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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 will not raise rates on inflation fears
alone, Powell says
WASHINGTON, June 22 (Reuters) - Federal
Reserve Chair Jerome Powell on Tuesday reaffirmed the U.S. central bank's intent to encourage a "broad and inclusive" recovery of the job
market, and not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too quickly
based only on the fear of coming inflation.
"We will not raise interest rates pre-emptively because we fear the possible onset of inflation. We
will wait for evidence of actual inflation or other
imbalances," Powell said in a hearing before a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nel.
Recent price increases have pushed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to a 13-year high, prompting Republicans on the committee to offer charts detailing
spikes in consumer items like bacon and used
cars to suggest price increases are getting out of
hand.

"We have unstable employment and higher inflation," said Representative Jim Jordan, an Ohio
Republican, referring to the Fed's congressionally
mandated goals of ensuring maximum employment and stable prices. "Something has to give."
The recent high inflation readings, however,
"don't speak to a broadly tight economy" that
would require higher interest rates, Powell said,
referring to a "perfect storm" of rising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and bottlenecks in supplying them as the economy reopens from the
pandemic.
Those price pressures should ease on their own,
Powell said.
In setting upcoming monetary policy, the Fed
chief pledged that the central bank would keep
its eyes focused on a broad set of labor market
statistics, including how different racial and other
groups are faring.

"We will not just look at the headline numbers
for unemployment," Powell told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Select Subcommittee o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We will look at all kinds of measures
...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can do" to
ensure the benefits of the recovery are more fully
shared.
Markets were little chang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hearing.
Powell's comments were "not really much that
we haven't heard before," said Michael Brown, a
senior analyst at payments firm Caxton, London.

A SENSITIVE PIVOT
But the session, at times a sparring match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ov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economic plans,
hinted at the delicate line the Fed must
walk in coming months as it balances inflation risks with its promise to ensure the
economy recovers all the jobs lost after the
onse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Until recently there was little perceived
conflict between those goals.
Yet since Powell last appeared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in September, the central
bank's outlook for inflation has doubled.
Projections released by the Fed last week
showed prices in 2021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at a 3.4% rate, compared with the
1.7% projected as of last September.
Recent job growth, meanwhile, has been
slower than hoped. Some of Powell's
colleagues are now openly suggesting
the pandemic prompted so many people
to retire it may be unrealistic to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can return to the pre-crisis
level of employment before the Fed needs
to tighten monetary policy.
That is a stance counter to Powell's own
focus on restoring the economy to the
conditions of early 2020, and to that of
the subcommittee's influential Democratic
chairman, Representative James Clyburn
of South Carolina, who pushed Powell on

Tuesday to ensure a fair and equitable jobs recovery.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depending on the Fed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economy’s recovery,”
said Clyburn, who has close ties
to President Joe Biden.
Biden must decide in coming
weeks whether to reappoint Powell to a second four-year term. In
the closing minutes of the hearing
the Fed chair received a glowing review from another ranking Democrat,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 chair Maxine
Waters of California.
Waters noted that Powell was
ready to "think big" about policy
as the pandemic took hold and
said she wanted to thank him "not
only for his leadership ... but his
creativity."
Still, a rapidly improving economic landscape is beginning to
reshape views at the Fed about
when to reduce some of those
pandemic efforts as the crisis
recedes.
At their meeting last week Fed
officials projected they may raise
interest rates as soon as 2023,
perhaps a year earlier than anticipated, and Powell said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that the central

bank was beginning talks about
when to pare down its $120
billion in monthly purchases of
government bonds and securities
used to support the recovery.

Powell told reporters the economy "is still a ways off" from the
progress in rehiring that the Fed
has said it wants to see before
making any changes, a cue that
the timing of an actual policy
shift remains up in the air.
But the change in tone and projections surprised markets, which
are now keenly watching to see if
the Fed is hedging its job market
promises.
Market trading in inflation-protected and other securities shows
investors betting the Fed will
raise rates even faster than policymakers project, a potential loss
of faith in the central bank's willingness to run a "hot" high-inflation economy to encourage a
robust jobs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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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New
Houston Police Chief Finner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economy was
down until now. Many
Californians are now
moving to Texas,
especially to Houston,
Dallas and Austin.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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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There was a big crowd
at the town hall
meeting sponsored by
City Councilwoman
Tiffany Thomas
yesterday when we all
met the new Houston
Police Chief Troy
Finner.
Becoming the chief of
police in the fourth
largest city in the

nation is not easy job.
Houston’s murder
rate is skyrocketing to
over five hundred by
end of this year.
Houston is located in
Harris County and the
population from
Latinos, Africans and
Asians has almost
reached a majority
because of the

In the town hall
meeting, many
residents complained
about the crime in the
southwest area,
especially the criminals
that are targeting Asian
women. People also
worry about the open
carry gun issue that
goes into effect after
September 1 of this
year.

worked for the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for
31 years. His
experience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s will make
his working together
with local groups much
easier.
Because of the
nationwide anti-police
violence atmosphere, it
makes all the police
chiefs’ jobs very
difficult.
Houston is such a
diverse city. In the
different ethnic

communities, the
police need to treat all
the citizens very
equally.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on the
many issues facing our
city. Otherwise, a
growth in the crime
rate will become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the new police chief.
We welcome our new
Chief to serve our
community.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s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our new
leader.

Chief Finner answered
all the questions and
promised that his team
will work more closely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Chief Finner is a native
Houstonian and has

Editor’s Choice

Gondoliers help tourists to board gondolas, as the region of Veneto becomes a “white zone”,
following a relaxation of COVID-19 restrictions with only masks and social distancing required, in Venice, Italy, June 7, 2021. REUTERS/Yara Nardi

Abdullah Alzureiqi
and his daughter Hala
say a prayer at the fatal
crime scene where a
man driving a pickup
truck jumped the curb
and ran over a Muslim
family, killing four
and injuring a boy, in
what police say was
a deliberately targeted anti-Islamic hate
crime, in London,

Police detain protesters after they chained themselves to Enbridge equipment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Line 3 pipeline at a pumping station in Hubbard County, Minnesota, June 7, 2021.
An aerial view shows wooden pontoons equipped to dredge the seabed for deposits of tin ore
REUTERS/Nicholas Pfosi
off the coast of Toboali, on the southern shores of the island of Bangka, Indonesia, May 1,
Indigenous activists and
2021. REUTERS/Willy Kurniawan
supporters dump the head
from a statue of Egerton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Ryerson, considered one of
and member of the Indigenous
the architect’s of CanaWomen’s Platform Rigoberta
da’s residential school
Menchu and Vice President
system, into Lake OntarKamala Harris participate in a
io in Toronto, Ontario,
roundtable with members of the
Canada June 7, 2021. The
Guatemalan community and civil
Tk’emlúps te Secwe´pemc
society leaders at the Univerindigenous nation in Britsidad del Valle de Guatemala,
ish Columbia announced
during Harris’ first international
last week it had found the
trip as vice president to Guateremains of 215 children,
mala and Mexico, in Guatemala
some as young as three,
City, Guatemala June 7, 2021.
buried at the site of the
REUTERS/Carlos Ba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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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panics Are Dying At The Highest Rate

U.S. COVID-19 Death Toll
Nears 600,000 Milestone
As Country Reopens

2021年7月3日

BUSINESS
new cases and deaths are dropping dramatically in

Because Blacks and Hispanics are younger on average

stays: her 50-year-old police officer brother — she

the U.S., “there’s still too many lives being lost,” and

than whites, it would stand to reason that they would be

persuaded his doctors to treat him with the drug rem-

“now is not the time to let our guard down.”

less likely to die from a disease that has been brutal to

desivir — and her 59-year-old repairman uncle. She

On the way to the latest round-number milestone,

the elderly.

called the hospital daily during his 100-day stay. Both

the virus has proved adept at exploiting inequalities

survived. But Ogbolu wonders whether they would

in the U.S., according to an Associated Press data

have lived if they hadn’t had a nurse in the family.

analysis.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don’t have that person

In the first wave of fatalities, in April 2020, Black

to push for them?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even

people were slammed, dying at rates higher than

speak the language?” Ogbolu said. “What happens

those of other ethnic or racial groups as the virus

when they don’t know how to navigate the health system or what questions to ask?”

rampaged through the urban Northeast and heavily

A portion of a mural, which displays images of people who have die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s seen in Joni Zavitsanos’ art studio in Houston, Texas, as
the country reaches 600,000 deaths . (Photo credit/REUTERS/Callaghan O’Har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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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American cities like Detroit and New Orle-

In this April 22, 2020, file photo, pallbearers, who

Ramos had asthma and diabetes and had quit his job as

ans.

were among only 10 allowed mourners, walk the

a chef at Red Lobster before the pandemic because of

Now, even as the outbreak ebbs and more people

casket for internment at the funeral for Larry Ham-

diabetes-related trouble with his feet.

get vaccinated, a racial gap appears to be emerging

mond,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at Mount

He died during the devastating winter surge that hit

again, with Black Americans dying at higher rates

Olivet Cemetery in New Orleans. Government health

Latinos hard, and the rest of his household of seven

than other groups.

officials say Native Americans, Latinos and Black

in Watsonville, an agricultural city of around 54,000

Overall, Black and Hispanic Americans have less

people are two to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han whites

people about 9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lso

access to medical care and are in poorer health, with

to die of COVID-19. (AP Photo/Gerald Herbert, File)

got sick.

higher rates of conditions such as diabetes and high

But that’s not what is happening. Instead, the Centers for

blood pressure. They are also more likely to hav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djusting for population

jobs deemed essential, less able to work from home

age differences, estimates that Native Americans, Lati-

and more likely to live in crowded, multigenerational

nos and Blacks are two to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han

households, where working family members are apt

white people to die of COVID-19. Also, the AP analysis

to expose others to the virus.

found that Latinos are dying at much younger ages than

Milestones Crossed In U.S.
COVID-19 Deaths
Cumulative deaths in the U.S. through the week
ending:
June 13, 2021

other groups. Thirty-seven percent of Hispanic deaths
were of those under 65, versus 12% for white Americans

Laura Ramos holds a photo of her brother Jerry

and 30% for Black people. Hispanic people between 30

Ramos at her home in Watsonville, Calif., Sunday,

and 39 — like Ramos — have died at five times the rate

June 6, 2021. He died Feb. 15 at age 32, becoming

of white people in the same age group. Public health

not just one of the roughly 600,000 Americans who

experts see these disparities as a loud message that the

have now perished in the outbreak but another

nation needs to address deep-rooted inequities.

example of the virus’s strikingly uneven and ev-

Jerry Ramos spent his final days in a California hospital,

narrowed so much that whites were the worst off,

hooked to an oxygen machine with blood clots in his

followed closely by Hispanics.

lungs from COVID-19, his 3-year-old daughter in his

hites were the worst off, followed closely by His-

“If we want to respect the dear price that 600,000 people

er-shifting toll on the nation’s racial and ethnic

thoughts.

panics.

have paid, don’t return to normal. Return to something

groups. (AP Photo/Nic Coury)

“I have to be here to watch my princess grow up,” the

that is better than what was,” said Dr. Clyde Yancy, vice

That included his toddler daughter; the family matri-

Mexican American restaurant worker wrote on Face-

dean for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t Northwestern Univer-

arch, 70-year-old Mercedes Ramos; and his girlfriend,

book. “My heart feels broken into pieces.”

sity’s medical school in Chicago.

who was the only one in the household working and

Ramos didn’t live to see it. He died Feb. 15 at age 32,

He added: “It will be an epic fail if we simply go back to

the first to get infected,

becoming not just one of the nearly 600,000 Americans

whatever we call normal.”

