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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U.S. delivery of COVID-19 vaccine
will leave out many high-risk workers

FILE PHOTO: A
refrigerated truck
leaves the Pfizer plant
in Puurs, Belgium
December 3, 2020.
REUTERS/Yves Herman/File Photo

NEW YORK (Reuters) - The U.S.
government’s first shipment of millions of coronavirus vaccine doses to
be divided among states and federal
agencies, includ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ill fall far short of protecting high priority groups such as
healthcare workers, a Reuters analysis
has found.
Across the country, state health
departments are preparing local hospitals for
the first shipments of Pfizer Inc’s
COVID-19 vaccine if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uthorizes it,
possibly as early as mid-December.
The first shipment is expected to
cover inoculations of 3.2 million
people, nowhere near enough for the
21 million U.S. healthcare work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initial
shipments would also go to five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ing the
Departments of Defense, State and the
Veterans Health Administration.
The subsequent two weekly vaccine distributions could cover 7 to
10 million people a week, provided
a second vaccine - from Moderna

Inc - is authorized ear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December, and Pfizer meets its
distribution estimates, according to data
provided b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and the companies. Federal officials have not disclosed
exactly how many doses will be in later
shipments.
“For the time being, and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demand for vaccines is
going to exceed the supply by a lot, even
for the highest priority groups that are
identified,” said Josh Michaud, Kaiser’s
associate director of global health policy.
States have the final word on how to
distribute vaccines to their citizens, but
federal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of some
330 million U.S. residents, healthcare
workers and those in nursing home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for vaccines.
Many states told Reuters that was their
plan.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to comment. The Pentagon
declined comment. HHS cited public
comments from a Tuesday press call, in
which officials said the first dose allocation will be the start of a steady stream of

vaccine deliveries
SOME BETTER PROTECTED THAN
OTHERS
With early supplies limi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allocating doses based on
state populations, rather than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s at high risk. That
means some states’ health workers will
be better protected than others.
Alabama for instance, will receive
enough vaccine for around 17% of its
healthcare workers, while Illinois could
cover only 13%, according to data from
state officials.
The approach would initially leave out
around 190,000 healthcare workers in
Alabama and more than 570,000 in
Illinois, according to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data on healthcare workers
by state. More than 2 million healthcare
workers in California will have to wait
as early vaccine supplies are doled out,
based on figures provided to Reuters by
state officials.
This first stage of the rollout illustrat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government’s goal
to vaccinate most Americans by mid2021 to stall a pandemic that has so far

“Clinical staff are becoming infected,
claimed more than 273,000 U.S. lives,
nurses and doctors. It’s creating a work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deaths force crunch and the beds are filling up,”
projected in the next few months.
said Alan Morgan, chief executive of the
National Rural Health Association, an
U.S. officials maintain they will distrib- advocacy group for rural hospitals.
ute 40 million dose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 enough to inoculate 20 million
Arkansas’s state epidemiologist Jennifer
people - with millions of shots shipping Dillaha said vaccines are urgently needed
every week, assuming speedy approvals to keep up with the surge in patients.
of both the Pfizer and Moderna vaccines. “We want to ensure our hospital capacity
as much as possible through vaccination
for those healthcare workers who are at
Pfizer, which developed its vaccine with highest risk for infection,” she s
German partner BioNTech SE, told
Reuter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ceive
More than half a dozen states including
about half of the 50 million doses it will Alabama, California, New Mexico,
produce in 2020. Moderna’s vaccine
and Wisconsin, told Reuters the first
could add at least another 12.5 million
allocation estimates they have been given
doses, federal officials have said.
would not be near enough to cover all
their healthcare workers, let alone other
The CDC expects about 5 million to 10 high-priority residents.
million doses to be shipped per week in
the first weeks of the U.S. vaccine distri- The size of initial allocation figures
bution effort.
shared with Reuters ranges widely, from
around 330,000 in California - the most
STATES PLAN FOR SHORTFALL
populous U.S. state - to less than 7,000
States meanwhile are preparing for the in North Dakota, which has 50,000
first distribution to fall short, as hospitals healthcare workers, according to Kaiser
across the country grapple with record
data and figures provided to Reuters by
numbers of COVID-19 patients and
state officials.
staffing shortages.

That means both states can vaccinate less
than 20% of their healthcare workforce
with the first shots. New York state will
receive 170,000 shots initially, enough
for roughly 13% of its healthcare workers.
The U.S. government expects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doses to increase in January
to about 60 million to 70 million.
It has made deals for 100 million doses
of Pfizer’s vaccine for $1.95 billion and
100 million of Moderna’s for $1.5 billion, with options to buy more. It expects
vaccines to be free to most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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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Appoints
Coronavirus Czar
President-elect Biden will appoint
Jeffery Zients as the new coronavirus
czar. Zients was a top economic advisor
under President Obama. His job will be
to contai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ass distribution of an approved vaccine
and the rebuilding of a battered
economy will be Biden’s most pressing
priorities when he takes office in January.
On Wednesday, the country recorded
the highest one-day coronavirus death

tally with more than 2,800 COVID-19
deaths reported. According to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U.S. hospitals
on Wednesday reported the number of
COVID-19 patients at 100, 226, also is
the highest reported on a given day.

business and the unemployed
and also helping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day the UK became the first
western country to authorize a
COVID-19 vaccine marking an
historical moment in the world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The first doses are expected to
roll out next week.

On Capitol Hill,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and Senator Mitch McConnell
agreed on pushing through the stimulus
deal, including $908 billion dollars
offering a new wave of aid to small

We all hope in America that by
the middle of this month we will
be able to start mass
vaccinations, but we are still
fighting with the long and dark
winter that is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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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Mask!

CDC Panel: Vaccinate
Health Care Staff, LongTerm Care Residents First

Under these guidelines, it is noteworthy people over 65, essential works, and
those with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will have to wait for a second phas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ACIP, The
Hill reported.
There are about 3 million living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about 21 million
healthcare workers, about 53 million senior citizens, about 87 million essential
workers, and more than 100 million people with underlying medical conditions,
the ACIP noted, per th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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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 at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voted Tuesday to recommend
healthcare staff and long-term care facility residents get the first doses of the
COVID-19 vaccine.
Key U.S. government advisers urged the
recommendations, citing the high risk for
infection within these groups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hospitals.
The recommendations passed by a vote of
13-1, and the “phase 1a” will be sent to
CDC Director Robert Redfield for approval to become official CDC guidance, The
Hill reported.
Most state and local jurisdictions expect
to be able to vaccinate their healthcare
workers within three weeks of receiving
the first dose of a COVID-19 vaccine, an
official from the CDC said Tuesday.
Nancy Messonnier, director of the CDC’s
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 spoke during a meeting of the CDC’s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 to discuss
which groups should receive COVID-19
vaccines once they are available, possibly
in December.
Also, the CDC told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ronavirus task force the recommended time in quarantine would be
seven days for those who test negative
after exposure to COVID-19, according
to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For those who do not take a test, the
recommended quarantine is 10 days,
the people said. At present, CDC guidelines for people who have been exposed
is to “stay home for 14 days after your
last contact with a person who has
COVID-19.

A CDC presentation released at the meeting showed the agency expects around 40
million COVID-19 vaccine doses will be
available by the end of December, with
shipments of 5 million to 10 million doses being made per week once a vaccine
is authorized by regulators.
Regulators are set to rule within weeks
on emergency use of a Pfizer Inc.-BioNTech SE vaccine, followed quickly by a
decision on a Moderna Inc. shot.
Related

a virtual news conference ahead of a
United Nations meeting on the virus this
week.
A CDC panel early Tuesday voted
healthcare workers and residents of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should be the
first to receive the long-awaited coronavirus vaccine. The recommendations
must now be approved by CDC Director
Dr. Robert Redfield.
The plan to distribute the vaccine is dependent on authorization from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hich still has
to approve emergency use applications
from Pfizer and Moderna. Both companies have developed vaccine candidates
that have proven to be over 90% effective in late-stage clinical trials.
Rocca said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inform the public about the vaccine as it is
to distribute it.
“We believe that the massive coordinated effort that will be needed to roll out
the COVID vaccine in an equitable manner, needs to be paralleled by equally
massive efforts to proactively build and
protect trust,” he said. (Courtesy www.
newsmax.com)
Related

Pfizer Begins Shipping COVID-19
Vaccine to U.S. From Belgium

Red Cross Chief Warns
Of COVID-19 Vaccine
Misinformation

The CDC recommendations do not
have to be followed by states, but they
do have a Friday deadline to submit
vaccination distribution plan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o this guidance is
very likely to be the basis for that, per
The Hill.
States have the leeway t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plan to fit their needs.

