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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500, Nasdaq slip on trade un-
certainty; Boeing buoys 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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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The S&P 500 and Nasdaq stock indexes fell 
from record highs on Monday as uncertainty about progress 
in U.S.-China trade talks again rose to the fore following 
comments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ile a jump 
in Boeing shares helped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eke out a slim gain. Investor hopes of a “phase one” trade 
deal have been a key factor supporting stocks recently, but 
Trump said on Satur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only 
make a trade deal if it was the “right deal” for America, 
adding that the talks had moved more slowly than he would 
have liked.

Violence in Hong Kong during protests also cast a shadow 
on sentiment after the three major averages posted all-time 
closing highs on Friday, and the benchmark S&P 500 .SPX 
tallied its fifth week of gains in a row.

“You had negative headlines that were a reason for con-
solidation after five weeks in a row where stocks moved 
higher,” said Willie Delwiche,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Baird 
in Milwaukee.

“The biggest risk right now is excessive optimism,” Del-
wiche said. “And so if we can have a few days of consol-
idation where it eases some of that, then that’s a healthy 
development for the market overall.”

Michael Arone, chief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State Street 

Inside C2

Global Advisors, said that “a lot of good news is priced 
into the stock market,” including the Federal Reserve’s 
interest-rate cuts, third-quarter earnings topping low 
expectations, signs of a bottoming of economic data, and 
enthusiasm about a potential resolution to trade tensions.

Investors will be watching for any trade commentary 
from Trump on Tuesday, when he is expected to speak at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JI rose 10.25 
points, or 0.04%, to 27,691.49, the S&P 500 .SPX lost 
6.07 points, or 0.20%, to 3,087.01 and the Nasdaq 
Composite .IXIC dropped 11.04 points, or 0.13%, to 
8,464.28.

Shares of Boeing Co (BA.N) jumped 4.5% to $366.96 
after the planemaker said it expected U.S. regulators to 
approve the return to commercial service of its grounded 
737 MAX jet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expects commer-
cial service to resume in January.

Boeing shares are the biggest weight in the 30-compo-
nent, price-weighted Dow, helping the blue-chip index 
tally another record close on Monday.

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Inc (WBA.O) shares gained 
5.1% after Bloomberg reported that KKR & Co 

(KKR.N) had formally approached the drugstore giant for 
what could be the biggest-ever leveraged buyout.

Most of the S&P 500 sectors ended in the red, with utilities 
.SPLRCU, energy .SPNY and healthcare .SPXHC falling 
the most.

Investor attention will shift to economic data and testimony 
by Fed Chair Jerome Powell on the economic outlook 
later this week, while a handful of big companies, 
including Walmart Inc (WMT.N), Cisco Systems Inc 
(CSCO.O) and Nvidia Corp (NVDA.O), will report 
earnings.

Traders work on the floor at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in New York, U.S., November 11, 2019. REU-
TERS/Brendan McDermid
The third-quarter corporate reporting season, which is 
drawing to a close, has been better than expected overall, 
but S&P 500 companies are still expected to have posted a 
0.5% decline in earnings, according to Refinitiv data.

Declining issues outnumbered advancing ones on the NYSE 
by a 1.36-to-1 ratio; on Nasdaq, a 1.17-to-1 ratio favored 
decliners.

About 5.5 billion shares changed hands in U.S. exchanges, 
below the 6.8 billion-share daily average over the last 20 
sessions.

Traders work on the floor 
at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in New 
York, U.S., November 11, 
2019. REUTERS/Brendan 
McDer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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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Domino’s is taking a new autono-
mous delivery partnership for a spin.                                           
The pizza chain announced last Monday 
that it is teaming with robotics company 
Nuro for a pilot program in Houston later 
this year. Nuro has developed a custom 
unmanned vehicle, called the R2, for 
delivering goods including food and dry 
cleaning. Domino’s says it’s interes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operational and 
customer experiences with this type of 
vehicle, which is built for goods deliv-
ery only. The move could also give store 
owners options during peak delivery 
times.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our customers 
the choice of an unmanned delivery ex-
perience, and our operators an addition-
al delivery solution during a busy store 
rus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auton-
omous vehicle testing,” Kevin Vasconi, 
Domino’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said in a state-
ment.                                                                                                 
Nuro has raised more than $1 billion 
from investors including Greylock and 
Softbank and has a partnership with 
Kroger. Its founders, Dave Ferguson and 
Jiajun Zhu, were principal engineers at 
Google’s self-driving car project, Way-
mo.                                                                   
This isn’t the company’s first go-round 
with self-driving delivery vehicles. 
Domino’s did three rounds of joint de-
livery testing with automaker Ford — in 
Ann Arbor, Michigan, where the chain 
is headquartered, and in Miami, which 
ended in late 2018. The company has 
not disclosed how much it has invested 
in these tests but said the Nuro and Ford 

partnerships are separate.         

“Through all our prior rounds of testing 
we have learned that many customers 
are receptive to the idea of a self-driving 
vehicle delivering their pizza,” Vasconi 
said. “Some customers even said they 
would prefer a self-driving vehicle to a 

delivery with a driver — we know it’s 
not for everybody, but there are custom-
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is type of de-
livery.”

Customers who order online from Domi-
no’s participating location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use Nuro’s autonomous 
delivery. Once they’ve opted in to the 
feature, they can track the delivery via 
the Domino’s app and will be given a 
unique code to open the delivery com-
partment and get their order. 
Delivery is in focus for Domino’s as 
competition has increased from other 
third-party aggregators such as UberEats 
and Doordash. In fact, Domino’s CFO 
Jeff Lawrence told analysts last quarter 
that marketing from these competitors 
pressured U.S. same-store sales during 
the period, which increased by 3.9 per-
cent. Domino’s has been using a “for-
tress” strategy as part of its growth plan: 
maintaining control over the delivery 
process, keeping it in house and adding 
new stores in existing markets to speed 

up delivery times,.
“For our stores, the vehicles could be 
most valuable during busy ordering 
times, when having an additional de-
livery option could be operationally 
impactful. We would expect that once 
the vehicles are more of a market real-
ity, stores could choose to use a mix of 
traditional deliveries with a driver, and 
unmanned vehicle deliveries, depending 
on the preferences of the customer,” Vas-
coni said.

The goal, Domino’s says, is to be ready 
when the vehicles come to market with 
a customer interface that is “simple to 
use and customer-friendly” as well as an 
operational plan that will work for the 
business model.
And as the delivery wars continue, 
restaurant brands are poised to seize on 
new opportunities to win. Domino’s is 
getting out in front.
“Restaurant operators will jump at the 
opportunity to use autonomous vehicles 
for delivery once federally legalized — 
there are issues on the automobile and 
regulatory side — but the restaurant in-
dustry will be one of the first to move on 
that,” said R.J. Hottovy, senior restaurant 
analyst at Morningstar. (Courtesy https://
www.cnbc.com/ )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Domino’s Pizza Teams With Robotics Company Nuro
To Test Automated Delivery In Houston

OVERVIEW
Domino’s is teaming with robotics company Nuro

 for a pilot program in Houston later this year.
Domino’s says it’s interes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operational  and customer experiences with this type of vehicle.
Nuro has developed a custom unmanned vehicle, called the R2, for deli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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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Google’s battle against inappropriate con-
tent on its video platform rages on.
YouTube removed 7.85 million videos and 
1.67 million channels between July and 
September, according to its latest YouTube 
Community Guidelines enforcement report. 
This is the fourth such report YouTube has 
published, but the first that includes infor-
mation about removing channels, versus 
just individual videos. Because of the 1.67 
million channels suspended, an additional 
50.2 million videos disappeared too.
YouTube will delete a channel entirely if it 
receives three strikes within three months 
or commits a single egregious violation, 
like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The most 
high-profile removal of the year came in 
August, when YouTube deleted the channel 

of right-wing conspiracy theorist and In-
foWars radio host Alex Jones.

