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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ocus: Global brands tap Chinese
market via consumer products expo
A visitor tries perfume in the
Fashion Life Exhibition Hall of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ducts Expo in Haikou,
capital of south China’s Hainan
Province, May 7, 2021. Slated
for May 7-10,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ducts
Expo has attracted 648 overseas
companies and 1,365 brands
from 69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well as 857 enterprises and

HAIKOU, May 7 (Xinhua) --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continues to rage and the world economy
drags on,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ducts Expo (CICPE) marks a major step by China to further open its market and bolster the global
economy.
The four-day event opened on Thursday in the
southern island province of Hainan. It is the
first-ever expo focusing on quality consumer goods
held by China at the national level.
Japanese cosmetics company Shiseido was the first
cosmetics company to sign up for the expo. It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CIIE) held in Shanghai in 2019 and 2020, attracted
by the world’s most promising consumer market.
Shiseido China CEO Kentaro Fujiwara said the
CICPE has created a global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o display and trade consumer products. He said it has injected new impetus into global
consumption growth, showing China’s consistent
efforts to share its market opportunitie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are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favorabl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confident in the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market. We will introduce
more new brands,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into
China,” he said.
Shiseido is one of the 648 foreign enterprises

showcasing over 1,300 brands to consumers at the expo.
Covering 80,000 square meters, including 60,000 square
meters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space, it is expected to
be the largest exhibi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rwar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FTP)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said Swiss Ambassador to China
Bernardino Regazzoni.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brands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exhibitors, which once again proves China’s firm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higher-level opening-up,” said
Wang Bingnan, China’s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foreign enterprises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 Chinese market and full of confidenc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in 2018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trade
zone in Hainan and began construction of the Hainan FTP
last year. On April 8, China released a guideline in support
of easing market access in the Hainan FTP. That was one
among many efforts to build the province into a globally
influential, high-level free trade port by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Switzerland,
as the event’s
guest country
of honor, has
an exhibition
area of approximately 1,100
square meters
for 40 wellknown luxury
goods and
high-end consumer goods
enterprises.
The expo
marks another big step

“The expo is an ideal platform
for global high-end brands
to enter both Hainan and the
whole Chinese market,” said
Sung Hae Lee,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the Korea SMEs
and Startups Agency, which
organized the attendance of
50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in the fields of cosmetics, daily necessities and food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at the
expo.
“We hope the Hainan FTP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China’s opening-up and
play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aid Wang, China’s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he total value of China’s imported consumer goods
reached nearly 1.6 trillion yuan (about 244.3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20, accounting for 11 percent of total import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China’s imports of
consumer goods increased by 18.1 percent year on year.
“The potential of the Chinese consumer market will
encourage global brands to enhance innovation an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China, injecting great vitality into
the recovery of the global consumer marke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aid Yann Bozec, president of Tapestry
Asia Pacific, which is also participating in the expo with
its lates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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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Celebrating
National Nurses Day
Today is National Nurses
Day. On this day we all raise
awarenes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all nurses and
the vital role nurses play in
our society.
National Nurses Week begins
on May 6th and ends on May
12th, which also is the
birthday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She was w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nursing.
She became well-known
while taking care of the

wounded soldier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She is called,
“The Lady With The Lamp.”
Today, especially in our
pandemic period, we need to
recognize nurses everywhere
and celebrate their
commitment and dedication to
their patients. Tell everyone
about the service we have
received from the nurses.
When we visit a hospital or a
clinic, again we need to say a
special thanks again to all the
nurses.
In 1953, Dorothy Sutherland,
an employee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sent a letter to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proposing a National Nurses
Day. In 1974,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proclaimed a
National Nurses Week.

Wealee@scdaily.com

Մ↛፹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Today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a shortage of
nurses, including us here in
America. In recent years,

many Asian nurses came to
America especially from The
Philippines. Their hard work
really helped us solve the
shortage problem.
I am planning to suggest the
opening of a nursing school in
West Africa close to Guinea.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train
more young people in
nursing.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their studies, they
can help the nursing shortage
around the world.

Editor’s Choice

A train is seen at the site where a metro overpass partially collapsed at Olivos
station in Mexico City, Mexico, May 4, 2021. The overpass collapsed and a
train plunged onto a busy street below, killing at least 25 people and injuring
some 79 others. REUTERS/Luis Cortes

Rohan Aggarwal, a resident
doctor treating COVID patients, looks at a patient’s X-ray
scan during his 27-hour shift
in the emergency room at Holy
Family Hospital in New Delhi,
India, May 1, 2021. Aggarwal,
26, doesn’t even complete his
medical training until next year.
And yet, at one of the best hospitals in India, he is the doctor
who must decide who will live
and who will die when patients

Eryko, a 6-month-old asylum-seeking migrant from Romania, learns how to walk with the help

Ultra Orthodox Jews look at discarded items on a flight of stairs after 45 people were killed of his brother Antonio, 16, and father Elvis, as they await with others to be transported to a U.S.
in a stampede at a Jewish religious festival in Mount Meron, northern Israel, April 30, 2021.
Border Patrol processing facility after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Mexico
REUTERS/ Ronen Zvulun

Michelle
Melton, who
was 35 weeks
pregnant when
she received
her first vaccine from Dr.
Mayank, sits
with her 10-dayold baby after
receiving her
second vaccine

Turkish riot police
officers scuffle with
demonstrators as they
attempt to defy a ban
and march on Taksim
Square to celebrate
May Day, during a
nationwide coronavirus “full closure” in
Istanbul, Turkey May
1, 2021. Over 200
demonstrator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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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nes And Stimulus Pave The Way
For A Big, Uneven Global Recovery

Illustration: Aïda Amer/Ax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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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ive vaccines and stimulus money in
the pipeline provided two major reasons
for optimism about the global pandemic
recovery this past week.
Driving the news: Real-world data from
Israel found that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was at least 97%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symptomatic COVID-19 cases,
and President Biden signed a $1.9 trillion
stimulus bill that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ojects will add a full percentage point to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is
year.
• The dramatic rebound in the U.S. economy — thanks to 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and rescue package — should directly
benefit top U.S. trading partners, particularly Canada and Mexico, per the OECD.

• “This will not only boost the U.S.
economy, but it will fuel global growth
through increased demand in the U.S.
and from the U.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aid OECD chief economist
Laurence Boone.
• While Chinese growth helped power
the recovery from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U.S. should be at the center
of the rebound this time.
The rosy economic outlook is closely
linked to an expectation that the U.S.
and eventually the world will be able
to vaccinate their way out of the pandemic.
• The new data from Israel — indicating that Pfizer’s vaccine appears to be
94% effective against asymptomatic infection and 97%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Monday, January 25, 2021

BUSINESS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 is another beam of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 So is Monday’s news that Novavax’s still-to-be-approved
vaccine is up to 96% effective.

The other side: A recovery based on vaccinations and stimulus spending risks leaving behind the countries that haven’t
been able to deploy much of either.
• While the OECD now projects the U.S. economy to be
slightly larger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an had been expected prior to the pandemic — thanks to the massive stimulus
bill — the economies of India, Indonesia, South Africa and
Mexico will be 6–8% smaller than anticipated.
• Some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expected to take years to
claw back the growth they lost during the pandemic.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ef Kristalina Georgieva
• And if the Federal Reserve is forced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to
tamp down inflation, emerging markets will be hit particularly
hard, Harvard economist Kenneth Rogoff notes.
The bottom line: After a brutal year, we can now see the growing
green shoots of a global recovery — but they’re unevenly distributed. (Courtesy axios.com)

• Investors could be tempted to move out of emerging-market economies and into the U.S., the WSJ notes.
• Meanwhile, the World Bank projects that there will be 150
million more peopl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by year’s end
as a result of the pandemic.
What they’re say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ef
Kristalina Georgieva is warning of a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countries, due in large part to the vaccination gap.
• Rather than catching up to advanced economies, the IMF
anticipates that the gap in incomes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will grow between 2020–2022.
• She sees that looming divergence as a “major threa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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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VID-19 Recovery Tutorial

The Road To Recovery After COVID: How To Manage Your Long COVID Symptom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Learning to manage your long COVID symptoms after recovery
Recovery from novel coronavirus can take a
while, depending on your symptoms. For many,
it can also span into weeks, often a months battle,
leaving them vulnerable to other medical frailties. Known as long COVID,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1 in 4 patients suffer from post COVID
complications after recovery.
What does post COVID or long COVID mean?

With symptoms ranging from heart ailments,
impaired lung functions, cognitive decline and
compromised immunity, long COVID-19 tends
to affect the ones who have severe COVID-related illness. Dealing with long COVID-19 can also
be problematic. Post-COVID syndrome can go
on to affect anywhere between 25-30%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COVID. In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special post COVID care clinics have also been
thrown open.
What are the symptoms you can experience
with long COVID?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he virus, the infection strain can affect people differently.
Expect a multitude of symptoms, which can
be mild or moderate in nature. Headache, extreme and chronic exhaustion, backache, muscle pain, appetite loss, lingering cough can be
experienced commonly in the first few weeks
after recovery. It could be a persisting symptom or result of the remainder viral load in the
body. Reports that have come out in the recent
months suggest that the most common longterm complications are damage to the heart,
respiratory system, nervous system.
Dealing with different symptoms post
COVID

Since long COVID symptoms are varied,
they are managed and treated, depending on
the type and severity of the signs you have.
While some may slowly recover over time,
some symptoms of long COVID-19 can demand acute attention from day 1. If you suffer
from respiratory problems such as chest pain,
experience shortness or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you might have to prepare yourself to make
some changes in your routine, and additions.
Some respiratory symptoms can also induce
stress on your body and take longer to recover.
Since oxygen saturation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associated with COVID, many patients
are often advised to use medical equipment
like a nebulizer, oxygen concentrators and
cylinder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Be prepared for long-term care

Heart problems, which can occur when there

is sizeable damage to the heart valves or blood
clotting can worsen over years. Hence, longtime care and prevention tactics may need to
be adopted.
You may face fatigue and tiredness

Exhaustion and fatigue is also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taken into concern. Remember, your
body has just fought off a major infection. So,
try and not exert yourself and take your time to
recover, no matter how long or how arduous it
may seem. What one also needs to know is that
COVID-19 also impairs your immunity to an
extent and makes you vulnerable to chronic diseases. To safeguard yourself, adopt all preventive strategies and stay safe from danger. Good
hygiene habits and post-op plans may also cut
down your risk of reinfection.
Keep up with the medications and devised
treatment

Even though the viral load may have gone away,
but it’s doubly important to keep a track of your
vitals when you are on the road to recovery.
Follow up on doctor’s appointments, keep taking medications on time and any precautionary
measures you may have been advised. If you
suffer from co-morbidities of any kind, you
might be in need of altering or changing some
of your medications. Diabetic patients report
a major spike/ loss in blood sugar levels after
recovery. BP levels may remain unstable too.

Keep your doctor in the loop about any changes, or health prognosis. Lastly, remember to go
for regular scans and checkups, which you may
have been advised. Even if you feel well and
healthy, the virus can often cause silent damage
to the body which may create problems over
time. Preventive checkups and tests may rule
out problems before it gets too troublesome.
Diet/ Exercise moderations to follow

Now more than ever should be the time one
needs to concentrate on getting health back to
normal and strengthen immunity. Following a
good diet can help you with that. Ensure that
you consume a rich source of important nutrient
groups- Vitamin C, D, B12, Zinc and Protein
should be had in abundance. These will help
your body recover faster, smoothen metabolism
as well. If you have been following a diet or
special eating plan before COVID-19, pause
for a while before getting back. The only focus
should be eating plenty of nutrient-rich foods
right now. Extreme weight loss can also be a
side-effect after fighting any viral infection so
make sure you eat well during recovery. At the
same time, do not pressure yourself to follow
extreme workouts right after recovery. Slow
down, adopt easy physical exercises which
keep you brisk and get the heart rate up. Give
your body the time it needs to heal first.
When should one approach a doctor?

