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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Bellaire City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19
Deadline
截稿時間: 9/30

Representative 業務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ient's Signature 客戶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uston Yellow Pages AD as below. Please SIGN the proof & return with payment befor deadline, Thank You

□ OK as is 正確無誤      □ Correction 需修改

V:\#YP黃頁\YP Notice黃頁通知\YP-Notice黃頁廣告通知.pdf

Tel: 281.498.4310ーFax: 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www.today-america.comーAccounting@scdaily.com

休 士 頓 黃 頁
Houston Yellow Pages

� 休 士 頓 美 南 日 報 發 行 �

▋ Please confirm your ad about the address, phone number, 
company name and the contents.

▋ If everything is accepted, please sign your name then Email to 
ad@scdaily.com or Fax 281-498-2728  the ad to us.

▋ If any revision necessary, please revise on the ad directly Email or 
Fax back to us. 

•  請仔細核對您的黃頁廣告稿地址、電話號碼、公司名字、內文。

•  若無需修改，請簽名後 E-mail至 ad@scdaily.com 或 傳真 281.498.2728回覆。

•  若需要修改，請直接Email修正稿，或將稿件改過後傳真回來。
    修改以二次為限 (如本報有誤則不在此限)。

【本報完稿回覆後如10日之內未回傳則以定稿來論】
謝謝您的合作！

Client's Name 客戶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ze 廣告尺寸                                          Price 價格                                                   Note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休士頓黃頁廣告稿如下: (請圈選□確認)簽名後寄回此稿, 並且同時支付全額廣告費用 , 
   否則該訂單視為無效 （恕不接受口头订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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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重播時間為
8月9号（週五）中午1點。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四 2019年8月8日 Thursday, August 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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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華府僑社
星期四 2019年8月8日 Thursday, August 8, 2019

墨西哥現墨西哥現7272米長三明治米長三明治 挑戰世界最大三明治紀錄挑戰世界最大三明治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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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壹個完全世界上第壹個完全33DD打印制造的城市生物多樣性棲息地裝置打印制造的城市生物多樣性棲息地裝置““創創
世紀生態濾網世紀生態濾網””在德國柏林當地壹場媒體活動中亮相在德國柏林當地壹場媒體活動中亮相。。該裝置是由該裝置是由33DD
打印機制造商打印機制造商BigRepBigRep用回收的用回收的PETPET塑料瓶制成塑料瓶制成，，其結構可以為植物和其結構可以為植物和
昆蟲提供棲息地昆蟲提供棲息地。。

悉尼國際遊艇展上演悉尼國際遊艇展上演““船舶秀船舶秀””

壹份疑似富力地產的內部文件外泄，

文件顯示，集團下半年將暫停拿地，工作

重點為促銷售、抓回款。在接受記者采訪

時，富力地產公關部負責人稱目前未見到

該文件，文件真實性尚在核實中。談及公

司下半年的經營策略，其表示公司將在8月

份的記者招待會上統壹公布。

業內人士認為，富力地產暫停拿地

改抓銷售和回款，與其自身資金情況有

關。也側面說明在融資收緊背景下，企

業相對保守的經營策略已經形成，地產

行業進入降溫周期，是後續其他房企需

要積極研究的壹個信號。

上半年僅完成37.64%銷售目標

在該份外泄的文件中，富力地產表

示，2019年以來集團銷售業績距離既定

的全年銷售目標仍有差距，因此，下半

年各地區公司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大銷售

力度，確保完成銷售任務。文件明確提

出，下半年原則上暫停拿地工作，確保

資金優先用於工程相關款項的按時支付

，以加快銷售展區及貨量區的工程建設

，保障營銷節點達成。

今年上半年，富力地產的銷售情況

不樂觀。集團2019年上半年銷售總金額

約602.2億元，僅完成全年銷售目標1600

億元的37.64%。

今年5月份，因被指霸占並開發海

南省澄邁縣大豐鎮鹽丁村海岸線，富力

地產的“富力紅樹灣”項目被澄邁縣房

管局暫停銷售許可，關停商品房合同網

簽系統。該項目總占地面積約435萬平方

米，總投資超過150億元。此外，富力地

產天津靜海縣富力新城發生施工傷亡事件

，更有項目存在安全隱患，5月份集團被

列入江西“百差工地”榜，近日又被住建

部通報安全違法，多個項目遇阻。

不過，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統計，

富力地產2019年上半年拿地勢頭並不弱。

富力地產截至6月底共耗資136億元拿地，

國內排名37位，比2018年上升10位。業

內人士嚴躍進認為，富力地產此前拿地、

收購酒店和汽車產業的項目，導致目前對

資金的渴求程度較高。隨著外部壓力加大

，集團主動降低投資速度節約資金，是為

了把錢花在刀刃上，以期回籠資金。

嚴躍進還表示，從大環境來看，當

前地產行業進入降溫周期，地產公司開

發投資的拐點已經到來。7月30日，中

央政治局提出房地產不是經濟刺激手段，

至少說明今年三季度各地政策松綁的可

能性幾乎為零，房企將面臨資金壓力、

庫存壓力和銷售壓力三大壓力，大概率

會主動采取降價促銷策略。

接盤萬達酒店難“消化”
促銷售、抓回款的背後，是對資金

的渴求。目前，富力地產可謂債務壓頂

，截至2019年6月30日，富力地產借款

余額約為1952.34億元，較 2018年末的

1632.39億元增加了319.95億元，累計新

增借款已超過 2018年末公司凈資產的

40%。早在今年年初，富力地產就因

2018年年報中3000億負債飽受詬病，其

資產負債率被認為達到危險水平。

但需要花錢的地方還很多。近期富

力地產謀劃入股車企華泰汽車需要資金

，而2017年富力地產收購的萬達資產不

僅未給集團帶來盈利，反而成為拖累，

仍需進壹步投入。

2017年，時值萬達危機，富力地產

耗資189.55億元接盤萬達旗下73家城市

酒店的權益及大連萬達中心寫字樓，受

合並報表影響，富力地產 2017年盈利

211.86 億元，同比大增 214%。但經過

2018年壹年的整合期，富力地產仍未消

化萬達的酒店資產。2018年年報顯示，

公司酒店營運業務虧損4.59億元，相比

2017年盈利129.37億元，差距超過130億

元，成為富力地產2018年業績下滑的重

要原因。

2018年，集團實現營業收入共768.58

億元，同比增長30%，但歸屬公司所有者

的盈利為83.71億元，同比大降60%。當年

的“華南五虎”之首、曾比肩萬科排名行

業前列的富力地產已被拉開差距。

嚴躍進認為，目前萬達收購的酒店

業務面臨經營壓力，汽車這種新產業的

運營成本也可能進壹步上升，會對企業

造成壓力。“酒店受經濟下行影響，企

業如何統壹經營酒店並增加盈利，還要

不斷去探索。”嚴躍進說道。

美國降息靴子落地 中國堅持“以我為主”
綜合報導 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

間下調 25個基點，到 2%~2.25%的水平。這是自

2008年12月以來美聯儲首次降息，引起全球極大

關註。

2007年美國房價泡沫破滅，大規模次貸危機讓

壹些金融機構命懸壹線。美聯儲從2007年9月開始

降息50個基點，聯邦基金利率下調到4.75%。此後

歷經10次降息，到2008年12月，聯邦基金利率調

降至0%~0.25%。美國壹度進入零利率時代。

隨後，美國又借助四輪量化寬松政策，使美國

經濟逐漸走出陰霾。2015年年底開始，經濟出現復

蘇跡象的美國進入了“加息時間”，連續9次上調

後，聯邦基金利率回到了2.25%~2.5%區間。

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認為，10年前

的那壹輪降息是壹次“危機應對”，而目前美國經

濟雖然存在下行風險，但市場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危

機信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表示，此次降息是為

防範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

下行風險，幫助抵消這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不利影

響，並推動美國通脹更快回到2%的目標。

因此，市場評價美聯儲的此次降息是壹種“預

防式”降息，而這種降息方式的表現是持續時間短

、降息幅度小，與“衰退式”降息有著明顯差別。

在聯訊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看來，“預防

式”降息後，美國GDP增速不會出現趨勢性下滑，

由於經濟活力重現，就業狀況會繼續改善，失業率

趨於下行。

“美國進入降息通道勢在必行。”黃劍輝看到，

特朗普上臺後，美國政府采取大規模的減稅政策來刺

激經濟，這在壹段時間起到了明顯作用，但現在，減

稅的效力已經減弱，美國選擇踩下另壹個“油門”，

也就是用降息手段確保美國經濟保持穩定。

美聯儲公布降息決定後，市場的表現卻不太給

力。壹邊，美股不漲反跌，截至當地時間7月31日

收盤，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標準普爾500種股票

指數、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均下跌超過1%。另壹邊

，美元指數創下兩年來新高。

壹些專家對這種表現並不意外。在中國人民大

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看來，美聯儲要降息

的風聲早已傳開，市場早對降息有了預期和準備，

資本市場更是早早有了動作。過去幾周，美股表現

強勁，股指不斷創新高。但在美聯儲暗示要降息時

，特朗普曾表示降息幅度應達到50個基點，因此

25個基點的降幅在壹些人看來並不解渴。

隨後，面對“美國是否進入新壹輪降息周期”

的疑問，鮑威爾的回答又顯得模糊不清：“這並不

是長降息周期的開始，但可能會再次降息。”趙錫

軍認為，鮑威爾的回答給市場預期又打了個“折上

折”，因此，降息公布之後，市場選擇用“冷淡”

作出回應。

但無論如何，作為壹個強有力的貨幣政策工具，

美聯儲的降息已經產生聯動效應。就在美聯儲宣布降

息後4個小時，沙特、阿聯酋、巴林、巴西央行也紛紛

宣布降息。今年以來，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

澳大利亞、韓國等多國也已采取了降息舉措。

“預計會有更多國家央行加入。”摩根大通中

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表示，美聯儲停止加息轉向

降息，將帶動全球貨幣政策整體轉向寬松。但他認

為，中國央行出手的可能性不大。

半個多月前，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

國峰曾表示“要堅持以我為主的原則”，繼續實施

穩健的貨幣政策，密切監測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

變化，要根據中國的經濟增長、價格形勢變化及時

進行預調微調。

在昆侖健康保險資產管理中心首席宏觀研究員張

瑋看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工具有很多，不壹定要跟風

降息。“降息能起到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對市場產生

的影響大而廣，但也容易出現大水漫灌的現象，降息

之後的資金是否能流向有需求的實體經濟也不壹定，

定向降準反而更適合我國目前的發展。”他說。

趙錫軍認為，要關註美聯儲降息在兩個層面的

傳導效應，“壹方面要看透過外匯市場，傳導到金

融市場上的表現，另壹方面透過貿易市場，看可能

對其他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產生怎樣的影響”。他表

示，全球是否要進入新壹輪的“降息時間”現在還

不好判斷，但寬松的貨幣政策要寬松到何種程度值

得警惕，過度寬松可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風險，

“貨幣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刺激是有限度的，貨幣政

策不是靈丹妙藥，更不能包治百病”。

富力地產或暫停拿地
急抓銷售促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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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推六招 促與港澳合作科創
重點支持用地資金等方面 應屆畢業生就業享3000元補貼

港澳高校應屆畢業生到珠中小微企業就業，並履
行勞動合同和繳納社保費滿6個月的，一次性給
予3,000元（人民幣，下同）就業補貼。
16歲到24歲未就業港澳青年和離校2年內未就
業港澳高校畢業生到珠企業參加見習的，按不低
於珠海最低工資標準給予見習補貼。
港青在珠創業優先入駐公共創業孵化（實訓）基
地，享受系列創業服務，包括最長三年“零”租
金、“零”物管費等優惠。
港澳創業者可獲創業小額貸款貼息和擔保費補
貼，還可享受貼息的貸款額度最高300萬元。
港澳高校在校學生參加珠海市創業培訓機構組織的
創業培訓，按該市創業培訓補貼標準給予補貼。
支持港澳青年、大學生來珠開展就業技能實踐活
動，每個項目可獲最高10萬元的經費支持。

據《大灣區視野下的珠三角企業創新報
告》對超100家創新企業調研顯示，科創

企業愈來愈捨得“落重本”，近40%企業的研
發人員佔比20%到50%，逾75%企業有跟高
校、科研院展開合作。逾60%企業稱曾獲政府
稅收減免或政府補貼，而受訪企業最為期待的
也是“政府出台鼓勵創新的政策”。

支持高校設研發機構
為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參與大灣區國

際科創中心建設，珠海新發佈《珠海市貫徹落
實“省科技創新十二條”政策措施》。市科創
局有關負責人6日受訪時指出，針對與港澳科
創合作出台6條開放性措施，旨在“在更高水
平上擴大開放，促進人往來、錢過境、稅平
衡”。

首先，對接廣深港澳科創走廊，在建設規

劃、用地審批、資金安排、人才政策等方面給
予重點支持，積極爭取港澳國家重點實驗室夥
伴實驗室落戶珠海。其次，支持港澳高校、科
研機構在珠海設立研發機構並享受相關優惠政
策，促使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轉化。

享養老保險延繳政策
同時，探索建立市財政科研資金跨境港

澳使用機制，鼓勵、支持珠海市內企業聯合
港澳高校、科研機構，共同參與申報“珠海
市科技創新發展專項項目”並獲得財政科技
經費支持。允許符合條件的市級科研項目經
費由珠海市業務主管部門通過國庫集中支付
方式撥付給港澳高校、科研機構，或者由珠
海市內的項目合作單位根據雙方合作協議規
定轉撥給港澳高校或科研機構。

