达第一时
间赶往同属震区的成都，给受灾百姓和救
灾人员加油打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跋山
涉水前往重灾区都江堰。他和一群无家
可归的受灾群众，一起坐在临时收容所的
棚子下谈心聊天，鼓励他们直面灾难，还
自掏腰包偷偷塞钱给重灾户。

此后，吴孟达参加了“让爱延续——
四川大地震大型赈灾义演”活动，现场朗
诵了一首《我们是太阳》，慷慨激昂，鼓舞
人心，充分展现了他的赤子之心。

2021 年 3 月 8 日，一众亲友为吴孟达
举行告别仪式，灵柩随后移往柴湾歌连臣
角火葬场举行火化。这位“金牌绿叶”的
演艺生涯就此落幕。

不抢戏不吵闹，一辈子饰演着配角，
在世间博君一笑后转身离开。这位平凡
却又努力向上的“普通人”，为人们带来欢
笑，更带来安抚心灵的力量。

3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应
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于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
对话。作为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美高层的首
次面对面会谈，有国际媒体预测，此次会晤将“坦率
而艰难”，或将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此次备
受关注的会晤有哪些看点？

看点一：安克雷奇在哪里？
安克雷奇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中南部，是阿拉

斯加州最大的城市，也是一些美国到亚洲航班的中
转站。2017年这座城市的人口为40万人，超过全州
人口的54%，是除了纽约市以外，全美另外一个人口
超过了所在州总人口40%以上的城市。

安克雷奇交通便利，是阿拉斯加州的重要港
口，超过95%的货物从这里进入阿拉斯加州，也是安
克雷奇铁路的汇集地。

此外，安克雷奇位于北极圈航空线路的中心，
连接亚洲、北欧及北美的航线。安克雷奇国际机场
是全球排名第五的货运机场。

安克雷奇属于亚寒带气候，冬季漫长而夏季短
暂，旅游资源丰富，从安克雷奇向南到西沃德的公
路沿海岸线修建，被评为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公路之
一。

看点二：为什么是安克雷奇？
为什么选择安克雷奇作为会晤地点，同样值得

关注。分析认为，这其中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考
量。

就现实层面而言，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考虑，阿
拉斯加州位于北美大陆西北端，不与美国本土相
连，安克雷奇与北京和华盛顿的距离相当。其次在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阿拉斯加州属于全
美疫情控制较好的州。据《纽约时报》报道，阿拉斯
加州16%的人口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这一比例居
全美之首。在阿拉斯加州部分地区，老年人群体的
疫苗接种率已达90%。

就对华往来而言，安克雷奇与中国颇有渊源。
从国家层面来看，2017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回国途中在安克雷奇作技术经
停，会见了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沃克。习近平在会
见中指出，“地方合作是中美关系中最具活力的组
成部分之一。阿拉斯加州和安克雷奇市是中美关
系发展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从地方交流来看，中国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与
安克雷奇是友好城市。哈尔滨在地理上是中国大
陆飞北美距离最近的大城市，距离安克雷奇市5500
公里，两座城市有着 30 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此
外，阿拉斯加也是当年中美开通直航时，因飞行技
术限制中途必须经停加油的一站，就中美交流而
言，意义特殊。

看点三：会晤将涉及哪些议题？
对于此次会晤中将会涉及哪些议题，中美双方

都作出了表述。白宫发言人普萨基11日在记者会
上表示，此次在安克雷奇举行的对话，美方将提到
香港、新疆、经济等方面的挑战和关切、新冠疫情透
明度等议题；双方也会讨论有合作机会的领域。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也在记者会上强调，此
次对话的具体议题有待双方商定，希望双方能够就
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对话，中方也将在此次对话中
表明立场。双方应该准确把握彼此政策意图，增进
相互了解，管控分歧问题，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作为拜登政府任内中美高层首次会面对话，结
合中美关系的现状，在当前时间点上，此次讨论的
议题或更具有开放性，而这场对话也为双方阐明立
场，表达关切提供了可能。

看点四：对中美关系影响几何？
作为中美两国元首除夕通话之后的落实行动，

两国高层外交主管官员展开面对面交流，可谓双方
在重建中美关系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路透
社评论称，这场对话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
体正在努力处理双方在特朗普任期内跌至“冰点”
的关系。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布林肯10日也指
出，此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双方将就关切问题“坦率表态”，并探讨中美间是否
有合作的空间。

虽然一次对话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展开对话
即是一个重要开端。通过对话增加相互了解、探索
重建对话机制来管控分歧，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关系的历史证明，只要相向而行，付出努力，两
国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化解矛盾分歧，通过合作扩大
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人民是有智慧、有能力的，双
方还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地进行对话沟通。希
望中美有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即便一时达不成
共识，也可以交换意见、增信释疑，这有利于管控和
化解分歧。 据中新社

中美高层安克雷奇会晤四大看点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刘芳
洲）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随着有关部门
严厉打击“知名医院被冒牌”现象，有些

“山寨协和医院”被摘牌后玩起了“谐音
梗”，悄然更名为“谐和医院”。天眼查数
据显示，相关企业信息已有上百条。魔高
一尺，道高一丈，对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
应继续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足以引人误认为
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
混淆行为”。个别医疗机构摘下“山寨协
和”的帽子，换上“谐和医院”的牌子，玩这
种容易让人混淆的“谐音梗”，本质上仍是
在“傍名牌”。

用“谐音梗”规避监管，继续骗钱骗
保、无资质行医、大肆销售相关产品，这种
新动向值得警惕。必须追问：“协和”变

“谐和”，如何顺利通过更名手续？现行政
策是否给此类机构留了空子？离了“名
牌”傍身，民办医疗机构是否全无竞争力
和生存空间？

今年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依照《广告法》《医疗
广告管理办法》，强化医疗广告监管执法，
打击医疗机构擅自使用“协和”等知名医
院名称标识，或利用违规名称发布虚假广
告、欺骗或诱导患者、夸大病情或疗效的
问题。从实际效果看，治理行动取得了初
步成效，但需巩固、进一步加大力度。

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医疗广告监
管执法、提高登记准入门槛，督促医疗机
构消除侥幸心理，诚信经营。对于医疗机
构冒用知名医院名称，或利用违规名称发
布虚假广告、欺骗患者、夸大病情或疗效
的行为，要加大打击和惩罚力度，形成震
慑作用。在阶段性的整治工作完成后，还
要适时开展“回头看”，避免“一阵风”。

另一方面，对民办医疗机构来说，需
明确其吸引患者的根本是医疗水平、资源
以及为患者提供周到而专业的服务，“请
假名医”“傍名牌”等投机行为只会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建设健康中国需要强有
力的制度保障，也需要从业者的自觉意识
与医者仁心。

“山寨协和”摘牌变“谐和”，玩个“谐音梗”就能规避监管？

““金牌绿叶金牌绿叶””吴孟达吴孟达：：戏演小角色戏演小角色，，做人大情怀做人大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