100,000200,000300,000400,000500,000

NOTE: Weekly counts end on Sunday. The count

who have now perished in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ut

for the most recent week will not be complete

another example of the outbreak’s strikingly uneven

Mother and son were admitted to the same hospital,

until Sunday. In Utah only the larger-population

and ever-shifting toll on the nation’s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FILE - In this July 11, 2020, file photo, mourn-

The approaching 600,000 mark, as tracked by Johns

ers carry out the remains of loved ones following

Hopkins University, is greater than the population of

the blessing of the ashes of Mexicans who died

Baltimore or Milwaukee. It is about equal to the number

from COVID-19 at St. Patrick’s Cathedral in

of Americans who died of cancer in 2019. And as bad as

New York. Government health officials say Na-

that is, the true toll is believe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ive Americans, Latinos and Black people are two

Last summer, during a second surge, Hispanics were hit

to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han whites to die of

the hardest, suffering an outsize share of deaths, driven

COVID-19. (AP Photo/Eduardo Munoz Alvarez,

by infections in Texas and Florida. By winter, during

File)

the third and most lethal stage, the virus had gripped the

President Joe Biden acknowledged the milestone

entire nation, and racial gaps in weekly death rates had

Monday during his visit to Europe, saying that while

their rooms nearby. They would video chat or call each

counties are reporting confirmed deaths; Smaller

other every day.

counties are banded together into county groups;

“He would tell me he loved me very much and that he

Those counties are not shown in this map. Source:

wanted me to get better and that he was doing fine, bu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AP Photo Credit: NICKY FORSTER AND PHIL HOLM)
Black people account for 15% of all COVID-19
deaths where race is known, while Hispanics represent 19%, whites 61% and Asian Americans 4%.
Those figures are close to the groups’ share of the
U.S. population — Black people at 12%, Hispanics
18%, whites 60% and Asians 6% — but adjusting for
age yields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unequal burden.

bringing home the virus from her job managing a
marijuana dispensary, according to family members.

he was telling me that so I wouldn’t worry,” Mercedes
Yolanda Ogbolu, a nurse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

Ramos said in Spanish, her voice breaking. She has

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who advocated for two

since returned to her job picking strawberries.

relatives during their COVID-19 hospital stays, looks

Gaps in vaccination rates in the U.S. also persist, with

out a window at the university’s nursing school on

Blacks and Hispanics lagging behind, said Samantha

Friday, June 11, 2021, in Baltimore. (AP Photo/Steve

Artiga of 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a nonpartisan

Ruark)

health-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
(Continued On Page C7-2)

Yolanda Ogbolu, who is Black, made herself an advocate for two relatives during their COVID-19 hospital

COMMUNITY
(Continued From Page C7-1)

U.S. COVID-19 Death Toll Nears
600,000 Milestone As Country Reopens

A memorial for Jerry Ramos sits at his home in Watsonville, Calif., Sunday,
June 6, 2021. (AP Photo/Nic Cour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perts say several factors could be at
work, including deep distrust of the medical establishment among Black Americans
because of a history of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and fears of deportation among
Latinos, as well as a language barrier in
many cases.
The U.S. was averaging about 870,000 injections per day in early June, down sharply from a high of about 3.3 million a day
on average in mid-April, according to the
CDC.
Initial vaccine eligibility policies, set by
states, favored older Americans, a group
more likely to be white. Now, everyone
over 12 is eligible, but obstacles remain,
such as concerns about missing work because of side effects from the shot.
“Eligibility certainly does not equal access,” Artiga said. “Losing a day or two
of wages can have real consequences for
your family. People are facing tough decisions like that.”
The AP’s analysis of the outbreak’s racial
and ethnic patterns was based on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data on
COVID-19 deaths and 2019 Census Bu-

reau population estimates.

It’s less clear who is dying now, but
the still-incomplete data suggests a gap
has emerged again. In Michigan, Black
people are 14% of the population but
accounted for 25% of the 1,064 deaths
reported in the past four weeks,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available state
data. Similar gaps were seen in Florida
and Pennsylvania.
“For people of color like myself, we’ve
had deep personal experiences during
the pandemic” of caring for loved
ones and sometimes losing them, said
Yolanda Ogbolu, a nurse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rtesy https://apnews.com/)
Related
600,000 Painful U.S. COVID-19
deaths Leave a Swath Of Misery

Across The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w lost over
600,000 mothers, fathers, children, siblings and friends to COVID-19, a painful
reminder that death, sickness and grief
continue even as the country begins to
return to something resembling pre-pandemic normal.
A bride forced by the pandemic to have
a Zoom wedding is planning a lavish
in-perso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is
summer, but all of the guests must attest
they are vaccinated.
A Houston artist, still deep in grief, is
working on a collage of images of people who died in her community. Others
crowd theaters and bars, saying it is time
to move on.
“There will be no tears - not even happy
tears,” said Ali Whitman, who will celebrate her first wedding anniversary in
August by donning her gown and partying with 240 vaccinated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in New Hampshire.
COVID-19 nearly killed her mother. She
spent her wedding day last year with 13
people in person while an aunt conducted the ceremony via Zoom.
“I would be remiss not to address how
awful and how terrible the past year has
been, but also the gratitude that I can be
in a singular place with all the people in
my life who mean so much to me,” said
Whitman, 30.
The United States passed 600,000
COVID-19 deaths on Monday, about
15% of the world’s total coronavirus
fatalities of around 4 million, a Reuters
tally shows.
@ reuters
As death rate slows,
U.S. exceeds 600,000
COVID-19 fatalities
http://reut.rs/2TqZMHE

The rate of severe illness and death has
dropped dramatically as more Americans
have become vaccinated, creating something of a psychological whiplash that

plagues the millions whose lives have
been touched by the disease. Many are
eager to emerge from more than a year
of sickness and lockdown, yet they still
suffer - from grief, lingering symptoms,
economic trauma or the isolation of lockdown.
“We’ve all lived through this awful time,
and all of us have been affected one
way or another,” said Erika Stein, who
has suffered from migraines, fatigue
and cognitive issues since contracting
COVID-19 last fall. “My world flipped
upside down in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and that’s been hard.”
Stein, 34, was active and fit, working as a
marketing executive and fitness instructor in Virginia outside Washington, D.C.,
before the initial illness and related syndrome known as long-COVID ravaged
her life.
Like many, she has mixed feelings about
how quickly cities and states have moved
to lift pandemic restrictions and re-open.

‘FOR MY FAMILY, THERE IS NO
NORMAL’
In New York, social worker Shyvonne
Noboa still cries talking about the disease that ravaged her family, infecting
14 out of 17 relatives and killing her beloved grandfather.
She breaks down when she goes to Target and sees the well-stocked aisles, recalling the pandemic’s depths, when she
could not find hand sanitizer to protect
her family.
“New York City is going back to
quote-unquote ‘normal’ and opening up,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for my family there is no normal,” said Noboa, who
lives in Queens, an early epicenter of the
U.S. outbreak. She is vaccinated but still
wears a mask when she is out, and plans
to continue doing so in the near future.
In Houston, artist Joni Zavitsanos started
looking up obituaries of people in Southeast Texas who had died in the pandem-

ic’s early days, reading their stories and
creating mixed-media memorials displaying their names and photographs.
Around each person she painted a halo
using gold leaf, an homage to the Byzantine art of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
she attends.
Zavitsanos has now created about 575
images, and plans to keep going, making as many as she can, each portrait on
an eight-by-eight-inch piece of wood to
be mounted together to form an installation. Her brother and three adult children
contracted COVID-19 and recovered. A
very close friend nearly died and is still
struggling with rehabilitation.

Chris Kocher, who founded the support
and advocacy group COVID Survivors
for Change, urged sympathy and support
for people who are still grieving.
“We’re being given this false choice
where you can open up and celebrate,
or you need to be locked down in grief,”
he said. “Let’s be thankful that people
are getting vaccinated, but let’s also acknowledge that going back to normal is
not an option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One way to acknowledge the toll that
COVID-19 has taken is to incorporate
the color yellow into celebrations and
gatherings, or display a yellow heart,
which for som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those lost to the disease, he said.
The bittersweet mix of grief at the pandemic’s toll with relief brought by its ebb
was clear at Chicago’s O’Hare airport on
Thursday, where Stephanie Aviles and
her family waited for a cousin to arrive
from Puerto Rico.
Aviles, 23, lost two close friends to the
virus, and her father nearly died. And
yet, here she was, greeting family she
had not been able to see for 15 months as
the pandemic raged.
“I’m grateful, but it’s a lot,” she said.
“It’s a strange feeling to be normal
again.” (Courtesy https://www.reuters.
com/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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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天成：融入美国社会，
少数族裔为什么是“爬楼梯”？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来，美国
“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势力复燃，使
得在美亚裔遭受新一轮的种族歧视。回
溯历史，从爱尔兰移民、苏格兰移民到
欧洲移民、亚洲移民……少数族裔在美
均遭受过不平等历史，但仍期冀通过自
身的努力和奋斗，爬山过坎融入美国社
会。美国前财政部总审计长、小布什政
府劳工部首席财务官莫天成近日接受中
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结合其移民
美国后从餐馆服务生到进入政坛的经历
与观察，分享其思考：融入美国社会，
少数族裔应如何？

经济全球化是无法阻止的，美国现
在要改变它已经不可能。以前英国纺织
业做到最好时，曾出台法律帮助垄断全
球纺织业，结果还是一度被印度击败。
欧洲人在美国开发殖民地时使用的来福
枪，不许给本地的“红番”(美国印第安
人)，谁给了谁就要被枪毙，结果仍能被
“红番”拿到。
美国要针对华为采取措施，我想是
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经济全球化这条路
，全世界迟早都会走，只是有些先走，
有些后走，有些被拉进去，但都只是时
间问题。

中新社记者：您幼年时移民美国，
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最后通过个人努力
，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结合您的经历，
您如何看待在美华裔等少数族裔通过自
身奋斗和成长，努力融入美国社会，并
为美国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中新社记者：当前形势下，应如何
消除美国民众对华裔的非理性情绪？如
何改变在美华裔被歧视的现状？您如何
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莫天成：这个问题非常好，它不是
平面的，应从三个不同方面立体回答。
第一是美国对待新移民的一惯态度
，第二个是种族问题，第三是移民抵美
后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能否融入主流社会
。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一个立体的答案。
首先，美国开国至今，对新来的移
民一惯看不起，且对他们尤其不好。这
是一个文化问题，建国之初先到的英国
人就看不起爱尔兰移民和苏格兰移民，
认为他们是亚等人。后来爱尔兰移民
“爬上楼梯”，跟英国人融汇在一起而
被接受。德国移民也受歧视，后来歧视
意大利人，再后来是犹太人……所以如
果将融入美国社会比作一个楼梯的话，
每个种族移民到美国之后，努力向上爬
，而在上面的人踩下面的人，这是美国
的“风俗习惯”。大批亚洲人移民美国
是在 1965 年《移民修正法案》出台之后
，此前亚洲人移民美国很困难。所以今
天最新来美的亚洲人，处于楼梯最低层
的一个台阶，我们要从宏观上看到上述
情况，这是美国对新移民的基本态度。
第二，是美国人对有色人种和非有
色人种的看法。如果你是苏格兰人、爱
尔兰人，或是意大利人、法国人、犹太
人，以前全部受过歧视，但他们都是白
种人。比如一个人原本名叫 McKinsey，
他又编了一个英国名字叫 Smith，跟英国
人穿同样的衣服，到社会上人们就不知
道他从哪里来，他就可以躲在美国人的
圈子里。问题在于黄种人不论第四代、
第五代，依然是黄皮肤，依然不一样，
这是一个种族问题。那些爬上去的白人
，不单是看不起后来的白人，更看不起
有色人种。欧洲人对肤色存在偏见，认
为皮肤白的比较高贵，皮肤颜色深的就
是在比较低层干苦工的。所以现在的亚
裔，首先是新来的移民，其次皮肤有颜
色。
第三，以前欧洲过来的移民，包括
犹太人，虽受歧视仍同属欧洲文化，他
们语言、宗教不一样，但饮食、行为和
人际关系等都在彼此的文化中有体现。
千百年来，欧洲战争和互相移民，让彼
此已经足够了解。他们进入主流社会比
较容易，主流社会对其也较宽容。但中
国人移民到美国则不一样，不单皮肤、
语言不一样，生活、风俗习惯也很不同
。比如欧洲的饭店，不管是意大利餐、
法国餐，从外面看不出差别，要看菜单
才知道它是什么菜。但是到了唐人街，
典型的中国餐馆门口挂着烧鸭、烧鸡、
猪肉，很多地方喜欢把活鱼放在鱼缸里
，捞出来就拿去煮，洋人很不习惯，外
加语言和卫生标准不同。沿着历史背景
看，美国在亚洲建殖民地，对当地的华
人、日本人、韩国人，都很看不起。所