對於港人關注的稅負與社保“同等待

遇”問題，珠海市明確減輕港澳人才內地工
資薪金所得稅稅負。珠海財稅部門將出台實
施細則，按內地與香港個人所得稅稅負差
額，對在珠工作的港澳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
給予補貼。此外，落實港澳人才享受廣東省
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延繳政策，對達到法
定退休年齡、累計繳費不足15年的可以延
繳，對男性滿65周歲、女性滿60周歲時繳費
年限不足15年的可予躉繳。

針對港澳青年到珠海就業、創業，珠海本
月起啟動專項政策措施。市人社局有關負責人
受訪時表示，港澳高校應屆畢業生到珠海中小
微企業就業，並履行勞動合同和繳納社會保險
費滿6個月的，一次性給予3,000元就業補貼。
16歲到24歲未就業港澳青年和離校2年內未就
業港澳高校畢業生到珠海企業參加見習的，亦
可享見習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

俊明 珠海報道）為促進珠海

科創與吸引港澳青年前來發

展，珠海市政府近日連續出台

優惠政策。其中，6大措施攜

手港澳科創合作，包括支持港

澳高校與科研機構在珠海設立

研發機構、探索建立市財政科

研資金跨境港澳使用機制等。

針對港澳青年到珠就業與創業

優惠措施也正式出爐，包括優

先入駐創業基地並享“零”租

金、“零”物管費等，最高可

享貼息貸款額度300萬元（人

民幣，下同）；首次明確針對

港澳高校應屆畢業生到珠就

業，一次性給予3,000元就業

補貼。

對接廣深港澳科創走廊，在用地審批、資金安排
等方面給予重點支持，積極爭取港澳國家重點實
驗室夥伴實驗室落戶。
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機構在珠設立研發機構並享
受相關優惠政策，建設高新區港澳科技成果轉化
基地等面向港澳的孵化載體。

減輕港澳人才內地工資薪金所得稅稅負，按內地
與香港個稅稅負差額，對在珠工作的港澳高端人
才和緊缺人才給予補貼。
探索建立市財政科研資金跨境港澳使用機制，支
持珠海市內企業聯合港澳高校、科研機構申報珠
海市科技創新發展專項項目。
橫琴在人才資本入股、港澳專業人士便利執業、
港澳人才出入境便利等領域先行先試，探索先行
先試技術移民制度。
落實港澳人才享受廣東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延繳政策，對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累計繳費不足
15年的可以延繳。

■■珠海珠海88月起啟動港澳青年到珠海就業創業月起啟動港澳青年到珠海就業創業
的政策措施的政策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攝

珠港澳科創合作6措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港澳青年珠海就業創業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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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新贊助商入閣成功組軍獲新贊助商入閣成功組軍

衛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上季勇奪港超冠軍、今季卻瀕臨散班的和富

大埔，6日在新贊助商帶領下，於大埔運動場拜神祈福，正式踏出衛冕第一步。

有留隊球員證實，球會去季曾不止一次拖欠薪金，目前亦未獲發聯賽冠軍獎

金；至於與大埔尚有一年合約、上季負責大部分班費的足球隊主席蔡尚圻6日則

未見露面。大埔秘書長陳平透露，他需要再跟蔡尚圻商討新球季合作方式。

■■大埔新領導層出席拜神
大埔新領導層出席拜神，，上季班主蔡尚圻未有亮相

上季班主蔡尚圻未有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林丹在世錦賽第三林丹在世錦賽第三
輪有極會遇上世界輪有極會遇上世界
““一哥一哥””桃田賢斗桃田賢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代表隊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彼
得伯勒舉行的、四年一度的女子U19
世界棍網球錦標賽中，以4戰2勝2負
的成績獲得小組第3名躋身16強爭標
淘汰賽。

女子U19世界棍網球錦標賽自
1995起舉辦，本屆賽事共有22支參賽
隊伍，港隊被編入E組，同組有以色
列、比利時、波多黎各以及美國原住
民 部 落 易 洛 魁 聯 盟 （Haundeno-
saunee）。港隊在小組首仗憑周旨
程、王瑋婷分別取得5個及3個入球，
在首節落後1：2之下，反勝以色列
11：7。第2及3場小組賽，面對實力
較強的波多黎各及易洛魁聯盟，分別
以2：21及5：24落敗。

最後一場小組賽面對比利時，港

隊全場領先下，總比數21：2取勝，
其中王瑋婷更取得9個入球，成為球
隊的得分王，Eloise Bolitho及Victo-
ria Molloy則分別取得4及3個入球。
港隊將與美國隊爭奪 8 強席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世界羽毛
球錦標賽 6日
完成抽籤，中
國大滿貫球手

林丹有機會於第三輪遇上世界排名第一的
日本球手桃田賢斗，由於里約奧冠男單冠
軍諶龍的狀態低沉以及石宇奇受傷患困
擾，目前在奧運積分榜領先兩名隊友的林
丹如能在世錦賽交出好成績，將大大增加
“超級丹”第五度出戰奧運的機會。

由於現時世界排名第三的石宇奇有傷
在身，林丹及諶龍成為國羽男單爭標的最
大希望。被分在上半區的林丹首戰遇上越
南球手阮天成，如順利晉級至第三輪，有
機會與世界“一哥”桃田賢斗正面交鋒，
林丹目前在世界羽聯的奧運積分榜排名第
17，領先石宇奇及諶龍，如今屆世錦賽能
有出色表現將進一步擴大優勢。

身為第三號種子的諶龍首輪對手將是
俄羅斯的馬高夫，諶龍近況低沉，近兩星
期已錄得三場敗仗，早前泰國公開賽更是
首圈出局。這名世界排名第四的球手需要
在今屆世錦賽一洗頹風。女單方面，四位
中國隊選手中，陳雨菲、韓悅和日本名將
山口茜、泰國選手因達農同處上半區。下
半區則雲集了何冰嬌、戴資穎、辛杜、奧
原希望等選手。衛冕冠軍、西班牙選手馬
林同樣因傷退賽。

至於港隊方面，伍家朗首輪將與土耳
其球手拿爾爭出線，另一港隊代表李卓耀
則遇上國家隊的黃宇翔。而混雙組合鄧俊
文/謝影雪則首輪輪空，次輪將對日本組合
金子祐樹/松友美佐紀與約日組合阿爾山尼
克/阿莫羅的勝方。

2019羽毛球世錦賽將於8月19日至25
日在瑞士舉行。■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外圍賽亞洲
區40強賽即將於9月5日展開首輪爭
奪，中國男足國家隊（國足）也將於
本月底展開集訓。據《北京日報》消
息，中國足協日前向亞足協提交了參
加本次40強賽的初選名單，其中包括
兩名入籍球員：廣州恒大的艾傑臣和
北京中赫國安的李可。

根據國際足聯相關規定，8月5日
是40強賽各參賽隊向亞足協提交參賽
名單的截止日期。由於最終參加40強
賽單場比賽的23人名單必須來自這份

初選名單，因此國足提交的初選名單
人數超過60人。

在這份名單中，備受外界關注的
兩名入籍球員艾傑臣和李可赫然在
列。據悉，鋒線殺手艾傑臣已完成全
部入籍手續，正式成為一名中國籍球
員。一旦艾傑臣入選月底的國足集訓
名單，他還將成為首位非華裔國腳。

據了解，除了艾傑臣、李可兩人
外，恒大的布朗寧、高拉特等球員的
入籍手續也在積極辦理當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林丹戰世錦賽
為五征奧運搶分

艾傑臣 李可進國足世外賽初選名單

港女棍網球隊
晉U19世錦賽16強

■港將王瑋婷（中）在對比利時一役
取得9個入球。

■■伍家朗首輪將對土耳伍家朗首輪將對土耳
其球手拿爾其球手拿爾。。 法新社法新社

■■和富大埔成軍後首次公開活動和富大埔成軍後首次公開活動，，吸引大批傳媒採訪吸引大批傳媒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和富大埔上季以約2,000萬元（港
元，下同）班費組軍，帶來球會

史上首項頂級聯賽冠軍的彪炳戰績。
然而季尾卻傳出拖欠薪金的消息，惟
因當時正值球隊爭冠重要時刻，事件
才未有鬧大。然而，6日球隊與傳媒見
面時，一眾舊將終於忍不住發聲，承
認會方多次遲發薪金，最長時間更多
達半個月；而且會方承諾的50萬元冠
軍獎金，至今也未收到。由於獎金只

屬“口數”，要追回並不太樂觀。至
於教練李志堅與9名球員離隊轉投東方
龍獅，亦與球會拒絕續組巨型班有莫
大關係。

會方6日證實，和富大埔新一季已
獲得“宏大環球”贊助，據悉金額約
1,200萬元。會長李宗德指今季班費預
算約1,500萬元，並暗示與上季贊助商
“未解決”：“宏大主要在內地做投
資生意，資金相對穩定。我們目前仍

未與宏大簽約，不過機會很大，只是
與舊贊助商還有些技術問題要解
決。”他又補充，若成事的話，仍會
沿用和富大埔名義參戰。陳平則透
露，蔡尚圻新一季將改任“榮譽主
席”，至於確實合作形式則尚待研
究。據記者查證所知，新贊助商“宏
大環球”是由現時其中一位新職員所
引薦，在加盟和富大埔之前，也曾與
其他球會洽談合作。

■勞高（右）及杜度到港多年，對切燒豬習俗並不陌
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2019-2020年度
和富大埔球員名單
1 錢兆琛 守門員
2 麥保美 中場
5 杜度 後衛
6 廖偉業 後衛
7 金玟基 前鋒
8 梁星耀 中場
9 辛祖 前鋒
10 陸志豪 中場
11 勞高 前鋒
12 鄭子森 中場
13 楊賜麟 中場
14 廖智謙 中場
15 楊紫彬 後衛
17 陳文輝 中場
19 陸平中 守門員
20 何銳 守門員
22 趙少維 前鋒
23 孫銘謙 中場
24 唐道碧 中場
25 許嘉樂 前鋒
28 車潤秋 中場
31 杜瑋鴻 後衛
80 吳文希 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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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手机一直响个不停。等

我安顿好女儿睡着，打开一看，微信育

儿群里已经有上百条聊天记录。

爬楼才知道，原来是群里有辣妈正

在向大家介绍她即将到来的春季海外旅

游，看上去真是一次精彩的旅程，从路

线到吃住都相当令人期待。而更为关键

的是，她是和闺蜜团一起去的，并没有

带着宝宝。

有群好奇地问了句：“看你家孩子还

小啊，居然还能有时间自己出去玩？”

这位妈妈回答得也颇为干脆：“当

然啦。娃断奶之后就是爷爷奶奶带的，

我基本上没怎么管。这样真的挺好，我

有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跟生之前一

样，潇洒又自由，不要太开心哦。”

此言一出，群里炸了锅。妈妈们各

种纷杂的看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深深

的羡慕。

是啊，都说有娃即被套牢，这位妈

妈的惬意生活，听上去真是相当美好而

令人向往。

隔着屏幕，我内心很是感慨。自从

三年前有了女儿，我并没有像那些全盘

脱手的妈妈们一样，把带孩子的任务轻

松地完全交由他人。这就注定了我曾经

满是情怀的生活主旋律，将被一切屎尿

屁奶的日常所取代。

那么，这是我想要的状态吗？扪心

自问，我心中的答案却异常坚定。看着

身边熟睡中的小家伙天使般的模样，那

一刻我前所未有地确定：

它是我做出的最棒的选择。陪伴孩

子的这几年，我不后悔，我很庆幸。

为了那份亲密的亲子关系孩子要自己带

在当妈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的生

命中会出现一个小小人，具有大大的能

量，能够牵动我所有的喜怒哀乐。

你的第一次微笑、第一次迈步、第

一次喊妈妈，总是让我无比欢欣雀跃；

你伏在我怀里的体温与呼吸，让我

当下是如此踏实安心。怀中有你，仿佛

拥有整个世界；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跟你彼此间最

默契的专属回忆。很荣幸，在你的成长

过程当中，有我的参与。

包括弗洛伊德、阿德勒等大师在内

，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童年的亲子

关系，尤其是孩子在生命之初与母亲间

的依恋关系十分重要，将会影响他们一

生的发展。

事实上，从出生起，孩子就在不断

与父母分离。而三岁之前，则是孩子逐

渐与爸爸妈妈剪断心理脐带的过程。

孩子人生的前三年，需要妈妈的爱

来丰盈他们的灵魂，完善他们的品格，

并让他们收获满是安全感的内心。随后

，他们才会真正走向独立。

正如研究证明的那样，只有在童年

被父母赋予了足够爱与关注的孩子，长

大后才会建立成熟的情感需求，才懂得

如何正确地爱人与被爱。

对我而言，女儿那句“囡囡好爱妈

妈”，则是最大的回报，也是育儿路上

继续前行的动力。我跟我亲爱的孩子是

如此紧密地联结着；我知道，在爱的包

围下，她幼小的心中也一定满是爱意。

为了子女品行的塑造孩子要自己带

马伊琍曾经说过：“孩子们出生后

的头三年时间非常重要，他们需要父母

的陪伴和家庭的温暖。而我是孩子的妈

妈，照顾她是我的责任。”

