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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close to U.S. election victory as a
defiant Trump vows to fight

A general view shows the
front door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building
the day after Election Day
as results are still being
counted and election-related lawsuits are expected to
make their way through the
court system in Washington, U.S. November 4,
2020. REUTERS/Jonathan
Ernst

WILMINGTON, Del./WASHINGTON (Reuters) - Democrat Joe Biden edged closer to winning the White House
on Friday, expanding his narrow leads ov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of Pennsylvania and
Georgia even as Republicans sought to raise $60 million to
fund lawsuits challenging the results.

some armed, protested outside a counting location, waving
flags and chanting, “Fight!”
Biden planned to deliver a prime-time address on Friday, according to two people familiar with his schedule. His campaign
expected that could be a victory speech if television networks
call the race for him in the coming hours.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is looking to collect at
least $60 million from donors to fund Trump’s legal challenges, two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id.
In both Pennsylvania and Georgia, Biden overtook Trump as
officials processed thousands of mail-in ballots that were cast
in urban Democratic strongholds including Philadelphia and
Atlanta.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voting early and by mail this year
surg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as people tried to avoid large
groups of voters on Election Day. The methodical counting
process has left Americans waiting longer than they
have since the 2000 election to learn the winner of a
presidential contest.

Trump remained defiant, vowing to press unfounded
claims of fraud as a weary, anxious nation waited for clarity in an election that only intensified the country’s deep
polarization.

Meanwhile, Trump showed no sign he was ready to concede,
as his campaign pursued a series of lawsuits that legal experts
said were unlikely to alter the election outcome.

On the fourth day of vote counting,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 had a 253 to 214 lead in the state-by-stat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that determines the winner, according to
Edison Research.

“From the beginning we have said that all legal ballots must
be counted and all illegal ballots should not be counted, yet
we have met resistance to this basic principle by Democrats at
every turn,” he said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his campaign.

Securing Pennsylvania’s 20 electoral votes would put
Biden over the 270 he needs to win the presidency after a
political career stretching back nearly five decades.

Trump vows to keep fighting, press ahead with legal challenges
Georgia presidential vote likely to go to a recount, state official
says

Biden would also win if he prevails in two of the three
other key states where he was narrowly ahead on Friday:
Georgia, Arizona and Nevada. Like Pennsylvania, all three
were still processing ballots on Friday.

“We will pursue this process through every aspect of the law
to guarantee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confidence in our
government,” Trump said.

The campaign’s general counsel, Matt Morgan, asserted in a
statement on Friday that the elections in Georgia, Nevada and
Pennsylvania all suffered from improprieties and that Trump
would eventually prevail in Arizona.

Trump earlier leveled an extraordinary attack o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ppearing at the White House on Thursday evening
to falsely claim the election was being “stolen” from him.
Election officials across the nation have said they are unaware
of any significant irregularities.

He also said the campaign expected to pursue a recount in
Georgia, as it has said it will do in Wisconsin, where Biden
won by more than 20,000 votes. A margin that wide has never
been overturned by a recount, according to Edison Research.

As Biden’s lead grew in Pennsylvania, hundreds of
Democrats gathered outside Philadelphia’s downtown
vote-counting site, wearing yellow shirts reading “Count
Every Vote.” In Detroit, a crowd of Trump supporters,

A sense of grim resignation settled in at the White House on
Friday, where the president was monitoring TV and talking to
advisers on the phone. One adviser said it was clear the race
was tilting against Trump, but that Trump was not ready to
admit def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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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Writing New
Pages Of History
Nineteen former U.S. attorneys, all of
whom served under Republican
president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today calling President Trump’s legal
threats and claims of fraud and his false
declaration of victory, “premature,
baseless and reckless.”
They called on the president to wait
patiently and respectfully and allow the
lawful vote-counting process to continue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federal
and state laws. President Trump claimed
again that some legitimate tallying efforts
should be stopped and again tried to
assert his victory in the election.
While votes were still being counte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broke

the record for most votes received by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massing more
than 70 million. The record was formally
held by Barack Obama who received 69,
498,516 votes in 2008.

immigrants. We are the model for the
world of a democratic nation. Today our
election chaos is causing us to write

some of the darkest pages in all of our
history.

So far,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are setting a record of voting that is
the highest ever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really
caught worldwide attention, especially
with our all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because of
Trump’s policies under hi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nitiatives, we have
been withdrawing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artnerships, and
most regrettably, this
has led to the cooling
down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has happened
at the worst time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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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We
are a 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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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Mask!

U.S. Expecting A ‘Substantial
Third Wave’ Of Coronavirus Cases

KEY POINTS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s have warned that the daily new number of coronavirus
cases remains dangerously high and could push even higher ahead of the flu
season.
Unlike previous outbreaks across the U.S., the coronavirus is now widely circulating through many of America’s more rural communities, threatening their
hospital capacity.
Europe is also dealing with a resurgence of cases. When adjusting for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s in the EU and the U.K. has now
overtaken the United Stat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older temperatures are arriving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an insidious
rise in new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U.S.
and Europe is underway.
For months, health officials have warned
against this possibility, and as these trends
begin to materialize, countries are weighing whether to impose stricter measures to
contain the virus’ spread.
“Our worry has been that we would see a
fall wave, that we’d see a big resurgence
in the fall,” said Justin Lessler,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pidemiology at the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that has really been
something I think all of us in the public
health community have been worried
about for a while.”

Dr. Scott Gottieb says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lies ahead.
In the U.S., coronavirus cases were
growing by 5% or more in 38 states,
as of Friday, according to a CNBC
analysis of data compiled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at uses a
weekly average to smooth out the
reporting. The nation is averaging
roughly 55,000 new coronavirus
cases every day, a more than 16%
increase compared with a week ago.
“It’s still not too late to vigorously
apply good public health measures,
and again I emphasize without necessarily shutting down the country,”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advisor
Dr. Anthony Fauci tol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uring a recorded
Q&A on Thursday.
Fauci, the nation’s leading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has warned the daily
number of new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U.S. remains dangerously high,
especially as the forthcoming flu
season threatens to complicate the
nation’s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When the U.S. descended from its
first peak in April, where cases were
largely driven by New York and other states in the Northeast, the number of new coronavirus cases “got
stuck” around 20,000 per day, Fauci
said. Ideally, the U.S. would’ve reported less than 10,000 cases every
day, he said.
Then cases resurged in America’s
Sun Belt over the summer as states
tried to reopen their economies. The
number of daily new Covid-19 cases
swelled to a high of nearly 70,000
cases a day before subsiding once
again. However, new cases have
since hovered between 40,000 to
50,000 cases a day.
“You can’t enter into the cool months
of the fall and the cold months of
the winter with a high community
infection baseline,” Fauci said. He
added that the positivity rate, or the
percentage of tests that are positive,
is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n
more than 30 states.

Wisconsin continue to report the highest number of cases per 100,000 residents i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Johns
Hopkins data.
Dr. Allison Suttle,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at Sanford Health, which has
hospitals located in North Dakota and
South Dakota, said they’ve seen more
Covid-19 patients and have added beds
to help treat people.

“I’m pretty glum at the moment because
it does look as though in the majority of
states ther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Dr. William Schaffner, an epidemiologist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said. “There’s
a growing sense of coronavirus fatigue out
there. People really want to get back to the
old normal.”
Schaffner said he expects the U.S. to experience a “substantial third wave” of infections
and that it will be further complicated this
winter by the spread of seasonal influenza,
which causes many similar symptoms to
that of the coronavirus.
People will spend more time indoors and
likely fail to follow public health guidance
as the colder temperatures arrive, which
creates a greater risk for the cornoavirus’
spread compared with outdoor activities,
Schaffner said.
“During the summer, people went indoors
for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y did spend
more of their time outdoors. Nonetheless, it
spread as people became lax in their attention to social distancing and mask wearing,”
he said. “As far as I can tell, that’s growing.”

Cases, hospitalizations climb in
America’s Great Plains

Unlike previous outbreaks across the U.S.,
the coronavirus is now widely circulating
through many of America’s more rural communities.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Montana and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climb in
the Great Plains states.
Because the current surge of coronavirus patients is happening now versus
earlier in the nation’s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Sanford Health has had time
to prepare and stock up on needed supplies, Suttle said, adding that she’s confident they can treat patients who seek
medical care.
However, people in more rural states
delayed their routine health-care visits
in the spring after they were told to stay
home as the coronavirus swept through
the coasts. Now, those people are coming into the hospitals in worse condition
amid the growing number of Covid-19
patients, Suttle said.
“What we’re seeing as the hospitalizations of Covid increase in direct
correlation to the number of cases increasing in our communities, we’re also
seeing sicker patients that have delayed
care in March and April that are now
coming in with problems,” she said.
“They require more intense care, longer
hospital stays, so that all compounds.”
(Courtesy www.cn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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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ighters are seen on a ladder, as they spray water to extinguish fire on a
building, in Dhaka, Bangladesh. REUTERS/Mohammad Ponir Hossain

President Trump departs after speaking about the election results in the Brady Press Briefing Room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REUTERS/Carlos Barria

An aerial view of vehicles lining up at a drive-thru COVID-19 testing site at the Alliant Energy
Center complex in Madison, Wisconsin. REUTERS/Bing Guan

One World Trade Center building is seen through the fog in lower Manhattan in New York
City. REUTERS/Brendan McDermid

A man argues with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Trump as votes continue to be counted follow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Detroit, Michigan.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A woman uses protection masks to cover her face as protestors from the Million Mask March and
anti lockdown protesters demonstrate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Henry Nicholls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Trump hold signs at a “Stop the Steal” protest outside Milwaukee Central Count the
day after all of Milwaukee County’s absentee ballots were counted, in Milwaukee, Wisconsin. REUTERS/
Bing Guan

Louise Gombeer,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looks out of the window on her
100th birthday at the house for elderly “Melopee” in Brussels, Belgium. REUTERS/
Johanna G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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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ird Of Americans Might
Refuse A Covid-19 Vaccin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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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ommunities safely. But we haven’t screwed

worry the vaccine approval process is being driven

spread, on-the-grou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up a vaccine campaign yet. There’s still time to

more by politics than science,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 communities to find out what their vaccine

get it right. It requires not just developing a safe

Stat and Harris poll.

concerns are and to test educational campaigns to

vaccine, approved without the taint of a political

Vaccine hesitancy is not uniform. Black commu-

address those concerns. “We are, and should be,

rush job, but also conducting a vast social science

nities — some of the hardest hit by Covid-19 —

invest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ources in the

research effort to better understand people’s anxi-

are particularly hesitant. If a vaccine is approv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 vaccine,” Crouse

eties about the vaccine, and then help move them

it will likely be voluntary for people to get. Right

Quinn says. “We’ve invested very few, almost no

toward acceptance.

now, the polling and research finds that some com-

resource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US public health may be undermined by the US

munities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volunteer than

research that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in real time

government itself Billions have been spent on de-

others. Of particular concern is the increased level

how the public will respond to a vaccine.”

veloping the Covid-19 vaccines. But lacking in the

of hesitancy in Black communities — for many

development process is a key ingredient: the pub-

reasons —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disproportion-

lic’s trust. There’s a tension here: The White House

ately impacted by the pandemic. Higher vaccine

itself is diminishing the credibility of its own Food

refusal in these communities could lead to contin-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n the one hand, public

ued disproportionate Covid-19 suffering. (That is,

health researchers and experts want to figure out

if these communities have access to the vaccine

how to convince people who are vaccine hesitant

in the first place.) In a May to June survey, Motta

to accept it to put the brakes on the pandemic. On

and co-authors estimated Black Americans may

“There’s an assumption that if we can develop the

the oth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muddying

be about 40 percent more likely to refuse a vac-

vaccine technology, that if we build it, people will

President Trump tour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s Vaccine Research
Center in Bethesda, Maryland, on March 3. (Photo/Brendan Smialowski/AFP
via Getty Images)

the waters with actions that lead to — at best —

cine than white Americans (their demographically

come, and we’ll get vaccinated,” she says. “And

the appearance of a politically compromised FDA,

representative survey found 43 percent of Black

it’s not true. The social component is as complicat-

the US agency tasked with approving a vaccine for

Americans plan to refuse a vaccine versus around

ed if not even more complicated than developing

widespread public use. There’s reasonable confu-

29 percen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t large). In July,

the vaccine technology.” (Such a suite of 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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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on: Is operation Warp Speed designed to save the

Gallup found 67 percent of white Americans said

grou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as been effective

American public or ensure Trump’s reelection?

they’d get an FDA-approved Covid-19 vaccine; 59

in increasing willingness to vaccinate for Ebola in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became a full-fledged

go get one.