While most of the symptoms can be managed

well,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be aware of any unforeseen or major symptoms which could be a
cause of worry during your days of recovery.
Health problems like stroke, pulmonary distress
can strike up out of nowhere, so consider seeking help or calling a doctor if you experience
any of the symptoms:
-Extreme shortness of breath-Oxygen deprivation-Chest pain-Built-up pressure around the
heart
-Appetite loss-Fever for more than 10 days-Losing sensation in any part of your body.
Remember to alert your doctor about any new
or worsening symptom(s).
Devoting time for your mental well-being
and seeking help

Lastly, fighting COVID-19- even after you
have made a healthy recovery can be cumbersome. There’s a lot of stress which patients may
experience. A changed, or degraded quality of
life can also be difficult to accept for some.
Some may also require help in completing normal tasks or chores which they were once able
to do easily. This can drain you mentally. Long
haulers should consider seeking help or support
to deal with physical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the virus. There are a lot of support groups online, as well as offline which help
coronavirus survivors on their road to recovery
and resume life. As you heal, also make space
for mindful practices like yoga and meditation.
Not only can these practices relieve stress and
anxiety, it can also help heal faster. (Courtesy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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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 9387 公里
探寻美国人骨子里的秘密

本文的作者大刘(刘群)，四年间，四次驾车横跨、纵贯整个美国，一人一驴(车)，
如唐吉珂德般四处游历。这本《北美客》，并不是一本纯粹的游记，它更像是一本饶
有趣味的故事书，试着从不一样的角度发现并解读这片土地上的国民众生相。

有没有幻想过，有那么一天，你
会像堂吉诃德一样，怀着疯狂的念想
，一人一马仗剑走天涯？
当然，这个世界 99.9%的人都不
会像堂吉诃德那样狂野，但是却会有
堂吉诃德一样古怪的念想，希望终有
一日，能够走遍世界的角角落落，亲
自踏上未曾游历过的土地， 听到许
多新奇古怪的故事，探索从前未知的
秘密。

对推荐者说出了两个字“很棒”。
对一个来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烹
饪王国来者是而言，“美国的烹饪水
平还停留在石器时代，仿佛是中国电
影和好莱坞电影的差距，以及中国乒
乓球水平和美国乒乓球水平的差距。
”

06 哪里都有可爱的人

01.意外和有趣
身为美国开国元勋的华盛顿，为
何不热爱总统宝座，偏偏喜欢在自己
的山庄做腌鱼？为什么一向身体健康
的他，在短短的 21 个小时里，就因病
撒手人寰？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
的秘密？
前美国总统老布什，为何对北京
烤鸭情有独钟？甚至因此使美国一处
中餐馆，成为经久不衰的网红餐厅。
有着“音乐剧的世界杯”美誉的
百老汇，上演的竟是荒诞不经的神剧
《摩门经》；三十多度的高温天气，
带着貂皮帽、穿着长袍、西服的犹太
人，气定神闲地行走夏日的大街上
……
作者以所见所闻的亲身经历，为
读者刻画了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物和场景，以风趣和幽默的语调，讲
述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故事，让人如
见其形，如闻其声，仿佛亲身游历一
般。
作者让储存在我们脑海里的刻板
人物，因此变得栩栩如生。作者的游
历也因此变得意外和有趣。

02 冒险和疯狂
美国人爱冒险，他们的血液中似
乎存在一种神秘的冒险精神和征服欲
。
正如作者所言，从最早移民北美
的几代欧洲人，无论是淘金者还是清
教徒，都算得上冒险家，并且一代一
代把这种血脉传承下来。
那么他们爱冒险背后深层次的原
因是什么呢？或许是重大的回报。冒
险者因利益而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在尼亚加拉大瀑滚雷般的轰鸣声
中，密歇根州退休教师-63 岁的安妮·

泰勒，躲在密闭的铁箍桶里，从瀑布
上方滚落，从而一举成名。
此后，又要 15 人义无反顾地跳入
尼亚加拉大瀑布，虽然他们都有安全
措施，但仅有 10 人生还。
就连足足花了七年时间计划瀑布
跳跃的，特技学校的罗伯特· 奥瓦克
，也没能逃脱厄运，因喷射降落伞未
能拉开，而不幸殒命。
但对冒险的狂热，还是让一代又
一代的美国人，义无反顾的去挑战和
探寻，这或许是他们是骨子里的基因
和习惯。

。女人冷静地补上一枪，然后关门，
打电话报警。
作者的描述很是逼真，就像在
讲述他刚刚看过的一部警匪片。事
实上那个打枪的女人，仅仅只在靶
场练过一次，枪也是不久前才买来
的。
拥枪和控枪，永远是美国人争论
不休的话题，也是这种社会状态下，
永远不会有答案的一个议题。根源还
是因枪而衍生出的巨大金钱利益空间
，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走向。

04 混乱和包容
03.酷帅的嬉皮和危险的枪支
因摇滚乐《66 号公路》而闻名的
那条西部自由之路，事实中却很狭窄
，但依然妨碍不了人们到此追寻他们
心中的梦想，就如电影《逍遥骑士》
里没有尽头却又戛然而止的 66 号公路
，没人能够说清楚，却仍有无数人为
之奔波。
骑着高把哈雷摩托车，带着大墨
镜，穿着带铆钉的皮夹克，包着花头
巾的大叔，“像小孩子穿着奥特曼衣
服打怪兽一样。”在 66 号公路荒漠的
背景下，在一路摇滚的歌声里，轰轰
地踩着油门呼啸而去。带着西部牛仔
骨子里的狂放不羁，就如作者所言
“爽爆了”。
在靶场打枪，是真枪实弹的那种
。而事实上，在美国人的生活当中，
枪支是他们手中的常用工具，是他们
生活的一部分。
正是因此，枪械滥用，也导致许
多惨案发生，成为美国人的悲剧。
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居住在美国
的福建女人的遭遇。三个手持枪械的
家伙，在夜晚偷偷潜入福建女人的屋
里盗窃。女人像幽灵一样突然杀出，
开火。两名抢匪逃窜，一名中弹倒地

是从一部小说《洛杉矶不相信眼
泪》里，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位于美国
西南部的城市。又从本书中，再一次
看到了这个被称为“天使之城”的地
方。
这里是全球重金属音乐之都也罢
，这里曾举办过全世界瞩目的奥运会
也罢，这些似乎统统都离我们很遥远
。而作者眼中看到的洛杉矶，却是充
满了烟火气的城市。似乎如我们亲身
走过了一遍一样。
作者的朋友说这里如今是劫匪和
流浪汉的天堂。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
候从哪里就会冒出一个流浪汉，或是
瘸腿破裤子的黑人，或是喃喃自语的
披发老人，或是脸上脱皮的青瘦高个
儿……每个人嘴里都喃喃念着一个词
“零钱，零钱，零钱……”
他们之中有精神病、瘾君子，也
有真正的破产者。当然还有不爱劳动
，到处流浪的嬉皮士。
他们可以从政府领取每月六百多
元的食品券，但他们也要忍受冬天露
宿街头挨冻的艰辛。
衣着褴褛的流浪汉到超市购物
不会被驱赶，当他们的钱不够支付
所购食物的时候，大多也不会受到

斥骂和责备，这似乎是洛杉矶独有
的包容。
曾出演《黑客帝国》的好莱坞巨
星基努· 里维斯，也会常常头发凌乱
，穿一双破破的靴子，衣着邋遢，像
流浪汉一样坐在街头，享受无拘无束
的自在。

05 成功哲学和有机食品
让无数人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星巴
克，其全球第一家店面坐落在西雅图
。双尾美人鱼捧着刺杀王子的匕首，
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每一个来访者。
而星巴克柜台后的员工，像流水
线一样给客人做咖啡、拿纪念品。应
付着永远排不完的长队， 并没有任
何闲情逸致，和你谈说西雅图的童话
。
而真正的意大利人，绝对不会欣
赏这种改良的意大利咖啡，他们说，
星巴克的咖啡，就像一杯没有味道的
脏水。类似中国人形容堂食的汤叫做
“刷锅水”。
但这丝毫不影响星巴克风靡世界
，成为市值 800 亿元的上市公司。霍
华德· 舒尔茨的成功哲学，是不是极
其令人玩味！
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潘尼斯之家，
被美国美食杂志《餐厅》评选为 世
界前 50 名餐厅之一。
它的创始人爱丽丝· 沃特斯于
1971 年创办了这家餐厅，希望把加利
福尼亚最好的食材分享给大家。
美国人住着最好的房子，却吃着
世界上最垃圾的食品。基于此，爱丽
丝提倡有机食物，并成功说服奥巴马
夫妇，在全美推广有机食物和健康饮
食。
作者在夏日的午后，来到了这家
被称为全加利福尼亚排名第一的餐厅
，用中国人挑剔的味蕾，言不由衷地

“曾经是高度军事机密所在的航
母，如今变成了一个游乐场一样的地
方。”
“曾经仇恨的敌人，曾经相爱的
恋人都被时间带走了。”
谁能想到，在退役的航空母舰旁
边摆摊的，满头银发的 97 岁老妇人
， 曾是英姿飒爽的海军陆战队女兵
，她也曾有过像奥黛丽赫本一样的清
朗明媚。
这艘名为“中途岛”的航母，在
残忍的战争年代，也曾发生过柔情的
温暖故事。
一群经历过喋血战争的大兵，为
了让一架机油即将燃尽的飞机降落，
从而挽救飞机上逃命的南越军少校夫
妇以及他们的五个孩子， 竟然狠狠
心抬起军用价值不菲的军用直升机扔
到了海里，腾出地方让少校的飞机降
落。
大兵们的温暖举动，也曾解冻过
那个冰冷的岁月。
你能想象曾经靠石油发财，而成
为世界首富的保罗· 盖蒂是怎样生活
吗？
他 可 以 花 13 亿 美 元 建 造 一 家 让
人走到腿软的私人博物馆，却害怕
家里的仆人偷偷长时间打电话，而
把家里所有的外线电话都改成了付
费电话。以至于来这里参加聚会的
富豪朋友们，打电话的时候还要自
掏腰包。
而同样身为世界首富，被称为赚
钱机器的比尔· 盖茨，将自己所有的
财产都捐赠给了基金会，不给自己的
后人留下一分钱。也避免了他的后代
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纨绔子弟。
大佬有大佬们的活法，普通人自
然也有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干腻了警察的工作，可以转头选
择成为出租司机；打理家庭旅馆的小
老板，也有可能是一个 失业的工程
师。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写，“禅宗说
，我们不要太执着一切事物。”或许
这就是作者撰写本文的宗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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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電影展望新片資訊量巨大
《黑豹 2》《驚奇隊長 2》正式片名藏玄機！
漫威工作室最近公開一支 「漫威電影展望」 預告影片，介紹 「漫威電影宇宙
第 4 階段」 的電影作品，除了有《黑寡婦》、《尚氣與十環傳奇》、《永恆族》的
精彩片段，以及後續多部電影的正式片名及上映日期，影片當中暗藏不少重要資
訊，像是《驚奇隊長 2》（暫譯）的正式片名 「The Marvels」 就有很大的玄機，
疑似鋪陳 「新團隊」 的誕生。
《永恆族》角色是誰？
這是《永恆族》首度公開的片段，第一個畫面出現的是
《揮灑烈愛》莎瑪海耶克（Salma Hayek）飾演「阿賈克斯」
（Ajax），在漫畫中原本是個男性角色，一直都是戴著金色的
鋼盔，不過在電影中改為女性角色，而且是穿著一般時裝，可
能是為了藏身在地球上所做的裝扮；第二個畫面是個沙灘上的
遠景，角色樣貌看不太清楚，不過中間的角色依據身高來判斷
，應為利亞麥（Lia Mchugh）所飾演的「水精靈」（Sprite），
在漫畫中原本也是男性角色，為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第三個畫面則是「團隊集結」的畫面，左起分別為《MIB星
際戰警：跨國行動》庫梅爾南賈尼（Kumail Nanjiani）飾演的
「金格」（Kingo）、利亞麥（Lia Mchugh）飾演的「水精靈」
（Sprite）、《驚奇隊長》華裔女星陳嘉瑪（Gemma Chan）飾演
的女主角「瑟西」（Sersi）、《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理察麥
登（Richard Madden）飾演的男主角「伊卡利斯」（Ikaris）、安
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飾演的「蒂娜」（Thena）、《屍
速列車》南韓演員馬東石飾演的「吉爾伽美什」（Gilgamesh）
。他們看起來準備要一起對抗敵人，只可惜目前曝光較清晰的畫
面他們都穿著一般服裝，穿著戰服的團體畫面都是遠景，要細節
大概要留待《永恆族》首支預告才會曝光。

