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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approves 200 mln USD credit to 
Cambodia for COVID-19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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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NOM PENH, June 25 (Xin-
hua) -- The World Bank has 
approved a 200-million-U.S. 
dollar credit to Cambodia, giving 
the kingdom a boost to combat 
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
ic and to begin its journey toward 
economic recovery, said its press 
statement Friday.

The credit will help Cambodia 
deal with the COVID-19 crisis by 
providing timely and targeted re-
lief to affected people, facilitating 
robust recovery through structural 
reforms, and building resilience 
against future economic shocks, 
the statement said.

Cambodia is facing an unprece-
dented economic and social cri-
sis. In 2020 its economy contract-
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30 years, 
by 3.1 percent, and is in now in 
the midst of its worst COVID-19 
outbreak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it said.

The sectors most impacted by the 
crisis, including garments, tour-
ism, and construction, are also 
those which account for much of 
the 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 
the statement said.

It added that in the absence of 
significant mitigation measures, 
the pandemic could result in 
sharp rises in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with the number of peo-
ple falling into poverty expected 
to swell by nearly 1 million.

“There is a clear need in Cambo-
dia to provide quick-disbursing 
resources in support of a compre-
hensive, government-led program 
that will protect the poorest from 
the impacts of the crisis and assist 
with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recovery,” said Inguna 
Dobraja, World Bank country 
manager for Cambodia.

4 confirmed dead, 159 possibly missing in 
U.S. Florida building collapse

WASHINGTON, June 25 (Xinhua) -- At 
least four people have been confirmed 
dead while the number of the missing 
rose to 159 after a 12-story residential 
building partially collapsed early Thurs-
day in Miami-Dade County in south-
eastern U.S. state Florida, local media 
reported on Friday.

Miami-Dade Mayor Daniella Levine 
Cava said Friday morning that three more 
people were found in the rubble over-
night and 120 people are now accounted 
for.

The Champlain Towers South condo-
minium, built in 1981, partially collapsed 
around 1:30 a.m. local time on Thursday 
in the beachside town of Surfside, about 
6 miles north of Miami Beach.

About 70 of the condo’s 130 apartments 
were destroyed or damaged, according to 
Frank Rollason, director of Miami-Dade 
Emergency Management.

All the numbers are “fluid” because 
some residents may not have been in the 

building when it collapsed, the mayor 
said, noting that rescuers will “continue 
searching because we still have hope that 
we will find people aliv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has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uthorizing funding 
and other disaster relief to Surfside.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was sending support, the mayor said.

At least 27 people from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Colombia, Cuba, 
Chile, Paraguay, Puerto Rico and Argen-
tina, are among those reported missing 
by friends and family following the 
collapse,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local 
newspaper Miami Herald on Friday.

Florida state fire marshal Jimmy Patro-
nis said on CNN on Friday morning that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were using ev-
erything at their disposal in the search for 
life, cutting into the concrete with saws 
and using infrared cameras after boring 
through holes in the rubble, along with 
sonar and specially trained dogs.

“The live active rescue will 
continue,” Patronis said without 
going into how long he thinks 
a person can survive under the 
debris.

The first lawsuit, seeking 5 mil-
lion U.S. dollars in damages for 
the victims of the condo collapse, 
was filed late Thursday. The 
cause of the oceanfront condo’s 
collapse is unknown at this early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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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eople dance to celebrate Midsummer Eve during sunset at the Amager 
Strandpark in Copenhagen, Denmark. REUTERS/Hannah McKay

Former New York City Mayor Rudy Giuliani arrives at his apartment building after the suspen-
sion of his law license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REUTERS/Andrew Kelly

A horse puts its head into the car to eat a carrot near the Cossack cultural complex in the 
village of Borgustanskaya in Stavropol region, Russia. REUTERS/Eduard Korniyenko

An aerial view shows a partial-
ly collapsed building in Surf-
side near Miami Beach, Florida. 
REUTERS/Marco Bello

U.S. President Joe Biden 
takes a photo with at-
tendees at Green Road 
Community Center, where 
Biden delivered remarks 
on the U.S. COVID-19 
vaccination effort, in 
Raleigh, North Carolina. 
REUTERS/Jonathan Ernst

Demonstrators react to tear gas 
during clashes with Palestin-
ian security forces at a protes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Nizar 
Banat, a Palestinian parliamen-
tary candidate who criticise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and died 
after being arrested by PA forces, 
in Ramallah in the Israeli-oc-
cupied West Bank. REUTERS/
Mohamad Torokman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the town of Surfside
in Miami-Dade County
Florida, a 12-story
condo building partly
collapsed on Thursday
morning. At least one
person was confirmed
dead and 51 persons
are unaccounted for.
Witnesses said the
whole building shook
like an earthquake,
then the building was
flat as a pancake in the
dust.

More than 80 units of
Fire and Rescue
people came to the

rescue. A boy was
being pulled from the
rubble and was yelling,
but firefighters were
able to rescue the boy.

The rescue crews used
ladder trucks to rescue
residents from
balconies and have
cleared all units that
were not damaged in
the collapse.

The White House
released a statement
hours after the horrific
incident saying that the
White House and FEMA are in contact with local officials to

provide assistance if
needed.

The Surfside condo
collapse represents the
reality that our nation’
s infrastructure is long
overdue. This building
is over fifty years old
as are many of our
buildings in many
major cities.

We fully support
President Biden’s

Rebuild America
project. When we look
at our airports,
highways and
bridges -- all of them
need to be rebuilt.

We also want the
owners of buildings all
over the nation to
check your property
and make sure that the
foundations and
structures are sound
so we don’t repeat
this tragedy again.

0606//2525//20212021

Tragedy In ParadiseTragedy In Para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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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ngerous Delta variant of the coronavirus 
is spreading so quick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t’s likely the mutant strain will become pre-
dominant in the nation within weeks, according 
to federal health officials and a new analysis.                                               
At a White House briefing on COVID-19 on 
Tuesday, Dr. Anthony Fauci of the National In-
stitutes of Health said 20.6% of new cases in 
the U.S. are due to the Delta variant. And other 
scientists tracking the variant say it is on track 
to become the dominant virus variant in the U.S.
“The Delta variant is currently the greatest 
threat in the U.S. to our attempt to eliminate 
COVID-19,” Fauci said. He noted that the pro-
portion of infections being caused by the variant 
is doubling every two weeks.
The variant, first identified in India, is the most 
contagious yet and, among those not yet vacci-
nated, may trigger serious illness in more people 
than other variants do, he said. 
Another reason to get vaccinated
“It definitely is of concern,” says William Lee, 
the vice president of science at Helix, which is 

under contract with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o help track the vari-
ants.
“Just the fact that it’s so transmissible means 
that it’s dangerous,” Lee says, “and so I think 
you’ll see outbreaks of Delta around the coun-
try and more people will get sick from it.”
So Fauci says the rising threat posed by the 
Delta variant makes it more urgent than ever 
that more people roll up their sleeves to get 
vaccinated, especially given how close the 
country is to finally getting back to normal.

“We have the tools so let’s use them and crush 
the outbreak,” Fauci says.
At the beginning of May, Helix researchers 

spotted a drop in the prevalence of the Alpha 
variant, a contagious strain first spotted in 
the U.K. that had quickly become the domi-
nant variant in that country and the U.S. The 
researchers discovered the drop in relative 
frequency of the Alpha variant in their spot 
checks of strains circulating in the U.S. was 
due to a rapid increase in two other variants: 
the Gamma variant, first spotted in Brazil; and 
the Delta variant. 
The Gamma variant may be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strain at outmaneuvering the 
vaccines, researchers say. But the Delta vari-
ant is two to three times more contagious than 
Gamma, indicating it would quickly become 
the dominant strain, Lee says.
“It looks like both of them are going to slowly 
push out Alpha,” says Lee, whose study has 
not yet been peer-reviewed but has been post-
ed on a pre-print server.                                   
How Delta could prompt another U.S. 
COVID-19 surge
All the vaccines authorized for use in the U.S. 
appear, in general, to provide powerful protec-
tion against all the variants, including Delta. 
But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variants is still 
raising concern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ho remain unvaccinated.
 “There still are big portions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rates of vaccination are quite low,” 
notes Dr. Jeremy Luban, a vir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And, in fact, the Helix paper shows that this 
Delta variant is increasing in frequency — the 
speed at which it’s increasing in frequency is 
greatest in those areas where vaccination rates 
are lowest.”      

The Delta variant could trigger yet another 
moderate surge of infections through many 
parts of the U.S. because of these pockets of 
unvaccinated people, according to a recent set 
of projections from the COVID-19 Scenario 
Modeling Hub, which is helping the CDC plot 
the future course of the pandemic. The projec-
tions indicate that infections could start to rise 
again as soon as some time in July, especially 
if 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continues to stall.

“For the most part, it’s a moderate resurgence,” 
says Justin Lessler, an epidemiologist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ho is helping coordinate 
the hub.
“We’re not having massive epidemics at a nation-
al level, but we have this kind of continuation of 
the virus just sticking around and keeping us on 
our toes,” Lessler says. “And in specific places, 
there could be substantial epidemics still.”
And Dr. Rochelle Walensky,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arned that the more the Delta variant spreads, 
the greater the chance even more dangerous mu-
tants could evolve.
“We know our vaccines work against this variant. 
However this variant represents a set of muta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future mutations that evade our 
vaccines,” Walensky said at the Tuesday briefing.

“And that’s why it’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o 
get vaccinated now to stop the chain of infection, 
the chain of muta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a more 
dangerous variant,” Walensky said.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Related

Gottlieb says Delta virus variant likely 
to become dominant U.S. strain 

Washington — Dr. Scott Gottlieb, the former 
commissioner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
tration, said Sunday that a coronavirus strain 
known as the Delta variant is likely to become 
the dominant source of new infections in the 
U.S. and could lead to new outbreaks in the fall, 
with unvaccinated Americans being most at risk.                      
“Right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about 10% 
of infections. It’s doubling every two weeks,” 
Gottlieb said on “Face the Nation.”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re going to see a sharp uptick in in-
fections, but it does mean that this is going to take 
over. And I think the risk is really to the fall that 
this could spike a new epidemic heading into the 
fall.”The Delta variant, also known as B.1.617.2,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India and is one of three 
related strains. It has become infamous for its 
ability to outpace and replicate quicker than other 
variants in its lineage.                                                                                       

Dr. Scott Gottlieb, the former commissioner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ottlieb says the Delta strain is going to con-
tinue to spread, citing new data from prominent 
British epidemiologist Neil Ferguson, who told 
reporters last week that the variant is about 60%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the original B.1.1.7 
variant first fou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However, Gottlieb said the COVID-19 vac-
cines approved for use in the U.S. and overseas 
appear to be effective at containing the Delta 
variant,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ub-
lic vaccination campaign. “The mRNA vaccine 
seems to be highly effective, two doses of that 
vaccine against this variant. The viral vector 
vaccines from J&J and AstraZeneca also ap-
pear to be effective, about 60% effective. The 
mRNA vaccines are about 88% effective,” he 
said, referring to the vaccines developed by 
Moderna and Pfizer/BioNTech. “So we have 
the tools to control this and defeat it. We just 
need to use those tools.” Gottlieb said the risk 
of new outbreaks is most pronounced in th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at have low vaccination 
rates.

“I think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have less vaccination, particularly in parts of 
the South, where you have some cities where 
vaccination rates are low, there’s a risk that you 
could see outbreaks with this new variant,” he 
said.  (Courtesy https://www.cbs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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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uci Warns Delta Variant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U.S. COVID Efforts

Dr. Anthony Fauci,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
eases, warned on Tuesday of the danger from the Delta variant of the coronavirus. 
Among those not yet vaccinated, Delta may trigger serious illness in more people 
than other variants do. (Photo/Susan Walsh/AP)

COMMUNITY

Researchers have found a link between 
rare cases of heart inflammation in chil-
dren and COVID-19 vaccines from Pfizer 
and Moderna, a group of doctors advising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said on Wednesday.
The COVID-19 Vaccine Safety Technical 
(VaST) Work Group said the “data avail-
able to date suggest likely association of 
myocarditis,” an inflammation of the heart 
muscle, with the mRNA-based shots in 
younger Americans, Fox News reported.
“It does appear that mRNA vaccines may 
be a new trigger for myocarditis yet it does 
have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aid 
Dr. Matthew Oster during a panel at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meeting on Wednesday.
The CDC received around 323 reports that 
met its definition for myocarditis and peri-
carditis in vaccinated people under 30 as 
of June 11, the outlet reported. This is out 
of some 27 million shots that have been 
administered to people under age 30 in the 
US.