In August, FDA Commissioner Stephen Hahn cit-

percent of nonwhite Americans said the same.

African countries.) Motta and his collaborators are

crisis in March, public health experts gave a pre-

Why researchers are worried about chronic

ed misleading statistics about the efficacy of us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EEL LIKE

independently doing some of this research (which

scription for riding it out: Flatten the curve with

stress and Covid-19 The hesitation showing up

blood plasma to treat severe Covid-19. And now,

THEY’RE GOING TO BE EXPERIMENTED

has not yet been published), trying to figure out

social distancing, lockdowns, contact tracing, etc.,

in these polls is not about a skepticism of all vac-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N”

what sorts of messages might move people toward

and then wait for a vaccine. The hope was, and still

cines (although there is some of that, for sure).

(CDC) has told hospitals to be prepared to dis-

Again,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this hesitancy

vaccine acceptance.

is, that a mass vaccination campaign can restore

It’s skepticism about this potential vaccine, creat-

tribute a vaccine by November 1 (close to Elec-

isn’t just about vaccines in general but that there’s

“We don’t have a lot of research on how to com-

the world to normal. For many reasons, the success

ed in record time, vi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tion Day). As Vox’s Umair Irfan reports, it’s still

added uncertainty about the Covid-19 vaccines

municate during a pandemic,” he says. But pre-

of a vaccination campaign is not guaranteed. The

Operation Warp Speed. Overall, 83 percent of

unlikely that a vaccine will be authorized for use

in development. “Black community and other

liminarily, “we find that if you talk about the per-

vaccine has to be effective, and there needs to be

Americans agree that if a vaccine is approved too

by then. But even the appearance of political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vaccinate their kids for

sonal health risks of Covid, that’s something that

enough of it to put a dent in transmission. Anoth-

quickly, they would worry about its safety.

terference could lead to lasting damage to a vac-

measles, mumps, rubella,” says Justin Stoler, who

seems to resonate.” Messages about how a vaccine

er challenge perhaps overlooked: “What if we get

cination campaign. Sketchiness is creeping into

studies health dispar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

could help the economy don’t work, and messag-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and people choose not

these key public health agencies: CNN reports that

ami. “There are disparities there, but not disparities

es about how the vaccine could help save others

to get it?” says Matt Motta,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sudden changes to CDC Covid-19 testing guide-

like we’re seeing with Covid willingness.”

are less effective than messages about personal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Pervasive vaccine refus-

lines (which experts strongly oppose) came from

It’s not just Black communities that may be less

risk. Most importantly, we know what doesn’t

al looks like a real possibility. Motta’s research on

“the top down.”

willing to vaccinate. Women also report greater

work: shaming, and, as Motta says, “telling people

a hypothetical Covid-19 vaccine, as well as polling

hesitancy about a vaccine (they are 70 percent

‘you’re wrong and here’s why.’” There could be a

from Gallup (and others) this summer, reveals that

more likely to refuse a vaccine than men, accord-

lot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that work. A successful

between a quarter and a third of the American public

FDA Commissioner Stephen Hahn speaks

ing to Motta’s research), as do political conserva-

Covid-19 vaccine campaign is not lost yet. But the

during a White House press conference on

tives and people living in rural areas. Plus, there’s

clock is ticking.

August 23, 2020. Authorities announced an

the longstanding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

“We are in a window of time right now where this

emergency approval of blood plasma from

which will likely seek to undermine Covid-19

can actually be addressed, and be addressed well,”

recovered coronavirus patients as a treatment

President Trump, Dr. Anthony Fauci, and

vaccination efforts. The challenge is that each of

Brunson says. A botched vaccine campaign could

against the disease. (Photo/Saul Loeb/AFP via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Alex

these communities may require a different strate-

undermine public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Getty Images)

Azar speak to reporters after visiting a vaccine

gy, have different underlying anxieties and fears,

a good campaign, she stresses, could lift it up, and

There’s so much about the US response to the

research center on March 3, 2020. (Photo/Drew

and require a slightly different intervention to pla-

“increase faith in public health and belief in vac-

pandemic that has been botched. We failed on

Angerer/Getty Images)

cate their fears.

cination. That would really put us as a country,

testing early and then failed to scale it up. We

Even Republicans are worried about political in-

We need more vaccin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cross the board, on a better path.” (Courtesy vox.

failed on contact tracing, on reopening many of

fluence on the vaccine process. Seventy-two per-

How do we get ahead of this hesitancy problem?

com)

cent of Republicans and 82 percent of Democrats

Experts I spoke to say there needs to be wide-

say they would be unwilling to be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These surveys generally ask about a hypothetical FDA-approved vaccine and not about one
approved under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before clinical trials have ended.) The surveys actually
might be underselling the problem. “When we look
at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rates, for example,
surveys always overestimate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get it,” Motta says. It’s easier to say you’re going to get a vaccine to a pollster than it is to ac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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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少数族裔
美国会毁于族群政治吗？
亨廷顿曾担忧，随着少数族裔的增
多，美国将遭遇严重的认同危机，曾经
的山巅之城会在文明的冲突中走向崩溃
。川普上任后，美国积压已久的种族矛
盾更是集中爆发，先后爆发了夏洛茨维
尔事件和弗洛伊德示威，美国的种族问
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表面上看，美国的种族矛盾已经极
为严重，似乎不可救药，但如果我们仔
细分析，会发现亨廷顿的预言并没有实
现，目前美国的种族矛盾依然体现为黑
白矛盾，并没有出现亨廷顿设想的两种
文化对立冲突的局面，亨廷顿真正担忧
的并不是黑人这样完全美国化的族群，
而是说着不同语言拥有不同文化的拉丁
裔和亚裔。
亨廷顿担心这些拥有不同文化传统
的族群会解构美国文化，让美国认同趋
于崩溃，但目前来看，拉丁裔、亚裔并
未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相反他们之间
的分化越来越严重，他们不会因自己的
族裔身份投给固定某个党，而是会认真
考虑候选人的政治观点。
除了黑人外，其他少数族裔并未形
成只看肤色不问三观的族群政治，没有
统一的民族认同，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分
裂美国的力量。美国暂时看不到因族群
分裂的可能。
一、黑人是最讲身份政治的族裔
判断一个多民族国家会不会解体，
关键看其少数族裔是否形成了族群政治
。族群政治，就是只看肤色和种族，不
问政治观点。
目前看，美国只有黑人符合这个条
件。90%以上的黑人支持民主党，他们
和民主党形成了紧密的依附关系，黑人
投票往往不看候选人的政治观点，而只
看他的肤色和与黑人群体的交情。
比如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白人，另
一个是黑人，那么黑人选民基本都会支
持黑人，再比如民主党初选，桑德斯的
政策远比拜登的政策对黑人更有利，但
黑人只因拜登和奥巴马交情深厚，就一
边倒支持了拜登，无论桑德斯作出了多
少努力，都无济于事。
黑人强烈的族群意识还体现在治安
事件中，只要白人警察击毙了黑人，总

会引发黑人的集中暴乱，黑人往往不问
事件的是非曲直，只因警察的白人身份
就扣其为种族歧视。
黑人无疑是美国族群意识最为强烈
的族裔，但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能
分裂美国，与世界上大部分的少数民族
不同，黑人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他们
没有自己的母国，也没有独立的文化和
宗教，他们种族的一切，都是照搬美国
白人。
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他的少数
民族在加入苏联前就拥有自己的语言、
文化、历史和国家，他们只是暂时屈从
于苏联的强权，而黑人在被贩卖到美国
前，大部分还处在原始社会，国家还没
有形成，因此黑人不存在母国一说。此
外，黑人连文字都没有发明，他们完全
照搬了英语和基督教，黑人的一切文化
都源于白人，黑人文化不过是美国白人
文化的变种，甚至黑人的历史也是从到
达美国后才开始。
这种先天不足使得黑人不可能成为分裂

美国的力量，美国认同就是他们最大的
认同，如今就算是最激进的黑人政客，
也只是寻求黑人的特殊地位，改变美国
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他们从未想过脱离
美国，独立建国。
对他们来说，美国之外，再无他乡
。
二、拉丁裔、亚裔的分化
除了黑人，美国的其他族裔并未
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拉丁裔和亚裔
是美国第一大和第三大的少数族群，
但他们的分化非常厉害，实际上拉丁
裔和亚裔本身就是错误的概念，他们
往往包括十几个不同的族群，他们之
间往往千差万别，并没有什么共同点
。
比如拉丁裔，除了都说西班牙语
，并没有统一的认同，美国的拉丁裔
，主要包括墨西哥人、古巴人和波多
黎各人，其中墨西哥人最多，占拉丁
裔人口的 63%，主要集中在美国西南
部，其次是波多黎各人，占比 9.5%，

集中在纽约，其次是古巴人，占比
3.5%，集中在佛罗里达，这三个族裔
的政治观点都不尽相同，而且即使是
同一族裔，也是有的支持共和党，有
的支持民主党，并未像黑人那样，一
边倒的支持某个政党。
比如最新的两个民调，经济学人的
民调中，52%的拉丁裔支持拜登，30%
支持川普，FOX 的民调中，则是 56%支
持拜登，41%支持川普，同时佛罗里达
的民调也显示，川普在古巴裔中领先拜
登 18 个点，拜登在非古巴裔的拉丁裔中
领先川普 17 个点。川普依靠反共和反社
会主义，越来越得到保守的古巴裔的青
睐。这表明，2016 年共和党争取拉丁裔
的策略完全正确，拉丁裔并不是铁板一
块，他们没有形成鲜明的族群政治，是
两党可以瓜分的对象。
与拉丁裔类似的还有亚裔，亚裔本
身包括印度裔、华裔、日裔、韩裔、越
南裔都多个不同的族群，他们之间完全
没有统一的认同，彼此政治观点差异也

很大，而且亚裔的一代和二代间也有一
定差距。
比如华裔中一代和二代往往支持不
同的政党，一代支持保守的共和党，二
代支持民主党并参加弗洛伊德示威，6
月，纽约时报就刊登了华一代和华二代
关于政治观点的争论。
相比之下，黑人是地道的族群
政 治 ， 经 济 学 人 民 调 显 示 78% 的 黑
人 支 持 拜 登 ， 而 FOX 民 调 显 示 90%
的黑人支持拜登。几十年来，无论
共和党人怎么努力，都无法得到黑
人的青睐。
无论是拉丁裔还是亚裔，都没有形
成强烈的族群政治，他们和白人一样，
因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而分化，他们不
可能成为分裂美国的势力。只有当族群
身份盖过意识形态的分歧后，少数族裔
才能成为分裂国家的离心力。
三、民族分裂的前提：族群身份盖过意
识形态
只有当族群身份盖过意识形态的分
歧时，少数民族才会成为分裂国家的离
心力。当跨越民族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
时，几乎不可能出现民族分裂的状况。
如今美国也处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冲
突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似乎
水火不容，民主党越来越贴近社会民主
主义，而共和党则坚持古典自由主义。
除了黑人外，白人、拉丁裔、亚裔都被
意识形态划为了两部分，意识形态依然
是争端的核心。而桑德斯的崛起更是将
阶级政治引入美国，从经验来看，阶级
政治是消弭民族主义、族群政治最好的
灵丹妙药。
总之，拉丁裔和亚裔被意识形态严
重分化了，除了黑人外，美国其他族裔
并未形成族群身份高于一切的族群政治
，而黑人又存在先天缺陷，生育率持续
降低，因此短期看，美国并不存在族群
分裂的风险。
相比于族群分裂，阶级矛盾和贫富
分化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身份政治和
种族矛盾，不过是为了掩盖阶级矛盾的
障眼法，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才是美
国最大的挑战。