《永恆族》攝影機穿幫？
上述「團隊集結」的畫面，背後疑似有一個拿著攝影機的
人，有網友質疑是忘記藉由後製修掉的攝影組的工作人員，其
實應該是電影本身的一部分。庫梅爾南賈飾演的「金格」
（Kingo），他在地球上為了隱藏永恆族戰士的身分，藉由自己
的武術底子，成為一名知名寶萊塢電影明星，因此身邊出現攝
影組專門跟拍名人也是很合理的。

《永恆族》裘莉的金劍？
安潔莉娜裘莉飾演的「蒂娜」是一名戰士，也扮演著猶如
永恆族對外溝通的外交官角色。根據目前推出的周邊商品來看
，她的角色能夠藉由宇宙力量，來形成任何她想得到的手持武
器，因此目前她揮舞的金劍可能只是她的其中一個武器而已。

《永恆族》的時間點？

2023 年，以及橫跨 7000 年的歷史，因此
片中不僅有穿著現代服裝的當今場景，
也有很多可能是古代的場景，包括其中
出現建造於西元前 575 年（距離片中的
現代近 2600 年前）所建設於古代巴比倫
的「伊什塔爾城門」（Eshtar Gate）。

《驚奇隊長 2》暗示新團隊
《驚奇隊長 2》（暫譯）英文片名本應該為《Captain Marvel 2》，如今英文片名正式定名為《The Marvels
》，全新曝光的 LOGO 當中，字母「A」、「S」跟過往
的呈現方式不太一樣，「A」字上有類似白色光芒的符號
，代表著《驚奇隊長》、《汪達與幻視》登場的莫妮卡
蘭博（Monica Rambeau）即將轉變為的超級英雄「光譜
」（Spectrum），而「S」則是代表的全新角色—漫威首
位穆斯林超級英雄「驚奇女士」（Ms. Marvel）LOGO 當
中的「S」。
而改名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漫威工作室打算推出全新
的 IP，在復仇者聯盟、星際異攻隊之外，建立一個全新的
團隊。在漫畫中即有出現「Ultimates」（終極戰隊），設置
在秘密戰爭之後，專門處理「多元宇宙」引發的危機，除
了「光譜」、「驚奇女士」之外，還有即將在《奇異博士2
》（暫譯）首度登場的全新角色-拉丁裔同性戀女英雄「亞
美莉嘉莎薇絲」（America Chavez），甚至《驚奇隊長2》
也有可能引入的全新角色「藍奇」（Blue Marvel）。

《黑豹 2》正式片名是什麼意思？
《黑豹 2》（暫譯）在男主角「黑豹」查德威克鮑斯曼
（Chadwick Boseman）因癌症病逝之後，漫威工作室一再強調不
會找人取代他的角色，也不會使用虛擬影像數位替身來拍攝，因
此英文正式片名《Black Panther 2: Wakanda Forever》，以他在
片中的精神標語「瓦干達萬歲」（Wakanda Forever）為副標題，
不僅延續他的角色精神，更可以聚焦探索瓦干達的世界。
如此一來，在《黑豹》首集出現的角色也有機會好好地介
紹，包括他的妹妹「舒莉」、女友「娜奇雅」、皇家侍衛團侍
衛長「奧科耶」，以及第一線的戰士「烏卡比」，甚至是可能
死而復活的堂弟「齊爾蒙格」。

《刀鋒戰士》、《美國隊長 4》、《死侍 3》呢？

「永恆族」是 7000 年前抵達地球、長生不老的外星人，而
該片時間點主要發生在《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事件之後的

第四階段當中，唯一沒有出現上映日期的是《驚奇 4

超 人 》 ， 而 最 早 在 2019 年 聖 地 牙 哥 動 漫 展 上 宣 布 為 第 四
階段的《刀鋒戰士》，還有粉絲等了好久的《死侍 3》以
及最近才剛宣布的《美國隊長 4》皆未出現在影片中，讓
許多粉絲有些不太高興，不過上述四部片大多只有確定
導演或是演員，可能都算是早期籌備階段，無法推估上
映時間，或是也可能是基於劇情因素，才不方便公開上
映日期。
目前仍有 3 個「Untitled Marvel Movie」未命名漫威電影的
空缺檔期為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7 月、2023 年 11 月，外界猜測
《刀鋒戰士》很有可能是 2022 年 10 月推出，夾在《驚奇隊長 2
》（暫譯）之後、《蟻人與黃蜂女》續集（暫譯）之前，而
《驚奇 4 超人》的順序在影片中的最後一個，很多人猜測可能
是第四階段最後一部電影，如同第一階段的最後一部電影《復
仇者聯盟》首集一般的重要
，那麼上映日期很有可能為
2023 年 7 月或是 2023 年
11 月。

《永遠的我們》柯林佛斯吐心聲怕被愛人遺忘

影帝級演出讓人心疼催淚
由 《 穿 著 Prada 的 惡 魔 》 （The Devil
Wears Prada）金獎提名男星史丹利圖奇(Stanley Tucci)和奧斯卡影帝柯林佛斯(Colin Firth)共
同主演的動人電影《永遠的我們》（Supernova
）即將於 5 月 7 日在台上映，片中兩人飾演一
對相戀多年的同志愛侶，在面對病痛時相互扶
持、彼此體諒，真情流露的演出令人動容。然
而日前卻傳出電影在俄國上映時，當地發行商
為了規避普丁通過的反同志宣傳法，擅自剪去
片中一場兩人依偎纏綿的床戲，引起導演和
LGBT 團體發聲抗議，才讓完整版電影得以如
期上映，而在台上映版本絕對一刀不剪完整呈

現兩位主角美麗動人的愛。繼《摯愛無盡》
（A Single Man）後再度演出同志角色的柯林
佛斯說：「每一次我得到一個新角色，我都覺
得我沒有權力去詮釋別人的人生，所以當我飾
演一位同志時，我會仔細傾聽 LGBT 族群們的
心聲，試著了解他們希望如何被呈現在大銀幕
上，富有同理心並真實呈現，這是身為演員的
責任。」
在電影《永遠的我們》中，幾乎全片都是
雙主角的對手戲，兩位實力派演員互飆演技、
精彩動人，史丹利圖奇飾演的作家塔斯克即便
被診斷出早發性失智症，卻仍努力保持自我、

維持原來的生活，面對疾病不願讓步的掙扎讓
人看了於心不忍。而在今日發布的『演員訪談
』幕後花絮中 https://youtu.be/TCE8JAKNkSM，更
能看到柯林佛斯飾演的鋼琴家山姆無怨無悔地
陪伴付出，看似深情堅定，內心卻充滿害怕失
去摯愛的恐懼，其中一幕他吐露心聲哽咽地說
：「我夠堅強嗎？辦得到嗎？我能眼睜睜看著
你不知年月日，不知身在何處，不知道我是誰
嗎？」更讓觀眾心疼落淚。導演哈里麥昆 Harry Macqueen 也大讚：「柯林飾演的每個角色都
充滿了憐憫和同理心，這些正是山姆的本質，
他必須為心愛的人做出莫大的犧牲，柯林的演

技總是很有人情味。」
《永遠的我們》描述山姆（柯林佛斯 飾）
和塔斯克（史丹利圖奇 飾)兩人相戀 20 年，他
們決定開車拜訪各地親朋好友，來一趟放鬆心
靈的回憶旅行。塔斯克在兩年前被診斷出早發
性失智症，這讓兩人的生活面臨前所未有的考
驗。最終，他們必須正面迎向一個重大的提問
：在塔斯克的病痛面前，他們對彼此的愛究竟
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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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單車總會 6 日舉行線上新聞發布會，公布下周四至周日
（13 至 16 日）展開的 UCI 場地單車國家盃香港站詳情。在新冠肺炎威脅下，賽事已確定閉門進行，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Sarah）已決定年底退役，今次賽事極可能是她最後一次以運動員身份主場出擊。
她呼籲支持者可以透過電視直播為港隊打氣，她會“腦內補完”主場 Fans 在現場打氣的情景。

年底退役

下周出戰場地單車國家盃

港隊今次會派出李慧詩、李海恩、楊礎搖、羅子
駿及杜棹熙 3 女 2 男 5 位車手出戰，已奪得東
京奧運入場券的李慧詩及李海恩自然成為焦點，兩
人 6 日透過大會預先錄製的訪問片段亮相記者會，
Sarah直言十分期待比賽：“我已有1年兩個月沒正
式比賽了，雖然隊內有進行測試賽，但今次賽事是
真正與外國對手較量，也是疫情下首次沒有觀眾的
比賽，可以模擬東京奧運的情況。”

盼 Fans 透過直播支持

運，她已暫定完成全運會及世錦賽使命後，年底便會
正式引退。她深信港隊有不少具潛質的隊友有力接
班，假以時日便可以站穩亞洲舞台，至於退役後的去
向，她不否定會以教練身份繼續為港隊効力，更表示
“若有需要的話，可以在亞運幫他們一把”。

李海恩視奧運預演
今次賽事也會效法奧運會的“隔離泡泡”比賽
模式，將首次出征奧運的李海恩表明會視香港站為

這位香港首席車手將會出戰女子組的爭先賽、
凱林賽及團體競速賽，她希望在爭先賽及凱林賽兩
個奧運比賽項目可以殺入前 3 名，團體競速賽則會
以前 8 為目標。談及今次賽事因應防疫問題將會閉
門進行，主場優勢驟減，Sarah仍希望擁躉們可以透
過直播支持香港車手：“以往香港比賽都會有不同
觀眾入場支持，大家的樣貌及吶喊聲已牢牢記在我
腦中，我知道大家今次比賽也會如常支持我。”
今夏東京奧運是 Sarah 運動員生涯最後一屆奧

長話
短說

●將首次出征
奧運的李海恩
視香港站為奧
運預演。
運預演
。
單車會提供

曹星如限期內挑戰珠峰高度

徐嘉余 汪順齊膺九連冠
中 國 2021
年全國游泳冠軍
賽暨東京奧運會
選拔賽 6 日繼續
進行，浙江名將
徐嘉余、汪順
（見圖）在男子
200 米仰泳和男
子 200 米個人混合泳比賽中各自實現“九連冠”壯舉；
于靜瑤和楊浚瑄在女子200米蛙泳和100米自由泳決賽中
折桂，奧運冠軍葉詩文和陝西隊賀贇分獲亞軍和季軍。
而日前改寫女子200米自由泳亞洲紀錄的楊浚瑄在100米
自由泳中保持優勢，以53秒21的成績奪冠。 ●新華社

