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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Health Summit kicks off in Rome 
with focus on ensuring COVID-19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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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E, May 21 (Xinhua) -- The Global Health 
Summit kicked off here on Friday, with world lead-
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s gathering in a daylong conference aimed at co-
ordinating worldwide efforts against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virtual summit will close with an official Rome 
Declaration, formalizing the participants’ commit-
ments and providing recommendations and priori-
ties for global health-related policies in the future.

Organized by Italy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t is a key event in the annual G20 Italian presiden-
cy’s agenda, co-chaired by Italian Prime Minister 
Mario Draghi and President of European Commis-
sion Ursula von der Leyen.

In his opening remarks from Villa Pamphilj where 
the event is taking place, Draghi thanked medical 
expert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ers for the invaluable 
contribution they have been making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emergency.

“The pandemic has underlined the extraordinary rel-
ev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current 
times and for the future,” he said.

He said the scientific experts’ knowledge and 
reports have been “crucial” in both setting up the 
summit’s agenda and in outlining the final declara-
tion that would be produced at the end of it.

“With all of the attendees, we will understand what 
has gone wrong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he added.

Both Draghi and von der Leyen stressed that one 
key goal of the summit is to ensure coronavirus 
vaccination for the entire world populati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hief pledged the EU 
would provide at least 100 million vaccine doses 
to low and medium-income countries by the end of 
2021.

“Today we will discuss the lessons this pandemic 
has taught us, and the first thing I have learned is 
how much we need each other, and how much gov-
ernment leaders must work with health experts and 
scientists,” she said.

“Everyone is concerned about public health, yet we 
must not forget how much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has helped us. ... If there is hope today, it is thanks 
to them.”

Leaders from the G20 countries are taking part 
in the summit, including fro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Germany, Britain, Argentina, Russia, 
Japan, and the EU as a whole, plus Singapore, the 
Netherlands and Spain as guest countries.

Fiftee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re also represent-
ed,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ome of its agencies, the 
African Unio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ccording to the Italian presiden-
cy’s agenda, the summit would 
build on the Coronavirus Global 
Response -- a pledging mara-
thon that raised almost 16 billion 
euros (19.5 billion U.S. dollars) 
in donations in 2020 to support 
worldwide access to COVID-19 
treatments, tests and vaccines 
-- and other health initiatives and 
processes.

It would also address the existing 
state and possible flaws of current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frameworks dealing with glob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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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suffering from COVID-19 receive treatment inside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ward at the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GIMS) 
hospital, in Greater Noida on the outskirts of New Delhi, India, May 21, 2021. 
REUTERS/Adnan Abidi

A medical worker feeds a patient suffering from COVID-19 inside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ward at the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GIMS) hospital, in Greater Noida 
on the outskirts of New Delhi, India, May 21, 2021. REUTERS/Adnan Abidi

A doctor talks to a patient suffering from COVID-19 at the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GIMS) hospital, in Greater Noida on the outskirts of New Delhi, India, May 21, 2021. 
REUTERS/Adnan Abidi

A message is written on the 
back of a medical staff member 
by a colleague at the Inten-
sive Care Unit (ICU) ward at 
the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GIMS) hos-
pital, in Greater Noida on the 
outskirts of New Delhi, India, 
May 21, 2021. REUTERS/Ad-
nan Abidi

Harveer Singh, 65, a villager 
suffering from COVID-19, 
rests in a cot as he receives 
treatment at a makeshift open-
air clinic in Mewla Gopalgarh 
village, in Jewar district, in the 
northern state of Uttar Pradesh, 
India, May 16, 2021. In this vil-
lage in northern India engulfed 
by COVID, the sick lie on cots 
under a tree, glucose drips 
hanging from a branch. Cows 
graze all around, while syringes 
and empty medicine packets 
are strewn on the ground. REU-
TERS/Danish Siddiqui

A patient suffering from 
COVID-19, receives 
treatment inside a ward 
at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GIMS) hospital, in 
Greater Noida on the 
outskirts of New Delhi, 
India, May 21, 2021. 
REUTERS/Adnan 
Ab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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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U.S. Labor Department
issued a statement last week
reporting that the number of
unemployment claims rose by
another 2.4 million total since
mid March. There were al-
ready thirty million eight hun-
dred sixty thousand unem-
ployment claims that brought
the unemployment rate to
14.7 % . This is the highest
number since the Labor De-
partment started keeping re-
cords in 1948.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
tion (WHO) also released in-
formation today stating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five mil-
lion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world.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twenty thou-
sand have lost their lives.
Two-thirds of the cases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Brazil and India.

When the world began to face

this catastrophic pandemic,
we didn’t have a very effec-
tive way to control the dis-
ease. But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ge, the politicians
still point their fingers at each
other, even though the United
Nations could not even come
up with any solution to help
the world.

In conclusion: America and
many n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partially open for
business. Last Friday, in Con-

gress, the U.S. House passed
a three trillion dollar stimulus
bill, but in the Senate, the Re-
publicans do not agree to pay
more unemployment money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don’
t want to go back to work.

Today, millions of scientists
and medical teams are work-
ing on new vaccines to res-
cue the world. We need to be
united around the world to
fight our common enemy.

0505//2121//20212021

Unemployment RateUnemployment Rate
Still HighStill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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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filing new unem-
ployment claims dropped to 444,000 last 
week as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slowly 
recover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c-
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The Bureau of Labor and Statistics figure 
released Thursday represented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jobless claims compared 
to the week ending May 8, when 478,000 
new jobless claims were reported. That 
number was revised up from the 473,000 
jobless claims initially reported last week.
Economists expected Thursday’s jobless 
claims number to come in at 452,000,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Thursday’s figure represented the lowest 
level for initial jobless claims since March 
14, 2020, when the Labor Department re-
ported 256,000 new claim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Roughly 16 million Americans continue to 
collect unemployment benefit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Deatrice Edie holds her grandson as she 
protests alongside employees of McDon-

ald’s outside a branch restaurant for a 
raise in their minimum wage to $15 an 
hour, in Fort Lauderdale on May 19, 
2021. (Photo/C. Khanna/AFP via Get-
ty Images) 
The U.S. economy added just 266,000 
jobs in April, far below projections, ac-
cording to Labor Department report re-
leased earlier this month.
Republicans argued that the federal 
$300 weekly unemployment bonus im-
plemented by Democrats’ $1.9 trillion 
stimulus package has incentivized out-
of-work Americans not to look for jobs. 
Job vacancies hit a record 8.1 million at 
the end of March, according to a Labor 
Department report released last week.
More than 20 Republican-majority states 
including Texas, South Carolina, Arizona 
and Alabama have announced their with-
drawal from the federal unemployment 
program, Business Insider reported. Tex-
as Gov. Greg Abbott said the amount of 
unemployed people equals the number of 
job openings in the state.

“The Texas economy is booming and 

employers are hiring in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bbott said in a 
statement Monday announcing the state’s 
withdrawal from federal unemployment 
program.
Democrats said the jobs report wasn’t 
entirely negative, but proved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legisl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White House argued that 
unemployment benefits weren’t hinder-
ing the recovery.
“I’d note that the jobs report is a little 
bit stronger than the headline numbers 
might suggest on the hiring front,” Trea-
sury Secretary Janet Yellen told reporters 
during a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on 
May 7.

Overall, the economy has added 1.5 
million jobs since January, according to 
Department of Labor data. The economy 
grew 6.4%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1, 
another positive sign of economic recov-
ery,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reported.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n indicator of 
inflation, has also shown worrying signs. 
Prices increased more between May 
2020 and April than any other 12-month 
period since 2008, the Labor Department 
reported. (Courtesy dailycaller.com)
Related

Manufacturing Prices Rise 
At Record Pace, Influential 

Federal Report Shows
The influential Empire State Manufac-
turing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showed that 
manufacturing prices are rising at a re-
cord pace.
Both the future manufacturing prices 
paid and future prices received indices 
hit record highs, according to the Empire 

State Manufacturing Survey report released 
Monday. The respondents, which represent 
several different industries across the state, 
expect prices to continue to tick up.

“Data are pointing more towards higher in-
flation than I expected, and sooner,” former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Director and 
Treasury Secretary Larry Summers said on 
Monday. “With more inflation signs sooner 
than I would have expected.”
“One should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in-
flation than one was several months ago,” 
he added. 
The prices paid index reached 83.5, an 8.8 
point increase compared to April, while 
the prices received index hit 37.1, a 2.2 in-
creas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Since the 
Fed began taking the survey in 2002, both 
indices have only ever come close to their 
current levels once before – in 2008.

The report is the latest evidence that con-
sumer prices are rapidly increasing, Axios 
reported. Consumer prices increased 4.2% 
in the U.S. between May 2020 and April, 
the highest level since September 2008, 
according to a Department of Labor report 
released on May 12.
In addition, business activity grew substan-
tially while employment levels and gener-
al business conditions remained elevated, 
the Empire State Manufacturing Survey 
showed. (Courtesy dailycal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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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less Claims Hit New Pandemic 
Low As Americans Return To Work 

COMMUNITY

NEW YORK, May 13 (Reuters) - Andrew 
Yang, the former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nd now New York City mayoral hopeful, 
bounded into a liquor store this week and 
listened as its owner shared how the busi-
ness had suffered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John Lau told Yang many of his customers 
in the borough of Queens - mostly Chinese 
Americans - remained afraid to venture 
out thanks to the disease as well as a rise 
in violence and anti-Asian hate crimes. 
Yang has vowed to tackle those problems 
during his upbeat campaign for mayor, 
promising to revive a weary city battered 
by the pandemic and facing deep econom-
ic, racial and public safety challenges. But 
more than half a dozen rivals have argued 
he lacks the experience to run the city of 
about 8.2 million, the most populou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ant people to look around our city and 
say that things are cleaner, things are safer, 
things are more vibrant, the opportunities 

are back - there’s a sense of optimism 
back in New York City,” Yang said at a 
campaign appearance on Monday.

New York is facing one of the most con-
sequential elections in its history as it 
looks to recover from COVID-19. The 
city lost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jobs in 
2020, disproportionately concentrated 
among people of color, and the coun-
try’s largest public school system still 
has not fully reopened.
Wealth inequality, a lack of affordable 
housing and a struggling tourism indus-
try also are among the problems await-

ing its next leader.
Yang has led in most opinion polls since 
entering the race in January, a bona fide 
political celebrity on the strength of his 
surprisingly durable White House bid 
last year. But with the June 22 Demo-
cratic primary that likely will determine 
the next mayor just six weeks away, as 
many as eight candidates remain viable 
in the race to succeed Mayor Bill de Bla-
sio. The first of several televised debates 
is on Thursday, setting off a more intense 
phase of the contest as voters pay greater 
attention and campaigns pour 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TV ads.
Several New York political veterans are 
jockeying for position, including Eric 
Adams, the Brooklyn borough president 
and former police officer; Scott Stringer, 
the city comptroller who has steadily ris-
en through the political ranks; and Kath-
ryn Garcia, the city’s former sanitation 
chief who built a reputation as a problem 
solver at City Hall.