YouTube says that most of the videos it re-
moved — 79.6 percent — violated its poli-
cies on spam, misleading content or scams, 
while 12.6 percent were removed for nudity 
or sexual content. Only about 1 percent of 
channels were removed for promotion of 
violence, violent extremism, harassment or 
hateful or abusive content, although videos 

of that nature have attracted the most scruti-
ny in the past year.
The site has been the recent the subject 
of several investigations showing how it 
highlights extreme content, like conspira-
cy theories or hyperpartisan points of view, 
over more measured videos. Google CEO 
Sundar Pichai was grilled during his con-
gressional testimony earlier this week about 
a specific a conspiracy theory about Hillary 
Clinton and other politicians and celebrities 
drinking children’s blood.
Pichai said that YouTube is “constantly un-
dertaking efforts to deal with misinforma-
tion,” but that there was “more work to be 
done.”
The crux of the issue is that while You-
Tube’s “Community Guidelines” include 
removing videos that “incite harm or vio-
lence,” it does not remove videos simply for 
containing falsehoods. Although conspir-
acies, like the infamous #Pizzagate theory 
that led to shooting in a Washington, D.C., 
pizza shop, may ultimately inspire acts of 
violence, the videos don’t explicitly do so, 
which means that YouTube generally won’t 
remove them. In the past year, YouTube has 
made efforts to surface more authoritative 
content and has started linking videos that 
promote conspiracy theories to “fact-based” 
sites like Wikipedia pages. Late last year, 
Google vowed to have 10,000 people fo-
cused on content violations by the end of 
2018, and a spokesperson tells CNBC that 
it’s on target to hit that goal.

Beyond the societal concerns, this content 
has caused YouTube’s financials to suffer, 
too. Last March, top brands pulled their ad-
soff the video site after some were founding 
running alongside extremist content. 
YouTube said that 80 percent of the videos 
it removed in the third quarter were first de-
tected by machines and that of those, 74.5 
percent never received a single view.
For the first time, YouTube also broke out 

the number of violative comments it re-
moved: 224 mill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Related
YouTube Community Guidelines En-
forcement
 (Courtesy YouTube 2019)
At YouTube, we work hard to maintain a 
safe and vibrant community. We have Com-
munity Guidelines that set the rules of the 
road for what we don’t allow on YouTube. 
For example, we do not allow pornography, 
incitement to violence, harassment, or hate 
speech. We rely on a combination of peo-
ple and technology to flag inappropriate 
content and enforce these guidelines. Flags 
can come from our automated flagging sys-
tems, from members of the Trusted Flagger 
program (NGO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individuals) or from users in the broader 
YouTube community. This report provides 
data on the flags YouTube receives and how 
we enforce our policies.

 Removed channels by the numbers
 JAN 2019 – MAR 2019   Total channels 
removed 2,828,221
When a channel is terminated, all of its 
videos are removed. Number of videos 
removed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due to a 
channel-level suspension: 74,014,284.
A YouTube channel is terminated if it ac-
crues three Community Guidelines strikes 
in 90 days, has a single case of severe abuse 
(such as predatory behavior), or is deter-
mined to be wholly dedicated to violating 
our guidelines (as is often the case with 
spam accounts). When a channel is termi-
nated, all of its videos are removed.
 Channels removed, by removal reason

 JAN 2019 – MAR 2019    8,294,349 
The majority of channel terminations are a 
result of accounts being dedicated to spam 
or adult sexual content in violation of our 
guidelines.
When we terminate a channel for receiving 
three Community Guidelines strikes for 
violating several different policies within a 
three month period, we categorize it under a 
separate label - “Multiple policy violations” 
- because these accounts were not wholly 
dedicated to one policy violation.

 Removed videos by the numbers
OCT 2017 – DEC 2017 Total videos re-

moved 7,762,431
YouTube relies on teams around the world 
to review flagged videos and remove con-
tent that violates our terms of service; re-
strict videos (e.g., age-restrict content that 
may not be appropriate for all audiences); 
or leave the content live when it doesn’t vi-
olate our guidelines.
Videos removed, by source of first detection

JAN 2019 – MAR 2019
INCLUDE AUTOMATED FLAGGING

JAN 2019 – MAR 2019
Automated flagging enables us to act more 
quickly and accurately to enforce our pol-
icies. This chart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video removals (first flagged through our 
automated flagging systems) that occurred 
before they received any views versus those 
that occurred after receiving some views.
Videos removed, by removal reason

JAN 2019 – MAR 2019
Total comments removed 228,338,026
 YouTube is a vibrant community in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post billions of comments 
each quarter. Using a combination of people 
and technology, we remove comments that 
violate our Community Guidelines. We also 
filter comments which we have high confi-
dence are spam into a ‘Likely spam’ folder 
that creators can review and approve if they 
choose.

JAN 2019 – MAR 2019
Most removed comments are detected by 
our automated flagging systems but they 
can also be flagged by human flaggers. We 
rely on teams around the world to review 
flagged comments and remove content 
that violates our Terms of Service, or leave 
the content live when it doesn’t violate our 
guidelines.
The majority of actions we take on com-
ments is for violating our guidelines against 
spa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mazon Annouces Free One-Day 
Shipping With Prime Membership YouTube Removed 1.6 Million

Channels Last Quarter, Mostly 
For Being Spam Or Scams

YouTube CEO Susan Wojcicki speaks onstage during the YouTube Brandcast 2018 
presentation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on May 3, 2018 in New York City.

OVERVIEW
Google’s video platform YouTube removed 7.85 million videos  

and 1.67 million channels between July and Septemb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Tube has listed its channel deletion, most 
of which it said was due to spam or scam content, and the first  

time it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deleted comments. 

In the past year, the company has faced increased criticism for 
pushing users towards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extrem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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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近距离一睹巨

兽的梦想。当然巨兽得是人畜无害的。

回想一下，我们给孩子介绍恐龙的

时候，最容易传达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是大。

不仅是孩子，成年人对巨大化也都

抱有幻想。日本特摄、动画作品中的巨

大化形象就是最好的体现。

对巨型怪兽的莫名偏好可能是人类

藏在潜意识里的一种自卑。

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在现实中见

到那样震撼人心的巨型生物了呢？

当今的地球生物界，陆地最大的是

非洲象，体重一般不超过10吨。

要说大嘛也没多大，和常见的人造

移动物拉不开差距，况且一把专用猎枪

就有可能将它撂倒。

和上亿年前最大体重超过100吨的

恐龙相比，如今陆地生物的体型真的

“弱爆了”。

会不会是因为地球的环境出现的巨

大的变化？

想要求证这个问题可以看一看我们

比较容易接触到的活化石——昆虫。

昆虫是少有能从3亿年前一直繁荣

到今天的一类动物，它们在不同时期留

下的化石对当时地球的环境推测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从结果来看，3亿年前的昆虫的确

