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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readies vaccine rollout with deaths
rising by 3,000 per day

A family carries a coffin
at Our Lady of Mount
Carmel Cemetery, amid a
new surge of deaths due
to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El Paso,
Texas, U.S. November
25, 2020. Picture taken
November 25, 2020. REUTERS/Ivan Pierre Aguirre

NEW YORK/INDIANAPOLIS (Reuters) -U.S. officials
prepared on Friday for the most ambitious vaccination
campaign in decades as regulators rapidly advanced
toward approving the first COVID-19 vaccine to slow a
pandemic now killing 3,000 Americans per day.
Another 2,902 U.S. deaths were reported on Thurs- day,
a day after a record 3,253 people died, a pace projected
to continue for the next two to three months even with a
rapid rollout of inoculations, which could start as soon as
Monday.
Moving with unprecedented speed,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on Friday was on the cusp of
approving emergency use of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developed by Pfizer Inc with its German partner BioNTech.
“The FDA informed Pfizer that they do intend to proceed
towards an authorization for their vaccine,”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Alex Azar told ABC News on
Friday.
“We will work with Pfizer to get that shipped out so we
could be seeing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onday or
Tuesday,” Azar said.
Britain, Bahrain and Canada have already approved the
Pfizer vaccine, and the U.S. advisory panel is due to review a second vaccine, from Moderna Inc, next week.

Other vaccine candidates are in the works as the United States
gears up for a campaign evocative of the polio inoculation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New York City will open a “Vaccine Command Center” across
the street from City Hall on Monday to coordinate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the city. Particular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27
hardest-hit neighborhoods largely popula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Mayor Bill de Blasio said.
“This is unprecedented because it’s not just about logistics,
it’s about making sure we win public trust, it’s about ensuring
equity,” de Blasio told a news briefing on Friday, promising to
offer daily updates on the rollout.
New York state expects to receive 346,000 doses of the Moderna vaccine the week of Dec. 21, on top of the 170,000 Pfizer
doses coming this weekend, Governor Andrew Cuomo told a
news conference.
But as hospitalizations rise in the state, Cuomo announced that
indoor dining in New York City, which resumed just over two
months ago, will cease beginning Monday.
VACCINE DRY-RUN
An Indiana hospital that is one of the first designated to administer the vaccine was to rehearse its vaccination procedures on
Friday, with pharmacists, nurses and doctors taking part.
The Indiana University Health will practice storing, transport-

patients.

ing and giving the vaccine shot t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perfectly ready and open
with a bang,” said Kristen Kelley, director of infection prevention at IU Health.
While most vaccines take years to develop, the Pfizer vaccine
arrives less than a year after the illness was traced to a market
in Wuhan, China, in December of last year.
Chinese officials shared the genetic sequenc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
Jan. 12, triggering the international race toward a
vaccine.
A U.S. rollout faces significant logistical challenges to meet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goal of inoculating 100 million
people within 100 days of his inauguration on Jan. 20.
But any American who wants a vaccine should be able to get
one by May or June, Assistant U.S. Health Secretary Brett
Giroir told Fox News on Friday.
States will determine who gets the vaccine first and were likely
to focus on healthcare workers and people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followed by the elderly, people with chronic conditions
and first responders, Giroir said.
There is cause for concern about Americans’ skepticism of vaccines, with only 61% saying they are open to getting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a Reuters/Ipsos p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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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Welcomes New
Business
Tesla’s Elon Musk decided to move his
company to Texas and build a huge
factory near Austin. His aerospace firm
SpaceX’s Starship development has
also moved to south Texas. Apple Inc.
also has built a modern factory in Austin,
Texas, to start the assembly line to
make Apple iPhones. Hewlett-Packard
also has just moved their headquarters
to Spring, Texas. Nearby Houston, the
world’s leading financial service
company - Charles Schwab, has also
set up their headquarters from San
Francisco to Plano, Texas, where the
Toyota Motor North America

headquarters is also located.

As one Texan said, “I wasn’t born in
Texas, but I got here as fast as I could.”

Why do so many Fortune 500
companies like to move to Texas?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Texas is a very
large state with very cheap real estate
prices. People can buy a lakeside villa in
Texas with one-third the price they
would have to pay in California.
Plus, Texas doesn’t have state income
taxes or strong labor unions.

nation, Texas may be that huge
opportunity
that many are looking for.

While the pandemic is still attacking our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any business
that is trying to expand into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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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ers Access Documents Related
To Authorized COVID-19 Vaccines

Illustration/Sarah Tew/CNET
KEY POINTS
Attackers were able to target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which
regulates vaccines, including Pfizer and BioNTech’s COVID-19 treatments
“Big game hunting” (BGH) has escalated, and ransom demands have
soared into the millions, causing unparalleled disruption
Cybercriminals are weaponizing sensitive data to increase
and maximize pressure on ransomware victims
The “eCrime ecosystem” is evolving, increasing in
specialization, tailor-making their actions to the victi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Hackers were able to get documents related
to approved COVID-19 vaccines after they hit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with a cyberattack. The attackers “unlawfully accessed”
regulator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candidate put forward by biotech
firm BioNTech and partner pharmaceutical
company Pfizer, BioNTech said in a statement
Wednesday.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reviewing vaccine effectiveness,
confirmed the hack in its own statement but
declin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details during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The agency said the
hack won’t affect its timeline for release of the
vaccine.
BioNTech said that its own servers weren’t af-

fected and that it’s unaware of a theft of
any personal data belonging to its 43,500
test subjects being.
It’s unclear who was behind the cyberattack, but hackers from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have
targeted pharmaceutical firms that are
developing COVID-19 vaccines.
The United Kingdom began its mass vaccination program on Tuesday, becoming
the first country to start delivering the
vaccine on a wide scale. The program,
expected to reach 4 million people by the
end of December, is using BioNTech and
Pfizer’s vaccine, which showed a 95%
effectiveness rate during its clinical trials.

distributions.

BioNTech didn’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on what details about the
vaccine the hackers were able to access.
Hackers have also targeted how the
vaccine will be rolled out -- posing as
cold storage supply chain companies
and aiming at distributors who will be
providing the vaccines to millions of
people.
The UK’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said that it is supporting vaccine
research and helping its defense against
hackers. It’s still investigating the
breach, the agency said in a statement.
“We are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is
incident affecting the EU’s medicine
regulator, but there is currently no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UK’s medicine
regulator has been affected,” the agency
said. (Courtesy /www.cnet.com)
Related

Hackers Are Going After
COVID-19 Vaccine’s Rollout

The cyberattacks are targeting distributors who will be distributing and
storing vaccines fo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ckers aren’t just looking to steal
information on the vaccines for
COVID-19 -- they’re also going after
its distribution and suppliers, security
researchers warned in a report released
on Thursday. Researchers from IBM’s
X-Force team detailed a global hacking
campaign targeting government agencies, tech companies and energy suppliers in countries like Germany, Italy,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all connected to the Cold
Chain Equipment Optimization Platform (CCEOP), a partnership between
UNICEF,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o help with vaccine

One hacking campaign posed as a cold storage container company. Pfizer’s vaccine needs
to be stored at extremely low temperatures.
The attacks came as emails pretending to be
from Haier Biomedical, a Chinese company that
says it’s the world’s only complete cold chain
provider. The cold chain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Pfizer’s COVID-19 vaccine rollout as it needs to
be stored at a temperature of -70 degrees Celsius
(-94 degrees Fahrenheit).
Haier Biomedical is working CCEOP,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o
help with the COVID-19 vaccine’s rollout, and
the hackers sent emails to targets asking for
price quotes, IBM’s researchers said. The emails
contained a malicious attachment that would ask
people to enter their passwords to view the files,
which the hackers would steal. It’s unclear if any
of the attacks were successful, but the purpose
was likely to gather information for future attempts, IBM’s researchers said.
“Moving laterally through networks and remaining there in stealth would allow them to conduct
cyber espionage and collect additiona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rom the victim environments
for future operations,” Claire Zaboeva, a cyber
threat analyst at IBM’s X-Force and co-author
of the report, said.

The hacking targets includ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axation
and Customs Union, who would b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several countries and could open
pathways for more targeted attacks. The hackers also sent malware-laced emails to companies
making solar panels, which provide power for

cold storage containers in countries without access to electricity, and IT companies
in South Korea and Germany who support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 breach within any part of this global alliance could result in the exposure of numerous partner computing environments worldwide,” IBM’s researchers said.
The report didn’t indicate who was behind
this hacking campaign, but suggested that
it’s likely a nation-state behind it because of
how sophisticated the targeting is. In recent
months, countries like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have launched cyberattacks
agains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eveloping COVID-19 vaccines.
IBM Warns Hackers Targeting
COVID-19 Vaccine Operations
In a blog post released Thursday, IBM said
it had uncovered a phishing plot targeting
“organizations associated with a COVID-19
cold chain,” referring to the chain of people
and businesses responsible for storing the
vaccine at the necessary cold temperatures.
The U.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shared the report Thursday
along with a warning to anyone involved in
operations related to the vaccine.

“The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 encourages Operation
Warp Speed (OWS) 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vaccine storage and
transport to review the IBM X-Force report,”
its post read.
On Wednesd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that North Korean hackers have targeted at least six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on the US, UK and South Korea that have
been working on COVID-19 vaccines. The
US’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released a statement on the
hacking campaign, urging companies involved with COVID-19 vaccines to review
IBM’s report. (Courtesy www.c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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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urans take part in a new caravan of migrants, set to hea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Quizimistan, Honduras. REUTERS/Jose Cabezas

Wesley Wheeler, President of Global Healthcare at United Parcel Service (UPS) holds up an example of the
Pfizer COVID-19 vaccine vial during a Senate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Subcommittee hearing on
the logistics of transporting a coronavirus vaccine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D.C. Samuel Corum/Pool via
REUTERS

A child wears a protective face mask depict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the 2020 annual National Chanukah Menorah Lighting to mark the First Night of Chanukah near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REUTERS/Erin Scott

Racing pigeons are released from cages on the back of a truck for a 1000 km race in Langfang, Hebei province, China.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Activists take part in a demonstration in favour of legalising abortion, outside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REUTERS/Martin Villar

Owner and founder of YogaSpark Lauren Porat practices hot yoga in her home inside the SparkDome, an inflatable home hot yoga studio, in Larchmont, New York. REUTERS/Rebecca Fudala

Presidents Tayyip Erdogan of Turkey and Ilham Aliyev of Azerbaijan attend a military parade to mark
the victory on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in Baku, Azerbaijan. Turkish Presidential Press Office/via
REUTERS

Firefighters carry a body on a stretcher at the site of a blaze in an abandoned warehouse in a suburb of Barcelona, Spain. REUTERS/Albert G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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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And States Sue Facebook
For Illegally Stifling Competition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appearing before the U.S. Congres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tate and federal antitrust enforcers accused Facebook of illegally hurting competition by buying smaller rivals and engaging in other harmful behavior in a pair
of antitrust lawsuits Wednesday.
Why it matters: With Google already
facing an antitrust lawsuit from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state attorneys general,
the Facebook case is another major test of
the government’s power to police internet
giants.
Details: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48 state and territorial attorneys general, in parallel lawsuits filed in federal
court, both say Facebook has maintained
an illegal monopoly shored up in particular by the 2012 purchase of Instagram and
the 2014 acquisition of WhatsApp.
The FTC says Facebook has limited
competitors’ access to code that would let
them link their services to Facebook-run
platforms.
• The agency is asking the court to make
Facebook unwind the Instagram and
WhatsApp acquisitions, among other, less
drastic remedies.
• The vote at the five-member commission
to proceed with the lawsuit was 3-2, with

Chairman Joe Simons, a Republican,
siding with agency Democrats in favor
and the other GOP commissioners opposing.
The state coalition says Facebook’s
actions stifling competition have denied
Americans access to alternative social
networks that would better protect their
privacy.

