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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solidifies U.S. victory over 
Trump, 306-232 electoral v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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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OBOTH BEACH, Del./WASHINGTON (Reuters) - 
U.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solidified his victory ov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Friday after the state of Geor-
gia went his way, leaving Trump little hope of reversing 
the outcome through legal challenges and recounts.

Edison Research, which made the call, also project- ed 
that North Carolina, the only other battleground state with 
an outstanding vote count, would go to Trump, finalizing 
the electoral vote tally at 306 for Biden to 232 for Trump.

The numbers gave Biden, a Democrat, a resounding defeat 
over Trump in the Electoral College, equal to the 306 
votes Trump, a Republican, won to defeat Hillary Clinton, 
a 2016 victory that Trump called a “landslide.”

While Trump had yet to concede, Biden officials reiterated 
they were moving ahead with transition efforts regardless.

Although the national popular vote does not determine 
the election outcome, Biden was ahead by more than 5.3 
million votes, or 3.4 percentage points. His share of the 
popular vote, at 50.8%,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Ronald 
Reagan’s share of the vote in 1980 when he defeated 
Jimmy Carter.

Trump, a Republican, has claimed without evidence that 
he was cheated by widespread election fraud and has re-
fused to concede. State election officials report no serious 
irregularities, and several of his legal challenge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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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ed in court.

To win a second term, Trump would need to overturn Biden’s 
lead in at least three states, but he has so far failed to produce 
evidence that he could do so in any of them. States face a Dec. 
8 “safe harbor” deadline to certify their elections and choose 
electors for the Electoral College, which will officially select 
the new president on Dec. 14.
President-elect Biden, denied classified intel briefings, to bring 
in national security experts
As Trump refuses to concede defeat, far-right groups plan 
show of support in Washington

A Michigan state court rejected on Friday a request by Trump 
to block the certification of votes in Detroit, which went heav-
ily in favor of Biden. [L1N2HZ23E] And lawyers for Trump’s 
campaign dropped a lawsuit in Arizona after the final vote 
count rendered it moot.

Federal election security officials have found no evidence that 
any voting system deleted or lost votes, changed votes, “or 
was in any way compromised,” two security groups said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on Thursday by the lead U.S. cybersecurity 
agency.

Trump was set on Friday afternoon to make his first public 
remarks since Biden was projected as the election’s winner 
on Nov. 7. The White House said he would address the nation 
on the efforts by the government and drugmakers to develop 
effective treatments fo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RANSITION TALK
Biden officials said on Friday they would press forward with 
the transition, identifying legislative priorities, reviewing fed-
eral agency policies and preparing to fill thousands of jobs i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e’re charging ahead with the transition,” Jen Psaki, a senior 
adviser to Biden’s transition team, said on a conference call 
on Friday, while stressing that Biden still needs “real-time 
information”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deal with the 
resurgent pande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Psaki urged Trump’s White House to allow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elect Kamala Harris to receive daily 
intelligence briefings on potential threats around the 
world.
“With every day that passes on, it becomes more concerning 
that our national security team and the president-elect and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don’t have access to those threat assess-
ments, intelligence briefings, real-time information about our 
engagements around the world,” Psaki said. “Because, you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Biden will be briefed by his own group of national-security ex-
perts next week, she said. He met with transition advisers again 
on Friday at his Delaware beach house where he is mapping 
out his approach to the pandemic and prepares to name his top 
appointees, including Cabinet members.
Trump’s refusal to accept defeat has stalled the official transi-
tion. The federal agency that releases funding to an incoming 
president-elect, the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has yet to 
recognize Biden’s victory, denying him access to federal office 
space 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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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in April, Dr. Anthony Fauci, the top 
United States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said 
that inability to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test 
for COVID-19 was a failure early on. Now, 
months into the pandemic, what’s holding us 
back is the lack of a working vaccine and an 
effective vaccine distribution plan.COVID-19 
testing developed and deployed effectively 
could have diminished the exposure, spread 
and fatal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But now, we are left with continued surges, in-
cluding this devastating second wave, which 
on Friday reached over 100,000 cases per day. 
More than 10.1 million people in the U.S. have 
been infected with coronavirus, and recently, 
daily infections have reached peak numbers, 
which have led to at least 238,000 deaths.
This is a mortality rate similar to the 1918 
Spanish flu (2.5%). The coronavirus crisis hit 
the world a century after the Spanish flu, at 
a time when humanity has significant health 
care and technology advances, yet we find 
ourselves in a situation whe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dying and we are still 
trying to contain the virus and stop the spread. 

Anthony Fauci, MD, Director, Nation-
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estifies during a U.S.Senate Health, Ed-
ucation, Labor, and Pensions Committee 
Hearing at the U.S. Capitol Washington, 
D.C., U.S., September 23, 2020.
As a country, we can’t afford to replicate 
this failure in vaccine distribution. Vac-
cine safety, efficacy and adoption are es-
sential, but none of that matters unless we 
have a plan for effective distribution. Re-
c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majority 
of COVID-19 infections and deaths were 
avoidable. This means that mothers, grand-

mothers, husbands, grandfathers, brothers, 
sisters, friends and loved ones could have 
been saved had the country been prepared 
for a health crisis. Now that we are getting 
closer to having life-saving vaccines avail-
able, we cannot manage vaccine distribu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he way we managed 
testing. We cannot allow for unnecessary 
deaths. We cannot fail America aga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published a 
comprehensive and robust set of recommen-
dations for jurisdictions regarding vaccine 
distribution. These recommendations (like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s COVID-19 Vaccination Program 
Interim Playbook for Jurisdiction Opera-
tions) are a good start, but are not practical 
for most jurisdictions to implement because 
of its complexity and lack of clear guidance. 

Pfizer Chairman and CEO Dr. Albert 
Bourla talks about the development pro-
cess, refusal to participate in Operation 
Warp Speed and more.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it is 
clear we do not have the infrastructure need-
ed to support these recommendations. We 
need a solution that will work on the ground 
to enable our nation to get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s to people in densely populated ur-
ban areas and remote rural areas. We need 
a practical, last mile on-the-ground gam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told Americans 
Saturday that he will put together a group of 
experts to help him come up with a plan to 
fight COVID-19 in the country. He is expect-
ed to speak more about the issue on Monday.
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need to happen to 
ensure we don’t fail America with the coro-
navirus vaccine like we failed it with testing: 
1. The private sector must step up.  2. Large 
employers and real estate businesses must 
act as hubs. 3. National funding should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to support local com-

munities.
Private sector should step up to effectively 
deliver, track vaccine last mile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local jurisdictions 
are excellent, however, the reality is that lo-
cal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just don’t have 
the resources to carry out these recommen-
dations. They don’t have sufficient refriger-
ation, transportation or technology capabili-
ties to ensure community members can get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safely and effective-
ly. To ensure we can effectively vaccinate 
our communities, we need these businesses 
to step up and share their resources with the 
communities that surround them and engage 
in effectiv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 employee of German biopharmaceu-
tical company CureVac, demonstrates re-
search workflow. (Photo/Andreas Gebert/
Reuters)
We need FedEx, DHL, Amazon and more to 
step up and enable the delivery of vaccines 
with proper refrigeration. We need Uber and 
Lyft to step up to ensure patients in hard-to-
access areas can get to vaccination hubs. We 
need Apple, Google, Oracle, IBM and Epic 
to step up and provide technology services 
that allow the storing and sharing of data that 
will be key in helping us understand who’s 
been fully vaccinated for effective tracking.
Large employers must serve as distribu-
tion hubs To be a successful vaccination 
effort, this will need to be the largest health 
care effort in our nation’s recent history. We 
will have to vaccinate millions of people. 
Again, we don’t have space in most of our 
local health care centers to handle this type 
of patient flow. This is where large, local 
employers can play a big role in ensuring 
last mile success. Large companies that have 
many employees (for example, Disney,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universities, 
etc.), these should be set up to vaccinate 
their employees --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employees are normally going into the phys-

ical office. This will help us ge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vaccinated in an organized 
way. Additionally, businesses that have ac-
cess to large spaces or buildings, should use 
them as vaccination hubs.  Places like stadi-
ums, theaters and other venues that are not 
being used to capacity due to COVID-19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vaccination centers 
to help the community -- similar to what was 
done to help voters get their ballots counted 
this election season. Fi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build trust and meet the public where they 
find trust, such as in churches or other com-
munity venues, to enhance access and adop-
tion.

Places like stadiums, theaters and other 
venues that are not being used to capacity 
due to COVID-19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vaccination centers to help the communi-
ty.
Federal government needs to release funds 
for local infrastructure Private sector busi-
nesses need to step up and serve the commu-
nities where they are located; however, this 
requires effective public and private part-
nership. Local government and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need funding and resources 
to manage this pandemic for the long term. 
Specifically, additional hiring and training 
is needed for education and vaccination 
administration. Large-scale refrigeration is 
needed to store vaccines and technology sys-
tems need to be built out to track who has 
been vaccinated and to manage the vaccine 
inventory. Currently, most local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do not have these capabilities 
at the appropriate scale, and therefore cannot 
manage vaccine distribution.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ensure vaccine 
distribution works effectively if we move 
now and leverage our knowledge from the 
pandemic thus far. Furthermore, Biden’s 
coronavirus task force can be well-posi-
tioned to accelerate vaccine distribution 
by incorporating these recommendations. 
(Courtesy abcnews.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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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me!          Wear Mask!

America Failed At Testing Early -- Now, The Second wave Is Here

Why A Vaccine Distribution Plan Is Key 
To Saving The U.S. From COVID-19

Pfizer’s Early Data Shows Vaccine Is More Than 90% Effective Covid vaccine is 
more than 90% effective — ‘great day for science and humanity’.

LIVE

CORONAVIRUS DIARY

Today California became the second
state to reach one million COVID-19
cases following Texas.

The new forecast showed that cities in
California will have significant case
growth into mid-December.

Official COVID-19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in the nation are piling
up at record rates and many experts fear
daily deaths will soon follow.

The mayor of Chicago Lori Lightfoot
issued a stay at home advisory
encouraging residents to stay at home
and only leave for school, work or other
essential needs.

We are marking the ninth straight day
the U.S. has topped over 100,000 daily
infections with a new record of 140,000
cases being set. Nearly 1,900 people
died on Wednesday.

Facing the national crisi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is moving
forward with his transition plan and
named long-time aide Ron Klain as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Biden said,
“His deep, varied experience and
capacity to work with people all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is precisely what I
need in the White House.”

In the meantime,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re underway to six battleground
states that Democratic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won closely.

It is so sad when we watch so many
more lives being lost in recent days, yet
the political fighting still goes on in D.C.

