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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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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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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North Korea Launches A Missile Over Japan
On Tuesday That Fell Into The Pacific Ocean

Global Outcry After North
Korea’s Latest Missile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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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NEWS & REVIEW

President Trump said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has signaled its contempt for its 
neighbors.
TOKYO, Japan - On Tuesday, North Korea 
caused outrage and fear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yet another missile launch.
The unidentified missile, fired just before 6 a.m., 
flew over Erimomisaki, on the northern island 
of Hokkaido, and broke into three pieces before 
falling into the Pacific Ocean, about 1,180 kilo-
meters (733 miles) off the Japanese coast.
Japan’s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said at an emergency press conference that the 
missile was in flight for about 15 minutes.
Suga added, “There is no immediate report of 
the fallen objects and no damage to the ships and 
aircraft.”

Japan Outraged
Tuesday’s launch managed to shock Japan the 
most a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North Korea has 
successfully fired a ballistic missile directly over 
Japan even though various stages of launch ve-
hicles have overflown Japan during Pyongang’s 
attempts to launch satellites into space in 1998, 
2009, 2012, and 2016.
This was also the fourth missile North Korea has 
fired in four days.

On Friday, Pyongyang tested three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from Kangwon province that 
landed in water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one of 
which failed.
The missile launch on Tuesday set off warning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urging people 
to seek shelter.
Tuesday’s missile was launched near the capital 
of Pyongyang, in a move that experts are calling 
rare and “highly provocative.”
According to experts, the test shows the mobili-
ty of North Korea’s arsenal, and may have been 
intended to deliver a message that pre-emptive 
U.S. strikes on missile launch facilities could 
land uncomfortably close to civilians.
Denouncing the launc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aid it represented a “most serious 
and grave” threat.
Abe called the launch a “unprecedented serious 
and grave threat to Japan” that “significantly un-
dermines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region.”
The Japanese leader added later on Tuesday that 
he spoke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or 
40 minutes.
Adding, “Japan and the U.S. completely agreed 
that an emergency meeting a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hould be held immediately and increase 
the pressure towards North Korea.”
Abe added that Trump had reiter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Japan 100 perce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lef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igh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called the missile a most serious 
and grave threat.

According to Joshua Pollack, a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
liferation Studies, the missile flying over Japa-
nese territory wasn’t necessarily intended as a 
threat to Japan.
Pollack explained, “If they’re going to launch to 
a distance they’ve got to go over somebody. It 
looks to me like a risk reduction measure, they 
want to reduce the populated areas they fly over 
just in case anything goes wrong.”
Meanwhile, Japanes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aro Kono said in a statement, “We will make a 
firm response. The United States made clear both 
in written and spoken statements that President 
Trump had instructed to put all options on the 
table regarding North Korea, and I highly value 
that stance.”
Japanes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told reporters this launch “could endanger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e added, “It is also very dangerous and prob-
lematic in terms of the traffic safety of planes and 
ships.”
Early on Tuesday, Trump warned that “all op-
tions are on the table.”
In a statement, the American president, who re-
cently exchange a war of words with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said, “Threatening and destabiliz-
ing actions only increase the North Korean re-
gime’s isolation in the region and among all na-
tions of the world.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He added, “The world has received North Ko-
rea’s latest message loud and clear. This regime 
has signaled its contempt for its neighbors, for 
all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for min-
imum standards of acceptable international be-
havior.”
Meanwhile, the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said, “enough is enough.”
The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
ki Haley said that no country should have mis-
siles flying over it.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She said, “Something serious has to happen” 
over North Korea’s viol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he ambassador further added that she hoped 
China and Russia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U.S. 
over North Korea.
So far, Trump’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pursuing 
what it calls a strategy of “peaceful pressure”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weapons programs.
With the current strategy, the U.S. is aiming at 
applying enough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
sure on Pyongyang in order to push the reclusive 
nuclear natio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 launches come a week after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Trump hinted that the 
strategy appeared to be working.
On Wednesday, at a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in 
Washington, Tillerson said the brief respite in the 
missile launches may have been an example of 
North Korea demonstrating restraint.
However, Adam Mount, a senior fellow at the 
Washington-based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arned, “If Trump and Tillerson believed North 
Korea backed down, they were sorely mistaken. 
They’re not going to volunteer to do this (give up 
their weapons). Ever. It’s a matter of bargaining.   
And North Korea has signal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the price is really high.”

The most threatened - South Korea 
responds aggressively
Post the launch, in a statement, South Korea’s 
Foreign Ministry condemned the North Korean 
launch as “yet another provocation despite grave 
messages of warning.”
The statement said,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needs to realize that denuclearization is the only 
true path to securing its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eds to come to the path for 
nuclearization dialogue instead of conducting its 
reckless provocation.”

Yoon Young-chan, head of South Ko-
rea’s Presidential Public Affairs Office 
Further, in response to the missile launch by 
Pyongyang, South Korea conducted a bombing 
drill at 9:30 a.m. local time with an official with 
the country’s Defense Ministry saying the drill 
was aimed at testing its “capability to destroy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in cases of emergency.
Addressing reporters, Yoon Young-chan, the 
head of South Korea’s Presidential Public Affairs 
Office said that four F-15K fighter jets dropped 
eight one-ton MK-84 bombs at a shooting range.
He added that the operation was meant “to show-
case a strong punishment capability against the 
North.”
Further,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
man Cho June-hyuck said, “We are fully ready 
to counter any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and will 
make unwavering efforts to protect the lives of 
our people and the security of our nation.”

What about North Korea’s only real 
ally - China?

Responding to the provocative threat, China, 
which has faced pressure from the U.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year, to reign in its defiant neighbor 
and ally, called for restraint from relevant parties 
on Tuesday.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in a statement, “China urges the 
relevant parties not to take actions that would 
provoke one another and escalate tensions in the 
region.”

Global outrage spreads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slammed the missile launch on Tuesday.
Guterres called on Pyongyang to comply with in-
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work toward reopen-
ing communications.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A spokeswoman for Guterres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launch undermines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efforts to create space for dialogue.”
Germany too condemned the missile test, with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Sigmar Gabriel 
saying Germany backs U.S. efforts to persuade 
Pyongyang to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On Tuesday, Gabriel was due to meet U.S. Secre-
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in Washington.
He said he was dismayed by North Korea’s “bru-
tal” violation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country’s foreign 
ministry, he said,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all the 
more necessary that the world community rig-
orously implement existing sanctions aimed at 
convincing North Korea to halt its illegal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Chinese Company To 
Develop Supersonic 

HyperFlight Train Capable 
Of 4,000 km/h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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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卡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工卡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在美國工作需要有工作許

可。大家常有這樣的疑問，勞
工部已經批准了我的工卡，我
可以合法工作了嗎？我有工卡
號碼，是否就可以在美國合法
工作？我剛下飛機，可以申請
工卡嗎？

什麼是工卡？什麼樣的工
卡可以讓外籍人士合法工作？
希望本文可以給讀者一個解答
。

大家談論的工卡有三種類
型，第一類是移民局頒發的工
作許可卡, employment authori-
zation card, 又稱EAD卡。卡上
有申請人的照片和指紋。最常
見的符合條件申請工作許可卡
的人士包括：I-485 遞交之後
，基於調整身份所申請的工卡
；Ｅ，Ｌ，Ｊ簽證持有人的家
屬，難民和政治庇護獲准人士
（又稱A5卡），學生畢業後的
實習期。有了工作許可卡後,即
可在美國合法工作，也可以申
請社會安全卡。

第二類是社會安全卡，so-
cial security card. 是由社會安全
局頒發的，卡上有一個九位數
的號碼和申請人的名字。與工
作許可卡的區別是卡上沒有照
片和指紋。這個號碼終身有效
，不因申請人的移民身份而改
變，在報稅時需要提供。有了
移民局頒發的工作許可卡就可
以申請社會安全卡，但是有社
會安全卡並不意味著就可以在
美國合法工作。例如，在早期
，持有商務簽證的人也可以申
請社會安全卡，但是持有商務
簽證的人不可以在美國合法工
作。目前申請社會安全卡需要
提供護照以及在美國可以合法
工作的證明文件，如工卡，有
時社會安全局要求申請人提供
出生公證。

第 三 類 是 勞 工 卡 ， labor
certification。勞工卡是勞工部
頒發的，通常是職業移民的第
一個步驟。是第二優先（國家
利益豁免除外）和第三優先職
業移民申請人的必經之路。勞
工卡是美國為防止外國勞工衝
擊美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的移
民程序。根據美國移民法，勞

工部在審批每一件勞工卡申請
時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
工卡申請時，沒有合格的美國
工人存在、願意並且能夠從事
雇主為外國申請人提供的工作
；2、僱傭該申請人不會對從事
類似工作的美國勞工的工資條
件造成負面影響。

3、雇主支付外籍工作人員
的工資不得低於勞工部規定的
薪資標準。勞工卡批准之後，
才可以進行下面的職業移民申
請。勞工卡的取得併不直接使
得申請人可以合法工作。只有
在I-140和I-485已經遞交，並
取得工作許可卡之後，才可以
合法工作。