廣東女隊衛冕體操全錦賽
衛冕冠軍廣東隊 5 日以總成績 222.428 分奪得中國
2021 年全國體操錦標賽暨東京奧運會選拔賽、第 14 屆
全運會體操資格賽女團冠軍。北京體操隊和浙江體操隊
分別以 216.061 分和 214.695 分獲得亞軍和季軍。本次
賽事的團體比賽採取6-5-4賽制（即每隊每項最多6人報
名、最多 5 人參賽、取 4 個最好成績），預賽成績決定
團體名次，以及個人全能決賽和單項決賽的參賽資格。
另外，獲得團體前 12 名的運動隊、個人全能前 24 名和
各單項前八名的運動員，將獲得參加第 14 屆全運會體
操決賽的資格。
●新華社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陳曉
一次預演，相信有助備戰奧運。大器晚成的她又
莉）UCI 場地單
稱：“我加入港隊後，以為奧運會是終點站，但現
車國家盃香港站
在的訓練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奧運不會是
將 於 2021 年 5 月 13
我的終點，單車生涯之後亦會有下一章。”
至 16 日假將軍澳單車館
場地單車國家盃香港站是疫情下香港首次主辦
舉行。儘管比賽將閉門進
的國際單車大賽，外來人員周日開始會陸續來
行，但市民仍可透過賽事官方
港。據透露，車手及工作人員各為數 100
電視台 TVB 全程為香港車手打
人，在賽事期間，車手每 2 天便會接受 1
氣。另外，賽事行政總監黃志如透
次病毒測試。港隊總教練沈金康稱，
露，為了保障各參賽車手在安全健康的
雖然有部分奧運選手不會來港，
環境比賽，賽事期間將每兩日進行一次冠狀
但對港隊來說，仍是提升車
病毒核酸檢測。
手狀態及模擬奧運隔離
黃志如表示，今次賽事總參賽車手為一百人、工作
形式下比賽的好機
人員一百人，所有名單都已呈交政府，務求在防疫要求下安
會。
全舉辦賽事。他稱，各參賽車手先在機場接受病毒檢測，比賽期
間每兩日檢測一次，香港單車館內也有醫療專家團隊，以策萬全。
另外，賽事籌委會主席梁志華透露：“大會指定電視台 TVB 將會在
myTV SUPER 進行 4 天全程直播， 另外 TVB 85 財經台則會在周六晚上 7 時至 9
時及周日下午3時至6時半進行直播。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港隊。”

參賽車手每兩日核酸檢測一次

●香港單車總會 6 日
公布 UCI 場地單車國
家盃香港站詳情。
家盃香港站詳情
。
單車會提供

● 李慧詩希望 Fans 透過直播
支持香港車手。
支持香港車手
。 單車會提供

●曹星如將挑戰在一個月
內累積登上 8,848 米、相
當於珠峰高度。
當於珠峰高度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近
年郊外行山成為潮流，有“神奇小子”
之稱的香港拳擊好手曹星如亦接受邀請
參加虛擬行山比賽，挑戰在一個月內累
積登上 8,848 米的珠穆朗瑪峰高度，希
望藉此宣揚永不言棄的香港精神。
今次名為《香港百峯行 2021》的
虛擬行山比賽分為百峯精英組、繽紛組
及親子組，參加者可在6月12日凌晨12
時至 7 月 11 日晚 11:59 分內任何時間及
地點進行活動，在起點及終點與個人號

碼布共同拍照，並提交每次行山活動的
攀升高度及路線截圖。
將參與個人精英組的曹星如會在限
期內挑戰 8,848 米的珠穆朗瑪峰高度，
相 當 於 攀 越 9.2 座 大 帽 山 （ 海 拔 957
米），難度甚高。曹星如表示：“人生
路上不會永遠都是平坦大道，總會有起
有跌，亦會有遇到困難、迷失及害怕而
想放棄的時候，但唯有堅持、計劃、策
略和毅力才是致勝之道。”希望藉今次
活動表現出永不放棄的精神。

“昕雯組合”
無緣直通賽 4 強
“ 直 通 WTT （ 世 界 乒 乓 球 職 業 大 聯
盟）大滿貫．世乒賽”暨奧運模擬賽 5 日再
爆冷門，在混雙 8 強賽中，國乒王牌“昕雯
組合”許昕/劉詩雯以 2：4 負於周雨/陳幸
同，無緣四強。
作為混雙黃金搭檔，“昕雯組合”曾多
次登頂世界大賽，把持世界排名第一的位
置。因傷病原因，劉詩雯曾休戰一年，此次
大賽是劉詩雯和許昕自去年 2 月的德國公開
賽後首次搭檔亮相。在單打小組賽中，劉詩
雯 4 戰全勝晉級八強；在混雙 16 強賽中，
“昕雯組合”以4：0橫掃對手。

許昕/劉詩雯 8 強賽的對手是周雨/陳幸
同，後者曾是亞錦賽混雙金牌得主。比賽開
始，“昕雯組合”在前兩局以 0：2 落後，但
他們在第三局、第四局將大比分改寫成 2：2
平。惟接下來的賽況卻並未按照球迷們設想
的軌道運行，“昕雯組合”以 14：16、8：
11再輸兩局，以大比分2：4被淘汰出局。
在賽後接受採訪時，劉詩雯認為，“我
們的實力、質量和前三板的特長都沒發揮出
來”。許昕則稱，開局發動太慢，在連輸兩
局後開始被動追分，已無法打出自己的特
點。
●中新社

●許昕
許昕// 劉詩雯
劉詩雯（
（右）混雙止步八強
混雙止步八強。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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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浩監制《熱帶往事》定檔 6.18
彭於晏張艾嘉聯手開啟暑期檔
5 月 5 日立夏當天，由寧浩監制
，溫仕培執導，彭於晏、張艾嘉、王
硯輝領銜主演，章宇友情出演，姜珮
瑤、蘆鑫、陳永忠、鄧飛主演的電影
《熱帶往事》正式定檔 2021 年 6 月 18
日全國公映，強勢開啟暑期檔。影片
更同步釋出“高溫預警”定檔海報和
“袒露真兇”定檔預告，首度為觀眾
呈現熱帶美學：定檔海報色調濃郁，
帶有復古風的影調將影片獨有的悶熱
潮濕感呼之欲出。定檔預告中，南方
濕熱的夏夜裏迷霧重重，高飽和色
調結合迷離光影，幾組人物命運交
織纏繞，一場熱感十足的犯罪大戲
即將揭曉。《熱帶往事》作為同檔
期唯一一部犯罪類型片，集結臺前幕
後豪華陣容，堪稱暑期檔不可錯過的
觀影首選。
《熱帶往事》定檔 6.18 雙發海
報預告高溫預警彭於晏張艾嘉王硯輝
首度聯手引爆暑期
由寧浩監制，新人導演溫仕培執
導，彭於晏、張艾嘉、王硯輝領銜主
演的犯罪片《熱帶往事》官宣定檔 6
月 18 日，並雙發定檔海報與定檔預
告。定檔海報中，彭於晏倒躺於暗綠
色的水面上，搭配濃郁紅色調片名，
一股潮濕熱烈的質感撲面而來。而海
報右側破碎的玻璃中，似有一張臉在
暗中窺視著彭於晏，做足懸念氛圍。
定檔預告則全程以王硯輝的旁白“我
要給你講個故事”展開，節奏緊張，
色調鮮明。預告中彭於晏未發一言卻
狠勁十足，此番男神形象暴瘦，其角
色好似陷入一樁謎案，荷爾蒙混合血

水汗水，首度呈現內斂爆發力。張艾
嘉則面對無名屍體露出驚恐神情，隨
後被彭於晏“跟蹤”，兩人點煙一幕
更引發觀眾好奇，他們之間到底是什
麼關系？《熱帶往事》預告片完美體
現出溫仕培導演所追求的高飽和色調
混合迷離光影，動作場面粗礪直接，
幾組人物命運交織纏繞，一股令人神
經緊繃的高視聽強情緒觀感揮之不去。
作為今年開啟暑期檔的唯一一部
犯罪片，《熱帶往事》影片陣容可謂
是“神仙”組合：偶像與實力兼備的
彭於晏首度擔綱國產犯罪片男主，他
與華語影壇全能“最嘉”女神張艾嘉
的組合無不令影迷心動。而在多部犯
罪片中貢獻了教科書式演技的王硯輝
更為影片增光添彩，預告中的旁白已
然“灼心十足”。近幾年被觀眾親切
稱為“土狗”男神的章宇也在片中有
驚喜演出。另有姜珮瑤、蘆鑫、陳永
忠、鄧飛等優秀演員加盟主演。《熱
帶往事》的陣容組合皆為全新搭配，
坐實今夏不可錯過的強類型強卡司。
同時《熱帶往事》新鮮的敘事視角，
獨特的美學風格，皆力圖為犯罪類型
片註入新鮮的血液和獨具魅力的本土
化表達。
監制寧浩精準把關再推新人導演
溫仕培三年打磨同檔期唯一犯罪片
自 2016 年寧浩與壞猴子影業對
外公布並推出"壞猴子 72 變電影計
劃 ”，用於集結和扶持有誌青年電
影人，發掘電影新生力量，該計劃已
經推出了路陽導演作品《繡春刀Ⅱ：
修羅戰場》、文牧野導演作品《我不

是藥神》、申奧導演作品《受益人》
等一系列商業與藝術性兼具的作品。
其中文牧野導演的《我不是藥神》更
是斬獲 31 億內地票房與多項業內重
量級獎項。此次監制寧浩再次扶植新
人導演溫仕培，歷經三年打磨《熱
帶 往 事 》，讓很多影迷望眼欲穿，
再次展現了華語頂級電影人提拔新人
的嚴苛和對影片質量的精準把控。
作為引爆今年夏天的一部強類型
犯罪片，《熱帶往事》早在項目開發
階段就備受業內矚目。影片曾入圍
2017 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項目創投
，獲“壞猴子 72 變電影計劃特別關
註項目”，除此之外還入圍了 2018
年柏林國際電影節天才項目市場，獲
“VFF Talent Highlight Award”項目
創投首獎，是史上首個獲此獎項的華
語電影項目。導演溫仕培表示，自己
在類型片中追求更有“余味”的表達
，《熱帶往事》力圖呈現出一種類型
片模式下獨特的氛圍感與類型化敘事
之外的“回甘”，使之更貼近導演的
表達訴求。據悉，電影《熱帶往事》
的氛圍感不僅體現在美學風格上，更
體現在敘事視角上，鮮有的嫌疑人視
角對其他主角的窺視引人入勝，將為
影片增添更多新鮮感與神秘感。
電影《熱帶往事》由壞猴子
（上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北京
京西文化旅遊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歡喜首映文化有限公司、北京阿裏
巴巴影業文化有限公司、騰訊影業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影片已正
式定檔 6 月 18 日全國公映，高溫預
警，袒露真兇。