虽然身为知名演员工作繁忙，但她

却尽力做到了把孩子带在身边。

她曾在微博上坦言，大女儿爱玛跟

自己单独相处时，会更懂事也更配合，

自己的事情一定自己做，不撒娇不哭闹

。而一旦家中带孩子有了帮手，则往往

存在过度保护的现象。

为人父母，不能偷懒。正是马伊琍

的努力与用心，爱玛的童年回忆里满是

妈妈的爱。而长大之后的她成为了一个

全面发展的女孩，之前还在全国体育舞

蹈锦标赛中，一举拿下了拉丁舞业余组

冠军。

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曾反复强调

：作为家长，想教育好孩子最重要的条

件之一，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自己

带。只有父母早期培养到位，孩子才能

养成好性格。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妈

妈自己带，才能对孩子的性格品质和习

惯培养直接把好关。

现如今，看着女儿日渐能干又自信

开朗，我为自己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而

感到无比欣慰。她是我此生最得意的作

品，我愿亲手雕琢，让她朝着理想的模

样一天天进发。

为了妈妈的家庭地位和育儿话语权孩子

要自己带

知乎上，在“妈妈带大的孩子和奶

奶带大的孩子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

下有这么一个回答：

“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错觉，我觉

得这个孩子不是我的，虽然我很爱他。

”

从小就将孩子甩手交由其他人带，

其实就是把当妈妈的责任、权利和幸福

感也一并交了出去。

不久前，我们在科室里聊起孩子的

管教问题，同事刘姐颇为无奈地告诉我

们，在家她已经彻底丧失了教育孩子的

话语权。

“孩子从小就是婆婆带大，老人护

得不行，任何事情只要我想插手，她都

会第一个跳出来。”

有一次刘姐的儿子犯了错，她凶了

几句，婆婆就不客气地指着她说：“这

孩子从小你就没怎么管过，那么现在也

轮不到你管。你要是骂我孙子，先把我

骂了再说。”

刘姐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在

育儿方面变得一点地位都没有。“用开

头轻松的两三年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失落

和被忽略，我实在是很后悔。”

珍惜亲子之缘有些陪伴一旦错过就不再

去年，美国Salk研究所的Fred?Gage

团队在世界顶级科研杂志Science上发表

论文。他们通过研究“鼠妈妈照顾新生

小鼠时间的长短”与“小鼠大脑DNA突

变率”之间的关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孩子应该成长在妈妈身边，否则容

易导致孩子大脑基因突变，影响其成年

以后的心理健康与大脑素质。

那么，儿时母爱匮乏，是一种怎样

的体验呢？

知乎网友“山河皆故人”的现身说

法，看得人心酸：

“在我成长的关键时期，父母没在

我身边，我整个人，沉默寡言，小心翼

翼，跟人交流有障碍，多疑敏感，不敢

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爱

。什么都是自己摸索，处处碰壁，周围

人冷漠，没有被鼓励过。所以胆子比较

小，缺乏安全感，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真

正的想法。有的甚至自我矛盾，内心扭

曲，容易抑郁。

我几乎没有见到过小时候父母不在

身边也成长得很顺利的人。他们或许会

更坚强，但不懂得如何向外界寻求帮助

，什么都自己一担挑，活得又累又拧巴

。”

我们不会想到，自己倘若错过孩子

人生开头的短短几年，将会给他们的一

生都造成伤害。

而很多时候，我们大人却总以为时

间很多，来日方长；总是以各种各样的

理由，与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失之交

臂，还想当然地说着“反正还有以后”

。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真正与孩子亲

密无间的岁月，其实就只有人之初的两

三年。孩子长大的步伐不会停下来等我

们觉悟，在这场最终指向分别的爱里，

他们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孩子幼年时父母的缺席，今后将很

难再有时间与精力去弥补。

亲爱的孩子再难也要和你在一起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浙江嘉兴

的李帮勇是一名外卖员，也是一个右手

5级伤残的单亲爸爸。因为自己幼小的

女儿没人照顾，这个坚强的汉子便带着

孩子一起送外卖。

左手抱女儿，右手拎外卖；奔波街

头，风雨无阻。带娃送外卖，可能在别

人看来是被生活所迫，充满了无奈和辛

苦，但对于那位爸爸来说，这是他可以

做到的最大限度的陪伴。

“她离不开我，我也会尽我最大努

力把她养好。”寥寥数语，却流露出满

溢的爱。再苦再累也要和孩子在一起，

为此，倾尽所能，在所不惜。

自己带孩子注定是辛苦的，这意味

着我们会付出更多的心力劳力，会失去

更多的自由时光，尤其对职场妈妈来说

，还会错过更多的发展机会。

比如我自己，为了能多陪陪女儿，

曾经推掉了赴北京进修半年的机会，也

婉拒了单位领导让我带队负责项目的邀

请，只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需要频繁

出差。

表面上看来，我确实失掉了一次短

期内晋升的最佳机遇，但我丝毫不后悔

。因为我知道，什么才是于我而言最为

重要的。

这一切，在我看来值得。我们给了

孩子人之初最好的爱与陪伴，用自己在

生活和事业上的暂时牺牲换来了孩子一

生幸福的基础。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

、厨房与爱。”这应该是每一个亲自带

娃的爸妈最真实的写照，也是他们内心

甘之如饴的归往。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选择了带娃，

那我就没法赚钱，这种矛盾该如何平衡

呢？

其实我想强调的是，“带孩子”的

真谛并不是24小时无时无刻不和宝宝待

在一起。在自己有限的空余时间里全身

心投入那亲子时光中，给予孩子满心满

意的关注与互动，那才是最关键的。放

下手机和电脑，跟娃一道读读绘本、做

做游戏、聊聊天……孩子与我们的感情

，会因那高质量的联结而不断增进。

龙应台曾经提到，做父母其实是有

“有效期”的。

“孩子在小的时候，父母对他们来

说是万能的，是完全可以依靠的。这就

是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黄金时期。等孩子

一到了青少年时期，父母的‘有效期限

’就快到了。‘过期’后的父母再怎么

努力，也比不过10年前来得有效了。”

愿你珍惜把握跟孩子在一起的每一

刻，能在孩子的关键前三年，陪伴他们

成长。

那样，才能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

问心无愧地笑着说道：“幸好，我把握

住了孩子最珍贵的人生前三年。”

为什么要自己带孩子？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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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艾爾巴索上週末才發生造成22人喪生的開槍
濫殺事件，並再度引發管制槍械的呼聲，德州下個月
卻將開始施行10項對公開擁槍放寬限制的新法。

德州原已擁有美國一些最寬鬆的槍械法規，而新
法將讓人更容易在教堂、清真寺、猶太會堂、公寓大
樓、代養家庭和公立學校等地持有槍械。

這些法律是德州州議會在6月休會前通過的，積
極為這些新法遊說的全國步槍協會(NRA)稱之為 「極
為成功」 ，表示這些措施將進一步放寬德州寬容的槍
械法，讓主張管制槍械者空手而返。

這10項法案都是由共和黨議員提出；艾爾巴索事
件以及俄亥俄州岱頓市槍擊事件發生後，NRA宣稱它
不會參與把這些悲劇政治化。岱頓事件造成九人喪生
。

這些法案包括不準學區禁止員工和其他學校訪客
把槍放在上鎖的車上；遏制市鎮當局限制賣槍的能力
；發生緊急狀況時準許民眾帶著槍疏散，即使他們沒
有有效槍照。

德州有將近140萬份有效槍照，而美國自1900年
以來發生的20件傷亡最慘重槍擊殺戮事件，有五件發
生在德州，包括最近的艾爾巴索事件。

德州原來就準許代養父母把有執照的槍枝放在家
裏，可是槍枝和彈藥必須分別存放和上鎖。新法準許
兩者放在同一個上鎖的地方。連支持槍械的全國射擊
運動基金會都不鼓勵這種做法，NRA卻稱之為為代養
父母及其家庭恢復憲法第二修正案保障的權利的第一
個步驟。

新法也廢除在教堂等宗教場所帶槍為行為不檢輕
罪的規定。從9月1日起，除非教堂明白宣佈禁止武
器，有合法槍照的人將可以帶手槍進入。

提案者說，不論法律如何規定，有邪惡意圖的人
還是會帶槍到教堂，因此讓好人解除武裝，使守法公
民在暴力份子違法傷人時無法自保完全不合理。

新法也禁止房東在租約加入 「禁止槍械」 條款。
NRA宣稱這種條款違反房客由憲法保障的擁槍權。

不受槍案影響 德州再放寬擁槍限制

（綜合報導）一名槍手3日上午闖入德克薩斯州
西部城市埃爾帕索一家沃爾瑪超級市場開槍，射殺22
人、射傷20餘人。其中8名死者、6名傷員是墨西哥
公民。

墨西哥外交部長馬塞洛•埃布拉德5日說，德克
薩斯州兩天前槍擊事件針對墨西哥公民，帶有恐怖主
義性質，墨方可能要求引渡嫌疑人，由墨西哥法院審
理。

按照一些墨西哥人的說法，槍擊事件表明一些美
國人對墨西哥人積怨已久，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
出現墨西哥移民是“強姦犯”和“罪犯”之類言論則
起到了火上澆油作用。

從競選總統開始，川普呼籲在美墨邊境建造“隔

離牆”；2017年1月就任總統至今，他以威脅對墨西
哥加徵關稅等方式迫使墨方合作管控兩國邊界，加劇
美墨兩國關係緊張以至一些美國人的“怨憤”。

他在墨西哥駐埃爾帕索領事館告訴記者，槍擊發
生在美國，但“這是一次針對墨西哥人的恐怖主義行
徑”。他說，墨西哥將“第一次對發生在美國的恐怖
襲擊作意義重大的調查。”

他已經與美國執法機構人員見面，定於6日向墨
西哥總檢察長通報美方調查進展，以便為墨方以被告
發動恐怖襲擊為由提起訴訟收集證據。

他承諾將要求美國當局儘快向墨方送返8名死者
的遺體，交給受害人家屬。截至5日，6名傷員還在
美國醫院接受治療。

積怨已久 墨西哥要引渡恐怖襲擊嫌犯

（綜合報導）美國一項最新研究顯示，美國警察的執法暴力
對民衆人身健康是一大威脅。其中，美國黑人男性遭警察殺害的
機率，是白人男性的2.5倍。

這項研究的主要作者，美國羅格斯大學助理教授愛德華茲表
示：“我們認為有充足的證據可以證明，美國警察對大衆人身健
康是一項威脅。” 研究同時發現，非裔美國男女、美國印第安
男女及拉丁裔美國男性，一生中面臨的死亡風險高於白人。

據報道，黑人男性
遭殺害的死亡風險

最高。研究人員估計，每誕生1000名男性，就有1名黑人男性
因警察使用武力而喪命。

報道稱，黑人男性遭殺害的機率是白人男性的2.5倍，而黑
人女性遭殺害的機率是白人女性的1.4倍。美國印第安男性遇害
的機率大概是白人男性的1.5倍，而美國印第安女性遇害的機率
約為白人女性的1.6倍。

然而，雖然拉丁裔美國男性遭殺害的機率大約是白人男性的
1.4 倍，不過拉丁裔美國女性遭殺害的機率卻比白人女性低
17.5%。

此外，死亡風險在年輕男性身上更為顯著：20到24歲遭殺
害的黑人男性，有超過1.5%是因警察造成，25到29歲的比例略
降至1.3%。

報道稱，在上述兩個黑人男性族群中，警察暴力是僅次於癌
症的第2大死

黑人男性被害機率是白人男性逾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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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推六招 促與港澳合作科創
重點支持用地資金等方面 應屆畢業生就業享3000元補貼

港澳高校應屆畢業生到珠中小微企業就業，並履
行勞動合同和繳納社保費滿6個月的，一次性給
予3,000元（人民幣，下同）就業補貼。
16歲到24歲未就業港澳青年和離校2年內未就
業港澳高校畢業生到珠企業參加見習的，按不低
於珠海最低工資標準給予見習補貼。
港青在珠創業優先入駐公共創業孵化（實訓）基
地，享受系列創業服務，包括最長三年“零”租
金、“零”物管費等優惠。
港澳創業者可獲創業小額貸款貼息和擔保費補
貼，還可享受貼息的貸款額度最高300萬元。
港澳高校在校學生參加珠海市創業培訓機構組織的
創業培訓，按該市創業培訓補貼標準給予補貼。
支持港澳青年、大學生來珠開展就業技能實踐活
動，每個項目可獲最高10萬元的經費支持。

據《大灣區視野下的珠三角企業創新報
告》對超100家創新企業調研顯示，科創

企業愈來愈捨得“落重本”，近40%企業的研
發人員佔比20%到50%，逾75%企業有跟高
校、科研院展開合作。逾60%企業稱曾獲政府
稅收減免或政府補貼，而受訪企業最為期待的
也是“政府出台鼓勵創新的政策”。

支持高校設研發機構
為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參與大灣區國

際科創中心建設，珠海新發佈《珠海市貫徹落
實“省科技創新十二條”政策措施》。市科創
局有關負責人6日受訪時指出，針對與港澳科
創合作出台6條開放性措施，旨在“在更高水
平上擴大開放，促進人往來、錢過境、稅平
衡”。

首先，對接廣深港澳科創走廊，在建設規

劃、用地審批、資金安排、人才政策等方面給
予重點支持，積極爭取港澳國家重點實驗室夥
伴實驗室落戶珠海。其次，支持港澳高校、科
研機構在珠海設立研發機構並享受相關優惠政
策，促使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轉化。

