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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90 million vote early as Trump, 
Biden make late campaign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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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OWN, Pa. (Reuters) - A record 90 million Amer-
icans have voted early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data 
on Saturday showed, a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his 
Democratic rival Joe Biden campaigned across the nation 
to try to sway the few remaining undecided voters.

The high number of early voters, about 65% of the total 
turnout in 2016, reflects intense interest in the contest, 
with three days of campaigning left.

Concerns about exposure to the coronavirus at busy Elec-
tion Day voting places on Tuesday have also pushed up 
the numbers of people voting by mail or at early in-person 
polling sites.

Trump, a Republican, is spending the closing days of his 
re-election campaign criticizing public officials and medi-
cal professionals who are trying to comba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even as it surges back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Opinion polls show Trump trailing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 nationally, but with a closer contest in the most 
competitive states that will decide the election. Voters say 
the coronavirus is their top concern.
At a small, in-person rally in Newtown, Pennsylvania, 
Trump mocked his opponent on Saturday for his criticism 
of the administration’s record of fighting COVID-19, 
which has killed mor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Inside C2

Trump, 74, won both 
Pennsylvania and Michi-
gan by narrow margins in 
his surprise 2016 victory. 
Reuters/Ipsos opinion polls 
show Biden leading Trump 
by 5 percentage points in 
Pennsylvania and 9 points 
in Michigan.

“I watched Joe Biden speak yesterday. All he talks about 
is COVID, COVID. He’s got nothing else to say. COVID, 
COVID,” Trump told the crowd, some of whom did not wear 
masks.

H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as “just weeks away” from mass 
distribution of a safe vaccine against COVID-19, which is 
pushing hospitals to capacity and killing up to 1,000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each day. Trump gave no details to back up 
his remarks about an imminent vaccine.

Campaigning in the Midwest on Friday, Trump falsely said 
doctors earn more money when their patients die of the dis-
ease, building on his past criticism of medical experts like Dr. 
Anthony Fauci, the country’s top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RELATED COVERAGE

Brash and pugnacious, Trump has presided over a tumultuous 
presidency
A longtime fixture in U.S. politics, Biden seeks to win elusive 
prize
Biden has accused Trump of giving up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disease, which has killed almost 229,000 Americans, and on 
Saturday slammed him for his comments about doctors.

“What in the hell is wrong with this man? Excuse my lan-
guage. But think about it. He may believe it because he doesn’t 
do anything other than for money,” Biden told a drive-in rally 
in Flint, Michigan, with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his closing arguments, Biden has accused Trump of being 
a bully and criticized his lack of a strategy to control the pan-
demic, his efforts to repeal the Obamacare healthcare law and 
his disregard for science on climate change.

He has offered his own made-in-America economic platform, 
a contrast with Trump’s “America First” approach, saying he 
will get the wealthy to pay their fair share and make sure earn-
ings are distributed more equitably.

STANFORD REPORT
Stanford University economists on Saturday released 
an estimate that Trump rallies held from June to Sep-
tember led to more than 30,000 additional COVID-19 
infections and possibly as many as 700 deaths. The 
study was based on a statistical model and not actual inves-
tigations of coronavirus cases. The paper, which did not cite 
disease experts among its authors, has not been peer-reviewe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have repeatedly warned that Trump cam-
paign events could haste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particularly 
those held in places where infection rates were already on the 
rise. Determining the actual impact of those rallies on infection 
rates has been difficult due to the lack of robust contact tracing 
in many U.S. states.

Amesh Adalja, an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at 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described the report as 
“sugges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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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infections jumped by 
almost 17% over the past week 
as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in-
creased in 38 states and Washing-
ton, D.C.
Why it matters: The U.S. is 
headed solidly in the wrong direc-
tion — and at a dangerous time, as 
experts say the fall and winter will 
likely make the pandemic worse. 
They had hoped we could get cas-
es under control before then, but 
that seems unrealistic.
By the numbers: The U.S. 
racked up an average of up 51,000 
new cases per day over the past 
week.
• The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rose in 38 states, spanning every 
region of the country.
• Three states — Montana, New 
Mexico and South Dakota — saw 
their case counts rise by over 
50%.
• The pace of new infections 
slowed down in only one state: 
Texas.
• The U.S. is now conducting 
roughly 1 million tests per day, up 
about 6% from the week before.
• But the increase in cases is big-
ger than the increase in testing, 
which is a sign of an actual wors-
ening outbreak.

Data: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state 
health departments; Note: Missouri has not 
reported cases since Oct. 10; (Map: Andrew 
Witherspoon, Sara Wise/Axios)
The big picture: The U.S. has consistently 
failed to control the virus, and we are failing to 
control it now.
• Experts say the fall and winter will likely 
make things worse, as colder weather causes 
people to move their socializing indoors, where 
the virus can spread more easily. If those as-
sumptions bear out, those increases will come 
on top of a caseload that’s already too high.
• Americans believ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has gotten signifi-
cantly worse over tim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stallment of the Axios/Ipsos Coronavirus Index.

Poll Says: Federal Response                                  
Has Only Grown Worse

Data: Axios/Ipsos poll; Note ±3.3% margin of 
error for the total sample size; Chart: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Why it matters: Every other institution mea-
sured in Week 29 of our national poll — from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people’s own employers 
and area businesses — won positive marks for im-
proving their responses since those panicked early 
days in March and April.
• The findings suggests people see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political team as one of the biggest imped-
iments to turning things around.
• With one week left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 the U.S. hits all-time daily highs for new cases, 
four in five Americans say they’re worried about 
COVID-19 outbreaks.
By the numbers: 26% of Americans said the fed-

eral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virus is better than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but 46% say it’s actually gotten worse (and 
another 27% saw no change), for a net deficit of 20 percent-
age points.
• Barely half of Republicans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andling has improved while one in five said it has gotten 
worse. Only one in 10 Democrats and one in four indepen-
dents said it improved.
• Those sentiments fit with other measures in the survey: 
62%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making the country’s 
recovery worse, an assessment essentially unchanged since 
the summer. And just one-third of respondents trust the fed-
e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em with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rus.

Data: Axios/Ipsos poll; Note ±3.3% margin of error for the 
total sample size; Chart: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Between the lines: Concerns are directed more at the political 
arm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an at scientists.
• On its own,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on net positive ratings (+10) — 33% said it improved it’s han-
dling, while 23% said it declined and the rest saw no change.
What they’re saying: The coronavirus “is the issue of this 
election,” said Cliff Young, president of Ipsos U.S. Public Af-
fairs.
• “People are just looking around at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been no coordinated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at the national level.”
• At the local level, by contrast, people see “specific, concrete 
things” like stickers on the ground for social distancing at stores 
where they shop, or modifications to schooling.
• “When they think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y’re just think-
ing of the overall mess. There’s no end in sight. The number of 
cases are only increasing.”
Methodology: This Axios/Ipsos Poll was conducted Oct. 23-26, 
2020, by Ipsos’ KnowledgePanel®. This poll is based on a na-
tionally representative probability sample of 1,079 general pop-
ulation adults age 18 or 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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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ronavirus Is Surging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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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9 million people have voted
early in the state of Texas surpassing
the state’s total turnout from the 2016
general election. Texas cast a total of
8.96 million ballots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il-in ballots continued to flow in from
all over the state. Early voting in Texas
started on October 13th with thousands
of voters facing long lines and waiting
hours to cast their ballots at some
locations.