美国为何 9 月庆祝劳工节？
与美国有点类似的是，国际游行示
威日源自于美国，但他们却不在五一这
天过这个节日。而我们则是基本上不纪
念这个节日的本真价值，而是将国际游
行示威日的说法淡化，美化为劳动光荣
日。我们在鄙视美国无耻淡化这个节日
的同时，也要稍稍鄙视一下我们这边又
一次玩“丧事喜办”的老手段的无耻。
国际劳动节，又称国际示威游行日
，工人举行抗议示威也是国际劳动节的
传统。1866 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提
出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1886 年 5 月 1
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
了约 35 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
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
小时工作制。1889 年 7 月，由恩格斯领
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会
议通过决议，规定 1890 年 5 月 1 日国际
劳动者举行游行，并决定把 5 月 1 日这
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
为什么要淡化国际游行示威日？根
据我们一些旅美的码字者的记述：
“1894 年 5 月，芝加哥爆发“普尔曼罢
工”（Pullman Strike），铁路交通陷入
瘫痪，当时的克利夫兰总统派联邦军队
进入了芝加哥，以平息罢工。但这一年

又是中期选举年，克利夫兰和其民主党
并不想因此失去广大劳工的选票，于是
通过国会迅速推出了一项有关“劳工节
”（Labor Day）的法律，同时因为不想
把劳工节定在已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
义者挂钩的 5 月 1 日，政府于是把劳工
节定在了 9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那
么事实是如此吗？
根据这段记述，我们至少应该有两
个认识，第一，美国面对工人的罢工，
从第一次和平倡议，到后来强行压制甚
至有流血事件发生，到推出与劳工有关
的法律，一方面来自于美国公民对自己
权益的捍卫和表达，另一方面也来自于
美国公民手中的选票。当然我们不可规
避的是，任何一种维权都会付出代价，
这是全世界性的通病，人类如何和平维
权，郑虎和公民如何和谐相处，这是我
认为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应该有的
共识和追求。第二，美国将 9 月第一个
星期一定为劳工节，与无产者及其所向
往的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并无多大关
联。
我在网上找到了相关信息，1882 年
的 9 月 4 号，星期一，纽约市的工人领
袖彼特 -麦瓜尔（Peter McGuire）建议

纽约所有的工会组织在这一天举行一场
盛大的游行，向资方要求更加合理的工
作条件，同时也向纽约市民展示工人的
力量和团结精神。 这一天，总共有两
万多名纽约工人参加了游行。他们高举
“劳动创造一切”的标语，呼喊着“8
小时工作、8 小时休息、8 小时娱乐”的
口号，从纽约市中心的百老汇大道上一
路走过。此后，纽约市的工人每年都要
在 9 月初举行类似的游行活动。而且美
国其他城市的工人组织也开始纷纷效仿
。到了 1894 年，美国国会投票，把每年
9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指定为全国的劳工
节。
根据这几段历史记录，我们可以换
一种想法，美国公民们是多年持续的坚
持下，才换得了现在全世界性大部分国
家尊重劳动公民的 8 小时工作、8 小时休
息、8 小时娱乐的基本权利。这是我们
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你的权益没有
人会帮你捍卫，即便是民主国家，你的
权益都需要你自己来捍卫，他们可能畏
惧选票，他们可能需要你的支持，他们
可能需要你的不聪明，但你认为不合理
的事，必须由你自己来改变，必须由大
多数普通公民的共识基础，也必须有非

暴力不合作的行动方式，维权也必然有
一定的代价。
从 1882 年 9 月的第一次由工人领袖
比特· 麦瓜尔倡议的所有工会组织和两
万纽约公然参加的和平游行示威，到我
们所熟悉的 1886 年 5 月的美国多数城市
的 35 万人规模大罢工和游行示威，再到
1894 年五月的芝加哥大罢工，最终在
1894 年美国在法律上开始认可劳动公民
的合法权益，并且制定 9 月第一个星期
一为劳工节，我们所看到的，值得我们
所学习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郑虎都要
正视民众的和平游行和倡议，以避免流
血事件的发生，而人们的合理倡议最终
郑虎都是要接受的，并不会因为流血而
让人们放弃对自身权益的捍卫，这也是
所有世界性节日产生的根源所在。而我
们中国人不能只懂得不知所以的庆祝国
际性节日，或购物，或出游消遣之，而
是应该看到这些世界性节日的内涵和权
益的捍卫必要性。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定在 9 月为劳工
节？请注意是劳工节而不是劳动节，劳
工节主体在劳动公民，劳动节主体在劳
动本身，这是人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所
不同的定义。因为第一次和平游行捍卫

8 小时工作制并没有获得成功，所以发
生了以后 5 月和 9 月这两个月份中的多
次游行示威，其中有不少流血事件，而
在流血后最终获得了成功。
根据相关资料，美国郑虎将之所以
选择 9 月第一个星期一而不选择 5 月 1 日
作为劳动节，就是因为这两个日子代表
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解决劳资关系的不
同方式。把 1882 年纽约那场游行集会的
日子定成劳动节，是工会提出来的，虽
有劳资关系紧张，但无正面冲突。游行
，野餐，像过节，郑虎非常赞同。而
1886 年 5 月 1 日罢工游行而引发的芝加
哥流血事件，则是一种危险的记忆
（dangerous memory） ， 最 好 少 提 ， 让
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这也就是我们有些旅美记录者不会
告诉你的事实真相，这代表着需要宣扬
的两种不同的思维，第一种思维，暴乱
可以在美国发生，并且要让全世界人都
知道美国是一个剥削的国家，而不是它
一步步转变的过程，以及它血腥的一面
必须被世人首要看到。第二种思维，暴
乱不可以在中国发生，并且要告诉全国
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很坏，我们很
好，所以我们不会有这种游行示威。

體育

體育消息
新聞

5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

星期六

2020年11月7日

C6

Saturday, November 7, 2020

相隔10個月終獲政府開綠燈

港超球迷 明 日 回 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相隔近 10 個月，港超球迷終於可親身入場為愛隊
打氣了。足總 5 日宣布，經過與政府的不斷溝通，明日的兩場菁英盃賽事終於獲開綠
燈，容許球迷入場欣賞，但現階段賽事入場觀眾人數不得超過觀眾席座位數目的
75％，同一行亦不可有連續四張座椅被佔用，不過相信球迷的回歸有助本地足壇逐
漸重返正軌。
1 月起疫情爆發後所有賽
港超自
事均以閉門方式進行，相隔 10
個月後苦等多時的球迷終於迎來好
消息，足總宣布經過與政府部門的
多番商討，終於就重新開放球迷入
場一事獲得許可，今個星期六（明
日）於元朗大球場舉行的晉峰對冠
忠南區以及於旺角大球場愉園對東
方龍獅的菁英盃賽事，將為首兩場
球迷回歸的賽事。

觀眾人數不得超座位數75％
不過足總仍需遵守觀眾人數不得超
過座位數75％的規定，而同一行亦不能

有連續四張座椅被佔用。此外足總亦會
嚴格執行相關防疫措施，包括觀眾入場
前需接受體溫檢測及填寫健康申報表並
正確佩戴口罩，觀眾在場內可飲用杯裝
及紙包飲品但不可進食。
自上季起港超可謂波折重重，疫
情爆發導致賽季停擺、閉門作賽以至
多支球隊退出均對球市造成嚴重打
擊，今次能夠重新開放球迷入場，東
方龍獅主帥李志堅認為有助重振球
市：“對本地球市當然是好事，職業
比賽有球迷是正常生態，開始座位
75％予球迷亦比預期中好，不過始終
目前疫情未完，需要繼續保持警覺，

閉門作賽時球迷不惜攀山涉水或在圍
欄外支持我們，現在他們可以舒舒服
服地欣賞比賽，對我們來說當然是值
得高興。”

■東方主帥李志堅認為，恢復球迷入
場有助重振球市。
資料圖片

傑志足球學院 ABE 班停課4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
莉）傑志足球學院 5 日接獲香港衞
生署通知，有 1 名學生家長確診患
上 2019 冠 狀 病 毒 ， 該 家 長 曾 於 10
月 31 日 到 中 心 門 外 接 送 學 員 出 席
訓練，惟家長本人未有進入中心範
圍。根據衞生署透露，該家長全程

均有戴上口罩，而兩名學員則對病
毒檢測初步呈陰性，因此傳播風險
較低。不過，為安全起見，衞生署
建議 A 班、B 班、E 班停課 4 天（11
月 5 日至 11 月 8 日），會方將個別
聯絡學生及教練進行病毒檢測。賽
馬會傑志中心已於 5 日進行全面消

毒。因應疫情的最新情況，該學院於
10 月 26 日起按有關當局的指引重新
開始訓練，其間嚴格執行防疫措施，
包括每個球場最多只容許 2 班上課，
家長亦只能於中心大門外等候，以避
免人群聚集。新措施下，每節訓練亦
縮短至1小時15分鐘。

■明日愉園
明日愉園（
（綠衫
綠衫）
）對東方的菁英盃
對東方的菁英盃B
B 組賽事
組賽事，
，將迎來久違的球迷
將迎來久違的球迷。
。

資料圖片

菁英盃 B 組周六賽程
開賽時間

比賽

賽址

門票(港元)

15:00

晉峰 VS 冠忠南區

元朗大球場

80元及30元

17:30

愉園 VS 東方龍獅

旺角大球場

80元及30元

男欖超級聯賽 6 隊整裝待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盛寶金融本
地男子超級欖球聯賽”將於明起展開為數 10 輪的
較量，6 支超級聯賽球隊整裝待發，當日將有 3 場
賽事於京士柏運動場上演。因應防疫限聚令，當日

參賽的球員和管理人員均設有人數限制，而且每隊
只容許在比賽現場招待 10 名嘉賓。香港欖球總會
（欖總）主席唐諾生表示：“回顧過去充滿挑戰的
一年，我以整個欖球界團結一致和互相扶持的努力

長

話

短

說

三項極限挑戰賽增海岸賽艇組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陳 曉 莉 ） “Red Bull 3
Peaks 三項極限挑戰賽 2020”將於 12 月 12 日至 13 日舉
行。今屆賽事增設“海岸賽艇組別”，讓各海岸賽艇
健兒都可以一同享受三項極限挑戰賽的樂趣。賽事分
兩天進行，首日供公開組及海岸賽艇組別的健兒組隊
參賽，第一天的賽道相對較短，全長為 50 米游泳、12
公里划船及 5 公里越野跑；翌日賽事則讓浮獨木舟的
精英組隊大顯身手，參與“Red Bull 極限挑戰組”，
比賽內容包括 50 米游泳、25 公里划船及 10 公里越野
跑 。 有 關 詳 情 可 瀏 覽 網 址 ： www.redbull.hk/redbull3peaks。