最新移民消息
1. 川普總統8月2日週三發

表正式聲明，支持由阿肯色州
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和
喬治亞州參議員普度（David
Perdue）提出的“加強就業改
革美國移民”法案，Reform-
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簡 稱
RAISE。 ）其主要條款如下：
為了減少低技能移民與美國勞
工搶飯碗，該法案提出將美國
合法移民名額在十年內刪減一
半，由每年 100 萬人減為50 萬
人。取消兄弟姐妹和成年子女
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子女申
請父母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
綠卡抽籤計劃。採取類似加拿
大和澳大利亞的“積分制”，
注重申請人的語言能力、教育
程度、工作技能、年齡、經濟
實力、過往成就及創業主動性
來考慮綠卡申請。

2. 美國移民局於 7 月 24 日
宣布，恢復部分 H-1B 加急處
理服務。此次恢復加急處理服
務的 H-1B 申請要求雇主屬於
「高等教育機構」、 「非營利

研究機構」、 「政府單位的研
究機構」或其附屬機構。移民
局3月3日表示，因H-1B案件
積壓嚴重，移民局將於4月3日
起，暫停加急服務。加急服務
可能暫停 6 個月左右。這意味
著今年所有新的 H-1B 簽證都
不能使用加急程序。而延期或
者換雇主，從4月3日起也不能

申請加急服務。
3. 美國移民局 USCIS 7 月

19日宣布，凡在申請2018財政
年度 H-1B 的申請人中，未被
計算機系統抽中者，移民局已
將其申請文件全部退還完畢，
並在今年5月3日完成了所有被
抽中 H-1B 申請人的數據錄入
工作。如果您已在今年 4 月 3
日-4 月 7 日期間進行了 H-1B
申請遞件，但在7月31日之前,
即未收到來自移民局幸運抽中
的通知信（Receipt Notice）、
或也未收到未抽中的申請退還
文件包(returned petition)，請聯
繫為您辦理申請 H-1B 的律師
，或查詢移民局網站，了解您
的H-1B申請進展。

4. 旨在鼓勵外國企業家來
美創業的 EB-6 政策被推遲到
明年三月執行，並且很可能被
撤銷。根據2016年8月25日的
版本，符合資格的企業家可獲
得兩年的合法停留，且如果公
司運營良好，可再延長三年。
具體要求為：佔有初創企業至
少 15%的股份，並積極參與企
業的運營， 企業是過去三年以
內在美國創立的，而且 能證明
其企業在就業創造和商業發展
方面的潛力。可通過以下幾點
來證明其潛力：1. 企業獲得了
至少$345,000 來自合格的美國
投資者的投資，該投資者要有
投資成功的先例；2.獲得來自
聯邦、州、或本地政府至少
$100,000 的獎勵或者撥款；或
者3. 以上兩點滿足一點或者兩
點，並且其它任何可以證明該
初創企業能夠快速發展和就業
創造潛力的其它可靠證據。然
而新政府認為，此政策會剝奪
美國公民的就業機會，因此建
議推遲甚至撤銷該政策。原文
鏈接為：https://www.federal-
register.gov/documents/2017/
07/11/2017-14619/internation-
al-entrepreneur- rule-delay-
of-effective- date

5. 美國親屬移民收緊，移
民表格全面改版。日前，美國
移民局針對親屬移民申請出台
了新政，對親屬移民申請流程
中的表格I-130和I-485進行了

全面更新改版。對比新舊兩版
I-130表格，頁數從2頁增加到
12 頁。而新版的 I-485 表格，
頁數從6頁增加到18頁。這一
政策主要為了打擊“假結婚”
等非法移民美國的行為。為了
打擊“假結婚”等移民美國的
詐欺行為，美國移民局由新
I-130A表格取代原有的G-325
表格。

並明確規定，如果申請人
是通過與公民或綠卡持有者結
婚獲得的美國綠卡，那麼將不
具備為新配偶申請配偶綠卡的
資格，除非滿足以下例外情況
之一：已成為美國公民；已持
有綠卡至少五年； 能提供充足
的證據，證明令其獲得配偶綠
卡的上一段婚姻真實；4. 婚姻
是因為喪偶而終止。

6. 移民局本月不接受快表
排期.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
始啟用了雙表排期。申請人可
以按照較快的排期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遞交I-485調
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排
期 表 (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取得綠卡。但是由於
最近名額緊張，移民局明確表
示，即使國務院依舊實行雙表
排期，但是移民局不接受快表
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照慢表
接受申請。

7. 移民局於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在官網正式宣布，已
經收到超過 65,000 個 H-1B 常
規名額和 20,000 個留給在美國
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H-1B 申請。換句話說，今年
H-1B 申請的名額已被全部用
完。移民局會先抽取留給在美
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兩萬個名額，沒有被抽中的在
美國獲得碩士或以上學位的申
請將會被放到常規申請中，繼
續參與第二次抽籤。移民局將
拒絕那些沒有被抽中的申請，
並退回申請費和所有申請材料
，並會附上一封解釋信。

8. 4 月 3 日.移民局在官網
上宣布，將嚴格採取措施來打
擊 H-1B 簽證的欺詐行為。移
民局特別設立舉報電子郵箱，
鼓勵美國勞工和 H-1B 簽證持

有人舉報可能存在的 H-1B 欺
詐行為。此外，移民局還宣布
，將加強其對 H-1B 申請的實
地 核 查 。 重 點 將 針 對 僱 傭
H-1B 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
工作地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
H-1B。

9. 3 月 31 日，移民局取消
了 計 算 機 程 序 員 （Computer
Programmer）的 H-1B 申請資
格。移民局表示，計算機程序
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
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
專業的申請人申請 H-1B 工作
簽證設立更高門檻。新總統在
競選期間就對 H-1B 工作簽證
的現狀頗有微詞，上任 100 天
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
這還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
H-1B 工作簽證的難度估計會
越來越高。

10. 移民於 12 月 23 日大幅
調漲申請費。綠卡延期的申請
費（I-90）從$365 漲到$455，
另加指紋費。 H-1B， H-2B
， L-1，E, TN， O， P?等工
作簽證申請費從$325 漲到$460
。親屬移民(I-130)申請費從
$420 調到$535。遞交調整身份
之後的回美證（I-131）申請費
也從$360 調到每份申請$575。
職業(勞工)移民申請(I-140)申
請費從$580 調到每份申請$700
。 申 請 綠 卡 調 整 身 份 申 請
(I-485)的申請費從$985漲到每
份申請$1140(不包括指紋費)。
拿到婚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
正式綠卡，申請費則從$505漲
到595(不包括指紋費)。工作許
可申請從每份申請$380 漲到
$410。指紋費$85不變。公民入
籍的申請費由$595 漲到$640
（不包括指紋費)。投資移民申
請費 I-526 從$1500 漲到$3675
。投資移民臨時綠卡轉成正式
綠卡，I-829申請費$3750不變
。投資移民區域中心 I-924 申
請費從$6230 調漲到$17,795。
移民局還提出一項新的收費，
將I-924A的投資移民區域中心
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移民申
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是2010年
11月。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

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
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
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
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amp;鄢
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
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
，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
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
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
第四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 下 午 5 點) 在 電 台 調 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
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
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
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
蘇力&amp;鄢旎律師事務所精
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
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
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
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
委託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
翻 譯 ， 遺 囑 等 業 務 。 蘇 力
&amp;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
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
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 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
節目可在該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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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更新片場花絮舊照曝光
網友：偶像包袱絕緣體

林更新壹組舊照曝光

，讓大家哭笑不得。照片

中，林更新都是古裝造型

，留著長發，或開著小車

神采飛揚，或翹著二郎腿

中二氣質盡顯。曝光照片

的網友表示：“看林更新

的舊照，發現偶像包袱對

他來說，真的就是絕緣體

吧？有個小車就開心得像

個傻子似的”。

網友們紛紛留言說：

“天惹，簡直沒法看啊餵

”“這真的是林更新嗎”

“天！林更新真的太能折

騰了”！

世紀同臺幻滅！
蔡依林上海快閃似避開周董夫婦

據報道，周傑倫、昆淩和蔡依林七夕情人

節在上海東方體育中心出席某活動，雙J分手

多年，互動仍引起高度關註，加上此次又有昆

淩，事前外界曾猜想三人可能上演世紀同臺畫

面，不過蔡依林表演完後便火速閃離，被指疑

刻意閃躲周董夫妻，同臺於是破局。

據悉，主辦單位這次大手筆邀來蔡依林、

周傑倫及五月天等大咖齊聚上海，昆淩則是和

奧蘭多布魯宣傳電影《極致追擊：龍鳳劫》，

事前傑威爾曾表示周董夫婦本就是各自受邀參

加活動，不會有同臺情況，不過昆淩之前在臺

出席活動時，被問到若屆時遇到蔡依林會如何

反應，她則落落大方說：“不會尷尬，會好好

打招呼。”可惜三人最終同場未同臺。

當天，蔡依林綁麻花辮、畫上煙燻妝、身著紅

黑格子花呢外套和連身裙，搭配漆上靴，在舞

臺上熱力四射，跳舞時還不時性感出擊。只是

她表演完後火速離開，完全無機會和周董夫婦

在臺上交流。而周傑倫穿白色點綴造型西裝上

臺，獻唱《告白氣球》，昆淩則穿銀色晚禮服

與奧蘭多布魯壹同現身。

林心如張本渝素顏合影林心如張本渝素顏合影
兩人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兩人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30日晚，張本渝在微博上曬出與