The candidates include Maya Wiley, a 
civil rights lawyer and former MSNBC 
analyst; Ray McGuire, a former bank 
executive; Shaun Donovan, a former 
Obama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and Di-
anne Morales, a former nonprofit exec-
utive.
The primary election will be the first 
time the city uses ranked-choice voting, 
in which voters can list multiple candi-
dates in order of preference. That format 
has added to the unsettled nature of the 
race.
“The Entertainment Candidate”
Yang’s rivals have sought to portray the 
tech entrepreneur - who has never vot-
ed in a city election and drew criticism 
for spending most of the pandemic at his 
upstate home - as all flash and no sub-

stance.
Similar to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Yang has proposed a number of innova-
tions, including a basic income of $2,000 
a year to 500,000 poor residents.
His opponents have dismissed his ideas 
as implausible and questioned his ability 
to manage what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second-most difficult job in politics after 
the U.S. presidency. New York City’s 
mayor oversees a $100 billion budget 
and more than 300,000 employees.

“He’s not a New York fixture,” said 
Christina Greer, a political science pro-
fessor at New York’s Fordham Universi-
ty. “He’s the entertainment candidate. As 
we get closer to June 22 and the reality 
sets in about what leadership looks like, 
I’m not sure his lead will hold.”
Opinion polls have shown Adams rising 
- he led Yang in one survey last week - 
as crime has become a main issue, espe-
cially after a shooting in Times Square 
last weekend in which three people were 
injured.
A former police officer who has spoken 
of getting beaten by police as a Black 
youth, Adams has put public safety at 
the center of his campaign, arguing it is a 
prerequisite for any economic recovery.
“To move forward, we cannot continue 
being derailed by the dangerous and vi-
olent behavior in our city,” Adams told 
reporters on Monday in Manhattan.
Shootings are up nearly 90% over last 
year in the city, from 275 at this point in 
2020 to 505 as of May 9, according to 
police statistics.
“People aren’t going to come back to 
work on mass transit if they’re going to 

get mugged,” said Kathryn Wylde, who 
heads the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 
a prominent business organization.

Stringer, the leading liberal candidate, 
has seen his campaign falter after a for-
mer volunteer accused him of groping 
her two decades ago. He has denied the 
allegations, but some progressive groups 
have turned to Wiley and Morales as al-
ternatives.
Garcia, who has trailed in fundraising 
and polling, scored the coveted endorse-
ment of the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board this week, which could boost her 
campaign to become New York’s first fe-
male mayor.
With the city in a “transformational mo-
ment,” as she put it at a campaign event 
on Tuesday, Garcia has argued that her 
career as a public servant makes her the 
best choice. She has overseen 10,000 
sanitation workers, fought lead poison-
ing in public housing and served as the 
city’s “food czar” during the pandemic 
for struggling families.
“I have the experience to actually get it 
done,” she told the radio station WNYC 
on Wednesday. “That’s the absolute dif-
ferential.”  (Courtesy https://news.trust.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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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Yang, Candidate For Mayor Of New York City

Andrew Yang Sits On Top Of A
 Mayoral Field Looking To Revive

A Battered New Yor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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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1. 技术革命带来工业结构转变