華拿成車仔新12碼製造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曼聯爆冷輸
波，另一支英超豪門車路士則在 5 日凌晨歐聯
輕鬆擊敗法甲的雷恩。中場夏維斯賽前確診新
冠肺炎，然而與他同於今季“上車”的德國同
鄉迪姆華拿貢獻兩個 12 碼入球，奠定 3：0 勝
果。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歐聯 G 組的兩大出線熱門巴塞隆拿
和祖雲達斯，於 5 日凌晨第 3 輪分組
賽齊齊報捷，美斯繼續未破“運動
戰入球荒”。
巴塞主場憑藉美斯射入 12 碼及
後衛碧基下半場建功，並多得門將
達史特根的6次撲救，以2：1艱難險
勝陣容非常殘缺的基輔戴拿模。今
季去而復留的美斯還未打破開季至
今 9 場的運動戰入球荒，4 個入球全
部都來自射入 12 碼。巴塞主帥朗奴
高文認為，己隊還需提高無球在腳
時的表現。
另一場比賽，艾華路莫拉達攻
入兩球，新冠病癒重回歐聯比賽的
基斯坦奴朗拿度則交出 1 記助攻，協
助祖記作客大勝匈牙利的費倫斯華
路士 4：1。“我感覺自己比第一次
効力祖雲達斯時變得更加全面
了，”今季重投“祖記”的莫拉達
滿有信心地說。賽後，巴塞及祖記
分別以9分和6分順列G組頭兩名。

﹁

夏維斯染疫 藍軍照大破雷恩
當日比賽開始前不久，車路士透露德國中
場夏維斯因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缺陣，然而他
的德國隊隊友迪姆華拿照樣有搶鏡的表現，是
役射入兩球 12 碼，第一個更是自己博回來的。
而本賽季車路士獲判的 8 個 12 碼中，4 個都是
由擅長高速突入禁區製造機會的迪姆華拿博
得；他迄今代表“車仔”11 次上陣合計攻入 7
球。領隊林柏特解釋換 12 碼“劊子手”的原
因，“佐真奴費路表現一直很好，最近射失了
兩球 12 碼，華拿於是完成任務。我和佐真奴談
過，他說並不介意由誰主射12碼。”

■美斯射入
美斯射入12
12碼先開紀錄
碼先開紀錄。
。

美斯仍未破 運動戰入球荒

■6 支男欖超級聯賽球隊摩拳擦掌
支男欖超級聯賽球隊摩拳擦掌，
，虎視冠軍錦標
虎視冠軍錦標。
。

為榮。當我們保持社交距離之際，大家亦同心抗疫
及為球季開鑼而雀躍。”
據悉，為貫徹執行各項防疫措施，每場於欖總
管轄場地舉行的超級聯賽均將委派一名監督經理。
另外，鑒於公眾入場人數限制，每場比賽將透過欖
總數碼平台進行直播。
經歷了 6 個月沒有比賽的日子，眾球員對周六
開鑼的聯賽充滿期待。衛冕冠軍、“超聯挑戰盃”
和季後總冠軍Natixis香港足球會（港會）早已摩拳
擦掌，日前簽入多名悍將為前鋒線增兵，包括蘇格
蘭 19 歲以下代表占美羅斯和 Otago 大學的卡林夏
迪、力量與靈活性俱備的查理京咸，其中查理京咸
曾7次代表英格蘭七人代表隊上陣。
而為了聯賽，包括 7 及 15 人的香港代表隊球員
全部獲得放行，得以為各自的屬會參賽，大大提高
了“盛寶金融本地男子超級欖球聯賽”的可觀性。

■迪姆華拿
迪姆華拿((右三
右三))轟入兩球
轟入兩球12
12碼
碼。

美聯社

另一位今季新援艾度亞文迪同樣出色，是
役倒戈舊會他完成了自己在車仔頭 7 場比賽的
第 6 場“零封”。現在他已取代阿列沙巴拿
加，成為“林伯”的首選門將。
“藍軍”由此以 7 分暫列 E 組頭名，與第 2
名西維爾同分。

夏蘭特歐聯入球看齊兩巴西名宿

E 組方面，艾寧夏蘭特梅開二
度，帶領多蒙特作客比利時淨勝布
魯日 3：0。夏蘭特用了 11 場比賽便
以 14 個入球，追平朗拿度和阿祖安
奴兩位巴西名宿在歐聯的入球數
字。多蒙特 3 戰積 6 分排榜首，拉素
排第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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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誠儒：我不說真話就沒人敢說 太可笑了
天，在人藝宿舍與老師的第壹次見面，
僅是《誰是最可愛的人》第壹句，李誠
儒就念了三個半小時，之後便被老師
“轟”了回去，“如果下禮拜來還這樣
，就別來了。”
那時李誠儒每周去先生家學習，每
天早上六點至八點去故宮墻根下練臺詞
，壹學就是十年。他往往會因為壹句詞
反反復復念誦四五個小時。
老師曾經告訴李誠儒，演員就像妳
做衣服壹樣，作品就是面料。例如這個
角色患有肝癌，妳就應該捂著右腹走上
去，有氣無力地說出他想表達的話，仿
佛看到他在妳面前，妳就是他。李誠儒
茅塞頓開。臺上那壹刻，演員不是自己，
就是這個角色。“現在會說臺詞的，或者
嘴裏沒毛病的演員，幾乎沒有，能達到老
師對我們的要求的，幾乎沒有。”

李誠儒有著典型老北京人的“做派”，
喜歡聽戲、喝茶、玩花鳥魚蟲。光是遛
鳥這件事就頗有講究。畫眉鳥每天早上
要掛曬兩個鐘頭，然後餵上蟲、水，再
罩上黑色的布；遛的時候也不能把手擡
得太高，要垂直著自然地擺動。“妳看
好多老北京的戲裏面，凡是玩鳥的，沒
有壹個不出錯的。”
看不慣就說，不服氣就來，是“北京
得爺（得爺指很拽的人）”的特點。從小
生活在皇城根腳下的李誠儒，骨子裏也始
終保持著這種脾性。也正因如此，在綜藝
節目《演員請就位》的前後兩季中，於行
業習慣留面子、顧粉絲的語境裏，他仍以
“如芒刺背，如坐針氈，如鯁在喉”這樣
壹針見血的評價成為“眾矢之的”，也被
大眾冠以“敢於說真話的人”。
“如果我不說，就沒人敢說。這太
可笑了吧。”李誠儒在談到他認為“越
來越不是那麽回事”的演藝圈的時候，
總會些許提高聲調。上節目之後，他也
會時不時看看評論。他不在乎，只是覺
得好笑，看著那些不認識的人把他過去
的經歷，說得頭頭是道，揣測他仗義執
言的背後是想紅？是財大氣粗不在乎資
源？抑或是習慣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別
人？“都不是。”李誠儒回答。“恰恰是

因為我骨子裏的正氣。我不允許褻瀆演員
這個職業，這才是我真正的動力。”
A 皇城根下苦學十年戲
李誠儒的認知中，無論是否科班出身，
想要成為演員，至少要為表演吃過苦。
出生於上世紀 50 年代，家在故宮和
景山邊上，李誠儒是地地道道長於皇城
根下的老北京人。中學畢業後，他被分
配到景山服裝廠做學徒，第壹年只有 16
塊錢的月工資，第二年 18 塊，第三年漲
到 21 塊。那時他業余最大的愛好，就是
去家東邊步行十分鐘的北京人藝，蹭票
看話劇。有次他在看話劇《針鋒相對》
時，被其中壹個嗓音極具穿透力的演員
深深吸引，那種令場上所有人瞬間黯然
失色的表現力，讓李誠儒心裏默默地想
，壹定要和這人學表演。
機遇從天而降。在某次北京民族宮
的地方戲調演檢票口，李誠儒偶遇了這
位演員——北京人藝的表演藝術家董行
佶。董先生飾演過話劇《雷雨》中的周
沖，《日出》中的胡四，《蔡文姬》中
的曹丕，曾是中國朗誦界頂尖的藝術家
之壹。李誠儒鼓起勇氣，怯懦地跟這位
藝術家求學，“我想跟您學表演。”那
時李誠儒也會朗誦幾篇散文。然而第二

B 下海經商賺第壹桶金
李誠儒從不回避，自己曾是中國較
早淘到第壹桶金的人。
1977 年中國恢復高考，1978 年後北
京電影學院才陸續恢復招生，彼時李誠
儒已經 24 歲了（招生簡章的年齡是 18 歲
至 22 歲），只能進業余進修班。1981 年
，李誠儒曾毛遂自薦出演 86 版《西遊記
》中的唐僧，但因為太瘦，口才卻還不
錯，被導演留在劇組當場記。直到五年
後《西遊記》殺青，李誠儒在夢想與現
實中躊躇再三，最終選擇了先賺錢。
幸運的是，他似乎擁有天生敏銳的
商業嗅覺。上世紀 80 年代的中國正處於
賣方市場，誰有貨誰就能賣錢。李誠儒
發現某些水果公司囤積了很多蘋果，於
是便起意批發給各個單位當做逢年過節
的職工福利，並從中賺取“差價”。而
後他做過服裝、百貨、電器，極強的溝
通能力，以及對商業市場的適應力，讓
他的生意做得順風順水，積累了大量原
始資金。上世紀 90 年代初，他在北京西
單的黃金地段開了壹家 800 平方米的服飾
店——“特別特”。上海、福州、廣東的
皮鞋在這裏均有銷售；風衣則是生產、加
工、銷售壹條龍服務。生意最火的時候，
“特別特”壹批風衣可以賣出十萬件，壹
天的盈利最高達到五六十萬元。
李誠儒無疑是壹名成功的商人。他
看待當下的壹些經紀公司，就像看當年
所謂的“包裝公司”，挖掘幾個俊男靚
女，不用培養，直接削尖腦袋上選秀節
目，盡壹切可能讓他們紅起來，賺快錢
。為了盈利，想盡壹切辦法把自己的商
品賣出去。在李誠儒的誠信體系中，無
法接受這樣看似合理的商業邏輯。他對
自己賣過的每件風衣，要求就是質量第
壹，價格不能胡漲，成本之上大概也就
是 30%。“我只管東西好不好，誰炒得
好，我從來都不看。”

《汪汪隊立大功援》劇場版預售開啟
售開啟
超人氣兒童冒險 IP《汪汪
隊立大功》劇場版電影《汪汪
隊立大功之超能救援》公開新
角色海報，影片已定檔 11 月 13
日在全國電影院上映，目前點
映預售已正式開啟。作為全球
知名親子動畫，影片自公布檔
期起便收獲大量關註，許多家
長表示《汪汪隊立大功之超能
救援》會成為 2020 年自己陪孩
子進電影院的第壹部作品。
海報中，身著全新升級裝
備的汪汪隊壹同亮相，預示精

彩不斷的冒險之旅即將再次歡
樂啟程。除此之外，雙胞胎狗
狗艾拉和塔可也將與觀眾見面
，讓人不禁好奇兩只狗狗的獨
特的超能力。汪汪隊又將如何
齊心協力完成救援任務？壹切
未知劇情只等各位大小朋友來
影院壹探究竟。
《汪汪隊立大功之超能救
援》劇場版電影中，從天而降的
隕石打破了冒險灣的平靜。韓丁
納市長和他的侄子趁機制造混亂
，冒險灣急待汪汪隊的救援。

歷經無數挑戰，擁有神秘
超能力的狗狗們這壹次會以怎
樣的新形象登場呢？陷入險境
的夢想小鎮裏又將出現哪些更
加精彩刺激的冒險任務？
截 至 2020 年 ， 《 汪 汪 隊
立大功》系列動畫在國內主流
視頻網站點擊量高達 358 億次
。 自 2013 年 開 播 以 來 已 翻 譯
成超過 30 種語言，風靡全球
。該系列引進國內後，更是備
受家長和孩子們的喜愛，收獲
無數好評。