Red Cross chief Francesco Rocca on
Tuesday warned of misinformation surrounding COVID-19 vaccines and said
distrust of health authorities “clearly facilitated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at all
levels.”
“To beat COVID-19, we also need to
defeat the parallel pandemic of mistrust that has consistently hindered our
collective response to this disease, and
that could undermine our shared ability
to vaccinate against it,” he said during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 Pfizer
began shipping doses of its COVID-19
vaccine Friday via chartered cargo
flights between Brussels, Belgium, and
Chicago to have stockpiles in position
for distribution as soon as it is approved
for inoculations by regulato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citing unidentified sources.
The Journal said United Airlines charters
were transporting the vaccine in dry ice

and that the air carrier had been granted
permission to carry 15,000 pounds of the
solid form of carbon dioxide, five times
the normal amount allowed, to keep the
drug at or below the temperature to prevent spoiling.
It added that New York-based Pfizer has
designed suitcase-size boxes for dry ice
to keep the vaccine cold instead of the
more common larger, temperature-controlled containers to offer more flexibility and speed in distribution.
The FAA said in a statement Friday that
it was supporting the ‘’first mass air
shipment of a vaccine.’’
Pfizer announced on Nov. 9, six days after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at trial results showed its vaccine had a 90%
effective rate.
The Journal said its distribution plan for
the vaccine, developed in conjunction
with BioNTech SE of Germany, includes
refrigerated storage sites at Pfizer’s facilities in Kalamazoo, Michigan, and Puurs,
Belgium, and expanding storage capacity at distribution sites in Pleasant Prairie,
Wisconsin, and in Karlsruhe, Germany.
The plan also includes dozens of flights
and hundreds of truck trips each day.
A Dec. 10 meeting is schedul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or a panel of outside advisers to review data from
Pfizer and vote whether to recommend
granting the company’s request to begin
distribution. If approved, inoculations
could begin in mid-December. (Courtesy
newsm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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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e rises from the Bond Fire as evacuation orders are issued for nearby
residents in Orange County, south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EUTERS/
Mike Blake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Trump participate in a “Stop the Steal” protest in Washington, November 14. REUTERS/
Leah Millis

A health care worker collects a swab sample from a man during a rapid antigen test for army
members and volunteers before the start of a mass test of Vienna’s population in Austria. REUTERS/Leonhard Foeger

Asylum-seeker Ibrahim looks at the Sacre Coeur Cathedral from his room at the Hotel
Avenir Montmartre in Paris, France. The hotel, deserted by tourists due to COVID-19 travel
bans opened its 42 rooms to the city’s homeless for 12 months with the help...MORE

Rohingyas that will be shifted to Bhasan Char island are seen onboard a bus in Chattogram,
Bangladesh. REUTERS/Mohammad Ponir Hossain

A diver wearing Santa Claus costume swims in a large fish tank during an underwater
performance at Sunshine Aquarium in Tokyo, Japan. REUTERS/Kim Kyung-Hoon

Medical personnel prepare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 the Maggiore di Lodi hospital as a second wave of
the coronavirus hits the country, in Lodi, Italy, November 13, 2020. REUTERS/Flavio Lo Scalzo

Soldiers at the U.S. Army Air Assault School conduct training while adhering to
coronavirus recommendations, at Fort Campbell, Kentucky. REUTERS/Bryan
Wool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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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908 Billion Bipartisan Stimulus
Package Proposal Released Tuesday

The effort from the bipartisan group, which includes Sens. Joe Manchin (D-W.
Va.), Mitt Romney (R-Utah), Mark Warner (D-Va.), Susan Collins (R-Maine)
and Bill Cassidy (R-La.), adds to the mounting pressure for relief as the nation
faces a stark economic downturn amid a third coronavirus wav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 bipartisan group of lawmakers announced a
new stimulus proposal Tuesday in an attempt to
resuscitate failed coronavirus aid talks in Washington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the effort
won’t make it far without buy-in from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lif.), who wants a
broad, multitrillion-dollar package, and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R-Ky.),
who wants a narrowly targeted $500 billion bill.
The lawmakers involved include Sen. Joe Manchin (D-W.Va.), Sen. Mitt Romney (R-Utah),
Sen. Rob Portman (R-Ohio), Sen. Mark Warner
(D-Va.), among others, along with members of
the bipartisan Problem Solvers Caucus. Right
now, the plan—which is not finalized and could
change—includes $300 weekly enhanced federal
unemployment benefits for four more months,
$160 billion in state and local aid, and liability
protections for businesses in the short term, but
it will likely exclude a second round of stimulus checks to keep the cost of the bill down,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As Cyberattacks Take Aim At The Midmarket, Cyber Insurance Offers Protection
The agreement would also provide for another
$388 billion for small businesses, including for
the popular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of forgivable loans, $45 billion for transportation, $25
billion for rental assistance and $35 billion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 according to the lawmakers.
The framework—which Romney said only includes $348 billion in new money, with $560
billion repurposed from March’s CARES
Act—is designed to tide the economy over between the end of December, when a number of
key CARES Act provisions expire, and March
31, 2021, after President-elect Biden takes office, the lawmakers said at a press briefing on
Tuesday.
The success of the new bipartisan framework
will depend on whether leaders from both parties are willing to bring a new bill to the House
and Senate floors in the next two weeks.

Stimulus Talks Restart As Sen. George
Romney(R) Speaks.
Asked during a Tuesday press briefing whether Pelosi or McConnell had indicated that they
would support the new bipartisan framework,
Sen. Manchin said, “We have not had assur-

COMMUNITY
ances” from either leader that they would support the proposal.
CRUCIAL QUOTE “It would be stupidity on
steroids if Congress left for Christmas without
doing an interim package as a bridge,” Sen.
Mark Warner (D-Va.) said during the Tuesday
press briefing.
CHIEF CRITIC Sen. Richard Shelby
(R-Ala.), chair of the Senat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expressed skepticism this week
that lawmakers could reach a broader deal,
saying that more stimulus “doesn’t look good”
and that there’s still a “big gulf”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ccording to Politico’s
Jake Sherman.
KEY BACKGROUND This isn’t the first attempt by lawmakers from the Problem Solvers
Caucus, which released a $1.5 trillion stimulus plan in September, to spur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into taking action. Despite that bipartisan push and widespread agreement from
experts that more aid is necessary to shore up
the economy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Congress hasn’t passed a comprehensive aid bill
since the CARES Act in March. The renewed
push comes as coronavirus cases continue to
skyrocket, with millions still unemployed and
millions more poised to lose benefits when key
pandemic aid programs expir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It’s also possible that lawmakers could
bundle some coronavirus relief provisions
within the federal budget package that lawmakers must pass before December 11 to avert
a government shutdown, but there’s no indication yet that lawmakers will be 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to do that.

With no stimulus checks and lower $300 per
week in enhanced unemployment, experts
say it falls short of what Americans need.
WHAT TO WATCH FOR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who over the summer spearheaded stimulus discussions with Pelosi on
behalf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cheduled to speak with her about coronavirus relief
Tuesda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October. Rom-

ney said Tuesday that Mnuchin had weighed
in on the $908 billion plan, which is nearly $1
trillion smaller than his most recent offer to
Democrats over the summer, but it isn’t clear
whether Mnuchin and the White House support
the effort.
TANGENT While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largely silent about stimulus legislation since
the election earlier this month,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Kayleigh McEnany told Fox &
Friends Tuesday morning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willing to “move towards the
left” on stimulus legislation. `
Related
Congress Faces Tight Deadlines On Government Shutdown, Border Wall Funding,
Stimulus, Trump Judges Before Year’s End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turned to session today with just two weeks to
spare before a government shutdown deadline
on December 11 and without any progress—or
significant prospects—toward agreement on
a new coronavirus relief bill. Appropriators
reached a topline agreement on spending levels last week, but roadblocks remain, including
opposition from House Minority Leader Kevin
McCarthy (R-Calif.) and a disagreement over
$2 billion that Republicans want to allocate for
President Trump’s border wall, not to menti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rump might be reluctant to
sign the bill.

Construction continues on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l platform at the U.S. Capitol as
part of the West Front of the lawn is closed
to the public November 17, 2020 in Washington, DC. (Photo/ 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If those issues can’t be resolved in time to pass
an omnibus spending package, which both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lif.) and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RKy.) want, lawmakers can pass a short-term
continuing resolution to punt the issue to 2021
after Biden takes office. The effor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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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artisan group adds to the mounting pressure
for relief as the nation faces a stark economic
downturn amid a third coronavirus wave.
“It is inexcusable for us to leave town and not
have an agreement,” Sen. Manchin said. “I’m
sure we can work, the way the Senate and the
way Congress was intended to work in a bipartisan way.”
The plan was introduced during a Tuesday
morning press conference as a bipartisan framework for a stimulus package that would provide
immediate relief over the next four months. It
calls for $160 billion for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288 billion for small businesses,
including an additional round of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funding, and $180 billion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rograms.

The framework had just a few details on how
the money would be allocated but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a one-time $1,200 payment that
Americans received earlier in the early in the
last stimulus package. The proposal also includes:
$12 billion in support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DFIs) and
Minority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MDIs) to
help low-income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especially hard-hit by COVID-19; $45 billion
for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mass transit, airlines, airports, buses and Amtrak; $16 billion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
COVID-19 testing and tracing; $35 billion in
relief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 $82 billion for
K-12 schools and colleges/universities; $4 billion in emergency student loan relief;$25 billion in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26 billion
for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and relief
for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ers; $10
billion for the U.S. Postal Service;$10 billion
for child care;$10 billion for broadband; $5 billion for opioid treatment.
Senator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said that
neither party got exactly what they wanted
during negotiations, explaining that a compromise would be the only way to pass such a
package. (Courtesy www.washingtonpost.com)

親子教育

中国的孩子已经变了
老师和家长却还没跟上
教育始终是每个时代都需要面对的难题，若
教育搞不好，整个民族的未来都会堪忧，所以在
教育问题上切不可大意。
但我们当前的教育却面临着棘手的困境，社
会环境变化巨大，不管家长愿不愿意孩子都会被
周围的世界影响，价值观、成熟度、见识度相比
较上一代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父母老师等教育者则都是年纪较大思想比较
保守的人群，他们的思维和外部世界呈现出来的
思维不一样，不一样就会产生冲突，而冲突会导
致痛苦，可这个痛苦的承担者很不幸，是我们的
孩子。
现代家长和孩子的矛盾之所以如此多且剧烈
，是因为很多家长想当然的认为孩子应该成长成
自己想象的那样，但却没有为此付出正确的精力
，没有认真想过自己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兵法上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教育也
一样。你只有明白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
因材施教给予正确的教育，如果一味地强行灌输
自己的理念，只会适得其反。
想要跟上孩子的变化，父母就有必要知道现
在的孩子普遍存在的这些情况。
孤独感浓厚
由于计划生育以及养育孩子的成本压力，很
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尤其在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
这些孩子很容易产生孤独虚无感，虽然他们
身边有父母老师同学，但现在的父母老师只要一
和孩子交流，十句有八句离不开学习。同学之间
又因为竞争、紧张的学习而没有时间形成亲密的
关系。
但无论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他都
一定会有情感需求。
婴幼儿时期我们需要父母无时无刻的陪伴，
青少年时期逐渐渴望同龄人的理解，成年以后渴
望伴侣的理解，任何一个阶段人的内心渴求，如
果没有被满足都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
这些在成长阶段的孩子，他们并没有清晰明
了的认知去调节这种心理变化，导致他们对抗孤
独感的时候，会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厌学
、网瘾等。
孤独感催生思考力，但这个时候孩子心智都
不算成熟，他们就会开始想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有
什么意义？
同时，长时间严格的管制和学习，很容易让
人产生无意义感。
很多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和家长的聊天变得

