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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barnstorms Florida while Biden 
heads for Michigan, early vote su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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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 MYERS, Fla./SOUTHFIELD, Mich. (Reuters) -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Friday redoubled his 
efforts to win the critical battleground state of Florida, 
addressing a group of seniors before staging a rally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state.

Yvette Taylor, left, and her husband Gerald stand in line 
at City Hall as they wait in line to cast their ballot for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 early voting begins in 
New Orleans, Louisiana, U.S., October 16, 2020. 
REUTERS/Kathleen Flynn
His Democratic rival Joe Biden, meanwhile, traveled to 
Michigan for a pair of events. Biden’s campaign said that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ould travel to Philadel-
phia next week to campaign on his former vice president’s 
behalf.

Trump lags in opinion polls polling.reuters.com and latest 
figures from his campaign show he is also behind in 
fundraising as the campaign intensifies with 18 days to go 
before Election Day on Nov. 3. That comes as early voting 
is shattering records, with more than 22 million Americans 
having already cast ballots.

Trump and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raised 
some $247.8 million in September, his campaign manager 
said on Twitter, well behind the $383 million haul of Biden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Speaking to a crowd of seniors at an indoor event in Fort 
Myers, Florida, Trump said: “I will protect you, I will 
defend you, and I will fight for you with every ounce of 
energy and conviction that I have.”
He also expressed some uncharacteristic empathy for those 

Inside C2

who had lost family members i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y heart breaks for every grieving family that has lost a pre-
cious loved one. I feel their anguish. I mourn their loss. I feel 
their pain,” Trump said.

Biden has shown surprising strength with senior voters, many 
of whom have faulted Trump for his response to the health 
crisis.

Trump again asserted that the country was “rounding the turn” 
on the outbreak, now in its eighth month, even as nine states, 
including Michigan, Wisconsin and North Carolina, report-
ed record one-day increases of new infections on Thursda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Explainer: ‘Dueling electors’ pose risk of U.S. vote deadlock
Biden edges Trump in TV ratings for dueling town halls

DEAD HEAT
A new Reuters/Ipsos poll showed Trump and Biden in a statis-
tical dead heat in Florida, which is coveted for its 29 electoral 
votes.

Trump will stage a rally in Ocala, Florida, later on Friday be-
fore heading to Macon, Georgia, for an evening event.

Biden will hold a healthcare-themed event in Southfield, Mich-
igan, another swing state, before an evening get-out-the-vote 
rally in Detroit

The Democrat tested negative for COVID-19 on Friday, his 
campaign said.

A record 22 million Americans have already voted, accord-
ing to the U.S. Elections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
ida, including 2.2 million in Florida. About 136.6 million 
people in total voted in the 2016 election.

Early voting began in Louisiana on Friday, following 
record turnout this week in Georgia, North Carolina and 
Texas, competitive states that could decide the election 
outcome.

The candidates returned to the trail after dueling town hall 
events replaced a presidential debate that was canceled 
after Trump’s bout with coronavirus.
A combative Trump, sparring with moderator 
Savannah Guthrie on NBC, refused to condemn the 
conspiracy theory QAnon, reiterated his unsubstan-
tiated assertion that the 2020 election was rife with 
fraud and questioned whether masks help fight the 
spread of COVID-19.

Biden delivered policy-heavy answers and focused his 
attacks on Trump’s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which has 
killed more than 217,000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mmered the economy.
Biden won the TV ratings battle between the two events, 
according to Nielsen ratings data.[nL1N2H715V]
Biden averaged 13.9 million viewers on Walt Disney Co’s 
DIS.N ABC on Thursday night, CNN said. Trump pulled 
in 13 million across Comcast Corp’s CMCSA.O NBC and 
the company’s MSNBC and CNBC cable channels.

Yvette Taylor, left, and 
her husband Gerald 
stand in line at City Hall 
as they wait in line to 
cast their ballot for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 early voting 
begins in New Orleans, 
Louisiana, U.S., October 
16, 2020. REUTERS/
Kathleen Fly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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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Fauci, the nation’s top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warned Thursday that the 
U.S. should prepare for a difficult few 
month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s 
flu season approaches. 
“We need to hunker down and get through 
this fall and winter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Fauci said during a panel dis-
cussion with doctors from Harvard Medi-
cal School. Fauci went on to warn against 
underestimating the pandemic’s potential 
to cause continued destruction. Fauci, 
who w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IDS 
researchers in the 1980s, compare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o the early days of 
HIV when the epidemic started with a few 
gay men to decades later with millions of 
deaths and infections. 
“We’ve been through this before,” he said. 
“Don’t ever, 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
tential of the pandemic. And don’t try and 
look at the rosy side of things.”
His comments come after tapes released 
Wednesday by journalist Bob Woodward 
revealed that President Trump admitted 
in an interview to purposely downplaying 
the pandemic in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virus because he didn’t want to “create a 

panic.” During Thursday’s panel, Fauci 
added that vaccine trials are “progressing 
very well” and repeated his prediction that 
one will likely be availabl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by early 2021.  Fauci also re-
iterated that different U.S. cities should 
expect to see post-Labor Day surges, 
with the expert saying last week that the 
country was heading into the fall with an 
“unacceptably high” level of COVID-19 
cases. 
“We’re right around 40,000 new cases, 
that’s an unacceptably high baseline,” 
Fauci said at the time. “We’ve got to get 
it down, I’d like to see it 10,000 or less, 
hopefully less.” (Courtesy thehill.com)
Related
Researchers begin clinical tri-
als examining blood thinners as 
coronavirus treatment

U.S. researchers are beginning two clin-

ical trials examining the use of blood 
thinners to treat COVID-19, the Nation-
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announced 
Thursday. (Courtesy Getty Images)
One study will focus on people who were 
hospitalized for COVID-19 and the other 
will focus on those who were infected, but 
not hospitalized. The studies are funded 
through President Trump’s “Operation 
Warp Speed,” which seeks to accelerate 
COVID-19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A 
third study that will start at a later date 
will test blood thinners on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and no longer test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to see if it affects their 
chances of developing blood clots after 
recovery. 
NIH officials told reporters in a confer-
ence call Thursday that they anticipate the 
studies will be completed within “months 
not years,” Bloomberg reported. Doctors 
have used anticoagulants in various ways 
in the past, but the studies will give them 
“a clear sense what is the most beneficial 
way” to use the drug, according to NIH. 
“There is currently no standard of care for 
anticoagulation in hospitalized COVID-19 
patients, and there is a desperate need for 
clinical evidence to guide practice,” NIH 
Director Francis Collins said in a state-
ment. “Conducting trials using multiple 
existing networks of research sites pro-
vides the scale and speed that will get us 
answers faster.” (Courtesy thehill.com)
China starts testing nasal spray 
coronavirus vaccine
The spray vaccine was co-developed by 
researchers at Xiamen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with the aid of 
vaccine maker Beijing Wantai Biological 
Pharmacy Enterprise, Bloomberg report-
ed.
Previously, the intranasal spray method 
has been used to administer flu vaccines 
for people seeking an alternative to injec-
tions. 
The latest vaccine marks the 10th candi-
date from China to enter human trials.
The announcement comes as the 
U.K.-headquartered company AstraZene-
ca was forced to pause late-stage human 
trials of a potential coronavirus vaccine 
after a spinal cord illness was detected in a 

patient who received the shot.

China on Wednesday approved the 
first phase of human testing for a nasal 
spray vaccine, the first trial vaccine for 
the coronavirus that does not require a 
needle injection.
Advanced Chinese vaccine developers 
such as CanSino Biologics and state-op-
erated China National Biotec Group have 
reassured their product’s efficacy amid 
setbacks experienced by AstraZeneca.
CanSino said its shot has been safe in tri-
als and has not caused severe side effects.
An obstacle CanSino faces, however, 
is getting other nations to allow trials 
abroad. Critics are skeptical about the 
Chinese-made vaccine because it alleged-
ly triggers fewer antibodies than other 
products currently under trial analysis, 
Reuters reported.
Zhu Tao, CanSino’s co-founder and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defended the company’s 
vaccine against criticism, saying last week 
that the variation in antibody readings 
was due to different measuring methods. 
(Courtesy thehill.com)

Study: We’re numbing 
to the coronavirus 

Data: Newswhip; Chart: Axios Visuals
We’re over COVID even if it isn’t over 
us.
Why it matters: Six months into the pan-
demic, online engagement around coro-
navirus stories has dropped off markedly 
and continues to reach new lows even as 

the pandemic continue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NewsWhip provided exclusively to 
Axios.

Dr. Pratik Doshi, emergency medi-
cine physician affiliated with Memo-
rial Hermann - Texas Medical Center 
and attending doctor in the hospital’s 
intensive-care unit takes a look at a 
COVID-19 patient through a clear slid-
ing door on Thursday, July 2, 2020, in 
Houston. (Photo/Marie D. De Jesús, 
Houston Chronicle / Staff Photogra-
pher)
Houston region: In the Houston region, 
cases increased by 1,132 to 163,701 in to-
tal while deaths increased by 34 to 3,171 
in total. Harris County reported it now has 
113,504 cases total, an increase of 742. 
The state’s positive test rate increased 
from 7.58 percent to 7.77 percent, while 
the rolling average of viral tests stands at 
42,536 per day.
By the numbers: Interactions (likes, 
comments, shares) on stories about the 
coronavirus have fallen 88% since March, 
62% since July and 36% even from the 
August average.
• Google searches for the coronavirus 
have descended from a peak in mid-March 
and are now roughly where they were on 
Feb. 25 — well before the virus upended 
life the the U.S, — according to Google 
Trends data.
Between the lines: Even as the virus itself 
began to spread largely unchecked across 
almost the entire country in late June, the 
uptick in engagement was modest — an-
other sign that Americans had gotten used 
to the virus.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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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ci Warns U.S. Needs To
‘Hunker Down’ For Fall, Winter: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Anthony Fauci, the nation’s top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Stay Home!          Wear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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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election, the
candidates of both parties are putting on
their best shows for the voters.

President Trump has revealed just how
desperate his political future looks at this
moment.

In Johnstown, Pennsylvania, he begged
women voters and said, ”Suburban
women, will you please like me? I saved
your damned neighborhoods!”

The President knows he has a major
problem with suburban voters, especially
with women. In the 2016 election, he
won 2% over Hillary Clinton in women
voters living in the suburbs.

Two years later, in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 Republicans lost to Democrats
capturing 45% of women voters in the
suburbs.

Trump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f Biden
wins, he claimed, with little subtlety, that
roving gangs of Antifa supporters will
invade the U.S. suburban paradises. But
most women don’t buy that and say
their neighborhoods aren’t under any
particular threat.

In the White House,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detailed her experience battling
COVID-19 which she tested positive for
two weeks ago. She has now tested
negative for the virus. She said she had
body aches, cough, headaches and was
extremely tired. She chose a more
natural health route relying more on

vitamins and health food and did not
take a cocktail of medicines.

We are also very glad that both the
President and First Lady have already
tested negative. The election is only less
than three weeks away.

We still urge the Congress and the
White House to reach agreement and
approve the Stimulus Package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are waiting on for
survival.