Our news team will televise the
Tuesday, November 3rd election results
and many schola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have been invited to join us on
the TV show.

For many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have ever been
so excited about an election.

Sadly, the U.S. has now surpassed 9
million coronavirus cases. The country
reported 89,521 COVID-19 cases on
Thursday -- the highest single day total
in the country yet. Europe has once
again become the epicenter of the globe.
France now will begin a four-week
lockdown and Germany will put new
restrictions into effect beginning next
week.

Since early this year, our colleagues
have stood by their positions to report
the news of any coronavirus
improvement, decline or recovery. Up
until today, almost nine months have
passed and we still don’t see any
recovery signs to report. In fact,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being reported
are on the rise.

Thi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touching so
many and its outcom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millions of people. We
will again be on the front line to let you
know the news every step of the way
through our television station election
coverage.

1010//3131//20202020

We Will Televise Live OnWe Will Televise Live On
Election DayElectio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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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rone image shows decommissioned cruise ships being dismantled at Aliaga 
ship-breaking yard in the Aegean port city of Izmir, western Turkey, October 
2, 2020. Business is booming at the sea dock, where five hulking cruise ships 
are being dismantled...MORE

Activists and students take part in a torch procession demanding women’s safety and justice 
for rape victims in Dhaka, Bangladesh, October 14, 2020. Earlier this month, the govern-
ment changed the law to make rape committed by a single person...

Anurak Jeantawanich, 52, pushes against police officers during an anti-government protest in 
Bangkok, Thailand October 16, 2020. “I could sense danger coming,” he told Reuters. Having 
witnessed a bloody crackdown on “red shirt” anti-establishment protests a decade ago, he had 
more experience than many of the youth protesters as he crouched beside them facing riot po-
lice and water cannon behind a barricade of colorful umbrellas. REUTERS/Jorge Si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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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iot police officer stands with a red smoothie splashed on him during clashes at a rally after the death of 
Walter Wallace Jr., a Black man who was shot by police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October 27, 2020. 
Wallace, 27, was gunned down on October 26 by two police officers responding to what his relatives say was 
a call for assistance with a mental health crisis. REUTERS/Yuki Iwamura

Timur Xaligov carries his 10-month-old daughter, Narin, who was killed with five other relatives 
including her mother Sevil, when a rocket hit their home during fighting over the breakaway re-
gion of Nagorno-Karabakh, in the city of Ganja, Azerbai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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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atient suffering from COVID-19 is seen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 of a hospital, on the out-
skirts o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October 16, 2020. REUTERS/Agustin Marcarian

Dana Clark and her 18-month-old son Mason wait in line at city hall as early voting begins for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ew Orleans, Louisiana, October 16, 2020. Clark said she donned this protective cover 
because didn’t know how many people would be wearing masks in line, and her child doesn’t have a mask. She 
said she works as a teacher, and wanted to take precautions for her students’ sakes. REUTERS/Kathleen Fly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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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 pandemic has come storming 
back to Europe, and hope of a re-
turn to normality is being replaced 
by a much more ominous prospect: the re-
turn to lockdown.
The big picture: Case counts in countries 
like France and Spain have skyrocketed 
past the numbers seen during the spring 
peak. While that’s partially due to more 
widespread testing, it’s now clear that 
deaths are climbing too.
Breaking it down
In the first two weeks of August, a total 
of 668 people died of coronavirus across 
Spain, France, the U.K., Italy and Ger-
many — remarkably low given the U.S., 
which has a similar population, was av-
eraging roughly twice as many per day 
during that time.
• Fast forward two months, to the first 
two weeks of October, and those countries 
have combined for 4,316 deaths — 6.5 
times higher.
• Spain (1,622 deaths), France (1,081) and 
the U.K. (1,012) have been hit hardest, but 
even Italy (401) and Germany (200) are 
recording more than three times as many 
deaths as they were two months ago.
• Flash back to the first two weeks of 
April, though, and the five countries’ com-
bined death total was 44,771 — ten times 
what they’re recording now.
The looming disaster
Sky-high case counts and a reluctance to 
impose full lockdowns mean the question 
is less whether these countries can quickly 
return to the relative calm of August, than 
whether they can avoid a return to April’s 
brutal reality.

The European Coronavirus 
Crisis in Photos

Italy

Peaceful demonstrators in Naples, Oct. 

26. 

Czech 
Republic

Mass at Town Square, Prague, Oct. 26, 2020.                                                                                           

France

Bar owner closes before the citywide curfew.

United Kingdom

Quiet street in Cardiff, Wales capital.

Bar in Manchester, nor’west England.

Spain

1st night of a nationwide curfew Madrid, Spain.

Germany

Open Bavaria inn before curfew measures.

Ireland

Pub in Dublin under 6-week lockdown.

Belgium

Poland

UNESCO Main Square in Krakow, Poland.

(Photos Courtesy Getty Images)
The looming disaster (continued)

• “We’re probably just seeing the begin-
ning part of the increase in hospitaliza-
tions and deaths,” which tend to lag three 
or four weeks behind a spike in cases, 
says Stephen Kessler, a researcher at Har-
vard who models the spread of diseases 
including COVID-19.
•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 unprecedent-
ed spike in cases across Europe will nec-
essarily translate to unprecedented death 
tolls, Kessler says, both because of in-
creased testing and improved treatments.
The outlook is nonetheless grim. Hans 
Kluge, the WHO’s director for Europe, 
said today that if the current trajecto-
ry holds, death rates will be four or five 
times higher in January than they were in 
April.
• “It’s time to step up. The message to 
governments is: don’t hold back with 
relatively small actions to avoid the pain-
ful damaging actions we saw in the first 
round,” Kluge said.
But with weary populations and 
wounded economies, governments are 
highly reluctant to impose the sorts of 
strict lockdowns that snapped into place 
across Europe last March.
• “The only thing that we know works 
and works very effectively is pretty strict 
lockdown,” Kessler says. “That said, I do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we can do in the 
middle ground to mitigate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 It will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re-
vent large gatherings that could become 
super-spreader events, he say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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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 Braces For Monster 2nd Coronavirus Wave