Officials said at least 79% of the pa-
tients recovered from their symptoms, 
which include chest pain,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difficulty sleeping.

Researchers found a link between 
rare cases of heart inflammation in 
children and COVID-19 vaccines 
from Pfizer and Moderna. (Getty Im-
ages) 
“We’re observing this in younger age 
groups, mainly in people in the teens 
and early 20s and observing it more in 
males compared to females,” said Dr. 
Tom Shimabukuro,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DC’s Immunization Safety Office, 
the outlet reported. 
Pfizer has previously said it had not ob-

served a higher rate of heart inflamma-
tion than would normally be expected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hile Moderna 
had said it could not confirm a causal 
association with the heart inflammation 
cases and its vaccine. (Courtesy https://
nypost.com/202)
Related

Heart Inflammation In Teens And 
Young Adults After COVID-19 

Vaccine Is Rare, CDC Say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ys 323 cases of heart in-
flammation have been verified in peo-
ple who received the Pfizer or Moderna 
COVID-19 vaccine.
The cases of myocarditis and pericardi-
tis have been seen mostly in teens and 
young adults between 12 and 39 years 
old — mostly after the second vaccine 
dose.
Most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this 
side effect have recovered from symp-
toms and are doing well, according to 
data presented Wednesday at a public 
meeting of the CDC’s vaccin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323 cases, 295 wer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nine re-
mained hospitalized as of last week and 
14 were not hospitalized at all.

A teenager enters a pop-up COVID-19 
vaccine site this month in the Jackson 
Heights neighborhood of Queens in 
New York City. (Photo/Scott Heins/
Getty Images)
Outcome data was missing for five of the 
cases. No death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is side effect.
Symptoms include chest pain or pressure 
and difficulty breathing, says Dr. Kristen 
Sexson Tejtel, a cardiologist at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who has treated peo-
ple with the vaccine-related condition. 
For people experiencing symptoms,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talk to their phy-

sician or come to the emergency room 
for evaluation,” Tejtel says, where blood 
tests and heart imaging results can con-
firm the diagnosis.
The CDC says there have been some 
cases of heart inflammation reported 
after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to 
the Vaccine Adverse Events Reporting 
System, though not as many as with the 
Moderna and Pfizer vaccines. 
The number of cases has not risen much 
from last week when CDC Director Ro-
chelle Walensky told reporters at a White 
House briefing that the agency knew of 
“over 300” cases.
Officials say the side effect is extreme-
ly rare
The CDC says the findings do not change 
the basic recommendation that all people 
12 and older should receive either the 
Pfizer or Moderna vaccine. However, the 
CDC recommends that if a person de-
velops myocarditis after the first dose, a 
second dose should be delayed until the 
condition has fully resolved and the heart 
has returned to a normal state.

Audrey Vakker, 14, gets a COVID-19 
vaccination at the Fairfax Govern-
ment Center vaccination clinic in 
Fairfax, Virginia. (Photo/AFP via Get-
ty Images)
“The facts are clear: this is an extremely 
rare side effect, and only an exceedingly 
small number of people will experience 
it after vaccination,” officials said in a 
statement. “Importantly, for the young 
people who do, most cases are mild, and 
individuals recover often on their own 
or with minimal treatment. In addition, 
we know that myocarditis and pericar-
ditis are much more common if you get 
COVID-19, and the risks to the heart 
from COVID-19 infection can be more 
severe.”
Health experts agree that the benefits of 
being protected from COVID-19 out-

weigh the risks of developing this tem-
porary heart condition from a vaccine. 
“There’s no zero risk proposition,” says 
Dr. Brian Feingold, medical director of 
the heart transplant program at Chil-
dren’s Hospital of Pittsburgh. “If you’re 
statistically going after what’s safest, the 
data right now stacks up [to show] that 
vaccines are absolutely the safer route.”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ttending the meeting, 
Dr. Doran Fink, said the agency would 
add a warning to vaccine fact sheets re-
flecting the risk of this rare complication.
Naturally occurring heart inflammation 
is rare, but it doe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in teens and young adults. The rate 
seen after these vaccines is slightly high-
er than would be expected for these ages, 
prompting concern.

Teenagers get vaccination cards af-
ter receiving a first dose of the Pfizer 
COVID-19 vaccine last month at a 
mobile clinic at the Weingart East Los 
Angeles YMCA in Los Angeles. (Pho-
to/Patrick T. Fallon/AFP via Getty 
Images)
Officials are also looking at booster 
shots
The group is also looking at the issue of 
booster doses. A report from the CDC 
presented to the expert panel says that 
the agency would recommend a boost-
er dose only after seeing evidence that 
people who’ve gotten the vaccines have 
started getting infected in significant 
numbers. The agency would not rely 
solely on a decline in antibodies.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
zation Practices issues recommenda-
tions for the use and scheduling of all 
approved and authorized vacc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did not vote on any rec-
ommendations Wednesday regarding the 
use of the Pfizer or Moderna vaccines.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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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mRNA Vaccines Likely 
Linked To Rare Heart Condition

In Kids Reports CDC Panel

A CDC panel has suggested vaccines from Pfizer and Moderna may be linked to 
rare heart inflammation in kids.SOPA. (Photo/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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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从中餐风味到社团构成，美国华人

人口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从中餐风

味到社团构成，美国华人人口结构发生

了怎样的变迁？

当地时间4月26日，美国人口普查

局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

去十年美国人口增长7.4%至3.31亿人，

该增速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低值。

在美亚裔人口情况如何？据美国皮

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4月9日

发布的一项报告，在2000年至2019年间

，亚裔人口的增长率是美国所有族裔中

最快的，从大约1050万人增长到创纪录

的1890万人。

华人作为美国第一大亚裔族群，如

今人口数量已经接近550万。研究显示

，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新移民深刻地影

响着整个华人社区文化以及社团结构。

移民来源地趋多元
粤籍华人占比仍最高

从美国华人人口的原籍地看，二战

前粤籍华侨华人占90%，他们大多定居

于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西雅图、

波特兰、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

等大城市中心的唐人街。而现在华人移

民的来源地非常多元化，中国各省份都

有人移民美国。

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通过后，由于从

台湾迁居美国的华人移民原籍地多非广东

省，粤籍华侨华人的优势开始减弱。上世

纪90年代之后，通过留学转而定居美国的

广东省之外的专业技术移民数量迅速上升

。这些高学历人才大多从北京、上海、天

津、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知名学

府赴美深造，总计超过120万人。

广东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较久，根基

较为深厚，土生华裔的人口基数大，融

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程度深，目前粤籍华

侨华人(含土生华裔)占美国华人总人口

中的比例依然最高，约占30%-40%。

从人口规模来看，居第二位的为福

建籍的华侨华人，约有100万人。上世

纪90年代后，来自浙江温州和东北三省

等地的非正规移民也逐渐增多。

不同区域的移民类型构成上存在一

定的集中性和独特性，比如广东珠三角

的移民以家庭团聚方式赴美者居多，北

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移民以留学转而

申请职业类签证居多。

普通话逐渐流行
中高档中餐馆兴起

随着美国华人人口祖源地构成上的

多元化，他们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上也发

生了显著变化。

据调研，上世纪80年代，在旧金山

、洛杉矶、纽约等主要城市，粤语仍是

唐人街的主要语言。随着广东籍以外的

中国大陆新移民人数和影响力的增强，

普通话在华人社区日趋流行，并成为不

同方言团体的共通语言。

现今，中文学校大多数都讲普通话

，简体字教学也逐渐增多。原先以粤语

为主要礼拜语言的华人基督教会，当地

牧师和团契组织者也努力学说普通话，

以便吸引更多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加入教

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福州移民规模

的壮大，福州话已成为纽约唐人街的第

二大方言。此外，潮州话、上海话、温

州话等方言也逐渐出现。

除此之外，华人人口的结构变化也

对美国当地的中餐菜系造成了影响，中

餐馆从粤菜为主发展到京、川、湘、沪

、浙、台、闽、潮，以及东南亚风味等

各式美食。

现今很多粤菜馆已由小型家庭式经

营向现代化经营发展，建起装修豪华、

富有东方风格的大酒楼，并且冠以气派

的名字。

经营其他菜系的中餐馆，首先是由

败退台湾的前国民政府官员及家属移民

美国后带旺起来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的为“中餐女王”江孙芸1968年在旧金

山开设的“福禄寿”餐厅，供应地道、

经典的京味、川味和湘味菜。

随后，在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等

地，越来越多的非粤式菜馆兴起，甚至

大受非华裔食客的欢迎。

随着专业技术移民落户于美国市郊

，迎合他们需求的各种地方风味的中高

档中餐馆迅速兴起。新移民倾向于“正

宗的”而不是“美国化”的中国美食。

除了上档次的中餐馆外，上世纪80

年代中期后，福州新移民经营的小型中

餐外卖店迅速兴起，一般只需要夫妻二

人雇一两个帮手就能开张，价廉物美，

满足了低收入群体的需求。

还有一些富有投资眼光的中餐馆老

板效仿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经营方式，开

办起美式连锁中餐店。其中最著名的当

属创办于1983年的熊猫快餐(Panda Ex-

press)。另一家知名的高档中餐连锁店是

“老张中国小馆”(P.F. Chang’s China

Bistro，又译作“华馆”)，其定位是比

快餐精致、比正餐放松的休闲餐厅。

传统侨团后继乏人
同乡会等纷纷涌现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习惯

及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当某地有人移民

到美国时，为了满足社交联系的需要或

有难事需要解决，很自然就找到同乡帮

忙。

19世纪中后期，广东籍先侨建立了

地缘性会馆、血缘性的宗亲会、业缘性

的商会乃至统领全侨的中华会馆(公所)