1010//1515//20202020

Trump Begged For WomenTrump Begged For Women’’ss
VotesVotes



A man holds a sign as he stands behind a barbed wire, near the Senekal 
magistrate’s court where two suspects in the murder of Brendin Horner are to 
make an appearance, in Free State province, South Africa. REUTERS/Siphiwe 
Sibeko  

A French Bulldog named Nord Boss stands with his skateboard at a skatepark in the Sokol-
niki Park in Moscow, Russia. REUTERS/Evgenia Novozhenina

President Trump touches his nose part during a live one-hour NBC News town hall forum with 
a group of Florida voters in Miami, Florida. REUTERS/Carlos Ba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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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s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coughs into her elbow during at a post-EU summit news conference at 
the European Council building in Brussels, Belgium. Kenzo Tribouillard/Pool via REUTERS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e Biden looks own from his seat while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ahead of an ABC Town Hall event at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REUTERS/Tom Brenner    

Anti-eviction protesters scuffle with police to prevent eviction of a family from their 
home at Las Ramblas in Barcelona, Spain.  REUTERS/Nacho Doce

Passengers wearing protective face masks travel on a bus, as Italy adopts new restrictions 
aimed at curbing a surge in coronavirus infections, in Rome, October 15. REUTERS/Yara 
Nardi

Detained Filipino activist Reina Mae Nasino holds a flower during the burial of her three-month-old baby River, 
who died while she was in jail, in Manila North Cemetery, Philippines. REUTERS/Eloisa Lopez  



C4Saturday, October 17, 2020

COMMUNITYBUSINESS

NEW YORK — While the wait for a 
coronavirus vaccine continues across the 
globe, one scientist believes that herd 
immunity to the virus is now a reality 
for some Americans. Data scientist Mark 
Last, a professor at Ben-Gurion Uni-
versity of the Negev in Israel, says that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may have hit 
this potentially all-important mark. Last 
also suggests that Israel is quite close 
to reaching herd immunity as well, if it 
hasn’t already.
Herd immunity, or the idea that if enough 
people become infected with COVID-19 
it will lead to immunity on a wide scale, 
is seen as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pan-
demic. Scientists and doctors rely on 
what’s known as the “reproduction num-
ber” or “R” to determine herd immuni-
ty. This refers to how many people an 
infected person is likely to transmit the 
virus to. When that number falls below 
one, herd immunity is achieved.
Herd immunity by the numbers It’s 
believed that 60% of a population must 
have been infected to reach herd immu-

nity. One recent study shows that number 
may actually be even lower at just 43%.
Professor Last is using what’s known 
as the SIR Model of Infection Dynam-
ics for his analysis of the coronavirus. 
The model labels segments of the pop-
ulation as either “S” for susceptible, “I” 
for infectious, or “R” for recovered. He 
says that New York wasn’t far off from 
herd immunity in June when there was 
400,000 confirmed cases. Antibody tests, 
however, suggested that there may have 
been six times that many infections (2.4 
million).

If his numbers hold up, the state’s reproduction rate at the time 
would be 1.14. Since then, the state continues to report a consis-
tent decrease in coronavirus cases. Last believes it may be enough 
of a drop for herd immunity. He calculates similar results for Cal-
ifornia as well as Israel.
“In California, it appears that herd immunity was reached around 
July 15 with slightly more than 10% of their population (4.05 mil-
lion) being infected,” he says in a media release. “This means that 
their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0 under current restrictions is 
only 1.1.
Coronavirus peak over in Israel? “In Israel, a further lockdown 
is not necessary if the current restrictions are maintained and there 
are no unusual spreading events,” Last adds. “If we maintain the 
current restrictions, then my model predicts that we are at the end 
of this peak, which should tail off at the end of August or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Moreover, according to my calculations, 
we need 1.16 million people with antibodies in order to achieve 
herd immunity and we are very close to that number.”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of course, that these findings are sim-
ply estimates from Last’s model. It’s impossible to know the true 
accuracy without actual test results.
“We cannot know the actual number of cases of infection unless 
we test the entire population every day. Initial serological tests 
conducted in Israel indicate the ratio of confirmed cases to actual 
cases is about 1:10. Using those numbers, we now have slightly 
above one million people with antibodies in Israel and we need at 
least 1.2 million,” he says.

Still, Last doesn’t want 
officials to ease up yet 
on restrictions, includ-
ing social distancing 
and mask mandates.
“We are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it 
is important not to re-
lax our restrictions or 
get overconfident,” he 
warns.
Last’s study was pre-
sented virtually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AIME) on August 26. 
Related
High Blood Pressure Meds May Create ‘Much Lower 
Risk’ Of COVID-19 Complications
NORWICH, United Kingdom —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causing extra concern for many people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disease. Though these patients are at higher risk, a new 
study reveals their medications may be doing more good than re-
alized. British researchers find patients taking antihypertensives 
are at “significantly lower risk” of ending up on a ventilator or 
dying from COVID-19.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says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

zyme inhibitors (ACEi) and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
ers (ARB) both reduce the chances of a severe COVID-19 
illness in patients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The findings 
look at 28,000 patients taking antihypertensives in the larg-
est, coronavirus-related study to date.
“We know that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re at 
particular risk of severe Covid-19 infection. But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there was concern that specific medica-
tions for high blood pressure could be linked with worse 
outcomes for Covid-19 patients,” Dr. Vassilios Vassiliou 
says in a university release.
 “On the contrary,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
cantly lower risk 
of death and crit-
ical outcomes, so 
they might in fact 
have a protective 
role – particularly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Good news for high blood pressure patients during pan-
demic
The study compares COVID-19 patients taking ACEi and 
ARB medications to those not taking them. Researchers 
focus on those taken to intensive care units, placed on ven-
tilators, and fatalities during the pandemic.
Vassiliou reveals that a third of coronavirus patients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a quarter of all patients are on 
ACEi or ARBs. These patients suffer from a number of 
conditions includ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hypertension, 
diabetes. Their risk of COVID-19 infection is high.
“The really important thing that we showed was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se medications might increase the 
severity of COVID-19 or risk of death,” the lead research-
er explains. “COVID-19 patients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who were taking ACEi/ARB medications were 0.67 times 
less likely to have a critical or fatal outcome than those not 
taking these medications.”
Study authors say this is a major revelation that could pro-
vide good news for high blood pressure patients if there is 
a second wave in the pandemic.
“Our research provides substantial evidence to recommend 
continued use of these medications if the patients were tak-
ing them already,” Vassiliou adds. “However, we are not 
able to address whether starting such tablets acutely in pa-
tients with Covid-19 might improve their prognosis, a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might be different.” (Courtesy https://
www.studyfinds.org/) The study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Current Atherosclerosis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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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d Immunity To Coronavirus May 
Have Been Reached In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Scientist Claims

Herd immunity to the virus may now be a reality for some Americans, per sci-
entist in Israel.

Stay Home!          Wear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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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9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