Coronavirus Civil Unrest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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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在古代，由于土地不宜耕种，徽州

地区的人被逼无奈，大多外出经商。

而徽商也是在这背景下形成，徽商

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是徽州府籍商

人的总称，在明朝中期发展曾成为中国

三大商帮之一。

而到了近代，随着海派文化的崛起

，徽商逐渐没落。

时至改革开放时代，安徽的落魄则

与工业时代有关。工业化的主旋律中，

安徽充其量不过是个配角。

但自长三角城市群自扩容以来，安

徽逐渐受到外界和资本市场的关注。

截至2020年 10月 19日，沪深两市

共有4057家上市公司。其中，安徽有

122家，占比约3%。

从安徽公司市值分布看，TOP100中

，市值超过500亿元的有5家；200-500

亿元的有15家公司；100-200亿元的有

17家公司，另外，50亿元以下的公司有

30家。

资本市场向来是造富机器，随着安

徽经济的发展，那么谁是安徽首富呢？

安徽重教育

教育是立国之本。

如果更多地了解安徽后，没人敢忽

视安徽的教育实力。一个相对不发达的

省份，但做到的教育成绩远超不发达省

份。特别是中国科技大学，在任何地区

招生的分数，都是最高的那一梯队。

由教育产生的生意，早已成为确定

性的赛道之一。

2020年， 中公教育的李永新、鲁

忠芳以658.4亿元位列新财富500富人榜

第25位。

被誉为“公考第一股”的中公教育

在2019年上市，前身为位于安徽芜湖的

亚夏汽车。李永新为中公教育集团创始

人，鲁忠芳为其母亲。在公务员考试领

域，《李永新讲申论》、《李永新教你

写申论》风靡一时。

1999年，李永新大学毕业，不同于

别人安稳工作一样，他打起了创业的主

意。

他与几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新兴伟

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营大学生入学

与毕业服务，并很快获得了融资。但由

于经验不足，仅一个月，李永新的第一

次创业就随着投资人的撤资而夭折。

之后，他又尝试了包括高考状元演

讲团、高考复读培训、奥数培训、MPA

考前培训等在内的多个项目，却屡战屡

败。

转机发生在2001年。这一年，在导

师的建议下，李永新开始做起公务员培

训。由于他本身就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

，再加上自身优势，创业项目很快就有

了起色。

第二年，李永新开始利用互联网进

行营销，打造了中国公务员考试资讯网

，这成为了他后来创立中公教育的重要

流量入口。

2003年，李永新的母亲拿出3万块

钱积蓄，支持他创办了中公教育，填补

了市场空缺。

与他类似，安徽财富榜排名第二吴

俊保家族也是来自教育，不过是厨师教

育。

1988年，当时23岁的吴俊保便在教

育培训行业崭露头角。

20世纪90年代，东方教育开始聚焦

烹饪培训和酒店管理培训，并同步发展

计算机和互联网相关的培训课程。2004

年，安徽新华教育成立，座落于安徽省

合肥市瑶海区。

吴俊保创业时，俞敏洪还在备战托

福考试以赴美留学。马云则刚刚大学毕

业，马化腾、李彦宏、雷军都还在校园

读书。

新华教育2017年其营业收入为3.38

亿元，年内利润1.72亿元，收入来源主

要是学费和住宿费。在全国有139所学

校，企业员工总数10450人，校舍面积

达500多万平米。

这位安徽隐形富豪的资产并不仅只

有这两家公司。

在安徽本地，吴俊保的新华系产业

横跨教育、地产、金融等多个领域。新

华集团拥有学府春天和学府星座、阳光

国际、新华国际广场等众多楼盘。

其金融板块中，吴氏家族控股了合

肥汇金永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安徽汇

金典当有限公司，并且是徽商银行和合

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东之一。

教育从来不是用来赚钱的，可现实

就是用来赚钱。

安徽有独特小吃

安徽地区在中国南北方的交界处，

特有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安徽丰富的小

吃饮食文化。

其中休闲零食也成为安徽小吃界的

一极，零食“第四餐化”趋势的背后，

已经是万亿级的大市场。

2011年3月，当“洽洽食品”在深

交所成功上市时，人们才猛然发现，洽

洽这个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已悄然成

为中国炒货行业的霸主。

1982年，23岁的陈先保从无锡轻工

业学院（今江南大学）毕业，分配到安

徽省商业厅下辖的糖业烟酒公司，端上

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36岁那年，已是商业厅工业科科长

的陈先保，却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年纪，

毅然辞职下海。

1995年，陈先保成立合肥华泰，租

了个小车间，开起了冷饮厂。那会，冷

饮企业都在混乱厮杀、拼抢市场，竞争

非常激烈。

陈先保则专攻儿童冷饮这个细分市

场，推出了儿童冷饮“棒棒冰”，立刻

大受欢迎。

挖到第一桶金的陈先保，盯上了零

食这一领域，随后便创立了瓜子这一行

业。

安徽历来炒货兴盛，合肥素有“中

国炒货之都”的美名，出过“陶永祥”