林心如的素顏合照並大贊林心如是

“家庭和工作都做得那麽好的優秀制

作人”。

照片中林心如與張本渝素顏出鏡，

深情相擁臉貼臉合照，少女心十足，

看得出二人的關系非常好。

隨後林心如也轉發了張本渝的微

博，配文“謝謝本渝，是多深的緣分

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還能認識

，甚至壹起工作。每次合作都是那麽

愉快，只可惜時間真的太短了，妳好

好去演出妳的巡回舞臺劇，等妳回來

我們再聚。”

蔡依林三餐吃澱粉體重維持41公斤

公開菜單5關鍵
女神蔡依林保持著好身材，從壹開始嘗試各

種偏激法減肥，到最後調整出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走過不少冤枉路，才讓體重始終保持在41公斤

，單靠運動還不夠，“我不會讓自己饑餓，壹定

會吃到含有健康蛋白質的肉類，正確蛋白質搭配

適量澱粉”，如此壹來，運動才會有加倍效果。

據臺灣媒體報道，蔡依林表示壹定要吃早餐

，常因為在工作上求好心切的關系，容易想太多

而失眠、上火，隔天上工精神難免不好，這個時

候更應該要吃早餐，如果真的很累的話，會加喝

雞精補補身子。其次，蔡依林透露3餐壹定都會

攝取澱粉、青菜、肉類，因為這3種營養是維持

身體代謝的基礎能量，雖然餐餐都可進食澱粉類

，但1個拳頭量就足夠，晚上可以減少壹點份量

，盡量在晚上7點前吃完

。至於健康蛋白質的定

義，就是凡魚、肉，蛋

奶、豆類，都不加熱超

過20分鐘，“壹旦過度

烹調，不僅營養素會被破壞，滯留體內更會加重

身體負擔”，比方說炸雞、鹵肉、烤鴨都不算是

好的蛋白質來源。蔡依林靠中醫養身了8年，逐

漸學會少吃會“旺肝火”和“旺腸火”的食物，

前者包括辣椒、紅蔥頭、蒜等辛香料，還有堅果

類、以及龍眼、荔枝等水果；後者包括糕餅甜點

等蛋奶類、以及甲殼類海鮮。最後，她也盡量不

吃冰品和生食，如此壹來，便能有效改善下半身

肥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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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林心如產後迅速復出，在電視劇《我的男

孩》身兼制片人、女主角，與劇中演員培養出好感

情，日前她還特別發文請到宜蘭工作的張軒睿點菜

，要對方幫忙買，還開玩笑威脅對方如果騙她就會

變醜，沒想到張軒睿真的乖乖買回來了，她也隨即

在臉書發文感謝對方，還自嘲是“演藝圈的黑暗面

”。

林心如先前曾在臉書上許願想吃面線，沒想到

好友去探班時隨即奉上，而且還有飲料等，她24日

再次在臉書上發文，點名到宜蘭工作的張軒睿，

“宜蘭回來時記得幫我帶《X門綠豆沙》跟《X門

口蒜味肉羹》”，張軒睿立刻就在底下留言答應，

她也回應稱，如果騙她就會變醜，兩人壹來壹往讓

人笑翻。

雖然嘴硬表示自己

從來就不帥，但是張軒

睿依舊乖巧地把美食帶

回來，林心如也在臉書

PO文感謝對方，“謝謝

張軒睿Derek 終於讓我

喝到魂牽夢縈的綠豆沙了，還加贈鳳梨酥，雖然晚

了壹星期但是我還是會祝妳越來越帥的。”

隨後，林心如立刻點名同劇演員李李仁表示，

“接下來就等李仁哥的甕仔雞了”，還特別在標註

中俏皮詢問“每個願望都能成真嗎”，還擔心張軒

睿會覺得演藝圈很黑暗笑言，“這就是成長的代價

”。張軒睿稍早也PO文幫腔，“今天我明白了壹

種帥，叫做‘請客帥’，要到達男神也不是不可能

，只要請甕仔雞就行，所以我決定交給李仁哥了！

”躺著也中槍的李李仁在底下直呼，“什麽、什麽

！我沒喝到綠豆沙，還要請甕仔雞！這是挖洞給我

跳的意思嗎？”3人壹來壹往熱絡互動逗樂不少網

友，紛紛大贊整個劇組都好有愛。



CC77香港娛樂
星期六 2017年9月2日 Saturday, September 2, 2017

美南版■責任編輯：魯 冰 2017年9月2日（星期六）2 中國新聞神州傳承

傳
唱
千
載
不
絕
歌
師
憑
歌
寄
情

在侗族有“人不唱歌人會老，不耕不耘荒了
田”的說法，侗族兒女多數能歌善舞，而吳光祖成
為侗族大歌歌師，也是受了家庭的影響。吳光祖的
外公是侗族大歌的有名“桑嘎”（即歌師），媽媽
和舅舅吳公壯自小就跟着外公學習唱侗歌、演侗
戲，同樣是當地有名的優秀歌師。用吳光祖的話
說，家裡祖祖輩輩都不乏侗族大歌的“翹楚”。

由於吳光祖天資聰穎，教他唱歌技巧的舅舅吳公
壯也對他特別賞識，歷經長年累月的刻苦學習，吳光
祖漸漸掌握了侗族大歌的演唱技巧。據他介紹，他個
人非常擅長侗族大歌的中聲部演唱，能維肖維妙地模
仿鳥叫蟲鳴、高山流水等自然之音，這是他編創大歌

的一大特色。
如今，年逾古稀的吳光祖依舊精神矍鑠，滿頭濃密

的黑髮讓他看起來比實際要年輕十幾歲，在他家裡一批
又一批的年輕人，伴着原生態的侗族大歌慢慢成長。多
年來，吳光祖共培養了吳恒林、吳探花（侗族大歌自治
區級傳承人）、吳立中（侗族大歌縣級傳承人）、吳春月
（侗族大歌縣級傳承人）、吳秀才、吳雪梅、陸閃花、吳
桂支八名弟子。
此外，吳光祖還把自己所唱過的歌都教給女

兒、媳婦，媳婦又傳給孫子。“唱歌讓人快樂，讓
人年輕。我希望有更多人都能感受侗族大歌的魅
力，讓它走向世界是我一輩子的夢想。”

在侗族有“三寶”——鼓樓、大歌、風雨橋。
據了解，侗族大歌以讚美勞動、頌揚愛情和

友誼為主，主要的內容體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之
間的和諧，其中尤以無指揮、無伴奏的多聲部合
韻最為獨特，在國際上被認為是“清泉般閃光的
音樂，掠過古夢邊緣的旋律”。2009年，侗族大
歌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作名錄。

無指揮伴奏“眾低獨高”
“3月蟬蟲叫得響，9月秋後避冬。蟬兒在哪

看不見，滿山滿嶺蟬歌聲。蟬兒將歌來對話，歌
中藏有萬千情……”夏日令人煩躁的蟬鳴之聲，
卻在這首侗族大歌裡被模擬演唱的聲聲入耳，如
同天籟之音。
吳光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侗族大歌講究

押韻，曲調優美，歌詞多採用“比興”手法，意
蘊深刻。而在演唱時，無指揮、無伴奏的多聲部
合唱則是其最大特色，它與普通的合唱概念不
同，大歌的主旋律是在低聲部，低聲部是眾唱
的，聲音大；高聲部由一個或兩三個歌手在低聲
部旋律的基礎上創造性的即興變唱。由於侗族大
歌是一種“眾低獨高”的音樂，所以必須得由3人
以上進行演唱。

吳光祖指出，侗家人把歌當作精神食糧，用
它來陶冶心靈和情操，所以以前凡是有大歌流行
的侗族村寨，很少出現打架罵人、偷盜等行為，

人們甚至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如同陶淵
明筆下的“桃花源”一般。

“漢族有字傳書本，侗族無字傳歌聲”，在侗
族祖祖輩輩都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把大歌代代相
傳。然而，隨着時代發展，年輕一代大都外出務
工，不再學唱侗歌，許多優秀的侗歌樂章隨着老一
輩歌師的離世，也面臨着失傳的境況。

“不能讓祖宗留下來的技藝，在我們這一代斷
了。”憑着這股信念，吳光祖自1983年開始，便走
遍侗鄉的十里八鄉，自發地收集整理侗族大歌。
吳光祖除了手抄整理資料，他還專門請當地專

家幫忙譯註侗文。如今，他已整理翻譯了100多首
侗族大歌，包括《蟬之歌》、《松鼠歌》、《敬酒
歌》、《攔路歌》、《高山井水歌》、《正月立春
歌》、《撒網歌》等，打破了侗族大歌無歌本無文
字記載的困境，為大歌的傳承提供了便利。