• “While consumers have been spending time keeping in touch on Facebook,
Facebook has been spending time surveilling us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ofiting from it,” New York AG Letitia
James told reporters on a video conference Wednesday.
• The AGs want the court to block Facebook from engaging in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and ask that it force the company to tell states in advance before em-

COMMUNITY
barking on any acquisitions worth $10
million or more. They also suggest the
court go so far as to demand Facebook
divest past acquisitions or other lines of
business.
Catch up quick: Past acquisitions that
helped turn Facebook into the juggernaut
it is today have come under intense scrutiny, and Congressional antitrust leaders
grilled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on them this summer.
• The FTC has been studying past tech
mergers to see if they need to be re-evaluated in light of how the industry has
evolved, and Chairman Joe Simons has
said he wouldn’t rule out unwinding past
mergers.
What they’re saying: Facebook has argued consumers benefitted from those
mergers, and that neither Instagram nor
WhatsApp would be what it is today
without Facebook at the helm.
• “The most important fact in this case,
which the Commission does not mention
in its 53-page complaint, is that it cleared
these acquisitions years ago,” Facebook
general counsel Jennifer Newstead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government now
wants a do-over, sending a chilling warning to American business that no sale is
ever final.”

The big picture: The flurry of antitrust
activity in the online sector that began in
2019 is coming to fruition, but the cases
will take time to go through court.
• James announced the multi-state Facebook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that resulted
in Wednesday’s suit last year, shortly
after Facebook revealed it was facing a
separate FTC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 Eleven Republican state AGs joined
the DOJ’s lawsuit against Google in October, while a separate state investigation
of the search giant is expected to w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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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soon.
What’s next: Facebook will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o ask that the suits be dismissed or to dig in for a lengthy court
battle. With Joe Biden taking office next
month, the FTC’s case will ultimately be
seen through by an agency with a different lineup of commissioners and a new
chairperson.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Facebook Accused of Breaking Antitrust Laws

When he spoke to the Hous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in July, the Facebook
chief executive, Mark Zuckerberg,
said his company had not squashed
competition. (Pool photo by Graeme
Jennings)
WASHINGTON —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more than 40 states accused Facebook on Wednesday of buying up its rivals to illegally squash competition, and they called for the deals to
be unwound, escalating regulators’ battle
against the biggest tech companies in a
way that could remake the social media
industry.
Federal and state regulators of both parties, who have investigated the company for over 18 months, said in separate
lawsuits that Facebook’s purchases, especially Instagram for $1 billion in 2012
and WhatsApp for $19 billion two years
later, eliminated competition that could
have one day challenged the company’s
dominance.
Since those deals, Instagram and
WhatsApp have skyrocketed in popularity, giving Facebook control over thre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and messaging apps. The applications
have helped catapult Facebook from a
company started in a college dorm room
16 years ago to an internet powerhouse
valued at more than $800 billion.

Mark Zuckerberg
The lawsuits, filed in the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underscore the growing bipartisan and international tsunami against Big Tech.
Lawmakers and regulators have zeroed
in on the grip that Facebook, Google,
Amazon and Apple maintain on commerce, electronics, social networking,
search and online advertising, remaking
the nation’s economy.
President Trump has argued repeatedly that the tech giants have too much
power and influence, and allies of President-elect Joseph R. Biden Jr. make similar complaints. The federal case against
Facebook is widely expected to continue
under Mr. Biden’s administration. (Courtesy msn.com)

好書閱讀

《纵情夏日》：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纵情夏日︾
作者： 美[ 芭]芭拉 金索沃
译者：张竝
版本：新经典 南
| 海出版公司
·

年 月
9
2020

面对自然，人要学会谦卑。人与
自然的关系，是芭芭拉· 金索沃小说
的母题。这种关系，可能是《毒木圣
经》里的紧张对峙，也可能是《纵情
夏日》中的和谐共生。如果说《毒木
圣经》是充满《圣经》意味的宏大史
诗，那么《纵情夏日》就是一部欢快
和谐的小品。
“山齿鹑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
再也听不见它们隔空相呼了？加尼特
曾从推广服务中心的刊物上了解到，
羊茅草是罪魁祸首。人们栽种这种普
普通通的羊茅草，是为了当饲草用。
可羊茅草长得太密实了，山齿鹑尚未
学飞的雏儿无法在其中飞行……想必
对这里的动物而言，周围的世界破土

而生，渐渐长成另一副彻头彻尾的新
面貌，完全不似它们世代生息的环境
，也着实怪得离谱吧。那些迷失在饲
草密林里的山齿鹑幼鸟实在叫人悲伤
。但人又怎么离得开饲草呢。”
生态与利益的冲突
金索沃认同著名环保作家奥尔多·
利奥波德的环保理念，在《沙乡年鉴
》中利奥波德提出“当一个事物有助
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
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
时，就是错误的”，金索沃不是极端
的环保主义者，彻底禁绝人类的一切
活动；而是提倡人类要通过顺应自然
规律的行为，给予环境积极的影响，
这些行为也包括适当的清除。

小说中，迪安娜认为捕食者更重
要，“捕食可以剔除年老体弱的个体
，控制种群的爆炸式增长”，因此他
赞成埃迪猎杀火鸡，但反对埃迪猎杀
郊狼等捕食者的行为。当卢萨得知忍
冬是外来物种，会破坏生态后，就坚
决将它铲除，“这种藤蔓一经引入就
会紧紧地盘绕，占据所有的绿色之地
，而那些地方本应是人类和野外生灵
同生共栖的所在”。
小说分三条线索依次展开，“捕
食者”讲述了森林护林员迪安娜与捕
猎者埃迪· 邦多的故事。“蛾之爱”
讲述了来自大城市的昆虫学家卢萨经
营丈夫科尔家农场的故事。“老栗树
”讲述了杀虫剂信徒加尼特与反对杀
虫剂的邻居南妮的故事。“从对立走
向和谐”是《纵情夏日》的主线。
“对立”指的是观念的鲜明对立：究
竟应以“自然的利益”为中心，还是
以“人的利益”为中心？迪安娜认为
食肉动物是生态链重要的一条，因此
要保护食肉动物郊狼，但埃迪却认为
郊狼会捕食牲畜，影响农民利益，因
此要做赏金猎人。卢萨是上过大学的
昆虫学家，致力于环保，提倡有机农
业，科尔的侄子里克等亲戚却愿意种
植收益更高的烟草，愿意破坏树林、
打猎和采摘人参。加尼特热爱使用杀
虫剂，觉得这样才能杀死害虫，南妮
则强烈反对杀虫剂。
芭芭拉· 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 ， 美 国 人 文 领 域 最 高 荣 誉 “ 国 家
人文勋章”获得者。生于 1955 年，在
肯塔基州乡间长大。迄今出版了 9 部
长篇小说，代表作有《毒木圣经》
《豆树青青》《纵情夏日》《罅隙》
《迁徙行为》《无所庇护》等。
观念的对立，核心是争取利益最
大化的对象不同，但人与自然并非对
立，而是和谐共生。“自然的利益”
和“人的利益”并不冲突，维护自然
的利益，会促进人的利益；相反，一
味维护人的利益，不仅损害了自然的
利益，最终也会损害人的利益。这部
小说借三位女性之口，向三位男性详
细解释这个理念。“哪怕只是踏出一
步，对足底的甲虫而言都有如惊雷，
牵动起一张大网上无形的丝线，既把
配偶引向配偶，亦将捕食者引向猎物
，是始，亦是终”。人类的微小活动

都会对自然产生重要影响，自然界的
生杀予夺，并没有道德判断，而是生
物链的合理闭环。所以人类要尊重自
然规律，保护那些看起来会破坏，实
际在平衡生态的物种。
迪安娜告诉埃迪，郊狼并不以牛
羊为主食，相反，郊狼能够帮助农民
清除破坏农作物的田鼠，杀死郊狼等
肉食动物，反而会让田鼠失去天敌，
带来更加破坏性的后果。由于郊狼的
天敌狼在美国几乎被人为“抹除”，
猎杀郊狼反而会增加幼狼的生存几率
，让郊狼变得更多。卢萨告诉侄子小
里奇，种植利润率高的烟草，砍伐森
林树木获利，看似短期能获得最大收
益，但是长期不利于生态平衡。她发
现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节日离得很
近，城里对羊肉需求量大的机会，大
量养殖山羊，获取不菲回报。南妮告
诉加尼特，使用杀虫剂并不会让害虫
减少，反而会杀死食用害虫的有益生
物，让害虫更快繁殖。总结起来，就
是：要尊重生物链的完整，“根本没
有什么杀光就幸福快乐的故事”。
人类生活与自然规律的和谐
“和谐”是男性与女性的和谐，
城市与乡村的和谐。三位男性接受了
三位女性的环保主义理念，男性与女
性最终达成友好的理解。
埃迪悄悄离开了迪安娜，留下纸
条，“让一个男人承认他遇到了死对
头太难了”，迪安娜意识到，“在这
片山林，再也不会有因他而起的伤害
”。
卢萨作为一个父亲是波兰人，母
亲是巴基斯坦人的混血女性，一个大
学毕业的昆虫学家，在阿巴拉契亚山
脉的保守小村子里，从对婆家的本能
抵触，坚决不改夫姓，到最终发现婆
家亲戚们的淳朴，主动提出要保留怀
德纳的姓氏；看到朱厄尔的丈夫离家
出走、朱厄尔患上乳腺癌后，主动提
出要收养朱厄尔的两个孩子，并将科
尔· 怀德纳家的农场变为有机农场。
加尼特从对杀虫剂的热爱，到得
知南妮的女儿因为杀虫剂患上唐氏综
合征早早夭折（因此南妮给女儿取名
“蕾切尔”——致敬《寂静的春天》
作者蕾切尔· 卡森），开始重新思考
杀虫剂的危害。
当然了，如果小说只关心环保，