C 只拍歷史正劇，不喜歡胡亂編造
的宮廷劇
《演員請就位》讓李誠儒也體驗了
壹把被“網曝”的感覺，不少網友扒出
他年輕時從商的經歷，認為他因為“財
大氣粗”才敢如此直言。實際上，李誠
儒的財富積累早在 1993 年底倒騰外匯時
，就隨著貿易戰的玩家們，壹同“全軍
覆沒”了。
但這並不是他回歸演員行業的主要
原因。在經商的那些年，他曾經多次問
自己最愛的是什麽？他時常疑惑，從小
熱衷表演，苦學十年，為何最終卻在經
商？“我還是太熱愛它（表演）了，甚
至不惜放棄更能盈利的東西。”
從電視劇《過把癮》《東邊日出西
邊雨》《重案六組》，到電影《壹聲嘆
息》《大腕》，李誠儒始終以塑造角色
作為自己最開心的事，無論戲份多少。
在他家中掛著壹幅巨大的油畫，上
面畫著他演過的每壹個經典角色：大曾
、程瘋子、周彜貴……還有李誠儒本人
。他希望別人在街上認出自己時，叫的
是角色的名字。
“也就近幾年，可能因為我在欄目
上說了壹些話以後，大家才知道我是李
誠儒。”這並沒有令他很開心。李誠儒
原本是排斥綜藝的，接的原因是“沒戲
拍，沒飯吃，想演戲。有話題才能演
戲。”他平靜地說。這是壹個在他看來
，自己始終熱愛，但“越來越不是那麽
回事”的行業。
他掙紮過，對抗過。2010 年，李誠
儒投資了 6000 余萬，自導自演了歷史劇
《紅墻綠瓦》。這是壹部電視劇版的
《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聚焦
1840 年以後兩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用
船堅炮利轟開了中國國門，火燒圓明園
，讓中國人簽訂了喪權辱國條約的歷史
。他想拍壹部地道的、尊重歷史的好作
品，希望現在的青少年勿忘國恥。“我
不喜歡那些胡亂編造的宮廷劇。”他曾
多次直言，“我的標準就是九個字：按
正史，拍好看，找市場。”
寫了十年的《紅墻綠瓦》，至今未播
《紅墻綠瓦》的劇本，李誠儒寫了
十年，翻遍了正史、野史，融入了很多
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如今他仍記得劇
中的每壹場戲，例如廟堂之上封太子的
重場戲，當宣布“封皇六子奕……”時
，話音未落，李誠儒要求飾演老六的演
員驚喜且驕傲地微微擡頭，老四奕詝則
失望地低著頭；“……為親王。封皇四
子奕詝為太子。”此時老六要由驚喜轉
為驚愕，老四會同時驚訝地擡頭。隨後
李誠儒把音樂推到最宏偉，原本性格懦
弱、身體殘疾的老四瘸著壹條腿，卻氣

勢高傲地走到廟堂之上。這是壹場僅幾
分鐘，且沒有多余臺詞的戲，但在李誠
儒的鏡頭語言中，卻是壹名演員活在角
色身體裏的敬畏與忘我。
當年在《紅墻綠瓦》中飾演少年鹹
豐（奕詝）的是演員韓棟，拍這部戲時
，同在橫店的《步步驚心》劇組曾臨時
需要壹名男演員飾演阿哥，正好剃了光
頭的韓棟和李誠儒商量，能不能串壹下
戲。“沒想到我這戲沒播，胡編亂造的
戲播了，還火了。”
實際上，《紅墻綠瓦》殺青後很快過
了審，卻始終沒有電視臺買單，且至今未
播。“我太困惑了！”李誠儒提高了音調
。那時他面對的是，買片子可以，但還要
花幾十萬壹集買收視率；他苦寫十年的片
子賠錢壓在手裏，電視裏卻播著親王和妃
子泛舟湖上，談情說愛。這些年，李誠儒
幾乎不再看電視劇，“太束手無策了，甚
至悲痛欲絕，疾惡如仇。”
“為什麽敢說，因為知道什麽是對的”
李誠儒的眼睛裏揉不得壹點沙子，
尤其對於自己熱愛的演藝圈。無論面對
的是德高望重的大腕，抑或粉絲千萬的
鮮肉，他的“真話”就像壹把戳在軟肋
上的刀，也像壹面鏡子，讓人不得不直
面浮華背後的破碎。
去年，李誠儒上了《演員請就位》
後，另壹檔表演節目《我就是演員之巔
峰對決》也邀請他坐鎮點評。節目中劉
曉慶、張鐵林再次出演了電影《垂簾聽
政》的改編片段，其中壹個細節是，顧
命大臣肅順把董元醇拉到熱河，把他的
舌頭割了。“胡說八道呢！當時董元醇
在山東，壓根兒就沒見過顧命大臣。”
在節目中他顧不得臺上是多年的老友，
直言這部戲的硬傷。這是李誠儒的原則
和底線。
他不明白，為何說真話在演藝圈成
了稀有品質。就像對於《演員請就位 2》
中“S卡”的爭議，李誠儒始終想不通，為
何明明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明
明 S 卡就應當給演技好的演員，就像公
司經理應當獎勵業績好的員工壹樣“天
經地義”，卻被“無理攪三分”。
“（沒有人願意說）因為他們怕丟
失更多資源，而我不存在這個問題。我
為什麽敢說，因為我知道什麽是好的，
什麽是對的。我認為這就是不對的，再
這樣下去就不行。這才是我的動力。”
上《演員請就位 2》前，李誠儒也曾詢
問自己北電同學的意見，這壹季到底還
要不要去，還應不應該繼續仗義執言。
“咱們都 60 多歲了，怕什麽？妳說出了
我們的心聲，妳不說就沒勁了。”莫名
被塑造成“正義”的化身，李誠儒有些
欣慰，“好在我的呼聲還是很高的，
（這個行業）還是有希望的。”

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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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一年沒回港 穿州過省工作仍安心

陳松伶見證國人團結
衞生意識增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文）去年11月6日，陳松

情的這一年裏，她在內地的飛行軌跡廣闊，北
至內蒙古，中至上海、蘇杭，南至深
圳、廣州等，她感謝國家給了很多
支持，推出了核酸檢測及健康碼
等防疫制度，保障大家健康，
而且中國人很團結，跟從
國家的安排及指令，
讓她即使常穿梭各
省市也大感心
安！

過聖誕及元日假期後，便到山東青島拍
戲，但直至 1 月 21 日她生日當天疫情就爆
發了，那時候，由武漢開始封城，於是她
被困青島。
松松表示：“其實，在生日之前，大
約 12 月時，內地疫情已經開始沸騰，不過
還未封城，及後1月開始，全國各地都有輸
入個案，令各地開始亮起紅燈。剛巧那時
候，青島是最安全的地方，我還在青島經
歷了一場幾有趣的疫情歷史。”當時，在
外國開始爆發之時，如韓國、日本等個案
大增，不少確診者由韓國及日本經青島、
煙台及濟南來到內地避難，於是中國政府
還特別騰空一座大廈給他們隔離。

讚核酸檢測方便安全
後來，松松由青島回北京時，也需要
在家中隔離十四天，她謂︰“當時在家中
如酒店式服務，快遞及送餐只至門口，然
後由自己提取，整座大廈進行全面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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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法回香港。目前松松仍身處內地工作，甚至在疫

潔。”從這件事中可看到
整個國家都變得更乾淨，大
家都很注意公共衞生，感覺如
同洗禮，無論是心靈上，還是在公
民意識上，都是一種反思的體驗。
現在，松松一年沒回香港了，她坦
言：“我很掛着香港的人和事，幸好在這
一年，很幸運地，我及我身邊認識的人都
健康平安，但也不時會憂心忡忡，同時也
擔心會影響健康，恐怕有一天自己或認識
的人會有事。而且，有很多事需要跟從國
家的安排及指令，就從這次疫情中看到，
中國人的確很團結，不外出真的不外出，
封城就封城，完全看不到任何投訴。”大
家都很自律惜命，愛惜生命及愛惜身邊
人，才可共同渡過這個難關。
談及在內地疫情開始放緩之時，松松表
示，大家依然沒有鬆懈，如過省仍要做核酸
檢測的，至今她已做了差不多四次核酸檢測
了，她分享說︰“做核酸檢測是很方便及安
全的，報告亦很快出，讓我可安心過省工
作。”的確，疫情令經濟癱瘓了好幾個月，
國家經濟不免有損失，要讓國家經濟復甦，
內地便推出了核酸檢測及健康碼等防疫制
度，目的都是保障大家的健康。

■

伶（松松）回北京後，卻意想不到因新冠疫情而一年

松松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憶述說，去年
計劃回北京跟丈夫張鐸及家人一起度

所以，現在在內地，她可以繼續工作，
如表演、直播、綜藝及拍劇等，甚至在疫情
的這一年裏，她在內地的飛行軌跡廣闊，北
至內蒙古，中至上海、蘇杭，南至深圳、廣
州等，常於各省市穿梭，她謂美國家人都不
明白她為何仍可穿州過省工作。“這就是因
為國家給了很多支持，我每次搭飛機前，都
會乖乖地用半天時間做好核酸檢測，這樣可
保證大家既可工作又能心安。”現在，松松
工作都頻頻搭飛機或坐高鐵，大家及工作人
員都安全，這都是有賴於大家都非常聽話及
團結，跟隨國家的指令及制度，如健康碼、

■ 張鐸與松松到天津進行探訪活動
張鐸與松松到天津進行探訪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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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團帶妝抱熊貓寶寶惹議

邀小齊再拍港片撐新導演
伊健開工 最想念片場飯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任賢齊（小
齊）、鄭伊健、潘燦良、談善言及導演沈錫然 5
日在元朗拍攝電影 《大 Project》，張達明及范
振鋒更遠道前往探班，達明表示很想同伊健及小
齊一齊拍戲。
伊健和小齊表示電影故事導演親身經歷，二
人在片中是由細識到大的好朋友，一齊經營洗碗
工場生意，從中騙取政府福利補助。伊健表示片
中演員有來自南亞裔、《全民造星 3》及運動員
等，儼如“聯合國”。
久未在港拍戲的小齊，笑言也不知自己屬香
港還是台灣人，因台灣的朋友問他為何不返香
港，但他是在台灣出生的。他續言今次是伊健找
他回來拍戲，支持新導演，他們也很久沒合作電
影了，最初還以為是陳浩南和葉繼歡那些很有型
的角色電影，原來是一套溫馨勵志片。問到片酬
時，二人異口同聲說：“不要講這些。”伊健指
現時有工開已很開心，很想念開工吃的飯盒，而
他對上一部電影已是《黃金兄弟》。

小齊望有更多電影開拍
小齊亦稱跟劇組工作人員很久沒見，希望之
後可以有多些電影開拍。他早前為另一套電影增
肥，他說：“我肥了兩年，未知電影會不會繼續
拍，現在唯有行一步算一步。”
電影拍攝接近尾聲，問到二人合作有何火
花？伊健笑指二人合作前已很有火花，之前他演

■小齊
小齊((左)指今次是伊健
指今次是伊健((右)找他回來拍戲
找他回來拍戲。
。
唱會，小齊試過扮他拍宣傳片。至於疫情下開
工，小齊說大家要戴住口罩都很悶很辛苦，但大
家仍在遵守防疫措施下完成拍攝，很感動，整個
拍攝過程也很開心和享受。
談到好友錢國偉早前病逝，問伊健現時心情
平復了嗎？他說：“一定要平復，雖然一個相識
多年朋友先走先，但會以樂觀態度面對，對方可
能先去另一個地方先準備好，我們晚些再過
去。”小齊則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另外，談善言在戲中飾演邊緣青年，每日都
要花十五分鐘在手臂印上紋身，她謂角色之後會
變為社工。她表示戲中會被伊健及小齊暗戀，問
到他會揀哪一個？她笑說：“兩個都鍾意，因為
小時鍾意看《古惑仔》同《夏日的麼麼茶》，想
不到可以同偶像合作。”

林心如 霍建華喝交杯酒破婚變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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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香港健康碼盡快實施