不再坦率，因为他会觉得没意思，你又不懂他。
其实抚育者面对这种情况不用太着急，真诚且坚
定的告诉你们爱他比什么都强。
容易焦虑
当下的孩子学习压力确实比较重，孩子普遍
比较焦虑。
一个同事家的女儿，刚上高二还没到高三，
就已经被焦虑充斥，并开始掉头发。
其实孩子的精力相对来说是很旺盛的，他们
不会像成年人一样那么容易疲惫，长时间的学习
也能够承受。相比较于学习压力，心理压力带给
他们的负担更重。
教育原本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近
些年内卷化的太厉害，学业压力甚至已经下
沉到了幼儿园。现在幼儿园升小学都开始上
补习班了，生怕自己的孩子落后输在起跑线
上。
其实教育远没有这么白热化。大家之所
以这么焦虑是因为内心的期望过高导致，孩
子本身并没有这种心理，孩子的焦虑是通过
父母习得的。

孩子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以前
，其实非常看重父母的情绪和父母对自己的评价
，如果父母时刻处在焦虑中，那孩子必定会疲惫
不堪。
过度焦虑、疲惫就很容易犯错，导致父母和
孩子用过多的资源去解决当下的问题，无法长远
规划。
就像有的家长，孩子如果考得好就很开心，
并给予孩子爱和奖励；如果考得不好，则给予冷
漠和惩罚，这种方式会给孩子带来非常负面的影
响。可实际上一次考试真的不能证明什么，孩子
也并没有因为一次考试的失误，而失去整个生命
的价值。
重视个人感受
大环境使然当下的孩子都很注重话语权，且
现在整个环境都提倡孩子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大部分家长老师依旧停留在过去的大家长
制，当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权威被挑战的时候，会
不由分说的去压制。有压迫就有反抗，有的孩子
会直接跟你杠，而有的则会有很隐晦的方式反击
，比如故意考不好、惹家长或者老师生气。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被尊重，很多家长
老师在孩子犯错以后，会不分场合地斥责，实际
上这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前段时间 14
岁少年因被母亲当着全校打巴掌而跳楼身亡就是
血的教训。
很多家长似乎忘记了自己也曾是个孩子，强
烈地渴望着话语权、隐私权、被尊重。以前整个
环境都比较压抑，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虽
然心里不忿但也不会产生强烈的情绪。
是现在一些家长已经醒悟过来了，他们会重
视孩子的感受，给予孩子足够的隐私权、受尊重
权，确保他们的人格能够健康的发展。
这对于很多没有得到这些的孩子来说，必
然会形成极大的刺激，导致他们过早的叹命运
不公。
总体来说，当今的家长大部分都对教育很重
要，有着相当不错的意识，但是现在他们只知道
结论，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达成这样的目的，于是
人云亦云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孩子的成绩上。
为了能在学业上占据优势，变态的压缩孩子的情
感、思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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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拼命保护特朗普一群人
美国最不受待见的“红脖子”
在种族歧视问题泛滥的美国，吃瓜
群众普遍都了解白人对黑人悠久的歧视
历史。但鲜为人知的是，美国白人内部
也存在着复杂的鄙视链：东部的看不起
西部的，北方的嘲笑南方的。
其中“红脖子”便不幸处于白人内
部歧视链末端，混得比黑人还惨。
“红脖子”泛指美国南方底层白人
，他们最初是从爱尔兰、苏格兰等地来
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信仰传统的长老会
。
当新教圣公会影响力逐渐增大，与
长老会产生矛盾与对抗时，这个群体为
表明立场，反对圣公会主教的统治，常
常选择在脖子上围一条红布，因此得名
。
后来这个词被用来形容生活贫穷、
观念保守、受教育程度低下，且行为偏
执的底层白人。由于这个群体中有大量
的农民，长期戴着帽子在地里劳作，没
晒到脸，却晒红了脖子，“红脖子”显
得更为形象贴切。
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美国人看待
“红脖子”的眼光都带有强烈的歧视色
彩 。 在 乔 治 亚 州 他 们 被 叫 做 “cracker
（精神失常的人）”，在阿巴拉契亚地
区被称为“hillbilly（乡巴佬）”，有时
候他们直接被呼作“white trash（白垃圾
）”。
在 Urban Dictionary 上搜索“红脖子
”的判定标准，可谓是花式嘲讽，耐人
寻味：
红脖子判断标准：
你老婆比你的冰箱还重（肥胖问题
）；
你把冰箱挪开，发现它下面居然长
了草，而且已经黄了（不爱打扫房间）
；
你修剪草坪之后发现草里面有一辆
车（不爱打扫院子）；
你半夜上厕所需要穿衣服穿鞋还得
带个手电筒（大农场+老房子）；
你在商场的停车场和别人枪战过
（南方民风剽悍……）；
圣诞老人拒绝让你的孩子坐在他膝
盖上（孩子也不讲卫生……）；
你家的厕纸上有页码（估计是拿书
当厕纸……）
追溯历史，“红脖子”的说法既折
射出美国白人内部强烈的阶级歧视，也
反映了残酷的社会现实。
“红脖子”，繁荣美国背后的一道

伤疤
存款不超过 400 美元，缺少
从早期的殖民时代开始
突破阶层的晋升通道，生活
，移民美国北部和南部的白
困窘。
人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然而，就是这群饱受美国
诸如美国东北部的新英
社会排斥的“红脖子”，后
格兰，属于典型的“五月花
来却成为了特朗普的死忠粉
号”清教徒聚集区。从欧洲
，在大选中坚定地站在了特
飘洋过海到这里的白人，大
朗普一边。
多是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市
为何红脖子会选择“疯疯
民阶层。
癫癫”的特朗普？
他们开拓进取又勤俭节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得到
比黑人更惨的“红脖子”白人，是繁荣美国背后的
约，重视教育也推崇平等。
了“红脖子”群体的普遍欢
一道伤疤。
在自律和谐的社会氛围中，
迎，特朗普的各种怪论几乎
近日，在美国华盛顿街头出现了大规模的挺川游行
新英格兰地区很快成为了美
都得到了“红脖子”的大力
，不少支持特朗普的右翼团体群情激昂地挥动旗帜与标
国最初的文化诞生地，虽然
支持，为何他们会如此粉特
语，抗议美国媒体公布的大选结果。
鲜少巨富，但生活普遍富足
朗普呢？
就目前的形势看，美国大选几乎已成定局，挺川游
，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
这和特朗普有意的迎合不
行的声势再大，也难以扭转乾坤。
都相对缓和。
无关系。
在游行的队伍里，有一个群体很是引人注目。他们
而美国南方地区则恰恰
美国“红脖子”聚集区大
虽然有着白皮肤，地位却不及黑人。在特朗普需要的时
相反，除少量掌握了巨额财
多观念保守，笃信上帝，宗
候，他们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视特朗普如救世主。
富的大农场主外，这里聚集
教气氛浓郁且十分迷信。
他们有个极富嘲讽意味的名字——“红脖子"。
特朗普“疯疯癫癫”发表
的白人大多是来自英国的
“红脖子“在美国是怎样一种存在？
的很多反智言论在“红脖子
“政治犯”和赤贫阶层。他
”看来完全没毛病：例如特
们甚至连移民的船票都无力
朗普说注射消毒液可以消灭
支付，只好签约做几年“卖
内部的劣质群体如果不控制生育，繁衍
新冠（真的有人去尝试注射）；又或者
身奴”来换取移民新大陆的资格。
速度超过其他体面家庭，岂不是会拉低
从一开始，身处美国南北方的白人 整个种族的人口质量，集体翻船？
特朗普公开自己和上帝的对话……
在最近的竞选辩论中，特朗普的神
群体便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份
于是乎，“退化家族”论出现了，
差距在随后的两百多年里，不仅没有良 南方白人被各种数据证实为种族的“渣 奇 辩 词 更 是 直 击 “ 红 脖 子 ” 心 坎——
“如果拜登当选，防疫问题就要听科学
性缩短，反而变成了一条无形的鸿沟， 滓”，有必要进行“人工干预”。
横亘在南北方之间，难以融合。
20 世纪初，美国政府打着遵循优生 家的了”（“红脖子”普遍认为读书无
19 世纪，“种族优劣和竞争说”开 学的旗号，开始对“劣等白人”进行清 用，在他们的思维里，科学家是个贬义
始盛行，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 洗：但凡被划分为“退化家族”的人群 词）。
斯福、英国文学家萧伯纳等知名人物对 ，需要强制进行绝育手术。
由于普遍缺乏文化教育，“红脖子
”虽然生存条件恶劣，却对同属于压迫
此都充满肯定，美国社会也掀起了针对
第一位被强制绝育的受害者叫 Car劣等种族的歧视浪潮。
rie Buck，这个女孩当时年仅 18 岁，并 阶级的黑人心存鄙夷，反对其他族裔大
作为美国统治种族的盎格鲁撒克逊 无任何犯罪行为，但因自己和母亲都有 量移民美国，拥护极端的“白人至上”
，在“适者生存”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焦 未婚先孕的经历，被描述为生活堕落、 。
在竞选中，民主党主张给黑人和少
虑自己种族内部的问题：其他种族生而 智力低下的人，被法院高票同意实施绝
数族裔足够的“优待”，令“红脖子”
低下，说得通，为何与自己相同种族的 育。
南方白人却各种表现都“掉份”呢？扎
从 1924 年弗吉尼亚州正式通过绝育 们十分反感。另一头的特朗普却推出了
心了。
法案到 1974 年废止，有大约 6.5 万的美 各种近乎种族歧视的排外国策，并为红
1850 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南方 国人被强制绝育，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 脖子群体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和更好的
福利待遇，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
白人有 20%都是文盲，而北方白人中文 是”红脖子“。
盲比例不足 1%。一战中某项军队测试也
所以在黑人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尽管大众反对警察的暴力执法，质疑特
显示，南方白人士兵的得分不仅被北方
很难想象在宣称自由、民主的美国
白人士兵秒杀，连北方黑人士兵的水平 会上演如此匪夷所思的惨剧，“红脖子 朗普的执政力，“红脖子”们却依然选
都比不上。
”在美国社会所遭受的偏见与不公，犹 择站在特朗普一方，维护特朗普。
部分红脖子群体中的枪械协会甚至
此外，南方白人普遍存在的滥交、 如一道难堪的伤疤，隐藏在美国的繁荣
懒惰、暴力倾向、保守排外等问题也饱 盛世之下，无人问津。
放话称，他们已经组织好了十万民兵，
受社会诟病。
时至今日，这个群体依然处于美国 只要特朗普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分分钟
更令美国主流社会担心的是，自己 最底层，社会地位并不比黑人高，普遍 配合军警镇压抗议运动。