歌譜加漢音 盼世代飄飛
2012年，在當地文化部門的幫助下，吳光

祖將其畢生收集來的侗歌加記歌譜，並用漢字
給歌詞譯音，編成了侗鄉首冊《侗族大歌》
（鄉土教材），供梅林鄉中心小學數百名學生
上課時使用。
“因為用了漢字譯音，現在即使是對侗語不

熟的漢族學生，也一樣能學唱侗族大歌，希望這
本教材能真正讓侗族大歌飛入千家萬戶，世代飄
飛！”吳光祖說。

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侗
族大歌卻久經風雨、人間滄桑，
並以最原始古老的方式傳承至
今，作為一個侗族歌師，吳光祖
將他的完整傳承稱為“一個偉大
的奇跡”。為了讓更多人了解、
欣賞侗族獨特的音樂藝術，從
1985年開始，吳光祖便在村裡
成立了侗族大歌文藝隊，並帶領
文藝隊四處演出，讓“侗族天
籟”聲名遠播。

為了讓更多人接觸侗族大

歌，吳光祖將自家吊腳樓的一樓
作為文藝隊的活動中心，每天晚
上村裡的鄉親都會擠滿活動中
心，他們在那裡彈琴唱歌、互相
交流，常常直到凌晨才散去，
“氣氛熱鬧得像過節一樣”。因
此，吳光祖所住的中寨屯，人人
皆會演唱大歌；該屯四支侗族大
歌文藝隊逢年過節常到周邊各個
村寨去演唱，且經常代表縣市，
甚至廣西，先後到過北京、上
海、廣東、湖南、四川等地參加

各種文藝演出。
如今，在吳光祖的影響下，

梅林鄉每個侗寨都有一支甚至十
幾支侗族大歌隊，但他卻又開始
擔憂起來：“現在歌隊發展愈來
愈成熟了，但因為缺乏信息，這
些歌隊亟待一個可以展示的平
台。無論是政府，還是有能力的
組織，都希望他們能為侗族大歌
提供這樣一個平台，讓侗族大歌
這種原生態的表演能走出侗鄉，
讓更多人了解和喜愛。”

在廣西侗族有一句民諺“飯養身，歌養心”，歌

聲是侗家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侶。在侗族，一種多聲

部、無指揮、無伴奏、自然合聲的民間合唱——侗族大歌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已

傳唱了2,500多年。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梅林鄉中寨屯是侗族大歌發祥地之一，

當地最有聲望的歌師吳光祖，從13歲學藝至今，與侗族大歌相伴了60多年。他正

在以自己有限的力量，通過歌聲向世界傳遞侗鄉兒女最原始、最質樸的情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建文藝隊建文藝隊 傳承遠播傳承遠播唱歌讓人快樂 夢想傳遍世界

天籟侗歌天籟侗歌
仙樂飄飄仙樂飄飄

###���

■■在吳光祖的努力下在吳光祖的努力下，，侗族大歌進入校園侗族大歌進入校園，，成為當地小學生必修成為當地小學生必修
的音樂課的音樂課。。圖為吳光祖教導小學生圖為吳光祖教導小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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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琦始終認為，從過往認真研究華工赴歐洲戰
爭工作到寫下專著《為文明出征》，都是為了

讓今人能夠更加明白華工在滄桑變幻歷史中的獨特
角色和位置。他說，這是一個歷史學者的責任。

拯救西方文明再造東方文明
問：以往歷史觀認為一戰是列強分贓的帝國主義戰

爭，我們該如何理解一戰中國華工在歐洲的工
作——《為文明出征》中的“文明”一詞？

答：一戰華工是中國全面走向世界的非常重要步
驟。一戰爆發代表西方文明遇到強烈挑戰。當
時，既存的國際秩序正在崩潰，新的秩序尚未
建立。例如，德國試圖“分享陽光下的一片地
盤”，對英法俄等國得天下之先非常憤怒。開
戰之後，範圍上不僅是一場世界大戰，就西方
自身而言也是一場極其殘忍、極其不人道的內
戰，如細菌戰等形式的出現均在一戰時期，可
以說是不擇手段，超過了人類文明所能容忍的
極限，結果是西方內部兩敗俱傷。同時，戰爭
令西方失去了道德上對其他文明的優越感。所
以一戰結束之後，西方開始有靈魂的反省。一
戰後不少人認為西方不再代表世界優秀文明。
印度詩人泰戈爾就持有這樣的觀點。原本傾向
崇拜西方文明的梁啟超、蔣百里等一批中國名
流在戰後到歐洲遊歷，發現西方文明不少致命
傷，認為東西方文明都有問題，呼籲東西方文
明對話和互補。顯然，“文明”一詞成為一戰
期間和戰後的關鍵字。

問：為何說華工是為文明出征？
答：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一戰華工八成以上是文

盲，在離開中國之前沒有走出過自己的縣城，
他們到法國去工作，並沒有宏大的理想，大多
只是為了謀生。例如不少華工來自山東，當時
的山東饑民很多，民不聊生。不過，華工雖然
主觀上不是濟世救民，但客觀上他們的歐洲旅
程對於拯救東西方文明，均發揮了重要影響和
積極作用。
首先，一戰華工出國是當時的中國精英提

出的“以工代兵”政策的結果。從1895年甲午
戰爭開始到1919年，這是中國文明和歷史進程
巨大轉折時期。在這期間，中國拋棄了儒家文
明和帝制，取消了延續千年的科舉考試，並在
1912年宣佈成為亞洲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和
國。共和制在當時的世界上是一個激進的政治
制度，只有極少數國家如法國和美國是真正意
義上的共和國。中國就是在新舊更替的這個時
期，一心要變成共和制、要改良文字，發起新
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目標都是在尋找成為世
界民族之林平等一員的途徑，是在世界秩序更
替的過程中籌謀強國的道路。一戰爆發時，袁
世凱早期力圖派遣軍隊向青島的德軍宣戰，但
是被英國拒絕。因為英國擔心中國會成為印度
的榜樣。所以在1915年初日本向中國提出的旨
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之後，梁士詒等人
旋即提出送華工去歐洲，支援英國和法國的戰
爭。梁士詒最早提議乃是輸出帶槍的工人，被
英國拒絕。但是法國人後來接受了非武裝的華
工進入法國工作。因此，“以工代兵”是中國
救亡圖存和參加國際事務的重要一環。

其次，當時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在一戰爆
發前就有重造中國文明的宏偉計劃。吳稚暉曾
比喻：如果送出國門去做工的中國人，哪怕回
國後每個人只改造一個廁所，對中國而言都是
進步。在這些精英們看來，改造中國文明最好
的方式就是派人去西方學習，而且是去西方核
心的區域。早期的海外華工像豬仔，被合法歧
視。但是去歐洲的一戰華工乃是政府間簽訂合
約、同工同酬、法律上受到平等相待的群體。
後來的共產黨精英如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
人的勤工儉學，實際上也是步華工後塵。

所謂為文明出征，乃是一戰華工在這種歷
史的大環境中，客觀上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
當全世界都在歧視中國人的時候，這些華工則
在西方拯救西方文明，也在再造東方文明。這
便是為文明出征的含意。

被長期邊緣化的重要群體
問：抵達歐洲的中國華工生存生活情形如何？
答：華工出國，涉及到了中國、英國、法國、美

國、加拿大等國，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英
國和法國為接受華工的國家。加拿大是途經國
家。一戰華工多從加拿大東岸坐船去法國。必
須指出的是，當時的加拿大正在排華風潮中。
美國參戰之後，法國借了一萬名華工給美國，

為美國歐洲遠征軍服務。戰爭
期間，華工不僅在前線挖戰
壕、運輸軍火，而且在戰後投
入清理戰場工作，因為戰時未
爆彈爆炸等因素，不少華工死
於戰後。
華工抵達法國之後，人

生觀、世界觀發生很大改變。
中國的這些農民非常聰明。華工和西方人在一
起工作，發現自己不比西方人差，大家覺得未
來中國有希望。英國人最初不允許華工接觸坦
克。後來發現華工修理坦克又快又好，便專門
讓上千華工在坦克工廠工作；一些華工甚至參
加維護機場。

有趣的是，華工中，不少人很有錢。根據
合約，華工同工同酬獲得薪水，而因為戰爭，
他們沒有多少地方可以花錢，而戰時法國不僅
物資缺乏，甚至因為戰爭令法國男性死亡率
高，導致當時的法國女性非常喜歡華工。華工
憨厚淳樸、經濟寬裕，使得不少中國華工即使
不會講法語，也有法國女友、妻子。更重要的
是，一戰華工影響了不少後來的中國精英們。
例如，一戰期間不少中國留學生來到法國，為
一戰華工服務。晏陽初、林語堂、蔣廷黻等都
為一戰華工服務過。他們與一戰華工一起工作
的經歷，影響了他們對中國人和中國前途的看
法，認為中國還有希望。如深受華工樸實精神
影響的晏陽初，回到中國之後便終身致力平
民教育，以此改造中國。