等，现今这些粤籍传统侨团大多依旧存

续，不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为唐

人街标志性景观之一。

中国改革开放后，赴美的新移民

来源地更加多元化，多数新移民与粤

籍老侨在语言、文化背景、身份构成

、职业地位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他

们不愿加入既有的传统侨团，而是另

组建新的同乡团体、专业团体、校友

会、商会等。

近几十年来，由于华人社会的人口

结构性变化，新移民和土生华裔加入粤

籍传统侨团的越来越少，不少传统侨团

出现人员老化、后继乏人、影响衰弱的

情况。

以原籍省、县、乡甚至村为基础建

立的同乡会则纷纷涌现。上世纪90年代

以来，随着各省移民数量的增长，单一

省籍的同乡团体越来越多，比如，上海

、江苏同乡联谊会。从华东、华北、华

中、华西南各省份移居美国的人也渐渐

形成规模，更多同乡会在美国出现。多

省联合的有东北同乡会、西南同乡会、

华北同乡会等。

其中，福建籍新移民尤为显著。据

统计，1998年福建籍华人社团只有十多

个，至2005年，全美大大小小的闽籍社

团已有100多个，多数集中于大纽约地

区，既有以同省籍为基础的大型联合性

社团，也有以同县、同镇，甚至同村籍

为纽带建立的中小型同乡会。

老唐人街向外扩散
郊区形成新型华人社区

由于华人新移民的不断涌入，上世

纪80年代，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城

市的老唐人街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展，但

仍赶不上新移民增长的速度，人满为患

，租金节节上涨。有不少新移民忍受不

了弹丸之地的局限，只得到新开发的华

人聚居点或更远的地方居住。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华人人口增长

与经济的发展，唐人街的规模与数量均

有增长：一是老唐人街扩展；二是以老

唐人街为中心，在其邻近市镇衍生出新

唐人街。

现今，全美各州都有华人居住，数

量从数千人、数万人到数十万人不等。

华人大多数偏好大都市区，不过其定居

区域已经从老唐人街向外扩散，在郊区

形成了很多新型多族裔聚居区，还有的

华人散居于白人社区中。

纽约大都会吸引了人数最多的新移

民，该区的唐人街由1个增加到6个。曼

哈顿唐人街的边界不断拓展，华人的商

铺开进了原先的“小犹太区”和“小意

大利区”，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福州的

新移民占据了几乎整个东百老汇大街，

把这里变成名副其实的“小福州”。

皇后区的法拉盛是纽约第二大唐人

街，原先以台湾地区移民为主，现今来

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已居多数。布鲁克

林的日落公园和第八大道形成福州移民

聚集的新唐人街；还有一个唐人街在新

泽西的爱迪生市。

郊区的新型华人社区没有老唐人街存

在的拥挤杂乱等问题，但同时又保留了一

些中华文化元素。与没有明显族裔标志的

美国一般城郊社区有所不同，市郊的新兴

华人住宅群由于周边带有中国或亚洲风情

的购物中心、中餐馆、文化服务机构较多

，基本可以清晰地被辨认出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媒体的报道都

给人一种美国华人都很成功的错觉，但

实际上华人当中高中以下学历的占比要

比美国平均水平高，贫困率也稍高于美

国平均水平。这些教育技能水平相对较

低的华人新移民初抵美国时，大多落脚

于老唐人街。

而如今，越来越多拥有良好教育背

景与技术专长的新移民得以进入美国的

教育、科技、专业领域和白领职业中，

获得相对丰厚的收入，逐步跻身美国中

产阶层行列。而他们，也开始选择到环

境相对优美、住房宽敞、学区优良、设

施完善、人口密度小的郊区居住。

从中餐风味到社团构成

美国华人人口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美国被称为咖啡王国,却有大约一半人

喝茶。美国人很喜爱中国茶，中美之间茶

的交易几乎是伴跟着美国这个国家的诞生

而同步开端。

美国人的饮茶习惯是由欧洲移民带去

的,饮茶方式也与欧洲大体相仿。目前,美国

年从中国进口茶叶占茶叶进口总量20%以上

，茶叶销售额每年超过10亿美元。美国市

场上的中国乌龙茶、绿茶等有上百种,但多

是罐装的冷饮茶。

美国喝茶属清饮与调饮两种，和中国

人饮茶方法不同,他们大多数人喜欢饮冰茶,

而不是热茶。这是因为冰茶应顺了其快节

奏的生活方式。人们不愿用花时热泡的方

式喝茶。而喝冰茶时，消费者还可结合自

己的口味，添加糖、柠檬，或其他果汁等

。使之成为柠檬茶、冰茶、牛奶茶或蜂蜜

茶等,如此饮茶，既有茶的醇味，又有果的

清香，甜而酸香,开胃爽口。

美国人还有一种特别的饮茶习俗——

饮鸡尾茶酒，特别是在风景秀丽的夏威夷

，遍及有喝鸡尾茶酒的气息。鸡尾茶酒的

制法并不杂乱，即在鸡尾酒中，依据各人

的需求，参加一定份额的红茶汁，就成了

鸡尾茶酒。仅仅对红茶质量的需求较高，

茶有必要是具有汤色淡雅，影响味强，味

道鲜爽的高档红茶，以为用这种茶汁泡制

而成的鸡尾茶酒，味更醇，香更高，能提

神，可醒脑，因此受到欢迎。

茶是世界三大饮料(茶、咖啡、可可)之

一,由于各国风俗民情、生活习惯各不相同,

在饮茶习俗上也是多彩多姿、风格迥异。

美国人饮茶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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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各位久等了！！天后全智賢終

於正式曝光！讓喪屍迷們期待已久

的 《屍戰朝鮮》特輯-《屍戰朝鮮：

雅信傳》終於確定要於7/23(五)在Net-

flix全球獨家上線，最新前導預告與

海報曝光，搶先一窺最新劇情！第一

季導演金成勳執導這次的特輯，盛讚

本特輯是神編劇金銀姬所有作品中寫

得最完美的內容！金銀姬也親解全智

賢飾演的角色背景由來！Netflix年度

重磅鉅作《屍戰朝鮮》特輯-《屍戰朝

鮮：雅信傳》7/23(五)在Netflix全球獨

190國隆重上線！

Netflix於22號推出《屍戰朝鮮》

特輯-《屍戰朝鮮：雅信傳》的最新海

報和最新正式預告，海報上寫著「復

仇是唯一的路」，預告了接下來的劇

情走向，而這次全智賢終於正面現身

，也成為粉絲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在

長達一分半的預告當中，描述全智賢

所飾演的雅信，從小因為娘親臥病在

床，不顧危險也要去採「生死草」來

挽救母親的性命，而劇中除了驚悚的

人類喪屍之外，這次更進化出現了老

虎喪屍，全智賢幾乎都是以帶著弓箭

的女戰士之姿出現，是否有精彩的交

鋒也相當值得期待。

《屍戰朝鮮：雅信傳》是講述

覆蓋朝鮮巨大悲劇開始的生死草以

及主角雅信的故事，並且由第一季

的導演金成勳執導這次特輯，再度

與神編劇金銀姬合作，若用《屍戰

朝鮮》來形容復活死者的生死草將

朝鮮和喪屍的相遇描述得有爆發力

，那麼《屍戰朝鮮：雅信傳》則是

追尋引發無法想象之悲劇的生死草

和瘟疫的起源。編劇金銀

姬在接受韓國媒體訪問時

表示，這次的特輯是在寫

《屍戰朝鮮》第1、2季的

時候，為了做生死草的相

關功課就開始發想的，生

死草是生長在冰冷地帶的

草，金銀姬也因此對朝鮮

當時的北方地區產生了興

趣，並以「朝鮮世宗時期

爲軍事目的設立的鴨綠江和圖們江

地區行政區域四郡六鎮中，因禁止

人員出入而被稱爲「廢四郡」的地

方之記錄，充分發揮了想象力，以

如果在封閉、人跡罕至的地方長出

了生死草會怎麼樣為出發點，並且

把居住於鴨綠江邊境一帶的邊疆人

、城底野人（住在咸鏡道邊疆城底

周圍的野人）更具體化，形成了

「雅信」的角色，在寂靜的北方土

地上生長的生死草，以及發現生死

草的「雅信」，將展開巨大命運的

交集。金銀姬也表示《屍戰朝鮮：

雅信傳》就是《屍戰朝鮮》系列一

切的開端，一切故事的起源。導演

金成勳則表示在看過金銀姬寫的劇

情大綱之後，感受到這次的特輯

「能夠承載尚未展現的另一個世界

之美」，是他加入的最大動力，更

盛讚這是金銀姬寫過的作品當中最

完美的內容，也讓影迷們更迫不及

待上線日的到來！Netflix年度重磅鉅

作《屍戰朝鮮：雅信傳》7/23(五)在

Netflix全球獨190國隆重上線！

《屍戰朝鮮：雅信傳》
全智賢為救娘竟走上復仇之路？
神編劇金銀姬親解生死草之密！

近年來串流平台興起，然而《侏

羅紀公園》系列、《一級玩家》大導

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

一直以來堅持「電影應該在大銀幕，

而非在電視播放」的理念，甚至多次

槓上Netflix，曾在2019年計畫提案阻

止其報名角逐奧斯卡，轟動一時。未

料時隔2年，雙方竟破天荒宣布合作

，再度掀起一陣討論。

史蒂芬史匹柏成立的製片公司安

倍林集團（Amblin Partners）今（22

日）宣布一項新合作，接下來每年將

會提供Netflix多部劇情片，聲明中寫

下：「在安倍林，說故事是我們一直

以來的核心理念，從泰德（Netflix共

同執行長）與我開始討論合作的那一

刻起，毫無疑問地我們找到一個絕佳

的機會，共同合作去說新的故事，並

透過新的方式呈現在觀眾眼前。」

隨後，Netflix共同執行長泰德薩

蘭多斯（Ted Sarandos）公開作出回

應，稱讚史蒂芬史匹柏過去以來創造

出多個令人難忘的角色、故事，至今

仍歷久彌新，同時具有鼓舞人心的作

用，「我們等不及與安倍林團隊展開

工作，我們很榮幸也很激動可以成為

史蒂芬先生電影章節的一部分。」

在聲明中，史蒂芬史匹柏並未透

露與Netflix合作的計畫內容，不過他

明確表示仍與環球影業保持長期合作

夥伴關係，未來會繼續製作以院線上

映為主的電影作品。

事實上，史蒂芬史匹柏過去時常發

表言論表達對於串流平台的質疑，此次

與Netflix合作堪稱「世紀大和解」。在

2017年宣傳電影《郵報：密戰》時，他

表示：「我仍會為了觀眾製作《郵報：

密戰》，拜託他們去電影院看片，而不

是直接在Netflix觀看。」

這幾年Netflix電影在奧斯卡獎項

大放異彩，史蒂芬史匹柏 2018年表

示，一旦投入電視規格製作就是電視

電影，質疑Netflix僅在少數幾家電影

院上映不到一周，是「象徵性」拿下

奧斯卡提名資格，「如果是好作品，

毫無疑問該獲得的是艾美獎，而不是

奧斯卡。」隔年，他被傳出計畫在美

國影藝學院年度會議提案修法，拒絕

串流平台電影參加奧斯卡，坦言：

「串流平台電影與院線電影是截然不

同的。」

然而，經歷了一年多以來的疫

情，好萊塢電影產業發生巨大衝擊

，同時改變許多觀眾的觀影習慣，

史蒂芬史匹柏可能不得不改變想法

，尤其與他同一個時代的大導演馬

丁史柯西斯早已與Netflix 合作《愛

爾蘭人》，橫掃 2020年奧斯卡最佳

影片等10項提名，或許也是讓他轉

念的原因之一。

史蒂芬史匹柏、Netflix世紀和解

確定合作拍攝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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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男乒隊員中國男乒隊員（（左起左起））王楚欽王楚欽、、許昕許昕、、樊振東樊振東、、馬龍馬龍、、主教練秦志戩主教練秦志戩、、女隊主教女隊主教
練李隼練李隼、、隊員陳夢隊員陳夢、、孫穎莎孫穎莎、、劉詩雯劉詩雯、、王曼昱身穿全新戰袍集體亮相王曼昱身穿全新戰袍集體亮相。。 新華社新華社

●●許昕許昕（（左左））//樊振東助國乒一團贏得熱身賽全部比賽的勝利樊振東助國乒一團贏得熱身賽全部比賽的勝利。。 新華社新華社

●●杜蘭特杜蘭特（（右右））
將將 33 度出征奧度出征奧
運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乒協主席中國乒協主席
劉國梁劉國梁。。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子柔道選中國女子柔道選
手李亞男手李亞男（（上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正在威海封閉集訓的國乒剛剛結束歷
時四天的熱身賽，奧運陣容在混雙

以及團體賽中不出意外地拿到頭名。劉
國梁表示，隊伍專門在封閉集訓練了一
半時安排熱身賽，以檢驗前期訓練效
果，有目的性、有針對性、有挑選性地
打比賽，讓運動員找到比賽的感覺，發
現問題，是比較關鍵的一次摸底。

下月再打熱身賽 實戰演練
劉國梁透露，國乒還計劃於7月8日

至10日舉行最後一次熱身賽。“封閉訓
練之前、中間和結束時都有熱身賽，能
起到不同的作用。前期主要是檢驗實
力，中期檢驗前期封閉訓練後隊員們的
提升和進步，後期意在最後磨合和準
備。”
南陽站奧運模擬賽結束後，國乒已

在威海訓練了20天左右。劉國梁說，這

段時間的側重點在於加強隊員的能力和
實力。“封閉訓練中間20天左右的時候
是相對比較容易出狀態的，這次打大家
的能力和比賽感覺就比前兩次（奧運模
擬賽）時更好了一些，最後一次我們希
望更多從實戰的角度、戰術演練的角
度、模擬對手的角度，做得更加細緻一
些。”