难免陷入说教，在理念之上还有人性
的美。回到《纵情夏日》这个题目，
既然是夏天，蓬勃的繁殖欲望就要充
分流泻。
夏日是繁殖的季节，森林里的动
物植物们纵情抒发繁殖的冲动，这股
冲动也勾动了迪安娜、卢萨和加尼特
的心。金索沃笔下男性女性都是可爱
的，他们直面自己的欲望，并做出了
最好的处理。
迪安娜是敬业的护林员，丈夫嫌
弃她不像个淑女而离婚，迪安娜看似
没有“女人味”，但这正是她对自己
最 美 的 定 义——“ 两 年 的 独 居 生 活 已
使她懒于打理自己的外表，在这方面
她乐得做个瞎子”。
面对精壮小伙子埃迪毫不掩饰的
好感，迪安娜也充分表达对埃迪身体
的渴望，在性生活中，她也毫不羞怯
地占据主动。但是当她发现埃迪到来
是为了猎杀郊狼，她也愿意放弃埃迪
的爱情。迪安娜发现自己怀上了埃迪
的孩子，她决定下山和南妮住在一起
，悉心抚养这个小生命。
卢萨在丈夫出车祸去世后，面对
十七岁侄子小里奇的示爱，内心虽然
渴望，但是理智战胜欲念，将小里奇
聘任为自己的农场助理，并且教育他
学习自己的环保理念（“除了割草机
和镰刀，不能用别的东西除草，不能
去碰树林，不得伤害松鼠、鹿和郊狼
，也不得采摘人参”）。卢萨也从经
营农场中体会到自己与科尔和科尔家
人的紧密联结。
加尼特对南妮从嫌恶变为理解，
甚至重新感受到身体的勃发，他羞怯
而闷骚地对南妮示爱。羞涩的示爱获
得了南妮热情的回应“她将一侧脸颊
贴着他那陈旧、虚弱的心脏，用她那
粉色的耳廓捕捉他心中唱起的歌”。
在故事结尾，每个人都获得了最
好的结局。读到此处，真让人嘴角不
自觉咧开。
在秋季寒冷的雨天读完这本小说
，浑身都暖洋洋的，仿佛也来到阿巴
拉契亚山的密林，感受到满溢着蜂蜜
、花香和群鸟啁啾的夏日。当然也许
这部小说太理想化了，也许它回避了
一些更现实、更尖锐的矛盾，但正是
怀抱着这样的理想，才让小说充满蓬
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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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挡不住美国人回家过年
新冠阴影下的感恩节和黑五

萧瑟了大半年的美国机场再次出现了
人流涌动的场景。什么也挡不住美国人回
家过节的急切心情；然而，新冠病毒并不
会放假休息。
美国最重要的年度假日——感恩节(
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从很多方面来说
，感恩节就像是美国人的春节。无论是乘
坐飞机还是自驾开车，也无论工作多忙距
离多远，全美各地的美国人都要在这一天
赶回家里，吃上一顿团圆饭。所以，感恩
节前几天也是美国每年交通高峰期，机场
公路到处都是回家人群，就像是中国春运
一样。
世界各地习俗都有相似之处。感恩节
也是美国人每年吃得最多的一天，感恩节
晚上的大餐就像是中国人的除夕大餐。烤
火鸡、果酱土豆泥、南瓜派、烘培甜品、
酒水饮料，美国人会在这一天放开肚子大
吃大喝，甚至一天会摄入高达4500卡热量
。和中国民众一样，感恩节大餐一天吃不
完，剩菜也要吃上好几天。
而感恩节后的第二天，则被称为“黑
色星期五”。这一天是美国每年零售额最
高的日子，也是每年岁末购物假期的开端
。黑色星期五的销售状况直接决定了零售
商家第四季度的业绩。各大商家都会拿出
每年最大的促销力度，尽可能吸引消费者
，提升自己的销售额。为了争抢数量有限
的折扣商店，美国人会在商店门口排起长
队，甚至在店里大打出手。
分割线开始，以上是寻常年份的感恩
节假期景象，而2020年却是一个最不寻常
的年份。在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疫情面前，
超级大国美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几乎彻底失
败。肆虐的新冠病毒不仅给民众健康带来
了严重威胁，更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沉重打

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的数据统计，
疫情爆发十个月后，美国已经总计有近
1300万人被感染，超过26万人不幸死亡。
但进入冬季之后，美国的疫情扩散势
头反而更加凶猛肆虐。过去一周时间，美
国的日新增确诊人数甚至接近18万，日均
死亡超过千人。更为麻烦的是，从沿海到
内陆，美国几乎每个州都迎来了疫情爆发
式增长。现在美国医疗体系已经开始逐渐
吃紧，新冠住院治疗人数超过了8.5万人(
美国医院只收治重症患者)。美国首席传染
病专家福奇(Anthony Fauci)预计，按照目
前的疫情势头，明年1月底美国新冠死亡
人数可能高达40万。
随着疫情再度爆发，加州纽约等重灾
区只能被迫再度限制商业场所客流，关闭
电影院健身房等室内运营场所，甚至推出
夜间宵禁这样的非常规手段(意在阻止民众
外出聚会)。然而，这些并没有什么作用
。哪怕半数以上民众都遵循政府要求限制
自己活动，但总会有三成左右的少数人完
全无视疫情风险，继续自己以往的生活方
式，甚至拒绝口罩。
这是美国疫情防控最大的无奈。尽管
美国疫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和福奇都恳
求美国民众以疫情为重，今年暂时不要大
家庭团聚，呆在家里放弃出行，但看起来
并没多少人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数以百万
计的美国人还是赶着回家过节。“可怕的
是，我们会在这个星期迎来疫情爆发以来
最大的出行人流。”哈佛医学院研究员兼
医生瓦尔沙(Christopher Worsham)在社交
媒体上无奈地感慨。
过去几天时间，美国的各大机场再次
出现了人流涌动的景象，要不是人人带着
口罩，似乎有种疫情即将结束的虚幻感。

美国交通安全局(TSA)的数据显示，过去
四天时间，美国航空客流量已经达到了3
月份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日均出行
量达到了100万人。
各大航空公司倒是对此期待已久。由
于疫情冲击出行，今年美国国内航空出行
同比下滑了64%，而国际出行同比更是下
滑了74%。航空业已经亏损运营了大半年
，平均每天的运营成本就高达1.8亿美元。
为了尽可能确保飞行安全，许多航空公司
都会要求旅客在值机之前进行核酸检测，
在候机和乘机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并在
机舱内加装医用级别的HEPA空气过滤系
统。
美国旅游协会(US Travel Association)会长罗杰道(Roger Dow)看来，经过大
半年时间的各种居家和限制，美国民众已
经对疫情产生了厌烦和疲倦心理。“我们
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已经厌倦了呆在家里
，他们想在假期看到亲朋好友，想出门散
心。”而一部分可以在家远程工作的人们
，甚至早早就飞去了夏威夷边度假边工作
。
疫苗的利好消息也给民众带来了心理
刺激。旅行搜索引擎Skyscanner的数据显
示，本月初辉瑞宣布自己的新冠疫苗三期
临床数据有效率达到90%之后，美国的旅
行搜索量随即就增长了25%。他们已经迫
不及待地想出门度假或者探亲访友。但无
论辉瑞还是摩德纳的疫苗，都要等到明年
年初才开始向大众普及可用，并不能在这
个岁末假期给美国人带来保护。
美国汽车协会(AAA)预计，今年感恩
节期间可能会有5000万美国人开车或者乘
机出行，仅比去年的正常水平下滑10%。
考虑到严峻的疫情压力，这种全国大规模

出行高峰让疫情防控部门感到忧心忡忡。
福奇认为，感恩节期间的感染情况要到数
周之后才能显现出来，这意味着美国的疫
情可能会在进入12月份之后呈现螺旋式上
升。
虽然美国人不顾疫情风险也要回家过
节，但外出购物却并不是必需活动。机场
的返乡人群或许热情依旧，但黑色星期五
商店内人潮涌动的场景却是不可能延续了
。尽管零售商店可以获准开门营业，但他
们依然要严格限制入店人数，加州只能允
许25%的客流量入内，而且购物者也必须
全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其实不太可
能做到)。而且，美国零售商协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调查显示，今年美国
消费者的岁末购物季预算也比去年略有减
少，平均家庭购物预算仅为998美元。
但对压抑了整整一年的实体零售商来
说，哪怕是新冠疫情笼罩下急剧缩水的黑
色星期五，也是他们翘首期待的希望。原
本黑色星期五的意思就是零售商会因为这
一波购物高峰而“in the black”(挣钱盈
利的意思)。市场调研公司Suzy进行的千人
调查显示，依然有36%的受访者打算在黑
色星期五期间出门购物。为了迎合这些顾
客，梅西百货甚至打算周五早上5点就开
门迎客。
除了大型超市等企业，实体零售成为
了今年疫情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行业，不
仅零售额大幅下滑，破产零售商家数量更
创下了十年新高。购物中心、百货商店和
品牌专卖店是疫情冲击最大的领域。与此
同时，电商平台亚马逊成为了最大的受益
者，沃尔玛和Target这样的超市也有明显
增长。
市场调研公司RetailMeNot的统计显

示，有超过六成的零售商打算拿出比往年
更为诱人的折扣来吸引顾客，提振今年因
为疫情而低迷不振的销售业绩。与往年不
同的是，各大商家以往集中在黑色星期五
的折扣，现在提前一个多星期就提前放出
，而且在网站上同步推出，这显然是为了
吸引消费者提前购物，在自己的网站购物
，培养他们在自己网站的购物习惯，朝网
购的方向转型。传统的黑色星期五甚至有
可能变成长达两个月的网络大促销。
新冠疫情促使着更多美国民众从线下
购物转向网购。美国零售商协会预计今年
美国假日购物销售额(不包括汽车、餐饮和
加油)或将同比增长3.6%-5.2%，但网络销
售额或将同比增长20%-30%。德勤在上周
所做的调查显示，今年有61%的消费者打
算在网上购物，历史上首次超过了打算去
实体店购物的消费者。
由于购物习惯和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差
距，美国的电商普及率一直明显落后于中
国。但新冠疫情却给美国电商行业带来了
加速推动力。电商调研公司eMarketer预计
，今年美国网络零售额或将达到7945亿美
元，同比增长32.4%，占据整体零售额的
比例达到14.4%。该机构今年年初的预期
增幅只有18%，而如果明年疫情能够退却
，网购零售额增幅也将大幅下滑至6.1%；
按照目前的速度，2024年美国网络零售额
占整体零售的比重将达到19.2%。
相比之下，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单是
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网络零售额就超过了
8万亿元(约合1.22万亿美元)，占整体零售
额的比重为24.3%。去年中国网络零售额
总计10.63万亿(约合1.62万亿美元)，是美
国的2.7倍(美国去年网络零售额总计6001
亿美元)。

