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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slide, pandemic surge slam Wall 
Street, biggest weekly loss since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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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Reuters) - U.S. stock indexes closed lower 
on Friday to cap Wall Street’s biggest weekly sell-off since 
March, as losses in richly priced tech heavyweights, a re-
cord rise in coronavirus cases and jitters over the presiden-
tial election snuffed investor sentiment.

The pandemic pushed U.S. hospitals to the brink of ca-
pacity as coronavirus cases surpassed 9 million, while the 
prospect of wider COVID-19 restrictions in Europ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economic recovery.

The CBOE volatility index closed just below a 20-week 
high, a sign of investor jitters ahead of the final weekend 
before Election Day on Tuesday. The main indexes pared 
steeper losses toward the closing bell, with the Dow down 
less than 1%.

“We’re two market days away from Election Day and peo-
pl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re not completely caught 
off guard,” said Pete Santoro, a Boston-based equity port-
folio manager at Columbia Threadneedle.

The S&P 500 has fallen about 8.9% since hitting an all-
time high in early September in a rally driven by the tech 
mega caps whose quarterly results this week failed to meet 
highly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Apple Inc tumbled 5.6% after it posted the steepest drop in 
quarterly iPhone sales in two years due to the late launch 
of new 5G ph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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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s pictured in 
the Manhattan borough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October 28, 2020. 
REUTERS/Carlo Allegri

Amazon.com Inc slid 5.45% after it forecast a jump in costs re-
lated to COVID-19, while Facebook Inc fell 6.3% as it warned 
of a tougher 2021.

“All these names are eventually going to be repriced, they’re 
all ridiculously valued. It’s just that I don’t know when and I 
don’t know from what stratospheric valuation they inevitably 
reprice,” said David Bahnsen,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at The 
Bahnsen Group in Newport Beach, California.

Communication services got a boost from a jump in shares 
of Alphabet Inc after the Google parent beat estimates for quar-
terly sales as businesses resumed advertising.

Google may have benefited as it has been trading at about 36 
times earnings, far less than the 119 times earnings valuation 
of Amazon, Bahnsens said.

“There is a big selloff in those big tech names because they 
didn’t live up to the hype and people are really worried about 
next week’s election,” said Kim Forrest, chief investment offi-
cer at Bokeh Capital Partners in Pittsburgh.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s pictured in the Manhattan 
borough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October 28, 2020. 
REUTERS/Carlo Allegri
Republica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consistently trailed 
Democratic challenger Joe Biden in national polls for months, 

but polls have shown a closer race in the most competitive 
states that could decide the election.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ell 157.51 points, or 
0.59%, to 26,501.6. The S&P 500 lost 40.15 points, or 1.21%, 
to 3,269.96 and the Nasdaq Composite dropped 274.00 points, 
or 2.45%, to 10,911.59.

For the week, the Dow fell 6.5&, the S&P 500 5.6% and the 
Nasdaq 5.5%. For the month, the Dow slid 4.6%, the S&P 500 
2.8% and the Nasdaq 2.3%.

Volume on U.S. exchanges was 10.31 billion shares.

The third-quarter earnings season is almost past its halfway 
mark, with about 86.2% of S&P 500 companies topping earn-
ings estimates, according to Refinitiv data. Overall, profit is 
expected to fall 10.3% from a year earlier.
Twitter Inc, the largest S&P 500 decliner by percentage, 
slumped 21.1% after the micro-blogging site added fewer users 
than expected and warned the U.S. election could affect ad 
revenue.

Declining issues outnumbered advancing ones on the NYSE by 
a 1.83-to-1 ratio; on Nasdaq, a 2.63-to-1 ratio favored declin-
ers.

The S&P 500 posted three new 52-week highs and two new 
lows; the Nasdaq Composite recorded 22 new highs and 83 
new 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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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cases are rising precipitously in 
the U.S., and have now surpassed the high lev-
els logged in the summer when daily new cases 
hovered above 65,000 on average for nearly two 
weeks. After a dip in new cases in September, 
the country now is logging an average of nearly 
72,000 new cases a day, and health experts worry 
this surge could last longer and grip more of the 
country than in the spring or summer. And the av-
erage daily case count has climbed 41%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according to an NPR analysis.
“The trend line looks quite vertical,” says Dr. Jes-
sica Justma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edicine 
in epidemiology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Mail-
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It looks like this 
third surge is on track to be higher than the one 
in late July.”
On Friday, the U.S. recorded the most new cas-
es in a single day — more than 83,000, followed 
by almost as many on Saturday. While new cases 
were lower Sunday and Monday, the trend line — 
the seven-day rolling average — is rising steeply.

New Daily Cases Surpass Summer Peak

 “It’s a lot of states that have very brisk 
rises in their cases,” says Justman.
The number of people being hospitalized 
for COVID-19 is also climbing in most 
states. More than 44,000 people are cur-
rently hospitalized, two-thirds of what 
was recorded during the summer peak, 
and is the highest since mid-August, ac-
cording to data gathered by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The sharp jump in cases 
has hospitals on edge.
“We may see a surge like we have not 
seen yet, and that is very troubling,” says 
Dr. Bruce Siegel, president of America’s 
Essential Hospitals, which represents 
more than 300 safety-net hospitals.
Infections tend to foreshadow hospital-
izations by several weeks, as some cas-
es become more severe. Siegel fears the 
holiday season will only fan the outbreak 
as people travel and spend more time 
inside together: “We are in the red zone 
for danger.” One brighter note: The U.S. 
daily death toll from COVID-19 is about 
800 on average over the past seven days, 
which is still lower than what was seen 
during the spring and summer surges.
Justman says she believes improvements 
in clinical care will keep the mortality rate 

lower for patients who are hospitalized than 
what was seen earlier in the pandemic. But 
more tragedy is coming.
“I think as the case count rises, it’s inevita-
ble that the number of deaths will go up,” she 
says.

Regional flare-ups from a high baseline
The Midwest is in the grips of its worst surge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and case growth 
there is driving up national numbers. It now 
has more cases per capita than either the 
Northeast or the South did during their spring 
and summer surge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Wisconsin and 
Illinois each account for around 30,000 cas-
es in the past week, according to the CDC, 
on par with California — a state with more 
than twice the population of those two states 
combined. North and South Dakota have 
more cases per capita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country, followed by Wisconsin and Mon-
tana. But increasingly the outbreak is growing 
in other regions, too.
Daily infections have risen by 41% in the 
West and 48% in the Northeast over the past 
14 days, according to an NPR analysis. All 
this adds up to a fall surge that is on track to 
dwarf the spring.
“We’re starting off of a higher baseline of 
transmission, and so this peak is going to go 
higher than the last one,” says Dr. Lynn Gold-
man, dean of the Milken Institut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
versity.

In fact, the low point in new daily cases in 
September — around 35,000 U.S. cases a 

day — was close to the high point during the 
spring, when the virus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ast and a handful of urban centers. In 
the summer, infection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Sunbelt, with states like Texas, Arizona, 
Florida and California adding the bulk of cas-
es. For weeks in a row, that surge led to over 
65,000 new daily cases nationally on average 
and then slowly tapered down. Where U.S. 
cases are today on average is near where they 
leveled off in the summer, says Goldman, 
“and I’m not sure that we can count on that 
happening quite as early at this point.”
Cold weather raises risks
After plateauing in August, total U.S. cases 
picked up in early September — a warning of 
what public health experts predicted would be 
a third surge during the colder months. Gold-
man anticipates the fall and winter increase to 
be more devastating.
“We have just more coronavirus out there in 
more communities, then there’s the change 
in season and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fa-
tigued with the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she says.
The change in weather as fall moves along is 
likely contributing to the uptick in cases, and 
that will persist throughout the fall and winter, 
says Art Reingold, professor of epidem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eople are not going to be outside as much 
as they were in the summer. And clearly, 
in many areas, there is a great resistance to 
masks and social distancing,” says Reingold. 
“We certainly have a substantial risk that 
we’ll see resurgences even in cities and areas 
that have been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While testing varies from 
day to day, the number of tests have grown 
modestly in the past two months. The U.S. av-
eraged about 760,000 coronavirus tests each 
day in September compared with just over a 
million daily in October so far.

Overloaded hospitals The spread of the vi-
rus across the country’s interior has also run 
parallel with unprecedented outbreaks in rural 
America.
The rate of infections per capita in the coun-
try’s most rural counties is now at record lev-
els — close to double what it is in the major 
metro areas.
In parts of the Midwest and West, hospitals 
are already scrambling to make room for pa-
tients as ICU capacity dwindles in metro areas 
and in smaller rural communities.
As the pandemic washes over more states, Dr. 
Bruce Siegel says there will be far less slack 
in the health care system to move around 
patients, staff and equipment because every 
place will be in a similar position.

“If you have just an out-of-control, wide-
spread outbreak, we’re not going to have that 
ability,” he says. “We’ll just have national 
shortages of everything and there’ll be no 
ability to backstop here and there — your 
emergency rooms will be overwhelmed and 
your ICU will be overwhelmed.”
At that point, Siegel says hospitals may have 
no choice but to turn to “crisis standards of 
care” — a system of rationing health care re-
sources that favors those who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survival.
The outlook sounds grim, but public health 
experts say there are steps people and policy-
makers can take that even now can help flat-
ten the curve of new infections. Mask wear-
ing, social distancing, and targeted policies to 
limit crowds in public places and indoor set-
tings such as bars and restaurants have been 
shown to be effective.
“These are simple things. And they may be in-
convenient, but they can have just a world of 
difference,” Siegel says. “We still have some 
weeks where we could change this picture, 
where we can blunt it.” (Courtesy /www.npr.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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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Coronavirus Cases Surpass Summer
Peak And Are Climbing Higher Fast

Stay Home!          Wear Mask!

A Salt Lake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 public health nurse performs a coro-
navirus test outside the Salt Lake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 On Friday, Oct. 
23, 2020, Utah hit an all-time high of nearly 2,000 confirmed cases in one day. 
(Photo/Rick Bowme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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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在總統大選前夕，一幅巨型
LED 視頻將自即日起高掛在美南
新聞廣埸上， 這將是美南傳媒在
新媒體發展過程中一項重大之突
破。

位於休斯敦百利大道上， 每
日近萬輛汽車通過， 這幅大型視
频將會即時傳送全球及當地之重
要新聞直播節目及晝面。

我們將更進一步為商家傳送
訊息， 為社區公告各種活動近況
， 最重要的是天氣預報及社區公
告，將進一步做到零距離服務。

今日科技千變萬化，日新月
異， 美南傳媒永遠走在時代的前
端 ，結合各種新科技，提供大家
最近最快的服務。

我們要向大家宣布，美南傳
媒透過電視頻道， 巨型方LED 視
頻，正式步入永不打烊的新聞事
業， 希望和大家共勉和共享。

Today in front of our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ound we will
start showing the news on a big12’x 17’ LED screen. This
starts a new chapter for our new outdoor media to serve our
community twenty-four hours a day and seven days a week.