南陽站結束後，劉國梁提到國乒要
在奧運金牌上“保三拚四爭五”。

有信心但也有挑戰與風險
“我們五塊（金牌）都有實力，也

都有信心去爭奪，但同樣也都有挑戰和
風險，這就是乒乓球項目的特點。”劉
國梁坦言，中國隊的實力毋庸置疑，但
還有很多對手，他們也準備了五年時
間。“日本乒乓球隊為了東京奧運會準
備了很多年，特別希望在家門口能夠打

敗中國隊，但我覺得他們會帶給我們更
多的動力，我們需要這樣的對手，需要
這樣的比賽去檢驗隊伍。”
“不管哪個項目，我們都是志在必

得，每一塊（金牌）都去拚。”劉國梁
話鋒一轉，“但是競技體育有起伏有輸
贏，這都是比賽的一部分，所以不給大
家太大的壓力，沒壓力肯定打不好，太
大壓力也打不好。保持平常心，把練的
東西打出來，每一塊都去努力都去爭，
不在於說哪個項目保險一點，哪個項目
風險大一點。”
“希望我們的運動員和教練員不要

背上以前包攬（金牌）這樣的包袱，把
包袱甩出去。”在劉國梁看來，奧運會
對中國隊、對日本隊以及歐洲隊伍來說
都是平等的，里約奧運會的金牌帶不到
這屆奧運會，東京是從零開始。

●新華社

劉國梁劉國梁冀國乒甩掉包袱冀國乒甩掉包袱

東京奧運會備戰進入最後一個月東京奧運會備戰進入最後一個月，，中國乒乓球隊中國乒乓球隊（（國乒國乒））奧奧

運戰袍運戰袍““龍服龍服””在此時全新亮相在此時全新亮相。。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劉國梁談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劉國梁談

及隊伍備戰衝刺階段的心理建設時表示及隊伍備戰衝刺階段的心理建設時表示，，希望運動員和教練員不希望運動員和教練員不

要背上以前包攬金牌的包袱要背上以前包攬金牌的包袱，，把包袱甩出去把包袱甩出去。。

據ESPN報道，NBA布
魯克林網隊的杜蘭特將3度參
加奧運，為美國男籃爭取4連
霸。而先前傳出將會參賽的
夏頓，則因養傷退出。
ESPN報道指出，這次美

國男籃名單中，只有杜蘭特
和金州勇士的特雷蒙格連葛
林曾參加 2016 年的里約奧
運。芝加哥公牛的查克拉維
利、底特律活塞的謝拉米格
蘭承諾將會參賽後，美國男
籃的最終名單北京時間24日
出爐。
這次參加東京奧運的美

國男籃成員，除上述球員
外，尚包括：波特蘭拓荒者
的利拿特、華盛頓巫師的巴
特利比爾、邁阿密熱火的艾

迪拜約和波士頓塞爾特人的
積遜達頓，以及曾幫助美國
在2012倫敦奧運摘金的克里
夫蘭騎士前鋒路夫。
其他3名據報也在美國

男籃名單的球員，目前還在
打NBA季後賽，這些球員是
鳳凰城太陽的迪雲布加，及
公鹿前鋒K.米杜頓和後衛賀
列迪。
這3人都可能隨球隊爭

奪NBA總冠軍，7戰4勝制的
總冠軍賽若打滿7場，最晚會
到7月22日才結束，那時東
京奧運已是開幕的前一天
了。美國將於7月4日在拉斯
維加斯開始集訓，並會在前
往日本前打練習賽。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日
前宣布退出溫布頓
網球公開賽的日本
名將大坂直美，於
北京時間24日接受
forbes.com 訪問時
表示，她對東京奧
運有着遠大的夢
想，就是希望在主
場奪金以激勵年輕
一代。

“老實說，在日本奪得金牌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認
為完全沉浸其中需要一些時間，但能夠在我的國家贏得金
牌，知道年輕一代正在觀看——知道我有機會讓整整一代
人受到鼓舞，這讓我很激動。整個國家都會為此感到自
豪。”大坂直美告訴記者。

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大坂直美在上個月因為擔心心理健
康而拒絕接受媒體採訪，被組委會罰款15,000美元，然後
她退出了比賽。全英俱樂部隨後發聲明，稱他們正在與大
坂直美進行協商，但是大坂直美仍選擇退賽。那時，她說
她會“為奧運會做好準備”，並且“很高興在家鄉球迷面
前比賽”。

2019年10月，也就是22歲的前一周，大坂直美放棄
美國公民身份，選擇代表日本參加夏季奧運會。“我以前
從未參加過奧運會，但我可以說，作為一名運動員，我很
高興能參加世界上最負盛名的體育賽事。”她表示，“和
大多數參賽者一樣，我一生都在等待這個機會。”

國際柔道聯合會 日前公布了最終奧運積分排名
以及東京奧運會參賽名單，中國柔道隊共有6名女將
入選，沒有男選手獲得參賽資格。
東京奧運會資格賽，中國柔道隊共有9名選手在

6個項目中達到奧運參賽標準，但因各協會每個級別
只能有一人參賽，最終中國隊的6名女選手領到東京
奧運入場券，她們分別是：李亞男（女子48公斤
級）、盧童娟（女子57公斤級）、楊俊霞（女子63
公斤級）、孫曉倩（女子70公斤級）、馬振昭（女
子78公斤級）和徐仕妍（女子78公斤以上級）。
女子柔道曾是中國軍團的優勢項目之一，從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
柔道女隊在連續5屆奧運會貢獻了8枚金牌。其中在

北京奧運會上獲得3
金，創最佳戰績。
但在北京奧運會
後，中國柔道出現
下滑態勢，在2012
年的倫敦和2016年
的里約均無金進
賬。

東京奧運柔道
賽事將於7月24日
至7月31日進行。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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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坂直美放棄大坂直美放棄
溫布頓溫布頓，，全力備全力備
戰奧運戰奧運。。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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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百煉成鋼》佟夢實李佳航唱響《黃河大合唱》
音樂詠史劇《百煉成鋼》每晚8點

於湖南衛視金鷹獨播劇場熱播中。該劇

自播出以來，收視、熱度持續走高。今

晚，主演王雷、夏德俊、佟夢實、李佳

航、梁田、張淩赫等將攜手解鎖全新版

塊——《黃河在咆哮》，奏響“抗戰”

樂章。

無畏犧牲喚醒共情
汲取百年黨史新力量
從唱響“國際歌”到踏上“萬裏長

征”，隨著前兩大版塊的熱播，《百煉

成鋼》將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等新

青年“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的熱血故事

昂揚道來，特別是在剛剛播出的《萬裏

長征》版塊，紅軍中最年輕的力量——

少共國際師為《百煉成鋼》註入了另一

抹青春亮色。畫報主編馬勝、小戰士李

周、昝大力、杜春風、雲貴川等一路追

隨部隊渡過赤水河、飛奪瀘定橋、攻打

臘子口，但最終卻都倒在了長征結束前

……令人扼腕、心疼之余，很多追劇網

友表示“好想幫馬勝完成那期畫報”，

更有網友去專門查閱“少共國際師”的

歷史資料，狠補知識點。

青春與犧牲，這是《百煉成鋼》的

兩大主題，熱播之際，《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等權威媒體多次刊文好評

。《人民日報》於6月19日刊載中國廣

播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副會長李京盛的

撰文，稱劇中“融入多樣化的影視表現

手段，將綜藝、音樂和舞臺等元素納入

創作，受到年輕觀眾的歡迎。這種全新

的藝術想象力，使作品的抒情性和詩意

更濃郁，也充滿了青春氣息。”6月21

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亦刊發了中國

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所長丁

亞平的撰文，稱“《百煉成鋼》動人的

寬廣視角與細節淬煉主要圍繞‘犧牲’

展開，以此表現中國共產黨在各大重大

歷史時期的縱橫演進和價值回響。”與

此同時，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

員周舟等多位專家及劇評人發表評論，

稱《百煉成鋼》秉承廣電湘軍的創新思

維，處處都呈現出歷史與當下的對話，

是一部以當下觀眾尤其是青年人群的視

角與審美切入的百年黨史。

青春面孔熱血猶燃，奏響民族抗戰
“最強音”

今晚即將播出的《黃河在咆哮》版

塊以全民族熱血抗戰為故事背景，是

《百煉成鋼》中經典旋律出現最多的版

塊之一，除被傳唱至今的《黃河大合

唱》，《松花江上》《遊擊隊歌》《大

刀進行曲》《到敵人後方去》等也將陸

續“上線”。除了更強的音樂屬性，這

一版塊同樣延續了《百煉成鋼》的青春

氣質，青年演員李佳航、梁田新鮮搭

檔，飾演人民音樂家冼星海、錢韻玲夫

婦，而《黃河大合唱》的作詞人光未然

，是由95後新銳演員張淩赫出演，抗日

名將左權將軍則由90後實力演員佟夢實

熱血飾演。青春面孔高燃集結，聯手奏

響抗戰“樂章”。

《百煉成鋼》由中共湖南省委宣傳

部、湖南廣播影視集團總出品，湖南衛

視、芒果超媒、快樂陽光榮譽出品，金

色光芒、芒果影視攝製出品。在即將播

出的劇集中，冼星海眼見民族陷於危亡

不禁悲憤落淚、趙一曼（李文婕 飾）

英勇就義、八女投江等情節將一一呈

現，而冼星海究竟如何創作出被毛主

席盛贊“可頂十萬毛瑟槍”的《黃河大

合唱》？名將左權又將如何率部血戰平

型關？湖南衛視金鷹獨播劇場《百煉成

鋼》每晚8點正在熱播，芒果TV、騰訊

視頻、愛奇藝會員22點跟播衛視，非會

員延後24小時上線。

《謊言真探》開播
余男霸氣演繹女測謊師

由張思慶執導，余男、邢佳棟主演的

刑偵短劇《謊言真探》於昨晚開播。該劇

主要講述了濱城市刑偵支隊淩然、陳虎等

刑警恪盡職守，各施所長，利用刑偵測謊

技術調查破獲一系列刑事案件，並由此牽

引出12年前一樁懸而未結之案，進而開始

全面偵破的精彩故事。劇中余男飾演的淩

然依靠靈敏的微表情觀察分析，過硬的測

謊技術，嚴密的偵探邏輯實力展現女測謊

師的風采。

在昨晚播出的《謊言真探》前兩集

中，長期忍受家庭暴力而報復丈夫的周若

君，看似是因多年遭受家暴觸犯法律，當

淩然與同事深入調查後卻發現案件的背後

是一個母親對女兒的保護。得知背後隱情

的淩然，爭分奪秒尋求更多為周若君減刑

的證據。案件審理過程中面對嫌疑人的凜

冽目光與法庭投向周若君的眼神中的溫柔

形成鮮明對比，高超“眼技”使得人物形

象更加豐富飽滿。

劇中淩然雷厲風行的做事風格，審理過

程中心思縝密洞察力極強，引得不少網友大

呼“過癮”“霸氣十足”。作為國內首部心

理學女偵探短劇，為更好的詮釋角色，余男

還找到該人物原型，“她不像傳統印象中的

公安幹警。生活中她很時髦，化妝、穿高跟

鞋，也是個很好的媽媽。一旦進入工作狀

態，她非常職業，很有威懾力。”籌備過程

中，余男跟著原型測謊師一起查案，觀摩她

如何對嫌疑人進行測謊。“原型人物對我的

表演幫助很大。我通過觀察她了解測謊師的

職業細節，以及他們生活與工作的反差。”