（美国大选前，这些华人家庭为何争吵不

休），讲述了美国两代华人的政治决裂。

文中提到，两代华人在如何对待黑人运动

上产生了致命的分歧，华一代鲜明的反对

黑命贵运动，华一代认为黑人贫困全是因

为好吃懒做，他们绝不会容忍黑人扰乱治

安无理取闹的行为。华二代则认为黑人贫

困是因为遭受到了系统性的种族歧视，而

且作为少数族裔，华裔应该和黑人站在一

起，共同为种族平等而斗争。

华一代认为华二代幼稚不堪，是被民

主党和学校洗脑了，而华二代则认为父辈

缺乏同情心，缺乏基本的道德。如今，两

代华人在政治上几乎无法沟通，甚至到了

一见面就吵架的程度。

两代华人的政治决裂，不仅反映出中

美价值观的碰撞，更反映出华人本身的艰

难处境。

一、两代人的激烈冲突

纽约时报采访了瑟丽娜和他的父母，

他们因为对黑人运动的分歧而产生了激烈

的矛盾。瑟丽娜认为华裔应该积极参与黑

人运动，替黑人发声，因为弗洛伊德被害

事关所有少数族裔的利益，如果华裔对黑

人被害袖手旁观，那么华裔就会成为下一

个受害者，她认为解决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对华裔也有利。

瑟丽娜认为川普的种族主义撕裂了美

国，而在一个不公和动荡的国家所有人都

无法独善其身。因此他积极参与支持弗洛

伊德示威的活动，并旗帜鲜明的反对川普

和白人至上。

但是他的父亲黄先生却极为反对，黄

先生认为黑人贫困都是因为他们好吃懒做

，华人遵纪守法，勤劳致富，不应该和这

样好吃懒做的族群为伍，他认为民主党太

过激进，他们只会加税，拿华人的钱去补

贴这些懒鬼。

他认为，川普的政策才是正道，他对

纽约时报记者说：“川普是能把美国经济

搞上去的总统，他一上任，公司所得税从

35%下降到21%，个人所得税也下降了

3%-4%。我每年都能节省几万块。……我

的股票市值在这四年里翻了一倍都不止，

尽管民主党攻击川普抗疫不力，但股票仍

一路飞涨。”他认为女儿太过幼稚，不知

道钱的重要性，川普固然不高尚，但只要

能带来钱就够了。

李先生支持川普的原因，一是减税，

二是股市。他的考量里没有什么公共利益

，只有自身的经济利益，他甚至认为，川

普如此优秀的总统，媒体都不应该批评他

，他认为美国媒体应该学习中国媒体，多

帮领导人造势而不是纠错。

另外一个采访对象张女士也是如此，

她支持川普只是因为川普反共，张女士

2004年在中国做生意，有一段不愉快的经

历，因此她就移民美国，最近她的微信被

封，因此极力支持川普反共，认为川普在

替自己出气。

张女士的女儿姚敏则认为母亲的做法

非常不正确，她认为川普的Chinese virus

是对整个华裔的侮辱，川普作为总统应该

消除彼此的仇恨，而不是加剧他。但是张

女士对女儿的话无动于衷，她认为川普的

侮辱没什么大不了，还极力为川普辩解，

在女儿看来，张女士完全是一个自私自利

的人，她只为泄愤就支持有损整个国家的

人。

两代人的差异在对待川普的态度上暴

露无遗。

二、闷声发大财还是投身政治运动

从纽约时报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晰的

看到，华一代的决策基准完全是自身的利

益，是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黄先生

是出于自己的钱，张女士则出于自己的私

人仇恨，他们完全没有公共利益的观念和

同理心。他们自认为符合共和党的理念，

实际上和真正的保守派大相径庭。

很多保守派支持川普，减税和股市还

是其次，关键是川普反对堕胎、同性恋，

支持基督教，倡导爱国主义，打击非法移

民，他们认为川普代表了正确的价值观，

而很多保守派反对民主党也不是因为他们

支持种族隔离或者歧视黑人，而是他们认

为民主党的滥发福利只能让黑人失去自力

更生的能力，他们认为应该取消直接福利

，代之以就业培训和家庭责任。他们不支

持黑人上街打砸抢，但他们支持黑人的和

平示威。

在美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

主义者，对整个公共利益的考量都是必须

的，他们或多或少都追求超出钱之外的东

西。而这一点，在华一代身上完全看不到

，华一代是政治参与较低的族群，他们普

遍存在政治冷漠的情况，自扫门前雪，休

管他人瓦上霜的思维根深蒂固。

华一代的这种政治冷漠来源于他们青

年时的经历，他们多是60后、70后，他

们生活在去政治化的中国，wg和80年代

给人留下了太多的伤痕，人们不再相信政

治运动可以改良社会，他们只相信勤劳致

富和闷声发大财，整整一代人开始远离政

治，理想主义和政治信仰被最纯粹的物质

主义所取代。虽然来到了美国，但他们的

思维还是中国式的，他们不打算也不可能

成为美国化的美国人。这种犬儒主义的心

态，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也是极为普遍的

。

美国两代华人的政治决裂

与生长在中国政治冷漠的父辈不同，

华二代完全接受了美国教育，而且考虑到

美国大学被民主党进步派把持，华二代作

为年轻人必然是充满激情甚至是激进的，

他们要想融入同龄人，必须参加政治运动

，反抗权威、为自由平等而战一向是传统

的美国精神，对于被美国教育熏陶的华二

代来说，他们参与的是伟大的公民抗争运

动，他们认为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这种传教士般的美国精神华一代是难

以理解的。

两代人的冲突实际上体现的是中美价

值观的差异，两代人生长在不同的国度，

自然会产生激烈的碰撞。

三、华人的艰难处境，命运不由自己掌握

除了价值观冲突，两代华人的矛盾也

反映出华人自身的艰难处境。华人在美国

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虽然他们的平均收

入比白人还高，但他们依然是美国社会的

弱势群体。

华人没有犹太人的权势，无法影响美

国政治，同时也没有黑人、拉丁裔的人数

，后者虽然贫穷但在一人一票的规则下是

巨大的票仓，华人处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层

级上，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任

由别人摆布。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能完

全代表华人的利益，民主党虽然重视种族平

等，但是主张加税增加福利，华人大都是中

产阶级，不愿意交税补贴黑人，另外由于华

人的收入和平均学历都是最高的，因此按照

民主党的政治正确和补偿原则，华人往往又

被视为强者而惨遭牺牲。（如亚裔细分法案

）华二代如此积极的为黑人伸张正义，华人

能得到多少实际好处，是大大存疑的。

民主党不代表，共和党也不代表，川

普的减税、撑警固然保障了华人的财富，但

是川普鼓动的白人种族主义和反华情绪同样

会威胁到华人，像杨安泽这样因为新冠被歧

视的华人不在少数，如果反华再继续下去，

美国华人甚至会遭遇二战日裔的困境。当时

美国政府非法囚禁了日裔美国人。

华人符合共和党的阶级定位，但可惜

他们的肤色不够白。无论支持哪个党，华

人都会有所损失。

华人唯一能期盼的，只能是美国逐

渐消除种族政治，回归正常的阶层政治

，阶层政治下，只有公民而没有族裔，

有穷人富人但没有种族，但美国社会要

达到这样一个阶段，还有很长的路。

两代华人的冲突不仅反映了中美价

值观的冲突，更反映出华人本身处境的

尴尬。如果说对策，华人最好支持两党

的建制派而反对两党的激进派，这已经

是最不坏的选择。

美国两代华人的政治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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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0年10月15日（星期四）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李鴻培

富力R&F港超事件簿
2016至2017球季
主力球員：卓耀國、張國明、曾偉晃

2016年7月獲港超工作小組及足總通過南
下參賽，條件是要以100萬冠名贊助一項盃
賽，要註冊8名本地球員（每場最少出3個），
最多2名外援，而且沒有代表香港出戰亞洲賽資
格。首季班費約1,000萬（港元，下同），以
“R&F富力”名稱參賽，全季成績平平，聯賽
11隊排第10。

2017至2018球季
主力球員：伊達、羅拔圖、基奧雲尼

獲香港足總放寬可以註冊外援，並改以廣
州燕子崗體育場為主場，更破天荒在內地安排
全季18場聯賽直播。班費提升至約2,000萬，
重金簽入伊達、羅拔圖、基奧雲尼及周綽豐
等，配合內地年輕球員成軍，聯賽10隊排第
7。青年梯隊則外判給當時由趙俊傑、蘇來強等
創辦的“自由人”負責。

2018至2019球季
主力球員：林志堅、盧均宜、陳俊樂

易名為富力R&F，聘請楊正光為主教練，
繼續重金挖人，班費大幅提升至港超紀錄的
5,000萬，季初被傑志投訴非法接觸旗下球員而
結怨。然而始終未能打入盃賽決賽，季尾聯賽
亦在大好形勢下被冠忠南區逼和，主場對和富
大埔關鍵一戰更反勝為敗，最終以5分之差屈居
亞軍。表現出色的陳俊樂季中獲提拔上中超富
力一隊。

2019至2020球季
主力球員：伊高沙托尼、林志堅、迪布尼

重金簽下伊高沙托尼、林柱機及方栢倫
等，續組5,000萬大軍，季前拉隊到葡萄牙集
訓。上半季穩居聯賽榜首，下半季再簽入林嘉
緯增強實力。復賽前有梁諾恆及利安高投奔中
甲，簽入的徐宏傑、林恩許及馮慶燁又未能註
冊，最終於足總盃決賽不敵東方龍獅，聯賽更
在冠忠南區及傑志身上共失5分，最後距離冠軍
只是2分之差得季軍。新球季原定將青年軍外判
給標準流浪，惟當代表香港出戰亞冠成泡影，
煞青後決定退出。

富
力R

&
F

官
宣
退
出
港
超
聯

「
四
年
努
力
無
愧
於
心
」

■■富力富力R&FR&F在在20162016//1717球季加入港超聯球季加入港超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年退出球隊一覽近年退出球隊一覽
年份 球會 原因

2020 富力R&F 氛圍欠佳
2020 大埔 缺乏資金
2020 元朗 缺乏資金
2019 夢想FC 缺乏資金
2017 南華 致力青訓
2016 夢想駿其 缺乏資金
2016 灝天黃大仙 缺乏資金
2015 太陽飛馬 致力青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
然）中國排球協會日前於官網宣
布，新一季女子排球超級聯賽將
於11月12日至12月19日在廣東
江門進行，本屆賽事會採用封閉
和閉門作賽的賽會制形式舉行。
根據中國排球協會的聲

明，本屆賽事將有13支球隊
參賽，分別為天津、上海、北
京、廣東、江蘇、遼寧、山
東、浙江、 四川、雲南、福
建、河南和河北隊。由於賽事
以封閉形式進行，一眾球員要
在11月 8至 9日報到並作檢
測，在 10 至 11 日可進行訓
練，到11月12至27日，將開始上演第一階
段和第二階段比賽。根據資料，賽會於第一
階段賽事會按照2019至20球季中國女排超
級聯賽成績蛇形編排分為A、B兩組，A組7
支隊，B組6支隊，進行組內單循環比賽，排
出小組名次。作為衛冕冠軍，天津將被編入
A組，同組對手應為廣東、江蘇、浙江、四

川、河南和河北。
在第二階段有7輪賽事，並會按照第一階

段A、B組小組名次，A組每輪輪空1支隊
（從A1到A7），A組其餘6支隊依次輪流對
陣B組6支隊，根據成績排出第1至13名排
名。

12月4至18日將為第三階段比賽舉行的

日子，此階段會先進行循環
賽，第二階段排名前8名的隊
蛇形排列分為C、D兩組，分
別進行組內單循環比賽，排出
小組名次；第二階段排名第9
名至第13名的隊分為E組，進
行組內單循環比賽，決定比賽
第9名至第13名最終名次。獲
得C、D兩組前三名的隊分為F
組，進行組內單循環比賽，但
在C或D組曾同組的隊伍不再
進行比賽；獲得C、D小組第4
名的隊進行兩場比賽，決定比
賽第7名和第8名最終名次。

獲得F組前四名的隊進入
準決賽：F組第1會對戰F組第4、F組第2會
對戰F組第3，準決賽採用三場兩勝制；至於
獲得F組第5名和第6名的隊進行兩場比賽，
決定比賽第5名和第6名最終名次。

到決賽階段，兩支負方球隊會進行比賽
定出第3和第4名；勝方則會進行冠亞軍決
賽，賽事均採用三場兩勝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超賽會日前表示，為了更
好地服務廣大球迷，滿足球迷們現場觀看比賽的需求，以及在第
一階段成功累積開放經驗及防疫專家指導下，中超第二階段將繼
續以嚴抓疫情防控為前提，有限度增大開放規模，並安全、有序
地讓球迷入場觀賽。
在第一階段比賽結束後，中國足球協會已開始和蘇州、大連

賽區組委會準備第二階段比賽，其中票務及開放看台計劃是考量
的重點，兩地組委會已分別和地方政府及防疫、交通、安保、場
館等多單位、多部門展開商討，並積極和售票機構、球迷組織作
溝通。
由於蘇州、大連在防疫政策、場館條件、球迷情況均有不

同，在第二階段比賽兩個賽區將會分別實行票務及開放看台計
劃。其中蘇州賽區正計劃開放所有比賽場次，並簡化購票流程，
觀眾將無需提交核酸檢測報告；據內媒報道，10月18日晚在蘇
州奧體中心上演的申花對上港“上海德比”，組委會因應比賽的
特殊性和場地看台容量等因素，計劃將把本場比賽對觀眾開放的
座位數量增至6,000個左右。
至於大連賽區就計劃開放大連體育中心體育場、大連金州體

育場兩座球場的比賽場次，兩個球場的開放入場人數將擴大至
3,000個座位。
另一方面，賽會亦努力為球員提供更好的比賽場地，據報蘇

州賽區已將比賽場的草皮全部更換。賽會此舉是為了讓球員在比
賽中減少受傷幾率，在國慶節期間，蘇州賽區的工作人員替幾座
賽場的草皮全數作更換，將原來的夏冬草換成了冬季草。

■■天津女排將展開衛冕天津女排將展開衛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3支球隊參賽
中國女排聯賽11．12開鑼

中超蘇州賽區
開放所有場次

加盟愉園的前
曼聯青年軍查理史

葛赴港後已完成14日強制隔離，周三已入住
球會安排的宿舍，新季將披上4號球衣征戰港
超。 愉園供圖

蓄 勢 待 發

就在港超聯新球季展開前的10日，富力R&F 14日終於發出官方聲明，證實新一季會退出香

港超級足球聯賽。假若最終只餘8支港超球隊，便會是港超歷來最少參賽者的一次，也是香港頂

級聯賽自2005至2006球季後的新低。據悉足總正考慮是否應該將聯賽改行三循環制，以維持一

定數量的比賽場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醞釀多日的“富力退出”事件14
日得到證實，會方在FB專頁上

載公開信，表明退賽始末。信中指出
球會“從2016年成立至今，征戰港
超4年間不遺餘力在香港本地開展多
個梯隊青訓工作，簽約優秀球員並為
球員在廣州提供更好的訓練條件，更
將優秀的香港本土球員推舉到中超球
隊，令更多香港足球菁英得以在更廣
闊的賽場上施展才華。在競賽以外，
亦力推將主場搬遷至廣州，嘗試在大
灣區內讓粵港兩地球迷更多了解港超
聯賽，並斥資安排電視及網絡直播推
廣港超聯賽事，在加強兩地體育文化
交流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和投入”。

富力自空降港超以來，4年來投資超過1億3,000萬
港元，為香港足球生態帶來極大改變，特別是大幅度提
高職、球員待遇，如今在新球季展開前10日突然退出，
大部分圈中人都相信，是因為4年來都四大皆空，成績與
投資不成正比有關。皆因會方在6月才宣布，新球季會改
將青年軍工作外判給標準流浪，之後也曾重金簽下林恩
許及杜度等球員，絲毫不似會有退出跡象。

足總考慮三循環維持比賽數量
不過，會方在公開信中卻另有解釋，指是與香港足

球氣氛有關：“會方從來一心只為香港足球運動發展，
對過去四年的努力無愧於心，鑑於現時的香港足球氛

圍，決定從即日起退出香港足球超級聯賽。衷心感謝曾
經給予我們幫助的各個單位和合作夥伴！”

港超缺少了一支巨型班，球員生計難免受到衝擊，
收入減少之餘更有可能被迫要轉行發展。香港足總在編
訂賽程時也大失預算，要為增加比賽絞盡腦汁。據悉新
球季甚至會考慮走回頭路，效法1988至1989年度般改踢
三循環。由於只餘理文一隊選用將軍澳運動場，於富力
退出後，新球季主場分配未受影響。根據最新情況，東
方龍獅及傑志會坐鎮旺角場、冠忠南區續用所屬地區的
香港仔運動場、愉園成功殺入深水埗、香港飛馬返回元
朗、流浪進佔斧山道、晉峰則因輪次落後未能搶得深水
埗，會被分發到青衣展開首個港超球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圈中人都恐怕富力退出會引起骨牌效
應，令香港足球再次落入冰河時期。事實上，近年確有不少球隊退出頂級
聯賽，無論港超成立之前或之後，而今季連同富力在內，更一次過有3隊
退出，冰河之說絕非危言聳聽。