上映致敬中國維和警察
2022

劉偉強監制李達超導演電影《維和防暴隊》殺青

。導演李達超曾與
劉偉強合作《烈火
英雄》等十余部作
品，二人的默契配
合亦讓人更加期待
此次的精彩呈現。
電影以臺前幕後專
業班底弘揚維和精
神，傳遞了中國人
民對和平的珍視與
熱愛，同時向全體
由劉偉強監制、李達超執導的電 維和人員致以崇高的敬意。
影《維和防暴隊》日前已順利殺青，
並發布先導海報。電影聚焦中國維和
彰顯青春正能量《維和防暴隊》
警察，講述中國維和警察防暴隊在海 傳遞和平使命
外執行任務的故事。影片由黃景瑜、
值此殺青之際，片方首度發布了
王一博、鐘楚曦、張哲瀚、谷嘉誠主 影片先導海報，在象征和平的“維和
演，片中他們頭戴藍盔，全副武裝， 藍”基調下，盡顯中國維和防暴隊英
再現中國維和警察為和平執甲前行、 勇氣勢。自 2000 年參與維和行動以
勇毅遠赴的英勇形象。影片預計 2022 來，中國累計選派維和警察 2600 余人
年上映。電影由中中（北京）影業有 次，先後在聯合國 9 個任務區和聯合
限公司、捷成星紀元影視文化傳媒有 國總部執行任務。21 年光輝歷程，21
限公司、萬達影業（霍爾果斯）有限 年拼搏奉獻，中國維和警察為了世界
公司出品。
和平勇於擔當，為祖國贏得了榮譽，
電影《維和防暴隊》殺青黃金班
底致敬中國維和警察
電影《維和防暴隊》1100 多名工
作人員，歷時三年多的籌備與拍攝，
目前順利殺青。片中，中國維和警察
防暴隊在海外執行任務，為了維護安
全與和平，在危險中前行，枕著槍聲
入眠。此次維和防暴隊的成員們又將
應對全新的嚴峻挑戰，向世界展現中
國維護國際和平的大國擔當。
影片監制為執導《建軍大業》
《中國機長》《中國醫生》的劉偉強

在聯合國維和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篇
章。在《維和防暴隊》拍攝中，一眾
青年演員也用青春彰顯正能量，真實
演繹出維和警察承載和平使命、傳遞
友誼心願的面貌，展示出維和警察忠
誠、拼搏、團結、奉獻的精神，讓更
多觀眾了解中國維和警察的英勇風采。
電影《維和防暴隊》由劉偉強監
制、李達超執導，黃景瑜、王一博、
鐘楚曦、張哲瀚、谷嘉誠主演，中中
（北京）影業有限公司、捷成星紀元
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萬達影業
（霍爾果斯）有限公司出品。

倪大紅白敬亭“爺孫組合”很搞笑
都市情感劇《八零九零》
正在湖南衛視熱播，該劇以年
輕視角解構養老問題，聚焦養
老和代際溝通，探討愛與責
任 。劇中白敬亭、吳倩領銜的
90 後，以青春碰撞暮年，與倪
大紅、李建義、楊新鳴、吳冕
等老戲骨共同演繹“老年人的
美好年華”。
“90後”與“80歲”的碰撞
養老題材電視劇《八零九
零》主要講述的是葉小妹(吳倩
飾)、過三爽(白敬亭飾)兩位“90
後”年輕人承辦、重建養老院
，與一群七八十歲的老年人間
發生的故事。故事聚焦在老年

人身上，他們性格各異，身份
不同，經歷了不同的人生和故
事，老年生活也無比精彩。
曾經的“ 金 牌 廚 神 ”過爺
(倪大紅飾)外表霸氣，內心呆萌;
養老院院長林素芬(吳冕飾)優雅
睿智，雷厲風行;處在老年叛逆
期的“不高興”(李建義飾)時常
鬧脾氣，任性而為;“朋克養生
控”石長生(楊新鳴飾)專註各種
長壽偏方，樂此不疲……劇中，
養老院儼然成了百歲幼兒園，
匯聚了極具代表性的老人群像
。該劇旨在打破年齡壁壘，巧
妙連接“八零九零”，以 90 後
年輕人管理養老院、重建養老
院為主線，延展出愛與陪伴、

夢想與堅持的主題。延遲退休、
提高養老金標準、空巢老人……
眾多熱點養老話題背後，探討
的是如何才能實現“老有所養
、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
所安”。
“爺孫組合”倪大紅白敬
亭過招
劇中白敬亭出演男主角、
保健品銷售過三爽，他是個欠
債被追、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
。劇中，過三爽每天都像打雞
血一樣推銷，為了賣產品喊八
十多歲的奶奶“老姐姐”，
“不是真孫子，能不能裝孫
子”“小鮮肉吃不吃”“我
不 幹 凈了”等臺
詞處處爆梗。
白敬亭和老
戲骨倪大紅在
《八零九零》中
是一對非常有看
點的“爺孫組
合 ”，笑料不斷
。兩人之間最難
忘的一場戲就是
在出租屋裏，爺
孫兩個人躺在床
上互動的那一場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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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
工
開
收
祥
子
林
”
空
太
上
拍 MV“
● 說到還有葉蒨文這張
“親情咭
親情咭”，
”，林德信笑言
林德信笑言
留待開演唱會再算。
留待開演唱會再算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德信（Alex）推出全新
國語單曲《愛沒有理由》，邀得爸爸林

● 林子祥演林德
信的老年版。
信的老年版
。

子祥（Lam）助陣拍 MV，“父子檔”首次

● 林 德 信 在 MV
中化身太空人。
中化身太空人
。

在 MV 中合作，阿 Lam 為了兒子樂於客串做茄
喱啡角色，在壓軸鏡頭現身演繹在宇宙時空變

林德信

老的 Alex，Alex 以“父子價”開工利是回贈
給爹哋做報酬，揚言對他來說有爸爸的客
串是好重要，縱使是得一個鏡頭，Alex 也一字記之曰：勁。

●林德信自資了 6
位數字拍MV
位數字拍
MV。
。

林德信以獨立歌手身份
自資推出國語單曲《愛沒有理由》，

由他與老友恭碩良，朱琳聯手炮製，從歌曲
創作，到構思MV拍攝，前後足足經歷3年的漫
長日子，Alex 表示：“最初首歌音域好闊，高
音到唱唔到，經再三修改，現時版本較多層
次，自己都要苦練 3 個月，錄了整整一年時間
先完成，能夠跨越這次挑戰，日後唱live更有信
心。”

MV 跟 Lam 經典歌呼應
《愛沒有理由》富有很強故事性，描述一
粒微細星塵演變成一個人，可以在宇宙空間覓
到愛人，這股神奇力量牽涉到太空宇宙和時
差，認真的製作下，只有5分鐘的MV便已拍足
一年，Alex 不諱言：“這是入行以來製作費最
貴的 MV，自資了 6 位數字，但當想到歌曲是永
久長存，一切都值得。”
為了配合呈現宇宙時空的畫面，Alex 化身
太空人的角色需要遊走時空由年輕變老，問題
是運用特技效果的話，又要再花一筆製作費，
導演提出最慳錢方法是索性用年長的演員，別
無他選一定是 Alex 的爸爸林子祥，誰會比有血
脈相連的親父子最相似，最初 Alex 沒有答應，
擔心別人指他靠爸爸的關係做宣傳，只是左挑
右選也找不到一個合心水人選，最終 Alex 戰戰
兢兢開口搵阿 Lam 幫手，Alex 說：“他唔係咁
易應承，我要請求他，先後約他出來吃了三四
次飯，逐次由初步構思講到 MV 內容，最後一

區瑞強下月開騷
請家人上台唱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區瑞強（Albert）親自填詞，並與音樂人
鄭鳴共同監製最新個人單曲《總有緣》現已推出，歌曲是由經典英文歌改
編而成，以民謠風格結他伴奏配合一種抒懷的懷舊氣氛呈現出來，當中的
“緣”是指Albert與出道多年來的粉絲、支持者、同路人的緣分。
在推出新歌的同時，Albert 亦向大家宣布將於 6 月 21 及 22 日一連兩日
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區瑞強 我家你 再重聚演唱會”。在演唱會的名稱
上，Albert 及他的團隊亦花了不少心思，
“我家你”可以理解為“我加你”，同時亦
可理解做家庭之意，因為今次演唱會有別於
以往找來不同歌手擔任嘉賓，反而是請來家
庭成員，到時 Albert 的兒子區昕進（Adrian）及妹妹區桂芬亦會上陣演唱。
Albert 坦言疫情對於香港歌手來說影響
巨大：“疫情令到我哋差唔多兩年都無得開
實體演唱會，現在難得可以重回我成長嘅地
方文化中心同大家再聚，希望畀到最好嘅音
樂大家。”故此，在演唱會的音樂班底上，
Albert 亦找來了靚聲琴手詠詩，《總有緣》
一曲的編曲結他大師劉卓威及大提琴家等
樂手助陣，整個演唱會將會以抒懷的靚聲民
● 區瑞強很期待於演唱
歌風格呈現，Albert 很期待於演唱會與一眾
會與歌迷面對面再聚。
會與歌迷面對面再聚
。
歌迷面對面再聚。

搵父親客串

慳製作費

次先敢開口話由他演最後
一個交代時差鏡頭是最完
美的鋪排，好在他一口應
承。”至於是否收“父子
價”，Alex 笑說：“有畀
開工利是給他，他收到好
開心，爸爸話我可能由細到大聽到他唱‘願我
會揸火箭 帶你到天空去……’，這首歌才會呼
應出這個鏡頭，歌詞跟今次故仔好配合，好有
緣，他好犀利。”阿 Lam 看過 MV 也很喜歡，
說到阿 Lam 不惜做茄喱啡，Alex 即說：“對我
來講，由佢客串是好重要，佢一個鏡頭已經可
以交代到劇情，勁呀，好難得有他出現。”說
到還有葉蒨文這張“親情咭”，Alex笑言留待開演唱會再算。
以投資者身份出歌的他，可有
信心回本？他坦言：“沒去想，音
樂是我興趣，當為自己儲存資料，
只有諗出來的作品是永久的，不如
其他東西會損壞和失去！”

過，見他放了不少心機和本錢去拍，為何我會
知道？因他給我在 MV 中演一個茄喱啡角色，
由頭看到尾，我去到最尾先有一個鏡頭，個鏡
頭都恰當，因他由細便聽我唱‘願我會揸火
箭……’。好啦，Alex 你記得，如果仲有咩好
的茄喱啡角色記得搵老竇呀！”

Lam 見證囝囝落足心機
而林子祥也有拍片鼓勵 Alex，
他說：“最近 Alex Lam 寫歌神速，
比我更快，不知是否邊做瑜伽下想
出不少新歌，今次這首歌我已經看

不知裕美爆料用意
麥貝夷指已少聯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麥貝夷 6 日
拍 攝 香 港 潮 玩 潮 食 直 播 節 目 《H.K. Pop
Live!》，她特別介紹品紅酒，不過她指自己
酒量一般，只是疫情關係留在家多時間研究
紅酒的資料，她本身則紅酒和啤酒都愛飲。
麥貝夷去年已入行十年，本來也有些計
劃，礙於疫情影響，直至最近有好友相助，出
錢出力給她拍微電影及推出新歌。而她指自己
第一首歌《前度》從前沒拍過MV，也希望可
以再補拍，但最近她跟翟威廉的緋聞纏身，會
否擔心又被指舊事重提？她表示沒這意思，只
是她曾唱過《前度》和《勾手指尾》兩首歌，
●麥貝夷
希望之後能找到幸福，奈何還未發生。
談及裕美爆料，麥貝夷回應說：“也有
聽聞，我和裕美是好多年好朋友，也互相幫助沒計較誰付出多與少，
是拿個心出來，後來她都有幾段感情有點經歷，我都在社交平台為她
向網民逐一回應！”但覺得裕美在幫你還是害你？麥貝夷續稱：“那
要她自己才知，我不知她用意！不過 Edmond（前男友）的確是她介
紹我識，他是好好的男仔，我們認識後就拍拖，但到中後期，裕美有
自己生意又拍拖，大家的生活各向兩邊走，到我與男友分手，也沒跟
她聯絡！”但裕美指她有男友仍與翟威廉過夜，到底有否發生過？麥
貝夷說：“感情的事只有兩個當事人最清楚，我回應去到這裏！人家
說甚麼我控制不到！”跟裕美是否沒朋友做？她坦言是少了聯絡，做
朋友都是講緣分，她也不會主動叫對方收聲，不會去控制別人。她又
強調沒因為是非影響到工作，即使朋友出錢出力幫她，也不涉及感情
或追求之意，自己也剛分手沒想這麼快再拍拖。問以後會否帶眼識
人？她笑答：“我會去檢查一下眼鏡度數！”