正因為有前期的認真備課才有了讓大家喜歡

的淩然 。

《維和防暴隊》劉偉強李達超強強聯手
2022年誠摯獻映

由劉偉強監製、李達超執導的電影《維和防

暴隊》今日在“萬達之夜”發布先導預告，維和

防暴小隊集結亮相，幾位主演初露真容。預告片

呈現了中國維和警察防暴隊為了守護和平，在異

國他鄉直面重重危機，於槍林彈雨中無畏前行的

英勇形象。驚心動魄的宏大場面、緊張刺激的打

鬥場景令觀眾為之震撼。電影《維和防暴隊》由

黃景瑜、王一博、鐘楚曦、張哲瀚、谷嘉誠、趙

華為主演，講述中國維和警察為了維護世界安全

與穩定、遠赴海外執行維和任務的故事。影片集

結劉偉強、李達超等一眾優秀電影人，金牌團隊

誠意打造商業動作巨製，將於2022年在大銀幕上

與觀眾見面。

維和防暴小隊使命在肩守護和平
青年演員突破形象精彩演繹
此次發布的預告中，海外維和任務危機四伏，

險象環生，中國維和警察防暴隊以正氣凜然的精神

面貌集結亮相。隨著黃景瑜鏗鏘有力的臺詞點明中

國維和警察的使命擔當：“你們的一舉一動，代表

的是中國！”王一博目光專註舉槍巡視，面部帶傷

的戰損形象引人註目。鐘楚曦持槍冷靜射擊，神情

堅毅。張哲瀚目光堅定果斷出擊，盡顯颯爽英姿。

谷嘉誠全副武裝亮相，一路狂奔英勇無畏。趙華為

的打戲幹脆利落，點燃高能緊張的氛圍。幾位青年

演員此次突破形象演繹維和警察這一光榮職業，詮

釋使命在肩守護和平的青年擔當，令觀眾眼前一亮

，深感驚喜。

預告片中，激戰、爆炸、飛車等宏大場面輪番

上演，煙霧、海水、火光交織呈現，驚心動魄的視

效沖擊彰顯著影片的精良製作。維和防暴小隊高燃

的打鬥場景不禁令人腎上腺素飆升，千鈞一發的危

機時刻盡顯維和任務之艱巨。30秒的預告呈現出高

能暢爽的商業大片氣質，將觀眾的期待值拉滿。導

演李達超透露“為了拍攝一個3秒的鏡頭，會在幕後

準備20個小時”，影片製作之用心可見一斑。

聚焦維和使命詮釋大國擔當
金牌團隊誠意打造商業巨製
電影《維和防暴隊》殺青以來，觀眾一直對影

片十分期待：“對聚焦維和警察的電影很感興趣”

、“幾位主演維和警察的造型好颯”、“看好劉偉

強和李達超的

合作”。《維

和防暴隊》的

主 創 團 隊 與

1100 多名工作

人員傾註無數

心血，努力為

觀眾呈現精心

製作的宏大場

面與真實動人

的維和故事。

導演李達超表

示，中國維和

警察為了守護

和平貢獻良多

，他們的辛苦

付出值得被更

多人看到，因此希望能以這樣一部電影表達中國維

和警察的使命與擔當、記錄他們在海外執行任務的

點滴，讓更多觀眾了解這一偉大職業。

“萬達之夜”的活動上，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

司總經理尹香今現場推介《維和防暴隊》並表達了

對中國維和警察誠摯的敬意：“他們用赤誠詮釋維

和使命與大國擔當，21年來持續為聯合國維和行動

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他們的一舉一

動都展現出不負使命重托的中國力量，希望能通過

這部影片讓更多人看到維和警察的故事。”此次劉

偉強與李達超強強聯手，金牌團隊誠意打造這部維

和題材電影，力求以高質量高水準的商業動作巨製

，致敬無畏的中國維和警察，傳遞維護和平的崇高

使命。《維和防暴隊》作為萬達影業的重點項目，

將於2022年誠摯獻映！

電影《維和防暴隊》聚焦中國維和警察，講

述中國維和警察防暴隊在海外執行任務的故事。

他們頭戴藍盔，全副武裝，在危險中前行，枕著

槍聲入眠，只為維護世界的安全與和平。影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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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文采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由

劉偉強監製，李達超執導，黃景瑜、王一博、鐘

楚曦、張哲瀚、谷嘉誠、趙華為主演，將於 2022

年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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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家各個航天項目總指揮和總設計師組成的
“宇宙級天團”，包括“神舟”升空、“北

斗”組網、“嫦娥”探月、“天問”登陸火星，
國家航天發展在載人航天、人造衛星、深空探測等
領域取得了矚目成就的中國航天事業的功臣22日赴
港出席“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
學家公開講座”活動，包括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
戚發軔於理大作題為“中國航天與航天精神”的報
告。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副總設計師、北斗三號
衛星首席總設計師謝軍24日在理大以“仰望星空北
斗璀璨”為主題分享；同場“嫦娥四號”探測器項
目執行總監張熇圍繞“築夢月球舒廣袖”作報告。
國家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師胡浩在香港大學向香港
市民主講“九天攬月”；中國工程院院士、長征系
列火箭總設計師龍樂豪主講“長征火箭與中國航
天”，及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洲主講
“‘天問一號’的探‘火’之路”。25日各位專家
分別走進香港多所中學校園，與師生互動交流分
享，讓他們能更深入了解國家航天發展相關知識。

讓年青人了解祖國科研成就
任達華贊同內地與香港各方面都要多作交流活

動，“國家航天專家訪問團除了讓普羅大眾了解到更
多中國的航天科技，也特別可讓年青一輩知道中國人
親手創造偉大的航天工程故事，年青人從交流活動中

了解得更多，在專家分享技術和成果過程當中便會令
他們增加興趣，更加希望到內地去進一步研探航天科
技。其實除了今次航天科技的交流，像內地不少的偉
大基建、‘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剛去世，但其解決
了飢餓和貧困問題的貢獻，也應該多讓香港年青人知
道，讓大家去思考，從沒有到建立到再將成果推向全
世界，過程真不容易！”

他又說：“中國最先發展5G，未來到6G，所有
新科技都會讓全世界知道，就是中國人用手創造建立
自己的中國品牌，用前人的故事去鼓勵年青人更要自
強不息，等同中國的功夫，一樣於海外發揚光大！”

楊明感到祖國重視香港
楊明覺得國家航天科學家訪港並走入香港校園

開講座與學生交流這是一件很好的事，“也可以感
到祖國非常重視我們香港學生，中國航天是這樣重
要的項目，派科學家來與香港學生交流是很有助益
的，可以令他們見識到最尖端的科技與智慧。”

薛家燕認為此舉可以提高學生對航天科技的興
趣，加深學生們對中國發展的了解。家燕姐又讚嘆
國家航天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中國已成功建立中國
太空站，趕上前端位置，全靠航天科學家和航天員
努力得來，造福人群，能夠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
她對在背後付出不少的航天科學家深表敬佩，同時
要向冒着生命危險坐飛船上太空的偉大太空人說聲
多謝：“有你們，為我們中國人感到驕傲！”

對航天科技有濃厚興趣的TVB節目主持人林溥
來（Patrick Sir），喜見中國頂尖航天科學家團赴
港，相信透過他們與學生的交流，好讓年青一輩見
識到國家在科技上的突破，喚起對航天業的關注和
興趣。

中國人默默作出驚人成績
Patrick Sir又說：“對中國有自己的太空站非常

驚喜，見到新聞時，第一個反應便是嘩然，讚嘆國
家的強大！為他們感到驕傲！能夠建立太空站是要
好高的科技，他們處理得好低調，突然看到上到太
空站一刻，給你一個意外驚喜！其實中國的突破給
我帶來多次的詫異，中國已經有火星車‘祝融號’
飛去到火星，真的好厲害！”

他讚中國人的作風好簡單，就是“認真做、做
好佢”，無需多講，默默去作出成績。Patrick Sir對
於三位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和湯洪波的航天任務
也很關注：“前兩位航天員都有過經驗，亦已是年
逾50歲，能夠再‘出征’，可見他們的體能非常了
得，其實好多外國航天員上過一次試過就算，不想
再去，證明聶海勝和劉伯明有着強烈肩負國家責任
的精神！”

江欣燕認為國家航天科學家到多間大學進行航天
科技交流對年青人來說是好事，可以認識國家的航天
科技，說不定對未來發展有幫助。問到她可有興趣上
太空？她笑說：“自己坐過山車都唔掂，但自己對外
星人反而更有興趣。”

任達華任達華：：
能激勵港生投身航天事業能激勵港生投身航天事業

航天專家親臨分享國家航天成就航天專家親臨分享國家航天成就

●任達華希
望可讓年青一輩
都知道中國人用
手去創造的故

事。

●航天員聶海
勝、劉伯明、湯洪
波先後進入天和核心
艙，標誌着中國人首
次進入自己的空間

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阿祖、達里、梁靜儀）中國神舟十二號飛船本

月 17日成功發射升空，神舟十二號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進駐中國太

空站，在核心艙內生活，中國太空站是目前全球最新建造的太空站，標誌着中國

的航天事業達到世界水平，是真正的中國

人的驕傲！一班愛國藝人讚嘆祖國航天事

業的成就和與有榮焉！同時，為與港人分

享喜悅，並傳遞國家航天發展相關知識的

“國家航天專家訪問團”近日親臨香港，

他們還帶來去年底“嫦五”成功帶回在月

球表面採集的月球土壤訪港，將連同其他

航天展品如“嫦五”模型在香港作公開展

覽，確令人期待。

●●薛家燕和林溥來相信學生對薛家燕和林溥來相信學生對
航天科技的興趣會提高航天科技的興趣會提高。。

●● 國家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師胡國家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師胡
浩在香港大學主講浩在香港大學主講““九天攬月九天攬月”。”。

●●楊明為祖國的楊明為祖國的
航天成就感到驕航天成就感到驕
傲傲！！

●戴祖儀忽
發奇想，望有
機會在太空種
花。

中國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於本月17日成功發
射升空，中國有自己的太空站，對太空的探索將
展開新階段，任達華特別為中國人感到驕傲：
“我們中國人以一雙手去創造未來，讓大家得到
最好、最溫暖的家園，祝福幾位太空人凱旋歸
來！”

曹永廉正忙於拍劇，但也留意神舟十二號飛
船升空報道，見到中國有自己的太空站當然好開
心和驕傲！中國航天科技現在能走到如此高的位
置，令外國人也震懾，身為中國人的我覺得很光
榮！

楊明讚嘆國家大氣包容
楊明近期忙於開新加盟店以及推出網店產

品，但在神舟十二號發射那天也特意觀看了直
播，感到非常興奮：“因為見到我們的祖國奮起
直追的過程，我們擺脫其他國家的‘太空霸權’
和打壓，終於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建設太空站，又
成功將航天員送到上面展開三個月探索任務，我

想這是祖國帶給我們的一個很令人開心的禮
物。”他也對國家航天計劃的包容度大表讚賞：
“我們祖國的太空站歡迎其他國家與我們合作，
這種開放的態度令人很有信心。”

對航天員在太空生活感好奇
家燕姐認為中國3名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和

湯洪波，乘搭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成功進入自己
的太空站，將在太空生活三個月殊不簡單。她對
航天員在太空的生活甚感興趣，很想知道他們如
何進食、如廁等一般市民疑惑的問題。“航天員
能夠在太空艙外飄浮，克服種種困難和挑戰，是
要經過長時間訓練，又可以說是冒着生命危險為
國家作出偉大貢獻，為中國人爭光。”

擁有太空站證明國家有實力
二胡演奏家王憓表示：“在神舟十二號發射

那天也有觀看了直播，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擁
有太空站的國家。再次證明國家有實力、有獨立

自主能力。從前只有西方科學家的太空航天領
域，到現在中國已經成為擁有自己獨立太空間站
的國家實在是更具意義，是中國人的驕傲與光
榮！”

袁偉豪黎諾懿望子孫能上太空
袁偉豪對國家航天科技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就

感到驕傲！他渴望國家培訓的太空人能訪港，始
終對上一次楊利偉訪港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他也
希望有機會可以挑戰上太空，想感受那種無重狀
態下的訓練，知道會是很艱辛的訓練，也想從太
空角度回望地球，但相信自己沒有這種機會，期
望子孫們將來可以隨國家的航天科技發展上太空
見識。

黎諾懿高興見到國家航天科技擁有自己的太
空站，印證國家的科技發展迅速，說：“探索太
空任務目的是造福人類，始終地球資源有限，而
且污染嚴重像生病，希望太空站的研究能延續地
球的生命。”諾懿也寄望兒子長大後能上太空，