帶領富力兩季的主教練楊正光表示，自己與球會尚有半年合約，暫時
會先幫球員找球會收留，暫未想及自己前程。他又承認有個別外援獲中甲
球隊垂青，但因轉會窗已關閉，即使能落班也會是半年後的事。香港華人
則感到非常徬徨，今季由理文轉會到富力的方栢倫表示：“當然想繼續
踢，但現時即將開季，未必會有人肯收留，好在自己有學位，萬一踢不到
也可以轉行。”至於富力聯賽季軍身份有機會獲得的亞協盃外圍賽資格，
將會交到殿軍理文手上。不少球迷都推測，理文可能會因為首度出戰亞洲
賽而擴軍，收留部分富力舊將。

富力退出恐引骨牌效應

■■富力富力R&FR&F散班散班，，基奧雲尼基奧雲尼（（左左））
等球星暫時未知去向等球星暫時未知去向。。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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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中國結婚的“儀式感”通常從婚禮前

就開始了，挑選服裝、用品、伴手禮，現

在的單身告別“趴”，還有曾經強制要求

的婚前檢查。這些，也都從另壹個角度展

現了中國人對於婚姻和家庭的重視。

近日，壹部圍繞“婚前檢查”展開的

電影《婚前故事》正式定檔2020年11月13

日上映。這部由浙江東陽九彩影視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重慶橘城旅遊投資開發有限

責任公司聯合出品，郭廷波執導，韓雪、

魏大勛、於文霞、韓文亮、童以萱、羅偉(

西班牙)等人主演的愛情電影，通過三個不

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職業青年男女的

故事，展現了現實對婚姻和愛情的考驗。

三個故事
婚前檢查 檢驗的是相愛的真心
電影《婚前故事》講述了三個關於愛又

不止於愛的故事，分別在重慶忠縣、酉陽，福

建南靖等充滿地域特色的美景中“上演”。

整個影片的劇情在時代變遷中推進，

內容上明、暗兩條線相互交織，情節跌宕

起伏。命運嘲弄、代際溝通、東西方文化

差異，面對重重考驗，即將步入婚姻殿堂

的男女們，將如何作出抉擇?

第壹段講的是待業青年陳偉的追愛故

事。電影壹開篇， 80年代氣息撲面而來

。為房催婚的父親和向往自由戀愛的兒子

彼此僵持。這段故事中，婚前檢查，查的

是兩個年輕人對愛情的堅定。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90年代，講的是江南

水鄉的女大學生和美國同學的愛情故事。伴隨

著客家圍屋而來的是濃濃的中國味，這味道中

包含的是中國人的習慣、風俗、人情。然而故

事的男主人公卻是壹個外國人。在這對年輕人

面前，婚前檢查，查的是文化差異。

第三段講的是西南山區壹個寡婦和村裏

壯漢的情感變化。21世紀初，大山裏的寡婦

和村裏的單身男人相親後，決定結婚，兩人

下山去辦理結婚手續的過程，就成為了他們

的婚前檢查。完全沒有感情基礎的兩個人，

又能否經受婚姻之前的這場檢驗?

三個故事獨立成章又相互關聯，最終

由壹些細小的情節被納入同壹時空。影片

敘事幽默，富有時代感，在傳遞樸實真摯

和溫暖情感的同時，更是對愛情和婚姻的

壹次現實拷問。

壹種人生
定檔11.13 走進影院審視愛情
宣布定檔11月13日的同時，《婚前

故事》片方還發布了壹版定檔海報

海報中，主演韓雪兩條麻花大辮子搭

配壹身玫紅色襯衣，手拿汽水站在臺階上

。不遠處，身穿具有年代感條紋運動服的

魏大勛滿眼愛意望向韓雪。被綠色藤蔓覆

蓋的圍墻下，兩個年輕人的愛情故事徐徐

展開。僅從這版海報中，就能夠對電影中

的懷舊情懷略見壹二，同時，也是對青春

時光和父母愛情的致敬。

據了解，電影《婚前故事》2018年5

月在重慶忠縣開機，但其實劇本十年前就

已經寫好了。2014年，該電影的劇本還

入圍了“戛納國際電影節中國新影人基金

論壇”，2019年影片赴戛納國際電影節

正式展映，受到廣泛關註和好評。如今，

婚前檢查已不再是結婚的“必需品”，但

是在以前，婚前檢查是結婚前強制進行的

程序。電影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婚前檢查，檢查的不僅僅是身體狀

況，更多的是對兩個相愛的人全方面的考

驗。”正如導演郭廷波所說，這些考驗可能

比身體檢查的本身要來得兇猛得多。相比外

在條件來說，性格上、精神上的差異更加應

該成為人們結婚前需要仔細審視的因素。

婚前檢查變成自由選擇，折射出的是時

代和觀念的進步，還有對於婚姻自由的尊重，

以及人們對愛情、對婚姻、對家庭的態度。

《沈默》白宇：越是沈甸甸的感情 越要輕輕放
《沈默的真相》迎來會員大結局那晚，

白宇更換了兩年未變的頭像，並踩著點發了

壹條微博，表達了與江陽的鄭重告別。

入行多年，《沈默的真相》是白宇

少有的、讀完劇本就迫切想要參演的作

品，他至今記得初讀這個故事時給他帶

來的吸引力：“除了故事精彩，劇中的

每個人物都刻畫得非常出色，無論演哪

個都會是很珍貴的體驗。”

壹腔孤勇的悲情英雄江陽，其實是

白宇心向往之，但囿於現實無法活得那

麼極致的類型，劇中他不僅難得壹次地

放聲大哭，還過了壹把當爸爸的癮。事

實上，如果家人成為反派用來威脅自己

的工具，白宇自認無法像江陽那樣作出

割舍，因此很多時候他需要不斷給自己

心理暗示，去相信江陽所經歷的壹切、

去遵循江陽所做出的選擇。

為了更貼近江陽日漸封閉、如履薄冰

的狀態，在重慶拍戲期間，愛說愛笑的白

宇壹反常態，除了去片場便是窩在酒店房

間，其他演員下了戲後約他聚餐，他壹次

也沒赴約。倒是劇集口碑發酵期間，與

“平康三傑”中的另外兩位演員田小潔、

趙陽其樂融融地隔空約起了火鍋。“人與

人之間的交流更多還是在於感覺。”白宇

笑道，幾人在拍攝期間往來不算密切，但

氣性卻很相投，能接住彼此靈光壹現的臨

場發揮，為劇集增色。

劇集上線後，白宇也與廣大觀眾壹起

在線追劇，當精妙的轉場串聯起三線並行

的跨時空斷案，他再壹次為這支“新人”

制作團隊展現出的老道手法而折服，也深

深慶幸自己當初和團隊壹起決定接拍了

《沈默的真相》：“我當時就想著，哪怕

不是主角，我也願意參與！”

而當劇集播出期間，看到法律從業者

們在網絡上發起“江陽妳的同事們來了”

這壹話題、看到觀眾留言說受到江陽的感

召想要報考相關的崗位，白宇內心湧上壹

股壹股的暖流：“相信觀眾看完《沈默的

真相》也會像我壹樣回過身去思考很多事

。這就是好角色的力量，他會對我們的精

神世界產生壹些正面的影響。”

不過，問及除了換微博頭像，是否

還通過保留劇中道具等其他方式，以示

對江陽的紀念呢？白宇搖了搖頭，壹如

既往地豁達隨性：“其實不需要更多所

謂的儀式感去留住他了，我相信江陽會

永遠在我心裏。可能人就是這樣吧，越

是沈甸甸的感情，越要輕輕地放下。”

[對話]
拿到劇本後就壹個念頭：“想拍”
記者：《沈默的真相》挺火的，不

過也有觀眾說，雖然知道它是壹部好

劇，但是太致郁了，反而不敢點開去

看，很糾結。

白宇：可能《沈默的真相》給人印象

比較深刻的，的確是那些比較揪心的劇

情。但其實我們的劇裏也有很多美好的東

西，友情也好、愛情也好，包括當妳看到

有這樣壹群人為了真相默默堅守，在黑暗

裏尋找光亮，應該挺難不為之而感動。

換個角度來說，看這部劇的過程，

也是壹種很好的發泄，就好像劇中江陽

因為錢包丟了而大哭壹樣，等宣泄完負

面的情感，就又可以重新振作，繼續為

心中的目標而奮鬥。這些都是我們希望

觀眾能夠從劇中汲取到的能量，追個劇

還能壹舉兩得，是吧？

記者：《沈默的真相》題材上有很

強的社會敏感度，劇情也比較慢熱，其

實這些因素是可能導致劇集遇冷的，有

顧慮過嗎？

白宇：當時沒想過這些，拿到劇本後

就壹個念頭“想拍”。作為演員，職業生

涯裏能碰到幾個讓妳壹看就想拍的劇本？

太少了，像《沈默的真相》這樣對我沖擊

那麼大的，幾乎沒有。而且進組以後我看

到所有人都非常用心地在做劇，那種勁往

壹處使的氛圍，讓我相信成品壹定會很棒

的。至於觀眾能不能get到咱們背後花的這

麼多心思，好像也沒那麼重要了。當然現

在《沈默的真相》取得的成績，也是對大

家所付出的努力最好的肯定。

記者：隨著《沈默的真相》數據增長、

口碑發酵，劇組同仁之間有作交流嗎？

白宇：我們的確有個聊天群，不過

不怎麼發劇集相關，就是天南地北地隨

便聊。我覺得大家心裏應該都挺感慨、

欣慰的，雖然嘴上沒怎麼說，可能男人

就是這樣吧（笑）。

看到這麼多人喜歡《沈默的真相》

，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驚喜，因為壹開

始接這部劇時，我真的沒想過壹定要得

到怎樣的收獲，我就是非常地想要參與

，哪怕不是主角我也願意。

記者：本來以為這樣壹部比較沈重

的作品，拍攝氛圍也會比較壓抑、挺消

耗人的，沒想到看花絮大家還挺歡樂，

讓人很意外。

白宇：觀眾看到的花絮裏，比較多的

應該是我們剛開始走戲，站在各自的角度

討論等下要怎麼演，雖然等下要拍的劇情

比較沈重，但日常相處都很隨意。其實拍

戲期間，我和大家接觸並不多，下了戲他

們喊我去吃飯，也都沒去吃過，我想通過

這種自我封閉的方式，去更多地體會江陽

會有的那種孤獨和無力的感覺。

我和其他演員基本只在片場碰面，但

這並不妨礙我們之間形成很融洽默契的氛

圍。當我們在現場溝通專業上的想法，發

現我能理解妳，妳也能理解我，很快就會

產生“壹路人”的認同感。這跟咱們認識

久不久、交往密不密切都沒有關系，人與

人之間的交流更多還是在於感覺。

記者：挺多演員在圈內的資歷要比

妳深壹點，在拍攝中有產生想法上的沖

突與碰撞嗎？怎麼處理？

白宇：那可太多了，碰到群戲大家

就會各抒己見，每個人的想法加起來，

會給到超出想象的驚喜。在工作上，我

們也不會分什麼前輩、後輩，也沒人在

乎這些，該表達的就要說出來，只要這

是為了戲好，這也是我覺得和劇裏的大

家特別合拍的地方。

平康三傑最後告別、擁抱的那場戲

，大家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壹開始我

們先拍了兩條，但總感覺哪裏不對。於

是有人提議說，雖然張超和平康三傑彼

此的情誼要淡那麼壹點，但他是不是也

應該加入最後的擁抱？但是寧理[微博]老

師很堅持，他說不，我就應該站在旁邊

默默地看著妳們。壹開始我也有點不理

解，畢竟張超也算這個“局”的重要壹

環，這不違和。但拍完之後我看了最終

呈現的效果，我想他的堅持是對的。

記者：有些時候演員是要補充原作

、劇本的邏輯的，劇中江陽這條線很細

致，對比原著還原度也非常高，這會對

妳的創作欲望有所限制嗎？

白宇：確實，江陽是個寫得明明白

白的人，但說實話演起來也挺難，前期我

會給他做好細化的分析，以便我能更快更

準確地去抓住他不同階段的特點和狀態。

江陽是個階段性很強的人物，最重

要的兩個時期就是頭和尾，從壹開始的

意氣風發、初生牛犢壹般充滿銳氣，到

最後出獄、患上癌癥、病痛潦倒，只有

把這兩個部分的反差呈現到極致，中間

做減法才能更有余力。中期江陽的意誌

壹點壹點地被殘酷的現實所消磨，包括

外形也在不斷變化，他很少穿年輕時的

白襯衫了，他的戲服變成大壹碼了……

我希望能讓觀眾自然地感受到這些，所

以演得也會更極致壹點。

江陽這麼極致的表演，可遇不可求
記者：以前妳會在收官小作文裏直

言留下了遺憾，這次還有嗎？

白宇：遺憾肯定也是有的。每拍壹部

劇，我心裏其實都沒有十足的把握說，壹

定能把這個角色演成什麼樣。作品播出後

我幾乎都會看，去找自己表演上的問題，

也經常會產生“這場戲要是換個演法？或

者燈光和機位再調整壹下是不是會更好”