We are urging all people to go back to
your neighbors or to your community
and help those people who are really
strug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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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Helpless NowWe Are Helpless Now



A residential area is shrouded in smog in New Delhi, India, November 9, 
2020. Residents of the Indian capital are enduring one of the worst spells of 
air pollution in years, data showed, raising the risks to city residents posed by 
the coronavirus, doctors said. REUTERS/Danish Siddiqui

People gather in front of the White House after news media declared Joe Biden to be the 
winner of the election, in Washington, November 7. REUTERS/Carlos Barria    

Members of The Royal Ballet perform in “The Royal Ballet: Live, Within the Golden Hour”, a 
live streamed performance broadcast at the Royal Opera House, London, Britain. REUTERS/
Toby Mel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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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U.S. Senate candidate Jon Ossoff gestures with a supporter after speaking at a campaign event at 
the Georgia State Railroad Museum in Savannah, Georgia. REUTERS/Dustin Chambers

Ethnic Armenian soldiers watch military vehicles of the Russian peacekeeping forces driving 
along a road in Lachin in the region of Nagorno-Karabakh. REUTERS/Stringer  

A healthcare worker takes a swab from a Newark Police officer sitting in a car at 
a drive-thru COVID-19 test center, during a surge in infections in Newark, New 
Jersey.  REUTERS/Brendan McDermid    

A man takes a break from cleaning his house covered in mud after flooding caused by Ty-
phoon Vamco, in San Mateo, Rizal province, Philippines. REUTERS/Eloisa Lopez

A cab driver raises his fist as people celebrate Joe Biden’s election victory on Union Square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November 7, 2020. REUTERS/Andrew Kelly



副刊

时下不惑，谈起父亲，心里有时沉时浮的

回忆，嘴里有时吞时吐的话语，心境尚未修

炼到沉静——“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辛弃疾）的心境，于是又想写一些有关父

亲的文字。

曾经，我很惧怕我的父亲，好想快点长大

，这样可以远离他……

尽管邻里八乡，父亲是出了名的勤快人、

热心人。家里家外，只要有父亲在，到处利

利索索。田地里，即便长不出庄稼，也绝不

能长草，是父亲的极致要求。父亲又是个能

手巧匠，瓦工活干的特别好，以致东家磊个

猪圈，西家砌个鸡窝，都把父亲叫去。饭也

不吃，钱也不要，还乐此不倦。由此落个

“老好人”称号，再加上父亲的辈分较高，

所以在村子里父亲很受人敬重。

但在家里，我打心眼里不喜欢父亲。父亲

不在家，家才是我的乐园，无论我们兄妹几

人怎样嬉戏打闹，母亲从不对我们严声厉色

，我们想要什么、想吃什么，母亲都会放下

手中的活先来满足我们。可父亲一进家门，

我们都像霜打的茄子，个个不敢声张，灰溜

溜地往外溜。好在响午，我们都不用母亲叫

，都能自觉回家吃饭。

可就有那么一次，哥哥不知去了哪里，母

亲出去找了一趟又一趟，直到快天黑时，哥

哥才回来。还没等母亲问清缘由，暴跳如雷

的父亲对哥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哥哥一边

求饶，一边发誓说再也不去打牌了。一听

“打牌”，父亲更像激怒了的狮子，指着哥

哥的鼻子骂道：“咱家祖

宗三代没有赌博的，到你

这儿，竟成了赌徒，看我

今天不打死你！”说着，

疯狂的父亲瞬间抽下腰带

，朝哥哥甩去。母亲见状

，忙上前护住哥哥，叫哥

哥快快跪下向父亲认错，

哥哥边哭边跪在地上，求

父亲相信他以后再也不敢

了，父亲才停了下来。那

晚，母亲做好的晚饭我们

谁都没吃。哥哥虽躲过了

一顿暴打，但被罚跪了整

整一宿。

那 年 ， 哥 哥

也 就 十 六 七 岁

， 我 年 满 十 岁

。 我 不 知 道 那

时 的 哥 哥 是 否

记 恨 父 亲 ， 但

我 却 向 往 着 没

有 父 亲 的 日 子

。 父 亲 外 出 ，

家 才 是 我 的 天

堂 。 记 得 有 一

次 ， 我 想 吃 炸

糖 糕 。 母 亲 二

话 没 说 ， 赶 紧

和 面 准 备 给 我

做，这时，父亲走进门来，冲着母亲就蹦起

高来：“地里的活都在那扔着，你却有闲工

夫给她捣鼓这！”母亲应诺到：“一会就好

。”可火爆的父亲，不由分说，端起面盆摔

在地下。我吓得躲在门外，不敢吭声。打那

，我很少和父亲说话，也总是尽量躲着他。

后来，长大离开家，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少

之又少。电话成了联系的方式，每次电话过

去，父亲总是没话找话似的和我唠个没完。

我虽不再像小时那样惧怕父亲，但仍心存芥

蒂，总会找借口时不时地对父亲谎说：“好

了好了，我有事，挂了吧。”父亲虽有不舍

，但还是急急地回应：“那好，你先忙吧，

我挂了。”以致后来我认为，父亲变了，再

也不是那个火爆冲天，令我们兄妹害怕的父

亲了。

但就在不久前，姐姐打电话问我，这几天

往家打电话了没。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忙问

，怎么了？姐姐说，最近她一星期没往家打

电话，不敢，因父亲总发火，把她当成了出

气筒。我说，不会吧，我昨天刚打过，没发

什么火啊。谁知，这个电话还没挂，小妹又

打过来，接通，就听嘤嘤的哭声：“姐姐，

你快打电话说说咱爸吧，岩岩（家侄）不找

对象，该我什么事，可咱爸把火发在我身上

……”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都向我告父

亲的状，父亲怎么了？还没等我给父亲打电

话问清楚之际，当晚，我都已睡下，电话又

响起，竟是嫂子打来的。嫂子是一般不会在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的，除非真发生了什么

事？想到此，我慌忙接通，赶紧问，出什么

事了？嫂子竟一句三叹气地向我道来：原来

父亲看着和侄子年龄相仿的男孩都结婚生子

，他就天天督促哥哥给侄子找对象。哥哥说

，现在的年轻人不像过去，婚姻，父母做不

了主。乃知父亲听了勃然大怒，在电话里竟

以死相逼，命令哥哥抓紧时间，没有商量余

地。哥哥被父亲训斥，他就拿他儿子出气，

侄子又抱着“先立业后成家”的信条始终坚

守，以致爆发了家庭内战。末了，嫂子说：

“咱爸最听你的，你劝劝爸吧，别让他生气

上火，最近我们都不敢往家打电话了，接到

爸的电话，心就紧张的打颤……”

虽很多年没见过父亲暴跳如雷的样子了，

但他发起火来，怒发冲冠的气势，我是能想像

的到的。但固执一辈子的父亲、爆如雷电的父

亲会听我的劝吗？我虽心有余悸，但还是硬着

头皮第二天一早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的嗓

音听起来有点哑，我猜，昨晚他肯定一宿没睡

。接通我问：“爸，您感冒了？”

“没有。”父亲声音低沉地回答。

“那嗓子怎么哑了，是不是操心操的？”

我有意带着愠色试探地问。

“我没怎么地他们，也没说什么，就说孩

子大了，该成家了……”父亲仿佛一下子觉察

到我一早打电话来的目的，声音顿时提高八

度，倒直奔主题了。

借机，我就和父亲聊了起来，说起“上学

”与“不上学”的区别、“农村孩子与城市孩

子的择偶标准”、谈到男人经济与婚姻的关系

……没成想，电话的那端静的出奇，好几次，

我都以为掉线了，一叫，父亲忙不迭地应答：

“在、在、在、我在”。父亲有史以来，第一

次成了我的听众，去了“嗯、嗯、嗯，是、是

、是”，父亲几乎没说什么话。我知道，父亲

听进了我的话，与其说父亲“怕”我，不如说

是我的话说到了父亲的心坎里。

最后，更让我始料未及的是，父亲当场向

我表态：“放心吧，往后我不多管了，儿孙

自有儿孙福！”

这会，该轮到我说，“是、是、是”了。

能与父亲心平气和地交流并让顽固不化的父

亲有所让步，几十年来，父亲带给我的惧怕

、隔阂之感荡然无存……

小时候，我怕父亲
长大后，父亲怕我

C4Saturday, November 14, 2020

COMMUNITY

(Reuters) -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nd investors welcomed the first successful 
interim data from a large-scale clinical test as 
a watershed moment that could help turn the 
tide of the pandemic if the full trial results pan 
out. However, mass roll-outs, which needs 
regulatory approval, will not happen this year 
and several vaccines are seen as necessary to 
meet massive global needs.
Pfizer and German partner BioNTech SE 
22UAy.F said they had found no serious safety 
concerns yet and expected to seek U.S. emer-
gency use authorization this month, raising 
the chance of a regulatory decision as soon as 
December.
If granted, the companies estimate they can 
roll out up to 50 million doses this year, 
enough to protect 25 million people, and then 

produce up to 1.3 billion doses in 2021.
“Today is a great day for science and hu-
manity,” said Pfizer Chief Executive Albert 
Bourla, noting the data milestone comes 
with “infection rates setting new records, 
hospitals nearing over-capacity and econo-
mies struggling to reopen.”
Experts said they wanted to see the full tri-
al data, but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looked 
encouraging.
“This news made me smile from ear to ear. 
It is a relief to see such positive results on 
this vaccine and bodes well for COVID-19 
vaccines in general,” said Peter Horby, 
professor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re are still 
many questions, such as how effective the 
vaccine is by ethnicity or age and how long 

immunity may last.

 “But the bottom line is, as a vaccine it’s 
more than 90% effective, which is extraordi-
nary,” top U.S.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Dr. 
Anthony Fauci told CNN.
Pfizer expects to seek U.S.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people aged 16 to 85. To 
do so, it will need two months of follow-up 
safety data to assure no side effects crop up. 
That is expected to be available in the third 
week of November. U.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Alex Azar said it would 
take several weeks for U.S. regulators to re-
ceive and process the data before a potential 
approval.
MARKETS SURGE
The prospect of a vaccine electrified world 
markets with the S&P 500 and Dow hitting 
record highs. JPMorgan said on Monday it 
expected the S&P 500 index to hit 4,000 
points by early 2021 and called Pfizer’s 
COVID-19 vaccine and called Pfizer Inc’s 
PFE.N COVID-19 vaccine update “one of 
the best backdrops for sustained gains in 
years.”
Stock of theme park and film company Walt 
Disney rose 12% and movie chain operator 
AMC Entertainment Holdings was up 51%. 
Shares in companies that have thrived during 
lockdowns, such as Netflix Inc NFLX.O and 
conferencing platform Zoom Video ZM.O 
tumbled. Gun stocks sold off on higher 
hopes for a return to normal and a lack of 
civil unrest.
Pfizer shares jumped more than 8% to their 
highest since July last year, while BioN-
Tech’s stock hit a record high. Mizuho Se-
curities analyst Vamil Divan forecast the 
vaccine may generate sales in excess of $8.5 
billion for Pfizer in 2020-2021 alone. Shares 
of other vaccine developers in the final stage 
of testing also rose with Johnson & Johnson 
JNJ.N up nearly 4% and Moderna Inc MR-
NA.O, whose vaccine uses a similar tech-

nology as the Pfizer shot, up more than 8%. Britain’s 
AstraZeneca AZN.L, however, fell 2%.
Moderna is expected to report results from its large-
scale trial later this month. “It’s likely that we’re go-
ing to have more than one vaccine that’s effective,” 
Fauci said.
William Schaffner,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at Van-

derbil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Nashville, 
Tennessee, called the Pfizer results better than most 
anticipated. “The study isn’t completed yet, but none-
theless the data look very soli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elcomed the test re-
sults, and the market boost: “STOCK MARKET UP 
BIG, VACCINE COMING SOON. REPORT 90% 
EFFECTIVE. SUCH GREAT NEWS!” he tweeted.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said the news was excel-
lent but did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face masks, so-
cial distancing and other health measures would be 
needed well into next year.The World Health Orga-
nization called the results very positive but warned 
there was a funding gap of $4.5 billion that could slow 
access to tests, medicines and vaccine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ere are other challenges 
as well that could affect less affluent countries. The 
Pfizer vaccine must be shipped and stored at an ex-
tremely cold temperature, which requires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Even many U.S. hospitals lack these 
super cold storage units, which may impact when and 
where the vaccine becomes available in many U.S. 
rural areas as well.
That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more traditional vaccines 
in development, such as J&J’s candidate.

‘NEAR ECSTATIC’

Vaccine Vials with a sticker reading, “COVID-19 

/ Coronavirus vaccine / Injection 
only” and a medical syringe are 
seen in front of a displayed Pfizer 
logo in this illustration taken Oc-
tober 31, 2020. REUTERS/Dado 
Ruvic/Illustration/File Photo
Still, there was cause for jubilation.
“I’m near ecstatic,” Bill Gruber, 
one of Pfizer’s top vaccine scien-
tists, said in an interview. “This is 
a great day for public health and for 
the potential to get us all out of the 
circumstances we’re now in.”
The European Union said on Mon-
day it would soon sign a contract for 
up to 300 million doses of the Pfizer 
and 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The companies have a $1.95 billion 
contract with the U.S. government 
to deliver 100 million vaccine dos-
es beginning this year. They did 
not receive research funding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Opera-
tion Warp Speed vaccine program. 
The drugmakers have also reached 
supply agreements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 Japan. The 
interim analysis, conducted after 94 
participants in the trial developed 
COVID-19, examined how many 
had received the vaccine versus a 
placebo. Pfizer did not provide that 
detail, but over 90% effective im-
plies that no more than 8 of the 94 
had received the vaccine, adminis-
tered in two shots about three weeks 
apart.
The efficacy rate, which could drop 
once full results are available, is 
well above the 50% effectiveness 
required b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or a coronavirus 
vaccine. Shortly after Pfizer’s an-
nouncement, Russia said its Sputnik 
V vaccine was also more than 90% 
effective, based on data collated 
from inoculations of the public. 
(Courtesy www.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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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ood news is that Pfizer Inc’s PFE.N experimental COVID-19 vaccine is 
more than 90% effective based on initial trial results, the drugmaker said on 
Monday, a major victory in the war against a virus that has killed over a million 
people and battered the world’s economy.