要远比现在的同种或近缘种要大。

比如随手就能在猎奇网站找到的巨

型古蜻蜓，翅展达到70厘米以上，最大

个体的数据可能超过1米。

似乎这意味着地球曾经的环境更有

利于孕育出体型巨大的生物。

这种说法也没有错，但是昆虫的巨

型化有它特殊的限制。

3亿年前的地球，植物刚刚从海洋

走上陆地，演化出了木质化的维管组织

，不仅能实现水分与营养物质的运输，

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但是这种植物产生的新物质木质素

是却成了麻烦，生物链中的分解者无法

分解这种物质。

大量的碳元素被固定在植物残骸的

木质素当中，这些残骸沉积便形成了丰

富的化石能源。

因此，这一个地质时期被称作“石

炭纪”。

随着大量碳元素被深埋，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含量急剧降低，相对地，大气

氧含量水平则急剧攀升。

巅峰时期，地球大气的氧含量可能

达到35%*，远比今天的大气21%的氧含

量要高得多。

昆虫体型的巨大化离不开高氧含量

大气的基础条件。

原因在于昆虫的呼吸方式比较简单

，依靠气孔让氧气自由扩散至全身。

当昆虫体型增大这种呼吸方式便难

以满足运动的需要，存在一个体型的极

限，而大气氧含量的提升能将此极限提

高。

氧含量水平是昆虫巨大化的客观基

础，但却不适用于其它主动呼吸的高级

动物。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蓝鲸，蓝鲸是地

球已知所有生物中体型体重最大的物种

，但是它们却生活在大气氧含量21%的

地球上。

而与巨型恐龙共存的早期哺乳动物

也并没有在体型上与竞争对手靠拢，而

是长期保持非常小的体型。

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哺乳动物“吴氏

巨颅兽”，名字听起来巨大但实际上体

重仅有可怜的2克。

另外，在石炭纪末期，地球上已经

开始出现能够分解木质素的真菌，大气

的高氧含量时期并没有持续到恐龙出现

的三叠纪时期。

氧含量并不是孕育巨兽的决定性因

素。

19世纪，一位德国的生物学家兼生

理学家贝格曼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

的规律。

他发现，同一种或近缘种的恒温动

物的体型，在寒冷气候环境中会比温暖

气候环境中的大。

比如，同样是虎，在纬度高区域生

活的西伯利亚虎体型就比华南虎要更大

。

在北极生活的北极熊平均体型大于

棕熊，而棕熊的体型又大于马来熊。

这个较为普适的规律被总结为贝格

曼法则，在恒温动物范围内受到了广泛

的支持。

其最通俗的解释着眼于从恒温动物

的热量散失问题切入。

较大的体型意味着表面积相对更小

，能够相对减少热量散失的速率，从而

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散失*。

如果将长宽高都增大至2米，则体

积增大为8立方米，产热量上升至24，

散热量也为24，刚刚好能维持平衡。

人们更倾向于用这种物理的观点来

解释贝格曼法则。

后人对贝格曼法则的这种解释反映

的是温度对于动物体型变化的规律，自

然也有人尝试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巨型化

动物的出现原因。

诚然，在离我们最近的第四纪冰期

，生活着很多与现代物种有亲缘关系的

大型动物，例如最为知名的猛犸象。

似乎温度可能真的是导致巨兽出现

的关键因素。

但很遗憾，恐龙所

生活的三叠纪、侏罗纪、

白垩纪三个地质时期几乎

是地球温度最高的时期。

看似符合贝格曼法

则的第四纪冰期巨型物种

也并不能证明温度对体型

的影响。

一个直观的数据就

可以证明，苏建平、刘季

科在文章中描述：

根据东北榆树地区

的哺乳动物群化石统计，

进入第四纪冰期后，5种

小型哺乳动物没有一种灭

绝，而大型哺乳动物则如

履薄冰，长鼻目、奇蹄目

全部灭绝，偶蹄目只有两

个体型较小的种幸存下来

。

可见，增大体型似

乎并不能提高寒冷时期的

存活率，甚至适得其反。

这也是很多学者对以减少散热来解

释贝格曼法则的争议点。

既然高氧含量、寒冷气候都是不是

制造巨兽的决定因素，那还有什么可能

的原因？

也许单纯从环境中找原因本就是个

错误的方向，真正制造巨兽又消灭巨兽

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它们自己。

恐龙研究的元老级人物爱德华· 柯

普，也是备受争议的最大恐龙双腔易碎

龙的发现者，提出过一个有关生物体型

的规律。

他根据自己丰富的化石研究经验，

总结出生物有总是朝着体型增大的方向

演化。

注意，柯普法则所讨论的是一类有

关联的生物。

比如恐龙的体型不断变大，而哺乳

动物的体型也不断变大，但更晚繁荣的

哺乳动物不一定会比更早出现的恐龙大

。

柯普法则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的规

律，但他本人并没有解释这其中的原因

。

今天的一些观点认为，当一种新诞

生的有活力的物种，尤其是那些能占据

新生态位免于激烈竞争的，更容易走向

巨大化的道路。

在食物充足且无竞争者的环境下，

增大体型是可以提高生物的生存效率。

当体型进一步增大，不仅能够排挤

那些想要进入相同生态位的潜在竞争对

手，甚至也能让捕食者望而却步。

另外，体型更大的雄性更容易争得

交配权而留下后代，这种性选择也是巨

型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以平均体型最大的蜥脚类恐龙为例

，它们在侏罗纪晚期进入鼎盛，即使是

当中算是侏儒体型的种，也都是所处生

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

体型巨大化给蜥脚类恐龙带来了很

多优势，以至于它们不用把能量浪费在

躲避捕食者这样的问题上。

换成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生存

？吃就完事儿了！”

当然，巨大化带来的优势只解释了

动因，并不能解释它们是如何实现巨大

化的。

今天陆地最大的生物非洲象也同样

每天不是吃就是在为吃而奔波。

但是非洲象体型也就停留在10吨

以内，远远比不上蜥脚类恐龙动则数十

吨的体型。

生物的巨大化也应当考虑历史的进

程。

然而，在巨兽们一步一步用体型建

立起强大统治地位的同时，也逐渐落入

了巨大化的陷阱当中。

在它们的时代，撼动它们的地位几

乎是不可能的。

但月有阴晴圆缺，地球也有冷暖明

暗。

随着被子植物的崛起，巨型恐龙们

极度依赖的裸子植物和蕨类植物颓势初

现。

加上那个未知天灾（或是火山喷发

，或是陨石撞击）的推波助澜，以被子

植物为代表的四碳植物凭借更高的光合

作用效率脱颖而出，彻底击败的竞争对

手。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来不及适应

的巨型恐龙及其家族被踢出了生物圈。

而原本在恐龙面前形如蝼蚁的哺乳

动物迅速占据空缺的生态位，也走上了

另一次巨大化的道路。

有些物种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快，导

致它们在第四纪冰期这个悬崖边上踏空

，从此不再存在。

所幸，哺乳动物还没有全军覆没，

甚至在另一个战场高歌猛进。

在第四纪冰期，海洋里的鲸类找到

了非常安逸的滤食生态位，迅速崛起。

就像当年蜥脚类恐龙那样迅速巨大

化，蓝鲸找到了比蜥脚类恐龙更加高效

率的生存方式，甚至低效的呼吸系统都

不会成为瓶颈。

所以蓝鲸就是我们当代的巨兽，甚

至比恐龙更极致：“生存？张嘴就完事

儿了！”

巨大化的背后必然是极度特化的演

化，一旦生态发生变化，蓝鲸可能找不

到第二种像磷虾那么完美的食物。

为什么现在的动物不如恐龙那样巨

大？

所谓爬得越高摔得越惨，这句俗语

在生物界也同样适用。

辉煌过后可能就是断崖式的灭绝，

唯一值得期待的是它们还能成为化石，

被拍成电影，最后在孩子们的玩具箱里

再次称王称霸。

为
什
么
现
在
的
动
物
不
如
恐
龙
那
样
巨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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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年间,临安府(今杭州市)的