以亚裔到美务工，会面临很严重的阶级
问题。今天的亚裔承受的压力，就是所
有这些问题累积叠加在一起。
但如果研究美国历史你会发现，每
一个种族都可以爬到楼梯的顶端去。我
相信有一天美国会有华裔当选总统或副
总统，只是时间问题。但我希望亚裔，
包括华人爬上去后，不学那些欧洲人歧
视新移民的坏习惯，而应感谢他们。
说美国包容，并非我一下飞机你就
要来抱着我。美国文化虽然包容，但你
要先付出代价。下飞机前先被打得血淋
淋，但是你不走，而且慢慢干好了，最
后你还是会上去，并且变成他们一员。
很多新移民不了解这个过程。我不认为
这是对的，但这就是美国的过程。

人看不惯甚至很愤怒，为什么我们祖辈
打下来的江山，被这些人拿去了？再加
上黑人整天抗议，觉得白人亏欠他们，
白人却认为这 100 年前的事情还要还债
吗？所以美国社会面临非常复杂的种族
问题，不易解决。
第二个拐点来自于刚刚开始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发
明了蒸汽机变成世界强国；第二次工业
革命是电的发明和使用，英美共同引领
成为龙头；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电脑、互
联网，美国做到老大。第四次工业革命
谁做龙头现在还没有定论，现在是中美
竞争。中国现在优势较大，因为中国的
5G、AI 等走在美国前面。如果中国成功
，中国就会变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
者。美国人现在忽然醒过来，就很害怕
中新社记者：您曾为政府财政部总 。
审计长，既了解主流社会，也了解美国
的基层民众。您认为当前的歧视华裔情
中新社记者：您是很晚才到访中国
绪代表了美国哪部分阶层的声音？是主 ，待了三周时间，改变了您对中国的印
流社会，还是普通民众？
象。对美国民众而言，是否缺乏对中国
和中国人的了解？
莫天成：我个人看法，现在的美国
面临两个很大的拐点，但是这两个转弯
莫天成：美国社会非常开放、自由
的方向往哪儿走，还需观察。
，法律条文写得很清楚，每个人在网上
第一，再过 10 年到 15 年白人可能变 都看得见，只要你依法做事，没有人能
成美国的少数民族，很多白人害怕、愤 够阻止你，包括美国总统。
怒。我虽然不赞同，但很了解他们的想
作为华裔会计师，我在美国公司做
法，因为这个国家由他们的祖辈艰辛创 到很高职位，但不会停止，我还去会计
建。当年在开发西部时，他们的祖辈被 师协会做义工，替他们服务，后来被选
“红番”(美国印第安人)杀死、饿死、 为全国会计师协会会长时，白人所有成
病死……经历了这些才把这个国家建设 员同意我是他们中最棒的，接受我做他
起来。
们的领导。这需要一个过程，我牺牲了
新来的移民，既没有这种经验也没 很多自己的时间，晚上没有时间去卡拉
有办法体会，外加很多新来的移民很富 OK，或者打麻将，而是全部用来工作，
有，过着暴发户、土豪的生活。很多白 给我自己投资。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做这

莫天成：举两个例子。美国有两种
人人数不多，但他的政治力量非常强大
。一群是黑人，一群是犹太人。
在美华裔跟美国黑人来往很少，这
很可惜。美国国会黑人力量非常大，他
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尊重，也很好
奇。
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更大。中国是
全世界少有的从未歧视过犹太人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还曾帮助
、保护过犹太人，这类故事无人宣传，
没有拍成电影，也没有人去跟美国犹太
人讲，犹太人都不知道。犹太人很念旧
，有些人救过他们，至今他们仍然感激
。
黑人很重要，犹太人很重要，我们的
下一代——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更重要。
比如以色列在美国最大的力量，就是他们
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而不是移民过来的犹
太人，他们的讲话力量都不一样。华裔在
这些方面仍有很多工作可做。
当然，与我第一次去中国相比，现
在真是不可思议。但我觉得中美前景会
变好，不要太担心。中美关系历史上发
种投资，就没有收获。
再举一例。我的孙子在华盛顿一所 展过来就是一个波澜接着一个波澜，这
高级的英国国教中学读书，很多参议院 个也总会过去。
、众议院议员，甚至副总统的小孩都在
中新社记者：根据您的经历和体会
那里读书。这所学校不教中文，我的孙
，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真的存在“文明
子大概是被录入的第二批华人，此后再
不招收华人。后来我女儿去学校做义工 的冲突”吗？两国各自的历史传统、文
，作为多元文化教育活动的一部分，该 化习俗、制度体系有没有共同之处？
校组织学生去中国大使馆参加中国新年
莫天成：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
活动。为了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有孔夫子，有几千年的文化根基。但
文化，中国大使馆批准了此次行程。为
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每一个小孩影 美国跟中国不一样，美国的文化好像一
响 7 个人，他的父母，他两边的祖父祖 个大饼，常常有新的东西加进去，每 15
母，还有他自己，那些都是美国最有 年这个饼就变得不一样。人们说到美国
“权力”的人。小孩回去跟他的父母讲 文化，我常常问是哪一个年代？如果是
述中国，效果很好，后来学校还同中国 100 年前的美国文化，全部是白人。50
大使馆组织了一个访问团，带着他们的 年前的美国文化开始有些颜色。现在的
父母去中国走了一大圈，回来后这所学 美国文化，不单是多种颜色，还包括同
性等。所以美国文化一直不停地演变，
校百年历史上第一次开了中文班。
在民间交往上，来自中国大陆的新 并非固定。根据美国商务部研究发表的
移民在这方面仍有欠缺。不只中国大陆 报告估算，再过 15 年美国白人可能变成
，很多亚洲来的新移民做事都比较在意 少数民族，这个是很大的转变。美国是
“好处”。但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从这 个移民国家，不停有新人到来，把颜色
改变了，把市场改变了，把美国的文化
些小地方开始。
也改变了。
中美文化差异永远存在，难以改变
中新社记者：您曾经从事咨询工作，
。美国没有权利要求中国改变自己的文
既帮助美国公司开拓亚洲市场，也帮助亚
洲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让双方从跨国贸易 化，中国也没有权利要求美国用中国的
中受益。您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应该如何 文化做基础。双方一定要站在对方的立
场上，了解彼此的想法，不能把各自的
促进？中美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想法强加于对方。
文明的冲突虽然存在，并非没有共
莫天成：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
同点。当前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反恐
，是不可能离开中国的，但中国政府和
老百姓要多多思考怎样做工作，对美国 、人口老龄化等方面均有共同之处。现
在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多点认识、多点了 在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明智，他们尽量把
解、多做关系，他们是中国在美国最好 时间花在共同点上，合作互信，不在不
能解决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的声音，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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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史上最強大黑白忍者戰士

《特種部隊：蛇眼之戰》

《特種部隊：蛇眼之戰》特種部
隊漫畫書籍作者賴瑞哈馬表示，在創
作漫畫時…發想出蛇眼和白幽靈曾經
是同袍兄弟的背景故事，而且他們還
是一對忠誠的兄弟。安德魯光司飾演
白幽靈說：「蛇眼救了他一命，於是
就帶他回家去訓練，我們就像是黑白
忍者，陰陽互補。」亨利高汀飾演蛇
眼說：「蛇眼和白幽靈的關係…大概
是漫畫史最偉大的關係之一，在電影
中忠實呈現這個關係，賴瑞讓我們發
揮創意敘述故事，跳出漫畫的框架，
為特種部隊發展出全新宇宙。」
2021 年派拉蒙影業暑假強檔將推
出《特種部隊》系列最新作品《特種
部隊：蛇眼之戰》，本片是由導演羅
伯史溫基《超危險特工》執導，製片
羅倫佐狄邦奈凡杜洛和布萊恩高德納
，執行製片傑夫沃克斯曼《捍衛任務
3：全面開戰》、艾瑞克豪薩（《特

2021年7月3日

種部隊：眼鏡蛇的崛起》、《特種部
隊 2：正面對決》3D），特技指導谷
垣健治《邪不壓正》（榮獲第 55 屆金
馬獎 最佳動作設計），主要演員有
亨 利 高 丁 (Henry Golding) 飾 演 蛇 眼
（《瘋狂亞洲富豪》、《去年聖誕節
》）、安德魯光司 飾演白幽靈（Cinemax 動作影集《戰士》）、安部春
香 飾演亞希子《浪人 47》、伊科烏
艾斯(Iko Uwais)飾演嵐影宗師《拳力
逃脫》、平岳大 飾演健太《關原之
戰》、烏蘇拉可貝蘿 飾演男爵夫人
（NETFLIX《紙房子》）、薩瑪拉薇
明(Samara Weaving) 飾演史嘉蕾《弒
婚遊戲》。
《特種部隊：蛇眼之戰》一片
由亨利高汀領銜主演蛇眼，一個充
滿決心毅力的獨行俠，在拯救了一
個古老日本忍者家族—嵐影氏族的
指定接班人之後，被納入這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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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往日本之後，嵐影氏族就
開始教導蛇眼成為忍者戰士的各種
技能，同時也給了一個他從小就一
直渴望的東西：一個家。但是當關

《星戰》黑人男星被爆擅自閃離新片劇組

Netflix 低聲下氣 「期待未來的合作」
曾 在 《 星 戰 》 系 列 演 出 7~9 集 的
「芬恩」一角，並曾擔任《環太平洋2：
起義時刻》主演及監製的英國黑人男星
約翰波耶加，被爆無端辭演 Netflix 電影
《Rebel Ridge》，並在沒有告知任何人
情況下離開下榻飯店，根據報導，該片
目前陷入停拍窘境，要重新選擇男主角
後，到明年才能重拍。
6月初曾有報導稱，約翰波耶加因家
庭 因 素 ， 決 定 辭 演 Netflix 電 影 《Rebel
Ridge》，這個項目他已經進行了一年多
，去年由於疫情緣故延遲開拍，而他在開
拍僅一週就退出該片。不過根據外媒
《THR》報導，該片製片人與劇組工作人
員發現他遲遲未到片場，去他住的范點找

他才知道他已退房不告而別。更有工作人
員透露，這位男星超級難搞，從劇本到他
的住宿多所不滿，令他們相當頭痛。
報導更指出，約翰波耶加的中二行為
令拍攝整個停擺，劇組解散，數十名工作
人員被解雇，電影成本上升，可能會在找
新的男主角後於明年重新開拍。Netflix高
層曾試圖說服他回來續拍，不過沒有成功
。但約翰波耶加的經紀人卻否認他不告而
別，強調他是因家庭因素才辭演。不少網
友以為約翰波耶加此舉勢必激怒Netflix，
未來有可能遭封殺，但Netflix也透過發言
人表示仍相當期待與約翰波耶加未來的合
作，此話一出令不少網友啞口無言。不過
有網友發現約翰波耶加的推特留言都是支

持他的，認為是好萊塢在抹黑迫害他，故
意給他貼上「難以合作」的標籤，難怪他
沒在怕。
對岸不少網友曾酸約翰波耶加是「美
國景甜」，明明條件、演技都不怎麼樣卻
片約不斷；細數約翰波耶加過去事蹟，包
括他曾惹出把《星戰》劇本弄丟，導致劇
情 外 洩 的 蠢 事 ， 去 年 在 「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也表現得相當強悍
，獲取了相當的話語權，並在受訪時砲轟
迪士尼種族歧視，痛批片方只重視《星戰
》片中的黛西蕾德莉與亞當崔佛等白人演
員，對他及另一位越南裔演員凱莉瑪莉
陳有差別待遇，更揚言未來也沒有意願
出現在《星戰》系列。