等等的想法。但演員在表演的時候，永遠

沒有“跳”出來看時那麼清楚。

記得當時拍完整部戲，心頭好像有塊

大石頭壹下子沒了，但又感到空空的。那

種又虐又通透的感覺，挺爽的，也挺矛盾

的。可能表演本來就是壹個遺憾的藝術，

當下妳很難把所有的事都做到百分百完美

，畢竟妳對表演的理解永遠在進步。

記者：看到妳的壹些劇迷說，江陽

出現以後，超越了馮庸（《少帥》中白

宇飾演的角色）在他們心裏的地位。

白宇：哈哈，是嗎？確實，這兩部

作品給我帶來了很多不壹樣的意義。拍

《少帥》時，我其實剛出道沒多久，能

接觸到這樣壹個優秀的制作團隊，機會

非常難得。尤其是那次我有幸和李雪健

老師合作，平時生活中，他就像壹個普

通的老頭，唯獨在表演時大放異彩，這

樣的他對於我來說，如同燈塔壹般，他

是我壹直想要努力成為的榜樣。而在現

在這個年紀能遇到江陽，也是需要時間

帶給我更豐富的經歷和更開闊的眼界，

才能幫助我更好地領悟角色。如果讓更

年輕壹點的我去演，還真不知道自己能

演成什麼樣。

記者：有個挺好玩的梗，是網友聽說

這部劇講的是白宇演的檢察官追兇多年，

就覺得那廖凡壹定是那個“兇”。妳覺得

外界對妳存在類似的刻板印象嗎？

白宇：我跟虎撲網友互動時，有個

大兄弟這樣給我留言，他說“妳的顏值

耽誤了妳的發展”，這可能就是有些觀

眾對我的固有印象。就我個人而言，如

果不了解壹個人就不會輕易地去給他下

定論，而我是什麼樣的人，只要自己心

裏清楚就好。不管外界現在對我有怎樣

的印象，客觀也好、不客觀也罷，沒必

要刻意去做說明。只要做好我自己，努

力拍更多更好的作品，那樣遲早有壹天

妳們都能看得到，對不對？

記者：以前觀眾的說法是“劇拋

臉”，現在是誇妳“集拋臉”，這會給

妳帶來壓力麼？

白宇：大家對我期望那麼高，自然

壓力也挺大。凡事都是雙刃劍吧，江陽

這麼極致的表演，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未來我也會逼著自己去不斷進步，希望

之後拍的作品都能得到這樣的認可。

記者：近年妳參演的《沈默的真相》

《喬家的兒女》等，會有更多現實主義、

社會派的思考，這是妳有意識的選擇嗎？

白宇：我個人還挺喜歡拍現實主義

題材的，不過說實話，我對接戲其實沒

有什麼特別的規劃。只要是遞給我的劇

本，我都會看，只要是好角色，我就會

去演。

《婚前故事》定檔 11.13
韓雪魏大勛接受愛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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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胡楓（修哥）、
陳百祥（叻哥）、陳貝兒、區永權、應屆港姐謝嘉
怡、陳楨怡、郭柏妍、林穎彤、泳兒、譚嘉儀及孔
德賢等，14日到將軍澳電視城出席籌款節目《善心
滿載仁愛堂》記者會，節目將於本周六晚舉行。當
晚擔任司儀的叻哥，表示香港過去一年的環境要籌
款不易，希望能籌得更多善款，數字越高越好。

謝嘉怡透露當晚會上款式很特別的服飾跟
修哥合作表演行Catwalk，由於已很久沒行Cat-
walk，所以返屋企要練習。近日搬新屋的嘉怡上
載親手裝嵌木櫃的相片到社交平台，被網民讚
她貼地。嘉怡表示本身喜歡砌圖，但覺得裝嵌
傢俬更好玩，現仍差一個木櫃便完成，她笑
說：“爸爸原本想找人整櫃，但我想自己弄，

他真是沒用，他不會做，但他會煮東西吃。”
林穎彤表示將在節目獻唱新歌，提到她與同

門的伍富橋因合唱情歌及跳拉丁舞而傳出緋聞，
近日有指二人已分手，雙方的社交平台更已互相
取消關注對方。

問到是否與伍富橋分手？Bella 強顏歡笑回
應：“是沒有聯絡，之前一齊宣傳，現在宣傳
完，接近沒聯絡，（互相取消關注對方？）一向
follow好少人通常follow最熟的人，因為太多會看
不完！”說到二人目前的關係時，她以“朋友、
同事”來形容。問到是否因理解而分開？她眼泛
淚光說：“如果大家談得來、有話題就會熟做到
朋友，若果沒有特別話題就好少聯絡。”

她又稱大家同公司，很多時都有機會碰頭，
不怕見到會尷尬及面左左，也不介意合唱。問到
會否覺得可惜？她說：“大家談得來就繼續做朋
友，冇特別可惜，大家的性格不是好適合做好好
的朋友，他文靜，我就比較活潑，是不同類型的
人，（是否有第三者？）絕對不是。”

認跟伍富橋性格不合 林穎彤無再聯絡對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家樂和余香凝
分手兩年，各自在感情世界上擁有一片天空，家樂
被傳與緋聞女友連詩雅低調發展，余香凝則驚爆奉
子成婚，女方日前放上跟另一半牽手的甜蜜婚照承
認婚訊，心情沒受影響的家樂在14日同告發出中式
婚照“鬥閃”，然而相中另一半是工作上的熒幕情
侶湯怡，純粹是為英皇珠寶拍攝“中式足金婚嫁系
列”廣告。

湯怡和陳家樂私下是好朋友，亦是合作無間的

工作戰友，拍攝時兩人自然地互動演繹出新婚的甜
蜜幸福。當日是他們第一次見對方穿上中式婚嫁裙
褂，看見對方的一瞬間，不禁含羞對視，有如結婚
當天新郎迎娶新娘時的情境，現場氣氛有趣歡樂。

湯怡穿上傳統中式裙褂，配襯中式足金婚嫁珠
寶，褔氣滿滿，她表示：“雖然我性格偏向低調，
但結婚大事仍然盼望有傳統特色。

如果長輩送贈婚嫁金飾，於婚禮過後我會珍而
重之地收藏，既是儲起長輩們的祝福和愛惜，亦可

保值。”
陳家樂穿上中式禮服和端莊的燕尾服，再配上

象徵褔氣的足金珠寶和翡翠頸鏈，器宇軒昂，他表
示：“看見湯怡一身金光閃閃的足金珠寶，非常羨
慕，我覺得婚禮中穿戴珠寶絕不是新娘的專利，新
郎哥亦應該佩戴珠寶，點綴造型之餘，亦代表能承
載多點親友的祝福和福氣。”他更說笑指希望到自
己真正結婚時，有幸可以佩戴廣告照中同樣價值逾
五百萬港元的足金和翡翠首飾。

跟舊愛余香凝“鬥閃”？ 陳家樂公開中式婚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作為今年國慶檔中國電

影市場的最大贏家，由中國著名導

演、演員徐崢參與執導並參演的影

片《我和我的家鄉》票房日前已突

破20億(人民幣，下同)，而他執導

的單元也給很多人帶來驚喜。13

日上午，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大師

班首場活動在西安舉行，帶着《我

和我的家鄉》拍攝過程中的感悟，

徐崢以“電影的初衷是快樂”為

題，與廣大影迷、青年導演和演員

分享了他的創作經驗和心得。

納善如流
徐崢建議捨棄個人喜好

繼去年《我和我的祖國》大火之後，《我和我的
家鄉》今年又掀起一波觀影熱潮，給逐漸復甦

的中國電影市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信心。對於兩
部作品中《奪冠》和《最後一課》兩個單元的拍
攝，徐崢坦言，雖然這是一個命題作文，但自己很
享受這個過程。他說，作為演員，自己是以第一人
稱視角入手。而作為導演，大多數時候也是“從自
己生活中找到故事，或者看我關心的題目是什
麼”。在《我和我的家鄉》中的《最後一課》，以
及《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奪冠》裏，“我是站在
旁觀者的角度，好像用第三人稱去講故事，一個是
小孩，是心動的感覺。還有一個是老師，是當記憶
漸漸消失，他企圖找回過去的情感。我覺得在表現
的時候，好像更加輕鬆一些，我反而有更多的滿足
感。”

而對於在《最後一課》中大量啟用明星演員的
考慮，他表示，拍攝期當時正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
時期，疫情讓拍攝不同程度受限。所以找明星演員
演其實是圖快，因為《最後一課》中的每一個明星
演員素質都很強，都能快速擔當起自己的角色，他
們能很好配合范偉老師，展現出這個故事所需的群
像。雖然《最後一課》取得巨大成功，但徐崢至今

仍有點意猶未盡，“如果有更多的線索，通過片中
人物的回憶，村裏的人物就都會有自己的故事，把
這些故事交織在一起，就可能會拉成一部長片。”

做導演一定要懂表演
導演、演員、監製、編劇，徐崢如今的身份非

常多元。作為“囧系列”IP的創造者，“囧”系列
電影深受觀眾好評，屢屢收穫高票房。對於“自導
自演”，徐崢感受頗深，他認為做導演一定要
“懂”表演。“我覺得，導演對表演的理解，必須
是一種切身的理解，是理解當演員站在攝影機前的
時候，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導演要站在演員
的立場上為他考慮問題，這時，你對演員的指示，
才能對演員有幫助，他才能做得更好。”徐崢同時
亦表示，未來如果需要自己有更多表演的話，還是
傾向於能夠邀請一個導演去統籌全片，因為導演需
要考慮的地方太多，“像這次拍《我和我的家
鄉》，我就只有一點點戲份，我在監視器後就很享
受了，可以很順暢地跟各個崗位溝通。”

本次大師班活動，現場來了不少的青年演員和
導演。徐崢鼓勵青年導演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藝
術創作上，同時一定要去片場待足夠的時間，從而

積累經驗。“我非常鼓勵年輕一代的導演在學校時
就開始從實際做起，多了解拍電影的流程。”此
外，對於影片投放市場後的預期和反饋，徐崢亦建
議青年導演們能有更平和的心態，轉換視角，接受
市場的意見。“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的導演，都得
有這樣的心理承受能力，你得完全捨棄你非常喜歡
的東西，或者是你能換一個視角來看問題，我們就
是在這樣的挫折中成熟、成長的。”