吴山脚下有户梁姓人家。当家人梁阿彪

在河坊街开了爿小杂货店,老婆梁王氏

操持家务,虽然家境算不上豪富,度日倒

也绰绰有余。

夫妇俩膝下无子只有三个闺女,长

女梁花嫁的是县衙书吏洪生,次女梁叶

许配给珠宝行的盛三少爷,三女梁枝嫁

给了私塾先生柳一鸣。

梁阿彪当初给长女起名花,便寓意

先开花后结果,谁知这花、叶、枝凑齐

了也没等来果。膝下无子总是缺憾,如

今三个女儿都出了嫁,老两口难免落寂

、伤感。幸好三个闺女懂事孝顺,三个

女婿也以半子自居,逢年过节总不忘携

妻带子,来岳父母家请安问好。二老的

寿诞之日,他们更是争先恐后送吃、送

穿。

不过,绫罗绸缎是穿,粗衣布鞋也是

穿;山珍海味是吃,粗茶淡饭也是吃,枝子

的穷教书夫婿明显落了下风。每当三个

连襟在岳父家相逢,财大气粗的盛三少

爷对穷妹婿总是鼻孔里出气爱理不理。

书吏洪生虽然在衙门只干些抄抄写写的

活计,可好歹也是个“公务员”,对“白

丁”柳一鸣更是居高临下,冷嘲热讽。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梁老夫

妇晓得三女儿家境与两个姐姐相差甚远

,免不了心生怜悯。也算是爱屋及乌,老

两口心疼女儿对女婿便也多了些担待、

体谅。二老有心要帮衬柳一鸣,想给他

筹备份“考本”,可虽说生活无忧,但要

拿出太多闲钱也是个难事。老夫妇也曾

在阔女婿面前暗示过几次,盛三少爷听

得老岳母要他借银子给穷妹夫赶考用,

哼哼哈哈了大半天,就装没听懂。书吏

洪生更绝,明明白白告诉老岳母自己会

看相,这柳妹婿横看竖看也是教书匠的

相。还笑嘻嘻地表示,这扔在水里没响

声的银子,不如留着孝敬岳父岳母……

日月荏苒,转眼又是几载。这年的

中秋佳节,适逢梁阿彪的六十六岁寿诞

。正午时分,大女儿梁花就携夫婿赶了

过来。送到娘家的除了时鲜水果、长寿

面,还有二套织锦缎面料的秋裤秋袄。

二女儿梁叶也不甘落后,捧给爹娘的是

桂圆、荔枝加燕窝。可不知怎的,距此

最近的三女儿梁枝夫妇却迟迟未到。盛

三少爷与洪生免不了借题

发挥,颇有微词。

“爹娘万福!姐姐、

姐夫有礼……”直至申末

酉初,梁枝才与柳一鸣匆

匆赶到。见姗姗来迟的梁

枝夫妇两手空空,两个阔

姐夫便有意要羞辱他们一

番。

盛三少爷与洪生不约

而同迎上前去,理冠整衣

重新见礼。梁王氏见平日

对穷女婿横眉竖眼的富女

婿,这会儿放下身段主动

言欢,很是惊喜。谁知盛

三少爷嘿嘿一笑,开口就

问今日带什么来孝敬泰山

,是否忙于准备寿礼才耽

搁来迟。而书吏洪生在一

旁猛敲边鼓,嚷嚷着要开

开眼界。

梁枝被大姐夫、二姐

夫的连珠炮砸懵了,怔在

那里不知所措。“对对对

,是娘子亲手准备的寿礼

。”柳一鸣倒是见惯不怪

,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掏出

只小瓷罐,恭恭敬敬地捧

到了岳母面前。

梁阿彪夫妇虽不知柳一鸣的小瓷罐

里装了什么,但晓得两个富女婿今日是

有意要为难穷女婿,为了给柳一鸣解围

忙不迭接了过来。梁王氏嘿嘿一笑,还

连声表示寿礼哪有贵贱,孝道不分先后,

只要儿女有心就是老辈的福分。

两个姐夫坐不住了。这也难怪,老

岳母对自家奉送的高档寿礼不足为奇,

倒对穷教书匠黑不溜秋的瓷罐颇有兴致

,越想越是懊恼。俩人对岳父母的偏袒

不敢造次,便将怨气记到了柳一鸣头上

。

盛三少爷决意要出出穷妹婿的丑,

可抓耳挠腮苦无良策,只得悄悄向大姐

夫讨教。洪生不愧在衙门混迹多年,深

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沉思片刻,悄

然离座……

夕阳西沉,明月高悬。梁阿彪设好

家宴,喜滋滋请爱女贤婿入席。按惯例,

三姐妹要依次携夫婿给寿星老父磕头祝

寿。大女婿洪生行罢礼,顺手把装满时

鲜瓜果的盘子挪到了醒目处,又示意妻

子将那二套丝绸秋衣,直接披在了岳父

母身上。他话语间故作谦逊,可话题一

转又牵到了三妹婿的寿礼上。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梁枝晓得大

姐夫是铁了心要让穷夫君难堪,禁不住

阵阵心酸。偏偏书呆子柳一鸣对娘子的

黯然神伤毫无察觉,还兴冲冲吩咐她把

寿礼捧上桌来。梁枝只得依言从厨房端

来了自家那只小瓷罐。

梁阿彪老夫妇笑吟吟揭开罐盖,顿

时懵了。怎么也没想到,三女婿的瓷罐

里会是满满一罐红烧肉。柳一鸣忙上前

解释,说这罐小火慢炖的肉有六十六块,

象征岳父的六六大寿。这一岁一块肉的

寓意,便是年年有今朝,岁岁乐逍遥。柳

一鸣的寿礼别出心裁,这番贺词更是说

得梁阿彪开怀大笑。

洪生一心要让柳一铭难堪,谁知反

让他在众人面前露了脸,懊恼之极。见

状,盛三少爷忙上前打躬作揖,连称三妹

婿孝心可敬,还建议岳父即席吃完这六

十六块肉,才不辜负三妹夫妇亲手烹制

的一片孝心。

其实,这罐肉虽说有六十六块,但最

大的也仅如麻将牌大小,梁阿彪又不想

扫了孩子们的兴致,笑吟吟品尝起来。

洪生见岳父抄起筷子,便摇头晃脑

报起了数字。“……五十五、六十、六

十五……咦,怎么还有三块?这,这多出来

的两块是……”大姐夫此言一出,梁枝

傻了。这肉是她亲手切的,下锅前数过,

盛罐时也数过,明明是六十六块,咋会变

成了六十八块?二姐夫盛三少爷见状,也

不甘落后,连连“请教”三妹婿多出来

的两块肉又有什么讲究!