Pfizer Vaccine Trial Success Signals 
Breakthrough In Pandemic 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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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忙于添置双11购物车之际，11月3日

是地球另一端3亿多人无比重视的日子，在美国大

选投票最后之日，选民将投出决定这个国家下任总

统的一票。

在笔者撰写此文之时，北美各大媒体正紧锣密

鼓对这史无前例的大选日进行实况更新，在美国民

主党、共和党极端分化的当下，很多人都无比期待

也无比恐惧这一天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都

已成为历史的参与者。”投票队伍中，一名女性选

民站在黑暗寒风中平静说道。

这是被疫情阴影笼罩的大选。直到11月3日前

夕，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报告单日新冠确诊破

纪录，还有因新冠瘫痪的美国旅游、饮食等数个行

业，据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数据，有240万人已失

业超过6个月，自5月以来估计有800万人陷入贫困

状态。在不安和动乱中，许多人为迎接大选日加固

了自家商铺。

“人们很不安。”洛杉矶建筑工人 Fernando

Casas一边钉着店面一边唏嘘。

失去工作的人们似乎在等待这一天。据美国

ABC新闻等媒体统计，直到周二大选日，已有近1

亿美国人进行提前投票，超过2016年选民总数7成

，其中夏威夷和得克萨斯等7个州投票总人数已超

过2016年时，包括当天早间投票站前的长队和营业

至晚9点的许多站点。在2020年特殊局势刺激下，

美国预计将达到1.5亿人投票，超过2016年的1.38

亿人。

“今年不同之处在于，选民们更迫切希望发出

自己的声音。”民权律师Kristen Clarke强调道。

从这一天往前看，对美国人来说，是特朗普在

白宫喧嚣的4年，尤指最后历史性一年，过去8个

月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几乎掩盖他任期前三年的所有

工作，这也让2020年美国大选成为独一无二。在纽

约时报眼中，伴随2020总统选举是包括疫情在内的

严峻形势，受影响的经济下滑、党派的严重分化、

激化的种族矛盾，这些都化为选民们参与投票的决

心，对他们来说可算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

资深政治记者Shane Goldmacher写道。

对选民们来说，冒着疫情风险等在投票站前，

也是真正“拿命”去投票，尤其在整个美国疫情持

续恶化的情况下。据美国疾控中心CDC最新数据，

美国目前有近930万确诊，超23万人死亡。在过去

两周，美国每日新增病例数的最高记录连续几天被

打破。为减缓疫情，尽管许多州府推行邮寄和网上

选票等远程投票方式，但仍有很多人亲自去排队投

票。据报道，67岁的Alejandro Guzman Stein摸着口

袋里的消毒液说道，“这对我来说就是生或死，但

我必须来，因为这不仅是我的权力，更是我的责任

。”

在人们忧心忡忡排队之际，也让我们简要回顾

整个选举流程。从现有两位总统候选人——渴望连

任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与立志推翻特朗普的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之中，每个州府的选民将选

票投给自己心仪那位。统计出哪位候选人获得更多

票数后，该候选人将获得该州府所有“选举人票”

，各州府根据人口统计有不同数目的选举人票，总

计538张，率先获得270张选举人票即可当选美国

总统。

摇摆票多来自12个传统摇摆州，在这些又被称

为“战场”的州府里，根据今日美国报道，两个竞

选人在这段时间也在此疯狂进行拉票活动。为了给

各自鲜明“粉丝”群体最后的定心丸，特朗普着重

关照白人工人阶级，拜登重点访问非裔及拉丁裔社

区。

当老派拜登对上霸气特朗普，两人最后旗帜鲜

明的结束语也是一目了然。“没有什么红色或蓝色

州，只有美联邦而已。”这是一如既往民主党调调

的拜登。“当你有权去投票时，那就去投，”伴随

熟悉蛮横的口吻，“除非你是要投给其他人，那就

一边待着去。”特朗普总结道。

不过对那些带着口罩、冒着感染病毒风险去排

队的选民来说，他们手中拿着的是回归正常生活的

希望，让这动荡的2020年能尽快结束。就如排在一

投票站队首的75岁老人Henry Monreal所说，“人

们是受疫情影响而来，人们没了工作，他们需要帮

助。”

疫情下的“11.3”，美国选民众生相

事情起源于笔者偶尔刷到的一个问

答：《为什么说老外一个人能带宝宝，

而中国人要一家子？》

一位答主“现身说法”，打脸说美

国老头老太太照样得帮子女带孩子！

想来从小到大，听说过的各种传言

不少，比如“欧美人都比较独立”、

“美国老人不会帮子女带孩子”、“欧

美人到18岁以后父母就会停止生活上的

扶持，让他们独立发展”等等。

刚好最近“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

晴”，笔者准备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美国老人，到底帮不帮子女带孩子

？

为了防止这个话题是臆想出来的，

所以简单搜了一下，先证实“这个讨论

确实存在”：

当然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这可能会涉

及到一个类似“谷堆论证”的问题。

简单来说，一户美国祖父母带孙女

孙子，当然不能算在美国社会中“美国

老人会带孩子”，那么同理，两户、三

户……都不行。那么存在多少“老人带

孩子”的美国家庭，才能算是“美国老

人会带孩子”？

这个带来质变的“量”的拐点就很

重要。

从这个维度上逆推，有三个角度可

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

1.美国祖辈扶养孙辈的案例到达了

何种数量级？

2.美国祖辈扶养孙辈存在何种现状

（如其方式\频率等）？

3.美国祖辈扶养孙辈带来的社会影

响和显现的未来趋势。

在这个逻辑上，当“美国祖辈扶养

孙辈”达到了一个数量级，形成了一个

较为固定的社会群体，产生了较为稳定

的扶养方式，并就此产生了普遍的社会

影响，引发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之时。

“美国老人不带孙子”这个问题就有公

论了。

据美国商业资讯（Business Wire）

2020年8月3日报道，美国目前有约270

万祖父母在扶养和照顾(raise)孙女孙子。

非盈利公益组织fathermatters提供的

数字与这个结果基本一致。与此对应地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祖父母，每天在履

行照料孙女孙子的义务。其中，逾百万

孩子完全由其祖父母扶养。

在美国有18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中，

有超过7%的家庭存在祖辈照顾孙辈的情

况。

Kidscount在其官网上，整理了来自

非盈利公益组织人口参考局（Popula-

tion Reference Bureau）和2005年至2019

年美国的社区调查数据，由祖父母照顾

的18岁以下孩子，每年都是数百万起步

的。

百万级的祖父母扶养者百万级的孙

女孙子，说美国老头老太太不带小孩，

不太可能。

下一个问题，美国老头老太太带孙

女孙子，都有哪些特点？

在美国，相当数量的祖辈和孙辈是

居住在一起的，这个人数是以百万作为

单位的。作为一个已然存在的社会现象

，其内部也有明显的特点。

按照德国数据分析公司Statista2020

年的统计，以2019年的情况为例，在小

孩子1-3岁的年龄段，祖父母双方与其共

同居住的比例最高，随着年龄的增大，

在孩子3-17岁的时候，大多数是祖母和

他们同住。

在任何年龄段，祖父与孩子同住的

比例都是最低的。

据fathermatters做出的统计，美国祖

父母带孩子的时候，还存在下面那这些

问题：

1.在带孙辈的祖辈中，女性的失业

率是49%，男性的失业率是34%。在美

国，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容易为了家庭

，而放弃或者失去其职业发展。

2.1970年以来，美国老头老太太带

孙子孙女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3.照顾孙辈的美国老人中，有超过

36%的人带孩子超过五年。

4.照顾孙辈的美国老人中，有超过

21%的人在贫困线以下。

美国老人不带孙，宁愿在广场上孤

独地晒太阳？

富人阶层的老头老太太不好说，起

码就底层的、贫穷的美国老人而言，去

广场上晒太阳可能真的是想要去广场上

透个气，见点光。多半是给生活逼的。

问题来了，为啥美国老头老太太要

带孩子，甚至成为了带孩子的主力？

比较典型的情况有这几种：

1.孩子的生父生母（至少其中之一

）滥用药物，这个比例超过40%。

2.28%由祖父母带大的孩子，其父母

对他们有施暴虐待、遗弃等行为。

3.不少孩子的生父生母放鸽子，

“生而不养”，祖父母不得不来接这个

锅。

4.孩子的父母犯罪，进监狱里吃牢

饭去了。

这些美国成年人独立不独立我不知

道，反正挺坑爹坑娘的。

在美国，老头老太太不仅仅要像其

他国家的老人们那样，帮助儿女照顾孩

子。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还要承担这

份照顾小孩的“义务”。不少人“养育

了娃，还得养育娃的娃”。

父母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缺位、祖

父母的经济和生理状况、孩子们的生存

福祉和心理健康，这些问题带来的影响

是综合的，也是非常棘手的。

据美国商业资讯（Business Wire）

2020年8月报道，科恩儿童医学中心发

育与行为儿科主任安德鲁· 阿德斯曼

（Andrew Adesman，MD）指出：“出

于各种原因，祖父母逐渐成为全国各地

的家庭照料者，而这份责任往往会带来

很多困难。”

美国人不靠父母带孩子？事实上，

只怕是一些美国人全靠父母带孩子。

“父母帮忙带小孩”一方面看父母

的意愿，一方面看现实生活的需要。

至于“欧美人更加独立”，这样的

论调可以收收了。

独立不独立，自强不自强，这事儿

不看种族和国家，这事儿分人。

说到这里，这个话题的答案其实已

经很明确了。

但是有一些细节，还是可以啰嗦一

下。

“美国老人带小孩”这件事，美国

人自己也不是不知道。

美国全国生物技术中心（NCBI）在

其2008年刊发的文章中就讨论过这一系

列的问题。

文章表示，“多代同居互助”

（multigenerational coresidence，即几代

人生活在一起）虽然是家庭成员互相帮

助，但是祖父母带孩子的情况正在越来

越普及。

越来越的美国老人，成为他们家中

扶养小孩的主力。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一个单亲

家庭盛行的国家、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

国家，“老人带小孩”给社会带来的影

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荒诞的是，一方面

是孩子生父生母的吸毒率、生病率（艾

滋等）在增长，一方面，祖父母们面对

的经济压力和健康风险也在一路飙升。

在美国，相比于其它群体，非裔美

国人更依赖祖父母来扶养自己，而这些

家庭的贫困问题也更加严重。从性别上

而言，美国的“祖母”和“外祖母”们

，则为家庭付出了更多的贡献。

美国的老人们不清闲，欧洲的也一

样。

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

search Center ）2015年报道，意大利和德

国的父母，也需要对有小孩的子女提供财

政支持、“保姆服务”和维修服务。

正如网络中的言论所描述的那样，

不少老人是偶尔帮忙照顾一下孩子，但

经常性照顾孙子孙女的老人，数量也不

少。

“孩子18岁以后就脱离父母独立生

活？”

这份2005年的报道指出，在孩子成

年以后，28%的美国人和23%的德国人

继续和父母同居。而在意大利，有将近

一半的人（47%），成年以后依然跟父

母生活在一起。

“欧美人更加独立”，也许是不少

外国老头老太太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美国人不靠父母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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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于大海

廣州恒大的亞冠聯賽小組賽同組對手、來
自馬來西亞的柔佛DT隊11日表示，由於未獲
得馬來西亞政府的出境許可，將無法參加即將
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亞冠東亞區比賽。
柔佛DT在一份聲明中說，根據負責協調疫

情管控措施的馬來西亞國家安全委員會方面的
通知，俱樂部不能獲得前往卡塔爾參賽的出境
許可。
聲明說，俱樂部對於無法參加亞洲最高水

平的俱樂部賽事深感失望，但尊重馬來西亞政

府的決定並理解在新冠病例不斷增加的
情況下實施相應安全措施的必要性。

為控制疫情蔓延，馬來西亞從今年
3月起對本國公民出境和外國公民入境
實行嚴格限制。

柔佛DT與廣州恒大同分在G組，
同組球隊還有日本神戶勝利船和韓國水
原三星。亞冠東亞區比賽將於18日重
啟，廣州恒大原定19日對陣柔佛DT。

■新華社

衝超和降級，永昌經歷不少——2014
賽季末輪，永昌最後時刻決勝青島

海牛衝超；2016賽季第29輪，永昌不敵
延邊富德提前一輪降級；2019賽季末輪，
“衝超三強”僅有永昌取勝，一場幸運逆
襲讓這支河北球隊時隔 1,102 天再返中
超。
本賽季首先分在蘇州賽區的永昌也竭