問：華工回國之後的情形如何？
答：華工回到中國，結局和下場非常慘。北洋
政府當時有一個宏偉的安置計劃。制定了
《回國安置章程》，試圖將華工安置在不
同工廠，作為技術人才。但是當華工回國
時，中國處於內戰狀態，不少華工們只
得回到自己的原籍鄉下。精英們有自己
的利用一戰華工救國的方案，但是最終
無才補天。華工因此沒有得到應有的
重視和發揮作用，這在相當程度上是
中國歷史的悲劇。

一戰改變了亞洲
問：一戰中，日本是重要的角色。日本

對一戰的研究狀況如何？
答：日本對一戰的歐洲背景研究非常透

徹，但是對日本與一戰的關係研
究則比較淺。因為日本覺得一戰
對日本的歷史不重要。其次，日
本也有些人認為，一戰揭示了
日本的失敗。日本自明治維新
以來，效法德國，一心成為東
方普魯士，但是在一戰中德國
戰敗了，德國模式遭到唾
棄。同時在巴黎和會上，日
本以為西方會接納其作為平
等一員，更幾次提出“種
族平等”條款，但都遭西
方列強拒絕，日本人更產
生了強烈的挫折感。總體
而言，日本學術界對一
戰與亞洲關係研究方
面，還是有很長一段路
要走。損害。“凡爾
賽”的背叛促使許多
中國精英人士質疑西
方的價值觀，懷疑中
國認同西方的可能
性。嚴復就認為西
方在1919年的行為
表明西方三百年的
文明發展最後只
歸結為四個詞
語：自私、殺
戮、無恥和墮
落。巴黎和會
失敗後，一些
激進的中國人
開始轉向社
會 主 義 ，
1949年後，
中國最終
成為一個
社會主義
國家。

““種族平等種族平等””提案幾遭挫敗的事實提案幾遭挫敗的事實，，清楚清楚
地告訴日本人地告訴日本人，，無論日本如何強大成功無論日本如何強大成功，，白種白種
人還是視其為二等國家人還是視其為二等國家，，不願與日本平起平不願與日本平起平
坐坐。。列強在巴黎和會拒絕接受日本提出的列強在巴黎和會拒絕接受日本提出的““種種
族平等族平等””提議提議，，這在相當大程度上為日本在上這在相當大程度上為日本在上
世紀世紀3030年代用戰爭手段同西方分庭抗禮是密年代用戰爭手段同西方分庭抗禮是密
切相關的切相關的。。19331933年日本戲劇性地宣佈退出國年日本戲劇性地宣佈退出國
聯聯，，日本駐國際聯盟代表明確表示日本駐國際聯盟代表明確表示，，19191919年年
列強拒絕接受日本的列強拒絕接受日本的““種族平等種族平等””提案提案，，明顯明顯
意味着西方對日本的侮辱和打壓意味着西方對日本的侮辱和打壓，，日本退出國日本退出國
聯就是對這一打壓的正式反應聯就是對這一打壓的正式反應。。日本天皇也在日本天皇也在
19461946年宣稱年宣稱，，大東亞戰爭的根本原因源於巴大東亞戰爭的根本原因源於巴
黎和會黎和會。。日本在巴黎和會中種族問題提案的挫日本在巴黎和會中種族問題提案的挫
敗敗，，促成了日本意識到它要自己動手重整新的促成了日本意識到它要自己動手重整新的
國際秩序國際秩序，，並最終導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並最終導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徐國琦認為亞洲和一戰之間的密切關係是徐國琦認為亞洲和一戰之間的密切關係是
亞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亞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從某種意義從某種意義
上說上說，，亞洲的參戰才使歐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亞洲的參戰才使歐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
““世界大戰世界大戰”，”，並改變了這場戰爭對於亞洲和並改變了這場戰爭對於亞洲和
世界的意義和影響世界的意義和影響，，並且為戰後和平會議及新並且為戰後和平會議及新
興的世界秩序注入了新內容和新視角興的世界秩序注入了新內容和新視角。。換言換言
之之，，對亞洲而言對亞洲而言，，2020世紀是從第一次大戰開世紀是從第一次大戰開
始的始的。。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歐戰把亞洲變成世界史的重歐戰把亞洲變成世界史的重
要部分要部分，，同時也把歐戰世界化了同時也把歐戰世界化了。。

問問：：華工出國的大歷史框架下華工出國的大歷史框架下，，中國與日中國與日
本的關係呈現何種樣貌本的關係呈現何種樣貌？？是否完全崩解了是否完全崩解了？？

答答：：其實其實，，當時的中日關係未有崩解當時的中日關係未有崩解。。甲甲
午戰爭之後午戰爭之後，，中國人非但不討厭日本中國人非但不討厭日本，，反而大反而大
批人去日本學習批人去日本學習；；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日俄戰爭結束之後，，包括中包括中
國人在內國人在內，，很多亞洲人都欣喜莫名很多亞洲人都欣喜莫名。。甚至在一甚至在一
戰後的巴黎和會期間戰後的巴黎和會期間，，日本三次提出日本三次提出““種族平種族平
等等”，”，也得到了中國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國的支持。。

一戰之後一戰之後，，應對亞洲的情形應對亞洲的情形，，大家一致認大家一致認
為要有新亞洲主義為要有新亞洲主義。。這就有了孫中山這就有了孫中山19231923年年
在日本發表了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在日本發表了大亞洲主義的演說。。中日即便政中日即便政
治關係不好治關係不好，，也還有共同利益也還有共同利益，，有經濟關係有經濟關係、、
文化關係在文化關係在。。1923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年關東大地震時，，中國人中國人
原本抵制日貨原本抵制日貨，，但是也踴躍捐款但是也踴躍捐款。。從事歷史研從事歷史研
究究，，不能夠踩點單一化看問題不能夠踩點單一化看問題，，而應當從大的而應當從大的
歷史框架去審視歷史脈絡歷史框架去審視歷史脈絡；；更不能夠簡單進行更不能夠簡單進行
價值判斷價值判斷。。

我研究華工這個專題二十餘年我研究華工這個專題二十餘年，，深切感受深切感受
到一戰華工課題還有許多該做的到一戰華工課題還有許多該做的，，還有很多空還有很多空
白白。。在一戰百年之際在一戰百年之際，，我們需要搶救我們的歷我們需要搶救我們的歷
史史，，我覺得中國今天更需要設立一戰華工研究我覺得中國今天更需要設立一戰華工研究
中心中心，，當然當然，，更要深化我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更要深化我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研究和認識的研究和認識。。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百年。在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看

來，在百年前的戰爭中，中國的工人前往歐洲戰爭從事勞工服務，為協

約國取得戰爭的勝利、為拯救西方文明、為再造中國文明以及讓中國走

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所以，今天的華人世界不應該忘記華工以及

他們背後的那一段艱辛而滄桑的歷史。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日本在巴黎和會上
提“種族平等”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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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明出征為文明出征》》封面封面

■■徐國琦教授徐國琦教授

■■北京國子監北京國子監，，其代表的科舉考試在清
其代表的科舉考試在清末被拋棄末被拋棄

■■陳獨秀的文章乃新文化運動之代表

陳獨秀的文章乃新文化運動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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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茵最後壹部愛情片“二次初戀”上映
黃征揭秘朱茵幕後“真面目”：私下特別頑皮

由青年導演戴瑋執導，朱茵、杜天皓、黃征領銜主演，王誌飛友

情出演，邰智源、王嘉寧、夏誌遠、陳牧耶聯合主演的奇幻愛情電影

《二次初戀》今日正式上映，作為朱茵的最後壹部愛情片，上映之前

就引起持續熱議。近日片方又曝光了壹款“女神特輯”短片。杜天皓

、王誌飛、黃征、王嘉寧紛紛出鏡，或“深情”或“搞怪”地剖白女

神的“真面目”。

《二次初戀》不僅是女神朱茵銀幕回歸之作，同時也是她最後壹

部愛情片，受到外界和影迷的廣泛關註。電影主要講述的是女舞蹈家

葉蘭與丈夫路建國在結婚紀念日當天發生爭執，丈夫離家出走後意外

重返20歲的愛情故事。

朱茵在電影《二次初戀》中飾演壹位舞蹈藝術家，同時也是壹位

為生活瑣碎奔波的母親。劇中的她難免給人壹種嚴肅的感覺，但私底

下她其實比誰都要活潑搞怪。杜天皓在片中飾演青年路建國和路建國

的侄子路大民，談及與女神的吻戲時，他忍不住笑著說：“她就是個

‘小女孩’，其實壹開始我是不緊張的，因為作為演員拍吻戲都很習

慣了，但朱茵姐突然要放壹首她喜歡的Bruno Mars的《just the way

you are》，我壹下就緊張了，莫名感覺她好像真的是我老婆壹樣，特

別害羞。”在戲中飾演朱茵追求者的黃征也說：“朱茵雖然比較慢熱

，但熟了後，她童真的性格就會顯露出來，妳會發現她其實特別頑皮

。”朱茵演技精湛，在各種情景環境中遊刃有余，情感飽滿豐富爆發

力強，在對角色的演繹上精益求精。在片中飾演朱茵丈夫的王誌飛在

圈內也是壹向以嚴肅認真著稱，他不僅對自身要求嚴苛，對表演也是

如此。因此在拍攝過程中，二人也互相琢磨演技。朱茵透露自己入組

第壹天就跟王誌飛老師“開撕”：“他是個戲骨，我也想把我的壹些

想法告訴他，難免會有些分歧，但我們都想追求更好的東西，所以我

很高興能和他合作。”