張藝謀寫信談電影的情愫
另一中國名導張藝謀執導的電影《一秒鐘》將

於11月27日全國上映，張藝謀寫親筆信，他在信中
書寫對電影的情愫，“我永遠也忘不了小時候看電
影時的某種情景，那種難言的興奮和快樂，就像一
場夢。電影，陪伴我們長大。夢，伴隨我們一生。
總有一部電影會讓你銘記一輩子，銘記的也許不僅
僅是電影本身，而是那種仰望星空般的企盼和憧
憬。《一秒鐘》，獻給所有愛電影的人。”該片由
張譯、劉浩存、范偉主演，講述物質匱乏的七十年
代的膠片記憶，主人公張九聲，劉閨女、范電影因
一場電影結下不解之緣。張藝謀曾表示，《一秒
鐘》是寫給電影的情書，是他自己的青春記憶。

大師班開講 鼓勵青年導演兼顧市場視角

▼徐崢鼓勵青年
導演應該將更多
的精力放在藝術
創作上。

◀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大師
班首場活動在西安舉行。

■張藝謀書寫對電影的情愫。

■■林穎彤林穎彤((左左))將在節目獻唱新歌將在節目獻唱新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黎
諾懿繼《疫境廚神》後 ，近日與陳敏
之主持全新煮食節目《今晚請客》，
14日並邀得陳煒（煒哥）和張曦雯擔
任嘉賓，諾懿透露節目一共有8集，他
會煮16個餸菜。諾懿表示事前會買材
料在家中試煮幾次，問到他豈不是貼
錢打工？他笑說：“算啦，其實學會
對自己都有用，都是家人吃，沒有所
謂，好似煒哥煮的菜式，我都可以從
中學習到。”張曦雯笑言因有煒哥在
場，故不敢煮中餐，她會煮西餐，上
節目前就煮過給男友品嚐，她笑說：
“我煮甚麼他都說好食。”

敏之早前被指捲入政治風波而遭
公司暫停工作，她否認道：“其實因
為有疫情而不拍劇，因為拍劇不可以
戴口罩，怕傳給家人，現在疫情好了
好多，節目又不用拍通宵，我可以多
點時間陪個仔，疫情期間自己照顧小
朋友會安全點，（幾時再拍劇？）等
病菌控制好的先，拍劇可能要遲少
少，等個仔大點至拍，做媽咪是有點
東西要犧牲。”14日其中一位嘉賓剛
巧是盛傳取代她演出《飛虎3壯志英
雄》的煒哥，敏之指嘉賓是公司安排
的，對方是公司的女廚神，本身亦好
欣賞煒哥，煒哥則說：“通知我做這
個角色前，我甚麼都不知，亦都沒任
何資料，（可介意被人說撿二手？）
冇所謂，當年選美我都係候補入圍，
最重要是表現好呈現到角色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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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自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巨大的经济变

化正在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稳定的资产配

置，驱使全球富豪更倾向于移民！

对于高净值人士来说，他们更关注的

是这场全球化低潮趋势，对自身资产和生

活的影响……如果可能，定要为“资产”

、“生存质量”与“后代”，做更好的择

优与规划！

移民的 “ 刚需 ” 是什么？

追求更健康的生活环境、更优质的教

育资源等更高品质生活的投资者。抱有为

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这一愿景，促使这类

人群一直占据移民主流。

希望在新兴市场的业务清盘，并将资

本重新投资于发达经济体，以避免在本国

面临经济、政治或社会动荡风险的投资者

。

拥有大量全球化业务的投资者。他们

正日益寻求在发达市场建立实体业务，以

抵抗去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并与核心市场

的客户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移民的 “ 现状 ” 解析

2019年全年财富迁移数据：中国第一

，

全球私人财富总额204万亿美元

据亚非银行与New World Wealth共同

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显示，

全球持有的私人财富总额约为204万亿美元

。全球财富移民在2018年加速。2018年大约

有108,000名富裕人士迁移，而2017年为95,

000。这其中，中国富豪人数位居榜首，有

1.5万人，高出第二名俄罗斯一倍有余。

高净值人群，移民的主要考量：

“教育质量”居首位

而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

投资移民白皮书》，通过对224位平均财富

2900万元的已移民、正申请移民和考虑移

民的中国高净值人群进行专项调研的结果

，教育质量是中国高净值人群移民的最主

要原因，其次是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

疗水平和社会福利。

移民的首选之国，满足你的全部考量！

2020 变幻莫测，新加坡获投资者青睐

，稳中得胜！

2020年很“魔幻”，投资家们却在寻

求稳重求赢的方式配置资产。今年5月6日

，阿里巴巴用了16亿新币买下新加坡安盛

保险大厦50%股权；同期赵薇夫妇用2765

万新币，购买新加坡阿摩园项目。6月中外

国买家豪砸8400万新币“狂扫”新加坡私

宅…… 在此期间，新加坡更是被著名商业

杂志CEO WORLD，依据80个国家商业投

资环境分析评选为：疫情后最值得投资的

国家，新加坡稳居榜单之首。

疫情后最佳投资经商国家新加坡，上

榜第一位！

前不久，面向商业领域提供国际排名

的《CEOWORLD》杂志通过严谨细致的数

据收集与分析，发布了「2020年全球最佳

投资或经商国家」榜单。该项调查根据商

业和投资环境，对80个国家进行了排名分

析；最终评分，新加坡位列榜单第一位 ！

新加坡四月境外存款 获新高升至621

亿新元

新加坡境外居民银行存款规模升至600

亿坡元水平。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

数据，今年4月新加坡境外居民的银行存款

创新高，按月再升7%至621.4亿坡元（约3,

436亿港元），按年升近44%；外币存款亦

持续增长，截至4月总额为269.7亿坡元（约

1,491亿港元），按年近乎上升4倍，而上述

两项数据均创自1991年有记录以来最高。

2020新加坡移民
终于迎来绝佳时机

今年以来，美国对抗中国的种种滥

招和挑衅手段让中国人自叹不如，禁华

为、封TikTok、南海军演、限制中国留

学生、打台湾牌等等，而最具争议的挑

衅行动则是今年7月16日曝出的“美政

府考虑全面禁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

属赴美旅行，以及可能撤销在美中国共

产党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但当时美

国政府只是通过媒体探风。当时《纽约

时报》称，特朗普最终可能会拒绝该计

划。不过，这一消息近日被证实了。

据报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10月2日发布政策指南，宣称凡

是申请移民的共产党员或其他“极权主

义政党”的党员或与之相关的成员，都

不会获得受理。

该政策指南还称，这项“不可受理

依据”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应对美国安

全威胁”更广泛法律的一部分。除非有

豁免，任何是或曾经是美国国内或外国

共产党及其他“极权政党”成员，或与

之相关成员的移民，都不被允许进入美

国。

此政策适用于谋求移民身份的外国

人，例如人在美国境内的共产党员申请

将身份调整为合法永久居民的身份。

这一消息7月在中国就引起热议，

民众对此很是愤慨，而更多的则是嗤之

以鼻、不屑一顾。

有不少中国网民称：

“就美国现在这样，请我去我都不

去。”

“这个禁令好，意思就是所有的中

国人有钱不准去美国消费。”

“听起来让人笑掉大牙了，一个超

级大国，还整天自诩民主、自由，其实

就是伪君子，愚蠢至极。美国有什么可

去的！还拿共产党员下手？真不知道他

们做了什么梦？”

“美国政客已经是黔驴技穷，我们

感到自豪！”

“感谢美国帮中国反腐，干的漂亮

，下一步就冻结海外资产，让这帮吃里

扒外的哭去吧”

“这个疯子在敲诈、恐吓，这个恶

魔不仅害了美国，也在祸害全人类。”

“好像都愿意去美国似的！一个疫

情就搞死21万人了，还标榜美好的国家

，谁傻谁去吧！”

“疯子国家！国际政治中的民主、

自由呢？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把自由女神

给炸掉了！”

“美国一个200年的国家有什么好

玩的，过去看高楼大厦？还没我们的好

看。”

《人民日报》曾针对此事评论说，

中共党员来自群众、扎根群众、服务群

众，中国共产党深受中国人民的认同。

美国政客显然没有理解这些话的深意。

美国的做法非但不会让中国人民屈服，

反而会让我们更加团结更有斗志。近代

以来受尽外敌欺凌的中华民族，往往都

会在危难时刻迸发出强大的爱国热情。

事实已经证明，美国越是在新冠疫情、

涉港、涉疆、涉藏、涉台、南海等问题

上大做文章，越是会令中国人民反感，

越能唤醒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奉劝

美方，不要总沉浸在唯我独尊的幻想中

。中国从来不是吓大的。任何自作聪明

的分化打击做法，可怜又徒劳，必以失

败收场。

而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

总数为9191.4万名，近1亿人了。如果

算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家属，应该在四

五亿人了，都快占中国总人口的1/3了

。美国做出此项决策，就是选择公然与

14亿中国人民作对，公然站到世界五分

之一人口的对立面。而这也让中国人民

更加真切地看到美国政客的傲慢和无知

，看清美国的霸权主义，看清美方为了

打压中国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7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回应此事时表示，如果这样的话

是属实的，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

还剩下什么？它想给世界留下什么样

的印象？她表示，我们希望美国不要

再做这种不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无助于维护它自身大国形象、信誉

和地位的事情。

当时《纽约时报》承认，如此广泛

的禁令将是自2018年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最具挑衅性的行

动，此举几乎肯定会招致中国报复，并

将进一步毒害中美关系。

美国确定了，不再受理共产党员移民申请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这段日子

对于全球的国际学生都是艰难的

。根据最新一期《加拿大移民通

讯》，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

部发布了就国际学生、学习许可

和毕业后工作签证的临时措施摘

要。依照政府的行政命令，目前

只有属于 3 个类别的国际学生才

能进入加拿大，分别是持有有效

学习许可的国际学生，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或之前获批学习许可的

国际学生，以及来自美国的国际

学生。

摘要中表示，国际学生为加

拿大的社会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因此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

确保选择在加拿大读书的国际学

生如愿。目前，变更包括两阶段

的学习许可程序，以及网上学习

将计入毕业后工作签证。

疫情使国际学生很难获得他

们通常需要的本国学习许可证所

需的文件。因此，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部实施了两个阶段的

批准程序，使国际学生可以在没

有最终学习许可的情况下，在网

上开始秋季学期的学习。那些无

法提供生物特征数据、移民体检

结果，或其他所需文件的人，仍

可获考虑取得学习许可，而在第

一阶段获得批准者，基本上已符

合学习许可的大部分条件。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表示，将尽快处理已提交的完整

学习许可申请。放宽旅行限制后

，成功完成两个阶段的学生，将

可以来到加拿大。

毕业后的工签方面，如果学

生 在 加 拿 大 认 可 的 教 育 机 构 ，

例 如 大 学 或 学 院 ， 完 成 认 可 课

程后，可以获得长达 3 年的工签

。 工 签 的 最 终 期 限 ， 取 决 于 个

人 在 加 拿 大 高 等 院 校 学 习 的 时

间。

在疫情前，远距离学习不能

计入工签资格。不过，加拿大移

民、难民和公民部已经发布了一

系列公告，允许网上学习计入工

签资格之内。目前，学生可以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于海外网上学

习，不会影响他们的资格或日后

工签的期限。但是他们必须在加

拿大完成至少一半课程。

此外，报读在 2020 年春季、

夏季或秋季(5 月至 9 月)学期开始

，为期 8 到 12 个月的课程的学生

，在海外完成全部课程，也可以

申请工签。

而入读在 2020 年 5 月至 9 月开

始 的 课 程 的 学 生 ， 网 上 学 习 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学生，以及从