盡全力。第一階段他們表現不俗，先後逼平
實力強大的上海上港和北京國安，一度躍居
賽區第三位。

戰術被摸透 板凳深度不夠
儘管外援和內援實力都不算中超上

游，但永昌主帥古特比用人得當、戰術實
用，球隊有拚搏精神，“平民球隊”的成功
逆襲似乎正要到來。
但特殊的賽季、特殊的賽制，戰術逐

漸被摸透，板凳深度劣勢漸顯，在1：1戰
平天津泰達以及面對上港、重慶和國安遭遇
3連敗後，永昌只能進入護級組。
賽制和規則對於每一支中超球隊來說

都是平等的，但永昌沒能把握機會。第一階
段蘇州賽區3平11負的天津泰達奇跡護級，

大連賽區只拿6分的河南建業順利上岸。而
永昌先是總比分2：3被大連逆轉，隨後總
比分2：3不敵深圳，最終在與武漢的護級
生死戰中悲情降級。
賽後古特比表示：“全隊現在的情

緒，讓我很難坐在這裏評價比賽。大家看到
我們很多淚水，但能看到的都在臉上，還有
更多流在心裏。”
正如老帥所言，俱樂部通過3年努力才

回到中超，但足球世界就是這麼殘酷。
終場哨聲響起時，37歲的永昌隊長馬

修斯放聲痛哭，巴西老將的眼裏只有悲傷和
失落。不過，永昌董事長李強表示：“下賽
季留在球隊的，明年必須給我打回來！”

上港負國安 6賽季首無三甲
而石家莊永昌官方微博昨也發文表達

重奪失地的決心：“努力了，經歷了，有收
穫，有遺憾。人生豪邁，我們重頭再來。”
另外，在11日晚進行的季軍戰，北京

國安以1：1戰和上海上港，從而以兩回合
3：2的總比分贏得本賽季中超季軍，同時
獲得下賽季亞冠附加賽資格。而上港則是近
6個賽季以來首次跌出中超三甲。 ■新華社

中國女排錦標賽前不久
剛剛落下帷幕，12日，排球
迷們又迎來一檔期待已久的
排球盛宴──全國女排超級
聯賽，雖然因為防疫需求採
用空場方式進行，但是通過
電視屏幕，球迷們還是可以
欣賞精彩絕倫的排球賽事。

新賽季共有13支球隊參與。比賽共分三個
階段進行，13支球隊按照上賽季排名分為A、B
兩組。第一階段進行組內單循環比賽；第二階
段，A組輪轉對陣B組，決出13支球隊的排名。
第三階段，第二階段前8名蛇形排列分為兩組，
小組前兩名進入4強，然後交叉進行準決賽直至
決賽。

其中，天津、恒大、江蘇、浙江、四川、
河北、河南女排分在A組；上海、北京、遼寧、

山東、福建、雲南在B組廝殺。
作為上賽季排超聯賽冠軍，天津女排本賽

季依舊備受關注。上個月，中國女排隊長朱婷續
約天津女排，使得天津隊又一次成為了本賽季的
奪冠熱門。

除有朱婷坐陣，天津女排陣容中還有李盈
瑩、姚笛、王媛媛等多名國手。在球隊出征儀式
上，主帥王寶泉已經將目標瞄準總冠軍：“新賽
季即將打響，隊伍已經進入到了聯賽備戰的最後
衝刺階段。天津渤海銀行女排全體教練員、運動
員將在新賽季中展現出更好的精神面貌、更旺盛
的鬥志、更精湛的球技，向第13個聯賽冠軍發
起衝擊。”

受到疫情影響，新賽季的排超聯賽被壓縮
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進行。密集的賽程對參賽
球隊的體能和陣容厚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新網

明
年
打
回
中
超

誓
言

石
家
莊

不

敵

武

漢

悲

情

降

入

中

甲

11日晚，隨着韓國籍主裁金希坤的

哨響，2020年中超聯賽的降級名額歸屬

塵埃落定。來路成為去路，本賽季重回

頂級聯賽的“平民球隊”石家莊永昌，以 1：2不敵武漢卓

爾，兩回合總比分 1：2，成為聯賽最後一名，降入中甲。不

過，球隊官方微博昨發文，誓言要重奪失地，明年打回中超。

中超聯賽12日晚
決出新一屆冠軍盟

主，主場作戰的江蘇蘇寧在蘇州奧林匹克體育中
心憑阿歷士泰斯拿及艾達馬田斯的入球，以2：1
擊敗9冠王廣州恒大，首次登頂。 新華社

新 王 登 基

恒大亞冠對手無法出境退賽

世預賽亞洲區次輪
明年3月舉行

亞足協於北京時間11日晚宣布，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亞洲區
第二輪預選賽（即40強賽）將在2021年3月和6月的國際比賽日

進行，12強賽則定於同年9月開戰。
世預賽40強賽的比賽原定在今年10月和11月進行，但受疫情影

響，比賽全部推遲進行。根據最新的安排，2022年世預賽暨2023年亞
洲盃預選賽第二輪將於2021年6月15日前完成。第7和第8比賽日的比
賽將於2021年3月進行，第9和第10比賽日的比賽將於2021年6月進行。
預選賽最後一輪將於2021年9月開始。
按照賽程，中國隊剩餘的4場比賽分別是主場對陣馬爾代夫、客場戰

關島以及主場接連迎戰菲律賓、敘利亞。目前，中國隊以4戰2勝1平1
負，排名A組第二。

40強賽出線規則為8個小組的小組第一和4個成績最好的小組第二出
線，參加第三階段（12強賽）。

另外，此前宣布推遲的亞足協U19男足錦標賽將於2021年3月3日
至20日在烏茲別克舉行。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隨着女乒世
界盃的結束，男乒世界盃13日在山東威海拉開
戰幕，已在內地完成隔離期的港隊“一哥”黃鎮
廷現已抵達賽地，為久違的大賽作準備。
2020國際乒聯男子世界盃定於11月13至15

日舉行，各路好手現已陸續抵達賽場進行適應性
訓練，其中包括港將黃鎮廷及國乒2位世界冠軍
馬龍、樊振東，另外有日本小將張本智和、烏克
蘭球手等。
雖然已經是男乒世界盃的常客，但本次世界

盃對於馬龍和樊振東來說意義非凡，首先這是停
賽大半年之後的第一次世界性大賽，其次對於在
自家門口的比賽，馬龍和樊振東是志在必得。
世界排名第一、衛冕冠軍樊振東，上個月在

威海舉行的全錦賽力壓眾國手男單稱王。今次重
遊福地霸氣依然：“這個場地的冠軍，這個比賽
的冠軍，都是（我）。沒有壓力。”
至於在女乒世界盃16強止步的港乒“一

姐”杜凱琹，則轉赴澳門，參加本月25日至29
日在那裏舉行的“WTT澳門國際乒乓球賽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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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超級聯賽開打 天津衝第13冠
■■朱婷為天津隊出朱婷為天津隊出
戰超級聯賽戰超級聯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港球員阿瑙托維上港球員阿瑙托維
奇奇（（左左））的射門被國的射門被國
安門將化解安門將化解。。 新華社新華社

◀37歲的永昌隊長
馬修斯（右）賽後
痛哭失聲。

新華社



CC77
星期六       2020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ember 14, 2020

中國影壇

劇版《棋魂》講的是個純粹的中國故事
改編自日本人氣漫畫《棋魂》的同名

網劇日前上線視頻網站，劇集講述了少年

時光巧合之下發現壹個古老棋盤，從而結

識了以“魂”之姿盤踞在棋盤內的南梁

“圍棋第壹人”褚嬴，並在其熏陶和鼓勵

下逐漸對圍棋產生興趣，最終成長為職業

圍棋手的故事。開播後，劇集對原著的本

土化改編引發了爭議，比如劇集裏的主角

們的年紀和漫畫裏的設定不同；又比如漫

畫裏時光媽媽對待他學棋態度的差別等。

導演劉暢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團

隊在改編過程中，保留了人物關系和大部

分的主線故事、經典對白，用劇的敘事和

創作規律又重新梳理了壹遍，把它變成壹

個純粹的中國故事。

造型
褚嬴像東方不敗？
尊重原著參考歷史
劇中褚嬴的造型引發了首輪爭議。

漫畫中，手拿折扇，壹身白衣的佐為是

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在劇版中，

把平安時代的佐為變成南梁褚嬴，高聳

的帽子和另類的妝容，被網友戲稱為

“東方不敗”+“黑白無常”。導演劉暢

表示，劇組查閱了相關的資料，最早的

“棋待詔”始於南梁時期，所以把褚嬴

就定位在這個圍棋盛興的時代。“在造

型上，壹方面我們保留了原作中的標誌

性形象，還有壹方面我們在細節上增加

了壹些中國傳統服飾的元素來進行融合

，比如服裝上的刺繡。”

改編
原作已經足夠動人和完整
原作《棋魂》是壹部在日本《周刊少

年JUMP》上連載的以圍棋為主題的少年漫

畫，作者為堀田由美，漫畫自1998年開始

連載，壹直到2003年完結，壹共23卷，累

計銷量已有800萬冊。而動畫版也於2001

年制作播出，在播出期間，最高收視率曾

達37.5%，是日本當時最受歡迎的動漫之壹

。在它連載的期間，整個東南亞都掀起壹

陣圍棋熱，成了無數人的圍棋啟蒙動漫。

導演劉暢表示，《棋魂》的背景和敘

事方式都特別現實主義，故事也很真誠和

動人，“講的是勵誌、熱血、成長、友情

的內容，青春不只有談戀愛，和朋友們壹

起打打鬧鬧、相聚分離，同樣是動人和有

力量的東西。”

在改編上，劉暢說，原作的故事已經

足夠動人和完整了，保留了人物關系和大

部分的主線故事、經典對白，用劇的敘事

和創作規律又重新梳理了壹遍，把它變成

壹個純粹的中國故事。而漫畫和劇，核心

的講故事的方式是不壹樣的，“圍棋本身

是壹個靜態的運動，怎麼通過圍棋讓觀眾

感受到喜怒哀樂，感受到節奏的變化，需

要更多地靠壹些視聽手段去做。”

歷史節點
帶觀眾迅速進入環境場景中
劇版中時光、褚嬴、俞亮初識是在

1997年，重逢是在2003年。1995年到2005

年是中國圍棋艱難10年，基本上是被韓國

棋手壓著打，直到2005年常昊拿下“應氏

杯”，第壹次贏來轉折點；2006年，羅洗

河打敗石佛李昌鎬後，古力、常昊、孔傑

幾個人連著拿世界冠軍，局面才徹底翻過

來。而互聯網在中國的興起，也給圍棋的

群眾普及奠定了基礎。劇版《棋魂》也加

入了不少歷史節點，如劇中俞曉暘弟子

方緒在 2003 年創辦了圍達網，讓圍棋愛

好者可以通過網絡對局。這些時間點的

加入，在劉暢看來，壹方面是通過這些

觀眾比較熟悉的歷史事件節點，迅速帶入

環境場景中，還有就是那段時間，正好是

中國圍棋再次從壹個比較低谷的時期重新

走向世界之巔，那段時期整體的圍棋氛圍

是上揚的。

年齡增大
演員表演起來有發揮的空間
原著中的主人公進藤光是壹名六年級

的小學生，並在小學時參加了中學的比

賽，在劇版改編中，把進藤光的小學生身

份改變，變成了初三的中學生時光。時光和

褚嬴第壹次見面是在九歲，此後褚嬴突然消

失了六年，故事的主要講述時段則跳躍到了

六年後。這六年對於人物發展脈絡來說有壹

點斷裂。對此，劉暢表示，因為劇版《棋

魂》是壹部現實主義的青春劇，故事聚焦

到了青春的成長與勵誌之中，所以年齡層

相對拉大壹些，“這樣整體觀感上，和演

員的狀態比較符合，演員們表演起來有發揮

的空間，觀眾的接受程度更高。”