另一方面，“红脖子”崇尚武斗，
“能打就别吵吵”，很有西部牛仔的范
儿，但又比之更加狂野。
19 世纪初，密西西比河流域蒸汽船
失事事故比横跨大西洋还高，查其原因
并非技术操作不当，而是很多“红脖子
”在乘船时，看到旁边有船经过，常常
忍不住把刀架在船长脖子上逼着搞船只
竞速，一争高下，直至蒸汽船的安全阀
坏掉。
而今辨识“红脖子”的一种调侃说
法，就是看他有没有在停车场和人枪战
过，其剽悍画风可见一斑。
“红脖子”大多数都是拥枪派，民
主党却支持禁枪，这再次与他们的期待
背道而驰。
还有一点令“红脖子”极其反感的
是，民主党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在重
视传统家庭的“红脖子”眼中，如此观
念简直大逆不道。
一边是推行种族主义、说话接地气
的特朗普，一边是操着各种精英腔调，
给黑人下跪甚至洗脚的各路政客，在
“红脖子”那里，选票已经有了明确的
答案。
虽然黑人与“红脖子”同属于美国
底层，但“红脖子”的受关注程度远不
及平权呼声之下的黑人。
“疯疯癫癫”特朗普的出现，似乎
伸给了这个群体一根救命稻草，在“让
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优先”的循环洗
脑中，“红脖子”又燃起了改变命运的
一丝希望。
然而，特朗普真的是他们的救世主
吗？
在各路政客的拨动下，美国不同族
裔之间的隔阂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积累
了更多的成见。特朗普的民粹政治表面
上赢得了中下层白人的拥护，实际上却
于无形中激化了底层白人与黑人之间的
纷争。
超级粉丝“红脖子”，对于利益至
上的特朗普而言，不过是赢取选票的棋
子罢了。
资本家与政客们别有用心的挑拨，
不同族裔之间的相互鄙视，无不让美国
的“自由”“平等”摇摇欲坠，看似和
谐团结美国社会正暗潮汹涌。
多行不义必自毙，所有利欲熏心的
计策都难以长远。
总有一天美国会遭到来自底层力量
的猛烈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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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T 澳門賽馬龍奪得冠軍

新德裏半程馬拉松賽況
德國首座 32020
D 打印住宅開工

德國北萊茵德國北萊茵
-威斯特法倫州貝庫姆
威斯特法倫州貝庫姆，
，如今 3D 打印建築的發展不再是
虛無縹緲的空想，德國首個 3D 打印住宅正在建設中
虛無縹緲的空想，
打印住宅正在建設中。
。

退休
去柬埔寨養老

﹂

民眾為其辦歡送會

巴基斯坦大象
﹁

國外牛人用廢棄金屬打造“
國外牛人用廢棄金屬打造
“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
”

頓涅茨克，
頓涅茨克
， 汽車修理車間的員工 Anatoly 和起重機操作員 Andre 創
意十足，用廢棄金屬包括壹些汽車部件
意十足，
用廢棄金屬包括壹些汽車部件，
，打造了兩個分別為 13 米和 6 米
高的“
高的
“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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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下》：
冰天雪地裏拔涼的少女心
《日光之下》拿下去年的平遙大獎
後，又輾轉了不少電影節，終於在全國
藝術聯盟院線上映了。
這個片名很容易讓人想到，那句老話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是的，電影
裏講的真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極為私人幽
微，也鮮少被搬上大銀幕，以至於真在電
影院裏看到，還真覺得有點新鮮。
這是壹個關於少女成長的故事，黑
戶女孩谷溪察覺到自己即將要面對世界
所發生的變化，小心翼翼探究自己和世
界關系的轉變，模棱兩可之間，又充滿
決絕的痛感。
有壹種說法是，每個妹妹小時候都
有壹個長大要嫁給哥哥的夢想。呂星辰
扮演的谷溪就是這樣的壹個女孩。她和
哥哥谷亮從小相依為命，加上自己沒有
身份，是壹個隨時可以從世上抹去的人
，對哥哥的依賴感就更加深重。而影片
開頭，即是哥哥幫已經幾乎是青春期擁
有半熟酮體妹妹洗澡的情境，這份兄妹
的親密甚至曖昧已經在壹開始就昭示某
種“越界”。
“像兄妹、像父女或者母子，有時
候也像夫妻。”谷溪是這樣對哥哥的女
朋友慶長描述他們兄妹壹路成長所建立
的情感。像壹種宣示主權的挑釁，也像
壹種害怕失去的求情。
影片中很長壹段篇幅展現“三人
行”，這也是影片中呈現最迷人的段落
。少女覺得慶長像壹個闖入者壹樣插足
了她和哥哥的二人世界。她有抗拒，又
的確被慶長吸引，這個家境優越，性格
溫暖，對她很好又有著成熟女性魅力的
角色，填補了她缺少母愛的情感空缺，
也給她的成長方向亮起壹盞燈似的。那

不同於稚嫩少女的風韻，也有她要成為
的樣子。
這段三角關系在鏡頭關系中的展現
，手持搖晃鏡頭帶來的曖昧氣息，跟隨
演員的視角，窺視中帶著迷離的樣子，
頗有幾分婁燁《春風沈醉的夜晚》中的
氣息。單說，影片的海報其實都與“春
晚”有著幾分神似。
事實上，《日光之下》導演梁鳴曾
是婁燁的副導演，與婁燁結緣也是最初
他作為演員參演《春風沈醉的夜晚》，
與黃軒在片中演壹對同性戀者，但這條
線索最終在成片中被全部剪掉。作為演
員出身，又遇到過極能夠調動和捕捉演
員狀態的婁燁，偷師之下，《日光之下
》呈現出讓影迷們熟悉的婁燁影像質感
，同時，演員也各有出彩發揮。飾演哥
哥的吳曉亮拿下澳門國際影展的最佳男
主角，飾演妹妹谷溪的呂星辰 19 歲時拿
下過上海國際電影節歷史上最年輕的影
後，演到《日光之下》的時候已經是二
十八歲的熟女，但呂星辰也演出了未諳
世事少女的稚拙。
情欲，也是從婁燁那邊延展而來的
重要關鍵詞，梁鳴鏡頭下的人物也是悸
動的， 妹 妹 對 哥 哥 朗 讀 ， “ 她 是 女 人
，我也是女人”，撞破哥哥和女朋友
做愛的情節，拍出了某種恐怖片的驚
悚感，在慶長的生日 party 上對著話筒
模仿著似是而非的呻吟，甚至兩個女
性之間，也會升騰彌漫起幾分所不清
道不明的曖昧……性在整個情節的發展
中是十分重要的驅動力。而向來婁燁鏡
頭裏氤氳潮濕的欲望，在這裏因為被搬
到冬天的冰天雪地裏，是有差異化的呈
現的。《日光之下》的性感是壹種不同

於南方的幹燥欲望氣息，冷感而異質，
迷離卻不迷人。
《 日 光 之 下 》 的 英 文 片 名 “Wisdom Tooth”（智齒）顯然是更直觀的
符號。谷溪開片到牙醫就診時，醫生
說這顆牙齒拔不了，以及強調疼痛時
再吃的止痛藥，恰恰與全片中谷溪湧
動的復雜感情的迷茫、撕裂、疼痛、覺
醒相呼應。
在東北，智齒又叫“立事牙”，
“意為長大成人，是稚嫩與成熟的分水
嶺。面對成長就像長智齒，而那顆智齒
又恰似谷溪壹步步發現自己在哥哥、慶
長的生活中是“多余的存在”，在磕碰
與傷害中必將走向成熟的那份年少懵懂
感情。止疼藥只能暫時的麻痹，而意氣
用事的東北少女選擇用生拔的疼痛去和
自己內心的不甘與痛楚作對抗。
影片還隱藏了壹條犯罪線索，不明
來由的浮屍，散落在片中並不明確的線

索最終也沒有被高明地拼湊出來，懸疑
感留到最後，成為了妹妹成長無法承受
之輕的落點。加之基督教的信仰線索，
谷溪作為黑戶沒有身份證面臨失業的線
索，石油泄漏的線索，導演壹路鋪排，
終究交織得不夠井然有序，反而最後有
些虎頭蛇尾和刻意之感，以至於原本幽
微私密的小情緒最終愈發大開大合起來
，情感幅度壹經放大，就開始失真走向
點矯情狗血。這大概也是片子評分不算
高的原因。
當然，作為壹部導演處女作，《日
光之下》的完成度足夠高了。看看影片
的幕後班底華麗：李少紅擔任監制，曾
制作《嘉年華》等影片的制片人陳橡擔
任藝術總監，梅峰擔任劇本監制。《暴
裂無聲》的攝影指導何山；《推拿》
《我不是藥神》的剪輯指導朱琳等，這
些主創們共同的加持想必為完成度提供
了不少支持。從上影節創投到“青蔥計