一门以上受认可学习课程中毕业

的学生，在日后申请工签时，可

以合并学习时间，同样的条件也

适用于需要有一半课程在加国完

成的学生。

在一般情况下，留学生需要

连续在加拿大全职学习至少 8 个

月，才有资料取得工签，并且此

前 在 网 上 学 习 并 不 符 合 资 格 。

2020 年由于疫情，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部表示，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不会从工签的时间中扣

除境外完成的学习时间。

加拿大政府部门
国际生按规定完成课程可获3年工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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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手剪太短！
楊丞琳脖後 「摸不到頭髮」

髮型師崩潰
藝人楊丞琳8月剛剪掉40公分長髮，睽違10年回到短髮造

型，近日再進行長度修剪，沒想到髮型師不小心失手，剪得比

預期還短，不過她處之泰然，一點也沒覺得不自在，還反過來

笑說「髮型師請冷靜」。

楊丞琳今（13）日在個人IG上貼出「新造型」自拍照，照

片中可見頭髮長度比8月初剪時還要更短，幾乎與下巴線平行

，看起來清爽又率性，她笑說髮型師一不小心失手修太短，雖

然是一場意外，「但我很爽」，網友也紛紛大讚「美炸」、

「臉型更立體很好看」、「短髮萬歲」。

事實上，楊丞琳8月為新作品剪掉一頭長髮，睽違10年再

留短髮，她笑說一直想摸頭髮但「摸不到」，有些不習慣，但

也坦承「剪短很爽，等很久了，一直都愛自己短髮多一些」，

當時還拍影片請粉絲不要「脫粉」，就怕歌迷不喜歡短髮造型

的自己，不過粉絲都大力稱讚，認為她短髮也有不一樣的美。

賀軍翔大男人不戀圈內人
賀軍翔暌違台劇6年，近來在奇

幻新劇《天巡者》飾演鬼王鍾馗，

他劇中喜歡邵雨薇飾演的孟婆超

過千年，甚至為她從陰間穿越到人

間。戲外的賀軍翔，3年前與國中

就相識相戀的初戀女友開花結果，

育有2女，他坦言當初看到劇本就

發現自己與角色的感情觀相近，被

認為戲裡外對愛專一，他笑說：「我

應該是一開始就碰到對的人吧。」

賀軍翔年紀輕輕就出道、走

紅，在充滿誘惑的演藝圈幾乎是

緋聞絕緣體，一路走來如何把持

？他表示，「當時交往時，雖然

還是小屁孩，但就是想要長久在

一起，很希望當自己有一天完成

夢想時，她在身旁，有了人生第

一部車時想第一個載她，有第一

間房子想與她分享。雖然中間遇

到、認識很多人，最後仍決定跟

她成立家庭」。

感謝妻包容支持
他坦言一直排斥跟圈內人交往

，原因跟他大男人個性有關，因為

另一半如果也走幕前，看到對方拍

親密戲，他可能會吃醋不舒服，

「反過來看，我自己是做這一行，

當另一半可以體諒我的工作就覺得

滿窩心的」，因此很感謝太太一直

包容、支持他的工作。

從男神變成人夫、人父，賀軍

翔說，雖然也有些忠實粉絲表示心

碎，但對他來說這就只是身分轉

換，「連我的偶像劉德華都結婚生

子了，我們這一代藝人，時間到了

，結婚生子更是平常的事」。他以

前被問打算幾歲結婚，他都說可能

35歲，因為他喜歡有兒子、女兒陪

他打球運動，「我只是提早2年完成

這件事」。

已有2個女兒的他，很享受女兒

的貼心、愛撒嬌，但直言還是希望

可以生個兒子、一起做男生做的事

，「我希望趕快生一生收工」，還

透露生完第2胎後，已有朋友說要提

供「包生男」祕方。

浪漫實踐於日常
他與老婆從談戀愛到步入婚姻已

愛情長跑20年，如何讓感情保鮮？

他說，其實他生活平實、平淡，可

能常拍偶像劇，覺得太「搞工」、

特意做耍浪漫的事很累，他把浪漫

實踐在平時的生活上，比方會問另

一半人在哪、會順路接她，雖然不

太買花，但看到漂亮手表、適合老

婆的就會突然送她，「現在生活都

以小孩為主，看到小孩開心，身為

父母也就會覺得很窩心」。

林心如、楊謹華媽媽桑造型首亮相！
《華燈初上》5帥曝光

由林心如擔任總製作人並主演的旗艦原

創影集《華燈初上》，繼上月開鏡、公布首

波日式酒店小姐卡司後，林心如13日再與楊

謹華一起率鳳小岳、張軒睿、章廣辰、修杰

楷、加賀美智久五位男演員亮相。林心如表

示：「這部戲集結了許多又帥又會演戲的男

演員，為的也是讓觀眾們在觀賞時有賞心悅

目的感覺。」眾演員也首次以劇中精緻復古

造型亮相，吸睛度十足。

楊謹華詮釋的媽媽桑「蘇慶儀」，劇中

與張軒睿、鳳小岳及加賀美智久有著複雜難

解的愛情多角習題。42歲的她這次與28歲的

張軒睿將譜出姊弟戀。問到三位不同風格與

世代的男性，哪個角色最具吸引力，她坦言

：「以前吸引我的角色會是『江瀚』（鳳小

岳飾演），因為男人不壞女人不愛，但現在

的我會選擇『中村先生』（加賀美智久），

因為人最終需要一個伴。」林心如則搞笑接

話：「然後生出他（張軒睿）！」現場一陣

大笑。楊謹華忍不住問了張軒睿現年幾歲，

然後笑說自己29，只比他大1歲。

談及這個角色的最大挑戰，楊謹華說：

「這角色對我來說除了要多讀1988年那年代

所發生的事情之外，最難的部份是，蘇慶儀

內心的扭曲我要找到認同感。」

這是張軒睿與林心如二度合作，林心如

透露，在拍《我的男孩》時就有跟張軒睿講

過《華燈初上》的故事，他也很喜歡，「最

早定案的演員就是軒睿和謹華」。張軒睿說

，他這部戲主要是跟楊謹華對戲居多，「但

她媽媽桑氣勢太強，自己演剛畢業的大學生

，有點hold不住，會被她強大氣場震到，她

一開口我就嚇到。心想：天啊，我怎麼會有

勇氣喜歡她！」

鳳小岳飾演八點檔編劇，結果他卻是到

記者會才知道自己的角色設定是「台語劇」

編劇，不斷驚呼：「真的假的？」、「我現

在才知道這件事！」還問「那要重拍嗎」，

笑翻眾人。他在準備角色時，特地回媽媽家

翻出舊鋼筆，並重新填裝墨水，弄得滿手都

是，在片場也會拿筆出來寫字。且為了入戲在

1988年還沒有手機的年代，他在片場幾乎不看

手機，他笑說：「在現場不用手機真的是很開

心的一件事。」林心如第一次與鳳小岳合作，

「小岳的眼神有一種吸引力，彷彿會把妳看透

。」而問到有感情對手戲的兩人尺度到哪，林

心如巧答：「就看導演想怎麼拍囉。」

日籍男星、人稱「Tomo桑」的加賀美智

久，演出愛慕媽媽桑楊謹華的日本酒客「中

村先生」。加賀美智久透露在台灣及日本都

曾有上過酒店的經驗，「近期有去過台式酒

店做功課，滿好玩的，裡頭小姐都會講日文

很厲害；在日本去過的店是比較鄉下的小店

，還沒有機會去東京銀座、六本木那種高級

酒店。」私下不太會喝酒的他，表示接到劇

本時非常興奮，期待可以透過角色嘗試不同

的人生，「最近也參考一些日本熟男演員、

有酒店劇情的日劇，幫助我進入角色。」

修杰楷飾演檢察官「葛檢」一角，他表

示接到總製作人戴天易的邀約電話就一口答

應演出，現實中沒上過酒店的他，原以為有

機會透過這部戲一償宿願，沒想到是個查案

的角色，他自嘲：「我沒有上酒店的命格。

」劇中少年得志的他，總是打扮得體，是良

好家世下培養的菁英份子，卻在受到酒場文

化的影響下，讓所有事情有了反轉。修杰楷

表示：「檢察官算是我很少有機會挑戰到的

『職業』，以前看過很多以檢察官為主的影

集，感覺智商都很高。」他同時也看了一些

80年代的新聞和影像來做功課，「畢竟那是

一個沒有網路的時代，所以很多事情變得沒

有如此快速，不過也就因為這樣，更需要講

求證據與真相，這也是《華燈初上》會很吸

引觀眾的地方，透過這部戲可以瞬間被拉回

到80年代，感受

當時的美好。

」

章廣辰所飾

演的「阿達」是

刑事偵查科警佐

，個性幽默，做

事聰明卻喜歡偷

懶，胸無大志的

他對人生沒有太

多想法，會成為

警察，也只是當

年靠著自己的小

聰明誤打誤撞考

上警校的。林心

如與他也是繼

《我的男孩》後

二度合作，在選

角過程中，看見

他愈發成熟穩重的演技與多元面向的氣質。

章廣辰為了符合80年代菜鳥警員清瘦黝黑的

外部形象，積極曬黑、減重，他直呼：「劇

本中的角色關係細膩繁複，卻又清晰明確，

情節故事一波三折，不到最後關頭沒有什麼

是絕對的。」

《華燈初上》全劇共24集，總製作人林

心如再度攜手金鐘製作人戴天易、金鐘編劇

杜政哲，耗時4年籌備劇本，加上以後期製作

技術聞名的百聿數碼，斥資2.5億打造數千萬

實景搭設拍攝，還原1988年林森北路歌舞昇

平的歡場榮景，並邀來知名電影導演連奕琦

執導，劇情故事以「懸疑推理」包裝「酒場

人性」。在羅雨儂（林心如飾）、蘇慶儀

（楊謹華飾）兩位媽媽桑所帶領的「光」日

式酒店裡，小姐們同甘共苦、逢場作戲，她

們遇見各自的愛情，在五光十色的條通裡各

自猜忌，卻也同時捲進一樁深不見底的刑事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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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中國

2019年，也一度刮起“东北文艺复兴”的大风

，B站充斥着各种带有“东北味”的二次创作。董

宝石的《野狼Disco》更是勾起了80、90两代人的

回忆，“大背头，BB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

霹雳弟，DJ瞅我也着急”，既魔性又迷人。

班宇觉得这不叫“复兴”，而是一种“复古和

回潮”。“东北文艺啥时候不行了？”80年代的先

锋文学“五虎将”，马原和洪峰就是沈阳人，再往

前追溯，还有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那

么复兴这种说法，是不是指向一种经济上的衰败呢

？”

在文坛，东北青年作家近年来备受瞩目，班宇

、双雪涛、郑执等人勾勒出一幅属于他们父母辈的

东北记忆拼图——工人村、艳粉街、下岗潮，白雪

地、倒骑驴、喝大酒，曾经的兴盛与往后的凋敝，

“东北”不仅是一个扁平的符号。

作为“共和国之子”，90年代前它是全国重要

的工业基地，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东北也卸

下了曾经的辉煌。在时代的巨网下，个体生命的生

活和精神又受到了什么样的“牵连”呢？

班宇在2018年出版《冬泳》之后，又在今年

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说集《逍遥游》。7月3日，

我通过电话和班宇聊了聊这本书。

没那么东北

在上一本书《冬泳》里，小说大多以沈阳的铁

西区为背景，那里的工厂、工人村、工人子女，乃

至后来工人下岗，铁西区逐渐没落。

“工人村位于城市的最西方，铁路和一道布满

油污的水渠将其与外界隔开。顾名思义，工人聚集之

地，村落一般的建筑群，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兴建，

只几年间，马路变成苏式三层小楼，倒骑驴变成了有

轨电车，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进入八十年代后，新

式住宅鳞次栉比，工人村逐渐成为落后的典型……九

十年代里，生活优异者逐渐离此而去……”