因為有了六年的“空白”，時光開始下

棋，以及熱愛圍棋的過程都顯得具有偶然性

，放棄圍棋六年之久，時光對圍棋的興趣培

養是從何開始的？對此，劉暢表示，時光從

開始接觸圍棋，已經通過和俞亮的接觸，通

過他對圍棋的敬畏和認真之中，產生了想了

解圍棋的興趣，但是後來因為覺得褚嬴騙了

自己，找“神之壹手”可能要壹生的時間，

所以時光和褚嬴的關系破裂，受到這種關系

上的影響，時光以為自己是不喜歡圍棋的，

直到六年後再次為了壹次打賭而學棋，時光

意識到自己對圍棋是真的喜愛。

劇中，時光怕失去自己的人生，比原

著中增加了壹份“獨立感”。在原著中，

藤原光為了佐為能下棋，實則做出了很多

努力和犧牲。對於時光的這種人設變化，劉

暢表示，時光在劇中也為褚嬴做出了很多努

力，在網絡圍棋上也讓褚嬴打出了兩百多場

連勝，而且他選擇了走職業圍棋這條路，也

是希望遇到更強的對手，幫助褚嬴去尋找

“神之壹手”,“隨著時代發展，現在人越

來越多在探討‘獨立思考’和‘獨立精

神’，我們放在時光身上的，就是壹種少

年對自己人生選擇的負責和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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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壹部名為《雷霆戰將》的青春軍旅劇在衛視播出，

久違的抗戰題材，清壹色的偶像陣容，似乎要把年輕觀眾拉回

電視機前，完成壹次軍旅劇的年輕化。

《雷霆戰將》講述的故事並不陌生。八路軍獨立團團長王雲山

（張雲龍飾）帶領將士對日作戰，面對抗戰大局，他與“死對

頭”騎兵團團長杜德勇（魏千翔飾）、宿仇川軍178師師長郭勛

魁（高偉光飾）打起了配合戰，並在淮海戰場策反郭勛魁，最終在

郭勛魁的幫助下帶兵解放四川的故事。

劇中王雲山的原型來自於中國共產黨著名將領王近山將軍

，與《亮劍》中李雲龍的原型是同壹人。因為這個淵源，不少

觀眾在觀看《雷霆戰將》時會將王雲山與李雲龍做對比。相對

於《亮劍》中李雲龍的扮演者李幼斌，王雲山的扮演者張雲龍更

加年輕，就連其對手杜德勇、郭勛魁的扮演者魏千翔、高偉光，也

是年輕偶像類型。

《雷霆戰將》演員班底的年輕化，客觀上確實有利於吸引壹批

並不喜歡觀看抗戰劇、軍旅劇的觀眾。在主演張雲龍的社交平臺上

，僅壹條開播的微博就有高達2萬多條轉發和1萬多條評論。在骨

朵劇集熱度指數排行榜中，該劇自播出以來的觀看熱度壹直呈現上

漲趨勢，剛剛壹周就已躋身全網熱度第四位。

演員陣容的年輕化，也為該劇整體的敘事風格和表現方式帶來

了很大轉變。《亮劍》系列曾經塑造了經典的軍人李雲龍形象，整

體演員陣容以中年群體為主，故事的講述方式也更接近傳統的抗戰

劇與軍旅劇的結合。《雷霆戰將》前幾集，集中塑造王雲山的個人

形象，通過幾場硬仗中王雲山的軍事才能和大局觀，試圖塑造出壹

個有膽有謀的年輕將領形象。但囿於演員張雲龍本身相對清秀的長

相，劇中王雲山的莽撞性格看上去還是欠缺壹些說服力，尤其是與

李幼斌塑造的李雲龍相比，王雲山的直來直去更像是演出來的人設

，而並非與人物渾然壹體的性格。

為了年齡感上能與張雲龍搭配，劇中政委江平由印小天飾演，

師長則由保劍鋒出演。兩位曾經偶像劇的男壹號演員，在劇中卻要

擔任相對穩重的中年角色。雖然看上去演員陣容是清壹色的帥哥美

女，但角色的信服度確實稍弱。就連壹向演技穩定的高偉光，也出

現了臺詞生硬、表情誇張的問題。不得不說，所謂抗戰劇、軍旅劇

的年輕化，並不是只是讓演員年齡降下來就行，還得量身定做合適

的劇本，只有讓演員與人物真的貼合，才可能出現班底與表達共同

年輕化的預期效果。

第二季《故事裏的中國》再現經典“英雄兒女”
《故事裏的中國》延續節目用實

證精神和藝術創新講好中國故事的獨

特手法，以重新演繹的經典文藝作品

為媒介，證史之實，傳史之真，為在

時光的流逝中泛黃的、殘缺的英雄故

事補足有血有肉的真實細節。

11月7日，《故事裏的中國》第

二季播出第三期。節目跟隨經典電影

《英雄兒女》重溫英雄歲月，聆聽英

雄頌歌。當再度聽到舞臺上“為了勝

利，向我開炮”的英勇吶喊，不少觀

眾感動到不能自已——現實中的英雄

，比文藝作品中更偉岸，更震撼。文

藝作品的時代性、永久性、經典性，

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對時代生活的寫實

記錄和生動描寫。從第壹季以來，

《故事裏的中國》之所以能不斷讓經

典文藝穿越時空，迸射出動人心魄的

精神回響，本質上在於那些作品本身

與國家和民族的記憶緊緊維系、休戚

與共。

從《故事裏的中國》第二季已經

播出的三期來看，節目在第壹季經驗

積澱的基礎上更進壹步：壹方面，節

目聚焦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從《十八

洞村》《扶貧路上》到接下來的《鐘

南山》《南仁東》等，主創團隊把為

時代畫像、立傳、明德作為使命，竭

力創造新的經典；另壹方面，節目繼

續演繹經典，傳承經典，但從《英雄

兒女》來看，節目進壹步強化了細節

真實和表演真實，從而實現以藝術化

手法回顧歷史、記錄歷史、致敬歷史

的獨特意義。

本期節目中，戲劇總導演田沁鑫

以“堅守”為創作核心，帶領於毅、

姜梓新等演員再現《英雄兒女》當中

的動人情節。和《扶貧路上》邀來黃

文秀的姐姐參與角色溝通異曲同工，

這壹次節目將84歲的抗美援朝誌願軍

老戰士曹家麟請到現場參與指導，曹

老向大家講述了真實的戰爭故事。排

練時，他特別點贊了演員們略帶沙啞

的嗓音：“就是那種在戰壕裏面堅持

戰鬥了很長時間之後的感覺，喝不上

水，休息不好，這是那種狀態！”

能得到歷史親歷者們的肯定，離

不開主創團隊的用心、用情和用功。

在圍讀會環節，演員們字字揣摩、句

句斟酌每壹處的語氣與情緒，力求還

原抗美援朝戰場上那威震世界的血性

鐵骨。

在舞臺表演中，長達八分鐘的戰

爭戲被演員們壹氣呵成，戰火紛飛，

炮聲隆隆，壹群鮮活的生命把熱血灑

在了土地上，哪怕倒下，他們也眼望

前方，保持著沖鋒的姿勢，當於毅嘶

吼著喊出“為了勝利，向我開炮”，

曹老特別激動：“這不是演出，這是

戰鬥歷史的重現，使我回憶起了那段

在抗美援朝戰爭當中，我們那些英勇

的誌願軍戰士們和敵人拼殺的場景，

我感謝妳們！”

無論幕後創作還是臺前表演，

《故事裏的中國》都表現出對歷史的

高度敬畏和作品的無比真誠。足以看

出，節目在觀眾看不見的地方下足苦

功，從腳踏實地的采訪、查閱、求證

、體察，到緊扣細節的生動還原、全

情演繹，因為它極盡可能地體現了歷

史層面的令人信服，從而擁有了直抵

人心的藝術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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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家樂和應屆
港姐冠軍謝嘉怡（Lisa）12日出席東港城聖誕活
動，兩人“童心”大發，即場試玩巨型夾公仔機
均有斬獲，家樂更大方透露緋聞女友連詩雅
（Shiga）打機好強，預告會相約對方打機二人世
界過聖誕，對於前度余香凝明天出嫁衷心送上祝
福；而首度在港歡度聖誕的Lisa坦言未有追求
者，她歸咎可能與自己廣東話欠佳有關。

自稱“遊戲王”的家樂在眾目睽睽下成功夾
到公仔，他鬆口氣說：“好運，幾怕失手褫奪我
‘遊戲王’封號，其實我玩遊戲算不上好強，但
可以廢寢忘餐玩得非常投入認真，本來以為Ken-
ny（關智斌）是對手，原來不是，Kenny有偶像
包袱，愛美多過玩，我就剛剛相反。”

家樂透露聖誕節要工作中度過，“到時開工拍
劇至農曆年，希望有假放就同家人吃飯、打遊戲。

（不是要跟Shiga過二人世界嗎？）一齊打足球遊
戲，（她打機強？）她甚麼都強。（選男友最
強？）不知呀，答你不到，（買什麼聖誕禮物給
Shiga？），人人有份，一視同仁。”繼而賣口乖指
會買活動中的公仔，大家笑指抱住他已抱不到公
仔，家樂就話：“抱公仔舒服點，我不好抱。”提
到舊愛余香凝出嫁，家樂大方說：“恭喜她，衷心
祝福佢找到一個可以走到最後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林
德信（Alex）加入娛樂圈前，曾在
外國考獲瑜伽教練牌，教瑜伽都十
幾年經驗，他自問在香港教瑜伽都
算厲害，不過疏於練習，有些從前
做到的動作已是做不回了！Alex其
實出身於瑜伽世家，外婆早於上世
紀六十年代已隻身赴印度拜師學
藝，她才是真正的高手，12日他便
於社交平台上載了一張外婆做出將
自己“折成一塊”的高難度動作的
照片，外婆表現輕鬆、展現笑容，
感覺是沒半點難度，Alex另外亦貼
出一張他學外婆的瑜伽動作，同樣
手腳捲曲在一起，他留言道：“我
的祖母是我家中第一個學習瑜伽的
人！在這裏，我和她以相同的姿勢
做不同的變化！”

張振朗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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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樂預告約連詩雅打機過聖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台慶劇《踩過界II》眾演員蔡思貝、張

振朗、張曦雯（Kelly）、簡淑兒等人12日返電視城出席宣傳活動，

雖然主角王浩信身在內地工作，但也拍片支持劇集。而早前

暈倒送院的秦煌，經休息後已無礙出院，也有拍片

為劇中演員打氣和報平安。至於已宣布退

休的75歲雪妮，獲台前幕後寫心

意卡和送花，令她大為

感動眼濕濕。

朱晨麗久沒亮相 面對鏡頭不習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朱晨麗與歷屆

港姐鄧卓殷、王菲、古佩玲、陳熙蕊、郭柏
妍、謝嘉怡等人12日為《萬千星輝賀台慶》進
行項目排練，已有一段時間沒公開亮相的朱晨
麗，笑言面對鏡頭時有點不習慣，拿起咪高峰
後更有點手抖，她透露台慶夜將表演K-pop的
Hip Hop舞，希望觀眾見到另一面的朱晨麗。
本身有芭蕾舞底子的朱晨麗，視今次表演是一
大挑戰，因為K-pop有性感的，現在她每晚苦
練到凌晨，明白跳舞一定要下苦功才有成果。
朱晨麗說：“最近有看好多綜藝跳舞的節目，
覺得跳街舞很好看，不論男女都可以跳得好有
型，所以今次算是挑戰自己，希望大家看到不
同的朱晨麗。”提到跳K-pop有不少扭腰的性

感舞姿，朱晨麗笑稱仍未決定舞衣，希望能揚
長避短，笑道：“短處自己知就好，長處像樣
貌就盡量揚出來，今次雖然是獨舞，但有部分
要跟舞蹈員一致，所以都幾緊張，絕對不能掉
以輕心。”自拍完《飛虎》後未有新劇的朱晨
麗，耐心等候公司的安排，現在先專注做好台
慶演出。