为什么叫黑色星期五？
说到黑色星期五，大家可能对京东 618，天猫双十一，双十
二更加关注，但是最早的还是黑色星期五起源而来。
今年的黑色星期五实质上是从一个月前的十月份开始的。
亚马逊零售商在黄金周开始利用早期促销策略来赢得感恩节之
前就赢得了客户。
然而，即使假日销售旺季较长，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
仍将是 2020 年假日的顶级数字日。感恩节，小型企业星期六和
网络星期一之前的星期日的预测表明，在线购买量大幅增加，
从 36 至 50％。在线人数惊人，但实体店的零售量将与去年基本
持平。
数十年来，“黑色星期五特卖会”一直是感恩节之后的仪
式。年度购物活动通常以特价，人群和清晨为特色。但是，

“黑色星期五”一词也用于定义金融危机和混乱状态，而不是
购物和庆祝活动之一。过了感恩节就是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黑五这个名字一度让国人疑惑很久,明明是个双十一会为什么叫
的那么不吉利?后来才知道,叫黑色是因为美国一般以红笔记录赤
字，黑笔记录盈利，所以英语里 in the red 是负债的意思,in the
black 则表示盈余.而感恩节后就进入西方最重要的圣诞假期,所谓
过了腊八就是年,所以感恩节后这个星期五就成了人们疯狂屯年
货(shopping spree)的最佳契机.抢购使得商场利润大增,一片黑色
入账,这也就是黑色星期五的由来。
商家把握时机打折特卖吸引顾客,导致黑五商场人满为患,故
有人调侃黑色也指从黑夜开始排队,商场门口黑压压一片全是人
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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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發生壹起大巴墜橋事故
得克薩斯精英賽斯坦福德奪冠

巴西東南部米納斯吉拉斯州若昂巴西東南部米納斯吉拉斯州若昂
-蒙萊瓦迪市
蒙萊瓦迪市(Joao
(Joao Monlevade)發
Monlevade)發
生壹起大巴從公路橋上墜落事故。截至當天 21 時，事故已造成 17 人死
生壹起大巴從公路橋上墜落事故。
亡、27 人受傷
人受傷。
。

俄羅斯民眾冰洞中冬泳
不懼嚴寒！！

中國科學家發現始椎類最“長壽
中國科學家發現始椎類最“
長壽”
”化石
距今約 2.5 億年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發布消息說，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發布消息說
，該所劉俊研究
團隊最新研究發現壹件產自山西陽泉晚二疊世（距今約 2.5 億年
團隊最新研究發現壹件產自山西陽泉晚二疊世（
億年）
）的始
椎類化石新種，
椎類化石新種
，命名為陽泉長壽螈
命名為陽泉長壽螈。
。它是目前已知始椎類化石最
它是目前已知始椎類化石最“
“長壽
”的記錄
的記錄，
，也是迄今為止此類化石在華北板塊乃至東亞的唯壹記錄
也是迄今為止此類化石在華北板塊乃至東亞的唯壹記錄。
。中
國科學家在古生物領域這壹重要發現及相關研究成果論文，
國科學家在古生物領域這壹重要發現及相關研究成果論文
，近日已在國
際學術期刊《
際學術期刊
《化石記錄
化石記錄》
》發表
發表。
。資料圖為陽泉長壽螈化石標本
資料圖為陽泉長壽螈化石標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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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家族》
展專業勵誌成長精神

醫療情感懸疑劇《神經家族》，於近日曝光壹組角色劇照
，每張劇照中角色都隱藏著呼之欲出的故事情節，引人遐
想。隨著劇照曝光，該劇演員陣容也就此揭曉，匯聚張誌
堅、王誌文、江珊、劉佳、張晞臨、畢彥君六位資深“老
戲骨”，讓人期待。
該劇案例均來自真實病例。曝光劇照中周大為、王宥鈞
雙男主亮相，加上女主陳昊藍、徐悅，青年主演陣容顏值
演技雙在線讓人眼前壹亮，此外，張家鼎、王佳玉、劉安
琪、趙思玫等壹眾青春活力的演技派演員紛紛加盟，杜淳
、王媛可等諸多演員也將紛紛參與到本劇單元主角的客串
。
作為國內首部聚焦神經科的醫療情感懸疑劇，《神經家

族》由壹條迷霧叢生的真相追蹤為主線，從眾多臨床真
實病例中挑選了十余例經過精心打磨，使其內容更具戲
劇表現力，以單元故事形式呈現，通過“探案”般劇情
演進，在追蹤迷局的過程中不誤診療，在診療的過程中
探索創新，解決疾病同時尋找真相。為保證全劇真實案
例的科學性嚴謹性，攜手被譽為神經科“終極診療機構
”的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為該劇提供最為專業與先進
的醫療知識，為劇情所涉病例的醫學正確性“保駕護航
”。作為出品方浩瀚娛樂如此的題材和立意，不浮誇接
地氣但追求專業的打磨，定會呈現壹部讓觀眾喜愛的同
時，又能起到傳播和弘揚正能量的品質好劇。
該劇除了題材和內容的吸睛之處，超強主創團隊也是
該劇的壹大亮點：導演張思麟，其曾執導過的《我的真
朋友》《那年青春我們正好》備受好評；擁有諸多佳作
的沈嚴導演出任監制；曾參與出品電影《縫紉機樂隊》
《動物世界》並打造《唐磚》《愛上北鬥星男友》《妳
好昨天》等多部優秀作品的劉航箏掛帥制片人。幕後制
作團隊也是集結了業內各個領域的頂尖團隊，攝影當面
是《少帥》《東宮》的梁家源，美術是曾獲得第 12 屆金
馬獎提名的鐘移風，編劇方面更是匯集了《我們的十年
》《蝴蝶公墓》《立水橋北》等代表作的孟小豹、首都
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副主任醫師宋玨嫻博士、憑
借電影《生死船票》屢獲殊榮的柳樺及劇本統籌李靖宇
加盟所組成的超強編劇團隊。
該劇由周大為、王宥鈞雙男主顏值演技搶眼，陳昊藍
、徐悅、張家鼎、王佳玉、劉安琪、趙思玫等壹眾青春
活力的實力派演員也紛紛加盟。為了增強角色的代入感
以及劇情真實度與專業性，在片方組織和宣武醫院的支持
下，核心演員早在開機壹個月前，就投入到了醫院臨床實
習、體驗生活和專業培訓的前期準備工作中，只為將青年
壹代醫護工作者勇於創新的果敢和“醫者仁心”的風貌呈
現給觀眾。
雖然是醫療題材，但劇本紮實的內容和每壹個病例診療
過程中共有的“情暖人心”的正能量內核，也引得張誌堅
、王誌文、江珊、劉佳、張晞臨、畢彥君六位實力演技派
演員紛紛鼎力支持，這些老戲骨在不同的影視劇作品中將
自己的角色刻畫得深入人心，以十足的生活閱歷為基礎展
現著他們深厚的表演功力。

《裝臺
裝臺》
》收獲高口碑
張嘉益吃個西紅柿都是戲
張嘉益吃個西紅柿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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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雅集》發布終極海報

“為守護心中所愛，唯有舍命壹戰！”由郭敬明執導，趙又廷、鄧倫、王子文、春
夏、汪鐸主演的東方奇幻大片《晴雅集》，日前曝光終極海報。為了知己與心上人，也
為了天下蒼生，眾角色全員出動，展開壹場關乎世間安寧的博弈。
海報中，晴明（趙又廷 飾）手執羽扇，博雅（鄧倫 飾）側身拔劍，兩人默契地並
肩作戰。公主（王子文 飾）與瀧夜（春夏 飾），兩位女性神情凝重，似乎為即將到來
的大戰而感到憂心。鶴守月（汪鐸 飾）目光堅毅，展露出拼死壹戰的決心。此外，孫晨
竣飾演的殺生石，徐開騁飾演的狂畫師，以及歐米德飾演的雪天狗，均首次亮相，他們
的戲份也著實令人期待。
隨著終極海報的曝光，影片的檔期宣傳語也正式被呈現。“人間歲寒，溫暖守護”
八個字，傳達出了美好期許：在這個寒冷的歲末，每個人都需要壹場溫暖的相伴，《晴
雅集》也將用細膩的情感，給觀眾帶來感動。其中，“守護”壹詞，更是隱隱透露出故
事中壹個關鍵信息——舍命而戰，是為了守護心中之人。
這是影片的重要內核，也是打動導演的關鍵所在。郭敬明在采訪中透露，以前他只
拍自己寫的作品，此次破例執導《晴雅集》，有兩個原因，除了原著裏充滿想象力的奇
聞怪談，更重要的是，整個故事滲透著濃郁的情感。
幾位主演曾壹致表示，在整部電影裏，自己最喜歡的部分就是角色之間的情誼。影
片中，不乏人與人的糾葛，人與式神的羈絆，以及人與妖的互動。在“陰陽師”的世界
裏，每壹種情感都具有獨特性，相信影片上映後，將會有更多觀眾為之動容。
《晴雅集》改編自日本作家夢枕貘的世界級 IP《陰陽師》，講述了陰陽師晴明，在
探尋天都城怪象的過程中，與武士博雅、法師瀧夜相識，三人聯手展開調查的故事。晴
明等人察覺到，公主與鶴守月是謎局的關鍵人物，卻未曾料到，壹場更大的危機悄然來
臨。在緊急關頭，大家為了守護心中所愛，拼死壹戰。影片將於 12 月 25 日正式上映。

電視劇《裝臺》目前正在央視
壹套熱播，劇集播出沒多久便收獲
良好口碑，男主角張嘉益(張嘉譯)
更被贊演活了男主角刁順子。不少
觀眾感嘆，“吃個西紅柿也是滿滿
的戲，太到位了”。
電視劇《裝臺》改編自茅盾
文學獎獲得者陳彥的同名小說，
對準的是大家不大熟悉的行業
——裝臺，即舞臺拆卸行業，講
述的是裝臺小人物刁順子，用自
己的雙手和汗水改變命運的故事。
劇中，張嘉益出演主角刁順子，
靠著肯出力吃苦，性格厚道又兼
具壹點處世必要的圓滑，順子逐漸組
建起了自己的裝臺班子，帶著幾個兄
弟承接各種演出裝臺的活。該劇主要
圍繞刁順子的兩條主線進行，壹條是
刁順子在舞臺上所要進行的裝臺工作
，沒日沒夜地賣苦力賺錢;壹條則是他
不得不面對的家長裏短，面對被女兒
刁菊花折騰得破亂不堪的家。
劇集播出後，外界紛紛表示，張嘉
益把順子演繹得堪稱入木三分，“不
管面對平靜的生活還是驚濤駭浪，他
都不失去心中的希望，冷靜地接招。
這恰恰是普通人的生活標本。其實很
多普通人就是如此。”“張嘉益本身