黎燕珊母女檔拍廣告吵大鑊？

●林子祥父子與製作團隊合作愉快
林子祥父子與製作團隊合作愉快。
。

湯洛雯 34 歲生日
馬國明被嫌交行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湯洛雯（靚湯）6
日 34 歲生日，她在社交平台分享了獨自在她至愛的 Q
版獨角獸生日蛋糕前許願照，並留言：“又長大了，
只求生活快回到正軌，大家身體健康，知足常樂”，
男友馬國明未幾即留言祝賀：“祝身體健康……”，
但被網民笑指他交行貨，而李佳芯、徐榮、黃嘉雯、
丁子朗、陳敏之、陳煒、傅嘉莉、陳自瑤、簡淑兒、
何遠東及有不少網民都有送上生日祝福。
近日靚湯要拍攝新劇《雙生陌生人》，不過生日當
天就不用開工，她曾透露會香港一日遊，去主題公園、
行山來慶祝，雖然男友馬國明已回港，但愛熱鬧的靚湯
未有重色輕
友， 她相約了
● 湯洛雯獨自在生日
一班好友岑杏
蛋糕前許願。
蛋糕前許願
。
賢、朱千雪、
楊秀惠及蔡思
貝開派對慶
祝，不過就未
見馬明蹤影。
相中所見， 除
了蛋糕，就連
現場布置用了
靚湯最愛的獨
角獸氣球，同
時還有大束鮮
花，未知是否
男友所送。

張達倫疫下密密接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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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报告 2020，透视中国千万移民潮
前不久，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发布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20》蓝皮书 。截至到 2019 年, 中国移民海外
的人数已经达到 1073 万人，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移民输出国（第一，印度，第二，墨西哥）。这似乎并不新鲜，毕竟中国是人口大国。从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出国深造是很多 60 后，70 后高不可攀的人生轨迹。转眼来到新世纪，复兴强大的当下，在结合蓝皮书中指
出的数据现象背后，笔者愿为你分享一下中国千万移民背后的变化或原因。

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为代表的欧洲申
根国家；第三，是从地缘范畴内划分的中国周边国
家，例如：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居多。以上
可以看出，以英文为母语的发达国家，无论是教育
还是移民，一直是国人的第一选择，当然，这些国
家的移民门槛也一直居高不下。但是，伴随着欧洲
一些国家这些年相继推出投资购房类黄金签证（例
如：西班牙）及高端人才移民项目（例如：德国）
，都在抢占着移民市场的份额，同样，结合政策和
数据，对于移民欧洲的人群可以断定，以家庭团聚
类移民为主的人数也占有绝对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
: 印度，孟加拉，近几年为何受到国人青睐？很多
人可能很不理解，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东南亚的
一些国家贫富差距非常大。物价低，生活的舒适性
要高于国内，而最重要的是事实，还缘于国人在这
些国家从业或经商的人数逐年增加，以此为主要移
民目的，毕竟中国商人要考虑中国制造业的原料及
人工成本，这些都已经失去早年的优势。

移民第一目的：子女教育

移民目的多样性
时至今日，移民的初衷俨然已经不是以改变生
存状况为目标。取而代之的改变，是移民目的的多
样化。我们可以从蓝皮书中的前二十个目的国的排
名清晰可见。
二十个移民目的国，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移
民国家阵营。第一，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英国为代表的英语发达国家；第二，以德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依然是目前大众选择移民的
首要因素。世界顶级大学在美国，在英国。中国的
教育问题并不会得到很多家长的承认。教育部鼓励
出国留学，因为人才一定要国际化。
同时，未来出国留学的热潮也不会减退，尽管
疫情已经让很多留学生及很多人的留学计划被迫搁
置。以美国为例，2019 年中国留学人数接近 37 万
人，占美国国际生中的 33.7%。然而，伴随国际形
势的发展，英国，加拿大，澳洲的留学市场份额在
逐步扩大。
直系亲属类家庭移民数量将增加 以直系亲属
为主的家庭团聚移民占比将会增加。理由是，第一

，出国留学热潮不退，移民年轻化趋势显现。第二
，移民劳工数量持续增长。第三，各国技术类移民
及杰出人才移民的需求量增加。以上三种移民的趋
势将势必拉动直系亲属（配偶及子女）移民的申请
数量。
全球征税 CRS 将是高净值移人群民的考量标
准 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或地区承诺实施 CRS，其
中就包括中国，澳洲，香港和新加坡。加入计划的
国家，自动分享在银行体系里不属于居民的人的账
号和资料，会自动把银行账号资料与中国税务局交
换，高净值人群在选择目的国移民的时候会考虑哪
些国家加入 CRS 这个风险。那么，低税收，非 CRS
国家会是未来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以学生签证的方式去加拿大读书，毕业后利用工作
签证的政策再办理加拿大移民，基本上都能如愿。

人才争夺战
虽然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但是，全球经济
的竞争一直没有停息，而竞争的背后是一场旷日持
久的国际人才大战。2020 中国移民蓝皮书中提到了
日本，通过 1 号 2 号签证，扩大高层次引进规模，
建立 2017 年未来投资战略，已经提前完成 2 万高科
技人才的储备。除此之外，加拿大为杰出人才推出
联邦自雇移民项目，英国为创业人员推出了英国创
新签证，澳大利亚从 2019 年通过全球人才官推荐
的方式建立全球人才独立移民计划。

移民人群是以“中端”人群为主
定向移民趋势
其实，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不合时宜。这里的中
端，不是指中产阶层，暂且把“中端”定义为普通
群众。以往，大众心目中会认为移民整个词专属于
有钱人，高净值人群的词汇。其实不然，移民是中
性词。截至到 2019 年，国际移民增长放缓回落到
2005 年水平，OECD 国获得永久居留权明显下滑。
但是，移民人群在区域内迁徙更加频繁，在地理上
产生聚合，在全球移民数量占据的比例当中，以工
作能力方面为标准的移民份额的占 74%，这些都属
于中端人群。
而这些人都在向国际移民高收入国家转移。也
就是说，很多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办理投资移民
，但是他们可以选择工作移民的方式，新西兰政府
开放工作签证对于低技能人才的需求，如：建筑工
，技工，加拿大开放了边远地区农业移民试点移民
等项目。
很多国人也通过一些国家的签证利好政策来群
求移民，例如，通过加拿大留学转移民的方式，先

国际人口一直在频繁迁徙，然而疫情导致地球
村一下子停滞下来，疫情又让很多国家产生了反移
民的思潮，未来，难民管制会更加严格。而发达国
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将直接导致很多国家采用更定
向的移民方式来解决本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加拿大
每个省的移民方案都不一样，技术移民，雇主担保
都有自己的省提名标准和名额。澳大利亚，无论是
投资移民还是技术移民，州政府都有独立的移民指
标和入围标准，而且很多移民方式都必须是以州政
府担保的方式进行筛选，再通过联邦政府的批准。
总结，以上的内容分析可能有些片面，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对于那些打算移民的人群来说，相信
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和移民目的，未来更有针对性
的考虑自己移民的方式，以及移民的国家。而对于
移民行业从业者来说，消费者的画像应该相对清晰
，针对性的做好移民项目以及移民产业链上的配套
服务，将更有助于我们国人走向世界。

150 万人抢 9 万移民名额！
但还有上千华人在焦虑中等待遣返
距离 5 月 6 日“9 万移民新政”越来越近啦！但
是，截至到目前为止，移民部还没有更多申请细节
公开，这让许多“待申请人”感到非常烦躁！
虽然有 9 万个申请名额，但符合申请资格的人
就高达 150 万人，录取率 6%真是堪比中国高考 211
大学录取率，2020 年高考 211 录取率是 5.22%。
根据加拿大移民部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加拿大共有 53 万个有效学签、71.7
万个有效国际交流工签（IMP）、7.7 万个有效临时
外籍工签（TFWP）。
根据加拿大移民部统计，2021 年第一季度期间
就发放了 12.4 万个 IMP 和 4 万个 TFWP。
这意味着，到 5 月 6 日，加拿大境内共有：近
150 万名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僧多粥少，一些无良
中介看准这个情况推出什么保证移民的广告，大家
要擦亮眼睛以免得不偿失，不要病急乱投医！
加拿大最大移民欺诈案日前又有了新的进展，
案件中华裔涉案男子 Xiao Feng、Xun Wang 等人涉
嫌无牌照帮助一千多名客户伪造在加拿大信息，并
帮助客户非法取得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虽
然主谋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当局仍继续追查
Xun Wang 的 1,677 名顾客。
4 月 13 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公布
了对 Xun Wang 的 1,677 位前客户的最新审核，有
609 名已经拿到加拿大永居身份的申请者被取消身
份，不被允许入境加拿大；另外 221 名已经成为加
拿大公民身份的人可能会被剥夺身份；另外还有
252 名“通过其它程序失去了移民身份”，有些自
愿放弃永居或公民身份的也包括在内。
Xun Wang 案是 2015 年 2 月 10 日被加拿大边境
服务局（CBSA）宣布起诉的。CBSA 称“掌握至少
165 例欺诈实例”，并指控 Xun Wang 15 项涉及移
民及难民法（IRPA）、刑法（CC）、税法（ITA）
相关罪名，包括非法移民咨询、虚假陈述、伪造文

件、诈骗、非法获得税收抵免、逃税等。
CBSA 表示，2010 年开始，埃德蒙顿 (Edmonton) 移民局工作人员起先发现有 63 个永久居民申
请人居住在卡尔加里、温哥华、埃德蒙顿等地区，
但是住宿地址皆为相同，便察觉端倪，于 2012 年
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是有移民公司在背后让这些
申请人 “看起来” 像居住在加拿大，以维持永久
居民身份和加拿大公民身份。
随后 CBSA 派人突袭了主谋 Xun Wang 所经营
的移民顾问公司：New Can Consultants and Wel-

long Investment。CBSA 共获得 90 箱文件、18 台电
脑和 200 本护照，还包括数万封电子邮件。
从此，一个涉及数千名中国人签证、移民、就
业和税务的巨大欺诈案终于公告天下。
相关资料显示，Xun Wang 协助造假的手段花
样繁多，有些简直胆大妄为甚至匪夷所思。除了并
不算罕见的学历、雇主证明造假外，Xun Wang 的
公司还伪造中国及加拿大出入境图章，在中国护照
上对出入境记录造假，以满足枫叶卡所要求的在加
拿大境内居住下限，甚至有些客户的中国护照本身