C5

於他過去的秘密漸漸揭露之後，蛇
眼的榮譽感和忠誠度將受到嚴苛的
考驗－即便那可能代表他會失去與
他最親密的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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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手
机芯片技术，将芯片与软件平台整合在
一起，推出了具备通信基带、蓝牙、摄
像头等模块的一整套手机解决方案。甫
一推出，深圳的华强北就成为了这种
“保姆式“解决方案的最大受益者，"
山寨机"一鸣惊人。
适逢国产手机快速崛起的时期，低
成本的 MTK 平台迅速成为山寨机的首
选，而华强北恰好拥有电子元器件到模
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两者可谓天
作之合，直接把做手机的难度拉到了摊
煎饼的水平。随着八个喇叭的三卡三待
手机迅速铺开，华强北也迎来黄金时代
。
鼎盛时期，华强北的一个铺面动辄
两三万元的租金，一米柜台造就亿万富
翁的传说不断上演。联发科也顺手拿了
个“山寨机之父”的头衔，可谓与有荣
焉，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一铺难求
的繁荣景象贯穿了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
，直到 iPhone 杀入手机市场。
2013 年，诺基亚帝国分崩离析，曾
经人声鼎沸的华强北也宣布封路改造。
两年后，东莞手机代工厂兆信通讯资金
链断裂，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他在
绝笔信里写道，“愿赌服输，我输了”
。在他身后，山寨王国走向了终局。
华强北崛起到坍塌的掠影并非孤例
，假冒、廉价、山寨几乎伴随了整个中
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从发达国家的经验
来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
会把质量提升作为国家战略来布局。但
在这背后，却是一条漫长而波折的打假
之路。
莆田的叹息
1998 年，金融危机爆发，重创东南
亚的同时，也波及了年轻的中国制造业
。
福建晋江和莆田山区里的名牌运动
鞋代工厂，一下子失去了海外订单，众
多身负巨额债务的老板纷纷跑路，抛下
了厂房、生产线、原材料，以及数以万
计需要养家糊口的制鞋工人。
晋江的鞋厂痛定思痛，决定自创品
牌。当时还是一家小作坊的安踏，年利
润只有区区 300 万，老板丁世忠直接拿
出了 80 万，请了奥运会乒乓球冠军孔令
辉做代言人，在央视体育频道上喊出
“我选择，我喜欢”。安踏品牌一夜之
间闻名全国，年销量从 2000 万增长到 2
亿，从此走上了名牌国货之路。
当晋江的安踏选择自己做品牌的时
候，莆田的鞋厂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生
产名牌高仿鞋。
对莆田的工人们来说，已经做了十
几年代工，现在转做仿制不是大问题。
运动鞋本身是高度标准化工业化的产品
，而莆田的材料、设备、技术都是现成
的，还因为不用纳税，能买到更便宜的
材料。而且，当时即使被海关抓到，也
只会没收、罚款，不会入刑。很快，莆
田的假鞋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上千
家。
一双正品的耐克鞋，成本两三百，
但售价动辄上千元，这种价格落差给了
莆田的同款高仿鞋巨大的定价区间，足
以同时让自己赚钱、让消费者买得起。
因此有人戏称，“国内 10 双假鞋 9 双来
自莆田，全球 3 双耐克就有 1 双是莆田
制造”，是莆田“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
牌鞋”。
易生产、高收益、低风险，假鞋让
莆田人迅速致富。每逢春节，莆田的马
路就会被各种豪车占满，每张餐桌上必
配一盆鲍鱼、一只穿山甲［1］。在这
种环境下，本有机会从事其他职业的年
轻人，经过长期耳濡目染，也加入了假
鞋产业。
在莆田，距离假鞋销售中心安福市
场不到 1 公里的地方就是莆田学院。这
里的很多学生都在白天上课、晚上发货
，毕业以后也开网店卖假鞋，因此莆田
学院也被称为“阿冒学院”。
更有甚者，本来已经出国留学了，
还是回莆田卖假鞋。有媒体曾经拍过一
部莆田鞋的纪录片［2］，片中的主角
是一名卖莆田鞋的商人，原本是在英国
学医的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开始卖假
鞋。
当时，他会先上社交网站 Reddit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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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假货、革新
看最新的潮流动向，然后向鞋厂拿货。
拿到货后，再通过在社交软件上发布广
告卖出去。
光是做假鞋分销商就利润惊人。他
一天可以向全世界的卖家卖出 120 双鞋
，月入 10 万美元，比起长年学医、负债
累累的同学，简直爽太多。因此毕业后
他“弃医从假”，专职卖假鞋。
在国内，莆田假鞋也驶入了互联网
的快车道，在世纪初与电商平台共生共
荣，形成了一条“线下制假、线上售假
”的庞大产业链。在电商平台相继提高
打假强度后，莆田假鞋又带着面膜兄弟
转战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喜提
宾利的神话。
与华强北的升腾和陨落不同，不管
真鞋假鞋，其实都没有太多科技含量，
很难像华强北一样，在技术迭代的过程
中发生从山寨之都向硬件之都的大转型
。因此，莆田虽然有数以千计的鞋厂，
却迄今没有一个大众熟知的自主品牌、
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而这种隐蔽在角落
里的线下制假产业链，又恰恰是最难啃
的一块骨头。
正如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
芳的描述，“关闭 100 个线上假货店铺
，不如在线下端掉 1 个制售假窝点。”
但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线上打假被
用烂了的大数据和 AI，却在线下捉襟见
肘。盖因线下的制假窝点不依附于任何
一家平台，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就连
政策的制定者，也被这块冰山之下的无
人区困住手脚。
职业打假的末路
2002 年 4 月，山东青岛的“职业打
假人”臧家平在北京购买了几盒假冒的
“藏汴宝”，并向假药生产商——一家
陕西的保健品厂提出赔偿要求，顺利获
得了 1 万元补偿。
作为青岛市公安局治安队检测中心
的曾经一员，臧家平的名字在制假圈家
喻户晓。1996 年，臧家平就曾购买过
100 节假冒的日立充电电池，为了赔偿
打了场官司；两年后，他又带头发起了
一次打击假药淋必治的浩大行动，一时
声名鹊起。
在“藏汴宝”上尝到甜头后，臧家
平又找到了药品生产商，请求由他来打
假，费用自己出，赔偿对半分。师出有
名的臧家平再次找到生产假药的保健品
厂，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有一篇对保

健品厂不利的文章。一翻斡旋之后，厂
商花 4 万元买下了臧家平手中的假药，
再 掏 3.5 万 元 购 买 他 那 台 市 场 价 只 有
7500 元的电脑。
不久后，厂商专程来北京，将 7.5
万元送到了臧家平手里，只不过跟着厂
家一起来的还有北京警方。一年后，臧
家平出现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被告席
上，以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刑三年。
这起案件在打假圈引发轩然大波，
同一时期，职业打假人身上的光环也开
始褪色。不单单是公众，中国的公权机
构对于打假人的“知假买假”也存在多
次反复，这种情形，在中国的法制史上
极为罕见。
出台于 1993 年 10 月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
打假人手中的尚方宝剑。1995 年春天，
22 岁的王海陪弟弟来北京考试，在一家
小书店无意间翻阅到了这本法律条文，
紧接着，他买了 12 副索尼耳机，并依据
消法第 49 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
“打假第一人”由此走进公众视野。
那年冬天，迅速蹿红的王海应邀参
加中消协组织的座谈会，会场上的政府
官员、法律专家和工厂老板激烈争论着
：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
费者还是在钻法律的空子？这也成了之
后十多年困扰整个中国法律界的问题：
职业打假人到底算不算消费者？
2001 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的唐德华在国家法官学院的一次培训中
称，“知假买假，从中牟利，这种打假
是假打，不应获得双倍赔偿。而两年后
，臧家平被判敲诈勒索。
这期间，王海因为“津成事件“一
度传出精神失常的消息，开起打假公司
的刘殿林，手下的调查员被造假工厂打
进了医院，一位名叫黄立荣的律师受雇
于打假公司，结果被暴打致死弃尸街头
。
与之伴随的是公权机关对打假者态
度的不断反复：臧家平入狱一年后，上
海高级人民法院颁布文件，称不支持消
费者“知假买假”，久而久之，不支持
营利性打假逐渐成为共识，而曾经翻云
覆雨的打假人，在经历了诸多浮沉之后
也已销声匿迹。
而在法律的争论之外，一度茁壮成
长的职业打假群体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假货的生存空间，反而成为了一个与假