因 為 太
空旅行已
經不是遙
不可及的
事。問到如
果航天員訪港
時會否帶兒子一
睹風采，諾懿說：“有
機會都想，不過兒子年紀仍
小，對太空未有什麼概念，如果有太空船展覽就
會更興奮。”

戴祖儀早前做節目時曾與郭偉亮談及太空事
物，她對上太空感到很有興趣，現在見國家航天科
技取得重大成就也特別開心，“因為大家對太空
好陌生，有不少傳聞如外星人，或已有管道直接
上太空出現，希望自己再努力和聰明一點，有生
之年可以上一次太空，再回望地球是什麼樣子。”
祖儀更奇想希望在太空種花，因為聽聞會比在地球
種植的大很多倍。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6

為國家有自己的太空站而驕傲為國家有自己的太空站而驕傲
港星想親口向航天員講加油港星想親口向航天員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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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据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6月7日表

示，目前许多人持有的入境中国10年签

证，只要还没有逾期，都仍属于有效文

件。

领馆指出，这项签证是因为新冠疫

情而暂停使用，并非作废，但现阶段为

防范病毒传播并减少跨境旅行，如有紧

急商务科技或紧急人道主义需求而必须

前往中国的话，均需透过邮件以个案方

式另外申请单次紧急签证。

驻芝中领馆签证组组长龚飒回应提

出10年签证何时恢复时说，10年签证是

在2015年开始推出，该签证最长可在中

国停留期到180天，但现在由于疫情，

中国政府于2020年3月28日宣布停止持

有效签证的外国人入境中国，其中包括

了10年签证。

她表示，也就是说凡在2020年 3月

28日后，必须取得紧急签证(包括商务科

技、人道主义)，才能入境中国。

龚飒说，如果全球疫情能够好转，

大家恢复正常生活，届时会有相应政策

出台，因此大家手上的10年签证只要仍

未过期都还是属于有效文件，只是暂时

不能入境中国，需要紧急入境者则需通

过邮件提出个案申请。

关于紧急入境者申请签证时常常遇

到申请被驳回，签证不受理的情况。小

帮总结了目前美国签证受理时的一些特

点，大家可根据自身情况作以参考。

1、目前，中国在美国设有一个大使

馆和五个总领馆，负责各自辖区内的领

事业务。申请人应向所在辖区的签证处

提交申请。

2、目前五个总领区中，华盛顿领区

最为严格，其他领区相对更有“人情味

”，只要事由合理，还是有比较高的签

发概率。

3、签证申请，主观性较强。各领馆

每天受案平均300-500例。工作人员对于

邮件审核工作量是很大的，分配到每个

人身上的时间非常宝贵，所以尽可能简

短描述个人家庭情况，将最迫切的事由

呈现出来。

4、签证受理不代表一定签发，不少

客户收到领馆回邮让申请人准备资料，

但最终却又等到不予受理的回复。这都

是正常现象。为了避免该现象的发生，

大家在收到领馆回复后要积极准备资料

，资料邮寄前反复核查，以免资料遗漏

或逾期。

至于提出了紧急签证申请，也按要

求补交了各种文件，但仍迟迟未收到回

音者，驻芝中领馆提醒可再度发邮件向

承办单位询问。

威斯康辛州经营国际学校的校长孙

建国则分享经验表示，之前有学生也面

临到相同情况，最后才发现原来领馆的

回函邮件，可能因与收件人少联系而被

归入垃圾箱，他建议苦等不到回复时，

可以翻找一下邮箱的垃圾信件。

另外，中领馆表示，疫情催生改革

，中国领事app在疫情告一段落后，会一

直使用下去，该应用软体将是一个长期

使用的系统。

启动中国领事app办理护照旅行证，

等于达到侨民零跑腿便利目标，以往领

馆单日办理的证件数约300到500件，因

应疫情推出网路预约方式办理后，每天

推出的预约名额几乎都是一早就抢光，

新的app出炉，大家不再需要线上抢号，

仅需直接登录app即可办理。

“中国领事”APP上线启用后，确

有特殊紧急需要人员，可提供足够支持

材料，通过总领馆领事证件咨询邮箱联

系申请有关证件。

下载和使用方式非常简单

1.在苹果应用商店、腾讯应用宝商

店、华为应用商店、小米应用商店中搜

索“中国领事”下载；也可以直接在微

信里搜索“中国领事”，打开微信小程

序。

2.注册账号目前支持国内手机号或

邮箱注册，未来升级版本将支持国外手

机号注册。

3.完成实名认证后即可办理相关业

务，实名认证可通过填写国内身份证或

中国普通因私护照号进行。如无上述证

件，也可使用他人已认证的账户办理。

4.提交申请后，请关注APP“我的”

栏目中“我的订单”和“消息中心”，

了解最新办证进度和反馈。

它的logo是这个样子滴，大家下载

的时候不要下错了。

业务办理

01、申办护照、旅行证

1、信息填报：登录APP后，选择

“应急旅行证”（适用于短期来比丢失

护照人员或有紧急情况来不及申办护照

人员）或“护照旅行证”（适用于申请

护照或旅行证颁发、换发或补发人员）

业务模块，根据提示要求逐步、完整、

准确地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在线签字确

认《国籍状况声明书》，按要求格式上

传证件照片、现持护照资料页等材料。

2、选择递交材料和取件方式：

递交材料：如无特殊情况，所有办

证材料均可通过APP线上提交，无需到

使馆递交纸质材料。护照或旅行证换发

业务申请人如选择邮寄取件，在APP上

收到“待制证”信息后须将打印或手写

的申请人姓名及订单号、旧护照或旅行

证邮寄至使馆。旧照注销后将同新证件

、发票一同寄回。

领取证件：有到使馆取证、邮寄取

证两种方式供选择。如选择到馆取证，

使馆将电话通知申请人具体取证时间。

如选择邮寄取证，证件将通过比利时邮

政快递，通常会寄出后 48小时内送达

（遇非工作日顺延）。申请人在接收证

件时向快递员缴纳邮资，并签名确认。

3、身份验证：为确保相关证件申请

系本人操作，APP将对申请人进行人脸

识别。如人脸识别不通过，请致电联系

使馆工作人员处理。

4、支付缴费：APP支持微信线上缴

费，申请人亦可选择到使馆现场缴费。

如证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或需退还差额，

费用退还将通过原支付渠道进行。应急

旅行证申请一经提交无法撤回，线上已

缴纳费用不予退还。

5、提交订单：完成上述步骤并成功

提交订单后，相关申请将提交使馆审核

。申请人可在“我的订单”或“消息中

心”跟踪办证进度，使馆工作人员将及

时反馈审核进展，视情在APP中留言要

求补充上传材料或修改信息。

6、视频面审：对于申请护照或旅行

证、申请人为未成年人、人脸识别未通

过等情形，使馆可能要求与申请人通过

APP进行视频面谈。申请人应注意关注

订单状态，及时选择预约时间，使馆工

作人员会按照预约时间主动发起视频面

谈。视频面谈过程中，请配合使馆工作

人员进行截图操作，并回答相关提问。

02、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正常情况下，申请人无需再向使馆

申请纸质版《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

金资格审核表》。登录APP 后，选择

“养老金资格”业务模块，完整、准确

地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并进行身份验证，

信息提交后将自动被推送至相关地方人

社部门审核。申请人可在线查询审核结

果。如线上提交失败或查询不到审核结

果，可联系使馆现场办理纸质《在境外

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

03、领事认证查验

申请人通过“领事认证查验”业务

模块输入领事认证号、贴纸号和签署机

关等信息，可查验国内和中国驻外使领

馆签发的领事认证真伪。

04、领事资讯服务

APP可提供重要领事新闻、海外出

行安全提醒、目的地实用信息查询、在

线翻译等多项服务。

05、领事保护服务

海外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可通

过 APP 首页“12308”模块直接拨打

12308热线，一键直达外交部全球领事保

护与协助服务。

除了办理证件，这款app里还有很多

便民的服务。

例如，在线翻译：

美籍来华10年签证依然有效，中国

驻美国领事馆重申细节

查验外交部认证信息的真伪：

“中国领事”这个app将逐步取代现

有的海外护照申请系统，相信可以大大缩

短大家的预约等待时间，提供更多便利。

美籍来华10年签证依然有效
中国驻美国领事馆重申细节

疫情爆发至今，已持续近2年，各国入境限制措施纷纷设立，尤其中美两国之间，不少

华人需频繁往返中美两国。可现如今由于政策身份等问题，变得十分不便。有不少美籍华人

持有中国10年签证，以前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却不行。甚至还有许多人不明白，现有

的签证是作废了？还是暂停使用？很多人还不清楚。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各国

移民政策变动不断，美国移民政策前景扑

朔迷离。而圣基茨和尼维斯、多米尼克、

安提瓜和巴布达等移民小国则以降低、放

宽门槛等新政成功占领“轻移民”项目半

壁江山，吸引越来越多中国家庭的关注。

移民加勒比有多“轻”多容易？

1、资金成本低、一步到位拿英联邦

护照加勒比国家移民投资金额非常低、

安提瓜一家四口10万美元起，圣基茨一

家四口15万美元起，多米尼克单人只需

10万美元起，格林纳达单人15万美元起

，圣卢西亚西单人10万美元起。

2、加勒比投资移民要求十分宽松

没有语言要求，不需要考英语；

没有对投资申请人的商业背景要求；

带子女一起移民子女年龄可以放宽

到24周岁；

资产证明不需要证明其来源；

一个人申请全家移民，等等。

3、十分节省时间与加拿大、美国排

期动辄就等三四年才能等到审批消息不

一样，加勒比国家的的申请办理周期效

率很高，最快2~6个月就能一步到位拿

到英联邦公民证和护照。

4、没有移民监加勒比国家快速移民

护照项目圣基茨、多米尼克、格林纳达

、圣卢西亚没有移民监，安提瓜仅需在

获批护照的第一个5年内注满5天即可，

相当于在您的第二故乡旅游一次就可以

轻松获得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护照。

5、承认双重国籍加勒比国家承认双

重国籍，中国投资者无需放弃中国身份。

6、离岸金融中心、无需交税加勒比

地区是全球最大离岸金融中心、无遗产

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等，也

不全球征税政策。

7、子女可享英联邦教育大部分加勒

比国家属于英联邦国家，从小实行英联

邦教育体制，英联邦教育学分可以平移

到加拿大、英国等英联邦体制国家。同

时子女可以外籍生身份就读国内名校。

8、政府认批项目，投资风险低加勒

比国家移民项目均通过国家政府审批通

过，制定相关投资移民法案，最大程度

地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

加勒比岛国护照项目：多国降低申

请成本

圣基茨和尼维斯：可持续发展基金

限时降价

据7月 7日政府文件显示，圣基茨

【可持续发展基金】推出截止于2021年1

月15日的【限时优惠】：四口之家及以

内（单人、二口之家、三口之家）的家庭

申请仅需15万美金，最高立省4.5万美金

！可持续发展基金是通往圣基茨和尼维斯

公民身份最安全稳定、快速隐私的途径。

多米尼克：扩大申请人范围，降低

副申请人费用

2020年7月初，多米尼克护照政策相

关调整，降低子女、父母/祖父母申请要求

。配偶申请费用从7.5万美元下调至5万美

元，新增符合要求的25岁以下兄弟姐妹为

附属申请人，新增兄弟姐妹的费用为18-25

岁为5万美元、18岁以下为2.5万美元。

圣卢西亚：推出半价抗疫债券

针对政府债券选项，圣卢西亚总理

Allen Chastanet宣布推出最新半价投资选

择。根据政策，债券要求投资额从50万

美元降低，至半价25万美元，政府行政

费从5万美金降价到3万美金，生效至

2021年12月31日。

安提瓜：大学基金捐赠项目大家庭

最优惠

5月11日，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将西

印度群岛大学基金修改为：六口及以上家

庭仅要求投资15万美金，并减免和降低

了政府手续费。此基金选项原仅针对四口

之家及以上家庭，新的修改使其成为六口

及以上大家庭的绝对超值选择。

最轻松的移民方式：英联邦加勒比护照

六月十七日，中國成功發射神
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把三名航天員
聶海勝、劉伯明和湯洪波，一起送
入太空。這是中國空間站建造階段
的首次載人飛行，是中國航天員時
隔五年後再入太空，也是中國人民
解放軍太空人大隊第七次載人飛行
任務。