We are so glad that this huge TV will not only carry the current
news, but also we will advertise our customers’ businesses in
high-resolution advertisements outdoor right on Bellaire Blvd.

This big LED high-definition TV has been created by the
newest technology with a P-8 screen and it looks like a
standard movie.

Our goal was to put the latest world and local news right next to
you. According to a City of Houston Traffic Department survey,
there are more than 15,000 cars that pass daily by our office
complex.

We also are going to put the City of Houston and community
public messages on the screen, including weather and other
important activities.

Another important service of the large TV will be to let people
know about our hosting of our TV program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always
been ahead with our new technology in the modern internet
age, from our TV, website and yellow pages, we always adapt
the new digital equipment to serve our clients.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We are so
glad this big LED TV screen will report live news on the election
results next Tuesday night.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3030//20202020
Southern News Giant LEDSouthern News Giant LED

TV Has ArrivedTV Has Arrived
巨型巨型LEDLED視頻視頻

高掛美南新聞廣場高掛美南新聞廣場



A surfer rides a large wave at Praia do Norte in Nazare, Portugal. REUTERS/
Rafael Marchante  

A man drives a car past a damaged building following recent shelling in the town of Shushi, 
in the course of a military conflict over the breakaway region of Nagorno-Karabakh. Vahram 
Baghdasaryan/Photolure

President Trump kisses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ahead of a campaign rally outside Raymond 
James Stadium, in Tampa, Florida. REUTERS/Jonathan Er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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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ia Mancing (L) and Zachery Quale talk outside of Flora Gallery and Coffee Shop near a downed tree in 
the street after Hurricane Zeta swept through New Orleans, Louisiana.  REUTERS/Kathleen Flynn

Joel Martinez, who until just recently lived in the lower apartment, makes a photo of Washington 
Gardens Apartments after it collapsed from the winds brought by Hurricane Zeta in New Orleans, 
Louisiana.  REUTERS/Kathleen Flynn

Voters wait in a long line of cars during early voting at the Oklahoma Election 
Board in Oklahoma City, Oklahoma. REUTERS/Nick Oxford

Medical workers in protective suits rest after hours of treating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 at Hospital Juarez de Mexico in Mexico City. REUTERS/
Carlos Jasso

With less than a week before Election Day, a Halloween skeleton holds a vote sign outside a home in Falls 
Church, Virginia.  REUTERS/Kevin Lama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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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 U.S. antitrust action against Big Tech 
moved firmly from the speculative realm to 
the investigative mode in the last few days, 
as both Congress and regulatory agencies 
appeared to be moving forward with inqui-
ries.
The big picture: While the pressure on 
the likes of Google, Facebook, Amazon and 
Apple has been mounting for years, the one-
two punch of a public Congressional inves-
tigation into their dominance and possible 
antitrust probes by regulators marks a major 
escalation in tensions.
•Last year saw high-profile testimony by 
CEOs like Facebook’s Mark Zuckerberg, 
but the action will now shift to more mun-
dane yet substantial document and evidence 
gathering that would form the basis of court 
cases or settlements.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said Mon-
day that it was launching a bipartisan inves-
tigation into whether big tech platforms are 
engaged in monopolistic practices.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investigation 
said that, in addition to public hearings, 
the inquiry would include requesting docu-
ments from a wide range of companies.
•That could allow the committee to receive 
information from small competitors of the 
tech giants who would otherwise be wary of 
testifying publicly, the person said.

•“Given the growing tide of concentration 
and consolidation across our economy, it is 
vital that we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e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and the health 
of the antitrust laws,” said Rep. Jerrold Na-
dler (D-N.Y.), the committee’s chairman.
•Tech stocks fell in Monday trading as the 

federal interest in the companies came into 
focus.
Between the lines: The investigation 
could help lawmakers develop a factual 
record to shape legislation overhauling the 
nation’s antitrust laws, which reformers say 
are inadequate for reining in corporate pow-
er as it exists today.
The announcement followed reporting 
over the weekend and into Monday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ad split up the field of inves-
tigations into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by 
tech giants.
•DOJ got Apple and Google,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Reuters.
•FTC got Amazon and Facebook, accord-
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Journal.
•While the agencies’ plans remain some-
what unclear, the Journal reported that 
interest in investigating Google and Face-
book was more advanced.

Why it matters: Of the many ways critics 
want to address concerns about Big Tech, 
antitrust action has always been among the 
most significant — although it was largely 
seen as the least likely route.

•It could result in action as serious as the 
firms being broken up, but even if it doesn’t, 
it could seriously distract the platforms’ 
efforts to grow their main businesses and 
anticipate new waves of tech innovation. 
Microsoft learned this lesson the hard way 
after its antitrust fight with Washington two 

decades ago.
Looking Ahead: Congressional hear-
ings on the issue will unfold in the coming 
months, and signs that DOJ and FTC are 
moving forward with form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tech giants could leak out in the 
form of official inquiries sent to the compa-
nies or their competitors.
Once inquiries like this get started, they 
develop their own momentum even as they 
proceed at what feels like a leaden pace to 
tech insiders. These companies likely face 
years of entanglement. (Courtesy axios.
com)
Big Tech grilled on hate speech, ac-
countability at Code Conference
The attacks on the tech industry were many 
and frequent throughout the first two days 
of the Code Conference.
Why it matters: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measure of skepticism on stage at Code, but 
this year the negative side of tech was the 

primary focus, with only occasional men-
tions of new products or technology.

Vox’s Ezra Klein, RAICES’ Erika An-
diola and RAICES’ Jonathan Ryan 
(from left to right).  (Photo/Vox Media)

 Details:
•Hate speech: On Monday night, execu-
tives from Facebook, YouTube and Twitter 
were all peppered with questions about their 
role in allowing hate speech and harassment 
to flourish on their platforms.
•Immigration: On Tuesday, the CEO of 
immigration rights center RAICES, Jona-
than Ryan, argued that the tech industry is 
enabl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vio-
lation of immigration rights at the border. 
He called out Palantir, Amazon, Salesforce, 
Dell and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as 
among the firms making the work of ICE 
possible. “The tech industry deserves a lot 
of blame for what is happening on our bor-
ders,” Ryan said. (Full video here.)
•Accountability: Later in the day, author 
Baratunde Thurston highlighted some of the 
points in his New Tech Manifesto. He called 
on attendees to push for a tech industry that 
collects less data and is more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but also is attuned to the 
potential misuse of their creations. He add-
ed, “we should start treating people’s data 
as a part of their property.” (Courtesy axio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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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s Probe Facebook and Twitter Censorship

Federal Government Starting To 
Apply Antitrust Heat On Big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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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杰瑞· 格雷（Jerry Grey）

是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

他经常撰写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通过

自己的亲身观察来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

真实的中国。这是我们编译的他的第六

篇文章，这一次，杰瑞通过荷兰心理学

家吉尔特·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

，来分析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文化异同，

并希望两种文化之间能够换位思考，互

相理解。

当西方政客和媒体谈到中国的时候

，似乎总是把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

，认为中国人需要更多自由。但他们错

了，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不受政府干预和

控制下自由地生活，不用因为社会治安

而每天提心吊胆。而中国人也非常不明

白，为什么美国人要携带枪支；更不能

理解，为什么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

国家，还有近400万无家可归者和开着

好车，却排着长队领取慈善食品的人。

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其实有很多

东西是很难互相理解的。

文化和民族认同，造成了人们在思

维、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荷兰心

理学家吉尔特· 霍夫斯泰德（Geert Hof-

stede）提出了文化维度理论（Hofst-

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他认

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下人们共同拥有的

心理程序，能将一群人与其他人区分开

来。如果用文化维度的框架来分析中国

人和美国人的异同，那么我们可以从权

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男性化（Masculinity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

ance）、长期导向（Long Term Orienta-

tion）和放任与约束（Indulgence）这 6

个维度来进行分析：（见图）

首先说一下"男性化"维度。这个与

性别无关，主要是用来描述工作生活方

式的。在男性化方面得分越高，越说明

这个社会充满竞争。中美两国在这个维

度上得分接近，说明两国人民都雄心勃

勃，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权力距离"与人们在等级制度中如

何看待自己有关，不仅是在工作中，也

包括在生活中。得分越高，说明人们尊

重权威，服从指挥。美国这方面的得分

比中国低得多，就好像一个有叛逆青少

年的家庭，孩子不太遵从父母的教导。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

明，中国政府要求人们戴好口罩减少出

行，中国人就这么做了；但美国就不一

样了，疫情已经暴发好几个月了，社会

还在争论要不要戴口罩，人们不按照政

府要求的去做，即使政府的要求被证明

是正确的。

相关联的，就是"个人主义"维度。

中国在这方面的得分很低，只有20分，

而美国有91分。中国人愿意共同努力，

克服难题；美国人更愿意通过个人奋斗

来实现目标，不愿意寻求外界帮助。这

个维度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人来

说，外国人说自己国家的坏话，就相当

于侮辱了所有的中国人。这对于信仰个

人主义的美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这也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经常在网络上唇