郭柏妍和陳熙蕊獲安排表演跳中國舞，本
身有中國舞底子的郭柏妍表示回家多練習應沒
有大問題，最困難是不能望住鏡子跳，希望演
出時不會跳錯舞步。陳熙蕊高興能與一班港姐
師姐妹們同台合作，因為選美後大家很少機會
碰頭，台慶能集合一班港姐一齊，感覺相當不
錯。

劇中艷福不淺的張振朗，現場玩遊戲時要蒙眼
被四位女拍檔蔡思貝、張曦雯、簡淑兒和姜

麗文撫摸胸膛，振朗緊張得身體僵直不敢亂動。事
後他多番向監製表示謝意，因他劇中有多條感情
線，又有新角色，每條線都有得發揮。至於是否每
位女演員都給振朗錫過，他說：“我和Kelly有
親，姜麗文因為救我而做人工呼吸，簡淑兒就想親
我但不成功。”蔡思貝就表示沒有跟振朗接吻，只
是她劇中角色“癲姐”有跟對方親。問到振朗哪位
對手最好親，他滿頭大汗推說王浩信最好親，因他
們在《反黑路人甲》已親過。思貝取笑振朗為人其
實很害羞，只要跟女拍檔有少許身體接觸就會面
紅，由於他們本身相熟，所以拍親熱戲時都好放
心。張振朗就苦笑道：“我寧願拍100場打戲都不
想拍一場親熱戲。”

蔡思貝日前在《#後生仔傾吓偈》節目上自揭
當年與德國男友的一段異國戀，她說：“其實都是
開心分享，現在我們仍有聯絡，是朋友互相關
心。”對於當年男友放棄事業隻身來港陪她，問思
貝現在會否為愛情放棄事業，她說：“要看好多因
素，如果是癲姐就一定會，思貝就事業行先。”

張曦雯連續有份演出兩部台慶劇《木棘証人》

和《踩過界II》 ，恰巧又是演律師的角色，她不擔
心觀眾會看厭或有混淆，因為兩個角色有很大分
別，並笑道：“兩套劇播完之後我就沒有劇未出
街，最快要到明年底才有《白色強人2》，希望觀
眾不會放棄我啦。”提到Kelly在《木棘証人》與
羅子溢的一場激吻戲，Kelly表示當晚要開工沒有跟
男友一起看，說：“他看完有讚我演得好，但沒有
提過咀戲。”笑指Kelly男友沒提及親嘴戲已是不
開心的提示，她笑道：“我有親他一下補數，其實
他都應該要習慣，因為這是我的工作，有時見到男
朋友生氣反而會更加開心和覺得成功，證明自己演
出投入。”

獲送心意卡和鮮花的雪妮坦言百感交集，無悔
作出退休的決定，她說：“始終現在聽覺不太好，
我兩邊耳都要戴耳機，我一心想住回來宣傳劇集，
做好演員的本分，不知大家又送花又送卡，嚇死
我。我真的好易喊，但到拍戲又喊不出，真的好
蠢。”雪妮表示年紀大已應付不到拍劇要求，即使
客串形式都不會再參與，現在會享受人生，過一般
人的生活，畢竟已經拍戲23年要好好休息。至於雪
妮仍有《唐人街》、《大步走》和《食腦喪B》未
推出，她視乎公司需要會回來做宣傳。

寧打百場 不想親一場

四美女拍檔輪流摸胸好艷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72歲秦煌於本月1日到電視
城出席《踩過界II》宣傳活動，
不慎在門外跌倒，導致右邊膊頭
骨裂，留院個多星期後，已於日
前（11日）出院，離開時要坐
輪椅代步。秦煌接受無綫《娛樂
新聞台》訪問，他透露：“要等
骨裂位置自己癒合，兩星期後再
回來覆診，現時傷口沒痛，舉高
手先會痛，入院時醫生說要6個
星期的康復期，應該過埋這個月
便沒事。”

秦煌最初送入院時，一度
傳他心臟出現問題，對此，他否
認說：“因減肥以致體力不支先
跌倒，因為減得太急進，行路不
夠體力，其實隻腳沒事，只是坐
得耐先會平衡唔好，加上拿枴杖
的姿勢不正確，才會失平衡跌
低。我早在5月時突然腰骨痛行
唔到，做過磁力共振檢查，發現
有肥膏遮住坐骨神經，所以決心
減肥，現時腰圍已減去7吋，目
標是減10吋，希望遲些換過形
態再同觀眾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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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信學外婆的瑜伽動作林德信學外婆的瑜伽動作。。

■■林德信外婆曾赴印度拜師學藝林德信外婆曾赴印度拜師學藝。。

■■朱晨麗朱晨麗((中中))率歷屆港姐排練率歷屆港姐排練。。

■蔡思貝
伏在張振
朗身上投入摸
胸。

■雪妮收到心意卡和花大為感動。 ■眾演員為下周開播的《踩過界II》宣傳。

■■ 張振朗原來張振朗原來
是個怕醜仔是個怕醜仔。。

■女神張曦雯都出手摸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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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这只黑天鹅

，全世界的经济在开年时刻就被措手不

及的摁下了暂停键。人们的出境、移民

，甚至正常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巨大的

影响，生活像是蒙上了灰色的滤镜。好

在，中国在疫情上极为突出的表现，成

为众多国家抗疫的范本。各国积极应对

，生产、生活、娱乐都在逐步复苏，这

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

值得庆贺的消息！

日本福利体系完善和日本人严格遵

循规章行动是大部分人对日本的印象。

另外，所以日本文化中有很多都包含着

中国的元素，所以这些年来想要移民日

本的国人数量日渐增多。

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数据显示，曾经移民难度最大的发达国

家——日本，已经成为新晋的全球第四

大“移民国家”。目前，日本国内已有

超过300万外国人居住，且这一数量还

将不断扩大。

那么，如何更快速的移民日本呢？

虽然说日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

家”，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更为合理、快

捷的办法达到“移民”的目的，那就是

——日本经营管理签证！

那么，“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签证

是什么呢？如何才能通过“日本经营管

理签证”签证达到移民日本的目的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分钟了解“日本经营管理签证”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历史、文化

关联甚多，日本文字、茶道、剑道等文

化均起源于古代中国，即使发展至现代

也有浓浓的“中国风”，中国人可以

“无适应期”地融入在日本的生活和社

会。再加上日本完善的社会制度、良好

的生活治安、先进的医疗水平，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想要移民到日本去享受医疗

、教育、保险等福利。

1，养老旅游 2，医疗环境 3，教

育水平 4，安全稳定 5，注册资本金额

低 6，永久居留权7，快速获批

每年约4000名华人入日籍

数据也表明，与美国国土安全部统

计的平均每年约3万华人加入美籍相比

，每年加入日本国籍的华人要少得多。

笔者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资料做

了粗略统计，结果显示，从1952年至

2012年年底，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人总

数为127,326人。最近十年(2003年-2012

年)，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人总数为43

，835人，每年徘徊在4000-5000人，人

数最多的2009年也只有5392人。

据笔者了解，在日华人倾向拿日本

“永住”(即永久居民，类似美国绿卡)

者众，倾向拿日本国籍者寡。只要与在

日韩国人(含朝鲜人)做一简单比较，便

知在日华人的这一倾向甚是鲜明。

在日华人、在日韩国人(含朝鲜人)

是日本的第一、第二大外国人群体，截

至2012年年底，总数分别为652,555人

、 530,046 人 。 但 在 最 近 十 年 (2003

年-2012年)，加入日本国籍的韩国人(含

朝鲜人)总数多达82,259人，仅2002年一

年就多达11，778人。

不难看出，加入日本国籍的在日华

人不管从绝对数量、还是人口比例都远

低于在日韩国人(含朝鲜人。

“入籍”多为图方便和

晋升

从理性人的角度而言

，确实如那位投资家所

言，移民日本有诸多

“好处”，“入籍”比

单纯拿“永住”也确实

更为便利、实惠。笔者

身边也有些加入日本国

籍的朋友，他们选择入

籍的最大原因也是多为

图个方便。

首先的一大考虑就是

护照免签，在2012年亨

氏签证受限指数(Hen-

leyVisaRestrictionIndex)

中，日本得分 165，在

103个国家中排第5；中

国则只得分41，排第92

。这意味着中日两国护

照的国际旅行自由度存

在天壤之别，持日本护照可免签去世界

上大部分国家。

笔者身边的很多朋友加入日本国籍

都是出于旅行方便的考虑。比如朋友A

，最初并没有打算入籍，但在公司组织

海外游或与日本朋友结对海外游时，她

的中国护照便成了大麻烦。其他人都是

免签，只有她却必须办理繁琐的签证申

请，三番五次下来，最终难耐其烦，在

去年加入了日籍。

朋友B加入日籍，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一气之下”。他十多年前与几位日

本朋友申请去中国香港玩，被告知需向

中国使馆交钱办理入境许可，许可最终

是办下来了，但看到其他的日本朋友都

不用交钱、也不用办理入境许可，心理

很不是滋味。更让他气不过的是，在转

道去大陆旅游时，在某大城市火车站，

与他同行的几位日本朋友走了“外国人

优先”通道，而他却不得不排很长很长

的队买票。旅游回来后，他“一气之下

”便申请了入籍。

朋友C的情况也有些类似。他的一些

朋友入籍后回国创业，借此享受到了一般

中国人无法享受的优惠，这些所谓的“外

国人优惠”政策让他也选择了入籍。

朋友D入籍，则是为了晋升。D大

学毕业后便就职于日本一家大公司，工

作表现很不错却因为是外国籍而遭遇到

日企固有的“玻璃(1124,-10.00,-0.88%)天

花板”，迟迟得不到晋升，对其照顾有

加的上司劝其入籍，他听从了这一建议

，入籍后很快便得到了提拔。D说，

“入籍后，其实还是有隔阂，很难真正

融入，但要想晋升的话，入籍相对还是

好些。”

除此之外，也有华人是考虑到入籍

可以拿到更低的利率买房，以及将来的子

女更方便在日本受教育等。总体而言，打

算在日本长期发展的华人，会更倾向于入

籍，或夫妻两人中至少有一人入籍。

悄然升至全球第四，日本开启“移

民新时代”，如何快速入籍日本？

但是日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

如果想要拿到日本的永住资格，正常情

况下需要在日本呆10年以上，并且要保

证每年离开日本的天数不超过100天。

因此，想要拿到入住日本的“通行证”

所耗费的时间、精力是大量的，这也使

得许多想要移民的人望而却步。

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吸引外国高级人才，开放了日本“经

营· 管理”签证（原名为日本投资经营

签证）是申请人在日本有意识长期在日

本投资或从事经营管理为目的签证。在

取得经营管理签证以后，即可取得日本

的在留资格，经过一段时间居住，从而

实现移民或永住的目标。

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无需日语基础及

年龄限制，前期资料准备充足，一般3-4

月下签；在取得经营管理签证以后，即

可取得日本的在留资格，进而实现移民

日本的目标。与此同时，投资者即可加

入日本的社会保险体系，在医疗、生育

、养老等方面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悄然升至全球第四
日本开启“移民新时代”