柳一鸣环顾众人。一眼瞥见两个阔

姐夫挤眉弄眼,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二姐夫问得极是,这两块肉自然也有

名堂……”柳一鸣嘿嘿一笑,不卑不亢

地说,“多出来的两块肉,一块是天一块

是地,寓意岳父大人寿与天齐,福如地泽

。”

洪生悄悄把六十六肉夹成了六十八

块,原以为柳一鸣措手不及间定会无言

可对。谁知穷书生一块天一块地的比喻

,似乎比一岁一块更吉祥、更讨彩,不由

得傻了眼。

梁叶见大姐夫与夫君神色怪异,便

知定是俩人在三妹婿的肉罐里动了手脚

。梁叶不便说破,只得催促丈夫快将自

家的寿礼奉上。盛三少爷会意,忙不迭

将自家的桂圆、荔枝、燕窝一一献上。

转身捧起那只包装精美的礼盒,更是满

脸炫耀。“……这是来自西域的胡饼,

是家父生意上的朋友送的,小婿特来孝

敬岳父母大人。啊!这、这……”盛三

少爷慢悠悠打开礼盒盖,却突然间目瞪

口呆。他做梦也没料到,礼盒里的芝麻

圆饼竟然会少了一角。

见夫君神色陡变,梁叶忙抱着儿子

上前,谁知刚满二周岁的宝贝儿子,一见

饼盒手舞足蹈。梁叶夫妇这才发觉儿子

的鼻尖,嘴角还留有饼屑。顿时,四目相

对,张口结舌。

柳一鸣见众人面面相觑,悄然上前

说道:“二姐夫的寿礼果然与众不同。

依小婿看,就连圆饼上的缺口,也是二姐

夫煞费心机特意弄的……”柳一鸣此言

一出,满座皆惊。盛三少爷晓得自己刁

难、羞辱穷妹婿在前,这会儿是“六月

债还得快”。盛三少爷骚头挠腮,语无

伦次。原先还是同盟军的洪生见岳父母

面露不快,哪里还敢出谋划策。

梁枝虽然平日受够了阔姐夫的耻笑

,这会儿见二姐夫妇尴尬难堪,心里反倒

十分不忍,悄悄扯丈夫的衣袖。柳一鸣

毫不理会,反上前引经据典。说月有阴

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二姐夫在敬献给

岳父寿诞的圆饼上弄个缺口,是有意告

诫、提醒做儿女的要牢记父母养育的艰

辛与不易,可见用心良苦……

盛三少爷做梦也没想到,平日处处

受自己刁难、讥笑的穷妹婿,竟会在众

目睽睽之下为自己解围。百感交集,面

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柳一

鸣的这番解释实在出其不意,众人愣了

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除了对柳一鸣的

巧辩妙答惊叹不已,对他的以德报怨更

是自愧不如。

半月后,两个阔女婿主动提出要资

助穷女婿。据说,柳一鸣有了两个姐夫

捐助赶考,一鸣惊人。又据说,柳一鸣无

意仕途,用这笔银子修缮私塾,扩招学子,

成了造福一方的名人雅士。坊间传言各

异,真假难辨。不过,父母六十六岁生日

那天,出嫁女儿回娘家祝寿,须带六十六

块红烧肉的说法,顷刻间传遍了四野八

乡。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如今父母寿

诞之日,儿女们送体检、送休闲、送美

容、送旅游层出不穷,但在杭、嘉、湖

地区,仍延续着六十六块肉的习俗。有

趣的是,按规定这罐红烧肉非得寿星佬

儿当场吃完,旁人不可代劳。当然,六十

六岁生日吃的是六十八块肉,这一块天,

一块地是万万不可少的。不过,当爹娘

的常唠叨的还是那句话:常回家看看!

富女婿刁难穷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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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神話中國古代神話（（二二）》）》特種郵票共特種郵票共11套套66枚枚。。

據介紹，神話是遠古先民表
現對自然及文化現象的理

解與想像的故事。中國古代神話
是世界神話寶庫中的經典珍品，
很多神話人物，如大禹、神農、
伏羲、女媧等在民眾中家喻戶
曉。中國神話的特色鮮明，既反
映了先民與自然的關係，呈現出
古人對天地萬物瑰麗的藝術想
像，又深受儒家文明的影響，經
歷了道德化與歷史化的改造。受
此影響，中國神話還有着濃厚的
人文精神，如《女媧補天》和
《大禹治水》體現了對生民的憂
患意識；《倉頡造字》和《伏羲畫卦》折射了遠
古先民告別蒙昧、走向文明的進程；《神農嘗百
草》和《燧人取火》則體現了人們超越自然局
限、主動掌握自身命運的努力。

神話系列郵票再次發行
早在1987年9月25日，中國郵政便發行了

包含盤古開天、女媧造人、羿射九日、嫦蛾奔
月、夸父逐日、精衛填海等內容的《中國古代神
話》郵票。時隔32年後，中國郵政再次發行中
國古代神話系列郵票。此次發行的《中國古代神
話（二）》特種郵票1套6枚，分別為《燧人取
火》《伏羲畫卦》《神農嘗百草》《嫘祖始蠶》
《倉頡造字》《大禹治水》，全套郵票面值為
6.40元。該套郵票設計採用插畫的表現形式，線
條精緻細密，色彩絢爛富含張力。畫面中東方傳
統的視覺元素與西方的表現技藝交相輝映，不僅
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還充滿了濃郁的東方韻
味。

據悉，該套郵票由青年插畫師倪傳婧設
計，北京郵票廠印製。郵票印製採用高精度影寫
版印製，結合影寫油墨高飽和度的特點，首次使
用全真彩熒光油墨，在紫外光下，可以看到
黃色油墨發綠色熒光，紅色油墨發紅色熒
光，藍色油墨發藍色熒光，展現出五彩繽紛

的夢幻效果。郵票圖案上
線條以變色珠光油墨印
製，隨着郵票角度的變
換，這些線條也變得光潤而
靈動起來。此外，郵票的面
值和邊飾圖案採用了特亮銀
的印製工藝。該套郵票設計
和印製展現了中國郵票在弘
揚傳統和創新發展之間的融
合。

主題堅定文化自信
禹帝是華夏文明和中華民

族的先祖和締造者之一，與
“三皇五帝”齊名，治水立國的豐
功偉績惠及百姓，造福後代，千百年深受後世的
傳頌和敬仰。根據《史記－夏本紀》記載的大
禹事跡，夏禹名文命，是黃帝的玄孫，顓頊帝的
孫子，他的父親是鯀。黃堯時期，大水成災濁浪
滔滔，浩浩蕩蕩包圍了山崗，淹上了丘陵，百姓
們都非常憂懼。禹繼承父親的遺志，他改變堵的
辦法，對洪水進行疏導。他治水勞苦身軀、焦心
思慮，在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微薄自己

的飲食，卑陋自己的居室器用。陸行坐
車，水行駕船，泥行乘橇，山行穿着帶
鐵齒的鞋，時而運用準繩，時而運用規
矩，充分利用春夏秋冬的時節來開發九
州的土地，最終疏導了九條河道，陂塞了
九處湖泊，測量了九大山系，完成了治水
的大業，被推崇為山川神主。

據了解，此次《中國古代神話－大禹
治水》特種郵票首發活動由陝西
韓城市人民政府、中國郵政集團公
司渭南市分公司主辦，活動主題為
“弘揚大禹精神．堅定文化自
信”。主辦方希望通過本套郵票的
發行，讓更多的華夏子孫深刻體會
大禹治水精神中所蘊含的變“堵”
為“疏”的“創新精神”，公而忘
私、捨家為民的“奉獻精神”，鍥而
不捨、頑強拚搏的“奮鬥精神”，以
及子承父業、承父治水“忠國孝親”
家風情懷。傳承大禹治水精神，進一
步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大禹治水”是中國古代最為著名的神話傳說故事之一，數千年