享養老保險延繳政策
同時，探索建立市財政科研資金跨境港

澳使用機制，鼓勵、支持珠海市內企業聯合
港澳高校、科研機構，共同參與申報“珠海
市科技創新發展專項項目”並獲得財政科技
經費支持。允許符合條件的市級科研項目經
費由珠海市業務主管部門通過國庫集中支付
方式撥付給港澳高校、科研機構，或者由珠
海市內的項目合作單位根據雙方合作協議規
定轉撥給港澳高校或科研機構。

對於港人關注的稅負與社保“同等待

遇”問題，珠海市明確減輕港澳人才內地工
資薪金所得稅稅負。珠海財稅部門將出台實
施細則，按內地與香港個人所得稅稅負差
額，對在珠工作的港澳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
給予補貼。此外，落實港澳人才享受廣東省
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延繳政策，對達到法
定退休年齡、累計繳費不足15年的可以延
繳，對男性滿65周歲、女性滿60周歲時繳費
年限不足15年的可予躉繳。

針對港澳青年到珠海就業、創業，珠海本
月起啟動專項政策措施。市人社局有關負責人
受訪時表示，港澳高校應屆畢業生到珠海中小
微企業就業，並履行勞動合同和繳納社會保險
費滿6個月的，一次性給予3,000元就業補貼。
16歲到24歲未就業港澳青年和離校2年內未就
業港澳高校畢業生到珠海企業參加見習的，亦
可享見習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

俊明 珠海報道）為促進珠海

科創與吸引港澳青年前來發

展，珠海市政府近日連續出台

優惠政策。其中，6大措施攜

手港澳科創合作，包括支持港

澳高校與科研機構在珠海設立

研發機構、探索建立市財政科

研資金跨境港澳使用機制等。

針對港澳青年到珠就業與創業

優惠措施也正式出爐，包括優

先入駐創業基地並享“零”租

金、“零”物管費等，最高可

享貼息貸款額度300萬元（人

民幣，下同）；首次明確針對

港澳高校應屆畢業生到珠就

業，一次性給予3,000元就業

補貼。

對接廣深港澳科創走廊，在用地審批、資金安排
等方面給予重點支持，積極爭取港澳國家重點實
驗室夥伴實驗室落戶。
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機構在珠設立研發機構並享
受相關優惠政策，建設高新區港澳科技成果轉化
基地等面向港澳的孵化載體。

減輕港澳人才內地工資薪金所得稅稅負，按內地
與香港個稅稅負差額，對在珠工作的港澳高端人
才和緊缺人才給予補貼。
探索建立市財政科研資金跨境港澳使用機制，支
持珠海市內企業聯合港澳高校、科研機構申報珠
海市科技創新發展專項項目。
橫琴在人才資本入股、港澳專業人士便利執業、
港澳人才出入境便利等領域先行先試，探索先行
先試技術移民制度。
落實港澳人才享受廣東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延繳政策，對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累計繳費不足
15年的可以延繳。

■■珠海珠海88月起啟動港澳青年到珠海就業創業月起啟動港澳青年到珠海就業創業
的政策措施的政策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攝

珠港澳科創合作6措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港澳青年珠海就業創業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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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琦琦、林愷鈴及
談善言等6日出席唇彩活動，之前任達華於內地出
席活動被兇徒用刀刺傷腹部及右手，動過兩次手術
後已出院回家休養，琦琦表示華哥已好一點，康復
當中，但仍要一段時間才能復工，目前要留在家做
物理治療，間中也有物理治療師協助。

不追究主辦單位
琦琦本來不太懂下廚，但現在每日要煲花膠等

湯水給老公滋補，希望他的傷口早日復元，即使自
己的海外工作暫停，還是覺得老公最重要：“希望
他快些好返，也難得有假期陪他，我和女兒都爭着
煮飯給他吃，最開心是終於得到他認同我煮得好
食！”問華哥在家會否覺得悶？琦琦說：“不會
呀，有我和女兒陪他，他好開心呢！”是皇帝式享
受？她笑謂：“這又不是，五星級服務啦！”

憶述華哥當日遇襲受傷，琦琦竟是最後一個
才知道：“是他跟公司的人講不准話我知，但老
闆楊受成則說要講我知，因動手術也要得家人的
同意，不過都已是華哥受傷後幾十分鐘才知
道！”她表示當時自己身在北京正執拾行李飛上
海，叉電中的手機響起社交網站訊息才知道老公
受傷，她立刻致電華哥及他身邊人員，但全部接
不上，令她驚得心跳加速，到他聽到華哥的聲
音，就是知道真正出事了：“這是我人生中最難
過的時刻，真的好驚，因不在他身邊，所以我要
視像通話，但飛回港的航班又延誤，降落時又遇
上大雨又落不到機，由於華哥已打麻醉藥未能通
話，絕對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5小時。”

另外問到華哥會否追究出事主辦單位？琦琦
指內地的老闆曾赴港探華哥並提到賠償問題，但
華哥表明不用對方作出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入行20年的容祖兒（Joey）5日

晚起假紅館舉行合共18場《PRETTY CRAZY

JOEY YUNG CONCERT TOUR》演唱會，首場演

出波折重重，出師不利。雖然在“反修訂逃犯條例”的

一些激進示威者發起罷工及堵塞交通情況下依然如常開

騷，惜開場不久便遇上舞台嚴重故障，影響演出效果，接

連音響和耳機一度失靈，Joey覺得愧對歌迷哽咽落淚，最

後決定放棄下周一（12日）放假休息，提醒當晚觀眾不

要丟棄門票，可以重來欣賞一個十全十美“PRETTY

CRAZY”演唱會，儘管Joey遇上舞台“危機”，

她依然表現專業，以歌會友，更請來“歌神”

張學友擔任頭炮嘉賓，笑指這是入行20

年最大的花紅。

舞台中央是一個球狀升台，Joey甫
出場便一輪勁歌熱舞，唱完兩三

首歌後，在《搜神記》音樂響起，Joey
笑說：“等個台修好再跳舞。”此時，
記者發覺舞台台板歪曲不平，但Joey
和舞者仍在上面跳唱，幸有驚無險，之
後見到台底有工作人員疑在搶修未果，
而有部分機件未能懸吊回半空，阻擋了
觀眾視線，Joey便在球體舞台外的位置
繼續演出。

人算不如天算，Joey換上黑色裙現
身唱《牆紙》，有工作人員突然上台幫
她整理耳機，顯得無奈的她說：“這個
是我人生最Crazy演唱會，萬分抱歉，
有好多技術上不足，我一定會努力做落
去。”她忍不住哽咽落淚，續說：“今
次係我第一場演唱會，仲差過尋晚總綵
排，有機件故障，大家想我繼續做下
去？定買另一場飛？其實我準備咗好
耐，但計劃追不上變化，原本要為大家
彈琴，但係個琴升不上來。”最後Joey
要到樂隊位置自彈自唱《啜泣》，她自
爆這是練習得最耐環節，“最初想自彈
自唱整個騷，去年便開始練習，但到開
騷前一晚才練好這首歌，發覺彈琴好
Crazy，最後決定放棄！”

Joey唱到《世上只有》時便登上飛
船吊在半空繞場一周，跟山頂觀眾近距
離接觸，唱到尾聲時音樂突然中斷，
Joey嚇到“O嘴”，幸很快沒事，之後
她便在飛船上同歌迷卡拉OK互動。

學友任頭炮嘉賓全場起哄
首晚請來“歌神”張學友做嘉

賓，兩人合唱《這麼近那麼遠》，全場
起哄，唱畢後學友笑說：“大家知唔知
首歌係我寫，佢唱我會增加版稅，其實
我同Joey差一輩。”Joey便賣口乖：
“邊度係，我中學就聽你啲歌，學友哥
哥係無年齡限制，同埋好多謝佢，我剛
出道時曾撞花佢部車，佢都無放係
心。”學友搞笑說：“我記到家，今
日來是攞返…哈哈！”自言很挑剔的學
友大讚Joey是現今樂壇具備所有條件

歌手，Joey亦指請到學友做嘉賓，是入
行20年最好花紅，笑言有學友哥哥在
身邊好安心，好似食了靜心藥，笑翻全
場，最後二人再合唱一曲《真情流
露》。

尾聲時，Joey換上一襲紅色晚裝，
華麗現身，她謂：“今晚好抱歉，因之
前打風，又出現好多不能預測技術性問
題，加上個台複雜程度，遠超之前演唱
會難度，第一晚就出現唔想見到事情，
多謝大家陪我做總綵排，我好感激，見
大家咁有義氣，我剛在台下決定下星期
一，8月12號本來係我放假，今晚在場
嘅朋友，我想邀請大家再嚟紅館，睇一
個精心為你哋準備嘅Pretty Crazy演唱
會！”全場尖叫歡呼，掌聲如雷，Joey
再提醒當晚歡眾保留票尾重來欣賞，最
後唱到凌晨12時05分，以一曲《心
淡》終結。

Joey對演出效果未完美不甘心
6日 Joey在社交平台以“錯體郵

票”為主題發千字文暢談當晚感受，她
指：“完成第一part quick change的時
候，FM不停在我耳邊告訴下一part千
萬不要走到台中，我預感已有不妙。原
來我們的中台在降下之後發生了嚴重故
障，不能變回平地，整個舞台只剩下最
外面的圓可以讓我走動，接下來的整晚
演出我也只能以歌會友，以及少量的舞
步去應付，還有幾經波折才可以升上來
的琴。在中途唱《牆紙》的時候更一度
連耳機都沒有聲音，那一刻我承認自己
有點不知所措有點崩潰。因自覺愧對觀
眾，但我心裡面的聲音還是告訴我千萬
不能亂，The Show must go on。唱到
最後一首歌前，我決定放棄8月12號的
假期，邀請所有觀眾到時再來到紅館，
欣賞一個完好無缺十全十美的pretty
crazy。”

Joey指當晚一定不能稱它為一個十
全十美的演唱會，甚至只發揮到三成的
功力，是“萬分的不甘心”。但令她有
所啟發：“但一方面証實了，要把昨天
（5日晚）所有的危機處理過來，少一
天的經驗都不能。所以這20年我絕對
沒有白過，那一刻就算有多麼的激動，
我都要表演出專業。這就是我們的守
則，這是我的崗位。”

舞台嚴重故障首場效果有缺陷舞台嚴重故障首場效果有缺陷

祖兒祖兒宣佈宣佈1212日唔休息日唔休息

琦琦與女兒 爭為華哥下廚

■■琦琦表示華琦琦表示華
哥康復當中哥康復當中。。

■舞台部分機件在演出時突然故障。

■Joey請來學友做嘉賓。

■Joey 在紅館舉
行演唱會。

暴力禍港余文樂忍不住喝止

戴蘊慧斥示暴徒是“喪屍群”
香港文匯報訊 激進示威者借

修例風波發起罷工及堵塞交通，
更造成不少衝突。激進示威者接
二連三的行動令不少人感到無
奈，更引發部分藝人公開表態，
以發表自己對事件的看法。

余文樂5日在微博上以“土生土
長的香港人”身份表態，他先轉發一
則來自“余文樂工作室”所發出的聲
明，聲明內容強調“香港是中國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余文樂其後轉發
這則聲明，並指：“看到那麼多憤

怒與暴力感到很痛心，一個人的立
場不能代表他人，就像一小眾破壞
秩序的人不能代表全部香港人。”
更表示他不認同也不支持所有違法
的人與事，希望香港能盡快恢復秩
序。

已故著名聲樂老師戴思聰的
女兒戴蘊慧，於8月2日已經忍不
住在社交平台發帖怒斥激進示威
者是“喪屍群”、“危害香港的
小丑”，批評他們“無能、無
腦、無上進心”。

戴蘊慧直斥激進示威者人云亦
云，到處聯群結隊，蒙面喧嘩鬧市搞
破壞，“全無判斷是非的本能，就
把自己當英雄，無法無天搗亂香
港，令香港陷入經濟危機，最賤是
稱說自己手無寸鐵，真是貽笑大
方！”她批評示威者的破壞已令有
能力的人士考慮移民，“這班危害
香港的小丑，究竟你們圖的是什
麼？要再玩到什麼時候才清醒？”
她指不覺得97年香港回歸後有任何
不妥，認為物價高漲、樓價急升是高
端城市的必然現象，“凡事不能兩全
其美，腐朽必會被淘汰。”■余文樂在微博上表態。

■戴蘊慧社交平台發帖。

■■JJ
ooee
yy在在

台台上上
忍忍
不不
住住

哽哽
咽咽
落落
淚淚
。。

■■學友上學友上JoeyJoey秀秀，，顯得很激情顯得很激情。。

免費補場免費補場

■■JoeyJoey登上飛船吊登上飛船吊
在半空時音樂突然在半空時音樂突然
中斷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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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膺本届桃园电影节开幕片