、“史义兴”等百年老店；芜湖的“中

国第一商贩”、“傻子瓜子”年广久。

2008年，洽洽的销售额首次突破20

亿，2011 年 3 月，洽洽食品在深交所

中小板成功上市，以无可争议的领先地

位，成为了“中国炒货第一股”。陈先

保本人的身家由此暴增 20 亿。

2012年，他更以 30 亿的身家，登

上了当年安徽首富的宝座。

好吃又生财，零食早已让资本垂涎

三尺，不同于洽洽以实业制造出名，三

只松鼠这一借助互联网起家的零食品牌

，却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1976年，章燎原出生在安徽绩溪。

和很多拥有高学历的创业者不同，章燎

原并不是高材生，也没有过人的智商。

中学时期是个十足的坏学生，抽烟，打

架，不好好读书。

2002年，章燎原进入了一家做坚果

产品的安徽詹氏食品有限公司，成为了

一名山核桃营业员，负责芜湖地区的销

售工作，最终成为这家公司的销售经理

。

2011年，章燎原发现了淘宝，刚开

始接触到电子商务的章燎原意识到这是

个好机会。

2012年 3月，章燎原拿到了IDG资

本15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于是，章燎

原带着5人团队，在安徽芜湖注册成立

了“三只松鼠”。主打非过度加工的坚

果、花茶、干果、粗粮等品类，宣传口

号是：只寻找生于原产地的新鲜原果，

为消费者提供健康、新鲜的森林食品。

2012年6月，三只松鼠正式上线，

仅63天就在天猫商城拿到了坚果行业销

量第一，在双十一卖出了3500万元的好

成绩。

在之后的几年中，三只松鼠发展迅

速，每年全年销售额都在刷新自己的记

录。2013—2018年，三只松鼠全年销售

额分别是3亿、10亿、20亿、近45亿、

55.5亿、70亿人民币。而2019年，三只

松鼠全年销售额突破百亿规模。

从一袋坚果起家，到年营收将超

100亿元，三只松鼠创始人、CEO章燎

原用了7年时间。

随着三只松鼠的上市，章燎原的身

价也达到了百亿，依靠互联网就能将小

小零食玩转，这个时代真的是没有做不

到的，只是想不到的。

安徽有隐形富豪

不同于通过上市而造就的富豪，其

实安徽的隐形富豪也很多，王文银就是

其中一位。

王文银出生在安徽省潜山县的一个

小镇，家境贫寒，不得已王文银在90年

代初到深圳求职。

1998年,恰逢亚洲经济危机。这时并

非创业的最好时机,可王文银却认为,这

时可以降低创业的成本。

他说服设备制造商接受以按揭的形

式付款。

先支付总价的为定金，如果工厂做

成不余款分五年还清，如果失败，机器

和定金都归制造商所有。

结果，王文银赶上电源线旺销期，

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赚了个盆满钵满。

正威集团打通了电源线生产的全产

业链,成为行业内较早开始发展“矿山一

冶炼一加工”全产业链构架模式的企业

。

2003年，借非典期间铜矿价格猛跌

，王文银杀入最上游的采矿、冶炼领域

并持续发力。2005年筹备建设当时亚洲

最大、占地千亩的精铜制造工厂，还在

全球并购了储量300万多吨的矿产资源

。非典过后，铜矿价格一路疯涨，王文

银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在国内，他旗下的正威商业帝国拥

有铜矿产能已占全国10%。在北美、南

美和非洲等20多个国家坐拥多座矿山，

铜矿储量在2400万吨到3000万吨间，已

探明矿产资源储量总价超10万亿元，而

全球铜矿的总储量只有 7亿吨左右，

“世界铜王”称号由此而来。

据《2018年胡润百富榜》，王文银

家族以1100 亿人民币财富排名榜单第

10位，比肩雷军。

2019年7月22日，2019年度《财富

》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王文银旗下

的正威国际集团以763.6亿美元（逾5200

亿元人民币）的营收位列世界500强第

119位，连续七年蝉联世界500强榜单。

而25年前，王文银仅靠着500元起家，

一步步建成如今的正威国际。

与他类似，文一地产的周文育也是

个隐形富豪。

2004年，40岁的周文育走到了人生

的十字路口。

自感处于职业瓶颈的周文育，用30

多万的全部身家加上四处化缘，凑足了

启动资金，下海成立了安徽瑞泰置业有

限公司。

公司第一个项目是承载一块破旧厂

房，周文育拿出30万积蓄，以及四处借

来的1000多万，作为启动资金。

从打桩到最后的销售，仅仅几个月

，合肥瑞泰城市家园成功面市。

2007年，安徽文一集团成立，当年

文一已发展成拥有5个楼盘、10个子公

司，直管员工近百人，颇具规模的企业

，并随后拿下“安徽头牌”的称号。

但文一地产的销售金额也仅百亿，

仅为“恒碧万”的零头。

4月20日，有消息称，文一集团旗

下文一地产正与投行密切接触，筹备赴

港上市。

只有当文一地产正式上市职十，我

们才能一窥他的财富版图。

胡润曾说，安徽有很多隐形富豪，

大佬们的生活里，多得是我们看不到的

角落。从表面上看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 ，但在这些不经意的背后，或是把

握了行业趋势，又或是个人奋斗的结果

。

财富从来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用

滚雪球来说，开始很小，到后来就越来

越大，越滚越快。

因为财富资源的积累从来就不是一

蹴而就的事，不仅需要资金，人脉，也

需要能力和格局。

如果想要一个超级雪球，现在就要

开始滚起来。

谁
是
安
徽
首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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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一個小人物力爭上游卻在