核酸
檢
測
等，盡量配
合，這樣才可
以保障大部分人口
的安全。
早前，香港政府建
議准許內地港人回港可免隔
離十四天，松松表示聽到消息
後很開心，皆因一年沒回香港，極
掛念香港的種種。
她認為，這政策是開放內地港人回
港的第一步，本身她在內地都多次做了核
酸檢測，以證自己健康。如要設限數，松
松覺得是應該的，並應逐步實施如香港健
康碼等的防疫措施，這對港人負責之餘，
也表示接納在內地的港人，當然同樣也要
做足預防措施，期待政策快將實施，有望
不日回港與大家見面。
最後，松松從歷史學家及教育學家對
疫情意見所刊出的雜誌及書中擷取了一段
說話︰“人類最後的戰爭，不再是畫地為
牢，以鄰為壑，不再是攻城以戰，殺人如
麻，而是人類共同抗擊天災人禍，特別是
人類至今不能掌控的病毒和瘟疫給人類造
成的災難。”即是說，人到了生死健康的
時候，不應該將之上升至政治層面，這樣
是對人的一種不尊重。松松語重心長說︰
“我們應該好好團結，保護好身邊的人，
共同齊心抗疫，希望疫情即將過去，大家
能回復正常生活。”

林心如與霍建華結
婚以來不時被傳
婚變消息，早前有
媒體拍到兩人在街
■ 心如與霍建華
頭疑似發生爭吵，最
一起喝交杯酒。
一起喝交杯酒
。
後各自離去，未幾心
網上圖片
如更刪除 IG 上兩人甜
蜜合照，令婚變傳言甚囂塵上。不過 5
日晚心如爸爸舉辦 70 歲壽宴，二人合
體為爸爸賀壽，霍建華獻唱時心如還
跳上台為他伴舞，之後更深情對望喝
交杯酒，以行動粉碎婚變傳言。
5日晚心如爸爸林文正在某酒店舉
行 70 歲壽宴，心如與霍建華以情侶裝
一起現身，二人整晚都笑容滿面，對
於現場親友的拍照要求更是來者不
拒，興致好的霍建華還高歌好幾首，
心如就跳上舞台為他伴舞，最後兩人
於台上擁抱晒恩愛，結束後心如還將
頭依偎在他肩膀，非常甜蜜。據悉現
場眾星雲集，霍建華的家人也有出
席，林爸爸亦開心地高歌一曲，並開
心表示心如一直都非常孝順，心如就
笑着告訴爸爸，壽宴由她負責埋單。
心如與霍建華還一起深情對望喝交杯
酒，間接粉碎各種流言。另徐若瑄與
老公也有份出席壽宴，事後她在社交
網上載當晚照片，她除了為林爸爸獻
上一曲，並祝林爸爸 70 大壽生日快
樂，又謂要向林爸林媽學習，白頭偕
老、甜甜蜜蜜、恩愛到老。

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凡文）在韓國女團
BLACKPINK的團綜中，見有成員帶妝抱了剛出
生100天的大熊貓寶寶（旅韓大熊貓“華妮”的小
寶寶“福寶”），還與大熊貓寶寶進行親密接觸。
預告中見4位成員戴上口罩、穿上保護衣，但就明
顯帶妝，因而引發爭議。有網友指出，中國幾年前
就禁止商業性近距離接觸圈養大熊貓、熊貓飼養員
不能帶妝、養其他寵物的人也不能近距離接觸熊
貓。據知，成員Jennie和Jisoo有養狗，Lisa則有養
貓，因此她們不應抱熊貓寶寶。
有中國網民還特意科普指，除大熊貓飼養
員、獸醫外，其他人近距離接觸大熊貓都可能會
讓它生病；韓國藝人使用的化妝品等會刺激大熊
貓，家裏養寵物還接觸大熊貓可能會讓大熊貓患
上致命的犬瘟熱。所以，如果真的愛大熊貓，請
靜靜地看着牠們，不要去近距離接觸。以前中國
一些機構也有違規現象，但近年來已有相關規
定，禁止商業性近距離接觸。也有人認為
BLACKPINK 不知者不罪，最大責任者還屬組織
者和當地的熊貓管理人員。

■BLACKPINK

■成員抱起
熊貓寶寶時
明顯帶妝。
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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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已经从一张纸演变成了一个具有标准形式的书面实
体描述性证件，包含持有人越来越多的信息。护照的历史很
长也很有趣。随着我们朝着身份文件的数字化迈进，预测下
未来以及回顾技术在护照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有趣的。

护照的未来
实体的旅行证件要消亡了吗？
移民界朝着电子护照迈进是在
2005 年，然后 2019 年上半年 150 多个国
家签发了这种类别的证件。电子护照
具有微处理器，可以在数据页上存储
个人数据，携带比传统纸质护照更多
的信息。一些护照——生物护照——
也具有数字指纹，以及其它类别独一
无二的个人数据。
有人认为，电子或生物识别文件
的可靠性比目前的护照要高。通过这
种方式对国际旅行进行数字化，边境
管控的有效性预计将会大大提高。更
进一步讲，指纹或者面部扫描最终会
取代目前的边境管控措施。未来的旅
行者不会出示实体护照，而是接受生
物数据扫描然后进入别国。然后，这
些数据将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后者接
受这个人的必要信息。
2015 年，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已
知旅行者数字身份倡议。2018 年 1 月，
加拿大和荷兰政府达成协议，允许两
国人民进行无旅行证件互访，只需要
出示他们的智慧型手机。这个倡议的

目的是提高通关的效率，同时减少身
份欺诈的风险。基于这些目的的流动
界面使得旅行者可以“携带数字身份
，并选择与谁分享”。
这个项目的试运行是在 2019 全年。
在进入机场之前，旅行者的信息已经发
送到了相关的机场和边境管理当局。每
次信息发送都需要得到个人许可，然后
旅行者就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信
息。还有其它的措施来确保个人信息受
到保护：加密处理为信息的授权和分发
带来了额外的安全保护，而且数据本身
存储在一个分布式的分类账上，而不是
一个中央数据库中。
其它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主动行
动，试图找到更有效也更安全的旅客
身份查验办法。举个例子，只要下载
一款名为“智能阿联酋电子钱包”
（Smart UAE Wallet）的应用程序，迪
拜的居民和本国公民就可以用智能手
机作为护照。澳大利亚也在 5 年内为其
“无缝旅行者”项目拨款 9,000 万美元
。基于 2015 年通过的法律，澳大利亚

政府可以获得授权在机场收集该国公
民和国际旅行者的生物数据。这个想
法是为了能够在不需要人际互动的情
况下识别旅行者。最终，该项目将有
足够的生物特征数据与存储在云上的
个人信息相关联，使之成为一种可行
的旅行方式。
另一方面，日本去年推出了一个
项目，短期游客只要使用了面部识别
技术就可以在离境的时候不用排队。
据日本移民服务当局的官员表示，日
本当局“希望出入境程序的自动化可
以缓解通关压力，让更多的移民官员
做其它的事情。”
尽管已经有很多人率先从纸质护
照转向生物识别扫描，但要生物识别
扫描完全取代纸质护照仍然很困难。
除了需要向身份识别的完全数字化进
行巨额财政投资，在不同国家之间达
成协议也是一个问题。需要建立一个
单一的，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标准，
但是这又和现行的世界结构所冲突，
其中各个国家都在争夺利益。也是因

为这个原因，实体护照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
鉴于此，特别是在今年早些时候
导致国际旅行停滞的新冠肺炎大流行
背景下，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
现持有病历、保险单等类似信息的电
子护照。在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公
民在获准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之前，已经被要求下载一款验
证自己是否无病毒的应用程序。智利
还给康复的病人签发康复证明，解除
了他们面临的大部分限制。
展望未来，电子护照也可以作为
“ 免 疫 护 照 ” 。 英 国 科 技 公 司 Onfido
的联合创始人以及 CEO Huasyn Kassai
认为，电子护照“可以帮助个人证明
他们已经接受过核酸测试，测试结果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不用分享给别人
。”但是，这个概念的成功落地还取
决于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同意实施
这个计划。
还有人担心，公民在多大程度上
愿意向政府提供这么多数据，尤其是

要记住，政府掌握的这类信息越多，
他们就越有可能转向数据挖掘。尽管
这确实有其优点，因为它有助于识别
可能的安全威胁，但反对者强调这也
可能带来监视。
作为对这些忧虑的回应，区块链
技术被誉为电子护照未来的重要利益
相关者。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共享系统
可以消除对集中化数据库的需求，从
而带来一些安慰。Infosys 的高级技术架
构师 Mandar G. Chaphalkar 在 2018 年发
布的一篇文章中表示，“鉴于非常安
全的性质以及实施深度复杂核查的能
力，区块链技术可以用于分散化旅行
授权。”
因此，下一代的电子护照很可能
是一种“智能物品”，由于不同技术
的联合应用，这些证件会变得更快、
更安全、更先进。一家航空公司 Thales Group 表示，电子护照和智能手机
APP 的深度融合有实现的可能，使得旅
行者有能力以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验
证自己的身份。

2021 年以后 E2 签证将是
下一个移民美国的重头戏
2020 年不是常态。不是一个做生意
，旅游，找乐子的年份。疫情使得移民
不那么火热了。但是，世界上很多企业
家都在为“下一个大招”做准备——很
可能就是去美国。
就签证签发量来讲，2019 财年是 E2
签证史上表现第 3 好的年度。鉴于很多
美国领事馆都是长时间以及大量关闭，
2020 财年（截止今年 9 月 30 日）不太可
能是一个丰年，但是看起来 2021 财年 E2
签证的趋势是往上走的。鉴于许多签约
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E2 签证将会是
未来 12 到 18 个月最火爆的签证选项之
一。
现在，我列出了 7 个原因说明为什
么 E2 签证 2020 财年会火。
墨西哥人：更长的 E2 签证有效期以及
AMLO 政府的推动因素
2020 财年墨西哥的 E2 签证申请人很
可能会增加。一个总统试图将“墨西哥
变成委内瑞拉”，迫使更多的墨西哥高
资产净值人士挽救自己的财富，让自己
选项多样化。E2 签证就是那些想去往迈
阿密，佛罗里达，或者德克萨斯的人的
福音，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似乎是最受
欢迎的目的地。
此外，墨西哥人 E2 签证的有效期增
加到了 4 年（两周前，也就是有效期增
加之前，墨西哥人需要每年更新签证。
现在，则是 4 年一更新了。）。

加拿大人：连续 10 年往上走的趋势
加拿大的 E2 签证申请人还会继续大
规模的申请 E2 签证。加拿大人近 10 年
来申请 E2 签证都是往上走的趋势，没有
哪一年是例外。颇为讽刺的是，加拿大
人申请 E2 签证的趋势在特朗普上台的这
几年更猛烈了。然后 2019 年加拿大人获
批的 E2 签证几乎是 2020 年的大约 4 倍。
很多加拿大人想去美国则是气候的
原因——美国南方各州一直都是阳光明
媚。此外，即便美国有很多的病例，但
它仍旧是世界上极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疫情期间经济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对于那些已经被完全隔离数月，但是有
着创业精神的人来说，美国仍旧是一个
不错的选项。
小国家将越来越积极参与 E2 签证项目
疫情摧毁了很多国家的经济。诚然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于难。但是，
美国，由于其体量大，经济结构复杂，
受到的影响很可能低于小经济体。毫无
疑问，美国的经济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个别州受到的影响则没那么大。
英国脱欧和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推动了
英国人的申请量
英国 E2 签证申请人的数量将会继续
增加。由于脱欧的原因，疫情导致的经
济下滑，还有英镑的强势，我预计更多
的英国企业家会投资美国。申请人数量
一直都很高，但是过去 2 年才开始上升