仰語天際，浩瀚太空，探索永
無止境。中國航天員先後已有十七
人次勇闖蒼穹，完成了上百項空間
科學試驗。這一次，航天員將聯合
國旗幟帶上太空，更讓中國國旗五
星紅旗，在浩瀚太空中飄揚。

中國航天事業自一九五六年創
建以來，在幾代科技工作者的不懈
努力下，航天科技實力正在從量的
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
，邁向系統能力的提升。載人航天
、月球探測、北斗系統、行星探測

、應用衛星等各領域全面發展，取
得了纍纍碩果。早在一九九二年，
國家就制訂了載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發展戰略，今次建成空間站，
更是發展戰略中的重要目標。中國
人一步一腳印，“三步走”走得很
扎實、很從容，經過十年的攻關研
製，今天的空間站，已進入到在軌
組裝建造的階段。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已將月球
表面的岩石和土壤樣本，帶回地球
、天問一號探測器着陸火星，以上
這些都是非常複雜和具有挑戰性的
工作，神舟十二號飛船的成功發射
，又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中國空間站是集歷史上空間站
經驗之大成而設計的實用型空間站
。神舟十二號的任務和一九八六年
的聯盟T-15號很相似，目的是為
後續空間站的建造和利用開好局。

但是，它又有所不同，這次是不同
的國家，不同的人，它將改變幾十
年來美俄主導的太空格局。

太空探索是人類的共同事業，
回溯歷史，從神舟八號飛船搭載的
中德聯合生命科學試驗，到神舟九
號帶回的國際宇航聯合會會旗，開
放一直是中國載人航天的關鍵詞。
中方一直致力於和平利用外空，積
極倡導防止外空武器化和軍備競賽
，相信在中國空間站建成後，也就
是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會看到中外
航天員聯合參加中國空間站的飛行
。中國也正與法國、意大利、巴基
斯坦等國圍繞在空間站開展基礎物
理、空間天文等領域空間實驗進行
雙邊合作交流，中俄在近地軌道空
間站等領域正溝通醞釀開展更多合
作……

人類頭頂上的太空，是世界人

民的共同財富。如何持續推進外空
合作，使其成為促進全球可持續發
展的新疆域，是國際社會面臨的共
同課題。人們期待，中國“太空之
家”作為具有“世界眼光”的空間
實驗新平台，將為探索宇宙奧秘、
增進共同福祉帶來新機遇。

籍此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
之際，這次航天任務備受矚目。正
如航天員聶海勝所言：“我們向前
走的每一步，都承載着黨、國家和
人民的厚重期望，都將為人類和平
利用太空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從古時的“萬戶飛天”到如今的
“築夢天宮”，中國人對太空的嚮
往和探索從未停止，偉哉，神舟升
空，築夢天宮，舉世華人驕傲不已
。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中國人築夢天宮中國人築夢天宮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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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釋 出 的 花 絮 「 關 於 角

色 邱士縉篇」影片中， Stan-

ley 如此形容自己所飾演的角

色：「敬堯是一個比較內斂害

羞的人，但他非常努力想保護

身邊所有人，不希望有任何人

受到傷害！」導演洪伯豪則說

：「Stanley 在這部劇的表演上

，我覺得他很投入也非常認真

，可以很明顯感受到他對表演

的熱情還有他在拍攝現場誠懇

的態度，所以在合作過程中，

其實我自己也滿意外的，就是

他不僅僅是一個能歌善舞的藝

人，也是一位相當優秀的演員

，這次有機會合作，算是我們

因這部劇而獲得的意外收穫。

」已在前四集登場並有著不少

吃重演出的 Stanley，本週又會

被捲入什麼樣的糾纏線索呢

？ 《第三佈局 塵沙惑》線上

看https://bit.ly/34abTuC。

《第三佈局 塵沙惑》敘述

年輕有為的民意代表楊啟逍

（莊凱勛 飾），接手父親旅

館生意，遊走黑白兩道。徐梓

薇（張榕容 飾），前特勤小

組成員，因公受傷破格升職。

一起移工脫逃案意外牽扯上分

屍案，徐梓薇與菜鳥警察陳家

豪（劉冠廷 飾）私下調查，

懷疑與毒蛇集團有關。然而上

司斥責徐梓薇越權查案，將她

調職去擔任楊啟逍的隨扈。沒

想到兩人的命運早在 3 年前的

一樁挾持案就陷入糾纏…宛如

羅生門般的破案過程，讓所有

人不知不覺一步步地走入了某

人精心策畫的「佈局」之中…

人氣男團MIRROR成員邱士縉
首部台劇作品《第三佈局 塵沙惑》

今年最具話題的犯罪懸疑劇《第三佈局 塵沙惑》不但集
結了亞太影后張榕容、金鐘視帝莊凱勛、金馬得主劉冠廷，
也找來當紅香港人氣男團 MIRROR 成員邱士縉 Stanley 加入
《第三佈局 塵沙惑》扮演連環局中的關鍵角色。在今日釋出
的《第三佈局 塵沙惑》最新幕後花絮 「關於角色 邱士縉篇
」 中（https://reurl.cc/lR7r5j），透露了飾演來自香港在台留
學的張敬堯的Stanley，因協助由張榕容飾演的刑警徐梓薇偵
辦變態內衣賊案件而結識，成為徐梓薇的粵語老師，影片釋
出後也引發觀眾聯想，敬堯是否會因此被捲入離奇的懸疑命
案？令觀眾期待後續的劇情發展。張榕容日前接受訪談時也
對Stanley讚譽有加，她說： 「Stanley演技相當成熟，完全
不像新人，拍攝對手戲前的情緒培養也很到味。」 《第三佈
局 塵沙惑》每週日晚間9點在CATCHPLAY+影音平台、HBO頻
道及HBO GO同步首播，一次播映兩集。

經典女同志電影《面子》

的台裔導演伍思薇，新作《青

春未知數》（The Half of It）在

Netflix上架後引起關注和討論，

獲上屆翠貝卡影展最佳美國劇

情長片，並入圍獨立精神獎最

佳劇本等。

伍思薇（Alice Wu）在美國

出生長大，父母是台灣移民。20

多年前，她放棄軟體工程師的高

薪工作，自編自導由女星陳沖主

演的《面子》，獲得2005年、第

42屆金馬獎觀眾票選最佳影片。

暌違16年，她去年推出第二

部電影《青春未知數》，從個人

經驗出發，以多元性別為題材，

同時也倡議族群共生，希望引起

觀眾的共鳴。

該劇描述美國某小鎮的高中

，內向資優生艾莉文筆很好，同

班同學保羅請她幫忙追求暗戀對

象，沒想到艾莉也愛上同一位女

孩，艾莉和保羅的友誼因此也面

臨考驗，此劇也成為Netflix2020

年度話題最熱20部作品之一。

去年底，伍思薇返台探視父

親，因疫情之故一待就是大半年

。她接受本刊專訪透露，之所以

隔了那麼久才再度執導筒，是為

了照顧生病的母親。近年母親身

體逐漸好轉，伍思薇思自認幸運

，比別人擁有更多資源，於是再

度興起創作念頭，才會自編自導

了《青春未知數》。

近年亞裔影視工作者在好萊

塢嶄露頭角，亦不乏獎座加持。

伍思薇認為，串流平台興起帶動

娛樂產業對多元內容的需求，加

上現今華人移民家庭的經濟條件

改善，有餘裕讓子女從事影視藝

術工作，間接提升亞裔人士出頭

的機會。

棄當高薪工程師
台裔女導演暌違16年作品

上架Netflix

三立八點台劇《天之驕女》

由丁國琳飾演的莊月里，在劇中

壞事做盡，聯合孫方芸芸（賴郁

婷）、女兒YUKI（陳珮騏）密

謀爭奪方家財產。而在最新一集

中，在惡婦三人詭計要被猜穿之

時，莊月里還假哭哀喊要方崇發

（楊烈飾演）顯靈，沒想到竟踢

到大鐵板！

莊月里為了爭奪財產，在此

前設局叫劉千娜（林昀希飾演）

殺掉方崇發，然而方崇發假死，

因此當莊月里在告別式上哭天搶

地連續喊了54秒：「崇發你在天

之靈有沒有看到！你的不肖子孫

聯手欺負你最愛的孫女芸芸，還

有！我是你最愛的月里啊，崇發

～如果你看到就快點顯靈啊！」

黃冠中（黃玉榮飾演）推著方崇

發進場時，可說是當場被打臉。

而最後莊月里也被方寶珍（鄭仲

茵飾演）賞了一巴掌後，遭警察

給帶走。

有趣的是，在拍攝這段莊月

里大聲哭鬧的畫面時，10幾位演

員為了句情需要，必須站在一旁

冷眼旁觀，一喊卡後，眾人全都

笑到不行。丁國琳也透露：「最

近有太多嘶吼大哭的戲，讓我聯

想到小時候看過的『孝女白琴』

，已經燒聲好幾天了。」身為專

業演員的丁國琳從來不在乎形象

也沒有偶包，幽默表示：「進入

演藝圈演戲不就是得不要臉嗎？

我上綜藝節目的樣子簡直就是諧

星！」

此外，原以為觀眾看到丁國

琳在劇裡使壞會氣得牙癢癢，沒

想到觀眾都很理性，一面倒地稱

讚她「演技精湛」、「真的是個

實力派演員」、「演壞女人不好

演，這次找對人了！」、「最愛

莊月里了，就愛看資深演員互相

飆戲。」觀眾認為雖然丁國琳的

角色是無惡不作的大反派，卻演

得十分討喜，只要有她出現就會

很好玩，不論是看她哭倒長城般

的嚎啕、躺棺材、吃魚刺，還是

被林昀希的裝神弄鬼給嚇瘋等，

讓觀眾每天都很期待看到她可愛

的演出。

丁國琳《天之驕女》高音狂吼54秒 「崇發～快點顯靈」

史上最壞阿嬤反而超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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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年，虚实真假，轮回转换

苏州有108座园林，狮子林是唯一一座禅意园

林。从初建到现在，她先后扮演过诸多角色：僧众

参禅悟道的丛林、文人赋诗作画的名胜、帝王流连

忘返的园林、世家生活起居的旧院。

如今，她是举世皆知的名园，静立于古城东北

隅，如一个古老的禅宗机锋，每天都要被从五湖四

海聚来的人参悟一遍。最特别的一拨，是2019年10

月27日来探园寻根的贝氏后人，其中便有她的最后

一位园主贝仁元的后裔。

以面积而论，狮子林很小，仅14082平方米，相

当于拙政园的五分之一，但若以时间而论，她却比拙

政园要早167年。经过677年的陆续营造，如今的狮

子林，有1518平方米占全园10%的水池、2300平方米

占全园22%的假山。20余座建筑，点缀在山水之间，

在100余种花木遮蔽下若隐若现，既有空灵禅意，又

有山林意趣，名列“苏州四大园林”之一。

狮子林的禅意，你能猜得透吗

1342年，苏州的信徒们决定集资，为已在苏州

讲了一年佛法的天如禅师造一座参禅的丛林。经过

勘查，他们发现了一处荒废的“前代贵家别业”，

那里堆满了本要运去汴梁为皇家造假山的太湖石，

但宋朝灭亡后，太湖石便被留在了此处。

前人栽树不成，后人却乘了大凉——这些太湖

石，被就地取材，堆叠成了狮子林的假山。狮子林

的假山分两部分（另一部分为最后一任园主贝仁元

所叠），天如禅师设计堆叠的部分，是主假山区，

包括旱假山区、水假山区和南部假山区。

园林，是造园者的精神体现。既是为禅师所建

，必然从建筑到布局要处处充满禅意：

穿过现今的祠堂大厅，燕誉堂西的“立雪堂”