朱茵在戲中飾演壹名舞蹈老

師，自然少不了跳舞的戲份，沒

有深厚的舞蹈功底，便專門在開

拍前找來職業舞者進行專業培訓

。即使在拍攝別人的戲份時，她

也會在壹旁自己反復練習。演員

王嘉寧也感嘆朱茵老師特別敬業

：“她身上的很多特質和態度是

我們這壹輩需要好好自我檢討和

提高的。”眾主創稱贊朱茵無論

戲裏還是戲外，表演還是做人，

都是年輕壹代演員學習的榜樣，

是當之無愧的壹代“女神”。影

片《二次初戀》今日正式上映。

““盛世美顏盛世美顏””劉亦菲挑戰素顏寡婦劉亦菲挑戰素顏寡婦
《《烽火芳菲烽火芳菲》》定檔定檔1111..1010上映上映 預告海報雙發預告海報雙發

由國際著名導演比利· 奧古斯特執導，

劉亦菲、埃米爾· 赫斯基、嚴屹寬、余少群

等國內外群星主演的二戰巨制《烽火芳菲》

今日宣布定檔11月10日，並曝光了“突擊

”版預告和“爆裂”版海報。

在先導海報中，壹架美國轟炸機被日軍

擊中後墜入了漆黑的雨夜叢林，尾翼冒出的

滾滾濃煙猶如壹道閃電映出男女主角的兩張

側臉。傳遞出唯美元素的同時，似乎也預言

著更多的美好事物將被撕裂。在預告片裏，

美國飛行員的到來打破了村莊原有的寧靜。

二戰期間，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震怒，為鼓舞美國民眾士氣下令轟炸東京。這是壹次秘密的偷襲任務，64名

飛行員駕駛16架改裝後的B-25轟炸機轟炸東京。轟炸後因意外事故，機組人員迫降到中國境內，其中有56名被當地百姓救起並安全送回

美國。此次救助事件使中國遭到了日本的瘋狂報復，日軍不僅發動了空襲、地面圍剿屠殺還發動了細菌戰，近25萬中國百姓遇害。此次

日軍對中國百姓的屠殺人數僅次於南京大屠殺。

這樣壹個殘酷的歷史事件，吸引了榮獲“戛納金棕櫚”、“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金球獎最佳外語片”三項國際大獎的導演比利·

奧古斯特的關註。導演擅長在電影中深刻挖掘人性，其作品擁有良好口碑。李安導演早年在好萊塢見到比利導演時曾表示希望能導出同比

利獲獎作品《征服者佩爾》壹樣好的電影。王家衛導演也曾說:“中國電影欠比利· 奧古斯特壹個主席。”

比利導演被這段歷史中中國人民的善良和勇敢所打動，英雄不壹定都出自戰場。他決定以此為原型拍攝電影。為了拍攝《烽火芳菲》

，導演拒絕了《星球大戰》導演喬治· 盧卡斯的邀請，放棄了幾千萬的片酬和片約，帶著編劇多次往返並居住在事件發生地。他們查閱了

大量資料，親自到農村體驗生活，克服語言和文化差異。導演試圖通過對戰爭中個體的刻畫，展示戰爭殘酷本質，具有壹定反戰意義。

《
捍
衛
者
》
再
現
淞
滬
會
戰
六
百
壯
士
悲
歌

死
守
孤
城
抵
抗
日
軍
七
晝
夜

9

月
即
將
公
映近年來，隨著《血戰鋼鋸嶺》、《比利· 林恩的中場戰事》、

《敦刻爾克》等電影的出現，戰爭題材電影重回大眾視野。時值抗

戰勝利72周年之際，壹部取材淞滬會戰中姚子青營600壯士死守寶

山城的電影《捍衛者》的出現，成為國人追憶先烈、不忘國恥的見

證，電影將於9月公映。

“鯨濤鱷浪撼危城，全仗吾曹抵死爭。五百健兒齊殉國，中華

何止壹田橫”，這首詩就是後人為悼念淞滬會戰中，姚子青營600

將士與日軍奮戰七晝夜壯烈殉國所寫。出身廣東平遠的客家人姚子

青，是黃埔六期高材生，平時戴壹副近視眼鏡，顯得文弱儒雅，打

起仗來卻異常勇猛。抗戰全面爆發之後，姚子青告別妻女，奉命率

部開赴淞滬戰場，參與淞滬抗戰。作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中第壹場大規模戰役，淞滬會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

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企圖。而在淞滬會戰中，除大家耳熟能詳的

謝晉元800壯士大戰四行倉庫外，姚子青營600壯士死守寶山城也是

壹場血肉橫飛、震驚中外的惡戰。電影《捍衛者》講述的正是“寶

山守衛戰”中，姚子青率600壯士死守孤城、抵抗日軍七晝夜的故

事。

電影《捍衛者》從創作初期，就

抱以嚴謹的的創作態度，主創成員通

過1年多的素材搜集整理、18稿劇本

精打細磨、1年拍攝及後期制作，力

求真實感和紀實性，不僅再現了600

壯士與日軍鏖戰七晝夜的慘烈戰鬥，

更以現代科技及影視手段生動的再現

了“擊潰攻城軍”、“大戰獅子林”

、“巷戰坦克”等重大戰鬥場面。除

了大的戰爭場面調度外，電影中也對

姚子青率600壯士與日軍鬥誌鬥勇的

戰略戰術、及面對日軍侵略國人的家

國情懷進行了展現。電影中，從姚子青臨危受命、增援寶山，擊潰

攻城日軍開始，通過具體的排兵布陣、戰略戰術制定，展現了姚子

青作為將領驍勇善戰的壹面。據悉，《捍衛者》由廖希、韓平聯合

執導，新生代演員白恩、影壇硬漢郝子銘、中國90後唯壹國際A級

電影節雙料影後呂星辰、王璐等聯袂主演。

孫堅陳燃組CP 歐洲蜜月行囧事不斷
《蜜月計劃》曝終極預告 閨蜜團高能攪局
由孫堅與陳燃領銜主演的愛情電影《蜜月計劃》，

將於9月8日全國甜蜜上映。近日，片方發布了電影的終

極海報及預告，孫堅與陳燃的歐洲蜜月行被攪局，在陳

燃閨蜜團全程高能的連番考驗之下，二人歷盡蜜月囧事

，愛迷失也放大在這絕美的異國風光裏。

此次曝光的終極海報色彩明快，片中重要角色集體

亮相，乘坐豪華超跑徜徉在夜色都市，身後的歐洲風情

盡然流淌，對比陳燃閨蜜團或凝神思慮、或得意洋洋、

或胸有成竹的樣子，孫堅的壹臉無辜加懵逼讓人同情，

陳燃被孫堅攬入懷中，儼然燈泡再多也無法阻擋秀恩愛

的節奏。

終極預告則解釋了孫堅壹臉懵逼所為何故，女友的

閨蜜堂而皇之的不請自來，與陳燃的蜜月行突變閨蜜行

，當電燈泡也就罷了，還明裏暗裏、有意無意的刁難自

己，委屈程度十顆星。消費額度、閨蜜聯審、美色誘惑

、人品起底，壹波又壹波的考驗過後，孫堅攻勢難擋

“原形畢露”，內心的OS大概是：鬼知道我經歷了什麽

。當今社會物欲橫流，婚姻關系進入前所未有的動蕩階

段，越來越多的人在面對情感時充滿了不確定，想要考

驗愛情。

對此，《蜜月計劃》的主演們也有著自己的看法，

孫堅認為考驗愛情的時候，也就失去了愛情，陳燃表示

真正的愛情不需要考驗，但卻經得起考驗。

電影《蜜月計劃》將於9月8日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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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診的病人，幾乎都有濕重、陰虛火旺的症
狀。潮濕氣候、空氣的濕氣濃度大，我們身體就難逃
濕氣的侵害，昏昏欲睡，身體沉重，腸胃不佳、精神
不振、四肢沉重、皮膚起疹子、雀斑加重等等，都是
濕氣重的症狀。濕氣不除，衍生百病。

濕是我們身體內的垃圾，是粘滯的污糟東西。體
內有垃圾，必然影響身體的健康。“濕”有兩種，一
個是大自然的外濕，另一個是身體自己產生的內濕。
外濕是身外環境（風邪、濕氣）直接入侵體內造

成的。內濕是日常生活和飲食導致的體內自己產生
的。凡有內濕的人，一旦遇到濕度大的環境，裡應外
合，容易引發身體不適，造成濕氣加重。

中醫認為，除了自身所在的生活環境之外，身體
脾胃的運化功能才是我們祛濕的根本。因為脾胃虛，
濕氣才能產生，所以要杜絕濕氣，治理濕氣生成的源
頭才是根本。“四神湯”就是健脾祛濕名方。
相傳乾隆皇帝下江南時，隨從伺候在旁的四位愛