首先是技术的革新。这其中的代

表大家都很熟悉了，爱迪生、乔治·

威斯汀豪斯、亚历山大· 贝尔。

1969年，爱迪生发明了自动计票

机，获得4万美元酬金，创办爱迪生

公司。1879年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支

白炽电灯炮，并改进照明系统，包括

发电机、馈电线和配电系统。1892年

在纽约建立第一座中心发电站。

爱迪生没有解决电流电压不足的

输送距离问题，1886年威斯汀豪斯电

气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之前购

买了大名鼎鼎的尼古拉· 特斯拉的交

流发电机专利，并严密控制达十余年

之久，解决了交直流电和高低压互变

的技术问题。

到了90年代末，美国重要城市都

建立了发电厂，大企业普遍使用电能

作为动力，使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超

越了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英法等国。

1876年亚历山大· 贝尔试验成功

第一部电话，第二年E· 霍姆斯研制成

功第一部电话交换机，随后电话便在

美国开始普及。1890年就已经有22.8

万户家庭拥有电话。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前教

科书里讲贝尔是发明电话的第一人，

其实不是的，真正发明电话的是一位

名叫安东尼奥· 梅乌奇的意大利移民

，他在1860年展示了一种名为“可谈

话的电报机”的机械，就已经具备了

电话的功能。

他在纽约的意大利语报纸上公开

发表了关于这项发明的介绍。但是，

由于英语水平不高，安东尼奥· 梅乌

奇一直融不进美国主流社会，得不到

认可，穷到支付不起250美元1的专利

申请费。

安东尼奥· 梅乌奇曾向当时美国

最大的电报公司—西部联合电报公司

寄去了模型和技术细节，希望能凭借

自己的技术成果谋得该公司的一个职

位。这家公司的一位高管是贝尔的朋

友，他看到梅乌奇的技术方案后，意

识到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具有无

限的前景，他根本没有向公司上报，

悄悄联络贝尔。

梅乌奇没有的到公司回复后，于

1874年向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要求拿回

自己的技术方案，但是被告知这些材

料已经不见了。

两年之后，1876年2月14日，贝

尔向美国专利局提出申请电话专利权

，贝尔依靠偷来的专利赚了大钱，但

是梅乌奇依然贫困潦倒，他愤而提出

上诉，几经周折，当时最高法院同意

以欺诈罪指控贝尔，但是还没有最后

判决，梅乌奇于1889年 10月 18日病

逝。

一百多年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

6月15日269号决议确认，安东尼奥·

梅乌奇为电话发明人，贝尔确实是剽

窃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一决议将贝

尔这个被写进教科书里的人物钉在了

历史耻辱柱上。

1893年，杜立特兄弟成功试制第

一辆单气缸内燃机汽车，同年，亨

利· 福特制成时速为25英里的汽车，

埃尔伍德· 海恩斯和阿步尔森研制的

汽车随后问世，形成了美国汽车工业

的雏形。

之所以美国能在19世纪末，在新

技术的突破和推广方面取得成效，很

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实行多轨制的科技

研究。

政府基本上不插手研究工作，但

是给予资助和协调，主要由大学、企

业集团和民间团体直接从事研究。科

学技术通过多种渠道进入社会生产，

美国企业界得以跳跃式发展，并由此

形成企业-大学-政府三者协调科研的

模式和传统。

工业发展不仅表现在新技术的突

破和渗透方面，而且是各工业部门在

生产规模和技术构成方面的质和量的

进展。因此这个时期美国工业革命不

再是简单重复英国走过的道路，而是

十分广阔和深刻的层次上实现工业生

产力结构的变革。

19世纪最后40年间美国工业的发

展速度极为惊人。1860年它在主要资

本主义国家中居工业生产第四位，还

不足英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到了

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首

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多。

在这30余年间，美国工业增长率

始终保持在4%到5%之间，在当时资本

主义强国中首屈一指。从人均国民总产

值看，其年增长率为1.4%至1.7%；1879

年人均产值531美元，到1900年已达到

1000美元。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美国很

高的人口增长率和移民人口，那么在30

年内人均产值达到翻一番。

工业化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结

构中，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发生根本变

化。

首先是制造业产业大幅度增长，

其指数从1860年到1899年增长了6倍

。由此引起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开始下降。1884年，美国工业比重在

国民经济中第一次超过农业，美国开

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同时，制

造业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轻工业比

重逐年下降，重工业上升。

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带来工业

化水平的提高。钢铁业中，自1863年

底特律的沃德炼钢厂首先采用先进的

贝塞麦炼钢法以后，炼钢成本降低，

钢产量迅速上升。美国钢产量从1875

年的不足40万吨，上升到1900年的

1000万吨。

钢产量的激增引起机械制造业的

质变，一系列大型机械都以钢代铁，

开始由本国工业生产。自动六角转塔

车床、电动机、发电机、蒸汽机、建

筑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内燃机等都

开始大批量生产。机械工业的投资也

从1879年的2.4亿美元增至1899年的

9.24亿美元。

机器制造业规模经济的联合化和

专业化，又为零部件的标准化创造了

条件。机械修配业和连续生产工艺随

之兴起。机器制造业是整个制造业的

核心部分，它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

连锁反应。

石油工业是19世界末美国最为突

出的新兴部门。1859年，埃德温· 德

雷克上校在宾夕法尼亚的泰勒维尔打

出第一口油井后，“黑色黄金热”随

即风靡美国。到了60年代末，原油产

量达到520万桶，其中27万桶出口，

占当时美国出口价值的第四位。

70年代以后，石油业开始大量采

用分馏和裂化提炼法，加速了炼油工

业部门的自动化。同时大规模铺设输

油管道，扩大石油副产品种类。1900

年，原油产量接近1亿桶，其中300万

桶出口。

促使美国市场进一步联结和生产

力迅速发展的另一重大因素是19世纪

末美国运输和通讯事业的突飞猛进。

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巨大发展，全国铁

路网总里程从1870年的5.3万英里上

升到1900年的近20万英里，超过当时

欧洲铁路里程的总和，相当于当时世

界铁路总厂的1/3。铁路吸收了美国工

业的很大部分生产力，并带动了各部

门的加速运转，被认为是当时经济生

活最大的革新和原动力。

带血的西部大开拓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和移民

开始大量涌入西部大平原，包括东起

密苏里河西至落基山脉，南起德克萨

斯北到美、加边界的广大地区，这片

地区地形复杂，有平原、山脉、沙漠

，还有峡谷。更重要的是拥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落基山地区有大量金、银

和铜等金属，德克萨斯向北延伸的大

平原适合放牧。

内战结束后，随着横贯大陆铁路

的建成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向西移植

的障碍也就逐渐被克服了。

1860年，散居在这片草原和山麓

地区的印第安人约有150万人，这里

还有巨大的野牛群，大概有1200万头

之多。印第安人大都彪悍强壮，善于

骑射，经常在草原上奔驰，以捕捉野

牛为生。牛肉供食用，毛皮可做衣服

，还能用来作帐篷。猎杀野牛是他们

的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举行宗

教祈祷的主要内容。

随着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以及

东部和外国资本的不断渗入，这一地

区的采矿业、畜牧业和农业先后兴起

，并日益为东部和外国公司所控制。

在开发大平原的过程中，驱赶印第安

人的战争连续不断。

凡是交通线需要穿越的地区，印

第安人必须离开，被赶入指定的保留

区，在保留区内，如果发现新的矿藏

或者其他的自然资源，印第安人也必

须又一次离开，被迫迁往其他更加偏

僻的保留区。

当时美国军队凭借先进武器装备

，屠杀印第安人的事件非常多，比较

有名的一个是与恩涅族和阿拉帕霍族

的冲突。1861年到1864年，由于在科

罗拉多山脉附近发现了金矿，恩涅族

和阿拉帕霍族人被赶走，两族人与美

国军队展开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

被赶入保留区，在被赶走的途中，科

罗拉多总督要求他们立即集中到指定

地点去，约有700多名印第安人轻信

了他，集中到里昂要塞附近扎营。在

当晚，被美国军队包围遭到屠杀。

到了1890年，美国印第安人从最

开始的150万人锐减到了不到25万人。

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野牛群也遭

到了大肆捕杀，随着西部铁路的修建

，野牛群遭到工人、矿工、猎人和冒

险家的捕捉杀害。联合太平洋铁路通

车以后，有一列行驶的火车被惊吓乱

闯的野牛群撞翻，因此铁路公司雇佣

一批专门枪杀野牛的猎人，以保证火

车的安全。

当时，有个绰号叫“野牛比尔

“的猎人在18个月里猎杀了4000多头

野牛。1871年，宾夕法尼亚一家制革

厂发现野牛皮能制成商品革，然后以

每张1~3美元价格收购，许多猎人涌

入大草原开始更加猖獗的捕杀野牛。

1872年到1874年期间，每年平均残杀

300万头野牛。到了1878年，南部野

牛几乎灭绝，北部平原的野牛群在

1883年也消失了，到了1903年，锐减

到只有34头。

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美国的西

部开发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西部矿业开采生产了大量的金、银

。据统计，1860到1890年的30年里，

西部矿业开采了价值12亿美元的金子

和9亿多美元的银子。

西部的广阔平原，为美国提供了

充足的畜牧业和农业土地。1870年到

1890年期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部

人口，从687万人猛增到1677万人。

美国的耕地面积，自1860年到1900年

期间，增加了1倍多，从4.07亿英亩

增加到8.41亿英亩。再加上机械的发

展，实现了农业的半机械化，使美国

的农业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

西部开拓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西部开拓不仅为美

国发展提供了国内市场、粮食和原料

基地，还促进了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

，吸收了巨额外资，使采矿业、牧牛

业、铁路建设都有了蓬勃发展。

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里，西部开

拓的土地比1607年~1860年美国整个

历史时期开拓的土地面积还要大。密

苏里州以西发展成小麦的主要产区，

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供应国

；艾奥瓦、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生产

玉米，西部各地矿山为美国工业发展

提供了原料，也刺激了商业和农业、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兴

起。

横贯大陆的铁路事业的发展，又

加速了大平原和落基山地区的开拓。

1869年~1893年，美国先后建成了5条

横贯大陆的铁路线。这些铁路干线及

其支线，就像几根长长的动脉从东部

心脏地区伸向中西部、西南部和远西

部的各个角落。

美国疯狂发展的三十年
从农业国到世界第一工业国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

，美国开始进入全速发展时

期。但是此时美国还没有摆

脱对欧洲的经济依附，基本

上属于农业国；但是到了90

年代末，美国已经拥有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其工业产值

跃居世界首位。

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在

《制造业报告》中曾经描绘

过工业资本主义蓝图，指出

想要建立优秀的工业社会，

需要几个条件：技术、劳动

力、资金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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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尚氣與十環傳奇
導演：梁朝偉比滿大人更有血有肉

港星梁朝偉將在漫威新片《尚氣與十環傳奇》中飾演尚氣

之父文武，而導演德斯汀克雷頓（Destin Daniel Cretton）則表

示，他把這個角色演得比滿大人更有血有肉。

電影描述「尚氣」劉思慕從小在父親「文武」梁朝偉的嚴

厲管教下長大，試圖將他訓練成一名絕世殺手。然而在得知了

父親的辣手行徑之後，尚氣卻選擇逃離了父親身邊，想在美國

過著平凡的生活，但他終究還是躲不掉父親的陰影。

談到梁朝偉的片中角色，導演德斯汀克雷頓向娛樂周刊表

示：「像文武這樣的角色，很容易就會變成冷血無情的平板反

派，但梁朝偉豐富了這個角色的血肉，所以他成了一名懂得如

何去愛的反派。」

文武是一名專門為漫威銀幕宇宙所打造的全新角色，跟十

環幫淵源不淺。而打從漫威銀幕宇宙揭竿起義之作《鋼鐵人》

以來，十環幫便曾多次出現。凱文費吉和製片強納森史瓦茲

（Jonathan Schwartz）解釋道，文武多年以來擁有過許多不同外

號，而其中之一便是曾在《鋼鐵人3》中由班金斯利所假扮的滿

大人。

製片強納森史瓦茲表示：「當人們聽到滿大人這個名字時

，他們心中會浮現很特定的期待，但片中角色可能會跟這份期

待有所不同。希望觀眾這次能看到一個比滿大人來得更錯綜複

雜、更層次豐富的版本。」

儘管這對父子在大銀幕上的關係極為愛恨交錯，但下了戲

之後，梁朝偉跟劉思慕很快就結成了忘年之交，還相約一起去

滑雪板。談到這位戲裡的父親，劉思慕則透露，梁朝偉其實很

愛追求血脈賁張的刺激快感。

既然《尚氣與十環傳奇》是主打功夫色彩，片中自然少

不了飛簷走壁、拳拳到肉的精彩武打戲。製片強納森史瓦茲

宣稱：「本片是漫威拍過最傑出的動作電影，每一拳、每一

種武打風格都各具意義，而電影則是透過視覺來精彩述說片

中故事。」

本片請到了《駭客任務》三部曲攝影師比爾波普（Bill

Pope）掌鏡，而他對美漫電影也毫不陌生，因為《蜘蛛人2》、

《蜘蛛人3》、《歪小子史考特》都是出自比爾波普之手。比爾

波普歷年來在攝影語彙上的種種創新，早已讓他被譽為影壇傳

奇。

導演德斯汀克雷頓在片中結合了《臥虎藏龍》的武俠美學

，以及成龍翻滾挪移式的動作喜劇，因此更請到了成家班史上

第一位外籍成員，曾在香港電影界打滾多年的澳洲武師布萊德

艾倫（Brad Allan），來擔任本片的特技指導。

劉思慕打趣道，因為尚氣從來不戴面具，所以他必須盡可

能親身上陣表演動作特技。自從在2019年漫畫博覽會上宣佈由

他接任尚氣一角之後，劉思慕便立刻開始學習各種不同武術，

同時也要把自己練出一身肌肉，卻又不能失去尚氣的敏捷度。

劉思慕坦承：「我很想告訴你，我本來就極為擅長武術。

我可能曾在多倫多當過幾天的特技演員。但我實際上的武術經

驗，只有青少年時期曾在家中後院作後空翻，以及跟朋友們玩

跑酷而已。」

但導演德斯汀克雷頓強調，他希望讓《尚氣與十環傳奇》

盡可能保持寫實質地。「我們想確保尚氣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

。我希望當自己在看本片時會說：『沒錯，那就是我的感受。

我有時候也會覺得自己格格不入，而我會用幽默來掩飾它。

』」

「他是一個來到美國的孩子，在這裡顯得極不適應、彷彿

渾身不自在，而他用自己的魅力來加以掩飾，這一點讓我非常

感同身受。」《尚氣與十環傳奇》將於2021年9月3日上映。

關於猛毒宇宙和漫威銀幕宇宙之間

究竟相不相連的這個問題，《猛毒2：

血蜘蛛》導演安迪瑟克斯如今也給出了

答案。

蜘蛛人和猛毒這兩個角色向來密不

可分，畢竟猛毒最早便是附身在「蜘蛛

人」彼得帕克身上，才獲得了吐蛛絲、

飛簷走壁和蜘蛛感應等一身能力，再隨

之傳給了血蜘蛛等後代。

但問題就在於，猛毒是出自索尼旗

下的猛毒宇宙，蜘蛛人則是索尼和漫威

銀幕宇宙攜手合作之下的產物，而兩者

究竟存不存在於同一個宇宙，甚至總有

一天會狹路相逢、聯手出擊，便成了令

粉絲們始終好奇不已的大哉問。

導演安迪瑟克斯向IGN一一分析了

首支預告的各種細節，而他解釋道：

「很顯然的，在漫威宇宙和蜘蛛人故事

中，猛毒跟蜘蛛人彼此之間大有關連，

但我們視本片為猛毒獨自的世界。」

「片中暗藏了一些彩蛋，好比號角

日報（Daily Bugle）。但整體來說，他

們目前對蜘蛛人等其他角色一無所知。

所以這就是我們對本片所採取的詮釋角

度，但我們正在等著看，你們會從裡頭

找到哪些蛛絲馬跡。」

儘管安迪瑟克斯宣稱兩者互不相關

，但在同屬於猛毒宇宙的《魔比斯》預

告中，觀眾不僅可以在牆上看到蜘蛛人

的塗鴉，就連《蜘蛛人：返校日》的

「禿鷹」米高基頓也一同登場亮相，不

禁令人更加一頭霧水。

正如安迪瑟克斯所說的，在《猛毒

2：血蜘蛛》預告中可以看到「穆利根

警探」史蒂芬葛拉翰（Stephen Graham

）正在翻閱號角日報──JK西蒙斯已在

《蜘蛛人：離家日》隱藏片尾中回鍋演

出號角日報總編J喬納詹姆森（J. Jonah

Jameson）一角──而穆利根警探在漫畫

中則是另一名共生體「毒素」（Toxin）

的宿主，也是血蜘蛛的後裔。

但眼尖的觀眾更進一步發現，報紙

內頁標題竟然還出現了復仇者聯盟一詞

，也讓猛毒宇宙和漫威銀幕宇宙之間的

關係顯得更加剪不斷理還亂。

《猛毒2》導演：猛毒不認識蜘蛛人

瑪格羅比透露，哈莉奎茵在新

片《自殺突擊隊：集結》中將展露

出全新面向。

從《自殺突擊隊》首集電影、

《猛禽小隊：小丑女大解放》到新

片《自殺突擊隊：集結》，瑪格羅

比至今已在三部電影裡以哈莉奎茵

之姿登場亮相，而三片全都是出自

不同導演之手，也都擁有各自的獨

特視野。

瑪格羅比向 Total Film 解釋道，

從大衛艾亞、閻羽茜到詹姆斯岡恩，

每位導演都會各自帶出哈莉奎茵一角

的迥異面向。「就她如何改變了來說

，不同導演都會為這個角色的不同特

性所吸引，進而深入探索該特性，而

這一點總是非常有趣。」

「漫畫原著則是其公分母，至少

我都是依據漫畫原著來打造這個角色

的。而在不同導演的執導之下，她才

會以迥異方式來加以進化。」談到這

部新片，瑪格羅比則表示：「我向詹

姆斯岡恩所說的第一件事就是，哈莉

奎茵是混亂的催化劑。」

「她未必會是你的敘事重心，

有時候能讓其他角色來承擔劇情行

進的重責大任，其實也很棒，而她

則會從中引爆一連串的事件。就我

從劇本中看來，詹姆斯岡恩對此深

有同感。」

觀眾從《自殺突擊隊：集結》

預告中可以看到，詹姆斯岡恩版的

哈莉奎茵變得更加瘋瘋癲癲，更加

不可預測，當然也變得更加迷人，

讓影迷不禁益發期待起這部新片。

《自殺突擊隊：集結》將於 2021 年

7 月 29 日在台上映。

瑪格羅比：哈莉奎茵是混亂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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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世外賽亞洲區40強國足賽程
（賽地：蘇州）