大部分人对移民目的国的认识都限

于美国、澳洲、加拿大。前几次中国大规

模的移民潮、数量可观的留学人群以及口

耳相传的大国优势，是大部分人的移民首

选，这三个国家都是主要目的地。应该有

不少人上一辈的亲戚或朋友，就移居去了

这几个国家。

然而，现在美加澳的风口正在逐步

调整，在连续接受几十年外国移民之后，

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开始逐渐收紧。同时

，随着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发达、出国商旅

机会的增多，欧洲多国也被越来越多的人

认可，成为近年来最火热的移民区域。

欧洲是一个很适合居住和生活的地

方，自移民政策开放后，欧洲以宜居性、

经济发达程度、社会福利优越性等，马上

就成为了移民界的新宠。

根据2019宜居国度排行榜数据显示，全

球十大宜居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5个席位。

简单的申请条件和办理流程，让众多投资者

纷纷将目光锁定在欧洲各大移民项目中。

《2019年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

深入揭秘了中国高净值人士的资产去向。

除去传统移民国家英美加澳不谈，欧洲国

家中塞浦路斯、爱尔兰、希腊、葡萄牙以

绝对的优势挤进前十榜单。

报告指出：海外置业是未来3年中国

高净值人群的投资首选，也认为是成为全

球公民的重大趋势；而财富自由、通行自

由和子女教育则被认为是成为全球公民的

最重要因素。

那么，在众多的欧洲移民国家项目

之中，到底哪个才适合自己和家人呢？建

议大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移民需要考虑的问题

投资预算多少？

移民前先考虑自己的投资预算，大概的

确定移民范围，也能更清晰地对比出每个欧

洲项目的特点，对分析性价比也有一定的帮

助，再综合考虑其它因素进行选择。

移民诉求是什么？

如果对每个移民项目都很陌生，但

是了解自己的移民诉求是最真实的。每个

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选择移民项

目和自己的移民诉求相吻合，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能否接受移民监？

传统的移民大国均有移民监，但欧

洲各国大多没有移民监，或者移民监时间

很短。投资人移民前，需考虑是否能接受

移民监、能接受移民监最长的期限是多久

等，来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移民项目。

在什么时间节点想拿到身份？

随着国际局势和移民国家会根据本

国对于移民的需求，不同阶段会实行不同

的移民条件，总体来看，移民条件均是在

逐步收紧的趋势。

欧洲移民适合哪些人群？

相比于北美移民国家的居住要求，欧洲

各国移民大多都没有移民监，其中购房移民

项目又可以资产配置、投资收益和身份一举

多得，同时深厚的历史人文又是学习时尚、

艺术、音乐、设计、传媒的天堂。

最重要的还是申请条件简单，不要

求语言、学历，且一人申请全家移民，上

可带父母，下可带子女。

如果正在考虑投资海外房产、让子

女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且想保持国内

的生活事业不变，欧洲移民项目绝对是不

二选择。

欧洲移民的优势

通行自由 通行申根国永久享受欧洲

游相对于美加澳的居留权，欧洲“绿卡”

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可以通行申根所有国家

。移民者购买房产后，可申请临时居留权

的卡片，用临时或永久居留权卡片办理申

根签证，即可畅通无阻。

0成本留学 享受公立教育接轨英美

学校移民海外，给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

件——这是很多人移民的终极目的。而拥

有居留权也就意味着能够与当地居民一样

，享受欧洲国家的教育资源。

欧洲的义务教育普遍为12年，很多

国家都为拥有居留权的移民者提供免费或

有补助的公立

教育。教学语

言通常为当地

语言与英语结

合，同时具备

大量采用英美

教育体系、以

英语教学的国

际学校。

高福利 从

出生到养老的全

方位福利保障欧

洲“高福利”特

色一直被人称道

，甚至有人表示

欧洲的福利可以

让居民不工作而过上小康生活。这一特点

对移民申请者充满了吸引力。

欧洲的福利项目繁多，可谓从出生

到养老“全覆盖”，一般而言分为育儿补

助、家庭困难及住房补助三种。

办理速度快 欧洲项目普遍周期快，资

金来源解释简单像美国、加拿大通常等待时

间比较久的申请人，或者资金庞大解释有困

难的，可以在前期多准备一个身份，万一最

后没有申请下来，再想办理其他项目，由于

项目的申请条件变更也可能办不了。

不影响国内生活 传统的移民大国均

有移民监，需要申请人长期在移民所在国

生活。但欧洲各国大多没有移民监，或者

移民监时间很短，每年入境游玩一次即可

。移民不移居，申请人移民欧洲，除了获

得一个国外身份，随时可以前往另一个国

家生活，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

第三国中转 欧洲移民还有一个非常好

的功能就是第三国中转，部分之前移民美

加澳等等传统移民国家，甚至已经获得了

当地国籍的人士，可以借助欧洲这个自由

的身份，实现从欧洲的中转，从而实现多

个身份并行。之前办理希腊、葡萄牙等国

家身份的客户部分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欧洲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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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57屆國際金馬影展將