麵包與愛情的十字路口徬徨掙扎，

當目標確認出現時，便發揮鱷魚般

的特性咬住機會不放，個性派愛情

電影《鱷魚》今日公布主要角色並

舉行開鏡儀式，由首次合作的三金

組合李心潔、李康生及柯震東連袂

主演，其他演員包含曾入圍金鐘男

配角的侯彥西，以及演員閻成誠，

導演則是以《下半場》獲得台北電

影節最佳攝影獎的陳大璞執導。該

片為滿滿額娛樂在甫完成拍攝《比

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影集版後，再

度推出影視新作，與鹿路電影、中

環國際娛樂、華映娛樂、中台興化

學工業以及高雄人共同出品，今日

眾人齊聚在高雄進行開鏡儀式，除

了演員及劇組外，高雄市電影館的

董事長兼文化局長王文翠及電影館

館長楊孟穎等貴賓也一同出席，參

加祈禱拍攝過程一切順利。

陳大璞導演回憶當初邀約李

心潔、李康生和柯震東的過程，

自己也是覺得出乎意料之外的能

被青睞，尤其三人組合皆是一時

之選，分別有金馬加持，李心潔

憑著《見鬼》贏得金馬影后，並

有多次金馬提名；李康生憑藉

《郊遊》奪下影帝的榮耀；而柯

震東演出的《那些年，我們一起

追的女孩》獲得肯定，拿下金馬

最佳新人獎，能夠將三位聚集起

來一同拍攝，讓導演感到萬分榮

幸。三人這次分別挑戰過去沒有

演過的角色，開玩笑表示在讀稿

的時候連封號都想好了，像是李

心潔的「最原味的台灣青農」、

柯震東是「為愛翻轉的迷誤青年

」、李康生則是「努力洗白的議

員辦公室主任」。柯震東這次在

開拍前就緊張到形容自己恐慌症

發作，要跟兩位實力堅強的前輩

，金馬影帝和影后一同拍戲真的

壓力超大；許久未見的李心潔這

次難得脫離媽媽身分飛來台灣拍

攝，前後還要隔離一個月，能夠

撐過重重難關，李心潔可是相當

期待這次的演出，其中最吸引她

的，還是挑戰從未嘗試過的「草

根性」角色，拍攝前還真的先下

田務農，其中最讓她滿意的居然

是「農婦」的造型！新穎的合作

組合更是讓她躍躍欲試，特別是

能和欣賞許久的李康生合作，而

且難得能夠拍攝愛情電影，還是

跟被她稱為「天才型演員」的柯

震東，要如何談出不同以往的姊

弟戀也是讓她想破腦筋。

難得挑戰姊弟戀，李心潔笑稱

為「此次演出最大的挑戰」，自己

提到時都忍不住爆笑出聲，害羞說

覺得柯震東就像個可愛的男孩，先

前雖然也有跟「弟弟輩」的演員演

過感情戲，但柯震東是目前碰過年

紀最小的，到底要怎麼說服觀眾兩

人是如何愛上對方，成為李心潔這

次演出上最大的難題。柯震東則不

可置信原來李心潔也會緊張啊！稱

自己焦慮到快恐慌症的柯震東說：

「每一次拍戲對我都是一次新的挑

戰。」，一旁工作人員直接爆料柯

震東一直問李心潔會不會很兇，演

不好會不會被罵，讓柯震東只好攤

手坦白說開拍和殺青這兩個期間都

會讓他特別驚恐，中間拍攝期則都

會處於緊繃的狀態，所以拍攝過程

他都會像數饅頭一樣倒數日子，打

了、上了再說，最期待的就是趕快

拍完就可以休息了。

首次合作的三人，在開拍前

就曾先短暫接觸過，當時李康生

還拿出自製品牌的烘焙咖啡贈送

給二人，貼心表示：「李心潔隔

離很久才出關，覺得她應該悶壞

了，送咖啡是希望她沒事時可以

一邊喝咖啡一邊看劇本，心情會

好一點。」。李康生期待這次能

和柯震東這些新一代演員中激出

不同的火花，還噴笑表示李心潔

跟他一起長大，讓李心潔趕緊澄

清：「我那時候也很小，出道比

較早嘛。」李心潔回想剛抵台開

始隔離時的前三天有一種茫然感

：「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過生活

，有跟自己說要正常起床吃早餐

，不要弄到日夜顛倒，因為生活

作息是唯一可以讓自己覺得處在

一個正常狀態的。」逐漸適應隔

離後才後知後覺的感恩有時間完

全沒有人打擾，可以靜下來看平

時沒有空看的電影、書，怨嘆說

：「在馬來西亞的時候，無時無

刻都會有兒子在一旁竄，每天聽

到最多的稱呼就是『媽』，根本

沒有自己的時間啊！」

提到馬來西亞疫情比台灣

嚴峻許多：「今年3月到6月期

間有行動管制，哪裡都不能去

只能待在家，一個家庭只有一

個人能去超市補貨，出門都要

很小心，記得當時剛好小孩生

病要帶去診所，走在路上完全

都沒人，覺得很蒼涼和難過，

覺得我們的世界怎麼會變成這

樣。」飛來台灣前馬來西亞疫

情再起，引起第二波有條件行

動管制，不能在小孩身邊照顧

讓她難免擔心，但也格外珍惜

這個時刻還能飛來台灣拍戲，

而且好不容易遇到喜歡的劇本

當然要好好把握，尤其還是挑

戰「青農」角色，李心潔說自

己雖然曾在台灣長住，但要詮

釋一個台灣農婦對自己來說也是

一個新的里程碑，其中她對電影

裡需要戴斗笠的造型感到非常滿

意，尤其有些歲月感的舊斗笠特

別讓她愛不釋手：「真的很可愛

啊！感覺就很適合我。」

這次南下拍攝，對台灣虱目

魚湯讚不絕口的李心潔，電影開

拍前還不忘許願：「希望高雄有

很多美食，每次工作很累只要有

好吃的就會很快恢復精神。」三

人中對高雄最為熟悉的李康生推

薦二人可以到西子灣或旗津坐船

、吃海產，柯震東還小聲的虧李

康生：「這些好像Google的到」

，引起現場一陣爆笑。

李心潔、李康生、柯震東
金馬三金拼《鱷魚》

第三屆「泰國台灣紀錄片影

展」（TDFF 2020）將於今年11

月4日至8日在泰國舉行。由文

化 部 駐 泰 國 代 表 處 文 化 組

(TECO Thailand)，攜手國家電影

及視聽文化中心(TFAI)所執行的

台灣紀錄片海外推廣計畫(Tai-

wan Docs)、 紀 錄 片 俱 樂 部

（Documentary Club）和電影發

行公司Movie Matters等單位共同

籌辦，並將聯合曼谷、清邁、宋

卡、普吉與當地藝術空間和戲院

合作支援放映。希望在疫情嚴峻

考驗的這一年，仍持續台泰雙邊

紀錄片的發展，同時增進泰國對

台灣文化與生活方式的認識。

今年特別規劃「焦點影人」

、「大師講堂」和「線上論壇」

等活動，囊括廖克發、廖建華、

吳郁瑩、李念修、陳芯宜、詹皓

中等多位導演的作品。影展共精

選出九部長片和十二部短片，其

中包括六部紀錄片長片《還有一

些樹》、《阿紫》、《河北臺北

》、《狂飆一夢》、《大帳篷－

想像力的避難所》和《打烊時刻

》；兩部紀錄短片《親親抱抱》

和《地洞》。特別的是，今年是

「泰國台灣紀錄片影展」首度加

入劇情片的放映，不僅增加影展

的多元可看性，更反映當代台灣

生活樣貌的切片和歷史面貌，希

望鼓勵泰國的觀眾走進戲院，認

識台灣影像語言中的豐碩文化。

開幕儀式將於2020年11月4

日在曼谷的電影院（House Sa-

myan）舉行，開幕片特別選映在

當地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楊德昌導

演經典電影《一一》。此片由吳

念真和金燕玲主演，探討家庭、

愛情、親情等人生課題的真實意

義。曾獲得第53屆坎城影展最

佳導演獎，並名列2000年法國

《電影筆記》年度十大佳片，亦

被視為是21世紀最偉大的電影