枪舌战的原因之一。

"不确定性规避"与人们对未来的安

全感有关。回避程度高的文化在应对危

机时喜欢采取保守稳妥的措施，反之，

则更加实用主义，容许各种不同的主张

同时存在。这个维度上两国得分都比较

低，说明两个民族都是善于变通。但这

个维度我们应该在一年之后在来看一看

，因为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中国人认

为自己的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表

现优异，政府支持率超过了90%；而美

国人对美国政府的支持率低于50%。

在"长期导向"上，中国人得分远超

美国。这一维度表明的是一个民族对长

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

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要面向未来，较注

重对未来的考虑。在个人层面上，中国

人会为子女规划未来，为教育、住房、

汽车和医疗来进行储蓄；而美国人喜欢

超前消费，透支信用卡。到了国家层面

，中国政府善于做长期规划，比如"五

年计划"，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这种长期规划。但美国很缺乏这种

规划。

最后一个维度是"放任与约束"，指

的社会对人基本需求与享受生活放任欲

望的允许程度。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差

异，中国人将"吃苦耐劳"视作优秀的品

质，美国人则更看重回报和个人享受。

所以，西方的公司往往需要快速实现价

值，获得盈利，但这一情况在中国并不

明显。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中国对公路

、铁路和港口进行了如此巨大的基础设

施投资的原因。美国的许多道路和桥梁

年久失修，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很少

，因为人们更愿意获得短期收益。

在很多方面，中国人和美国人是

不同的。不过无论你来自哪里，当一

个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做了一件让你认

为非常奇怪的事情时，千万不要生气

，也不要急于去改变他，要试着去理

解。在英语中有一句谚语：你永远无

法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在他们

的鞋子走一英里。也就是说，要学会

换位思考。

美国人和中国人，为什么聊不到一块去？

“美国人性开放”这个观念是大众

对于美国的刻板印象，美国作为一个基

督教立国的国家，整个国家社会各界对

于性的态度是持保守态度的。

我们之所以对美国形成了一个美国

性开放的观念，主要来自美国的大众传

媒，比如美国影视作品、新闻等等，而

美国的大众传媒植根于自由主义的土壤

，为了盈利会呈现很多夸张色彩。

为什么会说美国不是真的性开放呢

？

一、 性教育的历史

我们会认为美国性开放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艾滋病来源于美国，并且在美国

泛滥，艾滋病泛滥确实是当时美国性开

放的结果之一。

但是美国对于性的态度是经历了几

个转变的，现如今的美国是呈现性保守

的特征。

美国性教育的第一个阶段是“禁欲

教育”，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

五十年代。

禁欲教育兴起的背景是：当时的美

国社会对性教育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状态

，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发展，冲击

了当时的美国人的道德观念，然后出现

了青少年性放纵的后果。

美国社会为了解决性放纵导致的私

生子女、性病的社会现象，开展了社会

性教育，这个阶段强调性伦理，反对性

行为，所以叫做禁欲教育。

物极必反，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

随着后来一系列的社会事件:青年反文化

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越南战争

、水门事件等等。

这些社会事件强烈冲击了人们的道

德观念，再加上受到“性自由”“性解

放”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来到了美国的

第二个性教育阶段——“无指导的性教

育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人们口中的美国性开

放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已经是美国过

去的历史了，当时也正是美国文化强烈

输出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至

80年代，表现特征是无道德约束，性教

育内容仅仅是为学生讲授性相关的生理

知识，至于性的决定权，完全交给学生

。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性行为的低龄化

、少女怀孕率激增、性病泛滥、社会犯

罪率增高。

再加上1981年美国出现了首例艾滋

，美国社会大量对于性教育投入人才、

资金和精力，来到了美国性教育的第三

个阶段——“性纯洁教育阶段”或者

“综合性教育阶段”。

这个阶段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

后期至今，在这个阶段美国的性教育逐

步完善了起来。

这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的禁欲教育

不同的是，这个阶段强调的是性道德、

男女性平等、性尊重，强调的是用道德

约束性行为，需要合理、合乎道德的性

行为，而第一个阶段是抑制性行为。

二、 性观念开放vs性行为开放

在第一点中提到了美国当下是性保

守的现状，那么这一点从数据的角度加

以佐证。

美国的社会普查简称GSS、家庭与

户的调查简称 NSFH，这两个全美抽样

调查中关于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测量数据

可以佐证美国不是一个性开放的国家。

在2008年这两项抽样调查中，在青

少年发生性行为这一态度的选择上，持

绝对错和不太好的态度的20至35岁的美

国青少年占比分别是62.9%和19.5%，随

着年龄的上升这两项比值的绝对值在增

加。

在男女发生婚外性行为这一点上，

持绝对错和不太好的态度的20至35岁的

美国青少年占比分别是82.2%和10.4%，

这一点值得让人深思的是和中国的对比

数据。

根 据 于

2008 年上海

社会科学院

家庭研究中

心，在上海

和兰州进行

的中国城乡

居民家庭观

念和生活状

况调查中，

对于男女发

生婚外性行

为这一点上

， 同 龄 的

20—35 岁 中

国青少年持

绝对错和不

太好的比例

分别是64.3%

和28.3%。

一 方 面

这是因为中

国人受中庸

思想的影响

，所以在选择问题上不喜欢过于绝对。

另一方面中国青少年的对于这项观

念持比例的绝对值是低于美国青少年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婚姻和美国不同，中

国的婚姻和社会关系、社会稳定有关，

人们不能完全根据自我意愿来主导婚姻

。

而美国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因此婚姻稳定性差，但都是你情我愿，

就不容易出现婚内出轨。

虽然我们国家的整体态度是反对婚

内出轨的，但是在具体的婚内出轨情形

中，我们往往更强调家庭稳定。

在同居问题上，美国的2001至2003

年的 NSFH数据显示：

在 35岁的青年人中有22.4% 的人

处于与异性同居状态，美国在男女性行

为和同居态度上确实是持开放态度的，

但是从实际行为来看，比例并不高。

性开放分为两类，分别是性态度开

放和性行为开放。

美国在性态度方面确实呈现开放的

态度，无论是同居、男女性行为，还是

对于同性恋的态度，都是开放的。但是

在性行为上，他们是理性的偏向保守的

，从上文35岁青年同居比例可以看出。

三、 美国社会各界对于性的态度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美国是性开放的

国家呢？

首先来看社会各界在美国性教育中

扮演的角色。

医学界对于性教育提供了很大的帮

助，从个人咨询、讲课到出版物和宣传

手册，都在帮助美国性教育的开展。

宗教在美国影响很大，宗教对于性

的态度在 1968年美国四大宗教团体的

《不同信仰者关于性教育的声明》中转

变了从前反对性教育的态度，在强调性

道德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接下来是问题的关键：大众传媒。

一方面，大众传媒承担了一部分的

教育责任，传播了合理的性知识。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遵循了自由主义

的传统，大众传媒中有些产业出于盈利

的目的，巧妙利用了色情的噱头，或者

借此营生，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了恶劣

影响。

这也是我们认为美国性开放的主要原

因，说起来日本的性产业如此发达，我们

也并不会认为在日本本土性很开放。

美国性开放是刻板印象中的一种，

美国在性观念上比较开放，在性行为上

限制很多，不能以偏概全得出美国性开

放的观念。

美国人真的“性开放”吗？
专家的答案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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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若曦歐陽若曦9595號戰車挑戰者號戰車挑戰者。。
■■歐陽若曦在模擬賽道進行訓練歐陽若曦在模擬賽道進行訓練。。

■■中國網球巡迴賽主辦方介紹大賽籌備情況中國網球巡迴賽主辦方介紹大賽籌備情況。。

“第 67 屆澳門格蘭披治大

賽”將於11月19至22日舉行，相

隔一年重返澳門賽場的香港車手歐

陽若曦坦言在疫情之下今年將面對

職業生涯的最大挑戰，期待可以取得好成績為香港體壇

注入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由於疫情關係世界車壇幾近陷於停擺，香
港賽車好手歐陽若曦亦超過半年未有出

戰任何賽事。他表示當中有得有失視乎自己
以什麼角度去看待：“以前每一兩個星期就
出外比賽，突然無賽可比當然會不習慣，不
過自己亦因此多了陪伴家人的時間，盡量保
持正面思考不去想沒有賽事所帶來的失落
感。”

不過久休多時的歐陽若曦終於決定在下
個月再度出征，駕駛由挑戰者贊助的95號平
治-AMG GT3出戰“澳門GT盃”。

盼艱難時刻注入正能量
對於即將迎來今年首個賽事，歐陽若曦

坦言感到非常興奮，不過亦了解到今次出賽
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今次賽事規定賽
前要接受長達14天的隔離，要犧牲和家人相
聚的時間，而且沒有比賽這麼久，要重拾狀
態有一定難度，對車手的心理考驗很大。要
重返最高水平，必須一開始就保持高度集中
力。”

歐陽若曦希望可以如贊助商挑戰者的名
字一樣，勇敢面對所有難關。

歐陽若曦近年在多個國際賽事中取得
不俗成績，澳門大賽車的東望洋賽道更是
他的福地，曾5度贏得澳門格蘭披治賽冠軍
的歐陽若曦相隔一年後回到澳門賽場，目
標更是直指全場總冠軍：“無論對我還是

整個亞洲車壇而言，2020均是十分困難的
一年，所以應更加珍惜每一次的出賽機
會，對於今屆賽事我的心情特別激動，希
望可以為港爭光，在這艱難的時刻帶來一
些正能量。”

第67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是澳門年
度國際體壇盛事，自1954年創辦以來，
這項街道賽就成為全球知名的賽事。
舉辦賽事的東望洋賽道十分艱險，被
眾多車手認為是世上最具挑戰性的
賽道之一。賽道擁有各款不同特色
的彎角。有高速的“文華東方彎”
和“漁翁灣”，亦有很狹窄的“髮
夾彎”，是對車手的終極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受新冠病
毒疫情影響，原定4月舉行的香港女子棍網冠
軍聯賽決賽，終在剛剛過去的周末順利進行。
由港隊隊長許嘉希率領的Quinella以9：8 險勝
Rubies，成就三連霸。

2019/2020女子冠軍聯賽決賽原定於今年4
月進行，但因疫情關係延期至7月，後再改期
至上周末。Quinella在港隊隊長許嘉希的率領
下，上半場以6：4領先Rubies。易邊後，Qui-
nella將比數拉開至7：4，首次打入冠軍聯賽決
賽的Rubies奮力追趕，在完場前2分鐘追至落
後一球8：9，惟始終未能扭轉形勢。是役許嘉
希以2個入球及2次助攻成為賽事最有價值球
員。

許嘉希賽後表示：“雖然這場決賽要在半年
後才能舉行，但我們並未受影響。我們的成員有
不少是港隊的成員，大家熟悉彼此的打法，在疫
情期間雖不能經常一起練習，但大家都有在家保
持訓練，所以狀態沒有受太大影響。”

2020/2021女子冠軍聯賽將緊接在11月展
開，新球季將有6隊競逐冠軍，分別為3隊現
有 隊 伍 ： PFL CUBS、 QUINELLA、 RU-
BIES，新加盟的 3支球隊分別是FLAMING
PHOENIX、 LEE HALL LAX 以 及 THE
POWERPUFF GIRL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11月7日至14日，2020中國網球巡迴
賽．小鵬．粵港澳大灣區網球公開賽（廣州
黃埔站）將在廣州開發區國際網球學校舉
行。大賽設有男女單打、雙打共4個項目，
賽事級別為職業級CTA800（冠軍積分為
800分），預計內地前20名的頂級運動員均
將悉數登場。

中國網球巡迴賽是中國網球界全新的、
最高級別的賽事，也是內地首創的網球IP

賽事，目前已舉辦 3 站 CTA1000、2 站
CTA800、1站CTA500、2站CTA200。廣
州黃埔站為中巡賽首年舉辦的第三站
CTA800職業賽事，也是總決賽前最後一站
職業級別的分站賽。

據介紹，本站賽事設男女單打、雙打4
個項目，單打正賽設置64籤位，雙打正賽設
置32籤位，賽事報名已正式開啟，目前已吸
引到內地一眾好手包括柏衍、韓馨蘊、楊釗
煊等名將紛紛報名參賽。

2020賽季中超聯賽爭冠組準決賽首回合28
日先戰一場，廣州恒大和北京國安各有兩次擊
中門框，均與進球失之交臂，最終以0：0握手
言和。

雖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賽季賽制大
為不同，但爭冠組四強和上賽季最終前四球隊
完全重合，也展現了這四支球隊的綜合實力。
本場比賽恒大和國安踢得頗為精彩，開場僅7
分鐘保利尼奧就險些為恒大進球，他的頭球擊
中橫樑。國安在此後也有機會打破僵局，第25
分鐘奧古斯托在大禁區弧頂突施冷箭，皮球擊

中右側立柱彈出，第37分鐘巴坎布再度擊中門
柱。半場結束兩隊互交白卷。

易邊再戰，兩隊依舊創造了不少機會，
但都遲遲無法打破僵局，第83分鐘塔利斯卡
接韋世豪傳球推射再中橫樑，恒大險些上演準
絕殺。最終兩隊0：0戰平，晉級決賽的懸念
將留到第二回合，不過恒大隊長鄭智本場比賽
吃到黃牌，下場比賽將因累積黃牌停賽。