货亦敌亦友的庞大产业。打假第一人王
海就曾毫不掩饰的称，自己打假是为了
净化市场，也是为了赚钱。随着新广告
法实施，职业打假人的矛头又从假货变
成了宣传广告，而不是商品质量问题。
以深圳为例，在最高院出台司法解
释后的 4 年里，职业打假人的投诉举报
占比几近 95%，而这其中近 75%都是标
签标示类投诉，一些打假团队接着互联
网跨时空打假，投诉量动辄近千件，往
往真正的造假巨头毫发无损，用了“一
流”、“独家”等绝对性用语的卖家仓
促躺枪。
2019 年 12 月，创造了王海的那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诞生 26 年后，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出台新规：关闭
“职业索赔”投诉之门，职业打假终被
扫进了历史的尘埃中。
但真正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被解决。
打假的真相与未来
中美入世谈判期间，中方首席谈判
代表佟志广曾买到过一箱假冒美国品牌
的桔子，美国正牌叫“Sunkist”，中国
假货叫“Sunkists”。后来写回忆录，佟
志广想起来还是觉得气，“你是想给那
些马虎人打个马虎眼，说这是美国货，
何必呢！”
说 20 年前，稚嫩的“中国制造”还
需要仿冒洋品牌来给自己做背书，那么
20 年后的今天，假货已然成了中国制造
业面前的绊脚石，“康帅傅”、“六禾
核桃”挨个登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制假群体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打
假形势也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严峻复杂
。
2017 年 7 月，莆田警方在阿里的技
术协助下，破获了一起假冒椰子鞋案。
售假团伙用 twitter 和 YouTube 引流，用
海外版微信和买主沟通，交易直接以美
元结算，反侦察手段和经验跟好莱坞电
影比只高不低。
制假售假手段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
，也是阿里巴巴在打假道路上不断成长
的过程，从与奢侈品集团闹不愉快、到
被国际反假货联盟除名，到重新被接纳
，被国际主流认可，也是一段充满波折
的探索之路。
阿里的全方位打假始于 2010 年，那
年淘宝年会上，马云代表深受假货困扰
的阿里说了一句，“如果关闭淘宝可以
取缔假货，今晚就把淘宝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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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打
假事业在当时的尴尬窘境：公权部门起
到的作用大多是事后处理，在事前监察
上捉襟见肘；对企业来说，花大成本打
假，往往打了一个又冒出来十个，得不
偿失；靠消费者投诉举报，不仅流程繁
琐、对假货的震慑也是杯水车薪。
2015 年年底，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
，阿里巴巴成立了为打假而生的平台治
理部。按照马云的说法，这个部门“预
算无上限、进人无上限”。
之后，本着“不能单干”的口号，
阿里开始联手公权部门深入线下打击制
假售假窝点。2017 年新年伊始，阿里再
度宣布，和 LV、施华洛世奇、华为等
20 多家品牌联手建立打假联盟，利用互
联网技术打击假冒产品。目前，这个联
盟已经囊括了茅台、苹果等全球 170 个
知名品牌权利人。
根据阿里发布的 2019 最新打假年报
数据，在刚刚过去一年，96%的疑似侵
权链接一上线就会被封杀，96%的知产
权投诉在 24 小时内即被处理。同时，阿
里联手围剿假货源头的区县执法机关从
2018 年的 227 个增至 439 个，一年新增
93%，协助抓获的制售假犯罪嫌疑人从
2018 年的 1953 人增至 4125 人，一年上
涨 111%。
2020 年开年，阿里巴巴正式对外发
布了“打假无疆”平台，消费者可以在
阿里系 APP 内对线下假冒品牌权利人的
可疑店铺发起举报，每次成功举报均可
获得公益时并兑换相应激励。这意味着
阿里巴巴开始触及中国打假历史上最复
杂的问题：如何有效打击星罗棋布于全
国各地线下假店假货？如何让消费者参
与其中，又不让他们变成逐利的职业打
假人？
举例来说，如果消费者在线下发现
冒牌的五粮液零售网点，就可以直接通
过支付宝或淘宝中的“打假无疆”平台
举报。反之，正牌的销售点也会在高德
地图、天猫小店等上面有特别标注，防
止消费者受骗。
这是一种纯公益的新型打假模式。
消费者每一次的成功举报将换来“3 小
时公益”平台的公益时激励。“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消费者通过举报在保
障自己权益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公共利
益作出一份贡献。
过去，线下打假鱼龙混杂、乱象丛
生的情况迟迟不能改善，导致线上治理
的再好，也会被线下所侵蚀。而在马云
喊出“今晚关淘宝”的第十个年头，阿
里通过自身的漫长实践，结束了线上于
线下打假长期以来的割裂情况，也为中
国的打假事业趟出了一个新格局。
在这个平台下，每一个环节都可以
各司其职：消费者检举、品牌方核验、
行政执法机关查出，阿里则用技术的力
量贯穿其间，扮演者一个”超级信息渠
道”的角色。
可以预见的是，“打假无疆”会在
未来逐渐重构中国线上线下一体化打假
格局。而通过公益的方式，它又成功撬
动全中国的消费参与到线下打假当中。
欣慰的是，这个纯公益的平台，从出厂
设置那一刻起，就阻断了职业打假人的
索赔之路。
佟志广在回忆录里，讲完了冒牌桔
子的故事，他总结说，“（当年）我们
确实是倾向于保守，倾向于被动，我们
的创新精神总是不够，模仿精神倒很强
”。
新来源于知识产权保护，一个尊重
知识产权的环境，才是中国制造业腾飞
的基石。
从华强北山寨王国的起落浮沉，莆
田假鞋的遍地开花，到职业打假人的穷
途末路，打假无疆的横空出世，这一幕
幕勾勒出中国四十年来制假与打假相互
交织的历史脉络。而脉络背后，是中国
制造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必经之路
。
决定这条路走要多远的，是科学、
严密与高效的模式和体系，是身处其间
的每一个平台、每一家生产商和每一个
消费者。希望有一天，佟志广买桔子的
经历会成为一个单纯的段子，“康帅傅
”、“六禾核桃”也会成为往事。
愿天下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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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新：拍 2021 年的《1921》 年輕化的主旋律
電影《1921》將於 7 月 1 日在國內上
映，影片以 1921 年的時代脈絡和“橫截
面”視角切入，來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齡
僅 28 歲的熱血青年們，“恰同學少年，
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他
們突破國際各股復雜勢力的監控和追
蹤，聚集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
代表大會，見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對於“中國的青年是什麼樣的？”這
個問題，本片導演、監製黃建新誠懇
回答：“這樣一批年輕人只用了不到 30
年，改變了幾千年國度的屬性，這是多
麼大的力量。他們又是充滿朝氣的人，
我們老說一種青年的朝氣，一種向上的
力量，它很容易抽象理解，實際上青年
們就是這樣的。”
建黨 70 周年，《開天辟地》上映；
建黨 90 周年，《建黨偉業》問世；而到
建黨 100 周年之際，《1921》再次呈現
建黨歷史。十年前執導《建黨偉業》的
導演黃建新的目光回到了史詩中具體的
人物與故事身上，在他看來，十年前的
《建黨偉業》是宏大的編年史，講述了
大格局下的歷史事件，十年過去，對建
黨歷程的呈現應該有所創新，有更細膩
的共鳴，於是他們把視角聚焦在 1921 年
那批正青春的年輕人身上，嘗試去還原
更加充滿生命力、更細膩的歷史故事，
以此來與 2021 年這個時代的觀眾共振。
這些天，黃建新最滿意的關於電影的評
價 就 是 ： “ 這 是 拍 了 一 部 2021 年 的
《1921》。”
[敘事]
選取歷史橫截面講述建黨當年故事
導演黃建新曾參與過《建國大業》
《建黨偉業》《建軍大業》等多部主旋
律電影。十年前上映的《建黨偉業》，
已經在建黨 90 周年之際講述過一次建黨
故 事 。 影 片 從 1911 年 辛 亥 革 命 爆 發
開始，一直敘述至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
立，呈現了包括袁世凱復辟、五四運
動、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等在內的多個
重大歷史事件。但將十年的故事濃縮在
一部電影裏，難免會造成敘事碎片化、
人物一閃而過的問題，對於關鍵角色的
塑造也難以深入觸及，只能點到為止。
經過對主旋律影片十多年的探索，讓黃
建新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他從 2019 年的
《決勝時刻》開始，探索一種新的創作
方法：不再拘泥於面面俱到，而是找到
橫截面，著墨於重點人物狀態與心理，
從細節處體現人物，挖掘人物內心，細
膩地拉近觀眾與人物的距離。製片人任
寧 透 露 ， 從 2016 年 就 開 始 籌 備 的
《1921》 ， 光 是 劇 本 創 作 就 花 費 了 4
年 時 間 ， 數易其稿，反復打磨人物性
格。從籌備到拍攝，主創團隊努力搜集
這些年發現的全新史料，最終選取了歷
史的橫截面，講述 1921 年建黨當年的故
事，將時間線變短，把更多空間留給描
摹人物。其次，《1921》的主視角也有
了更大的創新，選取了李達、王會悟夫
婦作為重要的敘事視角。
如果說《建黨偉業》演的是歷史，
那麼《1921》講的就是人物。據黃建新
透露，《1921》的故事是從那一年的 3
月開始的，得有一個人寫信通知各地來
滬參會的共產國際代表發生了什麼事
情，基於這一背景，劇組著手研究李
達。“一旦要將電影拍成故事片，有
情節遞進的故事片就得有貫穿人物，
這 個 任 務 變 成 了前提，沒有就是一堆
松散的碎片。我們必須要找一個能夠
貫穿這個戲的從始至終的人。我們把
所有的資料擺在這，研究到最後，只
有一個人能完成，就是李達。李達這個
人大概懂 4 到 6 門外語，他的國際化視

野是開闊的。特別湊巧的是，那年 4
月他剛剛結婚，於是我們給電影帶來
了愛情這部分。李達的妻子王會悟一
直幫著組織‘站崗放哨’，毛主席都
曾說她是我們的保衛部長（一大時）
，這樣的人物關系就滿足了戲劇的幾
個東西。劇情裏，我們的寫法都是據
實的、可考證的，只是在細節上進行
一些微調。”
[視角]
擊穿了一百年之間的心理對接點
既然人物描述成為了電影的核心驅
動，《1921》便起用了大批新生代年輕
演員，以貼合那個年代的歷史真實狀況
。現在我們常說的國家“偉大復興”，
在黃建新看來，復興就是年輕化，是我
們國家重新獲得生命，那就是正青春。
據資料記載，1921 年“一大會議”的代
表們，平均年齡僅有 28 歲。如果不算何
叔衡與董必武兩位略微年長的代表，平
均年齡僅有 23 歲。黃建新說：“他們真
是年輕！《1921》跟今天我們對中國的
觀照，希望國家以真正年輕、有活力的
姿態出現在全世界面前，我們對國家的
理想、希望跟當時他們的理想是吻合的
，這就叫擊穿。這個視角擊穿了一百年
之間我們的心理對接點，就是年輕、正
青春，所以我們會用正青春的角度來寫
這段歷史。”
“青春是什麼”，成為《1921》主
創團隊最抓緊探尋的問題，他們很清
楚，一寫青春，若是用大段的理性臺詞
很容易丟失青春感，於是他們將目光放
在找人物的狀態。黃建新表示，有了故
事的基礎，更多的則需要深挖角色的狀
態，“我們開始真正用電影的方式來塑
造、描寫這批人物。《建黨偉業》裏的
人物是點狀的，如蔡鍔、袁世凱的出
場，任何一個演員都是歷史裏的重要人
物，但《1921》需要有貫穿全片的人物
來支撐故事情節，這裏大多都是工人、
學生，他們會產生情感、工作等人物關
系，從而發生戲劇沖突，才構成一部真
正意義上的故事片。” 黃建新想了想
，誠懇地說：“其實任何一本歷史書都
比電影更細致，具體日期、天氣情況都
較為詳備。但電影的作用卻在於，以光
影世界支撐起觀眾的想象空間，使觀眾
在故事中進行經驗補充。”《1921》最
大的亮點是立起了一個個有棱有角有血
有肉的先輩形象。他們不再是以往記載
於史料中的符號，而是和現在的年輕人
一樣，他們不僅有理想抱負，也有著豐

富的情感世界，先輩的風貌變得更為可
觸可感，比如陳坤飾演的陳獨秀等不到
教育經費，會義憤填膺地直闖會議室，
與孫中山和陳炯明據理力爭。李達會為
了更精準地傳播真理，要求正在印刷的
雜誌停印，只為把“百姓”二字換成
“人民”。

的朝氣、片場裏很活躍，但一旦開機拍
起來，到一個場景裏就自動進入另一個
狀態。他們在這個環境裏長大，熱愛是
真心的。現場拍攝時，回頭一看，激動
時刻學生演員都在哭，是真的流淚。這
多難啊！你要跟他講戲，讓他落淚是多
難的事，就像拍五四運動的片段，幾乎
所有的孩子都是自發地喊口號，那種眼
[共情]
神是很純粹的，能迅速進入角色內心是
與今天的年輕人同頻
因為他們帶著對國家、對黨的熱愛，他
《1921》集結了眾多青年演員，重 們立住了。”
塑了有血有肉的革命先驅群像。片中，
年輕演員們努力還原出了一百年前這些
[對話]
年輕人青春熱血的狀態，以呈現出
拍 2021 年的《1921》，年輕化的
“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芒”的狀態。 主旋律影片
影片回歸人物、增加類型片元素、用更
記者：《1921》沒有按照時間順序
青春熱血的方式講述故事。
，而是按照革命進程的人物心理活動發
開拍之前，黃建新和聯合導演鄭 展推進，采用這種呈現方式的原因是什
大聖聊得最多的，就是怎麼能讓這幫 麼？
演員們“生動”起來，劇組從一張張
黃建新：不按照物理時間做，這是
老照片中，為人物尋找發型、神態、 我很早之前就特別想做的。現代電影傾
衣著等設計參考，為每位演員打造真 向於視角是任意轉換的，不停在某一個
實可信、豐滿動人的人物形象與氣質 特定的客觀視角，一會兒進入主觀世界
。 正 如 本 片 鄭 大 聖 所 說 ： “ 《1921》 ，一會兒進入另一個空間，這種方式很
從外觀到內在富含感情，用活生生的 容易讓年輕人跟隨，這是我們這次拍攝
人物和有熱度的細節回到歷史現場。 發現的新手法。另外，人的記憶未必會
演員不僅要在外形方面做到‘酷似’ 按 照 物 理 時 間 的
，更要在人物性格方面反復打磨，達 排 序 ， 很 多 時 候
到形神兼備。”
是亂的，那裏面
影片通過生動描繪一大代表們的生 所 含 的 情 感 因 素
活習慣細節，讓原本只在歷史書上讀到 或 者 你 關 註 的 因
過的人物，變得有溫度、可感知；同誌 素 要 高 於 物 理 時
與戰友間為共同理想奮鬥的友誼，革命 間 ， 這 是 藝 術 的
伉儷間互生愛慕的表達，讓人物更加有 表 達 方 式 。 這 種
血有肉。黃建新說：“事實上，我們讀 嘗 試 也 很 危 險 ，
歷史終歸最後會回到人物身上去，這是 如 果 你 呈 現 方 式
終極的魅力，是感性的，以往的主旋律 變 得 跳 躍 後 把 觀
電影有點理性，它給我們展示的人物就 眾 搞 混 亂 了 ， 他
是在歷史節點上的性格色彩，而不是多 們 接 不 上 就 會 出
面的，於是我們這次想表達角色原本二 現 問 題 ， 但 我 們
十出頭的自身的魅力，比如三個年輕人 一 直 想 把 這 個 打
會去大世界照哈哈鏡，一旦開會拍桌 破 ， 而 且 非 常 有
子瞪眼睛，這是他們旺盛的生命力和 信 心 新 一 代 的 觀
屬於青春的本能的生動性，我們希望 眾 不 會 有 問 題 ，
通過影片中開天辟地的偉大事件和感 因 為 他 們 看 了 很
人的藝術形象，與今天的年輕人同頻 多 電 影 和 文 學 ，
共振。《1921》就是那個時代裏的那群 對 這 種 方 式 會 更
無所畏懼，胸中有大義、心中有人民的 容易接受。
新青年。”
記者：可以
拍完《1921》，黃建新被一班年輕 列 舉 一 個 這 樣 處
演員的熱情與專業所感染，他堅定地 理的片段嗎？
說，自己真的認為我們不用為年輕人操
黃建新：比
心（笑）。“以前大家總說他們‘不 如 電 影 開 始 我 們
行’，真是‘瞎操心’，他們有自己 對 陳 獨 秀 這 一 段