之一。

今年「焦點影人」為紀錄片

與劇情片雙棲導演廖克發，並選

錄他的三部作品：描繪種族衝突

下不被談及和允許記憶的紀錄片

《還有一些樹》；根據自己的經

歷及家族故事改編的劇情長片

《菠蘿蜜》；以魔幻寫實的獨特

氛圍描繪出異鄉人困境的劇情短

片《妮雅的門》。除了影片放映

外，泰國台灣紀錄片影展更規劃

廖克發導演於11月 17日泰國時

間晚間8點的「大師講堂」，和

大家線上交流更多他電影中的獨

特意象和創作心得。

此外，民主與社會運動議題

向來是民眾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

。「線上論壇」將邀請《狂飆一

夢 》 的 導 演 廖 建 華 、 Taiwan

Docs紀錄片推廣專員楊子暄及短

片單元策展人黃令華，於11月3

日泰國時間晚間8點30分齊聚線

上，探討如何以紀錄片述說民主

般抽象的概念，及紀錄片與民主

之間微妙的關係。「大師講堂」

和「線上論壇」皆開放全球線上

參加，主辦單位將於近期公布報

名資訊，有興趣的影迷可密切關

注活動粉絲頁。

今年是第三次「泰國台灣紀

錄片影展」與文化部駐泰國文化

組、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就

台灣紀錄片海外推廣計畫合作，

每年皆選映許多部台灣指標性的

紀錄片，並且舉辦座談、論壇或

工作坊等活動。主影展的放映結

束後，也將至孔敬泰國創意設計

中 心 (Thailand Creative Design

Center)放映，並於 11月 20日至

12月 10日利用線上平台放映觸

及更多泰國觀眾，將限定泰國為

放映地區。於疫情考驗之下的今

年，仍能為泰國人創建接觸台灣

文化的新渠道，並創造藝術和電

影文化的雙邊合作交流。

二十一部台片齊聚
第三屆 「泰國台灣紀錄片影展」



■■ 黃翠如黃翠如((左左))與唐詩詠與唐詩詠((右右))本想本想
穿泳衣去捉緊夏天的尾巴穿泳衣去捉緊夏天的尾巴。。

■■ 最終二人還是難敵最終二人還是難敵
寒意寒意，，換上潛水衣換上潛水衣。。

完騷後，Irene好滿意當晚氣氛，覺得設
計師為她設計的粉紅晚裝優雅漂亮。

Irene的行騷表現亦獲內地媒體稱讚狀態大
勇，Irene公開秘訣：“因為我很愛我的工
作，平時又愛做運動，最近也愛上做直播，
跟粉絲聊天好開心，每次直播感覺跟我的粉
絲很接近。”

Irene留在內地工作已經4個月，但因疫
情不能回港，開始嚴重思鄉，非常掛念香港
的家、老公、兒子及家人，她希望香港政府
能盡快開通“港版健康碼”，可讓在內地工
作回家的香港人不用檢疫隔離14天，她有所
牽掛地說：“我好想返香港呀，好掛住香港
家人，好想返一返屋企，畀我返一日香港，
見見老公及囝囝已經好滿足，希望快啲通過
健康碼啦。”她並表示自覺好幸運，在疫情
之下，依然接到好多商演及廣告，還有電
影，很希望疫情盡快結束，香港各行各業回
復正常，人人有工開，以及所有在內地工作
的香港人都可以回港共敘天倫。

王梓軒隔離過後更強壯
而王梓軒早前也因疫情關係，一度滯留

在美國洛杉磯8個月，日前終於順利平安返
回香港。王梓軒近日應邀接受薛家燕主持的
節目《開心大派對》訪問，大談在美國抗疫
的生活及回港接受隔離的經歷。

王梓軒指2月時為了工作及避疫到美國
生活，怎料美國的疫情比香港更嚴重，雖然
要居家工作，但他的工作並沒有停滯，他指

在隔離期間創作了很多歌曲，又熟習了線上
工作，常常透過視像會議開會。家燕姐大讚
王梓軒皮膚變好、身材又更強壯，他稱隔離
期間多了時間健身，只是用健身帶就可以隨
時運動，非常方便。他又提及開始了網店生
意，賣自己的唱片及周邊產品，更指周邊產
品很快就售罄，未來亦會推出更多衣物等的
產品。

王梓軒又提及在美國時餐廳一度關閉，
試過叫外賣，與朋友把食物放在車尾箱進

食，笑言這件事太有趣，更拍攝了當時的情
況，分享到社交網絡。

他亦分享到回港前要做很多準備，不但
要在上機前72小時內做冠狀病毒測試，又要
取得化驗所報告，更要預訂隔離用的酒店，
才可以順利回港。他指報告不是每間化驗所
都能提供，要致電每間化驗所查詢，才找到
一間能夠提供報告的。回到香港後又要再接
受檢疫，在機場等候結果呈陰性才能出發到
酒店，可謂是過五關斬六將。

■王梓軒接受薛家燕訪問，二人皆戴上口
罩以策安全。

香港

文匯報訊 溫

碧霞（Irene）日

前應深圳時裝周之

邀，擔任壓軸表演嘉

賓，穿上著名時裝設計師

Tony & Tony's 的迷人粉紅紗裙

晚裝行騷，大騷纖瘦長腿，成為全

場焦點。留在內地工作4個月的Irene，

因現時回港需要檢疫隔離14天的措施

而一直未能回港，令她開始嚴重思

鄉。她期待港版健康碼盡快開

通，讓所有在內地工作的

香港人都可以回港共

敘天倫。

冀港版健康碼盡快開通冀港版健康碼盡快開通
溫碧霞

14天隔離期阻家人團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今年為故宮建成600周
年，成了鄧萃雯再次回到紫禁城最好的理由。她表示對
上一次應該就是拍《金枝慾孽》的時候，那時第一次演
宮廷片，也是第一次當起娘娘來。雯女說：“昨天比較
仔細的游走宮中，很多熟悉的宮殿名稱、場景、氣氛、
拍攝感受都一一浮現腦海，仍歷歷在目。《金枝慾孽》
是我最愛的宮廷片，它讓我感受到謀算人心、爭鬥競
逐、寵幸同時被背叛，深刻且悲涼。人性可以在一個富
麗堂皇的宮廷裏極為扭曲，這也可能是至極端的現實寫
照，荒謬卻又真實。昨天每每瞭望遠處的各宮殿，都能
想像那份榮辱與孤單；榮華富貴真的是我們所嚮往般美
好？！有了權勢就是穩妥平安的象徵？！曾經現實中的
我由生入死，演過此戲卻令我以死得生，
生命得着遠比名利得着來得珍貴；真要感
謝紫禁城，讓我（鈕祜祿·如玥）從此海闊
了天空！”

雯女回到紫禁城，感謝老天爺賜的好天
氣，並於紫禁城每個角落留影，她笑言如妃
娘娘再次回到永壽宮，遊宮期間又去吃地道
北京佳餚，當端來魚頭泡餅時，雯女都瞪起
雙眼：“沒想過點了的魚頭泡餅會如此巨
大，全因微服出巡的娘娘民間見識甚少，從
此過海闊天空的人生！”

黃翠如穿泳衣游水騰騰震 蕭正楠嘲笑：着返羽絨啦

故宮建成600周年 鄧萃雯重回紫禁城

關智斌擬號召40人再Cosplay

楊茜堯獲半歲愛女“斟茶”

◀當端來魚頭泡餅時，鄧萃雯
驚訝得瞪起雙眼。

▲鄧萃雯於紫禁城每個角落留影。

■■溫碧霞和范冰冰均曾演過妲己溫碧霞和范冰冰均曾演過妲己，，兩代兩代““妲己娘娘妲己娘娘””當天剛巧同場當天剛巧同場。。

■■溫碧霞日前在深圳溫碧霞日前在深圳
擔任壓軸表演嘉賓行擔任壓軸表演嘉賓行
騷騷。。

■王梓軒近幾個月來多了時間操弗身體。

2020年10月31日（星期六）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凌晨曦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阿祖）關智斌
30日為ViuTV音樂
節目《Chill Club》
擔任嘉賓並進行錄
影，共唱了6首歌，
他表示有一年沒參與
過 liveband 演出，本
來已很緊張，加上與三