至於29日晚展開的另一場準決賽首回合較
量，上海上港則與江蘇蘇寧踢成1：1平手。

■新華社

疫情下迎職業生涯最大挑戰

中國網球巡迴賽下月廣州揮拍

中超4強首回合 京穗交白卷

吳勝出任中國男排主帥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排球運動管理中心29

日宣布，現任浙江男排主教練吳勝（右
圖）接替功勛老帥沈富麟，擔任新一屆國
家男排主教練。今年初，中國男排在2020
年東京奧運會亞洲區男排資格賽決賽中0：
3完敗於伊朗隊，自北京奧運會以東道主身份衝入前8名之
後連續三次無緣奧運會。談及新一屆國家男排的目標時，國
家體育總局排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李全強說：“要在亞洲具
有較強的競爭實力，取得好成績。要取得巴黎奧運會參賽資
格。”

■■恒大球員塔利斯卡恒大球員塔利斯卡（（紅衫紅衫））在比賽中倒鈎射在比賽中倒鈎射
門門。。 新華社新華社

■■許建德許建德（（右二右二））成首位躋身比利時成首位躋身比利時
斯帕斯帕2424小時耐力賽三甲的香港車手小時耐力賽三甲的香港車手。。

■■歐陽若曦歐陽若曦（（右右））將駕將駕
駛駛 9595 號 平 治號 平 治 -AMG-AMG
GTGT33出戰出戰。。

歐陽若曦再戰東望洋歐陽若曦再戰東望洋
劍指總冠軍劍指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車手許建德於本月
24-25日舉行的比利時斯帕24小時耐力賽中勢不可擋，與隊友一
起克服重重困難獲得Pro-Am組亞軍。這是該項歷史悠久的賽事
自1924年舉辦以來，首次有香港車手躋身三甲。

斯帕24小時耐力賽是全球地位最崇高的賽車耐力賽之一。
比賽由前F1著名車手費斯捷拿打頭陣，他駕駛93號Sky Tem-
pesta Racing車隊法拉利 488 GT3 Evo戰車於半乾半濕的賽
道狀態中負責開賽一棒。這位意大利名將成功避過比賽早段
出現的連番意外，安全將戰車交到許建德手上，接着另外
兩位車手亦輪流接棒比賽。可惜其後受到賽道狀況惡劣及
不合時的安全車時間，令93號法拉利488 GT3 Evo 戰車
失去爭勝機會，許建德及他的隊友們最終只能以Pro-Am
組別第2名完成長達24小時的賽事。

不過，許建德賽後對自己的表現仍然滿意：“良
好的比賽節奏及穩定發揮令我的戰車成為場上最快的
Pro-Am賽車之一，這是讓我最為滿意和享受的。”

許
建
德
獲
斯
帕
24
小
時
耐
力
賽
亞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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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張萌：用制片人思維
做演員我早紅了

今年暑期檔，壹部起初不被看好的

電競題材劇《穿越火線》殺出重圍，不

僅在豆瓣獲得了8.1的高分，也改變了觀

眾心目中“流量明星沒有演技”的固有

印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部偏男性

題材的劇集，背後的操盤手是壹位由演

員跨界而來的女制片人——張萌。此前

，她作為演員同樣表現出色，讓觀眾記

住了很多生動的角色，比如電視劇

《安家》裏的張乘乘、《離婚律師》裏

的焦艷艷等。

張萌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她之所以選擇做影視劇制片人，是因

為天生喜歡挑戰、不怕麻煩，並為此

準備了五年；她在制片人和演員兩種

身份之間遊刃有余，但堅持專註與純

粹，不會同時做制片人也做演員；作

為女制片人，她也不會因此給自己設

限，認為好作品與性別無關，真實情

感才能引發共鳴。

好的制片人就是善於解決問題
“我是壹個樂於接受挑戰也樂於解

決問題的人，心態很好，不會因為出現

問題就過於焦慮。”

《穿越火線》播出後，很多人驚

訝於張萌第二次做制片人就能取得這

樣的好成績。但事實上，張萌正式擔

任制片人（《白發》2019）之前，已

經默默為此準備了五年，而萌生做制

片人的想法時間則更早。“我是屬於

那種比較有能量的人，愛思考愛交朋

友，也愛承擔責任，壹直想去做更多可

以發光發熱的事。演員的工作相對比

較單壹，相比之下做制片人對自己的

整體要求更高，也更有挑戰。我喜歡

挑戰。”

五年的準備時間裏，張萌在不間

斷拍戲的過程中，從多個角度觀察劇

組的運作、觀察每個工種的表現，不

限於演員，也包括攝影師、燈光師甚

至是壹個場工。只要覺得他的工作做

得很專業，就先記下來，等劇播出後

再來做壹個驗證。“如果結果也好，

過程也讓自己覺得很棒，那這個人就

是我未來合作的對象。”這五年裏，

在完成演員工作的同時，她還給自己

增加了額外的任務量，但她沒有感覺

累，“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好”。片場

觀察到的東西，張萌回家後會跟先

生呂超探討，因為呂超本身就是業

內資深的制片人。事實上，張萌第

壹次擔任制片人，呂超就給了她很

多很好的建議。“他跟我說，如果

想做《白發》，首先得把李慧珠導

演談下來。”

張萌形容制片人就像劇組的大管

家，要考慮很多方面，經常要做選擇和

平衡，不斷地解決問題。“我不怕有問

題出現，碰到問題我就興奮。我覺得拍

戲就是如何更好地解決問題，太正常

了！”有了制片人的經驗之後，張萌有

時候會回過頭去反思自己的演員生涯：

“如果我用制片人思維做演員的話早就

紅了。業內很多成功的演員，並不是演

完自己的戲就收工回家，他們情商很高

，考慮的方面很多，對別人也更關心，

做了大量背後的工作。”

因為演員出身
更能理解演員的心理
張萌深知作為壹名演員，在不同的

階段對劇、對角色的需求是不壹樣的。

為項目找演員的時候，如果給到演員壹

個現階段他很想演的角色，就會事半功

倍。

張萌做制片人的同時，也沒有停

下演員的工作。在她看來，演員和制

片人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工作。演

員站在臺前，只需要對自己的角色負

責、對自己的戲份負責；制片人需要

全盤把控壹個項目，從劇本到主創再

到所有的角色，從拍攝到後期播出，

每個環節都要負責。雖然在制片人和

演員兩種身份之間遊刃有余，但張萌

堅持做事要純粹。“作為制片人的時

候就專心做劇，做演員的時候就專心

拍戲。我自己做制片人的劇，其實不

太會擔任角色，更多的精力要處理劇

組的各種事情。如果是很小的角色就

幾場戲，不太占用制片人的時間和精

力，也會串壹下，像《穿越火線》我

就客串了白老師這個角色。”

事實上，做演員的經驗對張萌制片

人的工作幫助很大。她會更理解演員的

心理和需求，在適合的時候能為演員考

慮和爭取，也更能贏得演員的信任。

“我不是那種看到壹個演員壹直演青

春劇就會給他遞青春劇劇本的制片人。

因為我也是演員，很懂他們的想法。演

員也想突破自己，想演不同類型的劇和

角色。”

劇集制作過程中，張萌同樣會站

在演員角度針對他們不同的特點提出

建議，讓演員更能接受。《穿越火

線》拍攝時，張萌覺得鹿晗和吳磊都

有出色的地方，也都有需要提高的地

方。她就讓吳磊去看回放，然後自己

跟鹿晗講具體應該怎麽做。“演員有

時表演專註於自己的部分，會有盲

點 。像小鹿（鹿晗），就適合與他

直接溝通哪裏需要調整，而對吳磊來

說，帶他直接看回放來發現問題反而

是更好的選擇。”

她文化
從不把作品按“性別”分類
今年隨著《三十而已》《二十不

惑》等女性題材劇的熱播，以及30歲以

上女藝人參加的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

》的走紅，“她文化”成了影視市場的

熱點。張萌作為女性制片人有高分話題

劇《穿越火線》面世，同時也在《乘風

破浪的姐姐》裏表現出色，被認為是影

視行業獨立女性和“她文化”代表。但

張萌告訴新京報記者，她不會因為性別

給自己設限。

《穿越火線》播出後，很多人好奇

張萌作為女制片人為什麽會對男性向電

子競技題材的項目感興趣。事實上，張

萌只是把《穿越火線》視為壹項挑戰，

並沒有考慮題材是男性向還是女性向。

“我從沒有把它當做壹部男性向的劇。

我覺得它其實展現的是年輕人的成長

和時代的變遷，記錄了80後甚至90後

生活的變化，只是用電競作為壹個載

體。”張萌說她不想重復自己，沒有

做 過 的 類 型 會 讓 她 特 別 有 鬥 誌 。

“《白發》是大女主戲，《穿越火線》

是電競題材，我馬上新開的壹部戲又

是另壹個類型。”

女性角色正在去“臉譜化”
從制片人的角度，張萌對影視市

場有自己獨到的觀察。在她看來，女

性題材不僅僅是指大女主或者女性群

像劇，也包括所謂的大男主劇或者甜

寵劇裏的女性角色。之前影視劇對女

性角色的塑造普遍存在臉譜化的問題

，20多歲的女性角色天天演“霸道總

裁愛上我”。今年以來確實有了很大

的變化，很多現實題材女性劇開始

真實描摹當代女性生活，關註她們

的成長、友誼、家庭、育兒，接地氣

不狗血，通過極致真實的情感引發共

鳴。

張萌始終認為，好的影視作品不應

該被性別定義，但壹定是通過真實和真

情打動觀眾。作為制片人，她也不想用

性別給自己設限，希望嘗試不同的題材

和類型。“我覺得只要我身體還好，就

願意去突破自己。”

《戴假發的人》開機
黃曉明為新角色蓄須

由董越編劇和導演、黃曉明領

銜主演的犯罪懸疑電影《戴假發的

人》於近日在武漢正式宣布開機，

同時片方首度曝光了壹張極簡、但

極具張力的概念海報。簡潔明了的

海報中，畫面元素極少，只有壹張

被撕去面容的舊照片，隱約可見乃

是壹名謝頂中年男子的殘缺肖像照

，而呼應片名的“假發”和“人”