來一直在華夏大地上代代相傳，膾炙人口。日前，《中國

古代神話－大禹治水》郵票首發儀式在“大禹治水”神話

傳說的發生地陝西韓城市大禹廟內舉行，當日該郵票由中國

郵政在全國統一發行。這也是繼《小鯉魚跳龍門》和《中國

古代文學家－司馬遷》郵票首發式之後，又一次在全國公開

發行以韓城文化為主題的特種郵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陽波）
今年是秦兵馬俑發現45周年暨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建院40周年，為了更加有
效保護文物，提升遊客的體驗感，秦
陵博物院院長侯寧彬表示，未來該院
將採取“一院多館”的模式，在秦始
皇帝陵和兵馬俑博物館之間建設鎧甲
坑博物館等多個館所，將“帝陵”和
“俑坑”橫向打通，重新成為一體。

據了解，秦始皇帝陵是中國古代
規模最大、結構最複雜、埋藏最豐富
的帝王陵墓。而兵馬俑作為二十世紀
世界上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被譽
為“世界第八大奇跡”，是中華文明

的精神標識。三個兵馬俑坑成品字形
排列，總面積2萬多平方米，坑內放置
與真人真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馬7,
000餘件，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其千人千面更是堪稱中國古代雕塑藝
術史上的奇跡。

40年來，秦陵博物院文保工作者
們也屢創佳績。“秦陵一號銅車馬修
復技術”項目和“秦俑彩繪文物保護
技術”先後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
獎。2010年，秦兵馬俑考古項目獲西
班牙阿斯圖利亞斯王子獎，這也是中
國首次獲得這一重要國際獎項。同
時，秦陵博物院多次登上TripAdvisor

“旅行者之選”全球最佳博物館榜單
前25位，蟬聯中國及亞洲第一，成為
遺址類博物館中獨具一格的典範。

據介紹，秦始皇帝陵按照“視死
如視生”的觀念，以陵為中心，陪葬
墓、陪葬坑及地面祭祀殿堂拱衛，外
圍築以城牆，佈局縝密、規模宏富。
然而經過長達2200多年的自然和人為
的侵蝕破壞，陵園地面建築蕩然無
存。特別是先後開放的兵馬俑坑和秦
始皇帝陵，兩者相距1.5公里，中間被
一片空曠地帶隔開，成為同一個遺址
兩個獨立展示的板塊。

秦陵博物院院長侯寧彬表示，多

年來，該院一直在探索“一院多館”
的發展思路，試圖改變“帝陵”和
“俑坑”被人為割裂的局面。按照規
劃，將在“帝陵”和“俑坑”之間建
設綜合博物館、銅車馬博物館、鎧甲
坑博物館、水禽坑博物館、科技保護
中心、數字展示中心等館所，將兩者
橫向打通，成為一體化考古公園，完
整體現秦始皇帝陵的價值。 他亦指
出，博物館不僅僅是一個了解知識和
歷史的場所，同時也應該是遊客休閒
和互動的場所。因而，“一館多所”
就是要給遊客提供一種喜聞樂見的參
與方式，提升遊客的遊覽體驗感

《《中國古代神話—大禹治水中國古代神話—大禹治水》》郵票首發郵票首發
青年插畫師青年插畫師倪傳婧倪傳婧創新技法繪創新技法繪傳統傳統

香港插畫師倪傳婧
Victo Ngai簡介：

�

兵馬俑慶開放兵馬俑慶開放4040年將建新館年將建新館 助助““帝陵帝陵””和和““俑坑俑坑””重歸一體重歸一體

■■倪傳婧倪傳婧

■■秦陵博物院院長侯寧彬秦陵博物院院長侯寧彬（（右右））為秦文明研究為秦文明研究
中心揭牌中心揭牌。。

■■遊客在參觀院慶系列活動遊客在參觀院慶系列活動。。

■■《《中國古代神話中國古代神話－－大大
禹治水禹治水》》特種郵票特種郵票。。

■■19871987年發行的年發行的《《神話神話》》第一組第一組，，一套一套66枚枚 ■■““神話二神話二””完整大版中的完整大版中的
《《伏羲畫卦伏羲畫卦》》

■■““神話二神話二””完整大版完整大版

■■《《中國古代神話中國古代神話－－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特種郵票首發儀式特種郵票首發儀式
現場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攝

■■倪傳婧插畫倪傳婧插畫

■■倪傳婧插畫作品倪傳婧插畫作品

■■VictoVicto曾為蘋果官網設計中曾為蘋果官網設計中
國農曆新年封面國農曆新年封面。。

倪傳婧（Victo Ngai）在廣東出生，香港長大，高中畢業後
就讀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的插畫系，在2014年榮登福布斯《30
歲以下30位俊傑》(藝術時尚)榜單，是該藝術榜榜單上最年輕的
得主之一。

她的插畫作品被喻為“用東方的色彩展現了西方的哲
學”，《紐約時報》、《紐約客》、《華爾街日報》等眾多美
國主流媒體爭相向她約稿。她的作品連續六年入選Communi-
cation Arts年刊，美國插畫年刊，Spectrum Fantastic Art年刊
以及紐約插畫家協會年刊。2010年，2012年，2013年入選紐
約時報年度最值得關注的文章插畫，獲得的獎項包括紐約插畫
家協會的兩枚金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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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吕克· 贝松监制的中

法合拍的影片《订亲》日

前首映，影片出品人兼编

剧乔伟，制片人刘永升，

导演安建军、杨惠龙，主

演曹力、曹雨童、杜旭东

、薛山、达娃卓玛、宋欣

洁、周毅、苇青等出席活

动。电影将于11月8日公映

。

国际著名导演吕克· 贝

松的加盟无疑是《订亲》

一个相当抢眼的存在，作

为享誉国际的重量级导演

，他名作无数，如影片

《这个杀手不太冷》、

《碧海蓝天》以及科幻动

作电影《第五元素》等。

据乔伟透露，他与吕

克· 贝松结缘于2016年北京

国际电影节。当他第一次

对吕克· 贝松表达自己对电影《订

亲》的创作想法后，吕克· 贝松就

同意参与进来。并且在剧本创作和

拍摄制作过程中给予极大帮助，还

提供了自己的庄园做拍摄场地。

这次合作也是吕克· 贝松第一

次加盟中国电影，吕克· 贝松的女

儿朱丽叶· 贝松也在该片中献出了

中国电影银幕首秀。除此以外，吕

克· 贝松还引入了法国欧罗巴公司

参与拍摄制作，在影片的技术层面

给予保障。

电影《订亲》讲述了一位法国

女记者斯诺在改革开放80年代初

机缘巧合下来到中国，邂逅了农村

小伙刘长根，两人共度了一段美好

的时光。斯诺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

跟随长根的所见所闻，见证了那个

年代中国年轻人恋爱与婚配纠葛的

过程，并和长根留下了一段刻骨铭

心的浪漫爱情故事。

在《订亲》里，不仅能看到改

革开放后农村发生的重大转变，从

农村分地包田，到群众生活与思想

的转变，再到中外青年的爱情。更

有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冲击，带给

主人公们不同的生活走向。在演员

方面，既有如刘佩琦、曹力、杜旭

东、何政军、曹雨童、丁嘉丽等众

多明星老艺术家的演技保障，又有

法国影星凡妮莎· 吉德、新兴力量

朱丽叶· 贝松等加盟。

呂克貝松監制“中國制造”電影《訂親》

中法合拍11.8公映
女儿也加盟其中

由王昱執導、戢二衛監制，王千
源、宋佳、馮遠征領銜主演，李九霄
主演的犯罪懸疑電影《妳是兇手》將
於11月22日在中國大陸上映。

今日，影片正式發布“真相成謎
”版海報，海報中，三個角色的命運
被塵封十年、以相同作案手法再現的
綁架案緊緊串聯著，王千源、宋佳、
馮遠征三人三面，各不相同的情緒被
相應的罪案線索無限放大，在兩起罪
案裏越查越深，等待著真兇現形。