日期 開賽時間 比賽

5月30日 19:30 關島 VS 中國

6月3日 19:30 中國 VS 馬爾代夫

6月9日 19:30 中國 VS 菲律賓

6月15日 19:30 中國 VS 敘利亞

●●中國男足整裝待發中國男足整裝待發。。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抵蘇州 備戰世外賽40強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距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40強賽還

有不足10天的時間，包括武磊在內的中國男足（國足）全體將士19

日晚抵達賽地蘇州，並於20日天下午進行了首課訓練。中國足協主席

陳戌源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透露，足協已準備了1,200萬元（人民

幣，下同）的贏球獎金，他認為國足有能力有責任踢好今次賽事。

中國男足於上周五在上海集結，進行了為期4天的
封閉訓練後，19日晚再轉赴蘇州賽區。而結束

西班牙乙組聯賽之旅回國的武磊，則通過入境檢測於
當晚與球隊會合，並出席了20日天下午進行的國足在
蘇州的首課訓練。

武磊與球隊會合及出席首練
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

國足有能力、有責任打好比賽。“我覺得一個是我們
有這個能力。第二個從責任上，我們應該擔當起責
任。第三個從備戰角度來講，我們近一年多都是衝着
這個目標在備戰。我覺得教練團隊也吸取了過往的一
些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所以我期待，而且有信心，

（國足）把馬上要舉辦的40強賽打好。”陳戌源說。
2020年1月，李鐵出任國足主教練，負起率領中

國隊衝擊世界盃的重任。對此，陳戌源讚揚道，李鐵
是一個非常有責任心，有上進心，也非常有大局意識
的教練，他上任以來給國家隊帶來的變化顯著。

“第一，我們的集訓增加了理論素養培訓。每次集
訓都會抽出一定時間，把國家隊集訓的視頻、每一場比
賽，哪怕是內部教學賽都拿出來做理論培訓。告訴隊員
未來對待每場比賽應該怎麼去比。第二個非常大的變
化，就是培養隊員的正常心態。教練給球員說，我們肯
定有能力、有信心。這些信心是通過理論培訓、場上訓
練給隊員灌輸，我覺得這很重要。還有就是（強化）作
風、意志品質，包括請一些心理專家做心理疏導。”陳

戌源說，“（球員的）訓練作風和強度都不一樣了。”

陳戌源讚李鐵帶來顯著改變
陳戌源介紹，國家隊教練團隊包括專門的技術人

員、營養師、醫療人員和情報分析師。“（備戰）不
是主教練一個人在工作，是整個中國足協和教練團隊
一起。李鐵非常有團隊意識，他在吸收整個團隊的智
慧，不斷豐富針對性的技戰術演練。為什麼說我對40
強賽有信心，是基於這些新的變化，這些變化對球隊
戰鬥力是有提高的。”

陳戌源還透露，中國足協準備了4場比賽共1,200
萬元的贏球獎金，以激勵隊員全力爭勝，打好40強
賽。

●●李鐵李鐵（（中中））親自督導親自督導
國足訓練國足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國足日前在上海封閉式訓練國足日前在上海封閉式訓練。。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愛斯賓奴日前在微博發布武愛斯賓奴日前在微博發布武
磊與兒子啟程回國的圖片磊與兒子啟程回國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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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龍有望成為贏得最多奧運金牌的乒乓球運動員馬龍有望成為贏得最多奧運金牌的乒乓球運動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楊文蔚將在周六爭奪女子跳高冠軍寶座楊文蔚將在周六爭奪女子跳高冠軍寶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ASICS香港
田徑系列賽2021 – 系列賽三”本
周六及日假將軍澳運動場舉行。是
次賽事接受所有2005年或以前出
生之田總註冊運動員參與。

今個系列賽的男女子百米飛
人將於周六誕生，其中吳家鋒和石
錦程會角逐男子公開組100米飛
人，陳佩琦和梁筠宜則將角逐女子
公開組100米飛人。楊文蔚、鄧伊
程以及張靜嵐等一眾好手將會競逐
女子跳高獎牌，而陳銘泰以及馬嘉
豪將會出戰男子跳遠賽事。另外，
兩位香港紀錄保持者俞雅欣以及張
培賢亦會分途出戰女子跳遠以及男
子撐竿跳項目。

跨欄項目冠軍將會於周日決
出，陳仲泓、梅政揚和張宏峰將會
競逐男子公開組110米跨欄，而呂
麗瑤亦會出戰女子公開組100米跨
欄賽事。另外，黃尹雋以及黃子圖
等長跑好手亦會於周日角逐男子
10,000米賽事。

﹁香
港
田
徑
系
列
賽
三
﹂周
末
舉
行

連失超級外援 恒大時代落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曾在中國足壇叱吒風雲的中超勁旅
廣州隊（前身廣州恒大），近日接
連痛失超級外援：繼塔利斯卡離開
後，保連奴（左圖）也極可能離
隊。有內地傳媒形容：“屬於廣州
隊的時代正在落下帷幕”。自
2011年衝上中超以來，廣州恒大
便以自身獨有的方式，在中國足壇
掀起一股“金元足球”旋風。十年
間，恒大兩奪亞冠冠軍，8次中超
封王，在恒大的帶動下，不少球隊
接連引進大牌外援，開啟了堪稱中
超的“黃金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國際乒聯20日
公布了東京奧運會乒乓球團體賽的參賽名單，共有
31支球隊、93名選手角逐男女團體賽，其中德國
40歲老將波爾將六戰奧運，將三戰奧運的中國隊
隊長馬龍則有望成為贏得最多金牌的乒乓球運動
員。

東京奧運乒乓球項目的比賽，共有16個國家
和地區奧委會已確定男團參賽陣容，以及15個國
家和地區的奧委會已確定女團參賽陣容。

在男子團體賽，歐洲將有德國、斯洛文尼亞、
克羅地亞、瑞典、法國、葡萄牙和塞爾維亞將共同
出戰。亞洲方面，參賽球隊則有中國、日本、韓
國、中國台北和中國香港。埃及、巴西、美國和澳
洲將分別代表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

其中德國老將波爾將六征奧運，為乒壇一大

奇蹟；而32歲中國乒隊隊長馬龍則第三次出征，
他在前兩次奧運已獲得3枚金牌，如果今次東京再
次登頂，將成為奧運史上獲得最多金牌的乒乓球運
動員。

至於女子團體賽，亞洲代表隊有中國、日
本、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台北和韓國。歐洲則
將希望寄托在德國、奧地利、波蘭、匈牙利和羅馬
尼亞代表隊上。埃及、美國、巴西和澳洲將分別代
表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參賽。

各支國家或地區的奧委會最多可以分別派出
三名選手參加男子團體賽和女子團體賽。參加團體
賽的隊伍將在單打項目中獲得兩個名額。

東京奧運會將於7月23日至8月8日舉行，乒
乓球比賽的日期是2021年7月24日至8月6日，比
賽地點是東京體育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足協20日
在官方網站發布重磅罰單，中甲成都蓉城隊隊員李
建濱因辱罵裁判，被罰停賽10場及罰款10萬元
（人民幣）。

據中新網報道，5月16日，李建濱在本賽季中
甲第5輪成都蓉城與南通支雲的比賽中，在第84分

鐘辱罵並將替補席背心拋向裁判員。根據《中國足
球協會紀律準則》的相關規定，中國足協決定對李
建濱予以停賽10場、罰款10萬的處罰。這場比賽成
都蓉城2：1擊敗對手領跑積分榜，而李建濱全場沒
有出戰。

另外，在19日進行的中甲第六輪梅州客家對新

疆天山雪豹的比賽中，梅州一名教練組成員鎖喉主
裁判，被紅牌罰下。對此，梅州客家20日官方公布
處罰事宜：“暫停教練楊德欣參與比賽各項工作，
並罰款5萬元；給予球員史亮通報批評；隊內進行
賽風賽紀教育”。該場比賽，梅州客家2：0獲勝。

今年3月，中國足協推出新修訂的《中國足球
協會紀律準則》，其中對球員對裁判、比賽官員實
施不當行為依舊保持高壓態勢。李建濱的行為無疑
已經觸碰到《中國足球協會紀律準則》的紅線。

31隊戰東奧乒乓團體賽
波爾馬龍有望創歷史

中甲球員辱罵裁判遭重罰

●●4040歲的波爾將第歲的波爾將第66次次
出征奧運出征奧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天氣酷熱 港超延遲1小時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

莉）有鑑於近日天氣持續酷
熱，經諮詢醫藥委員會意見
後，香港足球總會決定就
2020-21年度中銀人壽香港超級
聯賽餘下賽事之開賽時間作出
相應調整。即明日假小西灣運
動場舉行之兩場護級組賽事標
準流浪對冠忠南區及愉園對晉峰之開賽時間順延
一小時（分別為下午4時及晚上6時30分）。而周
日假香港大球場舉行之爭標組賽事傑志對東方龍
獅亦將延後一小時，即改於下午4時舉行；而同日
之爭標組另一場賽事天水圍飛馬對理文則延後至
晚上8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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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由安東尼· 霍普金斯、奧利維婭·

科爾曼主演的年度重量級力作《困在

時間裏的父親》將於6月18日登陸國

內院線，在父親節前夕與觀眾正式見

面。該片一路橫掃頒獎季，收獲無數

好評。安東尼· 霍普金斯憑借此片在

時隔三十年後再次拿下影帝，83歲的

他也成為了史上最年長“小金人”影

帝。在五十余年的從影時間中，安東

尼· 霍普金斯一直在不斷挑戰各類角

色突破自我，並在本片貢獻了職業生

涯的巔峰表演，6月18日電影登陸大

銀幕引得大眾期待不已。

五十余載塑造無數經典
努力與天賦造就傳奇
安東尼· 霍普金斯畢業於英國皇

家戲劇學院，早年活躍在話劇舞臺。

31歲時，他出演了第一部電影，正式

亮相大銀幕，也順利拿下了英國學院

獎最佳男配角。每個傳奇人物都有著

不平凡的童年，霍普金斯也不例外。

他出生平凡之家，從小患有阿斯伯格

綜合癥，還有閱讀障礙，15歲時一場

演出改變了他的一生。看著臺上閃耀

的男演員，霍普金斯立誌成為一名演

員。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朝著這個方

向行走至今。安東尼· 霍普金斯曾一

口氣背下7頁臺詞，開拍前甚至會把

劇本臺詞熟讀200多遍，避免自己脫

離角色的影子。努力與天賦結合造就

了之後的殿堂級演員安東尼· 霍普金

斯。

上世紀90年代，年過50的安東

尼· 霍普金斯迎來了自己真正的事業

高峰。1991年，他參演了電影《沈默

的羔羊》，憑借在影片中短短21分鐘

的表演，他拿下了職業生涯第一座

“小金人”影帝，從此打響了國際聲

譽。在這之後，安東尼· 霍普金斯更

是佳作不斷，獲獎無數，逐步鞏固影

壇地位。縱觀過去50余年，無論是商

業類型片還是文藝片，他都信手捏來

，超高的專業能力和精益求精的高標

準付出令安東尼· 霍普金斯真正做到

了“人戲合一”。

83歲再奪影帝
霍普金斯貢獻巔峰演技
《困在時間裏的父親》是安東

尼· 霍普金斯時隔三十年再度拿到

“小金人”影帝之作。影片真實呈

現遲暮老人被時間帶走珍貴記憶後

的日常，通過重復加碎片式的感官

敘事手法，給人前所未有的迷宮式

觀影體驗，直擊內心。霍普金斯在

片中飾演一位患病老人，他時常陷

入時間與空間的錯亂之中，難以走

出記憶困局。

導演佛羅萊恩· 澤勒在接受采訪

時表示，他之所以將片中父親一角命

名為安東尼，正是因為在構思劇本時

就代入了安東尼· 霍普金斯的形象，

“我們不僅要讓觀眾分不清虛假和現

實，還要讓安東尼· 霍普金斯聯系上

自己的情感。我想讓他在表演利用好

他的恐懼、情感和對死亡的無奈。”