都在此款海報中未見蹤跡，令人不

明覺厲。

董越談拍攝地緣何選定武漢
黃曉明低調現身為角色蓄須

電影《戴假發的人》講述了由

黃曉明飾演的夜班出租車司機孟中

，因搭載了壹名神秘醉漢，從此徹

底改變了命運軌跡的犯罪懸疑故事

。全新首發的概念海報用極少的信

息量誘發了網友極大的好奇心，畫

面中的肖像照為何丟失，肖像中的

神秘男子究竟是誰，假發為何不翼

而飛又所在何處？迫不及待想揭開

這個關於“壹次意外，壹頂假發，

壹生桎梏”的故事面紗。

在開機儀式上，導演董越、領銜

主演黃曉明、制片人尹紅波等主創

集結亮相。黃曉明壹襲休閑裝扮低

調亮相，疑為角色留的胡須引人註

目，也令人更加期待片中出租車司

機造型的曝光。儀式上，黃曉明表

示：對本片的拍攝充滿期待，導演

在工作中是壹個很嚴肅的人，壹絲

不茍的認真態度也感染著大家全心

投入這部影片。

導演董越表示：“2020年，我

們都經歷了波折和坎坷。在這樣的

特殊時期，作為出品人，如此有魄

力，如此義無反顧支持壹部新導演

的作品，我想無論對於我的現在還

是未來都意味著極大的鼓舞。我唯

壹能做的就是專註投入地拍好每壹

場戲，精雕細琢地拍好每壹個鏡頭

，對得起每壹個畫面每壹句臺詞。

”同時，董越也透露了將武漢定為

拍攝地的緣起，“今年夏天，當武

漢疫情慢慢好轉，我便義無反顧地

選擇了這座城市作為我們的拍攝地

，原因很簡單，我想為這座城市做

點什麼，我想這是壹次向經歷過磨

難、能夠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最好

的致敬方式，我們能做的就是為這

個城市帶來更多的機會、更多的關

註、更多的溫暖和更多的問候。”

董越導演三年磨壹劍厚積薄發
黃曉明挑戰新類型全面突破
《戴假發的人》由黃曉明領銜

主演，是黃曉明挑戰鮮少碰觸的犯

罪懸疑題材之作。片中他飾演的夜

班出租車司機壹角，因壹場意外徹

底改變命運軌跡，無論是角色造型

還是人物性格，都有極大落差變化

，也為其帶來全新的挑戰和突破空

間。自出道以來，黃曉明塑造經典

角色無數，近年來更是佳作頻出，

去年憑《烈火英雄》中“江立偉”

壹角獲得第35屆中國大眾電影百花

獎最佳男主角獎，今年主演的爆款

國劇《鬢邊不是海棠紅》也大受好

評。此次黃曉明與導演董越首度合

作並涉獵犯罪懸疑題材，令人備受

期待。

《戴假發的人》是新導演董越

的第二部作品。2017年董越導演自

編自導的處女作影片《暴雪將至》

橫空出世，以獨樹壹幟的懸疑感和

辛辣的原創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時

隔三年，董越導演新作《戴假發的

人》終於開機拍攝，不疾不徐背後

的原因，與他堅持自編自導創作原

創故事不無關系。據悉，在延續犯罪

懸疑風格上，電影《戴假發的人》將

更著重對人物心理的挖掘和命運的思

索——壹個面對罪與罰抉擇的小人物

，因壹次意外墜入命運的漩渦，將如

何迎接不可預知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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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英皇娛樂集團COO
及英皇（北京）文化發展CEO霍汶希（Mani）作為特
邀嘉賓，29日出席由經濟觀察報和HKMA共同主辦的
2020年度理想生活消費節，榮獲現場唯一一個個人獎
項——2020年度最具影響力女性獎。

在“乘風破浪她力量論壇”上，Mani跟大家一起
探討了關於30+女性社會角色轉變的話題，倡導尊重女
性的自信重塑、突破和轉型。

作為金牌經理人，Mani身份多變，從經理人到總
製片，再到公司管理者，轉變角色的同時也面臨很多
不同的挑戰，她認為每個人在不同階段都會有不同的
嘗試，最重要的是不斷學習，才能發掘自己的另一
面，並發現不同的自己：“我在英皇工作了27年，每5
年都會改變一下，當了5年經理人後，我去學習當唱片
部總監，後來在2011年申請到北京工作，做製作人。
現在還有‘媽媽’的身份，我之前很強勢，但現在被
女兒訓練得很溫柔，這是一個人生的新課題，讓我變
得更好！”Mani認為女性影響力是女性在每個領域，
只要盡力做到最好，便能獲得成就。

無論是藝人還是品牌，從普通到知名需要一步一
步地發塑造，突破、走出Comfort Zone是必要的：
“每個品牌都需要營銷和突破，藝人也一樣，除了營
銷，最主要是要有好的作品，優秀的作品會讓藝人更
有實力，突破自己，我認為藝人的宣傳和實力應該並
存，因為紅起來很容易，但保持高水準很難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
台灣藝人安以軒29日在社交平台宣
布誕下女兒的消息，並配文道：
“一家四口好好的，生完二寶的媽
媽才發現，小叮當先生已經沒有手
抱麻麻了，等了十個月終於看到陳
先生的小情人‘娃寶’，嗯，我認
輸了，大家都說你比我好看”。
從安以軒話裏的意思，女兒的顏
值是非常高的。

視頻畫面中，安以軒富商老
公陳榮煉右手抱着兒子66，左手
抱着女兒娃寶，看上去父愛滿
滿，網友們也紛紛送上祝福。

另外，香港創作歌手Robynn（葉晴
晴）於10月24日順產誕下小公主Naomi，
寶寶出世已有7.8磅，她為女兒起了乳名
“譚家小糯米”。Robynn看着孕育了10
個月的小生命，第一眼見到女兒，也不禁
感動落淚。

安以軒讚女兒長相比自己好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陳法
蓉於28日度過54歲生日，身在內地工
作的她，有閨蜜蔡少芬相伴，更為她慶
祝生日，令她感覺好窩心。法蓉於社交
平台貼上生日切蛋糕的照片，並留言：
“雖然離家很遠，謝謝我的好閨蜜蔡少
芬 ，你就是我的家人，謝謝你送的生
日蛋糕，好美味！”法蓉透露自己的生
日願望是：“希望所有愛我的人，和我
愛的人都身體健康天天開心！祝願新冠
疫苗的研究早日成功，人人平安！”

蔡少芬亦於社交平台貼上與壽星女
相擁慶祝的合照，留言祝福：“生日快
樂，又一年，可陪伴你過，實在感恩！
真閨蜜！愛你愛你！”法蓉回覆她：
“剛剛你問我2020/1028的生日過得如
何？我說很開心！是真的，人在異鄉，
有你全家陪伴我疼我，除了感恩只有感
恩，也謝謝各位閨蜜、知己、朋友、粉
絲和乖乖們為我準備的禮物和祝福！全
部收到了，幸運的我沿途有你們，是我
的福氣！”

陳法蓉感謝蔡少芬陪度生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英

皇院線進駐將軍澳新商場，公司旗下藝

人關智斌（Kenny）、湯怡、衛詩

雅、李靖筠、楊天宇、艾妮29日齊齊

到新戲院率先體驗一下。單身的湯

怡自爆獲朋友巧妙介紹新男性朋友

給她，而衛詩雅則笑言未獲朋友介

紹異性，又揚言個性比男孩大膽，

蟑螂、蛇跟蜈蚣通通都不怕。

對於新戲院開張，Kenny表現雀躍，皆因居於
這區的他經常要到銅鑼灣、中環區看戲，現

在方便得多，晚上百無聊賴時也可到來看戲。不過
Kenny強調暫時無意在這區置業，笑言：“為了看
戲來置業，實在太奢侈同囂張，（現擁有多少物
業？）沒數過，都是交給家人和會計師處理，
（多到數不清？）講錢失感情，不如看場電影和
和氣氣啦。” Kenny續指這區稍欠車位，不過他
無意投資車位，反而覺得買基金最穩當，與此同
時，這時候要多存錢，積穀防饑，又透露有意搞
網上生意，但未想到賣什麼產品。

提到老友張敬軒（軒仔）下月開秀，將是疫
情後首位踏上紅館演出的歌手，Kenny謂：“真
的可喜可賀，對好多人來講都好有意義，已經有
一年沒在紅館看秀同表演，（限聚令只能限一半
觀眾入座？）可以開到秀意義大於一切，要一步
步來，慢慢地大家可以脫下口罩揮動螢光棒，一齊

喊一齊唱，（會否自薦做嘉賓？）我會，人家找不找我
是一件事，我就臉皮好厚，但都要對方覺得適合才
行。）

近日軒仔把新聘女傭的早餐放上社交平台分享，
每日不是兩塊方包，便是白粥腐乳，似乎沒好的吃，
Kenny笑稱：“都對，他快開秀要吃得清淡，這對他
喉嚨和身體都好，他都肥過一段時間，（你帶好吃的
給他？）其實他好享受，雖然在社交網上寫到好哀
怨，相信他享受的，（犯賤？）是你講，我不作任何
回應，哈哈。”

朋友巧妙做媒人 湯怡接受
湯怡與洪卓立分手回復單身後，身邊朋友都急着

為她做媒，不時為她介紹新朋友，以前的她很抗拒，
不過朋友很識趣，會約一大班朋友去吃飯看戲，又故
意看驚慄片安排男生坐在其身邊，對那位新相識朋友
的印象？湯怡坦言：“要再相處，順其自然，之後都

有再約，都是一班朋友一起，但暫時想將焦點放在工
作上，拍拖就順其自然。”
提到湯怡剛度過的生日，她都有跟這位圈外男士一

齊慶祝：“同大班朋友在家慶祝，以前是全女班，今年
夾雜了男性朋友，（對方有送禮物？）無刻意送，一班
人合錢送花，如果包場看我的電影會更有誠意。（最後
只剩你們二人世界？）朋友知我會不喜歡，自己亦不容
許有異性單獨在我家。”
同場的衛詩雅笑言未獲朋友介紹異性，性格獨立

的她最喜歡一個人去看恐怖片，最好是包場獨自一人
更有氣氛，揚言個性大膽不怕事的她，反而覺得男生
更膽小，一齊進鬼屋時要由她來保護，將來的另一半
性格一定要好強。
住在郊區的她謂：“我又不怕蟑螂、蛇同蜈

蚣，試過在家出現蜈蚣時便用鍋鏟‘收服’它。我
家外面有地種植，不時有野豬進來，所以我會努力
賺錢，搬去野豬進不來的居所。”

霍
汶
希
獲
最
具
影
響
力
女
性
獎

軒仔開秀
關智斌自薦做嘉賓關智斌自薦做嘉賓

衛詩雅生性大膽 鍋鏟收服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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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家小
糯 米 ”重
7.8 磅。

▼新手媽媽
Robynn 第
一次見到女
兒感動流下
幸福淚。

◀安以軒老公一手一
個，湊成一個“好”字。

▶安以軒
透露女兒
小名叫娃
寶。
網上圖片

■蔡少芬
（左）為閨
蜜陳法蓉
慶生。■霍汶希表示現在被女兒訓練得很溫柔。

■■ KennyKenny 暫暫
無意投資車無意投資車
位位。。

■■湯怡湯怡（（左左））和衛詩雅在和衛詩雅在
感情路上仍需努力感情路上仍需努力。。

■■軒仔被關智斌指長軒仔被關智斌指長
胖了一點胖了一點。。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左起左起：：楊天宇楊天宇、、艾妮艾妮、、衛詩雅衛詩雅、、湯怡湯怡、、
李靖筠及關智斌亮相戲院開幕儀式李靖筠及關智斌亮相戲院開幕儀式。。