就是西安人，對於順子的演繹簡直就
是駕輕就熟，不太講究的長板寸，花
白的頭發和皺巴巴的褪色 T 恤，把普通
底層中年男人刻畫得太鮮活了。”值
得壹提的是，劇中不斷出現陜西特色
美食，諸如肉夾饃、胡辣湯、褲帶面
等，也是該劇壹大特色。對此，張嘉
益接受采訪時也曾表示，拍這部戲的
時候不停地吃，這是自己吃道具吃得
最狠的壹部戲。正因為為了角色吃得
如此不計較形象，張嘉益每個吃東西
的名場面都備受觀眾贊許，“張嘉益
蹲在地上吃肉夾饃、胡辣湯，真是形
象，要說這陜北的漢子跟面食那還真

是絕配!”更有觀眾贊嘆，劇中的張嘉
益連吃個番茄都是戲，演技滿分。
此外，同為陜西演員的女主角閆
妮，這次她出演的蔡素芬也備受外界
贊許。劇中張嘉益有過三次婚姻，第
壹個老婆拋棄了他留下女兒刁菊花，
第二個老婆得癌癥去世了，帶過來壹
個女兒韓梅，第三任老婆便是閆妮出
演的蔡素芬，漂亮溫順，卻遭到自己
容貌不佳、淪為大齡剩女的女兒刁菊
花的百般刁難。
除了兩位主演，其他重要角色，諸如
大雀兒、猴子、轉轉、麻刀、墩墩、八叔
這些人物也被贊真實。

香港娛樂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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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部隊：蛇眼起源》
亮相巴西漫展
首揭角色起源打戲加倍 亨利戈爾丁線上露面

蜘蛛俠 3 的多元宇宙
"章魚博士"回歸
加菲&石頭姐&馬奎爾&鄧斯特有望加盟

日前，由美國派拉蒙影片公
司出品的電影《特種部隊：蛇眼
起源》亮相 2020 巴西漫展（CCXP
）。片中“蛇眼”扮演者亨利· 戈
爾丁與角色創始人拉裏· 哈馬連線
參與座談會，並為廣大粉絲及觀
眾首度揭露影片面紗。
亨利· 戈爾丁透露影片將全面
挖掘“蛇眼”這個角色的神秘背景
，令觀眾見證其復雜魅力。拉裏·
哈馬則重點談論了影片的動作場面
，稱影片“將會為觀眾們創造壹場
密集高能的打鬥體驗”。影片現已
定檔2021年10月22日北美上映。

全面溯源
挖掘蛇眼復雜背景
活動現場，《特種部隊：蛇
眼起源》眾主創開啟問答環節，
片中飾演“哈德大師”的伊科·
烏艾斯向“蛇眼”亨利· 戈爾丁
發問，希望他可以向粉絲介紹這
部新片的獨特看點。戈爾丁坦言
：“《特種部隊：蛇眼起源》全
面挖掘了蛇眼這個角色的起源，
妳將會看到他的缺點，看到他犯
下的錯誤，同時也會見證到他為
壹些妳想象不到的過失而拼盡全

力彌補。
影片也呈現了兄弟之間的情
感紐帶，妳能跟隨角色壹起，體
會到創建壹個團隊、掃清各種障
礙的那種激動之情。妳還可以看
到壹些超級酷炫的打鬥場面，這
些動作戲都是我們吃盡苦頭、嚴
格訓練後展示出來的，它們絕對
是非凡的！”
實 際 上 ， 盡 管 在 2009 年 的
《 特 種 部 隊: 眼 鏡 蛇 的 崛 起 》 和
2013 年的《特種部隊 2：全面反擊
》同系列兩部電影中“蛇眼”都
是重要角色，但他並不是這兩部
電影中的核心，因此他的背景故
事和人物動機也沒有在影片中得
到深入展現，而系列中的最新力
作《特種部隊：蛇眼起源》將是
觀眾了解這壹角色的最佳機會。
與此同時，新片還將深入探
討“蛇眼”與安德魯· 浩二飾演的
“白幽靈”的關系，片中更多劇
情及角色關系也引發了粉絲的強
烈期待。

打鬥加倍
動作戲成核心驅動
活動中，拉裏· 哈馬也直言

精彩的武術動作將成為《特種
部隊：蛇眼起源》從“特種部
隊”系列電影前作中脫穎而出
的關鍵。作為角色創始人，拉
裏· 哈馬堪稱全世界最熟悉“蛇
眼”的人，他曾創作多部“特
種部隊”系列漫畫。“片中動
作場面將成為整個故事的中心
，而在其他系列電影中，它們
是次要的。
電影動用了很多交通工具
，拍攝了大量爆炸場面，將會
為觀眾們創造壹場密集高能的
打鬥體驗。所有的沖突與打鬥
，全都是與角色緊密相關的，
而角色恰恰是觀眾首要關心的
。我認為這是最值得觀眾期待
的事情。”
據悉，《特種部隊：蛇眼起
源》電影中彼得· 門薩將扮演
“盲眼宗師”，烏蘇拉· 科爾維
羅扮演“男爵夫人”，薩瑪拉·
維文扮演“紅發女斯嘉麗”，而
安部春香（Haruka Abe）、平嶽
大和史蒂文· 艾瑞克等人的角色
尚未公開，頗具懸念。影片目前
定檔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北美
上映。

新 版 《 蜘 蛛 俠 ： 英 雄 歸 來 3》 裏 面
的熟臉會越來越多。此前傑米· 福克斯
已確認，他將會加盟《蜘蛛俠 3》，但
是是否回歸出演《超凡蜘蛛俠 2》中的
“電光人”這壹角色，現在還沒有官宣
，因為傑米說他在《蜘蛛俠 3》中“不
會是藍色的”。
《好萊塢報道》還透露，本尼迪克
特· 康伯巴奇將在《蜘蛛俠：英雄歸來 3》
中扮演奇異博士，搭檔湯姆· 赫蘭德的蜘
蛛俠，瘋狂的多元宇宙真的要來了？。
今日 Collider 又報道，老版《蜘蛛俠 2
》中的“章魚博士”阿爾弗雷德· 莫裏納
也加盟了《蜘蛛俠 3》，也不確認是會飾
演章魚博士，還是會飾演另外壹個時間線
中的另外壹個反派角色。
而同壹消息源表示，“超凡蜘蛛俠”
安德魯· 加菲爾德也將回歸出演彼得· 帕克
，“初代蜘蛛俠”托比· 馬奎爾、老版
《蜘蛛俠》中的“瑪麗· 簡”克爾斯滕· 鄧
斯特和“超凡”系列中的“格溫”艾瑪·
斯通目前也都正在商談中，有望加盟《蜘
蛛俠 3》。
索尼/漫威看上去像是要壹鍋端，原

來奇異博士加盟就是來幹這個的——開啟
多元宇宙吧。
馬奎爾主演的老版《蜘蛛俠》三部曲
結束後，索尼用加菲主演的《超凡蜘蛛俠
》系列進行了重啟，但《超凡》沒能拍出
三部曲，只拍了兩部後，索尼就把荷蘭弟
版“蜘蛛俠”借給了漫威影業，讓彼得·
帕克加盟了 MCU。
上個月初，《蜘蛛俠 3》已經在美國
亞特蘭大開拍了，荷蘭弟也分享了戴著口
罩的片場照。在荷蘭弟進組時間前後，
《蜘蛛俠3》的另外兩位主角：飾演“內德
”的雅各· 巴塔倫與飾演“MJ”的贊達亞
也陸續到達片場。除了在亞特蘭大拍攝，
影片還將輾轉紐約、洛杉磯和冰島等多地
取景，持續進行5個月左右的拍攝工作。
索尼出品的《蜘蛛俠 3》依然由喬· 沃
茨執導，瑪麗莎· 托梅、托尼· 雷沃羅利回
歸出演，劇情承接第二部《蜘蛛俠：英雄
遠征》，講述蜘蛛俠被神秘客揭開身份之
後的故事。影片將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北
美上映，如果以上消息全部成真，《蜘蛛
俠 3》將會成為史上最讓人激動的“蜘蛛
俠”電影。

凱文哈特伍迪哈裏森山下智久合作新片

動作喜劇《多倫多來的男人》明年 9 月上映
凱文· 哈特、伍迪· 哈裏森、
山下智久合作的動作喜劇片《多
倫多來的男人》正在熱拍，日前
片方發布了壹批片場照。影片由
派 特 裏 克 · 休 斯 （ 《 敢 死 隊 3》
《王牌保鏢》）執導，將於明年 9
月北美上映。
據報道，原本伍迪哈裏森扮演
的殺手由傑森· 斯坦森扮演，但斯

坦森和劇組產生創作分歧今年 3 月
退出。影片講述世界上最致命的
殺手，也就是片名中“多倫多來
的男人”要和紐約最大的廢物泰
迪（凱文· 哈特飾）聯手，兩人在
租 來 的 Airbnb 中 被 別 人 認 錯 了 。
山下智久今年 10 月底已退出傑尼
斯公司，今後將重心放在海外展開影
視活動。他於今年 6 月向事務所傳達年

底退社的意願，雙方商議後決定延期
至 2021 年 3 月。但早前因為與女高中
生的緋聞被事務所要求停止壹切活動
，不能參與拍攝《多倫多來的男人》
，山下智久不想放棄機會，於是向事
務所提出退所申請，飛往了加拿大參
加拍攝。
從片場照來看，《生活大爆炸》
女星卡蕾· 庫科也加盟了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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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通过《技术移民公平法》
多少华人的绿卡命运将改变

之前炒的沸沸扬扬的《技术移民
公平法》（又称 HR 1044/S386 法案）
，在参议院“默默”闯关成功！
这意味着绿卡排期现状，将彻底
洗牌！将影响到几乎每一位在美华人
的命运
有人欢喜、有人忧.....
《技术移民公平法》是什么？
由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和科罗拉
多州共和党众议员联合提出的两党法
案——HR1044/S386，即“ 高技能移民
公 平 法 案 ” （Fairness for High
Skilled Immigrants Act）。
参议院通过时间： 昨天，美国时
间 2020 年 12 月 2 日
生效时间： 原版本众议院已经在
2019 年 7 月 10 日通过了，现在就等众
议院进行修正版批准。如果未作任何
改动获得通过，则将在总统签署后 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
目的：为申请美国绿卡的所有国
籍人士提供平等的等待时间，使美国
就业绿卡制度更加公平。确保所有人
——无论出生国家、申请基数、所持
技能和肤色，都能得到平等对待。
主要内容： （此次通过的是在原
有的版本上，略做了一些改动）
1、取消各国雇主担保移民的配额限制
改革前——美国职业移民（H1B/
J1→EB2/EB3）规定是：
每年有 14 万配额，但每个国家不
能超过总移民配额 7% 的限制（约 25,
620 人）。这一上限已导致大量的潜在
移民申请积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排期。”
改革后——
自 2022 年 10 月起，绿卡国家配额
限制将被完全取消,且绿卡总量不会增
加。
任何通过 I-140 审批的职业移民申
请人都基于“先递交，先处理”的原