，2019 财年申请人数为 3,253 人，历史
最高。
有安全感很不错，但是自由更重要
所有的人都想“出去。”不管他们
在哪里，他们都想逃离。隔离在家数月之
久导致很多人（尤其是企业家）想逃离。
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再加上美国对企业
关闭的态度更加宽松，吸引着很多的企业
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
，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EB-5 的坏消息就是 E2 的好消息
2015 年以来，当时 EB-5 申请人头一
次认识了“排期”这个术语，E2 签证每

年都从 EB-5 那里夺走了较大份额，因为
投资者不断认识到 E2 也不错，尤其是你
不抗拒实际居住的话。
尽管多年都在游说，立法机构那里
也有部分派别在努力，但是排期问题始
终没有解决；EB-5 项目还是定额 1 万张
签证。10 几年的排期依旧未解决，去年
EB-5 投资额还差不多翻倍了，从 50 万美
元到 90 万美元。
如果监管上或者立法上没有重大变
化，很大一部分选择 EB-5 的投资者可能
会选择 E2。有时候，投资者的选择和
EB-5 没有关系，但是更多时候，他们的

移民策略又是和 EB-5 紧密相关的。
对于那些想在美国工作的人来说，E2 是
为数不多的靠谱选择之一
鉴于 L1 和 H1B 签证目前黄了，E2
还活着。特朗普已经“暂停了”某些工
作签证——L1 和 H1B——直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因此，想去美国工作的人仅限
于为数不多的选项，其中最直接的就是
E2 签证。
尽管我不是预言大师，但是我美国
式的乐观主义告诉我，E2 签证将是下一
个移民美国的重头戏。我必须承认，我
对这个趋势的到来非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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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台北金馬影展盛大開展
見證動人的光影魅力

2020 台 北 金 馬 影 展 將 於 明 日
（11/5）至11月22日在台北盛大開幕
。11月5日晚間六點在台北信義威秀
影城中庭廣場舉辦的開幕紅毯儀式，
也邀請《同學麥娜絲》、《腿》兩部
備受矚目的開幕片，包括監製鍾孟宏
、葉如芬，黃信堯、張耀升兩位導演
，率領劉冠廷、鄭人碩、納豆、施名
帥、桂綸鎂、楊祐寧、張少懷等劇組
齊聚開幕儀式。首度與金馬合作的知
名品牌樂事，也推出九州岩燒海苔及
香濃起司兩種口味洋芋片的金馬聯名
包裝，並於11月5日金馬影展開幕紅
毯活動現場，贈送給參與活動的影迷
觀眾，邀請大家一同歡慶金馬開幕！
台北金馬影展不僅包含了金馬獎
、金馬國際影展、金馬創投會議以及
金馬電影學院等四大主軸，近年更加
入大獲業界好評的金馬電影大師課。
本屆金馬國際影展邀請到來自50個國
家地區、176 部精彩電影參展，在 18
天的影展期間展開453場放映。10月
24日預售開賣至今，已有超過183場
秒殺和即將完售，破 6 萬 5 千售出的
票券張數，盛況空前！
邁入第57屆的金馬獎，今年總計
有465部影片報名角逐，最終有40部
入圍作品得以問鼎23項金馬獎，備受
矚目的得獎名單將於 11 月 21 日金馬
獎頒獎典禮揭曉。金馬創投會議今年
有超過200件報名，最終選出27件電
影企劃，首次展開的劇集（Series）
企劃項目則吸引上百件企劃報名，最
終有 13 件脫穎而出，總計共 40 件的
企劃案，目前預約會談場次也已突破
940場。金馬電影學院已於10月24日
開學，學員為期近一個月的短片拍攝
成果，也將於 11 月 18 日在台北信義
威秀影城免費放映。金馬電影大師課
將也於11月11日至20日展開。
在充滿變動與挑戰的 2020 年，
金馬影展仍舊持續奔騰、活力無窮。
請和我們一起見證電影的魅力，在前
往明天的路上，相互激勵。台北金馬
影展活動期間將有 8 萬多名觀眾、上
千位影人、數百位媒體，一同共襄盛
舉，齊聚這場電影嘉年華會。
176 部片 453 場放映 金馬影展持續奔
騰
本屆金馬影展觀摩片單中有21個
大單元、176部來自50個國家地區的
精彩電影。
影展開幕片由金馬獎最佳新導演
黃信堯的新作《同學麥娜絲》，與
《陽光普照》編劇張耀升首度執導的
黑色愛情喜劇《腿》兩部台灣電影榮
膺。閉幕片則邀來香港導演黃修平與

顏卓靈睽違七年再度攜手舞出新風貌
的《狂舞派 3》，和香港新銳導演陳
健朗邀來金像獎影帝林家棟主演的
《手捲煙》。除了金馬獎所有入圍影
片都會在影展播映，觸角還延伸到劇
集版《返校》，徐漢強入圍威尼斯影
展的 VR 作品《星際大騙局之登月計
劃》，以及多部世界首映的新片，呈
現華語影壇豐沛的創作力。
國際名導巨星的最新力作，一鳴
驚人的影壇新銳，全新修復的影史經
典，也不可或缺。本屆影展規劃了兩
位焦點導演專題，包括今年逝世的英
國名導亞倫帕克，以及日本女導演河
瀨直美，影迷也將有機會看到她的最
新作品。致敬《驚魂記》60週年，將
獻映多部受到此片影響的名片。此外
，針對性別、音樂、奇幻、影史規劃
的招牌單元，也依舊精彩。在疫情來
襲的2020年，新策劃的「旅行的意義
」單元，帶領觀眾打破地理時間的限
制去探索這個世界。
金馬影展不僅是台灣規模最大、
歷史最悠久的影展，也頻頻突破框架
，包括從上屆開始與司法院合作「罪
與罰」單元，結合時事與議題，讓精
彩影片擁有更深入的對話空間。首度
推出「影迷新世代」企劃，針對青少
年世代嚴選影片，藉由更細緻的導引
來激發年輕觀眾多元的想像。還有與
文化部合作的《下半場》口述影像特
別放映，讓視障觀眾可以跨越阻隔享
受電影。影展的意義，不斷地在擴充
。完整 176 部影片介紹，可上金馬影
展官網查詢。
第 57 屆金馬獎 華語電影工作者的最
高榮譽
第57屆金馬獎報名影片共計465
部（劇情長片82部、動畫長片3部、
紀錄片 102 部、劇情短片 216 部、動
畫短片 62 部），最終有 40 部作品得
以角逐23項金馬獎項，最終得獎名單
將由評審團主席李屏賓率領決選階段
評審於 11 月 21 日頒獎典禮當天選出
，評審團陣容涵蓋了幕前幕後傑出專
業人士。
在各大獎項揭曉之前，兩座意義
深遠的特別獎項已率先公布。由以電
影成就聞名國際的侯孝賢導演獲頒
「終身成就獎」得主，表彰他在電影
美學的卓越成就以及對電影傳承的苦
心竭力。本屆「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
作者」得主為彭仁孟，出身資深電工
的他，參與的影視作品超過百部，光
是今年角逐金馬獎的就有《消失的情
人節》、《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逃出立法院》等。鮮少有人知道這

個工作的重要，但他永遠要在別人開
工前完成所有準備，讓電影順利開拍
。評審團希望透過這個獎，向在今年
離開的他致敬。
金馬獎在去年為上百位入圍者拍
攝訪談的榮耀計畫大獲好評，今年雖
受疫情影響，大會依然盡力聯繫不同
地區的入圍者進行拍攝，任務橫跨香
港、韓國、美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預計拍攝總人數為 125 人，目前海
外部分已順利完成，台灣則有多達78
位入圍者參與拍攝，將由知名攝影師
林炳存負責掌鏡。預計有將近20位海
外入圍者如準影后白靈、準影帝李國
煌提前來台接受 14 天隔離，出席 11
月21日的金馬獎頒獎典禮。
於 11 月 20 日頒獎典禮前夕登場
的「金馬57電影論壇」，其中「新導
演論壇」邀請入圍本屆金馬獎最佳新
導演的《南巫》導演張吉安、《怪胎
》導演廖明毅、《孤味》導演許承傑
、《無聲》導演柯貞年、《手捲煙》
導演陳健朗一起分享創作首部劇情長
片的甘苦。「電影音樂論壇」則邀來
入圍原創電影音樂的《同學麥娜絲》
柯仁堅與蔡仲軒、《親愛的房客》法
蘭、《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侯志堅與
黃雨勳以及《無聲》盧律銘，分享如
何為電影譜出最動人的旋律。
第 57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將於 11
月21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先前
金馬獎邀請社會大眾共襄盛舉的「金
馬 57 TAKE ONE」募集計畫，獲得
7225件投稿的廣大迴響。這些影像素
材也將透過去年金馬獎近30位得主與
JL DESIGN團隊加以再創，於金馬獎
頒獎典禮上呈現。將每個人的生活瞬
間，凝聚成時代變動的樣貌，與今年
的優秀電影一起成就「金馬57」。觀
眾可鎖定台視頻道同步收看直播，網
路直播部分則委由myVideo影音獨家
播出。
2020金馬電影大師課齊聚奧斯卡、坎
城、柏林、威尼斯影展得主
「金馬電影大師課」是台灣首度
大規模推出涵蓋各項電影專業的影視
課程，今年金馬執委會再度與文化部
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合作，並獲和
碩聯合科技贊助支持，繼 7 月邀來侯
孝賢團隊的六位大師開講，11月第二
梯次的夢幻師資，由金馬主席李安領
軍，邀請英國電影大師暨坎城金棕櫚
獎得主肯洛區、威尼斯金獅獎得主洛
伊安德森與和他的監製約翰卡爾森、
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纏繞之蛇》導演
安德烈薩金塞夫、《藍色是最溫暖的
顏色》監製文森馬拉瓦爾，進行視訊

授課。金馬影后楊雁雁、香港金像獎
最佳美術指導得主文念中，則將現場
開班。
強調小班制的「金馬電影工作坊
」，邀請坎城金棕櫚得主是枝裕和再
度來台傾囊相授導演功課。以《大奧
：女將軍與她的後宮三千美男》贏得
日本金像獎優秀美術獎的花谷秀文，
將帶領學員漫步台北街頭，探究場景
如何鑄造電影的世界觀。操刀Netflix
影集《安眠書店 II》的食物造型師李
宛蓉，將要深度指導學員過去這塊常
被忽視的影像細節。
金馬電影學院由侯孝賢導演於
2009年擔任金馬執委會主席時創辦並
擔任院長至今已邁入第12屆，由剪接
大師廖慶松擔任學務長，一路提攜後
進，已培育出逾百位的優秀華語新銳
。
第12屆金馬電影學院邀請以《返
校》獲得上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與改
編劇本獎的徐漢強擔任導師，並選出
8 名學員，包括甫以《幽魂之境》贏
得台北電影獎最佳短片的羅晨文，陳
奕凱以《偷偷》入圍上屆金馬獎最佳
劇情短片，經營的YouTube頻道「反
正我很閒」更掀起網路熱潮。錢檸的
《失眠怪物》、李怡慧的《初潮》也
入選許多國內外影展。來自馬來西亞
的歐詩偉，除了編導專才，也擔任過
不少影片的現場收音。唯一以編劇專
才入選的馬慧妍，作品橫跨影視及劇
場。兩位擔當技術重任的攝影學員，
則包括鍾艾與劉世文。
金馬電影學院已於 10 月 24 日正
式開學，學員們在齊聚台北一個月的
時間內，除了專業課程，還要從劇本
討論、勘景、拍攝、後製，以團隊形
式完成一部短片創作。短片以三度合
作的鏡文學推薦的林新惠小說集《瑕
疵人型》中的（虛掩）為藍本，進行
改編。指定演員由甫以《消失的情人
節》入圍金馬影后的李霈瑜（大霈）
，以及能演擅導的莊益增擔綱主演。
完成的影片將於 11 月 18 日台北信義
威秀影城的金馬影展結業式上免費放
映，歡迎觀眾一起見證本屆金馬電影
學院學員的創作成果。
金馬創投會議27件電影企劃、13件劇
集企劃 華語影壇明日之星與潛力大
作蓄勢待發
今年邁入第14屆的金馬創投會議
，是華語影壇極重要的影視投資媒合
平台，多部橫掃國際影壇與金馬獎多
項大獎的電影都是在這裡萌芽。今年
更因應近年華語劇集的蓬勃發展，首
度增設劇集（Series）項目，把媒合