就是伪造的。
Xun Wang 曾用自己的列治文住址，为 114 名
客户填申请表，而这些客户没有居住在加拿大。这
些移民中介为客户做假，提供造假的加拿大居住情
况，帮助他们申请移民或公民身份，伪造护照上的
出入境日期图章，伪造工作信息等。
调查显示，Xun Wang 在 2006-2013 长达近 8 年
时间里共计为多达 1200 名以上的中国籍加拿大移
民申请者提供带有欺诈性质的移民申请和永久居民
身份保持服务，总共收受服务费用 1000 万加元以
上，其中 Xun Wang 个人就获利了 270 万加元。
刑事检控专员 Jessica Patterson 在起诉书中指控
被告长期、大批量、有系统地造伪，以协助委托人非
法获取、延续移民身份、骗取入籍资格。不论涉案人
数、造假规模和涉案金额都是加拿大史无前例的。因
此求处徒刑 7 年半并要求处罚金。法官 Reg Harris 最
终判处 Xun Wang 有期徒刑 7 年，并以非法骗取退税
和逃税罪名，要求18.7万和73万加元的罚金。
尽管Xun Wang的一些“客户”以不知情、受害
者的身份向联邦法院提起过诉讼，希望能保留住移民
身份，但移民局律师认为，这些人并非什么都不知道
，比如那些长期居住在海外的人，他们的护照盖上了
假的出入境印章，这些不可能完全不知情。
还有为了配合加拿大移民局电话寻访，Xun
Wang 手下的移民顾问“友情客串”扮演申请人，
租用公寓开通电话用来接听移民问询电话以伪造
“在场证明”。同时还借壳几间公司，为“太空人
”伪造工资证明和收入报税单。这些状况都是明显
的配合伪造，那些申请者不存在不知情的情况。
CBSA 表示，如果发现有移民申请者谎报虚假
资料，则可能面临被撤销永久居民身份的风险。
申请移民一定要走正规途径，即使你一时侥幸
凭借旁门左道拿到了加拿大移民身份，也有东窗事
发的一天，终究还是误了自己。

臺灣影視

轉 彎 之 後 金馬影后
陳淑芳等實力派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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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轉彎之後》由魏德聖監製，香港新銳導演黃千殷執導，張庭瑚、顏卓靈、黃堯、柏智杰主
演，更邀請多位重量級大咖演出，集結金馬影后陳淑芳、楊一展、金士傑、黃嘉千、應蔚民等，魏德
聖監製讚客串演員們： 「他們都在扮演那些角色的時候，都演得會讓你相信他就是會出現在那個地方
的那個人，相當精彩。」 今(5/4)發布黃堯：香港千金晴天與國民阿嬤陳淑芳花嫁花絮，曝光電影中暖
心阿嬤陳淑芳收留四位騎車環島的中暑年輕人張庭瑚、顏卓靈、黃堯、柏智杰，供他們包吃又包住，
更為了失婚女黃堯親手縫製婚紗，讓四人拍攝 「婚紗照」 。

電影《轉彎之後》有多位重量級演員助陣，其
中飾演張庭瑚哥哥的楊一展與淑芳阿姨，兩位《孤
味》破億幸運星再一次「差點同框」，演同一部電
影，卻沒有合體對手戲，另類緣分令人驚嘆，對此
楊一展表示：「《轉彎之後》拍攝期早於《孤味》
，沒想到我這麼早就和淑芳阿姨結緣，只能說是上
天安排，阿姨的人生就是一部戲，她的人生歷練絕
對多我們後生晚輩好幾倍，非常希望有機會跟阿姨
合作對戲。」淑芳阿姨也說：「希望有機會能一起
同台飆戲。」
電影中顏卓靈因騎車中暑昏倒，好心婆婆淑芳
阿姨開車經過相救撿回家，過程中得知淑芳阿姨過
去是經營西裝店的縫紉師傅，張庭瑚、顏卓靈、柏
智杰為完成黃堯心願，請淑芳阿姨親手縫製婚紗，
四人一起拍攝婚紗照。拍攝淑芳阿姨縫紉的戲份時
，因使用的縫紉機不是家用的，所以淑芳阿姨操作
上不太熟練，很感謝導演願意教她，也認為自己可

《阿查依蘭的呼喚》導演感應祖靈到來

眼前景色全變
工作人員憑空消失
入圍 2020 年台北電影獎最
佳紀錄片《阿查依蘭的呼喚》
，導演魏郁蓁歷時七年的籌備
與拍攝，以女性角度出發，紀
錄排灣族女頭目廖莉華的處境
與承擔，無疑也是台灣社會女
性的縮影。演員謝盈萱看完即
在社群上推薦： 「紀錄片總是
可以望見生命的複雜面啊！」
廖莉華在祖靈的頻頻呼喚下，
挺身扛起頭目的重擔， 「祖靈
剛才來，我剛才看到很多老人家。」 廖莉華在痛不堪忍的紋手之後，聲淚俱下的如
此說道。這並非她首次感知祖靈無形的力量，片中也拍到祖靈透過巫師與廖莉華的
對話，導演魏郁蓁更透露，自己在拍攝當下也感受到祖靈來了！
導演魏郁蓁坦言，片中那一場令人
動容的祖靈與頭目對話，其實完全不在
預期之內，攝製團隊上山是為了拍攝有
著排灣族祖靈象徵的百步蛇，沒想到在
半路上，巫師說「祖靈在等我們了」，
眾人才轉到舊部落遺址，準備倒小米酒
告知祖靈「我們來了」，導演就有了感
應，她說：「我眼前仍然是山景，但顏
色全然不同，身旁的工作人員、頭目、
巫師等也都消失在視線範圍內。」眼睛
像被調到不同的視覺頻道一樣。緊接著
身體突感不適，中斷這突如奇來的景象
！當一行人抵達舊部落的祖靈屋時，相
同情況再度發生，「這不會是偶然，祖
靈想讓我看些什麼嗎？我感受到祂們的
存在！」
如片名《阿查依蘭的呼喚》，祖
靈一直陪伴著廖莉華，會在夢裡呼喚
著她：「瑪妮（廖莉華的小名）妳該
回家了！」出席婚喪喜慶時，廖莉華
也常聽到祖靈對她的提醒與叮嚀。片
中的排灣族紋手儀式，刀片來來回回
地鑽開廖莉華的手，咬著紅布強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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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楚的她，不斷告訴自己：「奶奶怎
麼過的、我就要過。」當她看到紋好
的手背時，感覺像看到了奶奶的手，
隨即奶奶和許多老人家都來了，她更感
到奶奶對她的嚴厲責備與疼惜，這讓廖
莉華激動不已。導演魏郁蓁表示，祖靈
非當事人可能難以信服，但拍攝過程她
確實感受到祖靈的急切，希望廖莉華能
重建家屋與祖靈屋，好讓祂們有個歸處
。《阿查依蘭的呼喚》不僅喚醒廖莉華
身為頭目的使命感，也喚起台灣人關注
失落的原住民文化。
《阿查依蘭的呼喚》紀錄一位不會
說母語、單親媽媽－廖莉華頭目的生命
故事。30 歲那年，父親促逝，她立刻面
臨繼承頭目的壓力，最後在祖靈的呼喚
下，她滿懷承擔的回到家鄉，卻也迎來
了一場場人生的風暴。《阿查依蘭的呼
喚》將於 5 月 21 日上映，今（5 日）釋
出新款「靈魂深處的印記」版海報，觀
眾於上映期間進戲院就有機會獲得。更
多 詳 情 請 密 切 關 注 官 方 臉 書 ： https://
www.facebook.com/thewayhomefilm2021

以跟年輕人一起拍戲、學戲很好。被問及若在現實
中會收留遇到困難的年輕人嗎？阿姨非常肯定地點
頭，「因為提攜照顧新一代的人，一直都是我希望
的，一直在做的。」黃千殷導演對阿姨非常稱讚，
覺得阿姨是前輩還這麼謙虛，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
方，「她完全就是那種熱情的阿嬤，跟她相處過的
人都一定會覺得她非常溫暖。」
戲中與魏德聖導演合作多次的應蔚民特別客
串修車師傅一角，黃千殷導演說：「他在《海角
七號》的幽默演出，完全適合電影裡面腳踏車老
闆的角色，他試造型穿上戲服的時候，我們就已
經覺得光看造型就很有喜感了。」對於演出修車
師傅，應蔚民表示：「我小時候組裝過越野自行
車，因此對腳踏車零件已經熟悉，加上現場有師
傅指導，上手並不困難。」《轉彎之後》由星泰
娛樂發行行銷，5 月 14 日(五)全台上映，你將遇到
另一個不同的自己。

阿妹包場挺國片
看《聽見歌再唱》哭到眼睛紅

歌后「阿妹」張惠妹日前自掏
腰包，請家人、好友、員工到電影
院支持 Ella（陳嘉樺）、馬志翔主
演的國片《聽見歌再唱》，今（5
）日更在臉書分享心得，感謝導演
和演員們用兩個小時把這個故事敘
述的如此細膩、動人。
阿妹在臉書上提到，「還記得
十年前，我用三分鐘的時間介紹了
馬校長和這群小天使嗎？」，也分
享了《聽見歌再唱》的心得，她感
謝全劇組的努力，讓「這個小小的
、後座力卻有如花東高山縱谷般震
撼的故事」，有機會登上大螢幕。阿妹也
提到，在電影放映結束，燈光亮起的那一
刻，所有人都被劇情感動的又哭又笑，眼
眶、鼻頭都紅通通的。
這次阿妹包場不只是支持國片，更要

力挺妹妹 Saya（張惠春），她在電影《聽見
歌 再唱》飾演個性樂觀、開朗，對部落無
所不知的營養午餐廚師。片中，她也發揮
了原住民的幽默特性，一句超有哏的「你
們不知道我跟阿妹是親戚嗎？」，讓觀眾
會心一笑。

「植劇場 2」 拍靈異片
導演綠島嚇破膽：是真的害怕
導演王小棣領軍的「植劇場 2」日前開
拍，首部作品將由北村豐晴執導的「綠島
金魂」打頭陣，5 日劇組舉行開鏡儀式，主
要演員葉星辰、顏毓麟、黃鐙輝、陳慕義
、黃尚禾、大文等出席，該劇以靈異喜劇
為主軸，導演北村卻坦言，平常看鬼片總
是被嚇得哇哇叫，這次將帶領大批劇組前
往綠島拍攝，他先前就聽過綠島當地的鄉
野傳說，很擔心會遇到「好兄弟」來湊熱
鬧，苦笑喊：「我真的是很害怕。」
葉星辰繼 5 年前演出「戀愛沙塵暴」後
，再次與北村豐晴合作，擔任「植劇場 2」
首部作品女主角，屆時她也將隨劇組前往綠
島拍攝，表示自己本身就會看靈異恐怖片
，雖是「又愛又怕」，但不會特別準備護
身小物，因是基督徒，平時都會禱告，這
次去綠島拍攝，公司也有特別幫她準備平
安符，讓她隨身攜帶保平安。

顏毓麟在劇中則挑戰演出受刑人，還要到
山洞中挖礦，角色難度高，「這角色真的蠻沉
重的，但想到是北村導演，就稍微放心了。」
相較於其他人期待去綠島拍攝，有機會玩水、
曬太陽，曾有溺水經驗的他，想到玩水就直呼
怕怕。被問到這次拍攝靈異題材，會不會擔心
撞見好兄弟，他苦笑喊：「我拍不是靈異題材
也遇到過，還是會有點怕怕的，媽媽也會幫忙
求平安符，會戴在身上。」
「綠島金魂」為「植劇場 2」的首發作
品，該劇屆時將至台北、綠島、宜蘭、高
雄等地拍攝，預計 6 月底殺青，未來也會
陸續公布堅強卡司陣容。「植劇場 2」這回
拍攝的 4 大類型包括靈異恐怖、懸疑推理
、愛情成長、報導文學及人物傳記等，8 部
戲劇皆全數改編自台灣作家作品，除了要
透過作家們豐厚的文字魅力結合影視展現
，也預期激盪出全新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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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有马，内蒙古草原上还有它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一首《驼铃》，
饱含多少离愁别恨。
苏尼特驼队出发前，都要为尾驼系上驼铃，“叮……咚……叮……咚”，驼队
上路，便是离别的声音。