在《逍遥游》中，与东北有关的书写明显减少

了，反而多了一些更广泛的、对人的困境的探讨，

以及对小说文本的探究。班宇认为这不是尝试和突

破，是他小说版图中的一部分。

开篇《夜莺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它让人联想到上一本书《冬泳》，但整体的叙事手

法，又跟《冬泳》有很大区别，班宇希望让读者可

以平稳进入。第二篇《双河》讲述了一个离婚了的

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这篇小说在故事主体里套

了另一个故事，但另一个故事只是为了建构小说主

角的形象——一个不得志的、落寞的、温柔的、迷

茫的父亲、写作者。

到了第三篇《蚁人》，用班宇自己的话来讲，

就是一篇“飞一点的”，用蚂蚁这个隐喻去指涉自

我精神。接下来，从短篇《逍遥游》到《安妮》

《渠潮》，再到开放式的《山脉》，有的很“飞”

，有的又是现实主义题材，这让阅读也增添了某种

节奏感。

“我这样排列，是因为我想把它选成一张概念

唱片。”班宇提到了大友良英的专辑《Lonely

Woman》，整张专辑只有一首歌，但却用了不同方

式翻弹、演奏、编排，这使每首曲子都极具反差和

张力。“我在编小说集时会想到这张唱片。”

七篇小说中，与书名同名的短篇小说《逍遥游

》曾获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第一名。这

篇小说中的许玲玲患疾，每周都要做两次透析，她

心里知道这病好不了。母亲死后，与母亲离异的父

亲虽然有很多让许玲玲“瞧不上”的地方，却也辛

辛苦苦要将女儿管到底。

在无限苍白的生活中，许玲玲和一男一女两个

朋友出去旅了趟游，这是她生活中还能摸着的欢喜

，却也因此撞见友人的“秘密”。班宇写小说不煽

情，却让人感受到平静下的悲怆。

《山脉》是整本书中最“飞”的，几个部分包

括作者的创作谈、讣告、创作时候的日记、媒体评

论和作者采访等。但事实上，《山脉》本身是一篇

不存在的小说，班宇借用了胡安· 鲁尔福那部不存

在的小说《山脉》。

“这篇小说我觉得更像一个装置。我们理解一

篇小说靠的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没能真正深入文

本的核心，或者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这篇小说就是

想要探讨，在文本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可否用外围

手段来抵达一个文本的核心。如果不行的话，文本

的核心到底存不存在？”

班宇的书中总是出现很多与水有关的意象，尤

其是“明渠”，也总有人在明渠里消失。

对于生活在内陆城市沈阳的班宇来说，水是一

种稀有而神秘的存在。在日常生活里经常能看见一

些沟渠、池子，但它们却并未跟城市发生密切的联

系，这些明渠曾经用来排放工业污水的。

《渠潮》里提到的一条明渠，旁边是一个游泳

池，班宇说以前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差

别。尤其是在夏天，因为那条明渠是个污水渠。污

水渠会排放很多油彩，夏天路过时，阳光晒在油彩

上，五颜六色，看上去很美，但味道不好闻。

“你会觉得那个状态特别魔幻，五光十色的污

水渠像一条被打散的彩虹，盘踞在这个城市的一角

。然后你再往前几步，就是加了很多漂白粉的泳池

，水是绿色的，并不美，却有一种深渊感。”

到了冬天的时候，明渠就结冰了，很多小孩会

下去玩。但因为水里有油污，冻得不太结实，小孩

如果走到中间冰破裂的话，就可能掉下去。90年代

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每年至少要发生一起。

时间再跳回到夏天，很多成年人也会下去明渠

里，他们是去捕鱼虫，用来喂养观赏鱼。“你会看

见有人穿着靴子，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但这事儿

其实是特别海边的一个事儿。”

关于“水”更深刻的印象，来自班宇的大学时

代。那时候他在海边的一所大学念书，同学也常常

去海边野泳，但后来学校淹死了一个人，却是在游

泳馆里。“这个事情特别奇怪，它给我一种很复杂

的感受。你每天面临危险的时候会警惕，你在自觉

安全的时候，它就会将你覆灭。”还有一次，是一

个学长在学校的池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些对于“水”的记忆，都出现在了班宇的小

说里，以及那些在水里消失的人。《冬泳》里，主

人公慢慢走入明渠；《渠潮》里，李漫双脚被渠里

的水草缠绕住；《夜莺湖》中，苏丽的弟弟淹死在

泳池里；在《梯形夕阳》的结尾，“在黑暗里，河

水正一点一点漫上来”。

在班宇的小说世界里，水的意象也是和陆地的

切割。如果陆地上是一个现实世界，水中就是一个

想象的世界，或者说是个超越现实的区域。而一个

人也会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现实领域，当水漫

上来的时候，则是关于这个人的精神领域。

“它既可以承载你，也可以淹没你，我觉得这

是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人们在水中的消失，

可能是自身，也可能是精神的覆灭，又或许汇入到

精神的河流里面。不同篇目的效果不一样。”

在《渠潮》中，李迢的哥哥李漫死后，他常常

做梦，梦见弟弟说自己游到终点了，还轻轻哼唱：

“有朝一日我重返沈阳，回到我久别的故乡，我和

亲人就欢聚在一堂，共度那美好的时光。”

水在这里流淌，生活必将继续流淌下去，而水

也在这里冻结，在沈阳的冬季结束之前。一切都是

如水般平静，就像班宇的故事里，人们总带着某种

失落，但这种失落并不暴烈，最终都将被生活平静

地流淌过去。而其下暗涌。

下岗潮

谈到东北，便避不开下岗潮，而这也是班宇大

部分小说里的背景，更是属于他那一代人的记忆。

班宇出生于1986年，在他青少年时期的记忆中，

下岗是一个漫长且平常的话题。

前面提到一种并不暴烈的失落，这种失落不像

是被碾压过去的痛，而是如水般流淌而过。“这就

是个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或者说是我接触到的，这

些生活在铁西区周边的人的状态。”

“我们现在讲一个时代的剧烈变迁、一个塌陷

，你在经过这个时代的时候，它是缓慢的。”

下岗不是今天还在上班，明天单位就告诉你不

用来了。它有一个漫长的心理建设，漫长到可能要

以10年为单位。也许10年前已经知道这个工厂不

太行了，然后看到身边已经有人不再上班了，或者

留职停薪，或者自己去做生意，于是就会意识到自

己有一天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当下岗真正来临时

，也就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反应。“我们今天看到的

巨变，它并不是发生在一个瞬间，它是在一个漫长

的时代里发生的。”

对于下岗，班宇记忆里最深的一件事，约莫在

2011年。当时他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回家，同学说

自己的父亲下岗了，冶炼厂倒闭了。这件事对于当

时铁西区的人来说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因为沈阳冶

炼厂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冶炼厂，它的倒闭是下岗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

班宇当时问那个同学，那你父亲怎么办，同学

说再找工作，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件特别大的事。然

而，当整个厂房拆除的时候，很多人拿着金属探测

仪去寻找一些金属，然后当废品卖掉。这对于班宇

来说，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场景。

似乎所有人都在经历下岗，但人们的精神状态

也许并不如“传言”所呈现的那么糟糕。班宇特别

怀疑当时的一个传闻：说下岗工人把老婆送去舞厅

，他说当时根本没听说。

“我觉得整个巨大的落寞感和变迁感，并不是

通过这种细节来展现，它是一团扑面而来的大雾。

雾已经来到你面前了，你不去迎接这团雾，它也会

来到你面前。你必须站起来，去一点一点摸索，我

觉得是这样一个状态。”

至于工人村，从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90

年代的下岗潮。它后来成为一个老旧到不行的住宅

区，能搬走的都搬走了，剩下一些真正的老人。老

人们靠在居民楼下面，三五成群，互相也不怎么说

话，有可能是为了晒太阳，有可能是为了看护自家

晾晒的萝卜条、白菜之类的。这样的场景在班宇的

小说里也出现过。

“这些老人的子女也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大的防

护，他们以前所依靠的那些信仰、那些工厂都没了

。即便他退休了，每个月有退休金，但你仍会觉得

他们陷入一个更大的空无感。空无感的一个表现，

就是这些人会聊非常大的政策，国家今天怎么了，

明天怎么了，但其实这些政策跟他们关系也不大。

”

对班宇来说，下岗潮不一定会对一个孩子的成

长造成巨大影响。东北的计划生育落实得特别好，

所以“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教育”，一大

家子挣到的钱都投注在孩子身上，会尽量满足孩子

的各种需求。但班宇也确实见证了上一辈人的落寞

和辛苦。

“我认为他们度过了一些自己没有完全意识到

的艰苦的时刻，所以我可能会把这些小说当成送给

上一辈人的礼物。”

采访完班宇、合上《逍遥游》，我觉得我得找

几个东北朋友聊聊，听听他们记忆中的家乡，问问

那些我在书里没领悟到的东北方言。

这里藏着最真实的东北

在南方的湿热里想象北

方的冰雪，到底是有些困难

。但班宇书中那些湿漉漉的

场景，海边、泳池、明渠，

却也为凛冽的东北增添了一

点水润。

班宇的第一本小说集

《冬泳》在2019年意外“出

圈”，因为易烊千玺在社交

网站上的分享，引起粉丝纷

纷购买。不仅出圈，《冬泳

》亦获得了主流文学界的肯

定——班宇获第 17届华语

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最具潜

力新人”、智族GQ年度新

锐作家等奖项。



CC1212星期六       2020年10月17日       Saturday, October 17, 2020

休城畫頁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 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 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國慶茶會
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十分起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三左三））頒發頒發 「「僑務僑務
顧問顧問」」 證書給證書給（（右起右起））李雄李雄、、陸忠陸忠、、趙婉兒趙婉兒、、戴戴
啟智啟智，，及及 「「僑務促進委員僑務促進委員」」 聘書給王姸霞聘書給王姸霞。。

頒發頒發 「「協助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有功團體協助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有功團體」」 給給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安良工商會休安良工商會休

士頓分會士頓分會」」 會長江麗君會長江麗君（（左二左二））,, 「「糖城台灣同糖城台灣同
鄉聯誼會鄉聯誼會」」 會長陳煥澤會長陳煥澤（（右二右二）。）。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左二左二），），公關部經公關部經
理周明潔理周明潔（（左一左一 ），），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公關經理莊幃公關經理莊幃
婷婷（（右一右一），），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許勝弘院

長長（（右二右二））出席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出席雙十國慶升旗典禮。。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首先在升旗典禮上致詞主委何怡中首先在升旗典禮上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五左五 ））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
（（右四右四 ））頒發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給頒發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給（（右起右起 ）） 「「僑務顧問僑務顧問」」
李雄李雄、、陸忠陸忠、、趙婉兒趙婉兒，， 「「僑務諮詢委員僑務諮詢委員」」 楊明耕楊明耕、、王敦正王敦正、、賴賴
江椿江椿，， 「「僑務促進委員僑務促進委員」」 王姸霞王姸霞，， 「「僑務顧問僑務顧問」」 戴啟智戴啟智。。

((左起左起 ））僑務諮詢委員賴江椿僑務諮詢委員賴江椿、、 「「華美中醫學華美中醫學
院院」」 梁慎平院長梁慎平院長、、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

及客家會代表在升旗典禮上及客家會代表在升旗典禮上。。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在升旗典禮上致詞羅復文處長在升旗典禮上致詞。。

典禮開始典禮開始，，北一女儀隊進場北一女儀隊進場。。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9109年國慶升旗典禮於上周六年國慶升旗典禮於上周六（（1010月月1010
日日））上午十時十分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上午十時十分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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