類型擴展至劇集製作。電影企劃部分
，今年有超過 200 件電影企劃報名，
競爭激烈，最終共有27件入選。其中
22 件為全新企劃，5 件為已進入拍攝
但仍在尋找後製資金或其他合作的
WIP（Work in Progress）企劃。劇集
（Series）企劃項目則吸引上百件企
劃報名，最終有13件脫穎而出，囊括
奇幻、愛情、喜劇、驚悚、犯罪、動
作、科幻、冒險、家庭等各種類型。
這 27 件電影與 13 部劇集共 40 件入選
的精彩企劃案，目前預約會談場次在
截止前已突破940場。
為了鼓勵更多有潛力的企劃繼續
發展，2020金馬創投會議除了「百萬
首獎」，更邀得產業界夥伴大力支持
，另設九個獎項，總獎額高達新台幣
450 萬元，包括「臺北文創劇作獎」
、法國電影中心「CNC 現金獎」、
「FPP 前 瞻 視 野 獎 」 、 「CATCHPLAY 國際注目獎」、「鏡文學潛力
故事獎」、「中影電影開發基金」、
「FPP 文策院原創獎」、「WIP 文
策院原創獎」，以及「myVideo 劇集
創意獎」。
決審評審將由石偉明、陳玉勳、
陳永雄擔任，三位影人橫跨投資、製作
、行銷等影視上中下游豐富資歷，代表
大會遴選「百萬首獎」得主。石偉明現
任美商華納兄弟台灣分公司總經理，運
用好萊塢行銷模式，致力於推動行銷類
型各異的華語電影；陳玉勳作品橫跨電
影、電視、廣告，曾獲金馬獎最佳原著
劇本、盧卡諾影展藍豹獎，最新作品
《消失的情人節》獲第57屆金馬獎11
項提名；陳永雄在影視與新媒體領域深
耕逾二十年，具有電影投資製作銷售發
行和國際合拍經驗，參與出品製作電影
逾百部，代表作包括《從前，有個好萊
塢》、《星際救援》、《比利林恩的中
場戰事》、《無雙》、《桃姐》等。為
了幫助提案代表做好萬全準備，金馬創
投會議也成立工作坊，由兩大監製葉如
芬、陳寶旭擔任「提案顧問」，金馬獎
最佳編劇易智言、亞洲內容獎最佳編劇
呂蒔媛擔任「編劇顧問」，為提案者針
砭把脈，立下優質作品的堅定基礎。
2020 金馬創投會議將於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18 日於台北舉行，頒獎典
禮將於 11 月 18 日在臺北文創舉行，
盛況可期；影壇明日之星與潛力大作
在此蓄勢待發，請拭目以待。
【2020 金馬影展四大活動資訊】
金馬電影學院 10.24 – 11.21
金馬國際影展 11.05 – 11.22
金馬創投會議 11.16 – 11.18
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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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这儿最好：吃得香，摔不疼
一部取景于冰雪天地之间的电影《雪国
列车》，让人们在一节节狭长的车厢的探索
里发现了新的世界，也让观众对画面里车外
漫天飘雪的美景产生了不少的憧憬。如今，
这样的电影画面，早已现实开始上演。
沈阳铁路开行的「雪国列车」系列，从沈
阳一路开向松江河，直达滑雪胜地长白山。从
车体打造、舒适度、观光体验上都和普通客车
有非常大的区别，不仅沿途可以赏雪观景，畅
游在林海雪原之间，车上还设有包房、独立卫
生间等特别设施，还将棋牌室、点歌机、儿童
娱乐室等等搬进车厢，“东北式服务”让你还
没到达长白山就提前进入度假模式。
无论是单板还是双板，滑雪都只能算作
「雪中作乐」的一种方式。为充满童心的客
人和孩子们而准备的「 哇酷戏雪乐园 」则
集赏雪、戏雪、斗雪为一体，是一个真正可
以尽情释放自己的冰雪乐园。
驾驶 UTV 越野车穿越雪丘，在白桦林中
穿梭，飘逸感；乘坐雪圈从 180 米长的雪道冲
刺滑下，感受风和速度带来的刺激；还有雪
地摩托、雪地挖掘机等乐园项目，绝对可以
让你充分感受到和雪花亲密接触的快乐。
泡温泉，是滑雪之外的又一冬日限定节
目。仰望着白雪皑皑的山峰，让身体慢慢浸
入水气氤氲的汤池中，是治愈身心的上好良
方。位于长白山国际度假区的汉拿山温泉，
是备受游人青睐的下脚之处。
汉拿山温泉泉水蕴含多种微量元素，有
实打实的医疗价值。白天穿梭于林海雪原中
释放激情，夜晚在热气缭绕的温泉中仰望满
天 繁 星 —— 在 滑 雪 看 雪 之 余 ， 与 亚 健 康 状 态
长期搏斗的职场人士怎能错过一泡长白山
“神仙水”的大好机会？
北方的萧瑟冬天过久了，自然会想念夏
日里的热血青春气息。无需飞到南半球回味
夏日，长白山度假区内就有一个 365 天都温暖
营业的室内水乐园。
面积达两万平米的水乐园，室温、水温全
年恒温，不受季节、天气变化影响，游人随时
随地都能加入这里的泳装大军，一头扎进戏水
区的冲浪池，体验热带大海般的澎湃。
为了满足更多寻求刺激的水上项目爱好
者 ， 水 乐 园 引 进 世 界 最 先 进 的 11 条 高 空 水 道
，其中包含多种组合项目：高速滑道组合、
竞速滑道等；一点也不能低估这座室内水乐
园带来的真实刺激体验。
和朝鲜“比邻而居”的长白山自然有很
多地道的朝鲜和韩式风味美食。
比如用一碗酸辣可口的朝鲜冷面开胃，
再去尝一尝用贡米做成的石锅拌饭，让每一
粒米饭都包裹上秘制的酱料和溏心蛋液，最
后把大麦茶倒入石锅，锅底的那一层锅巴才
是整锅拌饭的精髓；还有地道的韩式烤肉，
配上泡菜让你瞬间有一种置身韩国的错觉。
在 长 白 山 万 达 威 斯 汀 度 假 酒 店 里 的 Maru
韩餐厅里，也能品尝一顿这样地地道道的韩
餐。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响的韩式烤肉、香
甜软糯的年糕、酥脆可口的炸鸡和热气腾腾
的滋补参鸡汤，驱赶走一身的寒意，暖心又
暖胃。
来到东北，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感受热情
的东北味道。上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菜，
是东北人的待客之道。鲜美的食材是长白山
的馈赠，无论是山中的野生蘑菇炖小鸡还是
铁锅炖鱼，哪怕只是炖一锅蔬菜，都能让冬
日的灵魂得到慰藉。
长白山万达喜来登度假酒店里新推出的
地道东北风味美食，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长白山特色小火锅，中式口味让一家老小都
能吃的舒心。
天池是大自然在长白山留下的最具盛名
的 艺 术 创 造 —— 休 眠 的 火 山 口 积 水 成 湖 ， 形
成了这块长白山上晶莹剔透的“天然水晶”
。
天 池 海 拔 2100 余 米 ， 被 16 座 山 峰 簇 拥 环
绕，是中国最大的火山湖， 也是世界上最深
的高山湖。要欣赏到这块天然瑰宝，还得靠
老天赏脸，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才能一窥它
的真容。夏季时湖水湛蓝得容不下一点尘埃
，冬季时纯洁无暇的冰面平整如镜；即使没
有映画里做梦穿越的技能，也像身临东北版
的「系守湖」。
长白山西坡与北坡均可观赏天池。其中

，于西坡观赏可拥有更广阔的全景观赏视角
；而选择于北坡观赏，则能偶遇更多的沿途
景观。
露水河狩猎场植被丰富密集，保有适于
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自然森林环境，平日只
见「石灰森林」的城市人口在这里就能享受
到大自然为你准备的心灵疗愈套餐。
文明游玩，比起狩猎，赏树、垂钓、划
船才是了解这片世外仙境的上选；或者扛上
相机的镜头，远距离了解野生动物群的日常
活动，不打扰是你我的温柔。
滑雪酒店是长白山滑雪旅程中必不可缺
的一环。在一整天的滑雪运动之后，也需要
一个舒适而温暖的放松之地。
作为度假区内少有的可以滑着进出的酒
店，长白山万达威斯汀度假酒店和长白山万
达喜来登度假酒店都位于度假区内的长白山
西坡处，拥有专属穿梭巴士往返酒店与雪场
之间，省时便利，两家酒店通过室内别致廊
桥巧妙连接，客人可以同时享受两个品牌的
精彩礼遇，感受独一无二的专属度假体验。
长白山威斯汀度假酒店将长白山的白桦
林元素带进客房，原木的设计风格散发着自
然的气息，纯朴自然的木质结构和周围的自
然环境融为一体。在酒店内，白天可以欣赏
秀丽壮美的长白山山脉，晚上则能看到星光
之下，被灯火照亮的小镇风光，亦可将滑雪
场全貌尽收眼底。
酒店还拥有专属的滑雪屋以供住店客人
省去麻烦就近办理滑雪卡服务，随时寄存滑
雪器材。经典的威斯汀天梦之床和白茶味道
让你可以在雪场上释放体力后放松休息，恢
复精力。
长白山万达喜来登度假酒店与长白山万达
威斯汀度假酒店相邻，同样有着可以欣赏长白
山风景的视角。专属的喜来登特色的睡眠体验
，也格外受到度假区客人们的青睐。特意准备
的双垫层床垫、柔软羽绒被和鹅绒毯，让每位
住客都能享受到绝佳的休息睡眠体验。
酒店还为家庭客人准备了“猪猪侠”和
“超级飞侠”系列亲子主题房，从床旗、抱
枕到儿童帐篷、毛巾浴巾等处都有色彩鲜明
的猪猪侠和超级飞侠图案点缀，为孩子们打
造了一个充满童趣的乐园。
在喜来登酒店户外区域“喜鹿园”，还
可以与蠢萌的“傻狍子”和温顺梅花鹿合影
、嬉戏，喂食。双“蛋”节日将至，还有可
爱属性满点的柴犬加盟，和客人们亲密互动
。
长白山，是普通人眼
里林海、雪原和雾凇的代
名词；而对于滑雪爱好者
来说，没有时差，不用长
途跋涉，没有语言障碍，
优质的雪场，近几年愈发
成熟的周边与配套，长白
山逐渐成为继日本和瑞士
后的新滑雪去处。
北纬 41°的黄金粉雪带
，让长白山拥有了可以和
瑞士阿尔卑斯山相媲美的
优质粉雪。超长雪期和三
面环山的地形，更让长白
山国际滑雪度假区拥有了
「港湾式滑雪场」的美誉
，也使长白山成为国内滑
雪出行的最优解之一。
藏在白桦林里的度假
区一共拥有 43 条雪道，经
验丰富的老手可以体验从
高级道上飞驰而下的快感
，而初学的「菜鸟」也能
在魔毯练习区找到属于自
己的乐园。夜晚来临，灯
光夜滑雪道分分钟让你拥
有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
当然，在这里度假的
方式不止滑雪一种，冬季
玩转长白山，还有这么多
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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