被称为“天赐的生灵”，凭什么？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苏尼特
双峰驼被蒙古民族称作“天赐的生灵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旗。苏尼特右旗属于干旱性大陆性气
候 ， 平 均 年 降 水 量 170mm～190mm，
地表水匮乏，缺水草场和戈壁滩广布
，土壤和植被中盐碱矿物质丰富。不
过相较于沙漠地区，这里植被较多，
蕴含的水分和营养，有利于骆驼的繁
衍和生长。
苏尼特双峰驼是我国最优质的驼
种之一。1979 年，全国骆驼育种协会
把苏尼特双峰驼正式列为优良品种，
随后又被列入国家优良畜禽品种资源
名录，曾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泰国
等国家。
苏尼特双峰驼的毛色主要为紫
红色和黄色，其次是棕褐色，白色
最为稀少。蒙古族历来崇尚白色，
因此罕见的白驼被视作圣洁的象征
。 1987 年 ， 神 圣 的 苏 尼 特 白 驼 远 渡
重洋，做客美国动物园，书写了一
段外交佳话。
苏尼特双峰驼体格硕大，体长较
长，高度可以达到 2 米左右，颈长 1 米
左右，驼峰高耸，是国内体型最大的
双峰驼品种。其骨骼坚实厚重，肌肉
发达，绒毛层厚实，保护毛密度高。
身体两侧呈扁平状，下厚上薄，前窄
后宽，呈“Z”字形。
苏尼特双峰驼的驼峰是养料的储
藏器，双峰可以储存 15-100 公斤脂肪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双峰驼的水分
并不在驼峰，而是储存在血液之中。
大量饮水后，骆驼的红细胞可以膨胀
一倍，缺水时则水分渗出参与代谢，
红细胞变小，血液浓缩。骆驼血液的
贮水功能得益于红细胞抗压抗渗性，
这是其他任何家畜都不具备的特殊能
力。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可以存活
长达两个月的时间。
体内储存着几十公斤的水，骆驼
在消耗这些水分的时候却仍然显得相
当“吝啬”：它会通过降低呼吸频率
来减少水分散失，会通过鼻腔黏膜回

收部分水汽，还会把尿液高度浓缩，
甚至把粪便的含水量降低到牛粪的 1/4
。
双峰驼神奇的超能力还体现在它
不挑食。长刺的草、咸草、苦草、辣
草都是它的美食，对于别的食草动物
而言不堪下肚的粗劣草食，一旦经过
了骆驼的咀嚼和反刍，就变成了巨大
的能量。骆驼喝水也毫不挑剔，遇到
咸水苦水都是一通豪饮。
苏尼特双峰驼可以忍受其他动物
无法忍受的体温巨大变化，一天之内
的体温差可以高达 7 摄氏度。其体温晚
间为 34 摄氏度，白天高达 41 摄氏度，
只有气温高于这个体温时，骆驼才开
始出汗。这种体温与外界环境温度相
似的特殊能力，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每天节省约 5 升水。
耐粗饲、耐饥渴、耐高温、耐严
寒、抗风沙的苏尼特双峰驼可以说是
造物主为戈壁荒漠定制的特殊生命，
是天赐的神奇精灵。
寒冬腊月里，各类家畜的行动能
力都因寒冷而减退，因此最容易遭受
猛兽袭击。而这时，苏尼特驼充满活
力，高大的身姿在寒风中伫立，鬃毛
迎风飘扬，口鼻白烟蒸腾，是牧民冬
日里的守护神，正如当地流传的谜面
：“南山盖雪，此山结冰，两山之间
有龙在作响。”

骆驼，古代的长途快递员
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早在 5000
年前就开始驯养骆驼了。还没有文字
时，就有人用原始而稚拙的线条在苏
尼特的岩石上记录了驼队穿越戈壁、
草原的画面。
《山海经· 北山经》记载：“其兽
多橐驼，有肉鞍，知水泉所在，善行
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力负千斤。”
《史记· 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
”时期，居住在今新疆、蒙古（包括
内、外蒙古）和中亚细亚一带的“山
戎、猃狁、荤粥”等戎族（秦汉时称
匈奴），就将野生“橐驼”作为“奇
畜”驯养起来，和马、牛、羊一道
“随畜牧而转移”。这里的橐驼就是

苏尼特驼的前身。
根据民间的说法，农历九月末到
次年二月是驼队远行的最佳时节。驼
队出发前，都要提前准备——骆驼须
每天吃草，隔两日饮水，直到驼粪没
有水气，方可远行。牵驼人打包行囊
，装好鞍具，用柳木穿驼鼻、系绳，
并给尾驼和货物系上驼铃，以铃响来
确保驼队的安全。
尾驼系的是叮铃，由黄铜制成，
声音清脆，穿透力强。路途中，牵驼
人听到铃声便说明驼队完整，夜行时
，牵驼人因打瞌睡听不到铃声时驼队
便不再向前。货物系的是咚铃，由生
铁制造，体积较大，声音沉闷。路途
中，只要铃声还在，就证明货物安全
。一切准备妥当，左邻右舍相聚送行
，老人用鲜奶敬献天地，唱起古老的
歌谣：
“阿爸额吉在祝福你们
妻子儿女在等待你们
手搭凉篷在盼望你们
掏心挖髓在怀念你们
左邻右舍在惦记你们
愿你们吉祥而归
眉开眼笑与家人相逢”
一支苏尼特驼运输队伍称为一个
“嘎勒阿音”，共三至四人，每人牵
10 峰骆驼，每峰骆驼驮重 400 斤上下，
合重可达到六吨左右。出发第一天行
程较短，主要是磨合驼队，适应远行
的生活。当晚驻扎后，牵驼人要举办
一场“初宿宴”，推举年长者为“嘎
林阿哈”，之后觥筹交错、饮酒食肉
，讨论驼运行程。
驼运之路非常艰辛，驼队走在荒
无人烟的戈壁草原，人和骆驼随时都
可能面临粮草不足的困境、变幻莫测
的天气。他们采取不同的行路方式，
来适应不同的情况：老迈式在黎明起
身出发，第二日住店过夜，行程在 70
里左右；喀喇沁式天亮出发，昼夜兼
行，披星戴月，骆驼撒尿时小憩，几
天才会整晚休息一次，一天行程最多
可达 280 里。骆驼一般统一撒尿，动作
整齐如军。这时，牵驼人往往会补充
食物和水，清点整理货物，再继续前
行。

荒漠中的恶狼十分狡猾，会趁着
牵驼人休息偷袭骆驼群，把硕大的骆
驼作为狼群的佳肴。因此，夜驻的时
候，牵驼人都要把碗扣在地上，枕之
而憩，耳听八方，随时警惕因猛兽行
动而带来的沙土震动。一有风吹草动
，牵驼人便迅速起身，保护驼队和货
物的安全。
远行快结束的时候，牵驼人又要
举办一场“丰盛午宴”来庆祝驼运结
束。驼队归来，满载交换回的粮食、
布匹，左邻右舍奔走相告，黄发垂髫
前来相迎。牵驼人把带回的礼物分给
孩子们，作为“阿音之福”。前来迎
接的人们带着美味佳肴，与牵驼人饮
酒漫话，谈论旅行见闻，连连数日，
喜乐不断。

难以割舍的骆驼情
时至今日，骆驼已鲜少用于远程
运送，但“冬日里的那达慕”——驼
赛，仍然是蒙古草原上不可或缺的盛
会。
起初，赛驼只是蒙古族的追逐游
戏，存在于祭拜敖包、兴办庙会、走
亲访友之中。形成规模后，就有了今
天的驼赛。每逢朔冬，前往苏尼特草
原便可看到在银装素裹、冰封雪盖之
中，参赛的苏尼特驼披着艳丽精美的
民族装饰，赛驼手穿着蒙古族传统服
装，为冬日的草原画上一抹亮色。比
赛开始，驼姿威风凛凛、风驰电掣，
驼声地动山摇。
苏尼特双峰驼是极为通情的生灵
，其温顺的脾气、隐忍的性格、强健
的体魄使之成为蒙古族难以割舍的伙
伴。蒙古族是驼背上的民族，他们与
骆驼共存共生，心心相印。
著名的蒙古民歌《驼羔之歌》唱
到：
远山层叠,母亲难归; 乳汁炽热,暖
我心扉。
日落西方,母亲难归; 亲情满腔,为
子操忙。
月上戈壁,母亲难归; 喃喃软语,又
响耳畔。
与其他家畜一样，年轻母驼偶尔

也会有弃羔的现象。每逢母驼生产却
又不愿喂养初生的驼羔，草原上的人
们都会举行一场隆重的仪式：摆上炒
米、奶茶、奶食，在母驼驼峰挂上哈
达，把驼羔放在母驼面前。这时，美
丽的蒙古女子会在马头琴悠扬的伴奏
下，唱出这动人的旋律。这时，母驼
往往会流下泪水，继续喂养它的孩子
。
正如这动人的歌谣，蒙古族的
“骆驼情”不仅在大漠苍原的征途中
，更是骆驼与人一同生老病死的陪伴
之情。
苏尼特的牧民对骆驼和自身关系
的理解异常深刻，这里的人不但热爱
骆驼、赞美骆驼，甚至把骆驼当作神
祇来祭拜。祭驼中，祈求的不是上苍
神灵，而是把骆驼实体当作神的化身
和使者。
祭驼仪式开始，首先点燃敖包圣
火，喇嘛开始诵经，牧民们则在敖包
上供奉哈达和食品，并把带来的鼻棍
、缰绳挂在敖包上，然后祭洒白酒。
在祝颂声中，人类跪拜于骆驼神像前
，祈盼自己的驼群膘肥体壮。庙外，
骆驼的额头和鼻梁被抹上了酥油，身
上泼撒了白酒和鲜奶，笼头上则挂着
圣洁的哈达。这次的祭祀只是对“儿
驼”（公驼）表达了敬意，母骆产羔
季节之前，还有祭母驼的活动。
苏尼特牧民遇到婚丧嫁娶、生老病
死的人生大事，就更需要骆驼的陪伴。
婚嫁的时候，人们最喜欢用珍贵的白骆
驼来迎娶新人，而新娘子嫁妆的多少，
也是用多少峰骆驼驮运来计算的。长者
离世之后，驮载遗体的往往是逝者生前
最喜欢的骆驼，这时驼峰上会固定一个
特制架子，如果遗体在中途从驼峰上掉
落下来，人们会认为这里就是亡者自己
选定的长眠之地。
情感丰富的骆驼是戈壁荒漠上
人类文明的最好伴侣。当牵驼人把
身家性命放在驼背上走向漫漫驼道
，骆驼就是他生死相依的兄弟；当
孩子喝着驼奶长大，当醉酒的蒙古
汉子在驼背上酣眠，而忠心的坐骑
把他带回家的时候，骆驼早就成为
家族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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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明智高效的
商業資金
華美銀行是SBA小型商業署優先貸款
銀行，貸款過程方便快速，協助您的
企業因應挑戰，蓄勢待發。
2021年9月1日前申貸SBA小型商業貸款，
可享多重優惠，歡迎洽詢。
1

• 前三個月無須還款
2

• 擔保費用減免

3

• 高達$2,500的申請費減免

穩健前行，邁向更好的明天
掃描二維碼
瞭解詳情

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grow
或致電 888.245.1756.

優惠僅適用於在2021年9月30日之前獲得批准的貸款。可能收取額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詳情請諮詢您的貸款專員。
1-限時優惠僅適用於在2021年9月30日之前獲得SBA批准的貸款，視SBA計劃資金餘額以及指示更新而可能有所變動。適用於7(a)和504貸款計劃(僅限認證的發展公司，又稱CDC)。SBA將為每位借款人支付每月高達9,000美元的本金和利息，為期三個月。
2-限時優惠僅適用於在2021年9月30日之前獲得SBA批准的貸款，視SBA計劃資金餘額而定。7(a)貸款計劃擔保費用減免：免除SBA擔保費用。504貸款計劃費用減免：免除0.5%的第三方貸款人參與費用與1.5%的CDC費用。3-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
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21年9月1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21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