位唱家班女主持合唱，就更緊張好好練定歌，他笑言
都好想開騷，未來會有些網上及較小型音樂會演出。
日前關智斌跟MIRROR成員Anson Kong及Lok-

man等Cosplay大熱動漫《鬼滅之刃》角色，而下月
該電影版在港上映，他正計劃號召約40個朋友齊齊
以動漫中人物造型進場，場面定必壯觀。他又笑言衛
詩雅都有扮當中“山寨版彌荳子”角色：“她說在家
切蔗，靈機一觸將它放入口咬住，不少朋友看完也說
想認識詩雅，更想孭着她一輩子做其粉絲！”

■■ 關智斌關智斌 坦言坦言
好想開騷好想開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楊茜堯（前
名楊怡）與羅子溢（前名羅仲謙）愛女小珍
珠（圓圖）剛滿半歲大，媽咪楊茜堯一直未
有復出，專注在家湊女照顧她成長，並不時
於社交平台分享女兒的成長日記，30日她
貼上小珍珠在玩玩具的照片並留
言：“咁細識斟茶俾（畀）媽媽
飲，媽媽真係好欣慰！”她更
特別關注老公羅子溢：“爸爸
你想飲嗎？”真不愧為一個好
太太，“茶”都要跟老公兩份
飲！楊茜堯更笑指姨媽楊卓娜昨
天送的玩具今天已經給小珍珠玩壞

了，她問小珍珠：“珍珠你可否斯文啲！”
此外，楊茜堯湊女之餘，也騰空跟最近

從加拿大回港的前港姐袁彩雲敍舊，楊茜堯
於社交平台貼上合照留言：“多年沒見的老
友，短短的飯聚，我們無所不談，談從前，

談現在，看着眼前的你，精神奕奕，
面上流露出溫暖甜蜜的滿足笑容，
幸福，你依然係我心中美美的那
片彩雲。有一種友誼不用時常見
面，有一種友誼多年不見依然歷
久常新。”好友陳敏之即留言：
“叫埋我吖嘛！”楊茜堯回覆：
“我哋有講忘記叫你吖，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剛完成新劇
拍攝的黃翠如，趁好友唐詩詠未開拍新劇，
二人相約到酒店泳池暢泳，幻想做網紅穿泳
衣去捉緊夏天的尾巴，結果不消一會二人已
叫凍，更火速換回潛水衣下水，網友無緣欣
賞二人的泳裝照。

黃翠如網上發文多謝詩詠陪伴她兩日一
夜，說：“穿上正常泳衣不到十分鐘，我和這
位小姐，馬上穿回潛水式長袖泳衣去秋泳。就

是怕凍，就是當不了網紅。”常與翠如打情罵
俏的老公蕭正楠，就忍不住留言嘲笑二人：
“着咁少實凍啦！水凍就着返件羽絨游啦。”
令不少網友讚好和笑翻天。另一邊，唐詩詠亦
有發文解釋被翠如騙了，說：“點解我會咁嘅
樣，因為有人同我講唔凍，點知……。原本打
算離開我三個小朋友，可以好好瞓一晚，點
知……呢個女人，一直問問題，在迷迷糊糊的
狀態下，唔知道講咗咩畀佢聽，好後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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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李敖李敖、、胡因夢塵封多年的離婚協議書曝光胡因夢塵封多年的離婚協議書曝光。。

胡因夢與李敖胡因夢與李敖，，浪漫的婚姻只維持了三個浪漫的婚姻只維持了三個
多月多月，，換來的是三十年的羞辱換來的是三十年的羞辱。。

作家李敖與明星胡因夢作家李敖與明星胡因夢。。

李敖與胡因夢的婚姻一度被視為才子佳人的李敖與胡因夢的婚姻一度被視為才子佳人的
完美結合完美結合，，曾登上曾登上《《時代雜誌時代雜誌》》封面封面，，但兩但兩
人的婚姻只維持三個月零二十二天人的婚姻只維持三個月零二十二天，，以草草以草草

收場告終收場告終。。

馬蘭馬蘭（（左左））被視為插足余秋雨被視為插足余秋雨（（右右 ））
婚姻的第三者婚姻的第三者，， 「「老夫少妻老夫少妻」」 式的結式的結
局引來很多人的流言蜚語局引來很多人的流言蜚語，，但兩人恩但兩人恩

愛如恆愛如恆。。

曾慧燕曾慧燕（（右下右下））介紹介紹：：余秋雨的前妻李紅發表余秋雨的前妻李紅發表《《 我的流我的流
氓前夫余秋雨氓前夫余秋雨》，》，而余秋雨靠而余秋雨靠《《 文化苦旅文化苦旅 》》熱賣翻身熱賣翻身。。

作家余秋雨和小他作家余秋雨和小他1616歲的黃梅戲表演藝術歲的黃梅戲表演藝術
家馬蘭的婚戀家馬蘭的婚戀，，在外人眼裡是才子佳人的在外人眼裡是才子佳人的
完美組合完美組合。。可是可是，，他們的牽手背後他們的牽手背後，，藏著藏著

另一個女人的眼淚另一個女人的眼淚。。

【秦鴻鈞】導演梁晨自從拿下 「休士頓影展」 「最佳導演獎」之後，並沒有就此停歇。隨即
準備出版多年來的著作 「一夢一生」。 「一夢一生」中您可看到梁導時刻關注的主題：藝術家心
靈的律動，他們的追求與創傷、失落。從民國初年一直到近代，從中國的上海、重慶、西藏，到
日本東京、美國紐約...到處都留下導演採訪、觀察、心靈留駐的痕跡，並將這些名人，包括作家
張愛玲、徐志摩、梁實秋，畫家張大千，徐悲鴻，傳奇詩人、藏族活佛倉央嘉措，導演李安、馮
小剛，乃至披頭四樂隊約翰. 列儂與小野洋子，以及與國父、蔣介石都有關係的上海大亨黃金榮，
張學良與俞鳳至，中共王牌特工康生，從政壇到文壇，從藝術到宗教，甚至小老百姓從上海底層
到日本黑工到美國綠卡；偷渡皇后萍姐；到偷渡福建華人在紐約的真實生活...等等，都在他採訪
、關注、著墨的範圍內。全書除了少數的美國、日本名人外，簡直就是百年來的國內外華人史，
從大家關注的政、經、藝、文壇名人的軼事，我們也從他們一生的夢想與追求中，反射到自身的
覺悟與省思。

梁晨導演也以戲劇的筆觸，為我們展開一連串人生真相，那怕是名人，名媛，他們也有一些

為外所不理解的 「尋夢」歷程。如：上海灘第一名媛裘麗琳，與戲子周信芳的私奔；被追求者胡
適形容為 「陸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的陸小曼，是如何讓一代文豪的徐志摩為了她
的揮霍無度甘願來回奔波兼課養活她，終至飛機失事而亡。而她又與翁瑞午同居二十多年，即使
後來年老色衰，翁仍不離不棄，伺奉不改；一代才女張愛玲遇胡蘭成無疑是此生最大的劫數，他
給她帶來的命運輾轉宛若天

上人間。而張愛玲美國的最後歲月，死後一周才被發現; 又有張道藩追求徐悲鴻之妻蔣碧薇半
生後終於得到蔣碧薇，為何最終又把她拋棄? 梁晨導演以寫實、精彩的筆觸，為我們呈現藝術家的
自私、自戀與骯髒。而他又不忘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梁導演提到他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拍攝 「含
淚而活」，而結識來自中國的日本黑工的故事。他寫出一位從不為自己設限，去試探，去突破，
去重來，從日本黑工到拿到美國綠卡，一個上海底層家庭半世紀的奮鬥 !