10年前，白蘭（宋佳 飾）女兒
鈴鐺被綁架並意外身亡，重案組警官
陳浩（王千源 飾）許諾孩子母親壹
定將兇手繩之以法。無奈經過漫長的
追查卻壹無所獲，陳浩帶著遺憾離開
警隊。10年後，陳浩偶然間發現新
線索，身患絕癥的白蘭重拾希望，決
心為女尋兇，兩人展開調查並發現了
罪犯留下的蛛絲馬跡。與此同時，李
愛軍（馮遠征飾）外孫女也遭人綁架
，綁架手法跟10年前如出壹轍，面
對狡猾的嫌犯，陳浩和白蘭能否抓到
兇手，壹償夙願……

橫跨10年、壹段完全相同的綁

匪變聲錄音、相同的交贖金地點、相
同的40萬贖金……兩起案件相互糾
纏、重疊，是連環犯罪還是模仿犯罪
？種種的疑點為影片埋下巨大的懸念
。此前曝光的預告片中，白蘭壹句
“這次妳必須幫我”，將陳浩警官對
這個絕望母親的愧疚無限放大，重啟
這件塵封十年未解懸案的調查。隨著
神秘黑衣人的頻頻出現，陳浩帶著手
頭上僅有的線索，在廢棄停車場調查
、在魚市暴走追兇、在碼頭人流中尋
覓著嫌疑犯，拼盡全力只為兌現十年
前答應幫白蘭破案的承諾。

十年間，兩起完全復刻作案手法
的綁架案，出人意料多次反轉的劇情
，結構錯綜復雜，讓觀眾不到影片最
後壹秒完全看不穿誰才是真正的兇手
。整部電影就像是個“蒙太奇”，在
母親、警察、回憶三條線上豐富了劇
情的曲折性，母親的哭求、警官的困
惑、神秘黑衣人、頻繁出現的罪犯錄
音、準備贖金、高速公路的車燈、黑
色的雨傘，每壹處細節都讓人忍不住
揣測，並試圖尋找其中的線索，讓這
部國產犯罪片更加撲朔迷離。

王千源宋佳馮遠征深陷十年懸案
電影《妳是兇手》曝真相成謎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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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本報記者黃麗珊）） 白先勇文學大師白先勇文學大師
於於 1010 月月 2727 日在休士頓佛光山中美寺日在休士頓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主講主講 「「戲中戲戲中戲（（紅樓紅樓

夢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精彩震撼的精彩震撼的

文學講座文學講座，，500500多位僑界人士獲益良多多位僑界人士獲益良多
，，視野大開視野大開。。

白先勇老師提及白先勇老師提及 「「白先勇細讀紅樓白先勇細讀紅樓
夢夢」」 ，， 「「正本清源說紅樓正本清源說紅樓」」 ，，他談到他談到

「「紅樓夢紅樓夢」」 中國大陸有中國大陸有 「「庚成庚成」」 版版，，，，
19801980年前又出了年前又出了 「「成夷成夷」」 版版，，他在教課他在教課
時把這二版本對了一次時把這二版本對了一次，，是是 「「成夷成夷」」 本本
比比 「「庚成庚成」」 本好本好。。 「「正本清源說紅樓正本清源說紅樓」」

，，現在把現在把 「「成夷成夷」」 本復活本復活。。 「「紅樓夢紅樓夢」」
為什麼偉大為什麼偉大？？除了雅俗共賞外除了雅俗共賞外，，還在於還在於
（（11））它的架構它的架構，，有有 「「神話架構神話架構」」 ，，也也
有有 「「寫實架構寫實架構」」 。。如女媧補天遺漏一塊如女媧補天遺漏一塊
石頭沒被用上石頭沒被用上，，而下凡來而下凡來，，林黛玉又是林黛玉又是
絳珠仙草絳珠仙草，，拿眼淚還他拿眼淚還他。。 「「紅樓夢紅樓夢」」 又又
名名 「「石頭記石頭記」」 ，，而情僧又指而情僧又指 「「斷情斷情」」 之之
意意。（。（22））中國儒中國儒、、佛佛、、道三家哲學境道三家哲學境
界界，，在小說內舖陳的非常好在小說內舖陳的非常好。。白先勇老白先勇老
師說師說 「「紅樓夢紅樓夢」」 寫寫1818世紀乾隆盛世時的世紀乾隆盛世時的
貴族家庭貴族家庭，，非常寫實非常寫實，，刻劃的非常生動刻劃的非常生動
，，尤其人物的刻劃尤其人物的刻劃，，而對話更好的不得而對話更好的不得
了了。。

曹雪芹把唐詩曹雪芹把唐詩、、宋詞宋詞、、元曲元曲，，及明及明
清的小說清的小說，，戲曲戲曲，，通通融成一塊通通融成一塊。。曹雪曹雪
芹的詩文芹的詩文，，既有南方人的婉約纏緜既有南方人的婉約纏緜，，又又
有北方有北方（（北京北京））的西風殘照的西風殘照。。白先勇老白先勇老
師提到乾隆時代的師提到乾隆時代的GDPGDP是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是是
中國最成熟的時候中國最成熟的時候，，但也暗埋下了要崩但也暗埋下了要崩
潰的種子潰的種子。。賈府的興衰賈府的興衰，，也寫盡人世不也寫盡人世不
可挽轉的命運可挽轉的命運。。 「「紅樓夢紅樓夢」」 更是史詩式更是史詩式
的人生輓歌的人生輓歌，，深刻揭示人生無常深刻揭示人生無常，，而書而書
中不少人物的衝突關係實為儒家與道釋中不少人物的衝突關係實為儒家與道釋
兩家思想的交鋒兩家思想的交鋒，， 「「紅樓夢紅樓夢」」 是集大成是集大成
的一部書的一部書。。

白先勇老師說白先勇老師說，，因為乾隆時代因為乾隆時代，，
「「崑曲崑曲」」 盛行盛行，，因此因此，， 「「戲曲戲曲」」 在在 「「紅紅

樓夢樓夢」」 內扮演重要地位內扮演重要地位。。例如例如 「「紅樓夢紅樓夢
」」 第十八回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倫樂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倫樂
寶玉呈才藻寶玉呈才藻」」 演崑曲演崑曲，，清清，，李玉的李玉的（（豪豪
宴宴），（），（一捧雪一捧雪），），及清及清，，洪界的洪界的 「「長長
生殿生殿」」 中的中的（（乞巧乞巧）（）（密誓密誓））唱的是唐唱的是唐

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反映當時皇上與反映當時皇上與
元妃之情元妃之情。。 「「紅樓夢紅樓夢」」 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二回 「「聽聽
曲文寶玉悟禪機曲文寶玉悟禪機」」 唱的正是清唱的正是清，，邱閭的邱閭的
（（山門山門））中的中的（（寄生草寄生草））一段一段，，漫搵英漫搵英
雄淚雄淚，，相離處士家相離處士家。。謝慈悲謝慈悲，，剃度在蓮剃度在蓮
花臺下花臺下。。沒緣法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轉眼分離乍。。赤條條赤條條
，，來去無牽掛來去無牽掛。。那裡討那裡討，，煙蓑雨笠捲單煙蓑雨笠捲單
行行？？一任俺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芒鞋破缽隨緣化。。白先勇白先勇
老師談到老師談到，，此戲暗示寶玉出家此戲暗示寶玉出家，，點出二點出二
主線主線：（：（11））賈府興衰賈府興衰,(,(22))寶玉出家寶玉出家。。如如
第二十三回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牡丹亭
艷曲警芳心艷曲警芳心」」 原來奼紫嫣紅開遍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似這
般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只為你如花美眷賞心樂事誰家院只為你如花美眷，，似水似水
流年不覺心動神搖你在幽閨自憐流年不覺心動神搖你在幽閨自憐。。