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李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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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全球疫情形势变化不断，许多国家

的出入境政策也在随时更新，特别是进

入10月以来，各国新政频出，让人应接

不暇。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把握各国的出

入境状况，今天权际海外就为大家汇总

一下。

中国：对入境进京人员实行3次核酸检

测

自9月3日以来，逐步恢复部分国

际客运航班直航北京。截至10月13日

，首都机场口岸已入境直航北京国际客

运航班50架次、旅客7199人次。其中，

外国公民较恢复直航前增长了近4倍。

从航线分布看，已有来自柬埔寨、巴基

斯坦、泰国、奥地利、丹麦、希腊、瑞

典、加拿大8个国家的9条国际航线从

首都机场口岸入境。

据疫情防控专家介绍，目前中国对

入境进京人员要实行3次核酸检测。一

是在境外远端实施核酸检测等健康筛查

措施，持72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的才可以登机。二是在入境通关时海关

进行健康申报和核酸检测。三是集中观

察期满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的方可按程序解除集中观察。

美国：美联航宣布恢复中美不经停直飞

航班

目前，美国疫情依然十分严峻，对

外仍限制入境。根据美国驻华使领馆近

日的通知，10月19日至10月30日的所

有美签面试预约被全部取消。

此外，运营中美航线最多的美籍航

空公司——美联航近日宣布，将于10月

21日起恢复中美不经停直飞航线，往返

于上海浦东至旧金山国际机场，每周运

营四班，由波音777-300ER客机执飞。

旅客可于每周三、周五、周六和周日搭

乘该航班从旧金山抵达上海，或于每周

一、周二、周五和周日从上海出发飞往

旧金山。即日起，旅客便可登录美联航

官网或APP预订机票。

加拿大：放宽入境政策，部分华人和留

学生可入境

加拿大政府最近放宽了实施数月的

入境限制。从10月8日起，加拿大公民

和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亲朋好友，包括与

他们有至少一年约会关系的伴侣、领养

子女、成年子女、孙子辈、兄弟姐妹和

祖父母都可以进入加拿大。同时，政府

还专门为那些不符合标准但有特殊原由

需要入境的加拿大的其他亲属开放入境

许可，如有在加拿大的亲人去世需要探

访者。

加拿大政府也对华人学生、家长最

关心的留学生入境限制进行了更加弹性

化的调整：从10月20日起，被省里和

地区批准了有“COVID-19准备计划”

的指定院校的国际学生，拿到学签后，

可以入境加拿大了。不过，符合条件入

境的留学生及其直系亲属，依然必须遵

守加拿大公共卫生措施的约束，包括抵

达后为期14天的隔离。

葡萄牙：再次延长过期居留证件的法律

有效期

根据10月 14日葡萄牙部长理事会

通过的法令，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相关

临时特殊措施进行调整，涉及包括葡萄

牙公职部门签发的有关证件在疫情期间

的法律效力，对于疫情期间过期证件(葡

萄牙公民身份证、葡萄牙登记机关和民

政部门签发的认证或证明性文件、驾照

和签证等在葡居留证件以及许可证等)，

葡萄牙公职部门对该类证件的法律认可

期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

希腊：再次延长航班禁飞和入境限制

当地时间13日，希腊民航局宣布继

续延长对多个国家的航班禁令，以保护

前往希腊的乘客和本地居民免受新冠病

毒侵害。对非欧盟公民进入希腊的禁令

将延长至10月25日。但下述11个国家

的公民例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格鲁

吉亚、日本、新西兰、卢旺达、韩国、

泰国、突尼斯、乌拉圭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新西兰：部分硕博国际学生将可入境

近日，新西兰移民局将入境政策更

新为：从10月9日开始，离境时持有工

签、常住地为新西兰，且在离境后获得

了居民签证的人，可以入境新西兰。

此外，新西兰还设立了一项最新的

入境豁免类别，将允许部分就读博士课

程和研究生课程的国际学生入境新西兰

，以帮助他们在疫情时期继续完成学业

。据了解，此次豁免类别允许入境的学

生包括：持有2020年新西兰有效签证、

但因新冠疫情被迫中断其长期学习计划

的学生。

日本：日本驻华使馆恢复办理短期商务

签证

近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布了 10

月日本签证申请的最新政策，并且开

始接受短期商务签证的申请。申请对

象为具有中国国籍且在中国国内居住

者，以及在中国长期合法侨居的外籍

人士(永住者及长期居留许可持有者)中

，利用中日间直航航班，或获得经由

国家及地区的入境许可但不入境该第

三国、直接入境日本的中转航班且仅

限商务目的的人士。

泰国：10月分批开放游客入境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全球各国陆续

颁布出行禁令，泰国也从4月初暂停商

用航班起降，导致约15万外籍人士滞留

在泰国。近日，泰国移民局决定，再次

延长滞留外籍人士签证效期至10月底。

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好转，泰国决定

从10月起尝试接受国外游客入境，首批

300名游客于10月1日抵达泰国，入境

后需自费隔离14天。泰国旅游和体育部

部长皮帕表示，若首批入泰的外国游客

中未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泰国将于10

月21日继续迎接第2批300名外国游客

入境。

10月份各国出入境政策更新啦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以

“美国优先”为口号，再加上疫情原因

，美国移民政策逐渐收紧。现阶段，排

期短、不需要提前赴美考察的美国

EB-1A杰出人才移民成为美国移民市场

上的主流项目。

美国杰出人才移民不像加拿大自雇

移民仅仅欢迎文化、艺术和体育行业的

申请人，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欢迎

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医药师、高级工

程师等科技领域杰出人才，教师、教授

等教育领域杰出人才，运动员、裁判员

等体育领域杰出人才，演员、导演、编

导等艺术领域杰出人才，以及企业家、

职业经理人等商业领域杰出人才都是美

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项目吸纳的重点

人士。

特朗普上台

以后逐渐缩进美

国移民政策，加

上通过EB-5投资

移民拿到美国绿

卡的时间超过17

年，美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成

为中国申请人首

选。

美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是

杰出人才绿卡申

请，给在科学、

艺术、教育、商

业、体育方面具

有卓越专业能力

与成就的人士，

且愿意继续在美

国从事其专业领

域工作的外国人

提供永久居民身

份。

申 请 美 国

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四大优势：

1.无需美国雇主帮助申请；

2.无需美国劳工部证明；

3.无语言、学历、行业等条件限制

；

4.无需投资，无投资风险。

在如今逐渐收紧移民政策的大环境

下，美国移民局始终坚持每年给EB-1A

足足40,000个名额。但美国EB-1A杰出

人才移民还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才挤爆了

。原本刚开始EB-1A名额够用，无排期

。到了2016年8月，第一次名额用完，

出现了排期，然后是2017年6月、2018

年4月，排期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早。直

到2018年10月，2019年的名额刚一启用

，就用完了。新财年刚刚开始就出现了

排期。

申请美国EB-1A的10条标准，满足

其中3条就能拥有申请资格：

1.申请人曾获得过国际奖项或国家

一级奖项；

2.是著名的学术协会成员；

3.专业的杂志报刊上有刊登对申请

人及作品的评论或报道；

4.曾在专业比赛中担当评委；

5.在专业领域中有与众不同的特殊

贡献；

6.曾在专业的杂志报刊上发表作品

；

7.曾参加过国际表演或展览；

8.申请人在所属专业领域起到领导

的作用；

9.比同行收入高；

10.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就。

申请人达到10项标准中的3项以上

，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并不代表申请就

一定会被批准。

第二步判断是完全基于移民官的全

面资质评估 (Final Merits Analysis)。

移民官会基于自己的主观印象来判

断申请人是否在其领域达到顶尖水平和

地位，这也是造成美国EB-1A杰出人才

移民申请结果难以预估的原因。

移民局给出的10条标准，仅仅是能

证明申请者具备“特殊才能”，并不是

全部要求，精准定位自己的专业领域并

且加以证明才能顺利说服移民官为你敞

开美国大门。

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申请，

重点就在于强调申请者在一个专业领域

内的过人成就。首先要确定申请者的专

业领域，然后围绕该领域提供相关成就

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该专业领域少数的

顶尖人士。

所以，符合美国杰出人才移民资格

最重要的是满足以下三条：

a. 申请者在科学、艺术、教育、商

业或体育领域具备特殊才能，同时这种

才能已经通过持续获得国家或国际范围

的赞誉所证明，本人所做出的成就也可

以通过广泛的文件材料来证明已经获得

业界认可。

b. 申请者寻求来美后在本人具备特

殊才能的领域继续工作。

c. 申请者来美后的工作将大大利益

美国。

美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申请并

不难，关键是精准定位自己的专业

细分领域。并且通过详实的证据论

述，证明申请人在本领域拥有的杰

出才能。

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疫情下美国移民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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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本屆金馬獎六項大獎，由資深剪