劃”壹路走出，《日光之下》成熟到
給人以驚喜的完成度倒不失為非常正
面的壹例中國青年導演扶植路徑的成
果。
整體來說，《日光之下》是壹部有
著特別質感和視角的文藝片，也賦予了
大銀幕上少見的女性人物形象和成長路
徑。在當下拍攝女性有時蒙著壹層政治
正確似的時髦，而時常呈現也難免陷入
標簽化的刻板苦難或獨立自強的套路之
際，這樣壹份鮮活而異質的表述的確給
人看到壹條風景獨到的精致小徑。
電影上映兩天，刷了刷網絡評論，
好些人覺得谷溪這個小女孩怎麼那麼讓
人討厭。這樣的觀感倒也真實，原本這
其中少女心事就指向某種並不光明的自
私和占有欲。這樣的討厭比討喜來得更
有真實分量。藏在東北冰天雪地裏的少
女心事，的確是能看得人心裏拔涼拔涼
的。

《原始人 2》主創：家庭能引起全世界觀眾的共鳴
好萊塢夢工廠出品的動畫電影《瘋狂原始人 2
》在中國內地上映。該系列第壹部《瘋狂原始人》
在上映後獲得了非常高的口碑成績，在豆瓣電影
TOP250 中排名第 185。此時，距離該系列第壹部，
已經整整過去 7 年。
想象力是動畫最具吸引力的翅膀，《瘋狂原始
人》的故事發生在穴居人時代，咕嚕壹家因為氣候
不可抗力，被迫從世世代代居住的洞穴裏離開，踏
上四處遊歷的冒險旅程。《瘋狂原始人 2》中，他
們在路上碰到了不得不與家人分開的青年蓋，咕嚕
家大女兒還跟他談起了戀愛。在冒險的路上，他們
發現了壹處“世外桃源”——由貝特曼（Betterman
）家打造的在圍墻裏的樂園。
咕嚕家與貝特曼家之間關於原始與現代之間的
對比，二者分別占據了兩個極端，成為片中最核心
的矛盾爆發點。
《瘋狂原始人 2》導演喬爾· 克勞福德表示，並

沒有執導首部影片的他，感到直接執導續集十分很
難，“三年前我加入了這個團隊，為了不止達到第
壹部水平，我們在講述這個故事時進行了壹些嘗試
，很多都是碰壁。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將其
變成宏大的故事。”
喬爾之所以選擇加入這個項目，壹個重要的原
因是他認為這個故事中的多代家庭，能夠引起全
世界各地觀眾的共鳴。“家庭裏有祖母、父母、
孩子，我們在這部電影中試圖擴大家庭。而且在影
片最後，我們新創造的貝特曼家族也成為家庭的壹
部分。”
在片中，與咕嚕家族相對的貝特曼家族是壹
個更為“先進”的家庭，他們壹方面好心地讓咕
嚕家族能夠在家中落腳，但壹方面又有非常多的
小心思希望將他們趕走。對主創來說，如何把握
這個度十分困難，喬爾表示，“我很喜歡去創造
更先進的家族，挑戰就是確保新家庭不是典型的

壞人，觀眾能夠理解他們所做的選擇，即便可能
不是正確的。要讓每個角色都既真實又有意義，
這是很大的挑戰。”
隨著雙方在最後通力合作解決生存問題，兩個
家族也開始接納彼此，“我們希望表達的是，妳的
鄰居們也可以成為家人。某種程度上這是我們希望
通過這部電影表達的精神：向別人敞開心扉，融入
社區集體。”
這個精神的表達，在今年尤為可貴。因新冠
疫情影響，全世界有非常多國家和地區至今仍
然沒有辦法像此前那樣正常進行社交活動。喬
爾認為，“我們美國人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
跟貝特曼家壹樣，都生活在圍墻背後，無法跟
朋友和鄰居壹起社交，正是因為彼此分隔，現在
我會比以前更加希望能夠欣然擁抱他們，希望這個
世界可以變得更好。”
為了保持好萊塢類型片的固有風格，並獲得全
年齡段觀眾的喜愛，影片並沒有在兩個家族的矛盾
、融合的內在思想核心上進行更多的探討，降低了
敘事上的可能性，用最直接的歷險與拯救，簡單地
讓雙方互相理解，最終形成壹個包括猴群們生活在
壹起的大團圓結局。
不過在細節的趣味性上，《瘋狂原始人 2》
依舊保持了較高的水準。片中最為常見的笑點
，就是壹再出現的定格造型。不論是咕嚕壹家
的防禦陣型，還是最終兩個家庭的成員為了拯
救他們的“大家長”所組成的猶如“復仇者聯
盟”壹般的“雷霆姐妹”組合，都會在出現瞬
間引發爆笑。
制片人馬克· 斯威夫特也十分喜愛這類片段，
“我們特意配上很有趣的搖滾樂，讓‘雷霆姐妹’
可以伴隨著重金屬搖滾從天而降，拯救這壹天。”
而且在每個定格中，都可以看到濃郁的上世紀
八十年代的畫面風格，復古氣質從視聽語言上加強

了整體的喜劇效果，也非常符合影片的“原始”氣
息。
雖然《瘋狂原始人 2》在首周末已經票房過億
，並且成為同檔期影片中票房最高的，然而其票房
表現並沒有達到此前首映時壹些媒體觀眾的較高預
期，畢竟 2013 年上映的第壹部都獲得了 3.94 億的總
票房，排名當年動畫電影票房第壹。
這並不是《瘋狂原始人 2》壹部影片存在的問
題，而是在《尋夢環遊記》之後，誕生於好萊塢嚴
謹工業體系下的動畫電影，就沒有再在中國內地市
場成為“爆款”。
是作品水準下滑嗎？從類型片的角度來說，
《瘋狂原始人 2》作為大熱作品的續作，雖然在開
創性上相較前作有所下滑，但對其世界觀的延續完
成得還是不錯。從爆笑程度來說，許多橋段仍然奏
效，影院中的普通觀眾依然會發出壹陣又壹陣的笑
聲。
對壹部動畫來說，可能的欠缺在哪裏？或許最
大的問題，還是該片在情感內涵上的薄弱。家庭內
核確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在全球市場中獲得觀眾的
普遍共鳴，同時導演在新作裏加入了其他家族以及
鄰居的概念，但全片對家庭的討論，還是相對簡單
地停留在“家人要不要待在壹起”的程度，對當代
年輕觀眾來說，該命題已經不再具有那麼高的討論
價值。
更何況，國內動畫在近幾年裏，已經取得了較
大的進步，這些進步不僅僅體現在《哪咤之魔童降
世》、《姜子牙》的畫面制作上，在它們的故事思
想內核中，也同樣具有了深度挖掘的可能。動畫電
影的整體受眾，也逐漸從幼兒、少年，轉變成為少
年、青年。美式合家歡動畫固然在全球擁有非常穩
固的觀眾群體，但對觀影口味不斷提升的中國觀眾
來說，單純的美式合家歡作品，很難再具有此前的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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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魔俠》版權

正式回歸漫威
粉絲發起復活請願 41 萬人連署

《頭號玩家》作者
有三部曲打算
《二號玩家》小說剛出版
《零號玩家》計劃中

《頭號玩家》原著小說的續集《二
號玩家》11 月 24 日已在北美發售，近
日作者恩斯特· 克萊恩透露：他跟《頭
號玩家》導演史蒂文· 斯皮爾伯格提過
三部曲設想，最後壹本並非“三號玩家
”，而是《零號玩家》——將是壹本前
傳，講詹姆斯· 哈利迪和奧格登· 莫羅少
年時在俄亥俄的成長故事。
小說《二號玩家》講述：在贏得綠
洲創始人詹姆斯· 哈利迪的競賽幾天後
，韋德· 沃茨在哈利迪的保險庫中發現
有壹項高科技技術將再次改變世界，並
使綠洲千倍絕妙、令人上癮。隨之而來
的是壹個新的謎題和任務——哈利迪的
最後壹個復活節彩蛋，其暗示著神秘的
獎勵。

與此同時，壹個出乎意料、不可思
議的強大並危險的新對手正等待著，他將
殺死數百萬人來得到他想要的東西。韋德
的生活和綠洲的未來再次受到威脅，但是
這壹次，人類的命運也懸而未決。
目前還沒續集電影的消息官宣，但
史蒂文· 斯皮爾伯格執導的第壹集投資
1.75 億美元，全球票房 5.82 億美元，中
國內地票房接近 14 億人民幣。對華納
兄弟來講，雖然不算大賺，但續集拍攝
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小說《頭號玩家》2011 年出版，在
《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連續 100
多周蟬聯榜首，被翻譯成 37 種語言，
在 58 個國家地區有售（包含簡體中文
版）。

后翼棄兵 女主
自認長得怪 拒看大銀幕？

兩年前 11 月 29 日 Netflix 砍了影集《漫威夜魔俠
》（Daredevil），沒有結局的故事成了很多觀眾心中
的遺憾，近日為期兩年的真人翻拍限制解禁，版權正
式從 Netflix 回歸漫威手中，粉絲把復活希望轉到凱文
費奇（Kevin Feige）與漫威工作室上，近日再次發
起 #SaveDaredevil （#拯救夜魔俠）活動，很快引
起許多人響應，包含 「金霸王」演員文森唐諾佛利歐
（Vincent D'Onofrio）與漫威電影宇宙 「菲爾考森」
演員克拉克格雷格（Clark Gregg）都參與活動。
《漫威夜魔俠》原屬於 Netflix 原創影集，由男星
查理考克斯（Charlie Cox）飾演男主角 「麥特梅鐸」
白天是盲人律師，夜晚變身超級英雄打擊罪惡，2015
年至 2018 年共推出三季，累積一群忠實觀眾，但最終
官方仍決定與其他漫威影集一起取消不再續訂。
當時影迷希望漫威工作室與 Disney+扛下復活重
任，但 Netflix 與漫威最初簽訂的協議中，包含了限制
條款，影集被 Netflix 取消的兩年內，任何《夜魔俠》
出現過的角色不得出現在其他串流平台，當時效期滿
，復活請願活動如火如土重新展開，除了推特上發起
活動，連署網站 change.org 也同步進行，目前為止已
募集超過 41 萬人的簽名要求復活《夜魔俠》第四季。
漫威可能會考慮讓 「夜魔俠」於漫威電影宇宙登
場，不過直接換演員重塑角色，以擺脫 Netflix 的影子
也是其中一種選擇，這波影迷請願活動，許多人不只
要求拯救影集，更強調自己有多喜歡查理考克斯所詮
釋的 「夜魔俠」，希望他能一起回歸，到底這波請願
能否打動漫威呢？目前為止迪士尼與漫威尚未回應。