的大膽嘗試，關於歷史回顧，我不想冷
靜地用老辦法旁白說這一年中國是什麼
樣，就用了 6 個時空來描述，開窗戶，
一雙陳獨秀的眼睛，五四運動，李大釗
上街，陳獨秀散傳單再次被捕等 6 個時
空，但它們被剪輯為一個時空。在影像
表達的世界裏，過去時、未來時、想象
時，都是現在時，是可以講清楚的。我
們就用心理因素的銜接，而不是物理時
間的銜接，這樣會給電影帶來新鮮感，
不會讓觀眾覺得冗長、老套，他們會把
註意力集中在你用 6 個時空創造的核心
人物身上，因為劇情都是從人物那派生
出來的，觀眾的焦點也會下意識聚集。
記者：當《1921》殺青的那一刻你
在想什麼？
黃建新：今天我們所以穩穩地坐
在這，是無數生命換來的。這批應運
而生的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要救
這個國家，他們也真的用了 28 年去把
這個國家救回來，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這是一批中國的精英，是一批偉大
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放棄了很好的生
活，甚至把命都搭上，是為什麼？這
對我們影響很大，也是一直推動我們
想接近這些人物的動因，我們想觸摸
他的感覺，讓他們好像就在眼前晃，
他們可以傳導情感，傳達理想、傳遞
信念，拍這樣的電影，我們攝製組的
人都有一個感覺，大家都進步了一點
點，我們很受益。
記者：拍《1921》最希望得到的市
場反饋是什麼？
黃建新：電影拍完了就交給市場
檢驗，復盤，看觀眾的反饋。我們目
前也就研究到這裏，只是選擇自己的
方法拍攝，這樣的表達觀眾是否都理
解了，抑或有不同的看法，在電影上
映後都是要總結的。現在沒法說，是
因為你“一根筋”拍完了，就像跑了
個一百米，到底應該在第幾步加速是
不知道的，只有回過來看哪些點觀眾
都看到了，與你有所共鳴；哪些點費
了很大的勁，他們卻沒有理解，這些
需要總結。我們一直說，拍一部 2021
年 的 《1921》 ， 而 不 是 某 一 個 時 期 的
《1921》 ， 就 是 為 了 這 部 年 輕 化 的 主
旋律影片，跟現在的觀眾共情，大家
共同閱讀、共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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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山一安徽九华山

山，既是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所赐予
人类的壮伟景观，在历史悠久的华夏文
明史中，为数众多的中华名山更是承载
着我们辉煌灿烂的瑰丽文化。
五台、普陀、峨嵋、九华四大佛教名山
，碧染芙蓉、缥缈云飞，有如人间之蓬

莱仙境；武当、龙虎、齐云、青城四大
道教名山，万叠紫翠、亦灵亦幻，引得
五方妙众共朝宗。
泰山之华丽，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秀美
，恒山之奇绝、嵩山之空灵，更是天然
胜景与人文情素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别有天地非人间”的黄山：“匡庐奇
秀甲天下”的庐山，则使朋友们深醉于
奇峰云海、青松怪石。使我们忙碌的身
心回荡在晨神暮鼓里，掩映于碧瓦朱檐
中。漫步书中，即可神游于华夏多骄峰
峦、秀美山川之间，使我们深深地为名
山之奇峻、丽峰之险美所折服，所感动
；更可使我们纵情吟唱于其间，忘掉人
世间所有的烦忧……
九华山 ，是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著名的游览避暑胜地，现为国家
5Ａ级旅游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
范点，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
川峨眉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九
华山一直以佛教胜地而全球闻名。在九
华山上有许多知名的佛寺，常年香火繁
盛，几乎每天都有无数游客络绎不绝地
前去观光祈福。除了在佛教界的地位，
九华山作为一处自然景点，一年四季都
有独特的美景。
九华山古称陵阳山、九子山，因有
九峰形似莲花，唐天宝年间(742?756)改
名九华山。为皖南斜列的三大山系（黄
山、九华山、天目山）之一。位于安徽
省池州市青阳县境内，西北隔长江与天
柱山相望，东南越太平湖与黄山同辉，
是安徽“两山一湖 ”（黄山、九华山
、太平湖）黄金旅游区的北部主入口、
主景区。方圆 120 公里，总面积 334 平
方公里，最高峰海拔 1342 米，中心位置
九华街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北纬 30°。
九华山主体由燕山期花岗岩构成，
以峰为主，盆地峡谷，溪涧流泉交织其
中。山势嶙峋嵯峨，共有 99 峰，其中
以天台、天柱、十王、莲花、罗汉、独
秀、芙蓉等九峰最为雄伟。十王峰最高
，海拔 1342 米。主要风景集中在 100 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九子泉声、五溪山
色、莲峰云海、平冈积雪、天台晓日、
舒潭印月、闵园竹海、凤凰古松等。山
间古刹林立，香烟缭绕，古木参天，灵
秀幽静，素有「莲花佛国」之称。现存
寺庙 78 座，佛像 6000 余尊。著名的寺
庙有甘露寺、化城寺、祇园寺、旃檀林
、百岁宫、上禅堂、慧居寺等，收藏文
物达千余件。山中还有金钱树、叮当鸟
、娃娃鱼等珍稀动植物。
南朝时，以此山奇秀，高出云表，

峰峦异状，其数有九，故号九子山。唐
天宝年间诗圣李白曾数游九华山，睹此
山秀异，九峰如莲花，触景生情，在与
友人唱和的《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并
序》中曰：“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
”，因此“九子山”改为“九华山”。
李白吟九华山诗云：“昔在九江（长江
）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
九芙蓉。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君
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其中“天河
挂绿水，秀出九芙蓉”诗句成为描绘九
华山秀美景色的千古绝唱。
唐代刘禹锡观山时赞叹：“奇峰一
见惊魂魄”，“自是造化一尤物”。
“江边一幅王维画，石上千年李白诗”
。九华山间，遍布深沟峡谷，垂涧渊潭
，流泉飞瀑，气象万千，宛如一幅清新
自然的山水画卷。它处处有景，人移景
换，清代时概括有“九华十景”。对外
开放后，新辟八大景区，百余处新景点
。新老景点交相辉映，自然秀色与人文
景观相互融合，加之四季分明，时景、
日出、晚霞、云海、雾凇、雪霰，佛光
等天象奇观，美不胜收，令人赞叹不已
，流连忘返。素有“东南第一山”、
“江南第一山”之誉。
九华山共有 99 座山峰，以天台、
十王、莲华、天柱等 9 峰最雄伟，群山
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
、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
落其间。
九华山古刹林立，香烟缭绕，是善
男信女朝拜的圣地；九华山风光旖旎，
气候宜人，是旅游避暑的胜境。九华山
现有寺庙 80 余座，僧尼 300 余人，已逐
渐成为具有佛教特色的风景旅游区。在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中，九华山独领风骚
，以“香火甲天下”、“东南第一山”
的双重桂冠而闻名于海内外。唐代大诗
人李白三次游历九华山。见此山秀异、
九峰如莲花，写下了“昔在九江上，遥
望九华峰，天江挂绿水，秀出九芙蓉”
的美妙诗句，后人便削其旧号，易九子
山为九华山。
“楚越千万山，雄奇此山兼”（王
安石《答平甫舟中望九华》）。九华山
不仅以佛教人文景观著称，而且山水雄
奇、灵秀，胜迹众多。在全山 120 平方
公里范围内，奇峰叠起，怪石嶙峋，涌
泉飞瀑，溪水潺潺。鸟语伴钟鼓，云雾
现奇松。自然风光十分迷人。
九华山溪
水清澈，泉、
池、潭、瀑众
多。有龙溪、
缥溪、舒溪、
曹溪、濂溪、
澜溪、九子溪
等，源于九华
山各峰之间，
逶迤秀丽，闪
现于绿树丛中
。龙溪上有五
龙瀑，飞泻龙
池，喷雪跳玉
，极为壮观。
又自弄珠潭，
激流直下，浪
花似珠玉四处
乱弹。舒溪三
瀑相连，注入
上、中、下雪
潭，断崖飞帘
，如卷雪浪。
九华山最
高峰十王峰，
海拔 1342 米，
其次为七贤峰
（1337 米 ） 、
天 台 峰 （1306
米〕。海拔
1000 米 以 上 的
高峰有三十余

座，云海翻腾，各展雄姿，气象万干。
险峰多峭壁怪石，天台峰西“大鹏听经
石”，传说有大鹏听地藏菩萨诵经而感
化成石。险峰多峭壁怪石，天台峰西
“大鹏听经石”，传说有大鹏听地藏菩
萨诵经而感化成石。观音峰上观音石，
酷似观音菩萨凌风欲行。十王峰西有
“木鱼石”，钵盂峰有“石佛”，中莲
花峰有“罗汉晒肛皮”，南蜡烛峰有
“猴子拜观音”等等，惟妙惟肖，越看
越奇，耐人寻味。又有幽深岩洞，堆云
洞、地藏洞相传金地藏最初来九华时曾
禅居洞内。还有老虎洞、狮子洞、华严
洞、长生洞、飞龙洞、道僧洞等，均为
古代僧人居室，清静雅致，极利禅修。
九华山山水风景最著者，旧志载有
九华十景：天台晓日、化城晚钟、东崖
晏坐、天柱仙踪、桃岩瀑布、莲峰云海
、平岗积雪、舒潭印月、九子泉声、五
溪山色。此外，还有龙池飞瀑、闵园竹
海、甘露灵秀、摩空梵宫、花台锦簇、
狮子峰林、青沟探幽、鱼龙洞府、凤凰
古松等名胜。
九华胜景在天台。天台峰是九华山
的主峰，海拔 1300 多米。有“不登天台
，等于没来”的说法。从九华街上天台
，约 15 里山路，沿路经过很多风景点
。当你气喘吁吁，到达天台正顶，眼前
的景色，将使你胸襟开阔，疲劳顿消。
四周群山匍伏，远望九华街，只有巴掌
那么大了。极目远眺，天地浑然一体，
长江如练隐隐可见。清冽的山风送来阵
阵松涛、使人陶醉。周围的岩石，奇形
怪状，多呈黝黑色。有一巨石上刻“非
人间”三字。此时此刻，真使人有身临
蓬菜仙境之感。在天台上看日出，据说
其瑰丽景色不亚于在泰山日观峰看日出
。因此“天台晓日”被列为“九华十景
”之一。
九华山风景秀丽而独特，春季可以
同时欣赏到白雪和雨雾的美景，夏季则
有雨后云海，秋季可欣赏漫山盛开的杜
鹃花，而冬季这里则会化身冰雪世界，
丝毫不会感觉到萧条无趣。
去九华山旅游，既能在不同时节体
验到不同的美景，更能领略到千年古寺
的古朴和庄严的风情，因此，九华山很
早就被认证为我国的自然和文化双重遗
产，名气享誉全世界。如果你还没去过
九华山，在即将到来的假期，赶紧去领
略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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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致力于吸纳高技能人才移民
职业移民配额获将大幅增加
美国研究机构发现，美国没有足够
的高技能工人来满足对计算机相关工作
的需求，雇主正在寻找移民人才来帮助
填补这一缺口。
研究表明，美国高技能人才短缺，
雇主呼吁增加以就业为基础的美国移民
，这项研究是在美国创纪录的职位空缺
与失业同时进行的，这表明劳动力供需
不匹配。美国商会呼吁增加以就业为基
础的移民，以解决工人短缺问题。
该研究分析了外国出生技术工人的
劳工认证申请数据、劳工统计局的失业
数据以及 Burning Glass Technologies 网
站的招聘数据。
根据分析，美国雇主在 2020 年发
布了 136 万个与计算机相关的职位空缺
。然而，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去年计算机
和数学行业只有 177,000 名失业工人。
数据表明，即使新冠疫情这样强
大、创伤性和前所未有的流行疾病，
也 没 有 减 少 美 国 对 高 技 能 STEM 人 才
的需求。
在大流行期间，雇主继续寻求高技
能的移民工人来填补劳动力短缺。2020
年有 371,641 份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的
外国劳工请求。
美国在计算机相关工作中过度依赖
外国出生的人才。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移民在 2019 年占计算机劳动力的 25%，
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移民占更广泛劳动
力的 17.4% 。
报告称，根据劳工认证申请要求衡
量，移民工人的 10 个增长最快的工作中
有 7 个与计算机相关。
美国各界已经认识到高技能移民创
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并保持美国的全
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目前拜登政府正
在采取措施吸全球高技能移民，以保持
美国的竞争优势。
高技能移民是美国就业市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填补了关键的就业缺口并贡