臣，由於日夜操勞，加上舟車奔波、水土不服，因此
相繼病倒，連御醫也是束手無策，不久有一道士幫他
們開出了“茯苓、懷山藥、薏米、蓮子等量燉豬肚”
的藥方，四位大臣服下這藥方之後，果然立即痊癒。
此後，每有官員南巡，皆以此方煮食，預防水土不
服。後來此方流到民間，由於民間百姓不清楚“四臣
湯”的典故來由，而且“臣”和“神”的發音相同，
因此以訛傳訛便成為“四神湯”。

四神湯，以健脾藥為君臣，是健脾和胃祛濕的良
方。此方中的山藥以健脾補虛為長，茯苓以健脾祛濕
為長；薏仁有化濕之功，又能清熱，因為濕久會變
熱，變成濕熱，薏仁最擅長清濕熱；蓮子養心安神為
佐使輔助。

四神湯（茯苓、懷山藥、薏米、蓮子）這四位
“神仙”，匯集在一起後互相補遺，煮成的湯水對人
體具有健脾、養顏、祛濕、降燥等諸多益處，幾乎發
揮出了“無敵”的功效，四神之名實在是當之無愧。
四神湯功效：祛濕清熱，健脾養胃，美白皮膚，

補益心肺，調肝固腎。四神湯全部都是藥食同源的材
料，性平，可以經常食用。

就保養心得上，香港男歌手李
國祥（KC）為大家分享了幾個很重
要的建議，當中首要的是多喝水。他
說︰“以前我不喜歡喝水，但後來發
現原來要靚就要多喝水，不是說要灌
很多水，但就要養成喝水的習慣，這
樣身體才會好。”

在運動上，他主要跟小朋友踩
單車，大約一星期一次，間中會特地
外出曬太陽，看看花花草草，因為他
發覺接近大自然是最好的保養，保持

良好的心情，每天以好的態度去面對發生的事，這才
能讓自己容光煥發、提升鈣質的吸收。他更提出，練
歌亦是他一個做運動的好方法，因為唱歌其實是會運
動腹部，這樣會使腹部健康一點。

在飲食上，他建議必定要“少食多餐”，不要給
藉口自己，不要給自己有飢餓的感覺，日子久了，胃
部自然縮小，吃什麼東西都可以，他認為這是一個很
有用的Keep Fit方法。而且，轉天氣時，必定要飲當
季的湯水，如夏天必定喝冬瓜湯，這是他家中必定喝
的，喝之前與之後都有不同感受。

現在他不需要用護膚品洗臉，因為他買了一些專
用作洗臉的棉布，那間公司主力是推出家中清潔的布
料，不需要加上任何洗臉的化學成分，使用後整塊面
都感覺輕鬆一點、乾淨一點。
而且，他亦是一位催眠治療諮詢師，因為學了身

心靈後，喜歡了自然的東西，不喜歡太多化學的物
質，對他的生活有所改變，在生活上讓自己舒服一
點，心情也要保持開朗、輕鬆，所以有空時他會參加
與小朋友及老人有關的義工服務，看到他們開心，自
己由內心發出來的喜悅，的確令人會變得愈來愈年
輕。

星之保養星之保養

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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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雨文協力︰Benny Wong

祛濕良方“四神湯”

““戈壁珍寶戈壁珍寶””戈寶麻戈寶麻
能令沙漠變綠洲能令沙漠變綠洲 美白抗氧化讓女士更美美白抗氧化讓女士更美

近日近日，，由新疆阿勒泰戈寶茶有限公司主辦的由新疆阿勒泰戈寶茶有限公司主辦的““戈寶麻生態產業科技發展高級研討會戈寶麻生態產業科技發展高級研討會””在新疆阿勒泰市舉行在新疆阿勒泰市舉行，，我們對我們對

這種生長在戈壁沙漠這種生長在戈壁沙漠，，有傳奇經歷的植物—有傳奇經歷的植物—““戈寶麻戈寶麻””懷有濃厚興趣懷有濃厚興趣，，所以香港中草藥界的專家學者朋友們一起去到所以香港中草藥界的專家學者朋友們一起去到

全球距海岸最遠的戈壁—新疆阿勒泰阿拉哈克東戈壁全球距海岸最遠的戈壁—新疆阿勒泰阿拉哈克東戈壁，，實地考察戈寶麻種植科研情況實地考察戈寶麻種植科研情況。。這種這種““戈寶麻戈寶麻””是一種瀕臨滅絕是一種瀕臨滅絕

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是降血壓是降血壓、、助睡眠的中藥材助睡眠的中藥材，，也是高檔紡織製品的天然原料也是高檔紡織製品的天然原料，，同時還是防止沙化及保護水土的同時還是防止沙化及保護水土的

生態植物生態植物。。 ■■文︰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及中藥研發中心文︰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及中藥研發中心詹華強教授詹華強教授 攝︰汪成攝︰汪成

今次研討會，出席者包括悉尼大
學藥劑學院及西悉尼大學國家

補充醫學研究院陳金泉教授、香港
中醫藥科技學院許少珍院長同麥錦
榮教授、香港新界花農聯誼會盧萃
霖副主席、台灣弘光科技大學何玉
鈴教授、自體生長群優化技術
（SGC）董事長蔡慧思及董事總經
理蔡慧琪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團隊。

極品羅布麻“阿勒泰戈寶麻”
眾所周知，新疆已經是中國最

西北的邊疆省份，阿勒泰地區更是
新疆最北端的地區，與俄羅斯、哈
薩克斯坦及外蒙古交界，阿勒泰地
區生活哈薩克族、漢族、蒙古
族、回族、維吾爾族等30多個少數
民族。
上個世紀50年代，羅布麻廣泛

分佈於中國西北至東北10多個省，
但在1958年後，由於政策變化、人
為破壞、氣候惡化等原因，導致羅
布麻分佈急劇減少，達到瀕臨滅絕
的境地，當時全中國羅布麻分佈中
只有新疆阿勒泰戈壁的123畝比較
集中。
這僅存的羅布麻由於阿勒泰戈

壁極端特殊的地理條件，使其株群
植物形態上、在分子生物學上、在
生態物候學上、在葉的化學成分上
與其他地區的羅布麻類植物均有差
異。此處羅布麻葉中有效活性成分
黃酮的含量平均值達到2.38%，是
名副其實的極品羅布麻，被譽為
“戈壁珍寶”，命名為阿勒泰戈寶

麻。

具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效益
2005年開始，港商劉起棠在新

疆阿勒泰地區對戈寶麻進行大規模
種植和開發，歷經10多年時間，總
投資近3億元人民幣的開拓發展，從
原來只有123畝的稀少分佈發展成
為現在18萬畝的種植規模，年產戈
寶麻鮮葉4,000噸，纖維300噸，麻
稈4,000噸。

劉起棠發展規模種植的同時大
力投入相關產品研發，開發生產了
戈寶麻保健食品 8個系列 24個單
品，當地農民特別是少數民族同胞
在就業、生產、生活等方面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昔日寸草不生的戈壁
沙漠，經過種植戈寶麻變成了綠
洲，戈壁生態也得到了大幅改善，
實現了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效益
並舉。

搭建平台共同研究產業發展
戈寶麻，唐代《新修本草》、

明代《救荒本草》稱其為“澤
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中藥大辭典》等十餘部醫學巨著
稱之為羅布麻。其藥用價值很高，
其根、莖、葉、花均可入藥。現代
臨床上常用於降血壓、降血脂、強
心利尿、平肝、安神等功能，對神
經系統、免疫系統等具有顯著調節
作用，將其葉製成茶葉，經常飲用
可有助於“三高”人群降血壓、降
血脂，並且起到改善睡眠的作用。

民間傳有“常喝常清醒、常喝頭不
暈、常喝常穩壓、常喝常精神”的
說法。
其次，戈寶麻纖維較長、柔

軟、有光澤、抗拉力強，素有“野
生纖維之王”的美譽，其不但珍
稀，更重要的是具有抑菌除臭、透
氣護膚和防紫外線等與眾不同的天
然功效，可以為紡織業提供很好
的天然原料。戈寶麻花中含有大
量的美白和抗氧化成分，開花時
節可以發展旅遊項目，開放給
遊客參觀影像，等鮮花就
快凋謝時，將戈寶麻花採
收，開發成為系列護膚品
及手工香皂。以戈寶麻花
為原料製成的香皂，香味
優雅綿長，令人心情愉
悅，同時又使皮膚美白光
滑。原本只具有觀賞價值
的部分也得到了充分利
用，為企業帶來經濟效
益，帶動周邊更多的人就
業增收。
戈寶麻不僅具有極高

的經濟價值，還具有整治
沙漠、保護環境的作用。
中國是世界上受
沙漠化影響最
嚴重的國家之
一 ， 全 國 沙
漠、戈壁和沙
漠化土地約為
165.3萬平方千
米，並且土地