對於此次被世界盛贊的表演，霍普金

斯自己卻說這次演出不需要演技，他

演的是安東尼也是他自己，這個角色

可以說只有他能夠駕馭。在影片釋出

的預告中，霍普金斯無助、迷茫、崩

潰、失措的表演令人有極強的代入感

。外媒對他在該片中的表現也是一致

盛贊，更有媒體將其稱贊為是近年來

最偉大的表演。

年度重量級力作《困在時間裏

的父親》由佛羅萊恩· 澤勒（英國獨

立電影獎獲獎編劇）執導，並與克

裏斯托弗· 漢普頓（“小金人”獲獎

編劇）聯合編劇，影帝安東尼· 霍普

金斯攜手影後奧利維婭· 科爾曼領銜

主演，實力派演員馬克· 加蒂斯、奧

莉維亞· 威廉姆斯、盧夫斯· 塞維爾

聯袂加盟。《困在時間裏的父親》

由索尼影業、英國電視四臺電影

部、法國 FDC 電影公司出品，中

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口，中國電影股

份有限公司、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

任公司聯合發行，長影集團譯制片

制作有限責任有限公司譯制，將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父親節前夕登陸大

銀幕，正式上映。

邱禮濤災難動作巨制《絕地追擊》開機

歐豪谷嘉誠主演致敬邊防戰士

近日，由“類型片聖手”邱禮濤執

導，歐豪、谷嘉誠、俞灝明、黃堯領銜

主演的“愛奇藝出品電影”《絕地追

擊》於雲南正式開機。影片根據真實案

件改編，講述 90 年代雲南邊防武警

“8077”特戰隊緊急抗洪和戳破毒梟驚

天毒品陰謀的生死決戰。開機儀式現

場，導演邱禮濤攜一眾主創演員齊聚亮

相，以歐豪、谷嘉誠和俞灝明為代表的

“8077”特戰隊頭戴綠盔，全副武裝，

再現邊防武警無懼無畏一往無前的英勇

形象，開機現場全體主創們表達了對幸

福生活的珍視與熱愛，同時對邊防武警

戰士們致以最高的敬意。

金字招牌邱禮濤再出大制作歐豪谷
嘉誠俞灝明再塑硬漢形象

“類型片聖手”邱禮濤堪稱香港導

演中的多面手，犯罪、動作、懸疑、喜

劇、恐怖、愛情、奇幻、動畫，涉獵題

材之多、鉆研之精，無人能出其右。近

年來北上積極出手大制作，成為票房保

證。《掃毒2》票房13.12億，一舉拿下

當年懸疑片綜合票房冠軍。去年的《拆

彈專家2》，核彈炸毀香港震撼觀眾，狂

攬13.14億，直接拿下賀歲檔票房冠軍，

口碑領跑成為年度“爆款”。動作巨制

題材一向是邱禮濤的拿手好戲，此次新

片《絕地追擊》不僅會展示驚心動魄的

槍戰和拳拳到肉的動作戲，還將融合山

洪爆發等災難元素，全線升級，突破和

創新引爆觀眾期待值。

除了導演，電影《絕地追擊》主演

陣容也頗具亮點。新生代硬漢演員歐豪

，不要命的狠勁兒貫穿大銀幕內外：

《青禾男高》現場跑酷，飛身從樓上一

躍而下；《鋌而走險》中飆車爆胎，險

些喪命；《烈火英雄》中為還原真實水

中救援場景險些溺水；《八佰》中從二

樓掉到一樓扭傷脖子，為了呈現最真實

的大銀幕效果，歐豪不斷挑戰身體和意

誌極限。去年，歐豪在《黑白禁區》中

飾演一位奮鬥在緝毒戰線上的臥底警察

，亦正亦邪獲觀眾好評，不禁令人期待

其在《絕地追擊》中的表現。當紅人氣

小生谷嘉誠，曾在《烈火英雄》中飾演

消防副隊長，讓人看到了他骨子裏熱血

方剛的一面。轉型硬漢的實力派演員俞

灝明，曾在《八佰》中飾演上官連長，

他通過具有層次感的表演，成功塑造了

這一文質彬彬又有狼性的英雄角色，深

得觀眾稱贊。三位“硬漢”集結，勢必

擦出不一樣的火花。新生代女演員黃

堯，曾憑借《過春天》的精彩表現拿下

平遙國際電影展首位影後，後以“劇拋

臉”演技大放異彩。一眾演技與實力並

存的演員，定能為廣大觀眾奉上一出動

作大戲，帶來不一樣的觀影體驗。

雷霆出擊致敬邊防戰士無畏生死終
將使命必達

和平年代，邊防武警接受的是最危

險的任務，面對的是最暴戾的亡命之徒

，他們隱姓埋名、出生入死被稱作

“行走在刀尖上的人”，面對國家

與人民的召喚，哪怕刀山火海都會

使命必達。此次《絕地追擊》硬漢

集結，再現邊防武警克服自然與生

理的雙重極限，火拼罪犯勇抗洪流

的英勇，也是在致敬不怕犧牲、勇

往直前、使命必達的邊防戰士。歲

月靜好，皆因有人無畏前行。

動作電影在中國一直是最具國

民度的題材之一，《絕地追擊》此

次聚焦災難、動作，有著得天獨厚

的題材優勢，災難元素的加入更是

彰顯了影片在場景與視效上的野心

。邱禮濤操刀，立意深刻的故事內

核、超燃場景的設置和張弛有度的

節奏把控凝聚成一部高質量高級別

對抗的英雄動作戲。開機儀式現場

，總制片人愛奇藝影業總裁亞寧及

導演邱禮濤表達了對於影片的信心

和對指導單位的感謝。總體來說，

《絕地追擊》在人物、故事、制作和

主創層面上都是非常“專業且硬核”

，相信在各方的努力下，最終一定會

呈現出一部非常優秀的影片，值得大

家期待。

電影《絕地追擊》由公安部新聞宣

傳局、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電影處、雲

南省公安廳政治部宣傳處、雲南省武警

總隊政治部指導創作，愛奇藝影業（上

海）有限公司出品，廈門恒業影業有限

公司聯合出品，恒業影業（北京）有限

公司、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發

行，影片火熱開機，即將震撼來襲，敬

請期待。

《困在時間裏的父親》定檔618

霍普金斯貢獻偉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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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馬明拍拖 靚湯負責炮製浪漫

譏譏翠如翠如男仔頭男仔頭

香港文匯報訊英皇電影與內地大導演張藝
謀首度結盟的作品《懸崖之上》，甫上映即引
爆口碑轟傳，緊張刺激、布局精密，令觀眾拍
案叫絕，被公認是近年來最出色的諜戰電影！
好評排山倒海而至，令《懸崖之上》韌力十
足，於內地連奪十七天票房冠軍，目前累積勁
破十億元人民幣大關，同時香港亦獲得理想佳
績。
喜得佳績，《懸崖》團隊自然大感雀躍，

主角張譯興奮回應：“特別感謝喜歡並支持這
部電影的朋友們，通過這部張藝謀導演的電
影，能讓更多的人看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家
鄉（哈爾濱）的模樣，看到黎明之前前仆後繼
的潛行英雄，我很感激！”

影后秦海璐則有感而發：“感謝所有觀眾
的支持，很開心我們的電影，口碑票房雙豐
收！”秦海璐曾看到有評論說，以為電影是
《懸崖之（上）》，追問會不會有《懸崖之
（下）》，她也直言期待有續集：“但是我不
知道王郁這個角色會怎麼發展，在影片的最後
她是半殘的狀態，如果有續集，可能動作戲難
以施展，或許可以繼續獻計獻策，靠腦力完成
任務。”
她認為，今次團隊配合得很有默契，“原

班人馬再拍一部片的話，拍什麼都好，我比較
喜歡現實主義題材的戲；張藝謀導演的戲，演
什麼都好！”
秦海璐向來演劇情片居多，今次她為張藝

謀導演獻出了罕有的第一次，就是拍攝動作
戲！秦海璐難得露一手，張藝謀導演豎起大拇
指：“你這回演出，讓觀眾很驚艷！”
對《懸崖之上》勁破十億人

民幣，朱亞文興奮表示：“非常
開心我們的片子能得到觀眾的認
可，大家的努力能被看到，我覺
得特別值得，也恭喜導演，導演
付出最多，也是最大的功臣！”
問到開拍續篇的可能性，朱
亞文笑言：“（我飾演
的）楚良已經犧牲了，續
集能讓我復活嗎？”
他提議《懸崖》原

班人馬下次可以嘗試商戰片，“將諜戰的氛圍
融入到現代商戰裏，應該也很精彩！”

《懸崖之上》破十億主創冀原班人馬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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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沈卓盈（Jess）在520
的日子向大家報喜，兒子Jayden已經出世，母子平安，初
為人母的她第一眼見到寶寶時，感動得喜極而泣，更自爆
兒子已請父母“飲茶”，踏入人生另一階段的她亦即將展
開一場長途戰。

Jess一索得男，她難掩喜悅說：“他重6.2磅，為我接
生的姑娘說他的哭聲很響亮，老公有陪我入產房開刀分
娩，並親手為寶寶剪臍帶，他好鎮定，整個過程很順利，
生的時候真的好緊張，當聽到哭聲和看見他的一刻也禁不
住地哭了起來，老公跟我一齊見證他出世這寶貴的一刻，
好感動！家人說寶寶的額頭同嘴像爸爸，眼睛和鼻子就像
我，我覺得寶寶睡覺時好似爸爸，眼睛碌碌的時候就好似
我。”

作為新手媽咪的Jess 產前沒有特別上堂學習照顧寶
寶，跟其他媽咪一樣，邊照顧邊學，身邊的朋友已給她溫
馨提示，初生寶寶頭幾個月會比較難照顧，而她已經有了
心理準備，笑言：“第一次幫他換片的時候他已經請我同
老公飲茶（尿我們身上），一日請了兩次，真的又狼狽但
又好好笑，雖然現在比較辛苦，但是每一個過程都好享受
和開心。”現時她只希望寶寶健健康康，食得又睡得，而