因為學的是戲劇電影，在梁晨導演的筆下，您總會看到形形色色的人間百態。而他只是呈現
，並不鼓勵讀者去追隨自私、自戀的人生。他反而喜歡庶民、日常的生活，如 「重慶交通茶館茶
葉水裡浸泡的滋味人生」，他說出了“ 做人一定要心態好，才能順利地過一輩子” 的人生體會。
他也說出 「一個朋友都沒有」的人，才是真智慧。朋友越少，心就越自在，減少社交，多和家人
互動，靜思讓您的心靈有更多成長，您會更有智慧！這是我們在看完本書後最大的覺悟！

梁晨新作梁晨新作 「「一夢一生一夢一生」」 序序

洗淨鉛华夢，拾得雅趣心
梁晨導演新書 「一夢一生」 出版

[[本報訊本報訊】】今天的時代今天的時代，，是一個瞬息萬變是一個瞬息萬變
的時代的時代，，處在這樣社會巨變中的人處在這樣社會巨變中的人，，對社會的對社會的
感悟難免片面感悟難免片面、、膚淺膚淺，，正所謂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不識廬山真面

目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緣身在此山中”。”。而這個時代的文而這個時代的文
學作品學作品，，無病呻吟者眾多無病呻吟者眾多，，能夠引發人們能夠引發人們
對社會問題反思的對社會問題反思的，，屈指可數屈指可數。。我們閱讀我們閱讀
的目光的目光，，更多的投入到了實用的知識上更多的投入到了實用的知識上。。
即使有心著書的作家即使有心著書的作家，，也大抵也大抵““為稻粱謀為稻粱謀
”。”。網路社交媒體的興起網路社交媒體的興起，，極大改變了當極大改變了當
代人的閱讀習慣和品味代人的閱讀習慣和品味，，人們追求者感官人們追求者感官
的愉悅的愉悅，，不再是思想的激蕩不再是思想的激蕩。。在手機上流在手機上流
覽的短平快文字覽的短平快文字，，八卦的資訊八卦的資訊，，更能引起更能引起
讀者的興趣讀者的興趣。。文學離這個時代越來越遠文學離這個時代越來越遠
............
多年來對人性的執著多年來對人性的執著，，鉻刻在導演梁晨內鉻刻在導演梁晨內
心深處一長串無法忘懷的人名心深處一長串無法忘懷的人名，，偶像偶像。。他他
竭盡全力用激情的筆觸講述命運竭盡全力用激情的筆觸講述命運，，夢想夢想，，
愛情愛情，，人生的掙扎人生的掙扎。。 「「一夢一生一夢一生」」 的主人的主人
公有名門望族公有名門望族，，有市井小民有市井小民，，有學術大家有學術大家
，，有藝術巨擘有藝術巨擘，，有政客軍人有政客軍人，，有名媛明星有名媛明星

，，近百位中外古今留名和無名的大英雄近百位中外古今留名和無名的大英雄，，小人小人
物們不為人知的傳奇故事物們不為人知的傳奇故事。。

應北美應北美 「「世界日報世界日報」」 社於趾琴社長的熱烈社於趾琴社長的熱烈
邀請邀請，，把梁晨導演多年的文字積累集結成厚厚把梁晨導演多年的文字積累集結成厚厚
一冊一冊。。 ””洗盡鉛華夢洗盡鉛華夢，，拾得雅趣心拾得雅趣心”” ，，起書起書
名名 「「一夢一生一夢一生」」 。。

這本佳作涵蓋了歷史這本佳作涵蓋了歷史，，藝術藝術，，美食美食，，旅行旅行
等主題等主題，，反映了社會百態反映了社會百態，，人間冷暖人間冷暖。。具有很具有很
強的可讀性強的可讀性，，能夠讓人們沉下心來靜靜的品味能夠讓人們沉下心來靜靜的品味
、、思考思考。。

““夫天地者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光陰者，，百百
代之過客也代之過客也。”。”我們在漫漫的宇宙長河中我們在漫漫的宇宙長河中，，都都
是如塵埃一樣的過客是如塵埃一樣的過客。。幾十年後幾十年後，，大多數人都大多數人都
會被歷史所遺忘會被歷史所遺忘，，但用文字記錄下的所見但用文字記錄下的所見、、所所
思思、、所悟所悟，，不正是一個個鮮活的歷史見證嗎不正是一個個鮮活的歷史見證嗎
？？

「「一夢一生一夢一生」」 定價定價$$3030。。
休士頓售書地點休士頓售書地點：：中國影視中國影視//中國城郵局中國城郵局
9440944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200200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Tel:Tel: 713713--484484--78887888

睡眠與免疫睡眠與免疫
陳康元醫師陳康元醫師 //王琳博士王琳博士
光鹽健康園地

美南國際電視 STV 15.3 週二
(11月3日)晚 8:00 播出

Southern TV – STV15.3
Houston 網上直播

iTalkBB 本地華人頻道直播
睡眠是一個表面平靜，實則複雜而活躍的過

程，對全身健康至關重要。在夜間睡眠時，免疫
系統的運作會對身體適當的進行維護。一個接一

個的研究都指出了睡眠與維持健康免疫功能的聯
繫。

我們在做夢狀態時看起來很平靜安詳，但我
們的免疫系統，與大腦和其它身體過程一起，卻
在竭盡全力保持我們的健康。睡個好覺可以改善
免疫T細胞。T細胞是一種專門的白細胞，可以對
抗細胞內病原體（細胞內的病毒，包括流感，HIV
，癌症，和 冠狀病毒）。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士
將會論述夜間睡眠時免疫細胞如何在四處移動，
製造記憶，免疫細胞如何得到有效性的保存，如
何安然進入支持免疫的夢鄉。

請掃二維碼請掃二維碼 (QR Code)(QR Code)
手機立時觀看手機立時觀看

導演梁晨導演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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