﹁

﹂

正在全球發燒的 Netflix 迷你影集「后翼
棄兵」，女主角安雅泰勒喬伊是不少觀眾心
目中的「精靈系」美女，她卻直呼自己長得
不漂亮、很奇怪，一點也沒有演電影主角的
條件！
安雅的藝壇行情隨著「后翼棄兵」大紅
而持續走高，她接受訪問時卻說道：「我從
來沒有，我也不覺得我有可能會認為自己長
得漂亮。我不覺得我有上電影的條件，這樣
說可能很可悲，我的男朋友也警告過我，別
人會認為我根本做作到噁心才講這種話，但
我真的以為我長得很奇怪。」
對於自己長相的獨特看法，令安雅不考

慮去戲院看自己的電影，會在片子上大銀幕
前就過目，妙喻：「當我本人最大的美好，
就是我不需要看到自己的臉。」今年春天安
雅曾有珍奧斯汀經典名著改編的電影「艾瑪
」推出，她在接拍時卻超恐慌：「我想我是
第一個醜『艾瑪』，我根本不可能辦得到，
因為這部片第一句台詞就是『我漂亮、聰明
又有錢』。」
所幸，安雅對自己的想法不代表觀眾對
她的看法，「艾瑪」的迴響不一定比葛妮絲
派楚「艾瑪姑娘要出嫁」遜色，「后翼棄兵
」裡她的復古風裝扮也被大讚有型、搶眼，
往後發展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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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上任，对美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申请有什么影响？
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若无意外
，拜登将在明年 1 月 20 日就任美国第 46
人总统。作为民主党人士，拜登将对美
国移民和留学持有开放的态度已经成为
共识。在移民政策上，拜登和哈里斯有
哪些移民新主张？
拜登上任，对美国 EB-1A 杰出人才
移民申请有什么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拜登以及民主党对
移民始终持有欢迎态度，拜登承诺会修
正特朗普在移民改革中的错误。在难民
接收方面，承诺简化流程，将难民接收
人数提高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于 I-944
公共负担新规将有所宽松，提供给移民
基层的福利。
对于职业移民申请，绿卡数量和新
增种类会更多元化。拜登政府对亲属团
聚会更重视。海外劳工赴美工作会更便
利。拜登也承诺会为海外劳工提供培训
、入职、就业指导以便他们融入到美国
的工作和生活中。
拜登上任之后可能增加新的移民方
式——创业类移民。在美国创业会先获得
创业工签，再转绿卡。在美国移民配额上

，哈里斯主张取消国别限制，绿卡申请先
到先得。如果能够实行，作为美国移民第
三大来源国，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时间
会缩短，虽然在美国 EB-2/3 申请中印度
人获益最多，但在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
民申请中，中国申请人数比印度多得多。
其实，拜登上任，对美国移民来说
是绝好消息！而明年，甚至后几年，申
请美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都是好时机
。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旅行限制以及
使领馆不开门，面签取消等等，获得美
国绿卡的人数骤降，甚至比去年同期下
降 92%。根据美国移民法，2020 财年未
能用完的美国移民配额都将分配给第二
财年的 EB-1 类别使用。而美国 EB-1A 杰
出人才移民作为美国职业移民 EB-1 类别
中的第一类，将会获得更多签证配额。
既然明年乃至后几年是美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申请的黄金时期，那么什
么样条件的申请人才可以申请这一黄金
项目呢？
美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不限制申
请人的行业，职业，不限制年龄、语言
水平，不需要高额投资，排期是美国职

业移民中最短的。申请人只
要能证明本人在本专业领域
内拥有杰出才能，并且有很
好的落地应用即可申请。移
民局给出十项标准，申请人
只要满足其中三个即可申请
。
如果申请人曾经获得过
一项或一项以上的重大国际
知名奖励则可以直接申请美
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如
果不满足，则需要满足以下
十项标准中的至少三项。
曾经获得国家范围或其
他洲际、国际性名次或者奖项
申请人是某些重要协会
组织的会员
上发表过学术文章
有专业媒体、主要行业媒体或其他
申请受益人本人的作品参加过展览
主流媒体对及其工作的报道
或展示
为同一或相关专业领域内其他人的
在某些信誉卓越的组织、机构中发
工作担任评审
挥领导性或关键性作用
对专业领域作出重大意义的原创性
拥有超过同行的高收入或酬劳
贡献
艺术表演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在专业期刊、主要行业或主流媒体
美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申请获批

的关键有两点，第一是申请人本人满足
申请条件，但由于近两年申请人数量的
增多，申请人需要提供 5-6 条论证才能
保证获批率。第二是美国移民文案对申
请人杰出才能的精准定位和梳理，有经
验的美国移民文案能够完美阐述申请人
的杰出才能，切中美国移民管的审核要
点，申请获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2 月移民排期：美国杰出人才移民快速前
进，再推进 121 天
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公布了 2020
年 12 月移民排期，EB-1 类排期继续保
持推进，表 A 大幅前进 4 个月，表 B 前
进 2 个月，到 2020 年 11 月 1 日，几乎可
以认为 EB-1 表 B 无排期。表 A 中 EB-2、
EB-3 也有明显推进。
亲属移民表 A
在 2020 年 12 月的签证公告中，亲
属移民表 A 各类别均无变化，表 A F2A
类别 12 月继续无排期。
12 月移民排期：美国杰出人才移民
快速前进，再推进 121 天！
表 A 最 终 裁 定 日 ： Final Action
Date (FAD)
注：广领馆面签&移民局递交 I-485
转身份申请
根据 2020 年 12 月美国亲属移民排期
表A，对于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来说：
F1（公民的21岁以上未婚成年子女）
：11月排期为2014年9月15日，12月排期
原地踏步，依旧是2014年9月15日。
F2A（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婚 21 岁
以下未成年子女）：继续有名额，无排
期，即审即通过。12 月申请的申请人可
以同时递交 I-130、I-485 表格。
F2B（永久居民的21岁以上未婚成年
子女）：11月排期为2015年7月8日，12月
排期原地踏步，依旧是2015年7月8日。
F3（公民的成年已婚子女）：11 月
排期排期为 2008 年 6 月 15 日，12 月排期
原地踏步，依旧是 2008 年 6 月 15 日。
F4（公民的兄弟姊妹）：11 月排期
为 2006 年 9 月 22 日，12 月排期原地踏步
，依旧是 2006 年 9 月 22 日。
亲属移民表 B
在 2020 年 12 月的签证公告中，亲
属移民表 B 各类别均无变化。
表 B 递 交 申 请 日 ： Date for FilingApplication (DFF)
(注：已获在美合法居留身份，向
移民局递交 I-485 转身份申请)
根据 2020 年 12 月美国亲属移民排
期表 B，对于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来
说：

F1（公民的 21 岁以上未婚成年子女
）：11 月排期为 2015 年 7 月 22 日，12 月
排期原地踏步，依旧是 2015 年 7 月 22 日
。
F2A（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婚 21 岁
以下未成年子女）：11 月排期为 2020 年
8 月 1 日，12 月排期原地踏步，依旧是
2020 年 8 月 1 日。
F2B（永久居民的 21 岁以上未婚成
年子女）：11 月排期为 2016 年 5 月 1 日
，12 月排期原地踏步，依旧是 2016 年 5
月 1 日。
F3（公民的成年已婚子女）：11 月
排期为 2009 年 6 月 1 日，12 月排期原地
踏步，依旧是 2009 年 6 月 1 日。
F4（公民的兄弟姊妹）：11 月排期
为 2007 年 9 月 15 日，12 月排期原地踏步
，依旧是 2007 年 9 月 15 日。
职业移民表 A
在美国移民排期表表 A 职业移民中
，EB-1 类前进 121 天，EB-2、EB-3 均有
前进，EB-5 类别无变化。
12 月移民排期：美国杰出人才移民
快速前进，再推进 121 天！
表 A 最 终 裁 定 日 ： Final Action
Date (FAD)
注：广领馆面签&移民局递交 I-485
转身份申请
根据职业移民排期表 A，对于中国
大陆出生的申请人来说：
EB-1 类别（EB-1A、EB-1B、EB-1C
）11 月排期为 2018 年 12 月 1 日，12 月排
期为 2019 年 4 月 1 日，前进 121 天。
EB-2 类别 11 月排期为 2016 年 4 月 22
日，12 月排期为 2016 年 5 月 1 日，前进 9
天。
EB-3 类别技术类 11 月排期为 2017
年 10 月 1 日，12 月排期为 2017 年 11 月 1
日，前进 31 天；非技术劳工 11 月排期
为 2009 年 1 月 1 日，12 月排期为 2009 年
2 月 15 日，前进 45 天。
EB-4 有名额，无需排期。
EB-5 类别 11 月排期为 2015 年 8 月 15
日，12 月排期原地踏步，依旧是 2015 年

8 月 15 日。
职业移民表 B
职业移民表 B 仅适用于在美国境内
调整身份的申请人；若申请人不在美国
，适用于领馆处理，不使用表 B，请看
表 A。2020 年 12 月移民局表 B 继续开放
。这意味着当申请人/受益人的优先日早
于 2020 年 12 月排期表 B 上的截止日，不
仅可以启动领事馆程序，也有机会在美
国递交 I-485 身份调整申请。
表 B 递交申请日：Date for FilingApplication (DFF)

(注：已获在美合法居留身份，向
移民局递交 I-485 转身份申请)
根据职业移民排期表 B，对于中国
大陆出生的申请人来说：
EB-1 类别 11 月排期为 2020 年 9 月 1
日，11 月排期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前进
61 天。
EB-2 类别 11 月排期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12 月排期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原地
踏步。
EB-3 技术类 11 月排期为 2018 年 6 月
1 日，12 月排期为 2018 年 6 月 1 日，原地