她自己也為兒子作好準備，迎來人生另
一個新課程。“少婦聯盟”的陳凱琳、龔嘉
欣、譚凱琪及不少藝人紛紛送上祝賀。

阿蕭與靚
湯都回想

去年拍攝劇集時正
值炎夏，但高興台前
幕後都相處融洽，一
點都不覺得辛苦，感覺更像
拍處境劇。靚湯也稱同劇一班演員
至今仍保持聯絡，因為劇集雖然以
喜劇為主，但當中也有笑有淚。問
到對劇集收視有沒期望，阿蕭笑
道：“我有信心這套劇成為今年最
高收視的古裝片，我們拿最受歡迎
古裝男、女主角。”阿蕭雖然稱同
劇演員喜事重重，有靚湯拍拖和魯振
順結婚，但被靚湯取笑未有他做爸爸的
喜訊，阿蕭反駁道：“我有分數，說不
定劇集播完就有喜訊公布。”

20日是“520”日子，阿蕭保持神
秘透露已有準備，反譏老婆黃翠如像男
仔頭，不會知道這些日子的意

思，平時製造浪漫
大都由他負責。靚湯
就稱每天都跟男友馬國

明視像通話，表示她與阿蕭
相反，通常由她去製造浪漫氣氛。

怕激怒愛妻露青筋
提到翠如在配音節目《好聲好

戲》中雖然落敗，但表現獲多位評判
稱讚。阿蕭說：“我都覺得她做得
好，雖然不及李司棋，但無論聲線大
小、對嘴形都做得很好。我初時都擔
心阿Bob演《巨人》會否太搞笑，是
否找我做拍檔比較適合，但我見他們
排得很認真，看他們勤力排練連我都
記到對白。”有收看節目的靚湯也讚
翠如很投入，青筋暴現的配音很少
見，阿蕭就笑道：“所以我平時不敢
激怒她，怕她生氣時就變成這個樣

子。”
首次拍古裝劇的簡淑兒表示拍攝時不算辛

苦，而且劇中有四個不同造型，過足戲癮。她
說：“劇中我要色誘阿蕭，本來要脫肚兜，但尺
度問題變了秀腿腳。”簡淑兒坦言喜歡上拍古
裝，因為喜歡古裝節奏慢，但也試過唸對白時講
錯英文，相信正式出街時不會被識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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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 ●●沈卓盈一索得男沈卓盈一索得男。。

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蕭正楠、湯洛雯（靚湯）、

簡淑兒、蔣家旻等人20日宣傳下周開播的

新劇《一笑渡凡間》，飾演濟公的阿蕭表示

公司近年少有古裝劇，笑言此劇必是本年度收視

最高的古裝劇，他與靚湯都可以做最受歡迎古裝

男、女主角。而身在內地工作的沈震軒，特意拍

片支持劇集，更指凡是扮演過濟公的演員都會

大紅大紫。20日是520“我愛你”的日子，

阿蕭透露準備了小浪漫給太太黃翠如，

但相信翠如應不會有任何準

備。

沈卓沈卓盈盈520520報喜報喜 誕誕66..22磅兒子磅兒子

●●簡淑兒首次拍古裝劇簡淑兒首次拍古裝劇。。

●●湯洛雯成功揹起蕭正湯洛雯成功揹起蕭正
楠楠，，還不忘擺姿勢還不忘擺姿勢。。

●●蕭正楠和湯洛雯蕭正楠和湯洛雯
同樣是為另一半製同樣是為另一半製
造浪漫的一方造浪漫的一方。。

●●劇中演員喜事重重劇中演員喜事重重，，當中包括當中包括
湯洛雯湯洛雯((右二右二))和魯振順和魯振順((左二左二))。。

●●劇組主創相處融洽劇組主創相處融洽。。●●秦海璐第一次拍動作戲秦海璐第一次拍動作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
余德丞、丁子朗、游嘉欣與林正
峰20日為新劇《青春不要臉》拍
攝殺青戲，劇組特別花費六位數
（港元）租用虛擬拍攝器材，用
巨型屏幕模擬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馬路街景，也是TVB劇集首次運
用此方法拍攝。

余德丞與丁子朗表示劇集雖
然只有15集，但整個團隊已合作
三個月，建立了深厚感情。丁子
朗笑稱最不捨拍檔戴祖儀，說：
“因為我們經歷過無數次親熱

戲，已經去到不用吃香口膠，好
開心認識到這位朋友。”丁子朗
笑指祖儀雖然任你親吻，但不會
與她有發展機會，說：“我不會
阻礙她的桃花，都知道她喜歡叔
叔型的。”余德丞同樣不捨劇中
拍檔劉穎鏇，說：“劇中我們是
一樣，為劇集我們一起去學滾軸
溜冰，而且她拍劇經驗比我多，
我又太久沒拍劇，她的確幫了我
很多。”笑問德丞與劉穎鏇的親
熱像不像丁子朗與戴祖儀一樣激
烈，他笑道：“沒有，我們只是

小學三年班程度，他們是
大學三年班。”提到公司
運用虛擬拍攝方式拍劇，
丁子朗贊成道：“當初知
道用這種方法，沒有想過
效果挺好，原來好真實，
尤其拍開車場面，自知開
車技術不算好，有時要一
邊開車一邊演戲會有難
度，現在可以盡情發
揮。”

●●右起右起：：丁子朗丁子朗、、余德丞余德丞、、游嘉欣與游嘉欣與
林正峰拍攝殺青戲林正峰拍攝殺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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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移民前需要做的几个规划，你都做到了吗？
近年来，对于国内高净值家庭而言