的国片《最乖巧的杀人犯》，男

主角黄河饰演一名害羞内向的动

漫宅男，却一夕间化身凶残杀人

犯，极端演出引爆电影戏剧张力

。从小就爱看日本卡通的黄河，

为戏燃起热血动漫魂，苦学日文

只为能在KTV飙唱动漫卡通的日

文主题曲，深刻诠释出角色对动

漫的热爱。此外，黄河在片尾演

出一场浑身是血、追杀被害者毫

不手软的虐杀戏，更展现出杀人

犯心狠手辣形象，让人看得毛骨

悚然。有趣的是，第一次扮演杀

手的黄河意外不断，不仅脚滑跌

倒在血泊中，手上的菜刀更因血

浆太滑、整个喷飞出去，让这位

菜鸟杀手吃足苦头，而这部有著

血腥虐杀桥段的国片，也将于8

月30日在台上映。

在新片《最乖巧的杀人犯》

展现极端演出的北影影帝黄河，

从小就喜欢【灌篮高手】、【七

龙珠】等日本动漫，笑说自己内

心也有性格害羞、但谈起动漫就

热血无比的一面。他受到庄景燊

导演特别为电影打造「波比达宇

宙」的苦心所感动，竟燃起许久

未有的热血动漫魂，特别是片中

他在KTV高唱动漫歌曲一戏，黄

河为能亲口飙唱「波比达」的日

文主题曲，足足提早两个月准备

，从日文最基本的50音开始学起

，一字一句背诵歌词，就连出门

坐捷运、在家洗澡时都不自觉地

反覆练唱，终于在拍摄时交出完

美演出，不仅唱跳过程完全没有

NG，更深刻诠释出该角色对动

漫的热爱，敬业态度让现场剧组

相当感动。

这部由黄河主演的电影《最

乖巧的杀人犯》，剧情描述热爱

动漫卡通「波比达」的阿南（黄

河 饰），时常参加动漫网友的

聚会，因此结识了一群热爱「波

比达」的伙伴，更与其中一名女

孩（王真琳 饰）有了暧昧的男

女关係。不料许久未见的恶霸叔

叔突然出现在家中，扬言要夺走

爷爷的巨额存款，让阿南决定为

保护家人、挺身反抗...。北影影帝

黄河在片中扮起动漫狂粉，与女星

王真琳谈起浪漫恋情，但他乐观开

朗的形象，却在一夕间整个崩坏，

只要一拿起刀便浑身散发凶狠杀气

，片尾一场拿刀残暴狠捅恶霸亲戚

的虐杀戏，更展现出角色内心疯狂

、残忍的黑暗面，成为黄河从影以

来最残暴的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庄景燊导演

为了拍出写实的杀人过程，不仅

准备大量血浆洒满片场，让现场

佈置地宛如人间炼狱，更精心设

计一连串虐杀凌迟的动作场面，

为这场虐杀戏增添真实感。出道

13年以来首次扮演杀人犯的黄河

，在片中先是举刀刺进被害人胸

口、接著转进走廊展开亡命追杀

，最后再狠割颈动脉、给予致命

一击，宛如泯灭人性的病态眼神

更是让人不寒而慄。有趣的是，

黄河在拍开前不断在家拿菜刀练

习砍杀动作，没想到拍摄时却因

双手沾满血浆、无法握紧菜刀，

一不小心手滑竟让菜刀喷飞了出

去，让现场剧组吓一大跳，黄河

则自嘲「杀手不好当！」。该片

将于8月30日在台上映。

黄河苦学日文动漫歌
《最乖巧的杀人犯》化身凶残杀人犯

「未来无恙」荣获今年台北

电影奖媒体推荐奖，由导演贺照

缇费7年时间拍摄製作，记录2

名偏乡少女：辉珍与沛颖，她们

青春时期的成长与蜕变。因为长

久近距离深入她们的贫困、家庭

失去机能、甚至未婚怀孕，未来

堪忧，贺照缇一度动念想领养其

中少女小珍，可见片中关于遗弃

的故事令人心碎。

贺照缇在「未来无恙」的预

告开头就说：「关于青春的沧海桑

田，没有人比她们更懂。」因为透

过镜头，我们看到了两位生活在偏

乡的少女，面对各自家庭和所遭遇

的问题。一位是勇敢的想要保护家

人，不管发生什麽事情，她第一个

想到的都是要保护家人。而另外一

位少女，则是透过追求爱情，来弥

补心裡的空洞。

回想拍摄7年的「未来无恙

」，贺照缇说：「我不是先有动

机才去记录她们，而是在记录的

过程中，有了越来越强的动机。

青春是动人的，青春也幼小脆弱

得以至于残酷，需要成为一个勇

者，才能生出面对残酷的力量。

我不知不觉在她们成长的路上，

成为一个纪录者，以及陪伴者。

片中的一个女孩，在我记录她的

这段期间，曾经有过被安置的经

验。安置结束后，真正的考验才

开始。全台有4885位儿少因为各

种因素接受安置，其中三成在寄

养家庭，七成在安置机构。离开

安置机构之后，如果找不到更合

适的去处，孩子便会回到原先造

成伤害的居所。这方面的安全网

，是很需要修补的部分。我希望

透过『未来无恙』，能让更多人

知道，台湾在各个角落还有这样

的事情随时在发生，也让更多的

机关、团体和人都能够关注，也

期待观众因为她们的勇气，而得

到力量。」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少

女说。 她独自走进大人世界，

那是一场生存游戏。她必须成为

最勇敢的18岁女孩，才能面对自

己的人生。「未来无恙」是一部

关于两个女孩的成长纪录片。经

过七年製作，百馀版本的剪辑，

在这段期间，纪录者与被摄者之

间，建立了十分紧密的陪伴关係

。除了记录被摄者状态，亦揭露

了在她们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这

段情同母女的关係，镶嵌在纪录

者的生命轨道上，将不会随著影

片的结束而告终。电影将在8月

30日全台上映。

纪录片「未来无恙」直击偏乡

拍摄7年少女遭遇悽惨

超級怕鬼的邱澤

和有靈異體質的溫貞

菱、劉奕兒，加上綜

藝節目搞鬼始祖澎恰

恰，聯手合作將在本

月底上映的「第九分

局」，特別選在農曆

鬼月第一天舉辦記者

會。邱澤透露和澎恰

恰曾在拍攝期間發生

「好兄弟送彈匣」的

詭異事件，更曾經疑

似靈魂出竅，感到離

天花板愈來愈近。

「第九分局」是

今年暑末備受矚目的

台灣新片，邱澤、澎

恰恰、溫貞菱扮演的

警探有如靈異版本

「MIB」，劉奕兒則

飾演會功夫的社會線

女記者，無論組合或

角色都頗具吸引力。邱澤雖然不

敢看鬼片，卻為了「第九分局」

中的角色和導演王鼎霖天天開會

討論，為嘗試不同戲路豁出去。

澎恰恰自我解嘲：「之前拍電影

，結果都蠻慘，這次本來不打算

接，後來覺得該跟年輕的團隊學

習新的事物。」他與溫貞菱戲裡

是邱澤的前輩，兩人記者會上當

場秀一段被濟公附身的神態，各

有千秋。溫貞菱求了80個平安符

給所有人員，邱澤在拍片期間都

戴在身上，卻還是難免發生靈異

事件。

有一場戲，邱澤要和澎恰恰

在劉奕兒家中的陽台巧遇，彼此

都拔出槍來，澎恰恰發現槍沒裝

彈匣，此時突然有彈匣從附近被

丟進來，兩人看現場根本很狹窄

、除攝影師外無旁人可容身，沒

有可能有人丟彈匣進來，因此都

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互相點頭，

心照不宣。另有一段戲，溫貞菱

在野外拍攝，回來老師看到她的

照片，表示現場約有「好兄弟」

至少2、30位。劉奕兒則坦言從

小就會有感應，因為太怕，連

「那個字」都不敢講，拍「第九

分局」過程有感覺到「他們」的

請託，特別去廟裡念經拜拜，幫

助超度。

超怕鬼邱澤
拍「第九分局」

遇到好兄弟
灵異事件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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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十八羅漢》》開機開機
謝苗入少林重燃武術魂武術魂

奇樹有魚與少林寺戰略合作的少林

系列電影的首部影片《少林寺十八羅

漢》在橫店開機。影片由新銳青年

導演張著麟、李希傑聯合執導，功夫

影星謝苗加盟出演男壹號。在開機儀

式上，電影主創人員與奇樹有魚副總

裁李思文，項氏兄弟電影創始人、導

演、《少林寺十八羅漢》監制項秋良等

人紛紛亮相。

少林經典熱血重現
傳奇故事代代流傳
少林寺歷史悠久，名揚四海的少林

文化更是中華文化的傑出代表，也是中

華傳統文化的標誌符號。作為文學和電

影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少林文化壹直

備受世界推崇。1982年李連傑[微博]主演

的功夫片《少林寺》開啟了少林在影視

行業的輝煌時代，將少林文化特別是少

林武術揚名中外，也使少林寺成為國內

外無數人向往的“功夫聖殿”。 幾十年

來，少林題材的影視作品層出不窮，成

為新時代中華文化的重要輸出口。而真

正的少林故事本就奇特，經過千年壹代

代的口口相傳，才成就壹段段少林傳奇

，它們為後人構建了壹個宏大的少林世

界。

《少林寺十八羅漢》作為少林系列

電影的首部影片，改編自少林傳說，展

現真實歷史背景下少林武僧保家衛

國、抵禦侵略的壯烈場景，傳承千年

來心系家國蒼生和勇往直前的少林精

神。影片不僅將在歷代抗敵禦侮中發

揮過重要作用的少林棍術完美展示，

更是將少林文化的精髓內核“禪”融

入其中，給觀眾視覺和心靈的雙重沖

擊。這壹院線頂級 IP的首次“觸網”

執行落地，是少林寺正式進軍網絡大

電影市場的第壹步，必將會在繼承經

典內核的基礎上，弘揚“少林功夫”

的傳奇故事，傳承少林精神，傳播少

林文化。

頂級主創團隊造經典
謝苗加盟續寫少林緣
項氏兄弟電影“打造精品”的美譽

在電影行業內和廣大觀眾中已經被廣泛

認可。作為此次《少林寺十八羅漢》電

影的出品方和監制，項氏兄弟電影曾出

品制作《鎮魂法師》《四大名捕》《奇

門遁甲》等多部超級大電影，連續3年

打造爆款，是行業公認的高票房、高質

量保障。為打造經典少林武術世界，項

氏兄弟電影親力親為，在拍攝場地、服

化道上都嚴格要求，甚至群眾演員都細

心選擇有專業武術功底的人員，力求完

美呈現少林武魂。

而導演則由國內新銳青年導演張著

麟、李希傑擔任，此前由張著麟指導的

《可以做到》《白門五甲》等作品備受

業界好評；而李希傑則曾擔任巨制電影

《長城》的副導演、動畫電影《鵺靈》

導演、戲曲電影《蘭梅記》副導演，行

業經驗豐富。曾多次獲得金馬獎、金像

獎的知名作曲家金培達將擔任影片的音

樂總監，備受大家喜愛的《狄仁傑之通

天帝國》《如果· 愛》的頂級配樂就出自

金指導之手。殿堂級的音樂制作定會為

影片增色不少。

功夫影星謝苗的強勢加盟絕對是

《少林寺十八羅漢》的壹大亮點，與

少林有著不解之緣的他自小以功夫電

影出道，其和李連傑合作的經典之作

《新少林五祖》《赤子威龍》曾給無

數影迷留下深刻印象。此次再演少林

，謝苗表示，“希望能在延續經典的

同時，在角色詮釋上有所突破，力求

為觀眾展現壹個立體、感情飽滿的少

林英雄形象。” 有如此之多大咖為少

林電影的開發和制作保駕護航，展現

了《少林寺十八羅漢》的滿滿誠意，

也表明了主創團隊力求打造少林經典

動作大片的決心。

奇樹有魚IP戰略升級
少林系列落地打天下
作為出品和獨家宣發公司的奇樹有

魚，在業內率先提出了網絡付費電影

“IP 戰略”，並成功打造了多部備受

用戶喜愛的爆款作品。少林系列網絡

電影是少林寺和奇樹有魚共建頂級 IP

內容的戰略合作，極大程度拉伸了

“少林寺”IP內容的品牌勢能，不僅

推進了網絡電影內容精品化的進程，

也推動了行業質變升級。作為少林系

列網絡電影的首部影片，《少林寺十

八羅漢》是奇樹有魚 IP戰略計劃的升

級落地 ，更是戰略合作具體落實執行

的第壹步，為系列電影開疆擴土鳴響第

壹炮，並打下堅實的基礎。

而在《少林寺十八羅漢》的宣發過

程中，奇樹有魚也必會利用懂用戶、懂

內容的優勢，打造更精準、高轉化、適

合網絡用戶的全新宣發模式，為向新時

代互聯網用戶傳遞少林文化，打造新壹

代功夫英雄添磚加瓦。

《
上
海
堡
壘
》
制
作
為
何
用
了6

年

《上海堡壘》首映，導演滕華

濤、原著作者兼編劇之壹江南、制

片人王琛以及主演鹿晗、舒淇等人

亮相。滕華濤表示，影片制作6年，

希望可以“小學畢業”。首映現

場，播放了壹支導演視角的制作特

輯，回顧了這6年科幻路的點點滴

滴。據了解，《上海堡壘》將於8月

9日上映。

電影《上海堡壘》改編自江南

的同名小說，親自參與編劇工作的

江南，壹路見證著自己的文字變為

影像，在現場也感觸頗深，將漫長

的改編過程笑稱為“自己挖坑，導

演填坑”。原著中的上海大炮、上

海陸沈都是宏大壯觀的想象，最終

電影中的呈現，也讓現場觀眾為之

震撼。對此，導演滕華濤感慨：

“小說壹行半，後期壹年半。”

耗時6年做壹部科幻電影，滕導

表示，“能在國產電影中讓觀眾看

到中國城市的奇觀，我覺得很值

得。”他還說，“我們是站在《流

浪地球》的巨人肩膀上，嘗試了科

幻的另壹條路。我們沒有想做得多

偉大，只想為中國科幻電影發展出

壹份力，讓中國科幻電影真的能薪

火相傳。”