白先勇老師說白先勇老師說，，林黛玉林黛玉，，有仙氣有仙氣，，
非常敏感非常敏感，， 「「全身都是神經末梢全身都是神經末梢」」 ，，因因
為孤女為孤女，，多疑多疑，，疑心病重疑心病重。。如第九十三如第九十三
回回，，清清，，李玉的李玉的 「「占花魁占花魁」」 ，，提到提到 「「情情
種種」」 ，，賈寶玉本身是情種賈寶玉本身是情種。。花魁女花魁女，，指指
的是花襲人的是花襲人，，最後蔣玉菡將花襲人贖出最後蔣玉菡將花襲人贖出
。。一百二十回一百二十回 「「寶玉出家寶玉出家」」 ，，蔣玉菡蔣玉菡，，
花襲人替賈寶玉圓此俗緣花襲人替賈寶玉圓此俗緣。。

白先勇老師說道白先勇老師說道 「「我這一生要我選我這一生要我選
兩本書兩本書，，對我影響最大對我影響最大，，一本是一本是 「「牡丹牡丹
亭亭」」 ，，一本是一本是 「「紅樓夢紅樓夢」」 。。我這一生也我這一生也
替這兩本書做了一些事情替這兩本書做了一些事情，，第一個替第一個替
「「牡丹亭牡丹亭」」 還魂還魂，，我重新替它做了青春我重新替它做了青春

版版 「「牡丹亭牡丹亭」」 ，，等於替湯顯祖的等於替湯顯祖的 「「牡丹牡丹
亭亭」」 再一次在再一次在2121世紀還魂世紀還魂，，重新放上舞重新放上舞
臺臺。。我出版了我出版了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
等於替等於替 「「紅樓夢紅樓夢」」 下了一個註解下了一個註解。。

白先勇文學大師在佛光山中美寺白先勇文學大師在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主講主講 「「戲中戲戲中戲((紅樓夢紅樓夢））中戲曲的點題功用中戲曲的點題功用」」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執行長趙辜懷箴執行長趙辜懷箴（（右右））在在
講座結束時講座結束時，，感謝白先勇老師感謝白先勇老師（（左左））精彩震撼的演講精彩震撼的演講。。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覺法法師覺法法師，，趙元修趙元修，，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陳陳
家彥處長夫婦及僑界人士聆聽白先勇文學大師的演講家彥處長夫婦及僑界人士聆聽白先勇文學大師的演講。。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白先勇文學大師與僑界人士互動白先勇文學大師與僑界人士互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與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與500500多位僑界人士聆聽白先勇文多位僑界人士聆聽白先勇文
學大師的精彩講座學大師的精彩講座。（。（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位於中國城
百利大道，一個全新的、寧靜的豪華老
人社區 「松園居」於11月8日正式開幕
了，當天雖然有著寒風細雨，但是擋不
住嘉賓與民眾參與的熱情，包括國會議
員Al Green、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等，三百多位政商達
人與長者及民眾參加開幕儀式，慶典中
提供豐盛美味的餐點，加上剪綵、舞獅
、舞蹈、現場樂隊、和幸運抽獎，並開
放參觀設施，現場充滿熱鬧歡愉的氣氛
。

典禮由建築師李兆瓊的公子李世威
主持，首先由國會議員Al Green致詞，
他稱讚 「松園居」是個深具亞洲文化風
格、典雅溫暖的社區，是由專業團隊所
努力的成果，他的行程非常忙碌，但仍
專程趕來參加這個深具意義開幕儀式，
並且致贈賀函給松園居。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幽默地表示，國

會議員Al Green是休斯頓所有活動會場
中，唯一出席率高過他的政治人物，為
此向他表示尊重，引起現場一陣笑聲。
吳元之特別讚揚建築師李兆瓊貢獻時間
與精力，為亞裔社區推出這麼好的松園
居，讓長輩們能被照顧得更好。

吳元之表示，回想40年前，百利大
道是一片空地，多年來經過華裔人士的
胼手胝足、耕耘不懈，現在已經變成全
美最好的亞裔區，紐約、舊金山的華埠
也許歷史比較久，但是，我們休斯頓的
中國城卻更好，語畢引發民眾熱烈的掌
聲。

吳元之說道，在亞洲文化中，照顧
長輩是非常重要的，對年紀大的長者要
多方照護與關愛， 「松園居」是一個專
為亞洲長者設計的社區，相信未來的居
民在這裡會活得健康、開心、又長壽。

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表示，松園
居對華裔社區可謂貢獻良多，讓休斯頓

的華裔長者老有所養。他對李兆瓊以及
「松園居」團隊表示敬意，盛讚 「松園

居」是成功的規劃，社區提供長者們所
有的日常生活所需與照顧，相信長者們
在此會過的舒適又安心。

塔倫蒂諾的負責人唐明珠表示，
「松園居」是休斯頓華裔社區中第一個

以亞洲文化為焦點的養老型社區，很感
謝李兆瓊與所有參與的夥伴給這個機會
，塔倫蒂諾是管理團隊，未來的長輩們
的照顧都由他們來執行，一周七天24小
時，全天候配有多語言看護人員和工作
人員照顧長者。

唐明珠表示，她本身是華裔，奶奶
已經95歲，1980年代全家從中國移民來
到美國。中國傳統中特別重視家庭的觀
念，彼此信任、互相照顧，有文化的底
蘊，未來松園居也會走這樣的路線。

工程團隊 John Czapski 首先表揚李
兆瓊具有遠見，有這麼好的想法，並召

集各方人馬與資源，讓松園居這個項目
得以圓滿成功。其次，John 讚揚 James
Floyd，因為他的資金投入，能讓松園居
這個美麗的社區成為可能，沒有他，如
此高端的社區是不可能完成的。

建築師李兆瓊說道，經過兩年半的
努力，很高興松園居開幕了，感謝所有
合作股東的信賴，整個計劃是經由團隊
的努力而成，才能在休斯頓中國城推出
第一個亞洲文化的養老社區，未來還將
有更多項目會推出。

李兆瓊表示，當初的構想是希望為
休斯頓華人社區提供一個安全又舒適的
老年居住環境，設計融合中國傳統的風

水觀念，基本上是 「致中和」、 「中庸
和諧」，把現代化的設施跟中國風水觀
念結合在一起，再加上現代化的管理，
相信未來松園居會是休斯頓老人社區中
的佼佼者。

一位劉奶奶參觀園區設施之後表示
，她很喜歡松園居，整體裝潢佈置很淡
雅、很舒適，空間的規劃也恰到好處。

預約參觀 「松園居」社區歡迎聯繫
李 小 姐 （Katie Li） ， 電 話:
346-220-5452。 Email: outreach.
pines@tarantino.com。地址: 12420 Bel-
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
www.pinesatbellaire.com。

松園居松園居 樹立亞裔社區新里程碑樹立亞裔社區新里程碑
盛大開幕儀式嘉賓雲集盛大開幕儀式嘉賓雲集 倍受矚目倍受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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