，投资移民基本上可以用大势所趋来形

容，随着中国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除了

传统的移民大国美国、澳洲、加拿大以

外，欧洲以其优越的教育、医疗、投资

条件吸引着众多国内投资移民人士的关

注。

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打开移民大

门的国家越多，移民的形式越丰富，大

部分人在选择时就越茫然，因为移民毕

竟不是一件小事，无论是否要到一个陌

生的国家扎根，这都会对以后的人生有

所影响。

然而，出于对海外生活的陌生，移

民后生活的转变以及忧虑等诸多羁绊，

很多人在移民观望这一阶段停留太久，

最后门槛提高甚至项目关停以致于错失

良机。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移民最好

？移民有哪些方面要注意呢？

移民≠放弃国籍

首先要明白，很多朋友们认为移民

之后就不是中国人了，这在根本上是错

误的。

“移民”所指的居留权，一般指

“永久居留权”（某些国家还有类似永

居的长期居留权）。对于移民者来说，

其实并不需要放弃本国的国籍，如果真

要获得国籍，需要在永居的基础上满足

移民目的国的居住条件。

和国籍（公民）相比，持有永久居

留权的“移民”除了政治权利不能享受

外，大部分权利都和当地居民一样可以

享受。

提前规划

对于那些没怎么了解移民的朋友来

说，不少人会认为，移民可能只要付出

相关费用再加上必要的几个申请流程就

可以成功。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远远

低估了“移民”这件事情的流程和周期

性，更不了解很多工作需要准备的提前

量，以及很多因素之间的关联度。

常见的移民类型有投资移民、商业

移民（创业移民）等。这里面，几乎都

需要费用投入。费用的准备，不仅仅是

资金的准备，还包括资金来源的准备。

总的来说，不是“有钱”就等于“符合

资金要求”。

到海外读书，是目前越来越受重视

的教育规划。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子

女的留学连同移民一起做规划。

涉及的问题：

1、对不同年龄的小朋友来说，不

同的父母教育理念和家庭规划下，何时

出去合适？一般来说，留学也要提前至

少一年以上，年龄越大的留学，越要尽

早提前。

2、如果通过移民来解决到国外读书的

问题，那么小朋友计划出去的时间段，

和移民办理拿到身份的时间段是不是合

适？接受国外的教育，和移民办理有着

密切的关系，所以想把小朋友送出去读

书的家长朋友，是可以提前和移民一起

综合规划的。

心态的调整

移民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管以

前是什么身份，一切都要归零。为了能

更好的融入国外的生活，最好从调整心

态开始，因为最关键的就是心理方面的

融入。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移民应该追求

的不是融入国外的生活，而是融入这个

瞬息万变的世界。如果总是把眼光停留

在如何融入所谓的主流，势必会使本已

尴尬的心理更加尴尬。甚至有很多新移

民把融入主流社会作为一种是否成功移

民与奋斗的主要标志。

其实很多同胞都错意了“融入主流

社会”的方式和结果。不应该是盲目、

无目的性的融入；而是要在保持华人的

特性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增加华人社会影响力。

只有从心底摆正心态，认同自己的

身份并以此为豪，保持自己的民族性，

通过改变当前社会的现状，才能使得这

个社会因为你的融入而更多元，和而不

同，才是正解。

适合自己的移民项目

对于很多有移民需求的家庭或个人

而言，即使是向往国外的生活，但要以

放弃国内所有的资源为代价，去到一个

陌生的国度生活也非明智之举。因此，

区别于传统移民意义的新生活方式就应

运而生。有人说，移民是加法，不是选

择，移民给生活锦上添花。

就拿欧洲来说，教育环境好、空气

质量佳、投资成本低、移民门槛低，更

没有诸多苛刻的要求，这更掀起了移民

欧洲的热潮。一个海外身份，就好比给

投资者增加了一个身份标签，多了这个

标签，投资者及其家庭就可以在海外投

资、子女教育以及享受海外福利等方面

拥有很多便利性。

传统的移民大国对持有移民身份的人

有一定的居住时间要求，即我们常说的

“移民监”。但现在很多欧洲国家所推出

的移民政策，都不需要申请人定居当地或

满足一定的居住时间。大部分国人在办理

了移民身份后，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在国

内。只有在度假、投资、子女教育或者出

行等方面的需求时，才会使用到移民的身

份。如此一来，他们既能兼顾到国内的资

源、生意，又享受到移民身份带来的利好

条件，在子女教育、税务规划、全球通行

上得到更优的待遇。

近日，据外媒报道，2020年11月1

日起塞浦路斯护照项目将暂时关停！11

月1日之后塞浦路斯政府会新成立委员

会再讨论法案的修改调整重新推出新

举措！与此同时，10月初，葡萄牙政

府正式宣布，葡萄牙黄金居留房产投

资方式将于今年12月份在里斯本、波

尔图等大都市区中止。从2021年开始

，如果想通过购房投资移民葡萄牙，

就只能投资内陆欠发达地区和马德拉

、亚速尔两个海岛。

塞浦路斯护照拥有含金量高、审批

速度快、性价比高又有明确法律依据

等众多优点，塞浦路斯公民护照投资

申请也从每年的30-40本增长到目前的

700-800本。据统计，今年疫情笼罩下

，塞浦路斯依旧有约200份公民投资申

请被提交。近年来，该投资入籍计划

的门槛一直在提高中。

目前，包括格林纳达、瓦努阿图、

塞浦路斯等都是高净值人群选择投资

入籍计划的热门地。随着塞浦路斯护

照计划的暂停，高净值人群真的要抓

紧现有的护照政策了！毕竟，在当前

的世界一体化潮流及未来不确定因素

增加的国际大环境下，拥有海外身份

会是中国高净值人士移民需求的解决

之道。那么又具备哪些能力呢？

避险能力

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拥有第二身

份永远是移民的重要目的之一！仅仅

拥有一纸国籍，很难保障自己和家人

的未来，政策存在很多变数。在这种

情形下申请第二身份和护照将成为你

在未来保护自己与家人的重要手段，

实现避风港一般的作用。

分散风险能力

随着CRS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高净

值人士开始考虑要合理规划自己的资

产和未来税务问题。香港首富李嘉诚

曾在采访中表示，“有些人拥有两三

个海外身份并不出奇，自己的公司生

意涉及50多个国家，哪个国家的身份

方便，就用哪个国家的。”未来的局

势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不管是政治

、经济还是军事上。受限于单一国籍

身份，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为了使你

的资产多样化、房产多样化，必须有

PLAN B，而多一个大国身份，意味着

更多的选择和享有更大的自由，拥有

更多的保险。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

故事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

因为不懂投资风险，把所有投资都集

中在一起，结果一旦失败，就没有挽

回的余地。由此可见分散投资的重要

性，尤其现在剧烈的市场波动更是在

间接的告诉投资人，鸡蛋还是要分开

放的好。

全球发展能力

现在的国籍是否导致你需要频繁地

申请他国签证呢？拥有第二本护照，

就可以大大增加出行能力。同时，单

一国籍可能会严重限制个人自由旅行

能力继而影响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

务的能力。

优质教育资源

拥有第二身份，才可以享受更多国

家的优质资源，影响中国投资移民的因

素分别有教育、海外置业、合理规划个

人所得税、医疗福利体系、护照免签等

。拥有海外身份，孩子可以有更多就读

世界名校的机会，因为名校的名额都是

留给海外学生的多，中国学生要就读国

外名校的难度自然会比本地学生大。专

业选择不受限制，孩子可以自由选择心

仪的专业；同时还能以留学生身份回国

轻松入读清华北大，可谓进可剑桥牛津

，退可清华北大！

身份配置切勿犹豫

不仅仅是塞浦路斯正式宣布停止，

更有葡萄牙的变相停止，2020年葡萄

牙国家预算法，葡萄牙将于年底中止

里斯本及波尔图地区停止购房移民的

政策，将黄金签证发放限制在内陆城

市或亚速尔及马德拉自治区房产。还

有马耳他，熟悉行业知识的人应该很

清楚，过去一年当中，鲜有马耳他护

照申请人能够通过政府的审核。欧盟

委员会对于欧洲地区的黄金签证计划

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希望彻底关停，从

目前看到的趋势来看，也确实如此。

海外身份配置需把握时机政策不等人，随时在变

香港政府推行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
畫，經己踏入第四個月，迄今為止，只有
一百二十萬巿民接種疫苗，以香港 七百
六十萬人口的比率來看，不足兩成，遠遠
低於達至群體免疫所需要的七成比率，這
樣的成績，令香港政府為之氣結。

如果用疫苗供應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
區的富裕程度，香港可以說是疫苗供應最
富裕的地區。當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為疫
苗供應短缺而苦惱，香港的供應卻十分充
裕，而且既有最先進技術的mRNA復必
泰疫苗，又有最傳統技術的滅活科興疫苗
，有美式、英式、也有中式，的是式式皆
備，任由巿民選擇。莫說印度等疫情嚴峻
的發展中國家，即使與香港經濟發展相若
的南韓、日本，亦未有這樣的優勢供應；
近日有移居於爆發疫情的台灣，星加坡的

港人，更直言希望可以馬上回港打疫苗。
可是，香港市民卻並不珍惜，接種中

心的預約依然偏低，對此，官府中人有人
指出，現時香港的疫苗接種中心, 都是外
聘私人機構來運作，成本昂貴，若是接種
比率如此偏低，從公帑開支角度來看，簡
直是一種浪費。因此，政府已確定接種中
心運作至今年九月底，即會停止，當然政
府或會保留少量復必泰疫苗，供少數有特
殊需要人士在特定地點接種，但基本上九
月以後，香港人要接種疫苗，技術上就只
能到私家診所打科興疫苗。至於港府預訂
的復必泰疫苗，官府中人 「氣言」，大不
了捐給世衞，直指全世界都缺少疫苗，香
港亦不應 「生人霸死地」，霸着疫苗又不
接種，任由其他地方的人士受苦。

話雖如此，現今香港特區政府為繼續

鼓勵接種疫苗，仍然是絞盡腦汁，據聞正
在研究不同誘因，希望可以吸引到剩下來
的百份之六十市民來打針。.香港行政會
議成員林健鋒認為，政府可以考慮通過電
子消費券加碼和持續進修基金加碼等方式
，來推動疫苗接種。他又透露，正推動工
商界, 向已接種疫苗的市民, 提供優惠計
畫，包括免費機票、酒店住宿、自助餐、
主題樂園入場券等，為提高疫苗接種率出
一分力。

林健鋒舉例說，香港機管局早前斥資
二十億元預購約五十萬張機票，可考慮預
留部分機票, 送給已接種疫苗的市民，目
的地可以是疫情受控的內地各省市，也可
以是受港人歡迎的亞洲目的地。酒店業界
方面，大可向已打針的市民提供免費
staycation套票、自助餐、消費優惠等；香

港兩大主題樂園和不同景點亦可送出門票
；演藝界可送出演唱會戲票、電影戲票；
各大商場、零售和飲食業界亦可提供具吸
引力的折扣。他表示初步接觸了部分業界
，他們的反應非常正面。

相對於港府在疫苗接種問題上的包容
，台北巿長柯文哲昨天就下令，台北所有
第一綫醫護人員，以及在醫院工作的清潔
人員、警消人員，全部都要接種疫苗，直
言 「之前很多人說不想打，但現在由不得
你。」他認為 「醫護人員不打疫苗，就像
你不戴鋼盔要上前綫一樣」，在疫情下會
對整個系統造成危險，所以要強制接種。
未知香港的醫管局及醫護人員，看到柯文
哲的命令，又有何感想？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為推動打針為推動打針 香港政商界搞抽獎香港政商界搞抽獎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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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查依蘭的呼喚》是台灣首次

以排灣族部落女頭目為題材的紀錄

片，透過鏡頭帶觀眾認識相關傳統

文化，入圍上屆台北電影獎、歐洲

電影攝影獎和英國金電影獎最佳紀

錄片等，並獲伊斯坦堡電影獎最佳

女導演。

製片徐國揚與導演魏郁蓁夫妻檔，

從發想、田調到完成耗時7年，總成本逾

新台幣500萬元。部分經費來自公部門補

助，不夠的就自掏腰包。他們也於去年

底發起群眾募資，籌措映演經費，藉此

吸引大眾關注原住民議題。

2007年，從事財務工作的魏郁蓁正

準備考會計師，卻在丈夫徐國揚堅持下

放棄外商公司的薪水，自組影視製作公

司「久藝傳播」。徐國揚本來希望魏郁

蓁當管理職，但她靠著自學和進修，學

會剪接、調光等，變成公司的技術核心

，甚至當上導演，《阿查依蘭的呼喚》

就是她首次執導的紀錄長片。

《火中的太陽》是徐國揚和魏郁蓁

拍攝的第一部原住民紀錄片，講述台灣

原住民第13族、撒奇萊亞族滅亡和復興

的故事。（魏郁蓁提供）

成立公司後，他們主要拍攝以生

態和原民文化為題材的紀錄片，作品

包括《火中的太陽》《神祕的史前踏

浪人》等。徐國揚回憶，《火》片是

他們拍攝的第一部原住民紀錄片，講

述台灣原住民第 13 族、撒奇萊亞族滅

亡和復興的故事，也是他首次接觸原

住民族群。起初，他因不理解而心裡

感到忐忑不安，後來則被犧牲奉獻的

人的精神感動，從此與原民題材結下

不解之緣。

也因此，徐國揚和魏郁蓁在一場豐

年祭活動認識了屏東排灣族大後部落頭

目廖莉華。2009年，八八風災重創大後

部落，他們前往探訪，看到廖莉華在困

境中指揮若定，深受個人特質所吸引，

萌生為她拍攝紀錄片的想法，最後耗時7

年完成《阿查依蘭的呼喚》。該片原訂

本週五（5月21日）在台上映，不料日前

疫情升溫，故臨時決定延後上片，目前

檔期未定。

臺灣首次以部落女頭目為題材

《阿查依蘭的呼喚》受疫情延檔

曾是瓊瑤首席玉女掌門人的陳德容

，為了自己首部擔任製片人的電影《山

中森林》，今年2月特別從中國趕回台

灣加入前期製作。不但退賽了中國當紅

實境節目《我是演員三》，更在3月初

邀請自己御用造型師杜秉駿加入造型團

隊，同時為兩位女主角李千那、郭雪芙

進行造型設計及定裝。

《山中森林》自4月中開始拍攝，

到目前已拍攝將近一個月，陳德容在拍

攝期間和演員打成一片 ，親切的程度

讓工作人員倍感到貼心，尤其在拍攝到

半夜時，陳德容還會特別買宵夜給工作

人員，讓在場所有人都感到窩心。

不過近期因疫情升溫，原定昨（17

日）要拍攝陳德容與謝承均的一場激烈

爭執戲，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導演

姜寧決定停拍，陳德容也給予支持，她

認為配合政府防疫才是正道，導演姜寧

表示，「雖然停拍一天損失幾十萬元，

停十幾天就要損失500萬元以上，但為

了劇組人員及演員的安全，以及避免工

作人員與人群接觸的風險，再次造成防

疫破口，我和陳德容決定停拍。」

陳德容也特別呼籲文化部的紓困

案，要把正在拍攝電影的損失囊括進

去，因為電影一天不拍，所有的機器

、人員、場地還是損失，比起電影延

後上映，電影停拍的損失是實際跟最

直接的，陳德容希望政府給予更多的

支持。

陳德容表示，因疫情而造成停拍事

出突然，為了讓導演姜寧無後顧之憂，

已決定把本來預計6月中赴中國工作的

行程全部往後延。「這幾個月與導演相

處，已有了革命情感，導演拚命三郎的

性格以及親力親為的拍攝堅持，對於燈

光攝影造型美術都要求非常到位，必須

支持。」她希望大家共體時艱，一起配

合政府的防疫措施，趕緊防堵疫情讓疫

情降溫，才能趕緊把電影拍完，把最好

的作品呈現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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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於明年上檔的，《台北女子圖鑑》改編自 2016