献了专业技能，尤其是在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
美国企业雇佣高技能移民才能进行
创新，提高生产率，从而使美国工人和
美国经济受益。
移民作为就业机会的创造者，他们
创办企业的速度几乎是本土出生的美国
人的两倍，雇佣了近 900 万美国人。超
过 50%的估值 10 亿美元或以上的初创公
司至少有一名移民创始人，每家公司平
均创造 760 个工作岗位。谷歌、优步、
Zoom、Postmates 和特斯拉等家喻户晓的
公司都有移民创始人。
显而易见，高技术人才使美国能
够在全球舞台上保持经济和技术领先
地位。
美国高技能的外国出生工人越来越
多地由接受过美国教育的个人组成。
2018 年，美国高校授予的所有 STEM 高
级学位中有一半以上授予了国际毕业生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国际留学生
留在美国。
由于可选实习培训 (OPT)，许多国
际毕业生还拥有在美国的宝贵工作经验
，该计划允许国际毕业生在其学习领域
为美国雇主工作长达三年。2019 财年，
有超过 200,000 名毕业生从事 OPT 工作。
完成学业后，大多数毕业生希望留
在美国并寻求长期工作。去年，超过一
半的 H-1B 申请人拥有美国学院或大学的
高级学位。
拜登政府致力于吸纳高技能人才移
民
除了 H-1B 签证以外，美国 EB-1A 杰
出人才移民、美国 EB-1C 跨国公司高管
移民，NIW 国家利益豁免等项目成为美
国吸纳外国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项目。
然而特朗普时期紧缩的美国移民政
策迫使美国雇主将工作和生产转移到海
外，进一步影响美国工人的就业。当特
朗普总统于 2020 年 6 月宣布禁止新的高

技能签证时，高技术移民选择加拿大等
大力吸纳国际移民的国家。
为了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拜登正
计划扩大高技能移民，让更多高技能人
才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包括：
新增加一个职业移民签证类别，称
为区域发展移民试点计划，每年发放 10,
000 张签证。
STEM 专业博士可以豁免签证配额。
恢复奥巴马首次提出“国际企业家
规则”，允许更多的企业家赴美创业。
取消国别限制，将从 1992 年起未用
的 22.5 万张签证重新分配使用，将职业
移民配额从 14 万增加到 17 万。多方面清
除绿卡积压。

特别是基于就业的职业类移民更
是名额大增，包括直接把年度配额涨
到 17 万 张 ， 取 消 7％ 的 国 别 限 制 ， 配
偶和 21 岁以下子女不占用绿卡额度等
等……
更加重要的是，拜登针对职业移民
的改革主张，充分体现了美国留住高精
尖人才、提升全球人才竞争力的决心，
也将为中国申请人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
！
预测显示，如果美国移民水平增加
一倍，新移民将超过 200 万，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 (GDP) 可能会翻一番，并在
2050 年增长至 47 万亿美元（以今天的美
元计算），所有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将增

加 3%。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移民对美国
的重要性，正在采取行动，改善和扩大
移民途径，以保持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
全球地位。
随着美国进入拜登时代，能为美国
创造就业、拉动投资、促进社会发展的
人才，都会受到更大的欢迎和支持！有
“才”的 EB-1A 杰出人才以及 NIW 移民
，都将会迎来更多利好！这些项目具体
申请条件，及办理流程可以私信小帮做
详细评估哦！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未来想
要抓住美国移民大增 1/3 的良机，请尽早
选择适合自身的移民途径，早行动、早
申请、早受益！

希腊永居数据出炉，中国获批者超 70%
根据官方数据，在 8692 份主申请人
的永居卡中，有 6190 份是中国申请人获
得的，占比高达 71.2%，实力碾压其他
国家。和希腊邻近的土耳其和俄罗斯，
则以 541 位和 474 位的永居获批人数分
列第二和第三。
从主申请人及其家庭的总体数据来
看 ， 2014 年 以 来 ， 希 腊 已 累 计 发 放 了
26123 张永居卡。其中，中国籍的获批
者为 18905 位，高居榜首，是排在第二
的土耳其籍获批者（1477 位）的十几倍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投资者对希腊购
房移民的趋之若鹜。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投资者对希腊
购房移民的趋之若鹜。对于向来喜爱置
业的中国投资客来说，投资门槛较低的
希腊购房移民项目别具吸引力——通过
这一项目不仅可以搭上希腊房产升值的
顺风车，还可以收获欧盟国永居身份以
及可观的租金回报，优质教育资源和其
他隐形社会福利也能兼得，轻松实现
“小投入大回报”。
希腊房价在疫情中“异军突起”，
也是其吸引中国投资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希腊在今年 4 月公布的房地产价格指
数显示，希腊各地的房产要价同比上涨
了 3.7%。其中。在雅典北郊，房产平均
要价上涨了 6.4%，租金上涨了 6.1%；西
郊地区的房产要价上涨了 6.3%，房租上
涨了 12.7%。
就连股神巴菲特都对希腊房产“青

希腊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1 日，希腊已累计为 8692 位主申请人颁发
了永久居留卡。而主申请人及其家庭获批的永居卡更是达到了 26123 张。疫情之下，希腊
“黄金签证”依然备受投资者青睐。
眼有加”。5 月末，巴菲特旗下子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HomeServices Athens Properties 宣布，将进军希腊投资房
地产。该公司的服务主要针对于雅典所
在的阿提卡大区（Attica）的住宅房地
产，后期目标是进一步拓展业务至豪华
物业、度假屋和商业地产，还有房地产
咨询服务等领域。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希腊房
地产蕴藏着巨大商机和强大投资购买需
求，未来几年住宅和商业地产领域都将
显著复苏。疫情之后希腊的经济反弹空
间也是非常的大，随之带来的房产需求
和价格都会大幅增长，并有望在未来几
年达到顶峰。
众所周知，巴菲特有一句投资准则
被广为引用：“投资的第一条准则是不
要赔钱，第二条准则则是永远不要忘记
第一条”，目前根据希腊房地产数据来
看这条准则是贴切的。虽然受到疫情影
响，在 2020 年，希腊房地产市场的增速
有所放缓，但总体影响并是不很大，数
据显示，2021 年第一季度的希腊房产均
价，较 2020 年同期平均增长 3.5%。

另一组根据希腊中央银行发布的数
据，希腊的房产指数在过去一年继续增
长了 1.7%，保持了过去几年持续增长的
趋势。
目前来看，希腊市场中，无论是因
为房子的客观因素还是地域因素，房价
都在不停的增长，从多方来看，可以归
纳出三点因素：
一、房价仍在低位
尽管近几年希腊房地产价格持续上
涨，但是仍然处于低位运行的阶段，低
于其他西欧国家，也低于希腊的历史房
价。可以从下图看到，希腊历史上，房
价最高的时候为 2007-2010 年，而后在
2013-2018 年间进入一个低谷期，从 2018
年开始稳步回升，但相较于 2007 年的房
价水平还有很大的回升空间。这意味着
入手成本低，上涨空间大，翻译成股市
用语则为“股本收益率高”，了解巴菲
特投资理念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他本人
最看重的。
二、房地产税优惠政策
从政策上来看，希腊政府出台了很
多房地产税收的优惠政策，例如从 2020

年开始，暂停对新房转让征收 24%的增
值税，期限 3 年；暂停对房地产交易征
收资本利得税 3 年，直至 2022 年底等等
若干此类政策，专门受益于外国投资者
，使得投资者可以将利益最大化。
三、多项利好房产投资政策
在这些长期优惠政策的布线下，希
腊政府又出台了多项房产投资永居的短
期政策，例如：简化申请流程、缩短等
待时间、延长居留卡期限、设立新部门
加快审批等等，这些不仅增强了投资者
的信心，同时也体现了希腊政府的态度
。
除此之外，巴菲特投资希腊应该也
是看好未来希腊旅游业的前景。据希腊
当地媒体报道，在 5 月 15 日旅游业重启
后，8 月和 9 月酒店的预定量显著增加
，预计客流量可以恢复到 2019 年的 50%
。同时，6 月 1 日起，希腊颁发了新冠
数字绿色证书，拿永居卡的投资人可以
在当地申请临时社保号，完成疫苗接种
同时拥有 72 小时新冠 PCR 阴性结果，
即可通过 Taxisnet 账号或者希腊社保号
进入官方数字-gov.gr 平台，获取该证书

（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一个時代的終結
香港一份最受歡迎的香港報紙《蘋
果日報》，長期以來一直是北京的眼中
釘，因為它大力支持親民主抗議者，對
官員展開積極調查，還嘲諷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層。現在，中國已壓製了這份報
紙，壓製了一個最敢挑戰中共的批評聲
音。
《蘋果日報》已於 6 月 24 日停止
運營。不到一周前，警方凍結了報社賬
戶，突擊搜查了編輯部，逮捕了高級編
輯、將目標對準了香港一度引以為傲的
媒體自由。
《蘋果日報》被迫停刊是對香港本
身獨特性質的一記重擊。該報曾大量炮
製名人八卦和聳人聽聞的醜聞，同時也
發表犀利的政治新聞和分析，但總帶有
明顯的反政府傾向，該報的不恭與中共
在大陸允許發表的東西完全對立。即使
面對廣告商的抵製、記者受到攻擊和燃
燒彈襲擊，《蘋果日報》仍堅持出版並
保持興旺，它是香港讀者最多的報紙，
它曾是香港 1997 年回歸中國之後仍享
有許多自由的活生生例子。

香港 2019 年爆發的反政府抗議運
動讓北京面臨數十年來最大的政治挑戰
，《蘋果日報》毫不掩飾地支持這場運
動，甚至還為示威者印過標語。但當中
國政府采取行動，用涉及範圍廣泛的國
家安全法來鎮壓反抗中共統治的人、擠
壓發表異見的空間時，《蘋果日報》很
快就成了一個重點打擊目標。“《蘋果
日報》展示的是，我們有一個充滿活力
的社會，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明
天之後，《蘋果日報》將不復存在。
“這表明，當中國政府決定采取行
動時，它能非常迅速地行動，而且有時
極其殘暴，
當局首先在去年逮捕了《蘋果日報
》好鬥的創始人黎智英，並以違反國安
法的罪名起訴了他，最高可能判處他終
身監禁。在被拘留期間，他還被以非法
集結的罪名判處了 20 個月的有期徒刑
。
上周四，數百名警察突襲了《蘋果
日報》編輯部，沒收了電腦，凍結了資
產，並逮捕了高級編輯和高管羅偉光和

母公司壹傳媒首席執行官張劍虹，宣稱
他們與外國勢力勾結，為此拒絕了他們
的保釋。
不少香港市民概嘆“沒想到蘋果會
成為禁果，感覺好像一個時代的終結。
”
此外，周三，警方還逮捕了《蘋果
日報》記者楊清奇，他以李平的筆名撰
寫專欄和評論。黎智英去年 8 月被抓後
，楊清奇已看到了自己雇主面臨的不祥
之兆。中共“決定扼殺《蘋果日報》，
扼殺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楊
清奇寫道。“即使民主世界加大了對他
們的製裁，他們也只會加大對《蘋果日
報》的壓製和起訴，希望他們屈服於壓
力，投降或停止出版，”他寫道。
《蘋果日報》本身反映了其創始人
黎智英的身份。黎智英小時候從中國大
陸偷渡到香港，後來從打工者變成了服
裝大亨。1989 年中國血腥鎮壓了學生運
動；他開始涉足出版業。1995 年創辦了
這份生機勃勃的報紙，固執地支持民主
、攻擊中共。