六年前，《上海堡壘》開始籌備

的時候，科幻電影在國內剛剛起步。

會迎來怎樣的未來，無人可知。制片

人王琛表示，“當時最難的就是，如

何能讓大家相信我們自己人可以做國

產科幻。《上海堡壘》很幸運，有壹

個最團結的團隊。鹿晗、舒淇、石涼

以及灰鷹小隊的演員們，在沒有多少

演員相信中國科幻未來的時候，就堅

定地加入了劇組。”

相比其他更安全的選擇，去探

索壹片空白的領域，是每個演員的

勇氣。鹿晗也在現場表達了痛快出

演的原因：“我很喜歡看《黑客帝

國》《鋼鐵俠》《星際穿越》。每

次看到制作特輯的時候就會想，我

們什麼時候才能有自己的科幻片。

所以當這個機會到來的時候，我沒

有什麼可考慮的。”

原著中小心翼翼又充滿遺憾的

暗戀，在電影中被高度還原，對於

江洋的“開不了口”，鹿晗也表示

理解，“因為我也不太善於表達。”

除了男女主人公的“遺憾”與“錯

過”，片中全人類並肩堅守最後戰

場的熱血與勇氣，也令不少觀眾熱

淚盈眶。

首映現場，飾演戰區總司令的石

涼稱這是典型的“中國式情感”，戰

士們願意為了守衛家園去犧牲壹切。

這其中的代表，就是灰鷹小隊，這群

年輕人用勇氣築成了壹座城市的堡壘

，給人帶來滿滿的希望。

由江洋（鹿晗飾）、曾煜（王宮

良飾）、潘翰田（王森飾）、路依

依（孫嘉靈飾）組成的灰鷹小隊，

被觀眾稱為片中的“熱血擔當”，

小隊成員們也在現場表示，從壹開

始，導演就表示他想做的中國科幻，

不是壹個孤膽英雄的故事，而是千千萬

萬人的家國情懷，凝聚在灰鷹小隊身

上，傳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

愛情懷。

《做家務的男人》
魏大勛壹家可愛行為承包笑點

观察类真人秀节目《做家务的男

人》第一期已于上周五在爱奇艺上线。

魏大勋和父亲魏绍林以“沙发二子”

为名组团出道，网友感叹二人在家的

状况“过于真实”。袁弘自觉承包家

务，被盖章“新好男人”。超市采购

之旅，汪苏泷消费不停，尤长靖开启

“吐槽”技能。观察室内，更有朱丹

、李诞、傅首尔就夫妻相处模式火热

开聊，其中“台阶论”获破圈讨论，

网友各抒己见。

在第一期节目中，魏大勋家的

沙发吸引了网友注意力。魏家的沙

发不仅拥有智能按键可以随时“变

身”，还具有神奇的“吸引力”，

魏氏父子完全“长”在了沙发上，

连观察室内的尤长靖都忍不住发出

“这个沙发好舒服”的感叹。魏爸

在沙发上上演了花式瘫，魏大勋也

“沉迷”沙发，连试衣服的干湿都

全凭一只脚，网友惊呼“这不就是

放假时的我”，同时也有网友评论

“父子俩快起来帮帮魏妈吧”。

事实上，在节目中魏爸有认真帮

过魏妈。为了哄魏妈开心，魏爸饭吃

到一半便进入厨房洗碗，还自称“这

是我的习惯”，一句话逗乐了魏妈。

饭后，魏爸再次进入厨房主动打扫卫

生，却直接把脏拖把放进了洗菜池里

，引得观察员们一阵惊呼。虽然家务

做得不够完美，但可爱的样子获得了

网友点赞，同时有不少网友对魏家三

口的家庭氛围表达了羡慕之情。

节目中袁弘各种家务忙不停，

还为妻子张歆艺贴心按摩，手法相

当熟练。而录制期间恰逢袁弘、张

歆艺结婚纪念日，张歆艺偷偷准备

了头盔作为礼物，袁弘收到后爱不

释手，惊喜之余不忘调侃同样送过

头盔的老友胡歌，称其为“前妻”，张

歆艺总结“还是我更了解你”。爱

要相互表达才能彼此感知，从而使

安全感和幸福感充溢，这也是亲密

关系的重要一课。

汪苏泷、尤长靖初次见面虽然略

有拘谨，但两个处女座男人很快便进

入家务状态。二人不止制定了室友守

则，还对日常开销进行商讨，最后汪

苏泷立下了节俭生活的flag。不少网

友感同身受“做饭不洗碗的规则很实

用”、“有商有量才能长期合租”。

flag立得快倒得也快，进入超市后的

汪苏泷完全“失忆”，开启了“买买

买”模式。采购结束后尤长靖忍不住

“吐槽”汪苏泷爱花钱，嘴上这么说

，但行动上仍尽量满足他的需求。两

人互补又和谐的相处状态得到了不少

好评，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再到家

务的合理分工，和对彼此的尊重与包

容，都引发了年轻人的共鸣。

观察室内，朱丹分享了丈夫周

一围处理冷战的方式。周先生会先

“冷”两个小时，然后过来跟她说

话和拥抱。当朱丹还沉浸在冷战情

绪中时，他说，“我现在是在给你

台阶，如果你不走下来的话，待会

儿这个台阶就没有了”。朱丹称自

己会下这个台阶，错过了会更难处

理这场冷战。李诞惊呼“原来你吃

这一套”、“就不下去能怎么着”，

而傅首尔认为这种情况下自己会被

激怒，她坚持“我不下去，你上

来”、“就是要战斗”。朱丹对

此表示惊讶，想法与二人产生分

歧。“台阶论”引发了网友激烈

讨论，不少网友表示自己的想法

与傅首尔一致，还称“这不是台

阶是威胁”，也有网友认为不同的

夫妻之间有不同的相处模式，“可

以理解这种处理方式”、“能有一

个台阶下已经是一种爱的让步”。

朱丹也回应了网友的关心，表示生

活如果多一些可下的台阶就会少一

些争吵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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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鵝人

上帝為妳開了壹扇門，壹定會

手欠再給妳關上壹扇窗。出身於四

大家族之壹科波特家族的企鵝人，

本來也可以當壹個不知爹富、不知

妻美、有著小小目標的“普通人”

，過起樸實無華且枯燥的生活。

但不幸的是他生了壹副畸形的

皮囊，從小因為長相奇特、身材矮

小而受盡嘲笑。顯赫的家族地位非

但沒能給他帶來快樂，反而使他高

處不勝寒，更加成為別人嘲諷的動

機和理由。

承受了太多的非議，讓他性格

變得異常隱忍；強烈的拿破侖情結

，給他小小的身體裏註滿了大大的

能量。他本來也可以善良，但可惜

當年自己還是壹個因為相貌極度自

卑，因為父親病逝極度缺乏安全感

的孩子時，沒有人對他善良過。

既然這個世界容不下我，那不

如，就毀了這個世界。

登場影片：1992年《蝙蝠俠歸

來》

雙面人

母親吸毒，父親酗酒，經歷悲

慘的童年生活沒有成為哈維· 丹特墮

落的理由。成年後的他，毅然選擇

了成為剛正不阿的光明騎士，守護

哥譚人民的壹道曙光。他只是沒有

意識到，面朝陽光的時候，身後的

地上必然留有陰影。

黑暗的種子早已在童年埋下，

毀容不過是將第二人格釋放的壹個

契機。“他們”頂著陰陽臉，“他

們”喜歡數字2， “他們”在精神

分裂的世界裏飽受掙紮，拋硬幣成

為控制體內善與惡鬥爭的唯壹手段

。

哈維· 丹特說，“要麽像壹個英

雄壹樣死去，要麽活下去，看著自

己變成壹個惡人。” 當初的光明騎

士，最終淪為了壹半天使，壹半惡

魔。

登場影片：1995年《永遠的蝙

蝠俠》 、2008年《蝙蝠俠：黑暗

騎士》

謎語人

他小時候是家長口中“別人家

的孩子”，是坐在第壹排還瘋狂舉

手回答問題的好學生，卻因為智商

太高常年被欺負。他想不明白，為

什麽聰明反而要挨打？妳看不慣我

聰明，我就偏要炫耀給妳看，這是

學霸謎語人最後的倔強。

於是他化身於行走的《十萬個

為什麽》，肉身版《腦筋急轉彎全

集》，力圖用大腦向整個哥譚市證

明真正的自己。

學霸通常都帶有個人特色的強

迫癥，謎語人也不例外。他癡迷原

諒色，認為萬物皆可綠；他喜歡穿

綠色西裝，將頭發梳成大人模樣。

壹個偏執中帶點可愛的人，心

機費盡，卻只換來壹片“謎語人滾

出哥譚市”的呼聲。

登場影片：1995年《永遠的蝙

蝠俠》

急凍人

深愛的妻子身患絕癥，需要被

冷凍起來尋找治療方法，卻被無情

上司中止試驗。有些人總是對愛情

的力量缺少壹些敬畏，他們不知道

像急凍人這種癡情的男人，底線就

是千萬不要傷害他的愛人，就像妳

絕對不能碰連姆· 尼森的女兒和基

努· 裏維斯的狗。

科學家的愛是瘋狂的。他愛妳

的時候，能送妳5篇SCI論文，也能

為了妳，對抗全世界。急凍人無疑

是哥譚市最羅曼蒂克反派，護妻狂

魔好男人，在這個渣男橫行的年代

，妳甚至不忍心多批評他壹句。

登場影片：1997年《蝙蝠俠與

羅賓》

毒藤女

顏值與智商並存的女大學生，

壹生致力於維護植被生態的環保鬥

士。哈莉· 奎茵根本配不上她，只有

LOL荊棘之興婕拉才配當她的好姐

妹。

如果能生在上古時期的中國，

哪還輪得到神農嘗百草，而不幸生

在如今的資本主義帝國，就成了邪

惡上司做實驗的小白鼠。本著“人

不犯花花草草，我不犯人”的原則

，她的行為根本算不上作惡，更應

該被稱為“大自然的復仇”。

那些愚昧無知的人，非要等到

地球母親被破壞到千瘡百孔的時候

，才會想起毒藤女的好。

登場影片：1997年《蝙蝠俠與

羅賓》

稻草人

又是壹個慘遭校園暴力的受害

者。幼時因為手腳修長，弱不禁風

，就被同學欺負，起綽號叫“稻草

人”。常年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

讓他暗下決心：昔日的債，今後必

當加倍奉還。

因為知道自己正面剛誰也剛不

過，他選擇用知識武裝自己。精通

化學，研習心理，制造毒氣，散播

恐懼。他戰績顯赫，曾成功向全體

哥譚人民投毒；曾對小醜下手，喜

提壹頓胖揍。

他是恐怖的藝術家，阿卡姆瘋

人院裏的溫子仁。如果敗在他的手

下，妳並不是輸給了稻草人，而是

輸給了妳自己。

登場影片：諾蘭《蝙蝠俠》三

部曲

忍者大師

他被背叛，被出賣，為了替

自己伸張正義，最終成為爪牙滿

天下的刺客聯盟首領，精

通東西方醫學和武術的百

歲格鬥大師。

他也曾抱有遠

大的抱負，致力於

清除人間的

腐敗與墮落

，維護世界

的正義與和

平。當意識到無法解決所有人類的

問題後，倒不如幹脆直接解決所有

的人類。忍者大師和滅霸有著類似

的野心和理想，這也註定了他永遠

無法被正統主流所接受。

另外再說壹遍，連姆· 尼森的女

兒永遠不能碰。

登場影片：2005年《蝙蝠俠：

俠影之謎》 2012年《蝙蝠俠：黑

暗騎士崛起》

貝恩

他是身世不幸的戰爭惡果，大

難不死的監獄男孩。所有反派中，

只有他才能和蝙蝠俠斷背。不對，

是只有他才能讓蝙蝠俠斷背

。

但真實的貝恩

絕不僅僅像表面上

看起來的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湯老

師的面罩下，是貝

恩遮不住的智慧光

芒。文能講多國外

語，武能斷對手脊

梁，半生的監獄生

活更是帶給他超強

的意誌與耐力。

貝恩生動地解

釋了，什麽叫

“殺不死妳的

，必將使妳更

強大。”

登場影片：1997年《蝙蝠俠與

羅賓》2012年《蝙蝠俠：黑暗騎士

崛起》

小醜

洗不白，小醜實在太壞了。

登場影片：1989年《蝙蝠俠》

2008年《蝙蝠俠：黑暗騎士》

彩蛋：哥譚市最最最大反派

殺死韋恩夫婦的兇手。如果沒

有他，布魯斯· 韋恩和爸爸媽媽早就

開心地看完電影，手拉手回到了家

。全系列，完。

他
們
帶
來
了
哥
譚
市
的

至
暗
時
刻

蝙
蝠
俠
系
列

反
派
另
類
解
讀

這麽多年以來，蝙蝠俠之所以受人愛戴，離不開背後那群迷人反派對他的成就。甚至有很多人認為，《蝙蝠俠》系列中，反派比主角更出彩。

對於反派角色來說，哥譚無疑是壹個機遇與挑戰並存，競爭與壓力同在的城市。在這裏當反派雖然要面臨來自蝙蝠俠的懲戒，但更多的是可以與壹群同道中人享受犯罪的樂趣。結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過程真的很快樂。這些身懷絕技而瘋狂極端的普通人遠比外星系、魔法系入侵者更可怕，創傷是他們墮落的源頭，瘋狂是他們顛覆城市的武器。因為他們的存在，哥譚市壹直矗立於長夜