之名，便由“慧可立雪”的禅宗公案而来。传当年

慧可为求达摩传道，在门外风雪中站了一夜，达摩

仍然不允，说除非天降赤雪，慧可于是自断一臂，

染红落雪，得以继承达摩衣钵，成为禅宗的第二代

传人。天如禅师希望藉此来启发佛学弟子尊师重道

、刻苦研习的精神

同样以禅宗公案而名的，还有指柏轩与问梅阁

，分别取自“赵州指柏”、“马祖问梅”，都是期

望学佛者能够明白，禅是启发修行者发现“自家宝

藏”的哲学，崇尚的是“心悟”境界。

这种苦心，在狮子林的假山中也可见一斑：指

柏轩前，一块高2.5米的“南海观音”临水而立，

庄严慈悲，与水池中形如达摩的“一苇渡江”，传

达着只可心会的禅意。

形肖达摩的“一苇渡江”，图左为荷花厅，也

叫花篮厅，图右为见山楼。 图/视觉中国

指柏轩正对的卧云室南边，4.4米高的“狮子峰”

，狮头歪斜，三目圆睁，似怒、似嗔、似喜、似吼

，似乎穿越了时空，依然作“狮子吼”，向有心人

宣讲着佛法。

假山上仰天长啸的独峰，这样的独峰在狮子林

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还有

“兔子奔月”、“猴子捧桃”。摄影/伊志明

狮子林的命名，也充满了禅意：

在佛教中，狮子是坚强、威严的象征；佛讲法

，唤做“狮子吼”；而天如禅师的师父中峰和尚又

得道于杭州天目山狮子岩，天如禅师以“狮子林”

命名新修建的丛林，既表达了宗教旨意，又兼顾了

狮子林中假山石峰形似狮子的特点，以“无声无形

”托诸“狮子”以警世人。

正是在这座禅意浓浓的园林里，禅宗的临济宗

，得到了传承和弘扬。

“狮子林”之名，自那时便沿用了下来。但初

建的狮子林，远比现在的狮子林要简陋得多。僧人

们“就树下作小屋数间。正月作，二月成，三月入

居之”，建成的房屋虽不多，但与禅院无异，最大

的特点是“竹与石占地大半”，别具一种山林气息

，天如禅师曾在诗中自豪地写到：人道我居城市里

，我疑身在万山中。

指柏轩看出去，狮子林的旱假山一览无余。旱

假山遇大雨能一泄而干。狮子林的旱假山，山上奇

峰林立，山中洞壑幽深，山道回环曲折， 有“桃

源十八景“之说。 摄影/殷启民

12年后，天如禅师圆寂。风雨飘摇的元朝，也走到

了末路，各地起义不断，张士诚在高邮建立了大周

政权；刚加入红巾军一年的朱元璋，跟着郭子兴到

处征战，14年后，他在南京建立大明政权。狮子林

，也迎来了自己的历史转折。

自命不凡的乾隆，为何如此宠爱狮子林？

明朝建立的第6年，狮子林的主持如海上人邀

请画家倪瓒作《狮子林图》，一向画中无人的倪瓒

，居然破天荒在这幅画中画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端

坐中部院内的古佛，一个是站在左边问梅阁下的和

尚，显然是如海无疑。狮子林的名声因此大振，一

度成为吴门文人赋诗作画、游吟阔谈的名胜之地。

明永乐年间，如海圆寂后，寺中和尚散尽、诸境

颓败，经过四代住持苦心经营的狮子林，只剩一片朽

木枯池、残垣断壁，往昔的一切都沦没在荒烟野草残

霞落照间。直到万历年间，僧人明性奏请皇帝将狮子

林追复为“圣恩寺”，又持钵化缘，靠着信仰建起了

佛殿、经阁、山门，形成前寺后园的格局。

清代时，倪瓒的《狮子林图》传入宫中，乾隆爱

不释手，反复品鉴，在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盖满

大大小小的章。第二次南巡时，他听说自以为已毁于

战乱的狮子林仍在，但是在康熙年间已经寺、园分离

，如今园的部分，被黄兴仁购得，改名“涉园”。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兴奋的乾隆特地带着倪瓒的画，去了涉园。时过境

迁，斗转星移，狮子林的规模也扩大了不少，乾隆

以为倪瓒的画，只绘了狮子林的一角，又命宫廷画

师钱维城作《狮林全景图》。

相传当年倪瓒不仅作了画，还参与了园林的规

划，再加上有明一代和黄兴仁的陆续扩建，这座本

为寺园的园林，充满了文人气息，山环水绕、花木

葱郁，乾隆在繁复林立的假山群中迷路了，怎么也

找不到出口，最后只好喊随从“救”他出去。

生性好玩的乾隆，因此更喜欢狮子林了。他一

生6游狮子林，题匾3块，作诗10首。时至今日，

狮子林中“真趣亭”和“御碑亭”一南一北，还记

录着当年的故事。

1771年，意犹未尽的乾隆大手一挥，命苏州织

造署把狮子林的建筑、山池做成烫样（模型），送

到京师后，分别在长春园（今圆明园东侧）和承德

避暑山庄仿建，以便随时游玩。自此，三狮竞秀，

就成了南北方园林的一个共同话题。

乾隆为何如此喜欢狮子林呢？

狮子林的园林艺术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园林之

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狮子林园主黄兴仁的儿子黄

轩，恰好在1771年高中状元。此时乾隆下令烫样仿

建狮子林，背后恐怕也有拉拢士大夫阶层、笼络江

南士族的意思在里面。

无论如何，对园林而言，这种仿建活动，不仅将

南方的园林艺术带到了北方，而且扩大了苏州园林的

影响力。因为仿建，必须有与原型相近相似的要素、

主题、意境，通过这些客观的手法，为游人带来似曾

相识的景观感受，但又要根据自身特点，在建筑呈现

上有自己的独特性。从这一点来说，狮子林无意间扮

演了南北园林艺术交流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为什么说狮子林启蒙了建筑大师贝聿铭？

清朝末年，狮子林又一次荒废。拥有狮子林170

多年的黄氏家族，以10万银元的价格，将园子卖给

上海民政总长李钟钰。还没来得及修缮，李钟钰便

因反对袁世凯，被迫流亡日本，6年后，这座始建于

元代的园林，终于与她的最后一位主人相遇。

他就是贝仁元，字润生。

许多人误以为贝仁元是当代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祖

父，实际上他是贝聿铭的叔祖。旁支所出的贝仁元少

年家贫，依靠宗族义庄的接济维持生活，16岁便进入

上海颜料行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与聪慧，白手起

家，一步步成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颜料大王”。

买下狮子林后，贝仁元先后花整整8年时间，

耗资80万银元，将仅存真趣额、御碑的狮子林，重

修扩建。

疏浚水池时挖出的淤泥，被贝仁元用山石包起

来堆叠成山，即狮子林园西的假山。西山地势北高

南低，贝仁元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在北端造了

一个人工瀑布，从山涧顶端到湖面落差9.1米，当

瀑布湍急的水流在山岩间五叠而下时，两旁绿树摇

曳，周围亭台楼阁隐现，真是宛如天作。这在苏州

的古典园林中是绝无仅有的。

贝仁元修复了指柏轩、问梅阁、卧云室、立雪

堂等旧观诸胜，也在扩大的面积内，增建族校、家

祠、住宅，还在池水西边增建了湖心亭、九曲桥、

石舫，在池水东北角增建了荷花亭、见山楼等。

我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认为，石

舫是狮子林的败笔，因为园小舫大，不相宜。而同

样是贝仁元新增于小方亭北庭院内的“九狮峰”，

却以形态俯仰多变、气势雄伟，而成为狮子林的一

个新看点。

华丽之园难简，淡雅之园难深。简以救俗，深

以补淡，笔简意浓，画少气壮，艳而不俗，淡而有

味，是为上品。经过修复扩建的狮子林，就是这样

的园林，一时名动天下。

竣工后，贝仁元准备将狮子林对外开放，但因战

争爆发未能如愿。1953年，贝仁元的孙子贝焕章将狮

子林献给政府，同时捐出两套（堂）半红木家具。经

过整修后，狮子林终于对外开放。2000年，狮子林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批准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珍宝。

贝仁元没能实现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曾说：

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资产遗子孙

，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这是他的人生格言，也

是整个贝氏家族能长盛15世不衰的原因。

与贝仁元同辈不同宗的贝哉安，参与创办上海

银行，为中国近代金融业做出卓越贡献。他的5个

儿子，4个孙子，也都从事金融事业，被称为“金

融世家”。解放前夕，孔祥熙一人卷走1亿3千万

美元逃走，而贝哉安的第3子，身为中央银行总裁

的贝祖贻，却没动一分公款。有“现代建筑的最后

大师”之美誉的贝聿铭，正是贝祖贻的儿子。

从小经常出入狮子林的贝聿铭曾说：“创意是

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这是我从苏州园林

中学到的。”由他设计并于2006年10月6日对外

开放的苏州博物馆，足以证明这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狮子林旁边的苏州市民俗博

物馆，本来也是贝氏家族家祠的一部分。2017年

，狮子林、博物馆两家达成共识，进行了联合开

放，之后那部分将回归狮子林，由狮子林进行修

整，预计将于2022年开放。

池馆已随人意改，遗篇犹逐水东流。佛教有

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677年时间里，僧人

、文人、帝王、商人，对这座园林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却也“如露亦如电”，消失在历史中。而

在漫长的历史中，兴衰更替、虚实真假，也在这

座风雨沧桑的园林中，完成了轮回般的转换。

677岁的苏州狮子林，
谁解其中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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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的 霾
一層一層 漫上來
無處可逃
無處可逃

沼澤地
沒有路
沒有方向
禿鷹在頭頂盤旋
你在一點點下陷

倉鼠
關在透明的籠子裏
絕望地奔跑
無路可逃
無路可逃

沒有憂傷
沒有恐懼
沒有眼淚
沒有痛苦

只有一片灰色

現在的我

現在的我一切都好，假裝一切
都好
你看，我開始好好吃飯了
你看，我開始認真微笑了
你看，我開始努力工作了

現在的我一起都好，假裝一切
都好
你看，我這裏陽光明媚
你看，我這裏鳥語花香
你看，我這裏高朋滿座

現在的我一起都好，假裝一切
都好
你聽，淅瀝的春雨落下來
你聽，柔美的音樂響起來
你聽，婉轉的歌聲飄過來

現在的我一起都好
可是，為什麽
窗外放晴了
屋內仍然下著雨
我微笑
快樂還是夠不著
我疲憊
但無法停止思考
心裏有猛虎
那猛虎假裝已經睡著

我是卡拉

我是卡拉
我有一個幸福的童年
那時候
我是家裏唯一的孩子
爸爸媽媽把我寵上了天

我6歲那年
媽媽懷上了妹妹
爸爸帶著我開車整整兩天
把我送到了炎熱的南方
盡管是在姑姑姑父家裏
我總覺得有點寄人籬下
我不再只是任性調皮
我成了家裏的衛士
姑姑說
沿著圍墻的“卡拉小道”就是見證

今年我13歲
我已經很老了
遠方的爸爸媽媽
已經很多年沒有來看我
聽說我有了4個弟弟妹妹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春天裏
我的一條腿越來越糟糕
最後我完全不能走路了
姑姑也病了
她每天只能從窗戶裏面看著我
姑父把我最愛的肉罐頭放到我嘴邊
可是我連吃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我知道我要走了
不過我一點也不害怕
因為天國裏有我慈祥的爺爺

我是卡拉
現在我睡在院子的西南角
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刻著我年輕時
的照片
我有一個幸福的童年
我還有4個沒有見過面的弟弟妹妹

我是樂天

我是樂天
五歲那年
我沒了爸爸
五歲那年
因為打錯了針
我成了我們鎮上
每個人都認識的樂天

我的大哥大姐不會理我
我的小哥哥只會欺負我
可是，我愛他們
只是
我可憐的媽媽
為我焦慮了整整35年

其實
我什麼都知道
只是不願意和人計較
這樣
我沒有痛苦
也不會憂傷

直到有一天
我病了
我越來越弱
弱到不能幫媽媽提水掃地
弱到不能幫嫂子抱小侄子
弱到不能上街
弱到媽媽不用再為我擔心

我終於先媽媽而去
所有的親人都長籲了一口氣
然後
大家都說
樂天原來是個懂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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