则得到优先处理。
2、 法案正式生效过后， 有一个 9 年
的缓冲期（之前版本是 3 年缓冲期 ）
在前 9 个财年里，为印度和中国之
外的国家，设定每年固定的绿卡配额
上限，但任何一个国家的绿卡配额都
不能超过 85%。
印度和中国配额比例每年递增：
70%、75%、80%、85%、90%、90%、
95%、95%、95%。
前 9 个财年，如有剩余的绿卡名额
，无需遵守以上原则，所有申请人共
享原则。
前 9 年，H-1B 和其 H-4 家属的绿卡
申请，只能占职业移民的 70%，9 年后
为 50% ，走“国家利益豁免（National Interest Wavier)”NIW 的绿卡申请者
，不受限制。
3、每一个国家的亲属移民绿卡，即
家 庭 担 保 移 民 （Family-BasedImmigration）配额上限： 从 7%提高到 15%
4 、 职业移民资格申请 I-140 获批两年
后，就可以递交 I-485 申请，可以同时
申请旅行文件和工卡，同时也能解决
子女 21 岁超龄问题。
5、废除‘中国职业移民配额每年减少
1,000"的规定
由 于 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CSPA）法案的限制，中
国职业移民配额每年减少 1,000 个（其
中 EB3 名额减少 300 个，EB5 名额减少
700 个）用于“还债”，直到所有依
CSPA 批准的绿卡数目被还完了为止。
按照这个数字，一共需要“还债”53
年。
如果“高技术移民”提案通过，
每年减少 1000 个配额的法案会被取消
。
也就是说中国职业移民配额每年
多出 1000 个。
6、最新修正版还特别注名， 对

于从属于中国军方以及党员，将不予
发放签证以及，不得以任何类别获得
调整身份，获得绿卡。
对华人究竟是福是祸？
不同身份，有利有弊
对印度和中国这样庞大基数的绿
卡申请大国影响最大， 其中主要影响
EB2、EB3 和 EB5 类别的移民申请排期
。
新法案普适的好处在于：
②取消职业移民绿卡国别限制
②解决积存多年的绿卡排期问题
最大受益者：
印度籍职业移民 EB2/EB3 绿卡申请
者
中国籍 EB2/3 排队多年的较早绿卡
申请者 （3 年及以上）
永久受益者：
中国籍 EB5 投资移绿卡申请者
受害者:
未来几年后，准备申请 EB2/EB3 绿
卡申请者
才开始排队的，EB2/EB3 的中国籍
绿卡申请者 （越早提交，越有利）
其他华人受益人群：
申请家庭担保移民的华人
自己创办公司的高技能移民
改革前——
绿卡的供应量是由美国国会立法
规定的，职业移民优先类别每年的 14
万名额，分配如下：
EB1 第一优先：28.6%， 加上其他
优先没有使用的名额，总配额 40040
EB2 第二优先：28.6% 加上 第一
优先未使用的剩余名额，总配额 40040
EB3 第三优先：28.6% 加上 第二
、第三优先未使用的剩余名额，总配
额 40040
EB4 第四优先：7.1%
EB5 第五优先：7.1%
改革后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EB-1A/B/C 杰出人才:受益
分别为杰出人才/杰出教授和科研
人员/跨国公司经理或执行官。
取消 7%的国别限制，无疑对这一
类别申请基数远超别国的印度和中国
，是利好消息。
EB2/3 职业移民：
法 案 短 期 (1-9 年) 受 益, 中 期 受 损
(9-12 年)，长期受益(过渡期之后）
H-1B 签证是职业移民的敲门砖。
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
示 ， 现 在 印 度 人 获 得 了 大 约 80% 的
H-1B 签证。从之前到以后，印度人申
请职业移民只会越来越多。
以前还有配额限制，一旦将来彻
底放开，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印度人疯
狂的进入了。
移民研究中心甚至认为，如果这
一法案通过， 今后职业移民绿卡的
80%份额也可能都被印度人占领。
法案实行 3 年后，不按照国家再去
限制，那就要所有国家的人都在一起
拿名额。如果按照申请绿卡的顺序，
从前往后最先解决的是印度人 。
前 9 年作为缓冲期，还保证一定配
额的限制 ，但是以后就彻底放开了。
前 9 年，可能 一些早申请的中国
人会得到一些实惠，排期往前进一些
。
而且，在这 9 年中，给中国的配额
还是逐渐增加的 （9 年过渡期中国配
额比例每年递增：70%、75%、80%、
85%、90%、90%、95%、95%、95%。
）
但是一旦通过真的生效，之前大
量积压的 印度裔绿卡申请人会优先用
掉绿卡名额 ，职业移民绿卡名额会马
上被印度人塞满， 到时候中国申请人
的等待时间会比现在的更长，甚至遥
遥无期。
根据 USCIS 美国移民局的统计，

截止到 2018 年 5 月，总共有 395,025 个
职业移民绿卡等待排期，这里面中国
籍申请人是 67,031，但是印度籍的申请
人则高达 306,601，也就是说印度人占
了总数的 78%。
这还没有算申请职业移民的印度
人的亲属，这些人也都是要占绿卡移
民名额的。
长远来看，中国的优势就会逐渐
明显，
按 2018 年数据，中国职业移民申
请积压的 67,031 人次也将很快清空，
毕竟取消了 7%的限制 。对比来看，如
果 没 有 S386 法 案 的 话 ， 现 在 申 请 的
EB2/3 差不多要排队 8 年，而且受到 7%
的限制。
中印两国清空积压，“轻装上身
”的情况下，排期将会毫无压力。
不少华人网友觉得这项法案最大
受益群体是印度籍申请人，从而极力
抵制。然而，短期虽然印度籍最有优
势，但长远来看，取消了国别配额限
制，对于移民申请基数第二大的中国
而言，也不失为一个利好。
EB4：无影响
特殊移民： 宗教、神职领域人员
。这一类别没有排期积压问题，新法
案通过基本不产生影响。
EB5：重大利好
就业型移民： 中国投资移民者或
成最大赢家。 前 3 年配额提高后，会
迎来利好期，中国申请人在这一类别
的数量和优势都无可匹敌。移民研究
中心也认为，如果这项法案通过，主
要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将获得这些绿
卡，其他国家公民基本被排除在外。
排期或可能从目前的 15 年，减至 8
年左右，特别是 2015 年、2016 年启动
的大批投资移民申请人，但也将大大
增加新的 EB5 投资移民申请，及其它
国家的 EB5 申请排期时间。

爱尔兰移民局已于 12 月 3 日重新开放
续签申请将变得更加便利
爱尔兰一直是移民帮主推的移民国家之一。爱尔
兰护照是少有的能同时在英国和欧盟自由通行的护照
，如今，拥有一本爱尔兰护照相当于同时拥有了欧盟
护照、英国永居、美国永久签证三重高含金量身份。
爱尔兰作为英国脱欧后欧盟唯一的英语母语国家
，近年来移居热度持续高涨。
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原本许多正常运转的系统，都
受到了冲击和挑战。面对这样的情况，爱尔兰移民局打
破了原有的框架，继6月12日取消2020年递案窗口期后
，最近爱尔兰移民局又传来了好消息，位于都柏林
Burgh Quay的爱尔兰移民局已于12月2日重新开放，这
些举措充分照顾了所有申请人，更为受疫情影响可能无
法正常登陆的申请人，做出了非常暖心且灵活的调整。
此前一直观望已久的投资人，可以借此机会，做
足准备，搭上这趟顺风车。
爱尔兰移民局重新开放并公布续签细则
在经历了长达六周的封锁后，位于都柏林Burgh
Quay的爱尔兰移民局已于12月2日重新开放，目前移
民局仅受理先前有过预约，且因移民局的关闭而被取

消预约的申请人。以下是关于续签的一些细则：
从2020年12月2日起，作为在线续签流程的一部
分，您将不再需要寄送护照原件，而只需将护照生物
特征页（带有照片和身份证明详细信息的页面）以及
当前爱尔兰居留卡(IRP卡)的彩色扫描件上传。在所有
必需相关文件齐备的基础上进行网上注册。
对于居住在都柏林的续签申请人，自 2020 年 12
月2日起，申请人不需要递交护照原件，只需在移民
局官网申请并上传护照首页扫描件即可，IRP卡会在
申请后的10个工作日左右邮寄到申请人提供的地址。
对于居住在都柏林以外的申请人，仍然需要预约
当地的移民局办事处以进行续签，续签时需要随身携
带护照以核实身份。申请通过后，移民局将会给予新
的IRP卡。
对于使用新护照进行续签的申请人：
如果申请人居住在都柏林，请通过邮件形式与
burghquayregoffice@justice.ie 的都柏林 Burgh Quay 移
民局办公室进行联系，并在电子邮件的标题行中添加
“ New Passport”的字样，以申请预约时间。预约当

日本人携带有效证件前往移民局盖章注册。
如果申请人不居住在都柏林，请与当地的移民局
办公室联系以进行预约。申请人去办理护照续签等事
宜将不会受到现阶段疫情防控居家范围内5公里的限
制，或可通过打印申请人的移民预约确认信的方式，
呈现给检查站巡逻的爱尔兰警方(Gardaí)。
对于先前申请续签并已邮寄护照的申请人，申请人
的续签申请目前移民局正在处理中，护照将被盖章并通
过邮寄的方式归还给申请人提供的地址。如果未来需要
续签，则可以进行网络申请。
以下为爱尔兰移民局官方提供的一些关于常见问
题的回答：
如果护照上没有爱尔兰签证贴纸(Stamp)，国际航
空公司会允许乘客使用IRP卡乘机吗？
允许的。有效护照并附IRP卡是可以乘机的，这
样可供爱尔兰移民局核实该名人士的身份。
注意：如果您属于以上情况，请在旅行前，确保
拥有有效的IRP卡。
如果我没有IRP卡并且需要立刻进行国际旅行，

该怎么办？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 IRP 卡，则应通过电子邮
件 burghquayregoffice@justice.ie 与 Burgh Quay 登 记
处（BQRO）联系，以说明您的情况和您的紧急
旅行需求。您应该提交旅行证明，例如您的航班
预订以及紧急原因，这样您的申请将得到处理。
在等待IRP卡续签期间会影响我在爱尔兰工作的
许可吗？
如果您的签证类型允许您在爱尔兰工作，则您有
权在等待新的IRP卡时继续工作。
目前移民爱尔兰有两种途径：100 万欧投资移
民和 40 万欧捐赠。其中 100 万欧投资移民获批后需
要保持 3 年投资状态。如需申请爱尔兰护照加入爱
尔兰国籍，需满足居住 5 年，并满足其他的一些简
单要求，如今通过归化入籍的方式申请爱尔兰国
籍条件又放宽了，允许申请人在一定时间内离境
的权利，且没有任何公民考试。不仅如此还可以
同时拿到欧盟、英国、美国 3 个高含金量身份，资
金、时间的投入也少，可行性和性价比非常高。