之中，從未擁有過真正的黎明。 這群人裏面，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他們只需要“制造點小小騷動，打亂原有的秩序，然後壹切就變得混亂了。” 但在其作惡的同時，卻又總是不能讓人忽

視他們身上的悲情色彩。常言道：“民風淳樸哥譚市，人才輩出阿卡姆。” 今天我們就來“反派正說”壹下，自1989年以來，在老四部《蝙蝠俠》與諾蘭《蝙蝠俠》三部曲中出場過的壞蛋們

如何“花式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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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第一奇案：没有真相，只有政治

接上期

在听到魁玉等人的汇报后，慈

禧当然不相信，并下令继续追查

。

但这事，明眼人都知道，水太

深了。

当听说自己被慈禧指令协查此

案后，漕运总督张之万吓得不轻

，他故意迟迟不动身，从同治九

年（1870）八月二十三日接到朝廷

谕旨，张之万一直拖到九月份，

才出发前往南京。

张之万被吓死了，他觉得自己

也很不安全，在往南京途中，即

使上个厕所，他也要数百名士兵

层层保卫，他才敢放心拉屎拉尿

，这事在后来，也成了晚清官场

的笑谈。

抵达南京后，张之万马上住进

了魁玉的江宁将军府，几天都不

敢露面，也不接见下属，只是每

天和魁玉两个人，一起研究张文

祥的供词。

一直到九月下旬，张之万才开

始会见审理此案的下级官员；九

月二十五日，张之万、魁玉正式

开始联合审讯张文祥。

奇怪的是，在上报给慈禧的审

讯奏报中，张之万和魁玉也是非

常混乱，前后矛盾，他们俩先是

跟慈禧汇报说，张文祥是因为受

到了海盗龙启云等人的指使，所

以才行刺马新贻；但后来他们又

给慈禧奏报说，张文祥应该没有

人指使——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

，也让慈禧大感蹊跷。

在此情况下，深感案情复杂的

慈禧，无奈之下，只得提出让湘

军老帅曾国藩，重新调任两江总

督，以稳定形势；随后，慈禧又

派出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

部尚书郑敦谨，让他作为钦差大

臣，紧跟着曾国藩，去监督、复

审此案。

在慈禧看来，虽然太平天国主

力已经被歼灭，但是太平军的余

部李文彩等人仍在作战，南京虽

然已经克复，但叛乱仍未完全剪

除；而她派遣马新贻去南京，本

来是要去扫清湘军势力的，但现

在马新贻突然被杀，如果牵涉的

人物太复杂，导致江浙地区再次

陷入动荡，那将是千疮百孔的清

廷，难以承受的结果。

所以，虽然清廷和满人一直处

处提防汉人和湘军势力，但眼下

，她只能让曾国藩重新回去主持

江浙地区的大局了，因此，当曾

国藩临行前，向慈禧请示应该如

何办理此案时，慈禧却故意回避

，只是说：

“你到任后，要好好练兵！”

此前曾被质疑“功高震主”的曾

国藩，对于慈禧的态度，有点捉

摸不透，为此，曾国藩召集他的

幕僚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等

人，也进行了反复商讨。

湘军与“刺马”案，似乎有着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刺马”

案跟湘军和曾国藩有关，但慈禧

，显然是怀疑他们的，但恢复两

江地区的稳定，没有曾国藩，又

万万不能。

曾国藩好像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故意缓缓南下，1870 年 12

月，到达南京就任两江总督后，

曾国藩还是故意拖延，不审理案

件；一直等到两个月后的 1871 年 2

月，当钦差大臣郑敦谨抵达南京

后，曾国藩才陪着他一起，提审

了张文祥。

审讯中，还真审出了一些新情

况。

此时，张文祥又来了个新说法

，说他刺杀马新贻，是想为国除

害，因为他听说，马新贻勾结西

北的回王，想对大清国不利。

作为一个小小屁民，张文祥竟

然知道这么隐秘的事？大家当然

不信。

但张文祥也在无意中，说出了

一个细节。

张文祥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刺杀马新贻。有一次，马新贻去

一家法国天主教堂，张文祥就想

冲上去杀他，结果突然被人拉了

一把，只见一个 30 来岁的书生从

背后一把拉住他，悄悄对他说，

距离太远，护卫又多，还不是时

候。

后来，这个书生又多次出现，

不断与张文祥进行接触，并且对

张文祥出手阔绰，说只要能杀掉

马新贻，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而张文祥知道马新贻要去校场

，也是来自这个神秘书生的信息

提点。

张文祥说，本来平时，老百姓

是难以进入校场的，但刺杀马新

贻那天，校场外面突然来了超多

看热闹的人群，一下子冲掉了栅

栏，涌进了校场，说要看士兵们

操练，马新贻于是便跟着这股人

群，“混进了”校场。

士兵演练结束后，马新贻步行

离开，“看热闹的群众们”又汹

涌向前，说要看看总督大人的风

采，马新贻不以为然，也没有让

士兵拦阻，没想到的是，张文祥

就在这个时候，揣着匕首闯到了

他面前，最终一举刺杀成功。

张文祥口中的海盗龙启云，以

及这个神秘的书生，到底是谁？

无人知晓。官员们似乎有所感

悟，也不敢、不想知晓了。

但审了近八个月，案件究竟，

应该怎么定性呢？

到了 1871 年 3月，一直陪着钦

差大臣郑敦谨审案，却绝少说话

、提问的曾国藩，终于对着郑敦

谨说了一句：“这案子，还是照

着初审的意见办吧！”

曾国藩的意思是，追查太细，

对谁都没有好处。

郑敦谨也心知肚明，无奈之下

，他只得同意曾国藩高深莫测的

“建议”，上奏慈禧说，张文祥

刺杀马新贻，确实是受海盗指使

，“挟私怨行刺”，并没有其他

主使及同谋。

为了慈禧嘱咐的“大局”，郑

敦谨选择了沉默。

但他给张文祥的“凌迟处死”

罪名，又加了一条，即要“摘心

致祭”——就是说，凌迟处死张

文祥后，还必须把他心脏挖出来

，在马新贻坟前献祭。

或许在郑敦谨看来，他能为马

新贻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但曾经受过马新贻知遇之恩、

联合审理此案的官员孙衣言、袁

保庆，却提出异议，指出应该用

重刑审讯张文祥，否则如此结案

，众人不服。

对此郑敦谨说，张文祥是朝廷

钦点彻查的要犯，如果因为用刑

过重死了，那谁也担当不起这个

责任。

最终，这一刺杀总督的大案，

就这么上报了。

接到结案报告后，慈禧没说什

么，也没再追究，估计也不好彻

查追究。

或许在慈禧看来，为了清廷的

维稳大局，很多事情，也只能到

此为止了。

1871 年 10 月，就在刺杀马新

贻一年多后，张文祥最终被凌迟

处死，并被挖出心脏，在马新贻

坟前进行献祭。

莫名其妙被杀的马新贻，则被

清廷下令追加为太子太保，并入

祀贤良祠；在马新贻的老家山东

和他做官的江浙等地，朝廷还给

他建了忠烈祠，可谓备极荣哀。

与清廷的态度相对，部分湘军

将领，则直接给被凌迟挖心的张

文祥立了碑，许多湘军将士公开

宣称，“张文祥真是个英雄”。

与此同时，一些经人授意的剧

本，也开始在市面上流传开来，

内容是说，马新贻在剿灭太平军

和捻军的时候，与张文祥，还有

太平军曹二虎等人是结拜兄弟，

后来马新贻升为安徽布政使，竟

然欺骗奸污了曹二虎的妻子，并

诬陷曹二虎“串通捻军”将其捕

杀，而张文祥是为了替兄弟报仇

，这才刺杀了马新贻。

这个被编造出来的剧情，后来

还被编成了戏剧进行演唱，再后

来，甚至还有人拍成电影，这就

是：

《投名状》的由来。

于是在民间，关于张文祥是个

义勇好人，马新贻是个无耻淫贼

的说法，开始广泛流传开来。

对此，马新贻的六世孙马福建

指出：“马新贻作为一个封建时

代的总督大吏，却没有三妻四妾

，绝对称得上是个用情专一的好

男人。当年，马新贻的妻子，甚

至在马新贻遇刺身亡后，坠（吞

）金自尽。”

如果马新贻是个好色之徒，他

的妻子愿意为他殉死吗？

由此可见，要彻底抹黑一个人

，掌握舆论是多么重要。

而在审结此案后，刑部尚书兼

钦差大臣郑敦谨，自此便闭门不

出，对于曾国藩的所有邀请和送

来的银子，郑敦谨都一概拒绝；

后来，曾国藩去给他送行，郑敦

谨也板着脸，头也不回就走了。

或许是感觉到有负此案，有负

马新贻，作为钦差大臣的郑敦谨

，甚至连北京都没有回；而按照

清朝律令，钦差大臣不回京复旨

，是要问罪的；但郑敦谨却直接

向慈禧打报告说，他生病了，不

回去交旨了，并申请开缺，终生

不再为官。

参与此案的刑部官员、郑敦谨

的助手颜士璋，则在自己的《南

行日记》中，记述了郑敦谨在南

京办理“刺马”案的全部过程，

颜士璋的曾孙颜牧皋说，《南行

日记》中有记载说：“刺马案与

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

人物主使。”

受过马新贻知遇之恩，后来曾

担任安徽按察使的孙衣言，则在

给马新贻的坟墓神道碑铭中写道

：

“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

，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 · · ·

宜· · · 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

而 狱 已 具 且 结 ， 衣 言 遂 不 书 诺

（孙衣言不相信结案陈词，不肯

画押）。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

愚戆，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

人也哉！”

张文祥被处死后 5 个月，1872

年 3月，曾国藩最终在两江总督任

上，突然病发去世，至此，这一

被后世称为“刺马”的晚清重案

，彻底落下帷幕。

而那个慈禧派出的，想要清剿

湘军势力的枪手和替死鬼——马

新贻，究竟是怎么死的，已经没

人关心了。

真相，难道很重要吗？

或许政治，本来，就没有真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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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司法部报道美国现有220多

万在看守所或监狱服刑，450多万人正

在假释期，总共680人，也就是每35个

人中就有一个罪犯。我们在把自己人送

进监狱这方面是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

而监狱里的大部分人，都是穷人或者黑

人。下面我们下面列举一下原因。

1、警方的歧视。把人送进监狱或

看守所的第一步是从警察与人民直接的

互动开始的。从一开始，警察锁定的对

象就是穷人和黑人。美国警察有权利在

大街上无理由阻拦行人并搜身，而他们

无端搜身的大部分都是穷人和有色人种

。数据显示纽约警察每年无端搜身50万

人，其中80%为黑人和拉美人，而这两

个人中只占纽约人口的25%和28%。同

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芝加哥，经常每年无

端搜身的黑人占总数的80%，但是黑人

人口只占芝加哥总人口72%。

2.美国的交通警察叫停汽车突击检

查也有种族歧视。黑人司机被警察叫停

的几率比白人高31%，西班牙裔司机被

叫停的的几率比白人司机高出23%。康

涅狄格2015年的报告显示，一年62万

次警察叫停中，普遍存在着种族其实的

问题，尤其是白天，司机的肤色更容易

辨识的时候，尤为明显。

3、一旦黑人或者拉丁美洲裔司机

被交通警察叫停，他们得到罚单的几

率比相同情况下白人得到罚单的几率

要大得多。而且黑人和拉美裔的司机

一旦被警察叫停，当警察看到他们的

肤色是，更有可能进行搜车检查。

4、交通罚单是城市挣钱的手段，

比如圣路易斯 40%的城市交通收入都

来自罚单。稍微有点钱的人就乖乖交

罚单了，但是罚单对穷人来说就像一

场劫难，加州有 400 万的人没有驾照

，就是因为他们有没交的罚单。而我

们都知道不交罚单的最终惩罚是去蹲

看守所。

5、美国的缉毒之战针对黑人。每

天一半的逮捕都跟毒品有关，而这些逮

捕中有一半是跟大麻有关的。据调查黑

人和白人吸食大麻的比例相差不大，但

是黑人因吸食大麻而被逮捕的几率是白

人的6倍。

6、保释制度实在处罚穷人。每天

看守所里都有大概50万人在等待审判，

而美国的规定是在审判定罪之前，这些

人都是无辜的。但是这些人依然留在看

守所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穷了，交不

起保释金。调查显示，每年有50%的人

是在监狱中等待审判的，因为他们交不

起那2500美金，甚至更少的保释金。

7、被关进监狱或者看守所的人大

部分都有精神疾病，而他们因为自己

的疾病和贫穷，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些太穷，或者病的太严重人会被

关起来等待他们的庭审，也难怪《纽

约时报》会报道说：“我们的监狱现

在已经成为了穷人，精神病人的仓库

了，因为他们实在是无力为自己争取

权益。”