踏步；非技术劳工 11 月排期为 2009 年 5
月 1 日，12 月排期为 2009 年 5 月 1 日，
原地踏步。
EB-4 有名额，无需排期；
EB-5 类别 11 月排期为 2015 年 12 月
15 日，12 月排期无变化，原地踏步。
今年受新冠疫情以及特朗普移民政
策影响，海外领事馆签发亲属移民签证的
工作基本暂停，2020财年未用尽的绿卡名
额分配给职业移民。2021财年职业移民排
期会大幅度前进，美国杰出人才移民在当
前美国移民政策下迎重大利好！

臺灣影視
星期六

2020年12月5日

Saturday, December 5, 2020

C10

台灣年度必看鬼片《杏
林 醫 院 》 將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壓軸登場，擔任今年最
後一部壓軸國片，受到全台
觀眾注目話題不斷。該地點
為全台網友票選最陰森廢棄
醫院第一名，撞鬼案例層出
不窮，導演更實地取材拍攝
，就是要帶給觀眾親臨現場
的恐怖氛圍。

《杏林醫院》實地拍攝取景
導演向鬼撂話衰運纏身三年
導演受訪時談到，當時跟攝
影師進到醫院拍攝時，雖然是大
白天，但仍感受到一股陰森涼意
。但導演並不相信鬼怪，因此並
沒有先焚香祭拜，拍攝離開前撂
狠話：「搞啥，根本沒拍到鬼啊
，想嚇唬誰!」語畢便收工回家。
卻沒想到，身體狀況越來越不佳
，電影剪輯與後製也不順遂，甚
至多次延後上映日期。直到偶然
機會下前往廟宇拜拜，被神職人
員委婉告知「後面有跟到不好的
東西，若不趕快處理恐怕有不好
後果。」導演才意識到，趕緊焚

香請求神明協助。
導演朱家麟說：「我 2019 年
受到企業名人李正媛邀請，帶我
去石碇一個宮廟，裡面有在問事
消災，當時沒人知道我拍杏林醫
院；那位師父有斜視，他看了我
後，印出一張單子，要我去做法
消災，說我被一個紅衣上吊女鬼
纏了三年，回想起來就是當年拍
片中紅衣女鬼上吊的戲時跟上的
…」
導演誠心前往宮廟焚香祈求上映
順利
說也神奇，在祭祀後兩周，

電影配樂、音效後製順利找到團
隊協助，原本剪輯畫面問題也迎
刃而解。更好運的是，電影預告
釋出後，收到亞洲各國的發行商
青睞，上月底也已確定將在日本
、韓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
亞、印尼等數十國發行上映。導
演直呼：「真的別太白目，去鬼
屋裡說挑釁的言語! 對於未知的
領域，一定要保持敬畏之心。去
現場拍攝驚動到祂們，真的感到
分常抱歉，請大家不要再去現場
試驗了! 」
《杏林醫院》除了演員找來

吳慷仁軋鄭人碩賀歲片開戰
徐譽庭做好打仗準備

2021 國片春節賀歲檔之戰開
跑！導演徐譽庭、許智彥繼《誰
先愛上他的》之後的新作《我沒
有談的那場戀愛》，及角頭系列
新作《角頭前傳》都定檔在明年
2 月 10 日春節上映；浪漫愛情電
影《跟你老婆去旅行》也在後製
階段，若能趕上春節上映，便形
成國片賀歲 3 強鼎立局面。春節
檔之前，將有朱軒洋主演的虐殺
恐怖片《哭悲》在明年 1 月 22 日
上映為賀歲暖身，春節過後也有
楊祐寧、張榕容主演的《複身犯
》（原名《代號 193》）在 2 月 26
日接力登場。
《誰先愛上他的》2018 年在
台北電影獎和金馬獎風光斬獲多
個大獎，票房 6637 萬也是該年國
片第 5 名，徐譽庭再推出由吳慷
仁、艾怡良、傅孟柏主演的《我
沒有談的那場戀愛》搶攻明年賀
歲檔。徐譽庭昨表示，現在給自
己的任務就是，1 天要有 1 支新片
相關素材放上社群，「電影粉絲

專頁開張到明年 2 月中上映，要
做 100 多支素材， 我和工作人員
一起發想設計，結果就是做死我
自己。」
今年國片票房表現亮眼，
徐譽庭很有感，「身邊不少平
常不太看國片的朋友都跟我說
，他們把上映的國片都看完了
」。她是本屆金馬獎評審，她
給今年上映國片很高評價，
「國片水準整齊，各自有各自
的訴求和特色」。對於首次參
與賀歲檔，她笑說已做好打仗
準備，「我跟家裡請假，屆時
要在辦公室加班了」。
《角頭前傳》是賣座電影
《角頭》系列的最新作品，由鄭
人碩、謝欣穎、高捷、龍劭華、
柯叔元等主演，監製張威縯昨證
實定檔明年 2 月 10 日。他正籌備
《角頭》影集拍攝，原定去年開
拍，但他對劇本要求嚴謹：「陸
續修訂 5 版，我希望越真實越好
，所以做了很多田調，想精準表

現出人性的光芒四射和低頭落魄
，藉此傳達歹路不可行的觀念。
」
原班人馬出演影集
張威縯透露，《角頭》影集
製作費 1 集 1500 萬，共拍 10 集，
總製作費高達 1.5 億，「要讓觀
眾在視覺上享受到快感」。他表
示劇中多達 50 位角色，「幾乎是
電影原班人馬加上新角色，裡面
沒有一個人是配角，每個人都有
他的故事，我的演員都很用心，
不能委屈他們，這也是籌備至今
的原因。」
繼《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在台灣大賣 2.5 億，在大陸上映
締造 9.5 億人民幣（約 42.8 億台幣
）票房紀錄，監製莊淳淳與導演
林孝謙、編劇呂安弦金三角再度
合作新片《跟你老婆去旅行》，
找來鳳小岳、陳妍希、張書豪受
期待。莊淳淳表示，正如火如荼
進行後製，希望朝著明年賀歲檔
期努力。

實力派林柏宏、太保、朱芷瑩之
外，幕後團隊更是破天荒強大。
台灣恐怖音效專業戶-眶框外音像
，合作過《第九分局》，絕不輕
易放過電影中每個嚇人環節，拍
胸脯保證：「準備好你的強心臟
，挑戰每個驚悚瞬間!」電影配樂
吳欣穎在操刀《馗降:粽邪 2》後
，再次把充滿台灣氛圍的恐怖情
緒，帶入到電影中。曾協助《人
面魚》後製的兔將創意影業，則
是擔綱幕後統籌，負責最重要的
剪輯、調光等；夢想特效公司則
是《女鬼橋》鬼魅製造的大功臣

。本次集結全台近年鬼片推手，
共同聯合傾力打造最令人期待的
華語恐怖作品。
導演疑似被片中紅衣女鬼纏身
《杏林醫院》劇情講述；台
南最負盛名的法師帶隊，帶領想
觀落陰尋親的人們，在踏入醫院
後，曾經發生的過往，逐漸湧上
眼前。不料，醫院陰氣太重，壓
的眾人喘不過氣，被無法投胎的
怨魂糾纏，生死危在旦夕…陰陽
交界生死難料，鬼門已開神佛盡
散；鬼影惡煞若隱若現，挑戰觀
眾心臟耐懼指數。

《不讀書俱樂部》
玩 SM 尺度大開
蕭子墨失戀難忘黑嘉嘉初吻

由三和娛樂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Vocal Asia、台灣大哥
大 myVideo 聯 合 出
品，台灣大哥大
myVideo 獨家播出的
泡麵劇《不讀書俱
樂部》，日前熱播
好評，停駐戲劇排
行榜前十屹立不搖
。劇集目前來到
「下半場」，蕭子
墨飾演的男主角言
午吉卻遲遲走不出失戀，在妹妹
李沐面前大走鐘，JR 紀言愷在一
旁看了直搖頭，兩人商量要送他
去看醫生，卻無計可施。沒想到
在陳加恩一番「調教」以後，效
果顯著，她用紅繩五花大綁將蕭
子墨榜在拖車上，準備送去好好
治療。而蕭子墨看起來十分呆滯
，顯然是前女友黑嘉嘉的離開對
他傷害頗大。
蕭子墨先前在訪談中談到，
與黑嘉嘉的一場吻戲令他十分緊
張，對於要跟圍棋女神黑嘉嘉接
吻，他不敢置信。蕭子墨直言：
「我跟她的合照，所有的朋友都
馬上認出黑嘉嘉，完全忽略我啊
！」，黑嘉嘉的高人氣令他更焦
慮，但他也坦承，黑嘉嘉美得像
一幅畫，十分有氣質，是可遠觀
不可褻玩的真女神。而在本週更
新的集數中，蕭子墨飾演的男主
角言午吉遲遲走不出失戀，變得
有點「瘋瘋癲癲」，還讓飾演韓
國練習生楊暄的陳加恩把他五花
大綁在拖車上，蕭子墨身上的綁
縛令人想起「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中，刺激的 SM 玩法。導演劉
亞菱也提過，網劇《不讀書俱樂
部》有很多新潮的「笑梗」，為
的就是拉近跟年輕人的距離，也

讓大家在這播出的十分鐘內放鬆
，達到「泡麵劇」的真諦。
飾演女神夏雨拉的林映唯，終
於對張再興的追求忍無可忍，對他
充耳不聞。張再興只好拜託看起來
「雄壯威武」的 JR 紀言愷，求授
把妹絕招，他一再安慰自己：「當
生命給你檸檬，做檸檬水。」，意
思是當生命不如你所意時，要換個
方式思考。但這句本該是英文的俗
諺，到了張再興口中卻「笑果」十
足，張再興先前出演的角色多以使
用「台語」居多。這次嘗試英語俗
諺，根據同劇演員李沐的說法，念
中文台詞對張再興來說就是個挑戰
了，更何況參雜英文在其中，可以
說是一種「折磨」，但張再興看起
來十分樂在其中，更拍影片教粉絲
如何正確使用這句俗諺，雖然又一
半中文、一半英文，但誠意依然十
足。只是戀愛大師 JR 紀言愷傳授
給他的把妹小撇步，到底有沒有用
，觀眾得等下周才會知道。
有台版六人行之稱的《不讀
書俱樂部》，由蕭子墨、李沐、
JR 紀言愷、張再興、林映唯、陳
加恩擔綱出演，特別演出:黑嘉
嘉。強霸戲劇榜的《不讀書俱樂
部》已在 11 月 13 日上架台灣大
哥大 myVideo 平台，每週五中午
12 點上新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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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美的银杏在哪里？