臺灣影視
星期六

2020年12月12日

Saturday, December 12, 2020

C10

影城苦盼政府勒令停業尚無結果

最經典巨幕悄悄休息？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全
台戲院面臨觀眾人數驟降 8 成
的難關，比 SARS 期間撐得還要
辛苦，傳全台有 79 家影城願意
加入要求政府勒令停業兩個月
，目前主管單位還沒有決定，
其實已經有影城默默關閉部分
映廳，甚至連曾經全台最紅火
的巨幕大片都已經在人潮稀少
的平日「自行放假」。
全球不少國家的戲院與影
城為了避免造成群聚感染的風
險，先後關閉、暫停營業，包
括美國絕大多數地區與義大利
、法國等，香港由於近日確診

人數增加，也從本月 28 日起宣
布所有戲院停業兩周，早先中
國大陸部分省分的影院曾經短
暫恢復營業，也火速再配合政
令要求又關閉停業。台灣從疫
情傳出起，戲院業就照常運作
，只是觀眾心裡有陰影，票房
收入大受打擊，雖然防疫成績
傲視全球，仍喚不回市場景氣
，這一、兩周全台票房持續向
下探底，已到了十多年來的最
低點，戲院業者再也無法撐下
去，籲請政府單位勒令停業。
全台不少多廳影城都設在
人潮熱鬧的商場，場地租金並

不便宜，咬牙繼續營業則除房
租還要負擔人事、水電等成本
，偏偏現在一整天都未必能賣
出一百張票，開一天就賠一天
，業者大喊吃不消。眼看政府
還沒有強制勒令戲院停業，西
門町國賓大戲院最負盛名的巨
幕廳其實在前兩天已經暫時休
息，沒有安排任何場次，所有
影片都只排在其他兩個都是百
人座的小廳放映，就算都賣出
超過 5 成以上的位子，也還符
合政府倡導的「聚會不超過百
人」，這兩天即將開始連假，
巨幕廳一天才恢復放映 2、3 場

，也沒有全天候正常開張。
對此國賓影城方面表示，
大廳座位數好幾百個，每場才
10 多 位 觀 眾 ， 照 常 放 映 真 的 不
符經濟效益，被迫場次銳減、
甚至在平日休息，也是不得已
。除了西門町國賓大戲院作如
此調度外，長春國賓影城的 A
廳 、 B 廳 也 已 經 不 排 場 次 2、 3
天。由於映廳不開放若時間太
久，所有設備也會開始失準，
因此影城並不會固定哪幾個廳
停止開放，而是會採取「輪調
」的方式，讓所有映廳視情況
輪流休息。

目前美商大公司的新片紛
紛宣告延檔，戲院靠獨立片商
出新片在撐，國賓影城全台各
據點中，長春國賓向來多放映
各國藝術片或是小品文藝片，
因此在當下的狀況，片源仍豐
富，不虞匱乏。但各地據點主
打的觀眾群不同，以家庭客層
為訴求的據點，受到美商撤片
的打擊就很大，倘若情形持續
下去，有可能被迫要更多映廳
暫停開放，要是政府還是持續
不對戲院放映喊卡，影城業者
也只能自行設法減少損失度過
慘澹期。

「在妻子、母親之前別辜負自己是個女人！」

賈靜雯：直到《與惡》
大家才看見我的本質

呼應4月22日世界地球日，最
近成爲台灣首位迪奧彩妝大使的賈
靜雯為ELLE獨家演繹化身為大地
女神，躺在黑色世界裡，呼籲人類
重新看看受傷的地球與自然萬物，
需要我們好好珍惜與愛護，才能讓
活在地球的每一天，都是最好的時
光。
一晃眼，賈靜雯已經出道三
十年了。很多年輕觀眾大概都不知
道，才 15 歲的賈靜雯，初出道時
在螢光幕前就非常活躍，擔任兒童
節目主持人、參演電視劇《佳家福
》、《母雞帶小鴨》一臉可愛稚氣
的天真模樣，完全遺傳給三個女兒
。
回想起來，賈靜雯表示可能
是年紀真的還小吧，那時候對於演
藝圈的工作，就是抱持著好玩的心
態，人家叫她做甚麼就照做，並沒
有太多的想法。
「我就是一個聽話的小孩，
努力把事情做好，這也算是早熟吧
。而且因為我媽一直陪伴在我身邊
，並沒有外界想得那樣，演藝圈有
多黑暗甚麼之類的，工作人員就是
把我當小孩，該被罵、被講、被教
的事情，一樣都沒有少過。」也因
為聽話，更沒有經歷過所謂的叛逆
期，因此她自嘲，「我其實是不聰
明的女生，有點笨！」
雖然不免感到小小的遺憾，
求學之路被打斷。「我在演戲的時
候，身邊的朋友都很羨慕我，覺得
我可以不用考試唸書好好喔；可是
我卻很羨慕他們，因為他們可以一
路在學校的環境裡讀書下去。」但
是對於演戲的熱情，心中那團火始
終沒有熄滅過。
「中間也曾經一度覺得演戲
好累、沒有辦法好好睡覺，拍戲環
境又很可怕、吃得很差，覺得『我
真的不要再拍了！』但是一拿到劇
本又很沒出息的，眼睛開始發亮！
所以如果你要問我為什麼可以一直
拍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要看
到好的劇本、聽到導演在分析角色
，或是知道要跟誰一起合作，就會
感到熱血沸騰、很想要去參與。」
基於這樣的心情，在接拍每一部戲
的時候，根本不會去預設後來到底
會不會得獎。
「我只知道我很喜歡我的工

作，我覺得沒有一
份工作像我們這麼
幸福又幸運，就是
你可以接觸到這麼
多不同的人事物，
甚至可以演繹不同
的人生。」這七八
年，更是賈靜雯最
享受演戲的階段。
她坦承，可能跟她
的生活狀態有關吧
！
演戲，讓我回歸真
正的自己
「從我出道到
現在，所有發生的
過程都被記錄下來
，大家看了我所有
的表演、然後也認
識了我好久好久，
這一路人生的起起
伏伏、這一路的變
化，都是跟著大家
一起的，我也沒有
必要再去塑造一個
不是我的我。或許
是這樣，讓我覺得
很自在，我可以不
避諱地去談我的年
齡、我的婚姻、我
所擁有的家庭那個
自在感，是我現在
很願意面對自己，
對於表演也更加放
鬆了，不再那麼緊繃。」
換句話說，也對自己更有信
心嗎？
她停頓幾秒，用一種彷彿第
三人的眼睛看賈靜雯的方式敘述，
「曾經有人覺得你很棒、扮相很漂
亮、覺得你是個美麗的女生，可是
忽然間，因為生活發生了很多事件
，漸漸模糊掉你在表演這一塊的光
芒，比如人家開始只聚焦在你的婚
姻，你的小孩、你的家庭這個時候
其實不免會想，那我真正喜歡的興
趣在哪裡？是一直到《與惡》，包
括更早之前的電影《寒蟬效應》，
才發現原來仍然有導演，希望看到
你有不一樣的個性，而不只是幸福
的媽媽、有兩個可愛的寶寶、有兩
段婚姻而當這些東西都被拋掉，有
人看見我的本質的時候，哇！那種

感覺就好像終於回歸到我自己，讓
我更加坦然了，不會再去害怕有我
詮釋不了的角色。那份信心，更加
換得了我在表演上的柔順度。」
在感情裡愛得灑脫，走入家
庭後盡心盡力，但人生裡，最終不
能辜負的還是自己啊。賈靜雯讓我
們明白，就算成為人妻、當了母親
，依然要勇敢去追尋心中所熱愛的
事物，才能活出真正的光芒。
由於父親離開得早，看著母
親一個人扛起撫育小孩的責任，加
上自己經歷過失敗的婚姻，賈靜雯
格外重視小孩能夠在充滿愛與安全
感的環境下成長，還因此發明了一
套「愛的抱抱」懲罰。
「在我們家，絕對不會有姊
姊要讓妹妹這種說法。我對待她們
兩個人，都是一視同仁。而且她們

兩人就像雙胞胎，
都在同一個空間玩
，所以有任何吵架
，我會把她們都綑
綁在一起，一起懲
罰、一起道歉，然
後錯也要一起承擔
，她們才不會故意
彼此去弄對方，比
如 Bo 妞犯錯了，
是 Bo 妞的錯，就
兩個一起去罰站，
不管什麼原因，姐
姐犯錯也一樣，兩
個都去罰站。罰站
之外，還必須要愛
的抱抱，就是抱在
一起數 30 秒，才
可以離開。」賈靜
雯用童音逗趣地模
仿兩姊妹，她們會
邊哭邊數 1、2、3
然後就真的抱在一
起，就沒事了。
兄弟姊妹吵架
是一定會發生的，
但賈靜雯認為只要
加入愛，就可以縮
短紛爭。「我很重
視人跟人之間的溫
度，這就是為什麼
夫妻床頭吵、床尾
和，兄弟姊妹也是
一樣的道理。而如
果你一開始讓她們是比較對立的，
或者不處理她們，她們就用自己原
本的性格去面對彼此。所以我是故
意的，故意讓她們有肢體的接觸，
因為一接觸之後她們就會感受到彼
此的溫度，就會去軟化當下的情緒
跟憤怒。」
那麼夫妻吵架呢？吵完之後
也會跟修杰楷愛的抱抱嗎？她忍不住
笑了出來，直呼好害羞！「我不會主
動。通常都是他比較主動，當緩和的
一方。我覺得女生有時候就是喜歡冷
戰，會故意不理、不理、不理，而他
就是會來軟化的那一方。」
在兩個人的相處裡，不愛撒
嬌的賈靜雯其實比較理性，修杰楷
反而比較感性。「他真的會常常看
著天空跟我說，『今天的雲好美！
』我就會嗯然後心中有烏鴉ㄉㄨㄞ