8、穷人请不起好律师。尽管每个

人都有权利请律师，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穷人再面对轻罪指控时都没见过

自己的律师。一项调查显示，在密西根

，杰克逊县有95%的人面临轻罪指控时

，放弃了请律师的权利并且认罪，只为

了免交那240美金的罚款。在特拉华州

的轻罪法庭上，有75%的人都没见过自

己的律师。

9、有一些人是无辜的，因为人们

在接受警察审讯的时候，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有时候几天几夜都不能睡觉，在

警察的诱导下只能认罪。有学者估计，

现在监狱中大约有2%到8%的人是无辜

的。

10、服过刑的犯人出狱后很难再在

找到工作。据调查显示，超过60%的人

被释放一年以后还找不到工作。而三年

之后，三分之二的人又被重新抓回来。

这就像一个怪圈。

为什么美国监狱中满是穷人和黑人？

720 万美国人背着自己伴侣藏钱

（440万男人，280万女人）。每五个美

国人中就有一个背着配偶买过500美元

以上的东西。

根据CreditCards.com做的调查显示

，被调查者中7%的成年人背着自己的

伴侣藏私房钱。这其中二分之三的人有

秘密的信用卡，45%的人有自己的存款

账户。如果是还没结婚，仅仅是同居的

情侣的话，互相隐瞒经济状况是可以理

解的。而且现在大多都可以从网上查看

账户，也实行无纸化对账，人们很容易

就可以瞒天过海。

调查显示，美国已婚男人更倾向于

私藏小金库，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不受伴

侣控制，还能像一个单身男人那样花钱

。而女人藏私房钱的原因，则大多数处

于缺乏安全感。艾伦· 帕斯（Allan Pass

）是国家行为科学顾问兼执照心理咨询师

，她说：“藏私房钱这种行为自从有感情

关系的时候就有了，人们这么做的原因是

因为缺乏安全感，害怕另一半离开。”另

外，金钱早就被定义为伴侣之间的主权的

象征。私藏自己的小金库可以给自己一种

掌握主动权的感觉，特别是对于伴侣中收

入比较低的那一半来说。

为了避免人们过早地下定论，两性

关系学家凯伦· 罗斯金（Karen Ruskin）

博士总结出了几个人们会私藏小金库的

原因：

1、劈腿。这是最古老的原因，一

个秘密账户可以不让自己的妻子/丈夫

发现那些多出来的给小三买礼物，请吃

饭的钱。

2、缺乏信任。你觉得你的另一半

花钱大手大脚，不懂如何理财。所以有

一个对方不知道的账户可以让自己更有

安全感，以备不时之需。

3、避免争端。如何花钱和怎么花

钱是伴侣们主要争吵的原因。有了自己

的小金库，有些消费就不用向对方汇报

或申请了，比如说你一直放在办公室，

不敢拿回家的那一套高尔夫球杆。

4、离婚基金。你不知道能不能跟

身边这个人长久的过下去，所以你自己

偷偷地存了一笔钱，以便离开她/他以

后还能自己生活。

5、害怕对方离开你。你觉得这段

短感情没有给你安全感，你害怕你的伴

侣随时会把你踢出家门。

但是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瞒着伴

侣藏私房钱都影射出你们关系中的问题

。就像罗斯金博士说的：“只要你到了

自己私开一个账户，账户上只有你一个

人的名字的地步，那就证明在你脑中，

你和你的另一半已经不是一对了。”

美国男人也藏私房钱
这是为啥呢？

每当提到童婚，人们都会联想到

发展中国家。毕竟三分之一的发展中

国家女孩会在18岁之前结婚，而且9

个中有1在15岁之前结婚。

但是童婚不仅仅发生在发展中国

家，近年来，有上千名儿童在美国结

婚。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仅在

纽约就有3853名儿童领到了结婚证。

但是跟踪调查美国童婚非常难。

帮助妇女和小孩摆脱强制婚姻的非营

利组织“最终解放”的执行董事，菲

儿迪· 瑞思（Fraidy Reiss）告诉我们：

“目前为止，全美有48个州都没有可

靠地儿童婚姻记录。”

瑞思说：“美国人还没意识到童

婚在美国发生的次数非常频繁。事实

上，尽管18岁是法定结婚年龄，但是

美国的每个州都允许出现例外，允许

18岁以下的儿童结婚。”

大多数州立政府只要有家长的同

意，就能给18岁以下的儿童签发结婚

证书，当然法官也有权利允许儿童结

婚。由于父母许可，结婚年龄实际上

已经被降到16岁了。但是问题是家长

许可不需要任何程序证明这不是家长

强迫。就算这个小女孩在法庭一边哭

一边结婚，她的父母依旧可以在结婚

证书上签字，逼她接受这段婚姻。而

且法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

在美国，法官也有权利给儿童颁

发结婚证，而且并没有最低年龄限制

。瑞思和她的组织就曾近接触过一个

案子：2006年，新泽西州，一个10岁

的男孩合法娶了一个18岁的女孩。瑞

思说道：“这还带取决于法官的决定

，在很多州的法律规定，如果成年人

和18岁以下的儿童发生性关系，不管

儿童是不是自愿的，全部算作强奸。

可是有些法官许可的童婚中，双方年

龄的差异，可以被判为强奸。”根据

“最终解脱”的一个分析员说，在美

国，大部分童婚都是18岁以下的女孩

嫁给一个成年男人。

而且近年来强迫儿童结婚的数量

在美国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移民群体

中。另一个非盈利组织做的调查显示

，移民群体中的56个国家，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墨西哥，非

礼宾，也门，阿富汗和索马里都参与

了强迫婚姻。这项调查虽然是针对于

移民群体的，但是在过程中，他们也

发现所谓的“美国群体”和“美国家

庭”中也有一样的问题。瑞思补充道

：“所以这并不只是移民问题。”

瑞思还说强迫婚姻发生在很多信

仰，文化，人种群体中，而这些群体

遍布美国，所以有关方面的法律需要

改变。“我们需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终结法官判定结婚无最低结婚年龄

的规定。”

“最终解放”这个组织正在努力

为全美被强迫结婚的儿童的利益奋斗

，其中还包括少年怀孕。

瑞思说：“我认为少年怀孕是一

件很不合理的事情，就算是特例也不行

。但是州政府也在逐步完善这方面的法

律，怀孕的女孩不应该被自己的父母强

迫结婚，她们需要更多的保护。”

当然这一说法在执行起来是有一

定困难的，因为很多宗教信仰组织坚

信孩子应该出生在一个健全的家庭。

父母应该结婚，不管他们年纪多大。

长久以来，人们都相信结婚是一

个母亲和孩子最好的归宿，这也是为

什么他们会逼迫儿童结婚的原因。但

是事实已经证明这是错的，没结婚的

少女妈妈们后来也过得很好，甚至有

更高品质的生活。结婚越早，离婚的

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如果你在很小的

年纪就结婚又离婚，那么你更有可能

在贫困中度过余生。

美国人很少知道的真相：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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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享譽全球的鋼琴
家理查德.克萊德曼( Richard Clayder-
man ),將於今年十月六日，奏晌Arena
Tower, 由此拉開休斯敦首演的幃幕。8
月3日（上周六）一場盛大的“鋼琴王
子”理查德.克萊德曼北美巡演休斯敦站
新聞發布會在美南新聞 「國際貿易中心
」 （ITC )舉行。本次演出，由著名慈善
家、金融家、企業家楊萬青博士及夫人
Lucy Lu 獨家贊助。楊萬青博士在新聞發

佈會上致詞表示：他從小就喜歡音樂，
所以在事業成功之後自學了葫蘆絲、巴
烏、古箏等樂器，理查德.克萊德曼是他
的偶像，他贊助這次活動，是希望有更
多的國際級大師來休斯敦演出，給休斯
敦的華人華僑更多的精神食糧，也同時
給予學音樂的同學一個學習的機會。

這次理查德.克萊德曼在休市的
Arena Tower 大劇院演出，他將會在當
地招募五位（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藝術家和五位鋼琴琴童同台演出。這
將是休斯敦人的福氣，有機會與國際鋼
琴大師面對面。

理查德.克萊德曼出道已逾四十年，
1976年他以一曲燭光情歌《給艾德琳的
詩》名揚全球。1990年，法國電視台
“90之星”評選，他以一曲重新編曲的
《給艾德琳的詩》更風靡全球，獲得唯
一的金鋼琴獎，該單曲在38個國家創造
了2200萬張的銷售奇蹟。作為當今最
受矚目的跨界鋼琴演奏家，克萊德曼擁
有驚人的唱片銷量，他的演出足跡遍佈
全球數十個國家，所到之處均場場爆滿
，座無虛席。他那金色的頭髮，藍色的
眼睛和至純至真的音樂，傾倒了世界無
數樂迷。其鋼琴曲所代表的“浪漫、輕
鬆、高雅、時尚的生活方式” 近年來也
逐漸成為人們的嚮往。

克萊德曼以古典音樂為基礎，將古
典音樂與現代音樂溶為一體。其樂曲的
音色十分優美，由充滿朝氣與活力的觸
鍵所產生的音韻更響亮而富有彈性。他
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他以真摰感人
，充滿激情與夢想的琴音，撥動著每一
位聽眾的心弦。他不僅擁有人數最多的
聽眾，而且在世界上也創造了多項第一

。他風靡樂壇數十載，他演奏的浪漫歌
曲億萬觀眾都耳熟能詳，唱盤銷售千百
萬張。在亞洲地區，只要他出場，無論
大小音樂廳都擠得滿滿的。對中國廣大
的音樂愛好者來言,理查德.克萊德曼更
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這位來自法國的
一“鋼琴王”，不僅將古典音樂和現代
音樂相結合，他成為很多中國人了解古
典音樂的橋樑，也成為很多人成長中的
記憶。

理查德.克萊德曼演奏了一系列感情
充沛的世界名曲。如 「阿根廷不要為我
哭泣」 ，《你的愛有多深》，《昨日》
（yesterday ) 都深深打動觀眾心弦。前
美國第一夫人南希. 雷根，稱他為”浪
漫王子 “，這一名稱就成了他的代號。
當天記者會上，媒體宣傳負責人陳鐵梅
也回答現場觀眾票務及琴童招募等問題
。琴童招募的評委將由著名小提琴家季
家錦，京劇表演藝術家虞曉梅，音樂家
李文一，藝術家劉銳等四位老師擔任。
這次北美巡演，休斯敦是他的第19場演
出。預祝“浪漫王子”理查德. 克萊德
曼休斯敦演出成功，滿載而歸。 「Tick-
et Master」 的網站訂購：Ticketmaster.
com, 或 打 電 話 ： 800-745-3000 ，

604-401-0695 訂購。或直接於周一至
周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逕赴劇場
的票亭購票。Arena Theatre 的地址：
7326 Southwest Freeway , Houston TX ,
電話：713-772-5900

歡樂旅遊親自帶隊歡樂旅遊親自帶隊
回台灣大選後越柬泰豪華回台灣大選後越柬泰豪華1313天團天團，，$$13991399//人人

““鋼琴王子鋼琴王子””理查德理查德..克萊德曼今年十月來休市演出克萊德曼今年十月來休市演出
上周六在上周六在ITCITC 舉行北美巡演休斯敦站新聞發布會舉行北美巡演休斯敦站新聞發布會

2020年的1月份，歡樂旅遊將親自
帶大家去越南、柬埔寨和泰國，大家可
以選擇休斯頓出發或者台灣出發。

台灣的朋友可以趁此台灣大選探親
訪友之外，順道遊一趟越南下龍灣，柬
埔寨的吳哥窟， 和泰國！若提早訂購此
旅遊團，更可享受長榮飛機約$1200往
返台灣的特惠價格。而且，歡樂旅遊還
將贈送大家門票、小費，還有河內去吳

哥的機票。若大家覺得意猶未盡，可以
接著去一趟泰國，感受泰國風情，品嘗
一下甘甜的熱帶水果。兩個旅遊團共13
天團費才$1399，這麼好的優惠，趕緊
報名搶購吧！

越柬豪華團，我們將從河內進發，
其中經過越南著名的“水上桂林”——
下龍灣，之後赴暹粒，觀賞世界八大奇
觀之一的“吳哥窟”，然後前往五彩繽

紛的曼谷, 由曼谷返回休斯頓。想要玩
的好，首先要休息好！考慮到大家旅途
勞累，歡樂旅遊特別為大家將酒店全部
升級，河內和吳哥我們將入住豪華酒店
。而且，為了讓大家全面領略下龍灣的

魅力，我們還為大家安排了一晚入住豪

華帆船酒店Era Cruise，讓您盡情領略下
龍灣夕陽晚霞的美！

泰國團，我們從曼谷出發，觀賞金
碧輝煌的【大皇宮】，去【玉佛寺】觀

賞國寶翡翠玉佛。之後，我們將前往
【泰國風情園】親身體驗泰國最大的傳
統節日：水燈節和潑水節。我們還為大
家提供一小時的【泰國古式按摩】，讓
您盡情放鬆身心。之後，我們將帶大家
滿足我們的味蕾，去芭提雅的【熱帶水
果園】，十餘種水果榴蓮、山竹、紅毛
丹等無限吃！期間，我們還將帶大家騎
大象、觀賞人妖表演、去【曼谷摩天大
樓】俯瞰曼谷景色等等。

不知您是否心動了呢？若您打算回
台灣選舉，順道遊去越柬泰13那就盡快
來歡樂旅遊報名吧！

圖為出席新聞發布會的貴賓及各社團代表合影於大會上圖為出席新聞發布會的貴賓及各社團代表合影於大會上。（。（前排中前排中 ））為發為發
佈會召集人佈會召集人，，媒體宣傳負責人陳鐵梅媒體宣傳負責人陳鐵梅，，旁為演奏會獨家贊助楊萬青博士旁為演奏會獨家贊助楊萬青博士
（（前排左四前排左四））,Stafford,Stafford 市議員譚秋晴市議員譚秋晴（（前排左三前排左三），），李文一老師李文一老師（（前排左前排左

二二））等人等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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