银杏渐黄，秋意正浓。
株，享有“五世同堂”的美誉。独木成林，叶色
在中国，银杏是迷人秋色中当之无愧的 C 位 浓郁，蔚为壮观。
！
北京、西安，古都的精彩
暖阳之下，秋风轻拂，那历经亿万年不变的
一入秋，北京就变成了北平，西安就变成了
小扇子，或在枝头招摇，或与泥土相拥。一片片 长安，为这份文艺增色的自然少不了银杏。
在北京，从十月中旬开始，银杏抓住稍纵即
，一树树，一丛丛，从南至北，涂遍闹市，染尽
旷野。不同于其他秋色叶植物的姹紫嫣红，银杏 逝的秋时，褪去闷青，肆意灿烂。郁达夫在《故
都的秋》中感慨，“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
只用一种金黄，便把秋天渲染到极致。
正值深秋，满城尽带“黄金甲”，和我们一起去 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
，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北京这些老地
探寻银杏的前世今生吧。
方均有银杏散布，不知作家在怀念故都之时，脑
“濒危”银杏为何无处不在？
植物学上，银杏属于银杏纲、银杏目、银杏 海中是否会闪过一抹抹金色倩影。
在西安，罗汉洞村古观音禅寺的名气远不如
科、银杏属。一个名字能从纲直接用到种的植物
自然不是凡类。早在 1998 年发布的 IUCN 红色名 比西安境内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等古刹。但每
录中，银杏被列入濒危（EN）等级。满大街都有 年秋天，寺内的一棵千年银杏树都会占据热搜头
的物种，怎么能称得上是珍稀濒危物种呢？这还 条，吸引大波“好摄之徒”前往。据传，该树是
唐太宗李世民亲手栽种，“皇家气派”浑然天成
得从银杏类坎坷的身世说起。
大约 3 亿多年前，银杏类植物几乎分布于全世 ，这株银杏凭一己之力，为整座城市代言。
界。到了 1.7 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恐龙称霸于 南雄、腾冲，南国的韵味
云南腾冲固东镇江东银杏村估计是近几年最
世，银杏类植物也达到鼎盛。时光流转，沧海桑
田，白垩纪晚期的地球变得干冷，适应性更强的 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了。3 万多株银杏树在这里“安
被子植物迅速崛起，而银杏类大家族逐渐走向衰 营扎寨”，村在林中，林在村中，入秋之后，在
纵横交错的巷道内，眼光所及之地无不是一片金
落。
258 万年前，第四纪冰川运动席卷欧美大陆， 黄。
广东南雄是国内纬度最低的天然银杏生长区
气候剧变，海陆变迁，银杏类植物在世界大部分
地区灭绝。而我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地理 域，主产区坪田镇随处可见树干笔直的银杏，泛
环境特殊，受冰川侵蚀的影响较小，在此避难的 黄的银杏像一簇簇金色的火焰，从现实世界一直
银杏得以幸存于世，“孤身一种”，成为了和大 燃烧到南雄人的梦里。对于南雄人来说，出门在
外，家乡的银杏可能是最大的念想。
熊猫一样的“活化石”。
成都、湖州、丹东、临沂，市树的修养
如今的银杏在人工引种栽培后，早已重
祖国大地一入秋，一场场银杏“视觉盛宴”
新扩散到全球各大陆，绿遍寻常巷陌。但即
便 如 此 ， 全 世 界 只 有 我 国 浙 江 天 目 山 等 地 ， 就捧到世人面前。不拘沿海和内陆，中国人对银
尚 残 存 少 量 野 生 状 态 的 银 杏 ， 可 谓 “ 千 顷 地 杏实在爱得深沉，成都、湖州、丹东、临沂争相
里 一 根 苗 ” 。 这 也 是 决 定 银 杏 “ 濒 危 ” 地 位 将银杏选为市树。对银杏而言，这荣耀来得着实
猛烈。
的关键因素。
成都的银杏就像这座城市一样自由，从近郊
2019 年，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和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野外监测发 到内城，到处都有银杏的踪影，它们可能不那么
现，许多野生的银杏大树周边，已经近 10 年没出 高大，也没有那么多故事，只是零零散散的长在
现天然更新的幼树和超过 3 年的成活幼苗，而且大 校园内、街道边或古树旁，默默的点缀着大街小
多数银杏的野生种群不在自然保护区内。因此， 巷。“成都味儿”的银杏，透着几分书卷气和烟
火气。
银杏即使不会陷入灭绝漩涡，但仍需精准保护。
湖州市长兴县拥有现存百年以上的古银杏达
“公种而孙食”。银杏素有“公孙树”之称
，为“晚婚晚育”的典型代表。据研究，银杏从 5924株，系全国最多。其中小浦镇八都岕（ka，音
栽培到结果需要二三十年。一旦存活，银杏树能 同“卡”）有 2370 株，这些高大的银杏树，在青
旺盛生长上千年，颇为长寿。此外，银杏病虫害 山之中依次排开，形成了壮观的“十里古银杏长
少，种子萌发率高，即使受到低温和干旱的压迫 廊”。晚秋时节，那高度饱和的金黄并没有给人
，依旧能昂首挺立，十分顽强，加之树干挺拔， 漫溢的不适，反而透着油画般的浑厚质感。
距长兴 33 公里外的栖贤山有一千年古刹仙顶
树形优美，必为行道树佳选。
寺，在黄墙黑瓦的陪伴下，一棵有着 1500 岁树龄
中国哪里的银杏最美？
“鸭脚生江南，名实未相浮。”精妙的北宋 的银杏，傲立风霜，遗世独立，听晨钟暮鼓，与
人以形化名，为银杏起了一个既贴切又俗气的 清风同沐。
号称"七山一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丹
“鸭脚”之名，只不过这“脚”没有局限在江南
东，森林覆盖率高达 65.32%，像一把天然绿伞，
地区，而是踏遍了祖国大地。
支撑在辽东半岛之上。作为丹东的市树，银杏早
临安，鸭脚的故乡
已深深融入这个城市的脉络之中，毕竟这里有 40
全球的银杏，几乎均源自浙江临安天目山。
素有“大树华盖闻九州”之誉的天目山，地 条银杏大道，700多株超百岁银杏。
亚洲城市仅有六条拥有百年银杏树的街道，
质古老，地貌独特，地形复杂，冰川时期成为多
而丹东就独占一半。九纬路、七经街、六纬路被
种动植物的“避难所”，银杏就是其中之一。
海拔 1000 米处的开山老殿前，一株有着 12000 银杏装点成“金光大道”，早已成为了丹东的名
年树龄的银杏举世闻名，历经沧桑仍亭亭如盖， 片，如今秋意正浓，厚厚的叶子铺满了道路，满
果实累累。因其一树生有老、壮、青、少、幼 22 城金黄，无尽浪漫。

山东临沂城中有一片我国现存最大的丛生古
银杏林。所谓丛生，即大树的周围分生出很多小
树。相传，这片独特的银杏林，曾经在抗战时期
被砍伐只剩根部，后来银杏树重新萌蘖，临沂人
感念这片银杏的生生不息，便给这片银杏林取作
：生生园。
当问起，秋日最美的银杏在哪里？一千个人
可能有一千个答案。或许，在大多数人心目中，
最惹人神迷的银杏美景近在咫尺：家门口。
银杏，为啥闻着臭，吃着“香”？
银杏为裸子植物，我们吃到的“白果”其实
并非银杏的果实，而是种子。
戴上手套，捂住鼻子，从树下捡起一枚新鲜
的成熟白果，最外层黄色柔软的部位就是银杏种
子的外种皮，剥开后，露出我们常见到的白色坚
硬的“果壳”，实际上是种子的中种皮；打开
“果壳”后，里面是一层很薄的红色内种皮，就
包在种仁（白果）外面。
成熟的银杏是很有味道的，不闻则已，一闻
惊人，终生难忘。这直冲脑门儿的臭味源自银杏
外种皮的挥发性低级脂肪酸。在悠长的岁月中，
先民们没有被这些成熟“臭果子”吓跑，反而发
掘出这是“定嗽喘，敛肺气”的药食同源佳品，
开发出丰富的烹饪方法。
“深灰浅火略相遭，小苦微甘韵最高。未必
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作金桃。”以炭火煨可
能是干果类小吃的通俗吃法。除了干果，白果
仁还常作为菜肴中的辅料，无论是烧鸡还是烧
鸭，待到主食材基本熟透后，在锅内放入白果
烹调，白果的清香化解肉的几分油腻感，吸附
上鲜美汤汁的白果香糯可口，二者相辅相成，
令人食欲大增。
除此之外，白果还是重要的甜品拌料。潮汕
人的传统年夜饭会精心选用白果为甜品，寓意
长命百岁，子孙相传，世世代代甜甜蜜蜜。一
道羔烧白果尤为劳力费时。猪油、白糖与白果
的组合，听起来相当甜腻，但却浓香醇厚，让

人欲罢不能。
秋冬时节，天气寒凉，国人讲究喝些滋补之
品。朝着咕噜咕噜的锅中，丢几颗白果便会增香
添彩，抱着热气腾腾的汤碗，喝上一口，足以让
你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
若你要问可盐可甜的白果能做何种汤品，我
们可以从经典的白果枸杞汤开始报菜谱，银耳白
果红枣汤、银耳白果百合汤、薏米白果汤、白果
猪肚汤……估计能说上几天几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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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
馮氏貿易公司主要進口半寶石批發、
、各式珠寶設計
各式珠寶設計
新到各式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寶石
新到各式供應氣場脈輪正能量寶石，
，歡迎參觀選購
歡迎參觀選購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