在即日起至11月22日盛大展開，

其中「最佳新演員」的獎項一如

往常的競爭，包括近期以《刻在

你心底的名字》爆紅的陳昊森，

還有《大佶大利 闔家平安》的

吳奕蓉、《幻愛》中飾演思覺失

調患者的劉俊謙、以《狂舞派 3

》同時入圍兩項大獎的霍嘉豪，

還有年僅20歲在《無聲》中飾演

受害者的陳姸霏也一同角逐此獎

項。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八O年代末，島嶼解嚴前夕

，天光濛濛亮，少年微張的唇上

有新生的鬍鬚初長。心底有什麼

破土萌芽，天主教學校裡男孩遇

見男孩，當Birdy闖入阿漢眼中，

時代正狂飆，初生的小獸頭生犄

角想把一切都戳破。互相往後靠

，硬挺起來的豈止是臂膀。飛速

青春是機車後座，窮聲吶喊，脫

衣張揚，要把什麼都放飛，卻多

希望把臉貼在你背後。都不說破

，想知道對方是誰，又怕確認自

己到底是什麼。直到女孩班班走

進Birdy的眼裡。三個人，兩種性

別，手心相貼混亂紋路，誰愛誰

愛誰？要到很久很久以後，有一

個背影，越遠越看見。有一個人

，快記不起他的臉了，每次都想

呼喊他的名字。最初就是最終，

拍出青春騷動霧氣，陳昊森、曾

敬驊粗礪感情與身體若原石相碰

撞，卻打磨出成長與時代朦曖光

暈。台灣同志電影里程碑又添上

一個新名字。

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形

容片中演員：「令人眼睛一亮的

陳昊森，更上一層樓的曾敬驊，

青春顏值，化為衝撞八〇年代的

叛逆。迷人歸迷人，在面對情慾

關卡，舉步與徘徊之間的痛苦，

成了所有觀眾的浪漫與心疼。戴

立忍回眸乍見初戀情人的又驚又

喜，只有愛過才懂，覺得好笑的

太沒心肝囉！」

《大佶大利 闔家平安》

梅姐以為生命裡的歡愉都離

她遠去，直到重遇前夫志遠，志

遠因欠債拖著一條腿，梅姐肩上

則扛著整個家庭，母親失智，兒

子身心失調，深夜必須用手替他

解決需要。志遠巧手能玩布袋戲

，幫梅姐在電視台賣藥，一掌定

乾坤，還能空出一手托起梅姐腰

肢，愛若騰雲。梅姐以為家裡多

了棟樑骨，但生活仍持續在她背

脊上加添重，女兒、母親、情人

，一重身分是花朵一重瓣，花開

多豔，終究細枝難撐，風流終被

雨打去。家是枷，還是甜蜜的負

荷？梅姐一生能分給這麼多人，

但一顆心呢？

女人花，花朵骨挺拔撐起殘

破的家枝繁葉茂，偏鄉單親家庭

、長照議題、青春期身心失能者

無助的性等議題都入鏡，猶能含

苞吐蕊，摩挲女子內心幽微光影

。蝴蝶是花的魂魄，回來找自己

，本片猶如台灣女子圖鑑，每一

幕都是自己。不能自己。

聞天祥介紹此片：「當一個

單親媽媽除了面對職場挑戰，還

要同時處理長照問題以及失能兒

子的性需求。變形的母子關係與

身心障礙者的性，是不是有點奉

俊昊的《非常母親》加李滄東的

《綠洲》？金鐘視后吳奕蓉以這

個既複雜又嫵媚的角色提名新演

員。雖然是電視電影，但格局與

膽識都令人驚艷。對了，導演林

志儒就是在《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在公園差點「吃掉」陳昊森的

阿伯。」

《幻愛》

西洋鏡景，玻璃映幻，阿

樂有思覺失調症病史，努力和

所謂的「正常」破鏡重圓，只

是看得太清楚的鏡面生不出愛

來。直到女孩欣欣闖入眼前，

棄置的旋轉木馬啟動了，心曾

盛大飛旋，只是所有加速逼近

的終將失速遠離，阿樂以為舊

疾又再復發，可真實比幻覺更

不可承受。猜身分，鬥心思，

踩影子追影子，兩個人，千張

臉，疑心生暗愛，羅曼史變偵

探片，愛到癡心成魔，誰心裡

不藏著幾隻鬼，是愛引起幻覺

，還是愛就是幻覺本身？

每當場景變換時，朦朧散焦

讓香港街道彷彿岩井俊二鏡頭下

電幻風景，隨輕鐵搖晃，卻直往

人心幽微曲折處駛去，上一秒甜

蜜，下一秒破碎，病與愛，幻中

真，豈止辯證，誰在暗中把一切

偷換？對鏡猜疑，假愛成真。有

時願愛不願醒。

聞天祥誇獎：「看似思覺

失調患者分不清幻想與現實，

所謂正常人其實更習慣帶著假

面而真偽難分。入圍新演員的

劉俊謙成功擄獲所有觀眾的眼

光和同情，《返校》的殷老師

（蔡思昀）分飾兩角，在可憐

與心計之間，也展現演技的幅

度。拿來和《怪胎》並觀，另

有一番趣味。周冠威是值得期

待的香港導演。」

《狂舞派 3》

舞有出頭天，曾飄零浪蕩，

隨《狂舞派》系列電影一戰成名

，少年少女們一朝由街頭走入

人心頭，連地產商都找上門，希

望狂舞派成為代言人。只是當他

們把腳步站穩，名聲隨新 造樓

盤漸高，街頭卻醞釀起了革命，

敵人指向狂舞派。是夢想終於實

現了？還是變成大型 企業遮羞

布？狂舞派，來內戰，有人套上

西裝選擇體制內改革，有人密謀

反動。拼音樂、 加速度，尬舞

拼饒舌、街頭成真戰場，混亂還

是秩序？火花還是熄滅？一個

MOVE 翻轉引 力，足生雙翼，

舌燦蓮花。身體聽你的，那世界

呢？

鐵嗓逼快嘴，舌頭不打結，

心有千千結，義還是利？生活還

是藝術？大哉問，便用身體來

回答，頭轉地，大風車，飛旋人

事中我是世界支點，直轉出撩人

亂目萬花筒舞姿，核心不 變，

初衷不改，直探街舞起源，要讓

街頭的重回街頭。

聞天祥介紹：「如果沒看過

《狂舞派1》，你一樣會被本片

以舞蹈叩問政治謀略與社群網站

的銳利和精彩的音樂舞蹈給吸引

；如果看過《狂舞派1》，你則

會驚訝上一部的成果以及眾人之

後的發展，如何擴充了這一集的

血肉。絕非狗尾續貂，而是更上

層樓。」

《無聲》

青春是針尖戳破耳膜般鋒銳

。失聰少年張誠進入啟聰學校就

讀，校車謹守速限，他卻發現座

位後排遊戲早已失控。女孩貝貝

的身體是事故現場，身上插滿少

年們慾望和惡意的碎玻璃，貝貝

卻露出一張天真臉龐，對張誠送

出邀請，「你不一起來玩嗎？」

。張誠以為能伸出救援的手，卻

跟著被往下拉，旁觀者成為遊戲

玩家，而誰是被害者，又該叫誰

加害人？集體之惡，從體制面開

始崩壞，遠看是神的孩子都在跳

舞，身在其中，卻發現是顛倒的

伊甸園，以為純淨，其實只是安

靜，少了尖叫，便以為沒有抵抗

。他們聽不見，你看不見。天真

有邪。

每一秒都讓你不安，《天黑

請閉眼》導演柯貞年驚悚新作。

改編自真實事件，彷彿台版《熔

爐》，絕美攝影，深藏火藥，寧

靜革命，霸凌、性侵連環爆，後

座力兇猛直探惡之根底，無聲吶

喊，尖叫連線。

聞天祥誇獎導演：「柯貞

年姍姍來遲的電影長片處女作

，但一出手確實不同凡響，方

方面面都有相當水準，尤其是

年輕演員水準突出，好幾位都

深具潛力，劉子銓稱職地帶領

觀眾進入暗黑的世界，陳妍霏

完全體現了受暴者的痛苦無奈

，金玄彬最後放大絕的天臺戲

，也把加害與受害的關係帶到

一個更深邃的層次裡。」

2020金馬片 「新演員」 獎好競爭！
這幾部片到底亮點在哪？

入圍金馬獎8項大獎，現正

熱映中的後座力最強國片《無聲

》全台觀影人次突破16萬，累積

票房超過4000萬，好評口碑持續

延燒，對於觀眾的力挺與支持，

導演柯貞年與演員群楊貴媚、劉

冠廷、張本渝、劉子銓、陳姸霏

、金玄彬特別錄製了一段感謝影

片，除了謝謝所有進戲院支持的

觀眾，也期待社會更多同理心及

平視的目光，導演柯貞年說：

「一個大軍老師(電影中角色)可

能沒有辦法改變世界，但是如果

有一百個、一千個大軍老師，也

許我們就可以促成改變的力量。

」影片最後，入圍本屆金馬獎最

佳男配角的金玄彬，也表達了此

次無法親自來參加典禮的遺憾，

他說：「因為新冠肺炎和拍戲行

程，很遺憾無法參加金馬獎頒獎

典禮，但還是請大家多多支持這

部電影。」

電影《無聲》自10月15日上

映以來，導演柯貞年率演員劉子

銓、陳姸霏和劉冠廷勤跑全台超

過百場戲院映後座談，獲得觀眾

熱烈的迴響，為感謝支持電影，

卻未能參加映後的觀眾朋友們，

昨晚(10日)舉辦「線上聊天室」

，由導演柯貞年、劉子銓、陳姸

霏透過直播與觀眾直接互動，回

應影迷最常問的問題，並分享拍

電影的準備與過程中發生的趣事

等，而導演柯貞年更於直播中爆

料，自己曾誤會劉冠廷「很難搞

」，她說：「冠廷是一個心思很

細膩的演員，當初拍攝時，他對

頭髮的細節也很注重，要求造

型不能直接整頭補染，希望要

分開染色，我詢問後，才知道

他擔心頭髮會不連戲，他真的

是我合作過最認真也最糾結的

一位演員。」

演技備受肯定的兩位主角劉

子銓、陳姸霏，除了在直播中，

感謝觀眾的支持，也期待大家透

過電影可以獲得力量，劉子銓說

：「導演透過發生在聾人世界的

故事，包裝了我們每個人都會遇

到的「認同」問題，希望看完電

影之後，大家都能獲得關於認同

不一樣的想法或反思。」陳姸霏

說：「如果你在現實生活中感到

不被理解，很希望觀眾能進戲院

看《無聲》，因為再困難都不要

放棄那一點點希望，一定會有人

願意陪伴你。」

《無聲》故事描述在寧靜的

校園中，但卻充斥著詭異氛圍。天

真無邪的學生一起在玩一個遊戲，

但這個遊戲卻是不能說的秘密，可

是到底為什麼不能說…在這個遊戲

中，什麼才是勝利？誰勝誰負？又

或，大家口中不能說的遊戲只是一

種無助的求救訊號？在孤寂的無聲

世界中，聽不見，不代表看不見，

其實，你並不孤單。《無聲》現正

熱映中，欲得知電影最新消息請上

https://theatrical.catchplay.com/Mov-

ies/thesilentforest 或 CATCHPLAY

臉 書 https://www.facebook.com/

Catchplay 。

《無聲》全台票房破4000萬
導演柯貞年率演員群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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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过中学地理课的人来说，大兴安岭是

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它是我国400毫米等降水

量线的起点，也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

还是二、三级地势阶梯的分野。

这座山脉如此重要，却称不上一个“高”字

。它的平均海拔只有1000多米，南部最高的黄岗

梁也才2029米。

然而若说它不宏伟，大兴安岭可要委屈了。

它的宽度相当于祁连山脉，长度甚至比祁连山还

长几百公里。

大兴安岭是怎么形成的？

大兴安岭是东北三大山脉之一，与小兴安岭

和长白山一起，环绕着辽阔富饶的东北平原。

现在的东北，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冰天雪地的

。兴安岭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极寒”或“白

色的山”。但东北的地貌，可以说是由火山一手

塑造的。

东北地区原本是一片海洋。古生代时，海水

退去，陆地初现，板块运动让大兴安岭的雏形得

以展露。

到了中生代，东北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边缘，

受大洋板块俯冲挤压形成火山，地质运动剧烈。

炙热的岩浆从地下喷涌而出，冷却后凝固为玄武

岩，让原就高耸的火山更为巍峨，也填平了起伏

不平的谷地，形成了大片平原。

火山作用加上板块挤压，大兴安岭褶皱带进

一步上升。随着地质运动，它逐步稳健升高，最

终形成今天的规模。

地动山摇的激烈已经远去，今天的大兴安岭

，却处处保留着火山的痕迹。

我国的火山虽然大多是死火山，但这片大地

遍布着火山的灼痕，留下千姿百态的火山岩。典

型的有漳浦县的南碇岛，长白山的十五道沟，再

就是大兴安岭地区的柴河石柱了。两岸的玄武岩

柱状节理，足足有15公里长。

火山爆发给山口留下了凹陷，日积月累，往

往成为湖泊。一座座被托举到空中的湖，是东北

大地上最璀璨的明珠。

其中，阿尔山天池海拔1322.3米，高度居全

国第三，仅次于天山天池和长白山天池。登到山

顶豁然开朗，一片绿意中乍然迸发出湛蓝的湖面

，是千万年前火山馈赠的惊喜。

火山往往和温泉相伴。温泉形成时，地热和

地下水是不可或缺的。阿尔山的泉水被称为治疗

泉，在传说中，它有治疗骨折的奇效。据说，曾

有猎人追赶伤了腿的鹿，只见鹿到泉水处舔洗伤

口，竟又健步如飞，逃离了追捕。

传说夸大了泉水的功效，但实际上，这里的泉

水富含硅，以偏硅酸的形式存在。硅能促进骨骼的

生长发育，这可能就是治疗骨折的传说缘起。

火山爆发之后，岩浆所过之地寸草不生。中

科院植物所的李渤生教授说，冷却不久的现代火

山熔岩原是观察原生演替的好去处之一。

死去的地衣混合着岩屑，成为微薄却宝贵的

土壤。新的地衣便在这里住下，用地衣酸将坚固

的火山岩化作适宜生存的土壤。

随后，偃松等树木扎根于此，才有了参天树

木、莽莽林海。

这里的木材，你一定用过！

大兴安岭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森林。直到今

天，我国最大的连片原始林区还在这里。

兴安落叶松和白桦树苍翠欲滴，秋天一到，

便将整年的辉煌释放出来，层林尽染。风吹过来

，万物都在聆听松林的涛声。

这里的森林如此完好，与清朝将东北视为”

龙兴之地“，禁止大肆开发有关。清朝皇帝应该

想不到，一道禁令，给几百年后留下了最大片的

森林庇荫。

但是，依旧有悍不畏死的人闯关东，前来这

片土地。这里发现过金矿，为了淘金，大量采金

人来到这里，客观上守住了大兴安岭附近的边疆

。

大兴安岭的森林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立下了

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急需各

种资源，特别是木材。

大兴安岭送出了大量新中国修建铁路需要的

枕木和燃料。产量最高峰时，全国每十根木头中

，就有三根半产自这里。

大兴安岭运出的木材，成为学校里的黑板、

课桌和文具，家里的门窗、地板、家具，餐馆的

一次性筷子……可以说，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

开这里的木材。

如今，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

。现今的森林，大多是人工林和次生林，曾经的

生物多样性已再难挽回。

从2014年4月1日开始，黑龙江省森工林区

开始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电锯声和伐木号子终

成历史，这座奉献已久的山，也终于迎来了应属

于它的沉寂。

若是你到大兴安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对火

的严防。进山路口的警示，护林员的值守，瞭望

塔的守望，都是为了防止发生大规模的火情。

怎样防火最有效？你可能想不到，答案是经

常”放火“。

东北气温较低，森林的落叶不容易被细菌分

解，生态系统难以循环。这样下去，树木落下的

种子只能掉到落叶堆上，森林会走向衰落。为此

，人们需要定期”放火“，让森林得到更新。

而且，定期把可燃物烧掉，就没有酿成大火

灾的危险。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燃起的那场灾难

性大火，就是因为防火太严，断绝了森林自我代

谢的可能，最终酿成大祸。当然，火不能瞎放，

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

这里的繁盛，孕育出”棒打狍子瓢舀鱼，野

鸡飞到饭锅里“的丰饶。

鱼和野鸡我们都熟悉，狍子大多数人却都没

见过。它是种啥样的动物呢？

事实上，狍子是一种鹿科动物，体型比鹿略

小，也叫做矮鹿。它栖息的山地纬度比较高，冬

天大雪封山、万籁俱寂。为了避免热量散失，它

会唰唰唰地把雪刨开，才卧在地上休息，这也许

就是它的名字由来。

如果你与狍子相遇，它不会立刻逃走，常是

愣会神才跑，好像反应慢半拍；要是你大喊一声

“傻狍子”或者“别跑”，它还真的会站定回头

，确实憨得可爱。

大兴安岭不止有山，还有淙淙的水流。丰富

的水系滋养了湿地。

大兴安岭东部的扎龙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丹

顶鹤聚集地。全世界丹顶鹤不到2000只，扎龙就

有400多只。

行走在这里，随时可见翱翔的鹤。喂食的时

候，它们更是攒作一团，十分热闹。

江流奔腾在东北大地，也滋养着从古至今居

住于此的人。松花江最大支流嫩江，便是发源于

大兴安岭。

然而，大兴安岭地区最著名的河流当属额尔

古纳河，它是中俄界河，也是黑龙江的正源。

这里生活着鄂温克人。著名作家迟子建获得

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位

鄂温克族长自述体的回忆录。

鄂温克人这样描述他们眼中的大兴安岭：“如

果把我们生活着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比喻为一个顶天

立地的巨人的话，那么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是巨

人身上纵横交织的血管，而它的骨骼，就是由众多

的山峦构成的。那些山属于大兴安岭山脉。”

鄂温克人的生活中有六个季节，常规的四季

流转之外，还有“雪变粘的季节”和“蚊虫多的

季节”。

在一支叫做使鹿鄂温克的部族中，驯鹿占据

着重要地位。驯鹿就是圣诞老人故事中拉雪橇的

鹿，在北极圈内比较常见，中国仅仅大兴安岭北

部才有。

鄂温克人对驯鹿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

驯鹿，他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儿，吃东西时身

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

；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

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猪和牛

怎么能跟驯鹿比呢？”“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

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

同样看重驯鹿的民族，还有鄂伦春人。

高高的兴安岭上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

鄂伦春。也许你听过这首儿歌，歌中的鄂伦春人

世代生活在大兴安岭。“鄂伦春”是他们对自己

的称谓，意思是“使用驯鹿的人们”。

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都是生长在大兴安岭

深处的猎人。而迟子建记载的，是猎人时代的余

晖。猎民等来的，不再是有美丽犄角的鹿，而是

裹挟着沙尘的狂风。他们被没收了猎枪，和驯鹿

一起，被安置到山下定居。

然而，被收缴了猎枪的猎人是茫然的，他们

难以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获得自信。正像《额

尔古纳河右岸》中所说：“没有路的时候，我们

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

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大兴安岭曾庇佑着这些森林之子，也曾将胸

怀毫无保留地对整个国度敞开。今天，森林之子和

森林的联系已经渐弱。在松林的涛声中，愿每个生

于斯长于斯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大兴安岭上，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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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購房總代理購房總代理 「「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 負責人負責人
李雄李雄（（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率領該公司眾地產經紀出席率領該公司眾地產經紀出席

開幕儀式開幕儀式。。

前密蘇里市市議員前密蘇里市市議員Danny Nguyen (Danny Nguyen ( 前排中前排中
））致賀詞致賀詞。。

「「越華商場越華商場」」 東主孫偉根東主孫偉根（（前排中前排中 ））先生致賀詞先生致賀詞。。

「「世大建設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負責人李兆瓊先生（（前排中前排中））手手
持文告與國會議員持文告與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左二左二））休士頓市休士頓市

長長Sylvester Turner (Sylvester Turner (右二右二））合影合影。。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左二左二 ））親臨現場並贈親臨現場並贈
送祝賀文告給李兆瓊先生送祝賀文告給李兆瓊先生（（中中）。）。

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中中））親臨現親臨現
場主持開幕剪綵儀式並致賀詞場主持開幕剪綵儀式並致賀詞。。

由由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的開發的開發、、設計設計、、營造的營造的 「「世大建世大建
設設 」」 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負責人李兆瓊先生（（中中 ））在儀式上致詞在儀式上致詞。。

剪綵儀式完剪綵儀式完，，隨即由潮州會醒獅團舉行盛大隨即由潮州會醒獅團舉行盛大
的舞獅表演慶賀的舞獅表演慶賀。。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於周日於周日（（1111月月88日日））舉行盛大開幕剪綵儀式舉行盛大開幕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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