接大師廖慶松與徐若瑄合力監製，新銳導

演許承傑執導，集結「全民阿嬤」陳淑芳

、謝盈萱、徐若瑄、孫可芳、丁寧等金獎

演員陣容，今年最療癒人心的必看電影即

將於10月30日至11月1日搶先口碑場，11

月6日正式上映！今日釋出「特別演出篇

」花絮，由女神張鈞甯飾演片中被送養的

女兒，四個姊妹不僅演技皆備受肯定，一

字排開的超高顏值更讓網友讚嘆！而花絮

中張鈞甯還幽默地玩笑道：「後悔了吧！

女兒長得多漂亮，沒有人要！」而原來這

位客串大明星全靠監製徐若瑄一通電話就

敲定，張鈞甯沒看劇本就決定義氣相挺，

甚至願為《孤味》當空中飛人奔波往返，

在滿檔的行程中特地撥出一天飛回台灣拍

攝。此外，由於片場的氛圍溫馨，加上演

員們的精湛演技，讓短暫停留一天的張鈞

甯都直說，一踏進片場就感受到濃濃「家

的溫度」，在走戲過程中就鼻酸落淚，忍

不住驚嘆：「太厲害了你們！還好我只來

一天，不然壓力有多大啊！」

入圍第57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女配

角、改編劇本等六項大獎的療癒系電影

《孤味》不僅找來謝盈萱、徐若瑄、孫可

芳三位實力派陣容飾演三姐妹，還特別找

來了女神張鈞甯，飾演片中被送養的女兒

，豪華陣容令人稱羨，連許承傑導演都直

呼：「不可思議！」而這位客串的大明星

全靠監製徐若瑄一通電話就敲定，Vivian

表示：「我直覺想找一個臉蛋有特殊氣質

且帶點洋氣的人，當下就想到鈞甯，而且

她戲也好，但這個詢問過程還蠻害羞的，

因為有段時間沒聯絡了。」讓她感動的是

，接到電話的張鈞甯，連劇本都沒看過，

竟一口就答應。而且行程滿檔的張鈞甯，

還特別擠出一天的空檔飛回台灣拍攝，隔

日就立刻離台。談到這次接演《孤味》，

張鈞甯坦言看完劇本深受感動，有感而發

地感嘆：「人生當中其實很多時候『放下

』是最難的，觀眾可以透過這部電影，跟

著片中角色一起學習成長和放下。」

《孤味》全片大部分時間都在台南

拍攝，銀幕裡的母女、姊妹情更是延伸

到幕後，拍攝現場就像個大家庭，讓行

程緊湊而無法參與彩排的張鈞甯，一踏

進片場便感受到濃濃的「家的溫度」，

在走戲時就忍不住鼻酸、眼眶含淚。而

談起這次拍攝，張鈞甯表示：「上次看

到盈萱是我把獎送到她手上，再見面時

她就成了我大姊，感覺好微妙；Vivian

也是，情感好豐富；最後是淑芳阿姨，

我只要看著她的眼神，就會有種慢慢湧

上心頭的感動，感覺好真實。」儘管只

有短短一場戲，卻讓張鈞甯驚嘆：「太

厲害、太可怕了你們！還好我只來一天

，不然壓力有多大啊！」徐若瑄也表示

：「原來這些感動不只是拍了好多天的

我們，是連鈞甯才剛踏進來，就可以感

受到這個氛圍，忍不住會流淚。」並期

待這樣感人的母女、姊妹親情，很快就

能讓觀眾在大銀幕看到！

林秀英（陳淑芳 飾）是台南赫赫

有名的餐廳老闆，在丈夫（龍劭華 飾

）無聲無息地離家後，便靠著賣蝦捲，

獨自撫養三個女兒長大成人，不僅把蝦

捲從路邊攤賣到開餐廳，三個女兒更是

成就非凡，大女兒阿青（謝盈萱 飾）

是國際舞者，二女兒阿瑜（徐若瑄 飾

）在台北當整形醫生，小女兒佳佳（孫

可芳 飾）則接手自己的餐廳事業。眼

看就要苦盡甘來，秀英卻在70大壽當天

接到丈夫離世的噩耗，在替這位有名無

實的丈夫籌辦喪禮的同時，竟意外迎來

了另一位陪伴丈夫度過晚年的女人，令

她不得不再次面對內心埋藏已久的怨懟

……《孤味》將於2020年 11月 6日全台

戲院上映，更多電影資訊歡迎上官方粉

絲團查詢。

監製徐若瑄一通電話就敲定
張鈞甯為《孤味》樂當空中飛人

公視《返校》影集繼日前發布正式版

海報與預告後，製作人林怡伶、第一與第

二集導演莊翔安、以及在劇中飾演「學妹

」李玲葦、「學姊」韓寧、金鐘視帝姚淳

耀、「台客暖男」黃冠智今(29)日首度正

式面對媒體，四位演員在全劇殺青後首次

團聚在一起，暢談拍攝《返校》影集時的

趣事。劇中飾演學生的演員李玲葦、韓寧

與黃冠智更現場為剛好生日的姚淳耀驚喜

慶生，並獻上特製蛋糕與復古風按摩神器

，讓最近工作滿檔的「沈華老師」姚淳耀

在空閒時間時可以好好抒壓。《返校》影

集將於2020年12月5日起每週六晚上九點

在公視主頻道與Netflix同步首播，公視+

週日上線。

公視《返校》影集今(29)舉辦媒體茶

敘，「學妹」李玲葦、「學姊」韓寧、金

鐘視帝姚淳耀、新生代演員黃冠智殺青後

首次團聚，感情深厚的四人在現場暢聊拍

攝時期的趣事，氣氛相當熱絡。在《返校

》影集中，姚淳耀飾演的沈華

老師充滿熱忱、會私下為班上

每位同學準備禮物，鼓勵學生

。茶敘當日正好為金鐘視帝姚

淳耀的生日，故學生們李玲葦

、韓寧、黃冠智三人共同送上

慶生蛋糕與復古風按摩神器，

希望戲裡為學生奔波的老師、

戲外工作滿檔的新科視帝姚淳

耀，在工作之餘能好好舒壓，

被問到生日願望，姚淳耀也期許在充滿變

動的2020年，能好好珍惜與把所有變局帶

來的機會。為了在《返校》影集中飾演風

靡全校、充滿自信的「沈華老師」，姚淳

耀表示開拍前每天會直挺挺地走上一萬步

，調整自己的走路姿勢並抬高下巴走路，

好讓他進入角色狀態。而姚淳耀更為符合

90年代消瘦身形的詩社老師，日常中開始

減少食量，不知不覺中從定裝到正式開拍

後，短短2個月的時間就瘦了八公斤，讓

造型組的工作人員傷透腦筋。

在《返校》影集飾演全新角色、30年

後「學妹劉芸香」的李玲葦，過去舞台劇

經驗豐富的她這次要擔起重任撐起整部影

集，製作人林怡伶回憶起海選過程，認為

李玲葦之所以最能勝任這角色，全因她

「驚人意志力！」因學妹角色在影集後期

有多重轉折，情緒上需要多層次的演出，

李玲葦不但在開拍前就將每句台詞都做滿

筆記，200頁劇本密密麻麻、絲毫沒有空

白處，私下活潑開朗的她更是一到片場後

就能瞬間化身為劇中壓抑性格的「學妹」

，讓姚淳耀相當佩服她作為新演員的沈穩

，也幫助他能夠更快進入角色。在拍攝期

間的三個月內，怕耽誤影集拍攝的她更是

用毅力強逼自己不能生病，只要感覺不舒

服就趕快吞藥休息，讓製作人也感到心疼

。首次拍攝類型影集，李玲葦表示拍攝恐

怖場景時，一抵達拍攝現場便感到不太舒

服。從小具有特殊體質的莊翔安導演回憶

起在拍攝廢墟校園的場景其實有聽到詭異

女聲在對話，但回放畫面時聲卻都消失，

直到茶敘現場才分享這段小插曲，嚇得李

玲葦現場驚嚇不已。

而李玲葦更透露，《返校》影集殺青

後她覺得自己有段時間怪怪的，整整一週

都待在家裡不出門，感覺像是跟「學妹」

這角色分手了一樣，心裡感到很空虛敏感

，連看喜劇都莫名想哭，讓她花了好一段

時間才慢慢平復心情。

在《返校》影集中飾演「方芮欣」的

新生代演員韓寧，氣質清新脫俗、長相玲

瓏精緻的她有「小桂綸鎂」之稱，導演莊

翔安爆料韓寧第一次試鏡時手都在發抖，

但最後一次的呈現時，卻交出令全場攤為

觀止的表現。影集版的方芮欣封印30年來

被困在扭曲回憶中無限輪迴，在60年代時

期的回憶戲中，韓寧用她獨特的楚楚可憐

小鹿眼打動張老師的心，但在90年代的戲

中為詮釋30年後的靈體，無法有太多肢體

動作，韓寧大部分時間需只能用表情入戲

，製作人林怡伶就直言：「我們就是看上

她的兇狠眼神超殺的！」

而曾在金曲獎最佳音樂錄影帶《紅

》、茄子蛋《浪子回頭》ＭＶ中表現令

人驚豔的新生代演員黃冠智，在影集中

總是隨時關心和幫助李玲葦飾演的學妹

劉芸香，是戲中的「台客暖男」，戲外

幽默性格更成為全劇組的開心果。但黃

冠智卻自爆在片場常常被心上人「冷落

」，因為李玲葦眼裡只有「沈華老師」

姚淳耀，如果看到李玲葦拍戲時特別開

心，也是因為當天跟姚淳耀有戲份！為

飾演出身自金鸞鄉的道士世家、城隍廟

的第五代傳人的新角色「程文亮」，黃

冠智不但開拍前需上科儀課補足道教相

關知識，私下也全力練習畫符與卜卦。

而私下感情相當好的劇組，下戲後還會

相約打麻將，黃冠智每當快輸錢時就會

唸出一長串台語符咒，場場贏錢！

《返校》影集描述在被禁錮的六零年

代，翠華中學有師生因組織讀書會遭捕。

隨之女學生方芮欣墜樓身亡，從此鬼魂傳

聞不斷，校方舉辦法會、鎮魂驅邪。三十

年過去，翠華中學威權的校風依舊。轉學

生劉芸香闖入校園禁地，意外遭遇被封印

的鬼魂，逐步揭開校園內塵封的悲劇真相

……。《返校》影集將於2020年12月5日

起每週六晚上九點在公視主頻道與Netflix

同步首播，公視+週日上線。

《返校》影集演員齊聚送上按摩神器
為新科視帝姚淳耀驚喜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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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可真的是个“奇葩”。