、ㄉㄨㄞ飛過然後他又會說『你看
那片雲！』（笑）我就會覺得，哇
！原來我們心中各自住的，我可能
是小男生，他可能是小女生。還蠻
有意思的。」
夫妻之間最容易忽略的眉角
，更是把所有事情視為理所當然，
因此賈靜雯總會告訴修杰楷，兩人
要彼此互相提醒，要創造「驚喜不
斷」！
她表示，「動人的誓言只是
一時的華麗包裝，感情卻是要走一
輩子的，時間長到我們無法去想像
，所以有時候在生活裡添加一點小
驚喜，對夫妻關係是加分的，這是
我們必須共同去創造的。意思並不
是要買甚麼大禮物給對方，而是比
如我今天回去，他特別為我燉了一
鍋湯；或是我知道他今天工作很忙
碌，所以我會特別去買他想吃的東
西，就是一種生活感的建立。夫妻
之間，千萬不能覺得，對方做這些
事本來就是應該的。」甜蜜是經營
出來的，絕對不是憑空掉下來的。
愛很脆弱，需要好好保護！
無論如何，用溫柔而堅定的
態度管教小孩，是賈靜雯不變的原
則。她時常警惕自己，不要口出惡
言，更不要輕易發飆。
「我不喜歡有不好的臉色、
不好的語言，因為我覺得負面的言
語會影響氣氛和磁場。所以我都會
盡量心平氣和告訴她們這樣事情是
不對的，可是我絕對不會用你是豬
啊、你怎麼那麼笨啊、你怎麼連這
個事情都不會做這種老一輩的管教
罵人方式，因為罵了並不會有改變
。而且我相信原生家庭對子女的影
響是非常大的，我想要傳承好的影
響，而不是負面的東西。」
愛，就是她最想要傳承給三
個女兒的東西。
「我覺得愛是無所不在、無
孔不入的，從文字到行動到肢體、
從眼神到語言表達，全部都跟愛是
有連結的。但愛有時候是很脆弱的
，是需要保護的，有可能因為吵架
的一句話害到了對方，而如果你又
不去面對不去道歉，那麼這份愛，
就瓦解了。因此愛很堅固，但也很
容易被摧毀。所以我會透過很多不
同的方式，教導我的小孩甚麼是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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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盆地，
吐鲁番盆地
，藏了多少中国之最
藏了多少中国之最？
？

这里是中国最热的地方，2008年8月，曾在此
测到过49.7摄氏度的高温。
这里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域内的托克逊县，
年平均降水量只有 6.9 毫米，自 1979 年 9 月 28 日到
1980 年 9 月 11 日，在长达 350 天的时间里，托克逊
县滴水未降，创造了连续无降水日数的全国纪录。
这里是中国海拔的最低点，域内的艾丁湖，湖
面高程低于海平面154.31米，这个海拔，在全球范
围内也能排进前三。（第一是死海，第二是太巴列
湖低地）
这里有《西游记》里的火焰山，有甘甜的葡萄
和哈密瓜，有凝聚着古人智慧的水利工程——坎儿
井，还有独一无二的的萧瑟故城，你一定知道它的
名字——吐鲁番盆地。
01.吐鲁番盆地，为什么有这么多“最”？
吐鲁番盆地的“底子”可不差，它被夹在天山
的两条支脉之间，北面的博格达山，平均海拔超过
4000米，东天山的最高峰——海拔5445米的博格达
峰也伫立于此；南面的觉罗塔格山，虽然没有博格
达山那样巍峨，但山体高度也普遍超过了1000米，
两座大山“孕育”出的山间盆地，怎么就降到海平
面下面去了呢？
天山地区的板块，在历史上经历数次的开开合
合，地貌在沧海与桑田之间反复横跳，这种地质频
繁变化的结果，就是岩层多有破碎，地层上也产生
了许多断裂带。

在 1200 多万年前，最
新一轮的天山造山运动又
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吐鲁
番盆地的南北两侧，各有
一条地质断裂带，所以它
并没有跟随周围的山峰拔
地而起，而是在强大的挤
压下迅速下沉，感觉就像
在坐跳楼机。
中国的其它盆地，在
地质沉降后往往会有沉积
作用填补。风、河流、湖
泊等因素都会带来沉积物
，但吐鲁番盆地却因为地
形和气候等原因又热又干
，天生“五行缺水”，导致沉积很慢。降得快，长
得慢，两者共同作用，把吐鲁番盆地送上中国海拔
最低点的宝座。
吐鲁番盆地的热与干，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
内陆的盆地本来就热：吐鲁番盆地位于大陆深
处，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晴天多，日
照时间长，一到白天空气就被持续加温。如果是在
平原上，热空气会被风带到别处，但盆地的四周都
有山体阻挡，热气无法消散，形成了聚热效应。
滚滚热浪，又导致了干。来自遥远大洋的水汽
被天山所阻隔，只有盆地西北侧的达坂城山口这一
条通路。山口的海拔比盆地底部高出1000多米，当
仅有的冷、湿的空气从山口涌入后，在下沉的过程
中受到挤压（海拔越低，气压越高），升温变成了
热气团，热气与热气交汇，就是有水也降不下来。
年平均降水量低于 200 毫米，就是干旱气候，
吐鲁番盆地的年平均降水量仅有16毫米，蒸发量却
高达3000毫米，可谓干旱中的干旱。
干，又进一步加剧了热。干燥的空气透明度高
，阳光毫无保留地炙烤大地，盆地里又缺乏水分蒸
发消耗热量，光能被尽数用于提升气温。吐鲁番的
地表，巅峰时候温度经常超过70摄氏度，在这里开
车的司机都会自觉减速慢行，以防车胎过热爆胎。
“热极”与“旱极”，相辅相成，整个盆地，
就如同一炉熊熊燃烧的火焰。

02.火炉里，如何育出甘甜？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
......”一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讲述了一段葡
萄背后的爱情故事：青年克里木去参军，临行时种
下了一株葡萄苗，少女阿娜尔罕引来雪水、搭起棚
架精心养育，在葡萄成熟的时候，也传来了心上人
立功的喜报。
吐鲁番的葡萄，可以说是全国最有名！说来奇
怪，像吐鲁番这样又干又热的地方，怎么想都应该
是寸草不生，为什么还能育出这么甘甜的葡萄呢？
每年的 4-5 月，是葡萄的开花期。葡萄开花时
，气温要高于14摄氏度，还不能有太多降雨，否则
容易落花。每年的 4月上旬，吐鲁番的日平均气温
就已爬到了15摄氏度以上，到了5月更是高达26摄
氏度以上，很适合葡萄开花授粉。
每年的 7-8 月，葡萄的果实膨大，开始成熟。
这个时候的吐鲁番，白天日照充足，葡萄开足马力
积累糖分，晚上地面冷却块，比较凉爽，减弱了葡
萄的呼吸，保留住了珍贵的糖分，积累多，消耗少
，葡萄自然甜。
不过，气候的优势，都是以有水为前提的，在
缺乏地表径流的吐鲁番盆地，人们该从哪里获得水
呢？
其实，这里也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缺水。盆地北
面的博格达山和西面的喀拉乌成山，都有丰富的积
雪，每到回暖的季节，融化的雪水加上山地降雨，
会共同形成地表径流。但当这些径流走出山地后，
就很快渗入到山前的戈壁滩下，形成潜流，成为地
下水。
聪明的古人，用一种叫坎儿井的水利工程，从
地下水中“截胡”了一部分。坎儿井，说白了就是
人工开凿的地下暗渠。盆地里的地势北高南低，所
以坎儿井的头都挖在北面，这里的地下水位海拔高
，是天然的水塔。暗渠有一定坡度，水会自流到田
间地头，或是汇入小型的蓄水设施。
明明是暗渠，为什么要叫做井呢？如果走到外
面看，你就会明白了。每隔 20 到 70 米，人们就要
在暗渠上方开凿一个直径0.7到1米的竖井，挖渠的
工人通过竖井进出，依靠竖井通风，还把工程的渣
土堆弃在井口，形成一个个环形土堆。
从空中俯瞰，一串串土堆呈一条条直线排列，

短的仅有一两百米，长的可达25千米，各串土堆大
致平行，从山前的戈壁滩伸向远方的绿洲，这是大
山在滋养它的子民。
今天的吐鲁番，坎儿井已经成为了灌溉的配角
，抽水的机井可以直接开采地下水。依靠现代科技
取水，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反而
是坎儿井这种“靠天吃饭”的老系统，散发着一种
天人合一的韵味。
03.地理与文明的十字路口
在丝绸之路上，吐鲁番盆地是一个十字路口。
向东，商队可经由哈密前往敦煌，或进入蒙古
；向西，是串联着龟兹、姑墨、高昌、疏勒等地、
直通帕米尔高原的天山南路；向北，跨过达坂城山
口，经由车师古道可抵天山北麓；向南，则是谜一
般的楼兰。
站在十字路口中心的，是曾经的“西域长安”
高昌故城，以及贸易枢纽交河故城，在两者中，又
以交河独具特色，堪称吐鲁番盆地的另一个最。
交河故城，不是一座建起来的城，而是一座挖
出来的城。它建在两条河谷间的台地上，轮廓就像
一艘航空母舰。台地的土层十分坚硬，所以交河的
古人们，采用“减地留墙法”的工艺，在土地上一
寸寸地挖出居住空间，空间四周留下的土则是稳固
的外墙，再加上顶，就成了家。
3000多年前，新疆的原始民族“塞人”，第一
个在交河台地上挖出了自己的城，在之后的1700年
里，车师人、汉人、回鹘人，一个个民族来了，又
走了，他们在前人的房屋下掏挖，建造更加宽敞、
华丽的房屋。
在全世界的范围里，新的城市，都是在老城的
遗骸上生长，唯有交河故城将这一规律倒了个个儿
，成了一座文明“倒悬”的城，它是人类在大地上
雕刻出的艺术杰作，这一模式，放眼全球也很难找
到更多案例。
位于十字路口的吐鲁番盆地，就像一个浓缩的
西域，这里有雪山，有沙漠，有绿洲，也有古城
。交河故城，如同是西域文明的缩影：东西文明
的河水，在这里了交汇，在遥远的大陆腹地，创
造出了一块独一无二的文明台地。
吐鲁番盆地，还真是一个超级“火”的极致
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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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書友會/ 聖地牙哥作家協會 「美麗心世界」 系列講座（四）
劉嫄博士主講 「東非古國 Ethiopia 衣索匹亞文化巡禮」 （中 ）

生活方式現代化。
生活方式現代化
。

劉嫄博士介紹衣索匹亞，這個有三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國
劉嫄博士介紹衣索匹亞，
這個有三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國，
，不僅是人
類祖先 Lucy 的發現地
的發現地，
，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轉運戰
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轉運戰。
。自古以來八十
多個民族與數種宗教在這裡並存，
多個民族與數種宗教在這裡並存
，創出獨特多元文化
創出獨特多元文化。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Mursi (唇盤族
(唇盤族 ）生活介紹
生活介紹。
。

年輕女子自製木栓耳環。
年輕女子自製木栓耳環
。

旅遊觀光業對本土古老文化帶來的不良衝擊。
旅遊觀光業對本土古老文化帶來的不良衝擊
。

列入世界遺產的孔索（
列入世界遺產的孔索
（Konso )文化
)文化。
。

有工程師學位的酋長。
有工程師學位的酋長
。

村落五色繽紛— 彩繪牆
彩繪牆。
。

孔索酋長有趣的繼承制。
孔索酋長有趣的繼承制
。

歷史悠久的孔索（
歷史悠久的孔索
（Konso )文化
)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