年的日劇《東京女子圖鑑》，該劇因寫實地呈現都會

女子的感情與價值觀，播出後獲得熱烈迴響，更陸續

衍生出《北京女子圖鑑》及《上海女子圖鑑》等劇。

此次開拍台北版，女主角的出身地也從秋田改為台南

，4 月底在台南舉行開鏡儀式時，曝光的演員除了主角

桂綸鎂，還有天心、夏于喬、林思宇及王柏傑等。

桂綸鎂在該劇中的年齡跨度長達 20 年，透過台北

各區特有的文化，探討女性各年齡層面臨的生存議題

。轉戰大銀幕有成的桂綸鎂，距離她上次接演台劇

《波麗士大人》，已有 13 年之久。

不像在新戲中經歷多段感情，現實生活中桂綸鎂

與大她 17 歲的導演演員男友戴立忍，愛情長跑超過 17

年，據傳兩人是 2004 年因合作鄭文堂導演的電影《經

過》而相戀。2009 年，戴立忍以自編自導的《不能沒

有你》拿下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時，擔任頒獎

人的桂綸鎂，在台上僅給了男友一個擁抱，作風十分

低調。

2018 年戴立忍被媒體拍到移居宜蘭船上，與桂綸鎂

分隔兩地，一度讓外界以為他們已悄悄分手。去年 8

月底，桂綸鎂出席汽車代言活動，被問到戴立忍有沒

有坐過她的車時，她僅笑說：「好直接喔！哈哈！下

一題吧！」迴避提問，但當天戴立忍就被拍到拎著外

賣，返回桂綸鎂住處，兩人仍是同居模式，這段十多

年未變過的情感，在演藝圈實屬難得。

愛情彌堅多年沒變質
桂綸鎂低調談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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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乌托邦”里的后海村

在后海村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类

人的到来十分关键：老后海人、新后

海人。

老后海人，是指较早一批来后海

村冲浪的“浪人”，包括开店的老板

。这些“老后海人”直接带动了当地

冲浪文化的形成。

老后海人，直接推动了当地冲浪

文化的形成。

新后海人，是指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来后海村生活的人。

“老后海人”阿威介绍，“新后

海人”中，最早一批到来的多为一些

极限运动爱好者。

而在疫情爆发前，这批人往往散

落在世界各地的海滩、滑雪场上。

这批玩得最“尖”的人，为后海

村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这里以黑为

美，存在一条肤色的“黑白”鄙视链

；在这里，肤色越深，越能证明你的

资历；你也可以大方穿着比基尼，不

用在乎凸不凸点。

在这里，肤色越深越能代表你的

资历，你也可以毫无顾忌地穿上比基

尼。

据《一条》的报道称，“新后海

人”主要分为三拨：

一拨从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来，

大多是自由职业者或来后海村做生意

的人，当地的俱乐部、酒吧和餐厅等

主要是靠这拨人开起来的；

另一拨则是从大理过来的手作人

、艺术家，他们带来了烟草、波西米

亚风等嬉皮士元素；

还有一拨从内蒙古和藏区来，大

多是流浪歌手、DJ，是后海村电子音

乐派对的领头羊。

后海村因冲浪而起，而后又形成

熟人社区的氛围，吸引着“老后海人

”与“新后海人”在此找寻各自的

“乌托邦”。

阿威第一次接触冲浪就在后海村

，当时是2014年，在海里冲浪的人特

别少。

令阿威最难忘的是，蹿红之前的

后海村，就像一个冲浪小社区，大家

都为了冲浪而来。

相比赚钱，大家更关心明天能不

能冲到一个好浪。

要是冲到一个大浪或者好浪，阿

威一整天都会处于肾上腺素激升所带

来的兴奋感中。晚上一上岸，他就急

着跟身边的所有朋友分享新战绩。

在海里冲浪时，阿威说自己与陆

地的联系被切断，彻底变成了一个自

由的人。

“浪人”们平时玩在一块，到了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

。

渔村里，还会定期举办party。当

时的酒吧，也保留着一个海岛渔村的

原貌：要么是小木屋，旁边就是椰子

树；要么干脆就是茅草屋。

“浪人”们与当地村民之间，维

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

三哥早在2010年就来到后海村开

店，他描述当时的后海村“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饭点时无论经过哪户

村民门口，他们都会热情地招呼他吃

饭、喝酒。

小渔村的生活状态，也让三哥觉

得很轻松：想安静就安静，想闹腾就

闹腾，想冲浪就冲浪，简直就是他心

中的“乌托邦”。

2012年的后海村，充满一种野生

的美。

三哥以前在后海村过得很 chill：

想安静就安静，想冲浪就冲浪。

局子自嘲是“新后海打工人”，

在她看来，后海村的包容度很高：后

海村既形成了冲浪文化，又杂糅进来

各种多元的事物。

也因此，“后海村什么样的人都

能待，这里有阳光健硕的浪人、前卫

精怪的艺术家，也有醉生梦死的酒鬼

。有很潮很酷的人，也有神经病和装

神经病的。而且，留下的人也总能找

到自己乐意干的事”。

更令她离不开的是，她在这里找

到了久违的大学校园的感觉：

上下楼梯时，你的邻居就是你的

好朋友；你也可以轻易在小饭馆、咖

啡厅、路上，偶遇熟人……

她描述正经冲浪人（区别于游客

）的一天通常是：要冲浪的话，早上

七八点就会去，冲完浪回来吃个早饭

，补个觉；

午饭则要么看能碰上哪个朋友一

起吃，要么就去谁家蹭一顿，要么几

个朋友凑一起做；

到了傍晚，几个朋友一起去玩滑

板；再晚一点，就去各个酒吧串一串

门，或者在自己的俱乐部喝点小酒。

局子说，作为一个女生，她在后

海村非常自在。

在这样一个熟人社区里，物理距

离拉近了，面对面的沟通变多了，感

情也就更容易产生。

在后海村，很容易就认识聊得来

的朋友。

“我们不光在海里交流，还去酒

吧聊天，或者在一家常去的小饭馆偶

遇。交流变多了，感情更容易产生，

也更容易结识聊得来的朋友”，局子

说。

另一位“新后海人”Amanda本不

打算来后海村，但考虑到去其他几个

浪点都得克服一个人的孤单感，最后

还是来了这里。

倍速奔向商业化的后海村

后海村的巨变，像是在一夜之间

发生的。

三哥在后海村一直待到去年5月，

都没发觉这里的变化。仅仅几个月后

，他再次回到后海村，就感受到了巨

大的冲击：

街道上，随处可见竖起的“冲

浪教学”的牌子；沙滩上，几乎找

不到可以躺下的地方；海面上，冲

浪板、冲浪教练与学员之间，也几

乎形成一条无缝的长线；一天 24小

时，整个后海村都难有真正安静的

时刻；到了凌晨2点，街道上都有醉

酒的人……

海面上，冲浪板、教练、学员几

乎形成了一条无缝的长线。

去年疫情的暴发，加上明星综艺

《夏日冲浪店》的播出，极大地推动

了后海村人流量的飞速蹿升。

源源不断的需求，又催生了越来

越多的“职业推板师”。“街上卖烧

烤的、开民宿的，全都可以下海教冲

浪了。”

数字上的变化更直观，据三哥统

计，后海村大大小小的冲浪店涨到100

多家。而去年5月他离开前，这一数字

还只有30家左右。

一同飞速蹿升的，还有后海村的

“网红”打卡地。翻开小红书，就能

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红”咖啡厅

、酒吧、民宿等。

这一切变化直接导致了沙滩上的

垃圾越来越多。后海村并没有专门的

保洁员，但会有人自发组织去沙滩上

捡垃圾。人流量不大、垃圾也不算多

时，这种自发组织的形式还够用。但

当垃圾急剧增多时，这种自发的形式

显然就不奏效了。

更深层的影响还包括，后海村原

本的商业秩序被打乱了。以冲浪店为

例，阿威表示，“职业推板师”已经

覆盖了会冲浪的专业教练，一般游客

根本分不清哪些是真正会冲浪的、哪

些不会。

其次，原本400—500元一次的冲

浪教学课，也被职业推板师压到了300

元、200元一次，就看谁的价格更低。

原本良性循环的商业环境，被迫卷入

了打价格战的恶性循环中。

如今，后海村最尖锐的矛盾集中

体现在了房子上。“收楼”事件之后

，后海村一房难求。整个租房市场的

价格也翻了好几倍。

离开与离不开的“后海人”

在后海村生活了十几年的三哥，

如今已经在计划搬离后海村。

一大理由是，他觉得后海村最珍

贵的东西已经被磨灭，他也很难在这

里过上轻松的生活了。

局子目前虽待在后海村，但她表

示，飙涨的房价确实让一批人被迫搬

走。

待了很多年的阿威，也已经去了

新的浪点。

阿威表示，不少跟他一样的“浪

人”之所以会离开，除了后海村本身

的变化外，浪况是更重要的原因。后

海村的浪况决定了它更适合冲浪新手

，想体验进阶的玩法，就要去新的浪

点。

阿威离开后海村的行囊，冲浪板

是最显眼的。

“真正的自由浪人，都是追着浪

点跑的，哪里有好浪就去哪里。”阿

威聊起了以往一到台风天，就开车出

门去追好浪的经历，“看一个人冲浪

技术过不过硬，就看他台风天会不会

出门冲浪了。”

阿威的“浪人”朋友们，如今虽

分散在全国各个浪点，却一样只关心

明天的浪好不好。

Amanda本就是来后海村学习冲浪

的，来后海村之前，她就计划好了离

开的日期。

另一方面，即便是计划离开、已

经离开的“后海人”，某种程度上都

离不开后海村。

三哥表示即便之后搬离后海村，

他每年至少也要回来一次，“没办法

，十几年的感情了”。况且，后海村

还是他冲浪店的起点，也是大本营。

Amanda也透露之后如果想冲浪，

肯定还是会回后海村。

阿威时不时也会回后海村，除了

照看自己的冲浪店，浪好的时候，也

想冲冲浪。

或许对其他人来说，后海村如果

过几年过气了，甚至没了，还可以接

着去找下一个。

但对曾在这里找寻“乌托邦”的

后海人来说，后海村就只有这一个。

三亚后海村，是下一个大理吗？
正如一切由小众人群走向大众

的事物，原本的“乌托邦”似乎势

不可挡地沦为了“网红打卡地”。

“最近还有房吗？”

“各位老板，请问现在有单间

或套房出租吗？”

......

房源，成了后海村目前最紧俏

的资源之一。在三亚后海村大大小

小的微信群里，活跃着一条又一条

求租信息。

成倍上涨的租房价格，让越来

越多的人想搬离后海村。

导火索是后海村的楼房正在被

成栋成栋地收走，原本的年轻租户

被迫另寻他处。

据消息，这些楼房被收走后，大

概率会被改成公寓往外出租，预计单

间一个月定价2000元。而去年同期，

后海村一个单间的价格还在400～500

元，粗略估算得涨4～5倍。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后海村飞

速蹿红。越来越多人从朋友圈、小

红书奔赴此地。

不可否认，跟大理一样，后海

村一度成为某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审美自由”“白天冲浪、晚上

蹦迪”“City Life Sucks”……一些

人在此寻找各自的“乌托邦”。

仅就载客能力而言，它就远不

如大理。

后海村只是三亚海棠湾的一个

小渔村，不到15分钟就能逛完。也

因此，后海村的发展速度要远远快

于大理。而现在，后海村历经着前

所未有的商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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