若不是平均每年30场雪，导致“冰城”的名声

太大，哈尔滨早该以“混血儿”的名头出道。

当老艺术家站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时，撞入

眼帘的都是中西混融的建筑人文，以及其中带有的

一些浪漫。

哈尔滨的“混血”文化，可以说是举国闻名的

了。

每年不知道有多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一把这中

西交融的风情，吃一口锅包肉，咬一口马迭尔冰棍

，走一走老江桥，下午再去圣· 索菲亚大教堂喂一

喂鸽子。

害，可别提多有异域风情了。

浪漫的欧式建筑背后，透着历史的沧桑

如果要用一个词描绘哈尔滨的特征的话，一定

是“混血”。

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全街

共有71栋欧式建筑，其中揽括了西方建筑史上最有

影响的四大建筑流派。

做过功课的老艺术家，走在中央大街上还能默

念出这四种流派的名称：

起源于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形式，17世纪初

的巴洛克式和折衷主义，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

的新艺术运动建筑。

这些欧式建筑浪漫是浪漫了，但精明的老艺术

家一样就看穿了浪漫之下的历史沧桑。

中央大街的故事还得从19世纪末说起。

把今天中央大街上挺立的建筑抹平，将道路上

的石砖抽掉，你大概能看清19世纪末中央大街的样

子——

那时它不过是松花江畔旁一处泥泞的洼地，目

之所及尽是荒凉低矮的草甸子。

但在开始修建中东铁路之后，情况出现了转变

。

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泥泞中开出了一条土道

，当时中东铁路局将这条土道拨给散居在哈尔滨的

中国人，并取名为“中国大街”，意为中国人住的

大街。

中国大街便是中央大街的雏形。

1924年，在俄国工程师科姆特拉肖克设计与监

工下，中国大街泥泞的道路上铺上了滑溜的方石，

一些欧式建筑也开始在此伫立。

中国大街一改往日落后的模样，变得有些时髦

起来。随后，俄国的毛皮、英国的呢绒、法国的香

水、日本的棉布等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开始居住在这里。

于是这条名为“中国大街”的街道，住得最多

的却是外国人。

中国大街在1928年正式更名为中央大街。

假如你穿越回一百年前的中央大街，你会看到

这些建筑刚拔地而起的样子和街上来来往往的外国

人，以及街道上卖各种外国商品的店铺。

这样一派繁华的景象，比其他地区早出现了几

十年，也让中央大街成为哈尔滨商业最集中的地区

，直到今天，中央大街依旧是C位。

当时新兴起来的中央大街，吸引了更多的外国

人前来居住，再加上中央大街所处的道里区以及南

岗区被沙俄规划建设，这里的混血气息显得越发浓

厚。

但在与道内区相隔一条中东铁路的道外区，却

因未被划入沙俄规划区，而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居

住地，民族工商业也得以在此萌芽并发展。

20世纪时，居住在老道外的中国商人口袋已经

鼓实起来，看着对面洋气时髦的欧式建筑拔地而起

时，商人们也开始眼红了。

为满足他们炫富的心态，他们选择了具外形奔

放的巴洛克风格，并在巴洛克建筑的骨架上，增加

中国传统的饰物，比如寓意“福”“寿”“禄”的

如意、蝙蝠、寿字。

当老艺术家走进这些建筑里面时，一股中国风

扑面而来。看这些天桥、天井、回廊，不就是中国

典型四合院的构造么？

这样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巴洛克文化的

建筑群，后来被学者们称为中华巴洛克。

中华巴洛克街有着更多的人间烟火味，这里藏

着许多老哈人的童年回忆。如果你看到一个上了年

纪的老人看着某个角落沉思，不要问，80%的概率

他是来寻找儿时的回忆的。

国际性大都市，不是一天练成的

在哈尔滨读书的朋友曾跟老艺术家说，无论是

中央大街，还是中华巴洛克，抑或是洋葱头圣索菲

亚大教堂，这些建筑出现的前提，是中东铁路的出

现。

中东铁路，人们习惯叫它老江桥。

从1901年通车到2014年正式退休后，这条铁

路见证了哈尔滨一路走来的一百多年历史，兼具了

浓厚的历史和美感。

当时中东铁路不仅运来了大量的人口，也给哈

尔滨运来了发展的商机。

外国人一批又一批地从哈尔滨火车站走出来，

将他们的文化带来哈尔滨：

哈尔滨商业领域的空白，使得哈尔滨成为商人

们大展身手的地方，短时间内哈尔滨就出现了啤酒

厂、制粉厂、肥皂厂等工厂。

在1898年俄罗斯取得中东铁路的修建权之前，

哈尔滨仅仅是一个只有四五千人的小渔村。

由于清政府将东北视为龙脉的发源地，康熙曾

对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实施封禁，一纸“辽东招

民授官，永著停止”的谕令将东北封禁了长达208

年。

但清政府没有想到，不允许汉人进入东北“玷

污”龙脉之源的政策，反而使清朝腹背受敌，大量

领土被俄国侵蚀。

1898年，俄国取得中东铁路的修建权之后，中

东铁路局从海参崴迁到哈尔滨，同时，一大部分的

俄罗斯工程师、设计师和官员也迁到哈尔滨。

在中东铁路建成之后，越来越多的俄国人通过

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到1912年时，俄罗斯人就已

达到了4.31万人，超过哈尔滨6.85万总人数的一半

。

当时中东铁路局所管辖的新市街，满是华洋杂

处的景象，满街的俄语让哈尔滨人和关里来的华工

耳濡目染，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说上几句俄语。

那时候哈尔滨还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哈

尔滨一到，说话毛子调儿，握手'拿国姆'，'达拉斯

其'好，奶油'斯米旦'，'列巴'大面包……”。

尽管俄罗斯人在30年代后大量退出哈尔滨，但

在今天的哈尔滨身上，你依旧能够看到当年中西文

化交融的影子。

比如如今火遍南北的锅包肉、马迭尔冰棍、俄

罗斯红肠和大列巴，也是这一时期俄罗斯人顺着中

东铁路带来的……

在语言词汇方面，你依旧能在今天的哈尔滨人

那听到“笆篱子（监狱）”，“喂的罗（水桶）”

，“布拉吉（连衣裙）”，“列巴（面包）”。

哈尔滨的语言不仅仅只受到俄语的影响。作为

一个国际性的移民大都市，哈尔滨承载着各类语言

的交汇与融合，每一段语言码都记载着一段历史。

比如东北沦陷期，在哈尔滨被殖民的历史中，

日本曾强制性地要求当地人学习日语，他们还为此

设立了与奴化教育一脉相承的行政机构。

1937年，日伪政府进行了教育改革，其颁布的

《学制要纲》明确规定“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方

针”。

但这种殖民式的文化入侵显然违背了自然规律

。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除了一些需要用日语借词

描述事物的情况之外，日语几乎退出了哈尔滨。

哈尔滨人说“日本房”一类的词汇显然也带有

些许贬义，这也体现了哈尔滨人民对强制入侵的文

化的抵制。

当然，浩浩荡荡的闯关东，也在哈尔滨方言中

留下了历史密码。

2008年火遍全网的《闯关东》将这段历史重新

展现在人们面前，它说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

一次人口大迁移的故事。

当时在哈尔滨走向繁荣之际，关内各省尤其是

山东省连年灾荒加兵乱，人们为求生存，便举家迁

往寒冷的关外。

当时闯关东人们的落脚点首选在哈尔滨，从关

内流传的一首《夸哈尔滨》的民谣可以看出：

“正月里来花儿新，东北三省的景致数哈尔滨

，裤裆街两分离，道里道外有洋人,嗯哎哎咳呦,跑

买卖的都是关里人……”

也有数据统计，1934年哈尔滨的移民人口中山

东人占了一半以上。

闯关东的人们到了哈尔滨之后开始用当地所说

的官话与当地人交流，同时闯关东的后代在学堂学

的也是官话，但他们在自家人里依旧保持着说山东

话的传统。

这种“双语”模式也促成了山东方言和哈尔滨

当地官话的融合。

如今哈尔滨方言中的很多细节都残留着山东话

的痕迹，比如“今儿（今天）”“明儿（明天）”

“多咱（什么时候）”“胰子（肥皂）”“铺衬

（碎布块）”等。

有人一路向南，也有人深爱此地

可是哈尔滨的好景不长，移民像潮水一样，能

涨潮，也会退潮。

1917年代哈尔滨有一个俄侨移入的高潮，当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些落魄的官僚与资本家，以

及许许多多为了躲避战乱的贫民来到哈尔滨。

后来到50年代之后，中苏两国达成协议，中国

政府开始大规模地遣返中国境内的俄侨，哈尔滨内

的俄侨也在这时大量移出国外。

直到80年代，哈尔滨的俄侨已经所剩无几了。

而这些俄侨在哈尔滨生下的混血儿在七八十年

代之后，也就是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也开始移民

国外。

俄侨的移出及中俄混血儿的移出，让哈尔滨混

血儿的混血特征渐渐变浅变淡，但是当人们聊起哈

尔滨为什么美女多时，人们总会提起它过去那段轰

轰烈烈的移民历史。

继俄侨与混血儿移出之后，哈尔滨便无暇顾及

海外，因为在这之后不久，不仅哈尔滨，整个东北

都被压在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咒语下。

移民与混血儿的外流对哈尔滨也许仅仅只是一

个警告，但步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哈尔滨

就真的掉进了历史的陷阱中了。

哈尔滨重工业的发展得利于建国前后的几次机

遇。

民国时期，张作霖曾大力发展东北的经济，东

北地区在此时已经发展起一定的经济基础；抗美援

朝时期的“南厂北迁”，部分工业从辽宁迁到了哈

尔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在哈尔滨投资13项重点

工程。

种种机遇都给哈尔滨重工业的发展制造了契机

。

但步入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重

工业的产品需求下降，而投资少、变现快的第三产

业渐渐成为全国发展的重点领域。

主要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哈尔滨经济发展速度放

缓。

近几年哈尔滨也在做工业转型，但是由于驮着

沉重的重工业，哈尔滨要想回头做第三产业，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在不景气的经济面前，前几代人闯关东的勇气

和不畏艰险的意志早已减退，随着而来的是人口的

外流。

艾瑞克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7年中，哈尔滨

平均每年减少8.0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

背后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人口外迁。

连同哈尔滨在内的东北地区，自21世纪以来人

口增长速度便放缓。

2015年时已经开始呈现负增长。这年哈尔滨的

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7‰，并在接下来的几年

中，哈尔滨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呈现负增长的状

态。

这就让许多人担心很久之后的哈尔滨，会不会

因为留不住人以及人才，从此一蹶不振。

如此想来，倒是令人有些忧郁。但忧郁的人倒

不是那些在松花江畔唱着歌的哈尔滨人，而是那些

南下的哈尔滨人。

唱《贝加尔湖畔》的哈尔滨歌手李健也曾唱过

一首叫做《三月的一整月》的歌，歌里深情又忧郁

地唱道：

终于/有人告别三月天/一路向南方/他日何处相

见/是非旧模样……

是的，那些南下的哈尔滨人一听到哈尔滨三个

字，心中涌起的大概只有乡愁。

回想当年哈尔滨的城镇化水平比关内其他地区

提早几十年的辉煌场景，不得不让人唏嘘感叹。

如今承载了百年历史的哈尔滨，犹如一个穿着

上世纪时髦花衣裳的年迈贵妇，历尽百年看尽了沧

海巨变，她仍然端庄优雅，却步履蹒跚。

在南方的城市一个个崛起时，哈尔滨焦急着却

迈不快脚下的步伐。

那么，那些在松花江畔唱着歌的哈尔滨人呢？

他们也许已经习惯了像候鸟般来了又走的

游客们，并在他们来哈打卡各处景点时，摇头

感叹道：

离开的人总有一天会离开，但留下的人会真诚

且永恒地爱着这片土地。

去什么俄罗斯
去哈尔滨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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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曾慧燕曾慧燕（（右下右下 ））介紹詩人顧城介紹詩人顧城（（左左 ））與他的太太謝燁與他的太太謝燁
19931993年年99月月1818日接受曾慧燕的專訪日接受曾慧燕的專訪，，也是他們最後一次接也是他們最後一次接
受媒體訪問受媒體訪問。。後來顧城因三角戀愛後來顧城因三角戀愛，，自後方埋伏自後方埋伏，，將路過將路過
的太太當場以斧頭劈死對方的太太當場以斧頭劈死對方，，自己也在樹上上吊而亡自己也在樹上上吊而亡。。

圖為天才詩人顧城圖為天才詩人顧城。。 圖為作家陳若㬢圖為作家陳若㬢 「「堅持堅持··無悔無悔 」」 一書的封面一書的封面
，，內容涉及她與夏志清的部分內容涉及她與夏志清的部分，，引起夏志清與引起夏志清與

王洞夫婦的不滿王洞夫婦的不滿。。

圖為名作家陳若曦圖為名作家陳若曦（（左左））與主講人曾慧與主講人曾慧
燕燕（（右右））合影合影。。

圖為名作家夏志清與王洞的結婚照圖為名作家夏志清與王洞的結婚照。。但夏志但夏志
清生性風流清生性風流，，緋聞不斷緋聞不斷，，晚年終於回歸太太晚年終於回歸太太

王洞懷抱王洞懷抱。。

曾慧燕女士主講曾慧燕女士主講，（，（右右））為特別嘉賓王渝為特別嘉賓王渝。。 曾慧燕女士在曾慧燕女士在ZoomZoom上主講令人震驚的主題上主講令人震驚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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