沙漠化發展的速率還在不斷地加
快。沙漠化危害極大，不僅破壞生
態平衡、使環境惡化，危及沙漠化
區域人民的生存發展，而且會影響
工農業生產，造成巨大的經濟損
失。而戈寶麻是一種多年生宿根草
本植物，宿根存活時間久，根系發
達，具有極強的抗逆性，可以起到
整治荒漠、防風固沙、涵養水源、
改善局域環境的作用。
此次研討會中，內地與海外

專家學者齊聚阿勒泰市，對阿勒
泰地區野生戈寶麻分佈、
相關培育種植及生產加工
情況進行全方位的考察。
各位專家及教授就阿勒泰戈
寶麻生態產業發展方向、產
品產業升級和多樣化開發、
荒漠化生態恢復與治理技
術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探
討如何利用政、產、學、
研、資的資源，搭建一個
科技研究的平台，在平台
上共同研究戈寶麻產業發
展過程中一些問題，為健
康中國及“一帶一路”開

發產品，相信未
來依託此平台
及強大的人才
網絡，新疆阿
勒泰戈寶麻生
態產業一定
可以得到更好
的可持續發
展。

■■考察阿勒泰戈寶麻種植基地考察阿勒泰戈寶麻種植基地

■參觀戈寶茶生產廠房

■■新疆阿勒泰地區是全球距新疆阿勒泰地區是全球距
海岸最遠的戈壁海岸最遠的戈壁

■新疆阿勒泰戈寶麻種植基地

■李國祥每星期都會與兒子去踩單
車，以接近大自然。

美南版■責任編輯：魯 冰 2017年9月2日（星期六）2 中國新聞神州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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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侗族有“人不唱歌人會老，不耕不耘荒了
田”的說法，侗族兒女多數能歌善舞，而吳光祖成
為侗族大歌歌師，也是受了家庭的影響。吳光祖的
外公是侗族大歌的有名“桑嘎”（即歌師），媽媽
和舅舅吳公壯自小就跟着外公學習唱侗歌、演侗
戲，同樣是當地有名的優秀歌師。用吳光祖的話
說，家裡祖祖輩輩都不乏侗族大歌的“翹楚”。

由於吳光祖天資聰穎，教他唱歌技巧的舅舅吳公
壯也對他特別賞識，歷經長年累月的刻苦學習，吳光
祖漸漸掌握了侗族大歌的演唱技巧。據他介紹，他個
人非常擅長侗族大歌的中聲部演唱，能維肖維妙地模
仿鳥叫蟲鳴、高山流水等自然之音，這是他編創大歌

的一大特色。
如今，年逾古稀的吳光祖依舊精神矍鑠，滿頭濃密

的黑髮讓他看起來比實際要年輕十幾歲，在他家裡一批
又一批的年輕人，伴着原生態的侗族大歌慢慢成長。多
年來，吳光祖共培養了吳恒林、吳探花（侗族大歌自治
區級傳承人）、吳立中（侗族大歌縣級傳承人）、吳春月
（侗族大歌縣級傳承人）、吳秀才、吳雪梅、陸閃花、吳
桂支八名弟子。
此外，吳光祖還把自己所唱過的歌都教給女

兒、媳婦，媳婦又傳給孫子。“唱歌讓人快樂，讓
人年輕。我希望有更多人都能感受侗族大歌的魅
力，讓它走向世界是我一輩子的夢想。”

在侗族有“三寶”——鼓樓、大歌、風雨橋。
據了解，侗族大歌以讚美勞動、頌揚愛情和

友誼為主，主要的內容體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之
間的和諧，其中尤以無指揮、無伴奏的多聲部合
韻最為獨特，在國際上被認為是“清泉般閃光的
音樂，掠過古夢邊緣的旋律”。2009年，侗族大
歌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作名錄。

無指揮伴奏“眾低獨高”
“3月蟬蟲叫得響，9月秋後避冬。蟬兒在哪

看不見，滿山滿嶺蟬歌聲。蟬兒將歌來對話，歌
中藏有萬千情……”夏日令人煩躁的蟬鳴之聲，
卻在這首侗族大歌裡被模擬演唱的聲聲入耳，如
同天籟之音。
吳光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侗族大歌講究

押韻，曲調優美，歌詞多採用“比興”手法，意
蘊深刻。而在演唱時，無指揮、無伴奏的多聲部
合唱則是其最大特色，它與普通的合唱概念不
同，大歌的主旋律是在低聲部，低聲部是眾唱
的，聲音大；高聲部由一個或兩三個歌手在低聲
部旋律的基礎上創造性的即興變唱。由於侗族大
歌是一種“眾低獨高”的音樂，所以必須得由3人
以上進行演唱。

吳光祖指出，侗家人把歌當作精神食糧，用
它來陶冶心靈和情操，所以以前凡是有大歌流行
的侗族村寨，很少出現打架罵人、偷盜等行為，

人們甚至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如同陶淵
明筆下的“桃花源”一般。

“漢族有字傳書本，侗族無字傳歌聲”，在侗
族祖祖輩輩都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把大歌代代相
傳。然而，隨着時代發展，年輕一代大都外出務
工，不再學唱侗歌，許多優秀的侗歌樂章隨着老一
輩歌師的離世，也面臨着失傳的境況。

“不能讓祖宗留下來的技藝，在我們這一代斷
了。”憑着這股信念，吳光祖自1983年開始，便走
遍侗鄉的十里八鄉，自發地收集整理侗族大歌。
吳光祖除了手抄整理資料，他還專門請當地專

家幫忙譯註侗文。如今，他已整理翻譯了100多首
侗族大歌，包括《蟬之歌》、《松鼠歌》、《敬酒
歌》、《攔路歌》、《高山井水歌》、《正月立春
歌》、《撒網歌》等，打破了侗族大歌無歌本無文
字記載的困境，為大歌的傳承提供了便利。

歌譜加漢音 盼世代飄飛
2012年，在當地文化部門的幫助下，吳光

祖將其畢生收集來的侗歌加記歌譜，並用漢字
給歌詞譯音，編成了侗鄉首冊《侗族大歌》
（鄉土教材），供梅林鄉中心小學數百名學生
上課時使用。
“因為用了漢字譯音，現在即使是對侗語不

熟的漢族學生，也一樣能學唱侗族大歌，希望這
本教材能真正讓侗族大歌飛入千家萬戶，世代飄
飛！”吳光祖說。

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侗
族大歌卻久經風雨、人間滄桑，
並以最原始古老的方式傳承至
今，作為一個侗族歌師，吳光祖
將他的完整傳承稱為“一個偉大
的奇跡”。為了讓更多人了解、
欣賞侗族獨特的音樂藝術，從
1985年開始，吳光祖便在村裡
成立了侗族大歌文藝隊，並帶領
文藝隊四處演出，讓“侗族天
籟”聲名遠播。

為了讓更多人接觸侗族大

歌，吳光祖將自家吊腳樓的一樓
作為文藝隊的活動中心，每天晚
上村裡的鄉親都會擠滿活動中
心，他們在那裡彈琴唱歌、互相
交流，常常直到凌晨才散去，
“氣氛熱鬧得像過節一樣”。因
此，吳光祖所住的中寨屯，人人
皆會演唱大歌；該屯四支侗族大
歌文藝隊逢年過節常到周邊各個
村寨去演唱，且經常代表縣市，
甚至廣西，先後到過北京、上
海、廣東、湖南、四川等地參加

各種文藝演出。
如今，在吳光祖的影響下，

梅林鄉每個侗寨都有一支甚至十
幾支侗族大歌隊，但他卻又開始
擔憂起來：“現在歌隊發展愈來
愈成熟了，但因為缺乏信息，這
些歌隊亟待一個可以展示的平
台。無論是政府，還是有能力的
組織，都希望他們能為侗族大歌
提供這樣一個平台，讓侗族大歌
這種原生態的表演能走出侗鄉，
讓更多人了解和喜愛。”

在廣西侗族有一句民諺“飯養身，歌養心”，歌

聲是侗家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侶。在侗族，一種多聲

部、無指揮、無伴奏、自然合聲的民間合唱——侗族大歌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已

傳唱了2,500多年。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梅林鄉中寨屯是侗族大歌發祥地之一，

當地最有聲望的歌師吳光祖，從13歲學藝至今，與侗族大歌相伴了60多年。他正

在以自己有限的力量，通過歌聲向世界傳遞侗鄉兒女最原始、最質樸的情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建文藝隊建文藝隊 傳承遠播傳承遠播唱歌讓人快樂 夢想傳遍世界

天籟侗歌天籟侗歌
仙樂飄飄仙樂飄飄

###���

■■在吳光祖的努力下在吳光祖的努力下，，侗族大歌進入校園侗族大歌進入校園，，成為當地小學生必修成為當地小學生必修
的音樂課的音樂課。。圖為吳光祖教導小學生圖為吳光祖教導小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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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看    板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聯絡單位 電話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713-270-9988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

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713-270-9988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713-270-9988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家長中文班等

亞特蘭大支會 770-458-1000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奧斯汀聯絡處 512-491-0358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邁阿密聯絡處 954-538-117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奧蘭多聯絡處 407-292-1146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紐奧良聯絡點 504-782-5168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聖安東尼聯絡點 210-875-693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康福聯絡點 361-987-7130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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