，该证书是用来促进欧盟区域内人员自
由流动而专门设立的。
在这些积极举措的推动下，各国旅
客有望大量回归，民宿，酒店，出租公
寓等物业都将持续回暖，这也将带来巨
额的资本涌入，从而撬动整个房地产市
场再度升温，2021 的下半年，希腊房地
产或又将会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申请条件：
1、申请人年满 18 周岁，无犯罪记
录，无学历及语言要求；
2、希腊购买 25 万欧元或以上的房
产，
项目优势：
1、高性价比：欧洲性价比高，购
房获绿卡；
2、投资额度较：仅需 25 万欧元购
房，一步到位获得绿卡；
3、无居住要求：获得绿卡之后无
任何居住要求；
4、审批速度快：希腊移民流程简
单，审批速度快，最快 3 个月就可办理
完毕；
5、身份含金量高：希腊是申根国
成员，拥有希腊身份可畅行 26 个申根
国；
6、申请要求简单：无需证明学历
、管理经验、资金来源以及体检；
7、房价增值潜力大：希腊经济回
暖，房产市场触底回升，房价回升空间
大。

楊楚楓
“我相信通過傳遞信息，媒體實際
上在傳播自由，”他去年對《紐約時報
》說。
黎智英的行動早就激怒了北京，他
把 1989 年下令鎮壓的中國官員李鵬稱
為“王八蛋”。那之後，北京曾威脅要
停止他的服裝公司佐丹奴(Giordano)繼
續在中國大陸運營。他被迫在服裝業和
媒體之間做出選擇，於是在 1996 年出
售了佐丹奴的股份，轉向專門經營新聞
業務。
黎智英的出版物和他一樣堅持不懈
，以同樣的熱情追蹤名人八卦和政治醜
聞。該紙經常刊登新星的艷照，爆出名
人出軌的消息。早期的報紙甚至開設了
關於色情和妓院的專欄評論，
但除了醜聞和八卦等娛樂信息，
《蘋果日報》也調查過當地的腐敗，揭
露過幾名香港官員如何非法擴建自己的
住房。該報經常關註香港巨大的貧富差
距和難以負擔的住房等社會問題。該報
積極參與當地政治，號召讀者上街遊行
，甚至印製供他們攜帶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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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歌手周杰倫的香港演唱
會 ， 今（30）日由主辦單位寶輝娛
樂宣布延期，原訂 6 場改移到明
(2022)年 3 月舉行，驚人的是，這已
經是演唱會第四度延期。主辦單位
表示，世界上應該沒有任何一個演
唱會，超過 10 萬名觀眾一直持有門
券不肯放讓，迄今等候了 2.5 年，因
此將申請金氏世界紀錄，紀念答謝
粉絲不放不讓的決心。

回顧周杰倫香港演唱會，原訂 2019
年 12 月於香港迪士尼舉辦，因碰到
香港社運，延期到 2020 年 11 月，地
點改到中環海濱，沒想到爆發新冠
肺炎疫情，延期到今年 4 月，然而
疫情尚未歇緩，無奈宣布第 3 次延
期，改到今年 8 月。今天官方寫下
「有鑑於港府昨日宣佈將就英國實
施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禁止
所有從當地來港的民航客機降落香

港，加上台灣三級防疫警戒持續到
7 月 12 日，無法預測疫情變數」忍
痛第四度宣布延期。
對於這樣的狀況，主辦單位決
定聯合 10 萬名持有周杰倫演唱會門
票的觀眾，跟著偶像一起嘗試締造
金氏世界紀錄。文章最後表示，已
經購買票券的民眾，可以因個人因
素決定是否要退票，或是等到明年
3 月再進場觀賞。

張瓊姿客串 8 點檔
本色演出還原秀場糗事
張瓊姿在秀場時代是當
紅 8 點檔女主角，場場都是
壓軸表演。因為唱歌並非強
項，所以同場歌手常常在幕
後幫她合唱，卻也鬧出不少
笑話；《黃金歲月》重現秀
場文化形形色色，她客串演
自己、以「張瓊姿」大明星
本色演出，笑說講到秀場的
故事真的會說不完，秀場真
發生過唱完 1 首歌卻有 5 種不
同的聲音，還有人一急著上
台，誤把甘蔗當麥克風，還

能在台上載歌載舞。
張瓊姿劇中一段台上表
演，台下賴慧如幫唱，1 個噴
嚏聲傳出去，她得臨機反應打
噴嚏…張瓊姿表示，對嘴唱歌
相當不容易，除了要背好歌詞
、記住舞蹈動作以外，現場許
多突發狀況真的少不了。為了
這一場戲，她特地找 Jasmine
Galleria 的禮服，拍攝前還請
舞蹈老師們一起去現場走位及
排練，從選歌到服裝造型等等
的細節都不馬虎，相當重視客

吳宗憲先前以 PGTalk 執行長名義捐贈 11 萬劑
快篩試劑，遭部分里長質疑他「假好心真行
銷 」 ，他 6 月 30 日上午 10 點由台北市議員洪健益
陪同，捐贈 3000 份快篩劑給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供第一線醫事人員使用。他受訪時感慨在台
灣做善事不容易，激動說：「太多人莫名其妙講
風涼話，你們跳出來做事嘛。」
他先前開放各里可領取快篩劑，因要求下載
APP，新北市永和安和里長鄧長安因此質疑 PGTalk 有洩漏個資嫌疑，吳宗憲說：「怎麼會有這
麼傻的人，難道你用 LINE、WeChat 都不用手機號
碼嗎？」他解釋他們軟體裡有電子錢包，所以需
要個資，又嗆該里長下次選不上。
被質疑作秀，吳宗憲借用賈永婕名言「如果
是一場秀，也是一場美麗的秀」，又氣呼呼表示
：「作秀就作秀有什麼關係？有錢就拿出來作秀
啊，我們沒什麼錢，但是有這個心，我是憲哥我
要做什麼秀，我還不夠紅嗎？」
此外，賈永婕昨傳出將離開台灣，她趕緊澄
清大女兒安安錄取美國南加州大學，原定 7 月底
陪她到當地，打理好住宿、學校註冊等事宜，約
停留 2 周就返台，因為還有 1 個月的時間，仍未決
定是老公或她陪女兒出國、或全家出動。
由於美國大學規定學生入學前需打過疫苗，
所以賈永婕的女兒屆時會在當地打疫苗。她跟老
公當初因為要送女兒去美國才自費打 AZ 疫苗，第
2 劑要在 7 月 5 日之後才能預約，尚未收到通知，
也不排除到美國打第 2 劑。
「抗疫女神」暫離台灣期間，由誰來接班？
賈永婕樂觀看待：「7 月底疫情結束了，不用誰來
接班。」

腦洞大開!
臺媒曝蕭亞軒要給愛犬
建“迪士尼樂園
迪士尼樂園”
”

串的演出。
為了這次客串的演出，
張瓊姿大約花了 3 個月的時間
準備，她感性的說，離開秀場
這麼多年，還有連續劇拍這個
題材，精采呈現當年大家的黃
金歲月，讓客串演出的她相當
的開心。防疫期間她化身忠實
觀眾，每晚準時追《黃金歲月
》，邊看電視邊吃零食卻也讓
她默默的增重了 3 公斤，嚇到
她趕緊找運動的影音，做些簡
單拉筋運動。

據臺媒報道，近日蕭亞軒居家防疫，長時間宅家讓她開發出很多新
技能，比如塗指甲、種植香料。臺媒稱，喜愛狗狗的蕭亞軒，想要蓋一
座屬於毛小孩的 “ 迪士尼樂園 ”，可以有草地讓狗狗盡情奔跑，還
有遊泳池，提供一個可以讓它們玩耍的地方。
據悉，2 月 17 日，蕭亞軒曾被目擊到醫院看急診。3 月，臺媒收到爆
料稱，她去醫院是因被狗咬傷，男友黃皓也一同受傷，兩人面部傷勢嚴
重。6 月 18 日，蕭亞軒在社交媒體曬出自拍視頻，被狗咬的傷疤仍然貼
著膠布，嘴裏念了三遍“會好的”。

吳宗憲捐快篩劑嘆行善不容易

周杰倫演唱會四度延期
預備申請金氏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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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最原汁原味的山水，不在桂林在柳州
在广西柳州，有一座山体形似元宝的大山，名为
“元宝山”。这个名字引来了很多背包客和自驾游客，
他们不惜花上几天往返，挥汗如雨，爬上元宝山，似乎
此行之后真能得到金元宝似的。
外表可爱的元宝山，也有着不俗的实力。元宝山位
于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城北 60 公里处，属云贵高原向广
西盆地过渡地带，与九万大山、凤凰山共同构成这一片
庞大山地的地貌骨架。这里地层古老，地势高峻，元宝
山主峰海拔 2081 米，现为广西第三高峰。它所处的地层
也是广西最古老的陆地，因此有“广西祖山”之称。

这座山，广西资历最老
地质学家把地质遗迹、地质景观最
原始固化产出的状态称为地质生态。地
质生态由地层、岩石、古生物化石、地
质构造以及能够反映最原始状态的地质
遗迹和地质景观的古地理环境构成。元
宝山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经历了雪峰
、加里东、印支及燕山等构造运动，沉
积了广西最古老的地层，构成了广西第
一块陆地。
组成元宝山主峰的岩石，为雪峰加里东期（距今 8~4 亿年）的斑状黑云
母花岗岩，周围是中元古代四堡期浅变
质砂泥岩，参杂火山碎屑岩和细碧角斑
岩（由于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值得
一提的是，在同属元宝山—九万大山山
系的西南面，还发现了多处世界上最古
老的科马提岩。这种超基性岩石形成于
34.7 亿年前，1969 年首次发现于南非巴
伯顿山地的科马提河流域并以其命名，
又称镁绿岩。它是地幔部分高度熔融的
产物，是地球早期富镁原始岩浆的代表
。元宝山科马提岩的发现，证明了元宝
山这块陆地的古老历史。
元宝山处于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提出
的“广西山字型构造”的脊柱部位，是
由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两大板块挤
压碰撞而成。“山字型构造”是李四光
地质力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造体系，
在地球表面有许多这种类型的构造。其
成因为多种力、多种方向的挤压作用于
地壳上，引起地壳表层不均匀的滑动与
变形，就容易形成山字型构造。一般规
模较小的构造运动，对地壳影响较浅；
而规模巨大的，会影响到地壳的深部甚
至地幔的上层。科马提岩的出现，为元
宝山山字型脊柱说提供了依据。
元宝山古陆地发育的中元古代四堡
群地层，是华南地区最古老的地层（距今
16.7~8亿年），与我国北方的中元古代长
城系地层年代大致相当。它出露于广西北
部九万大山至元宝山两侧，厚度大于5700
米，广泛分布于湘、桂、黔交界地区。这
块古老的地层是广西最古老的陆地，可谓
广西陆地之祖；由最古老陆地形成的山系
可称为“祖山”，这就是广西“万山之祖
”——元宝山之由来。
元宝山的运气不好，所在的古陆地
刚刚成形时，就迎来了新元古代的冰川
事件——距今 7.1~5.8 亿年前的震旦纪冰
期。那时的地球可谓极端寒冷，海洋几
乎全部被冻结，元宝山沉积的冰积岩反
映了这一时期。新近纪以来，距今三百
万年前的湘黔桂冰川又一次覆盖了元宝
山，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把南国大地装

点得分外妖娆。此时的元宝山主峰海拔
超过 3600 米，为广西第一高峰。
此后元宝山遭受了冰川融化的剥蚀
，流水、泥石流的侵蚀以及动力风化的
作用，掀掉了厚厚的第四纪冰川的覆盖
，也掀掉了历经沧桑的四堡群地层，展
现出冰川型的花岗岩地貌雄姿。第四纪
冰川遗迹构成的冰川地貌，广布于元宝
山及其周围，有古冰盖、冰脊、冰川悬
谷、冰川石壁、冰川石臼等多种类型。
元宝山外缘北、东、南三面山脊呈环形
，向西开口呈元宝状，这种形状就是因
冰川作用而形成的，地质学上称为“漏
斗状冰盖”，它是湘黔桂第四纪古冰川
的重要组成部分。

族历史上拥有重要地位。
全长146公里的贝江，蜿蜒穿流于变
质岩峰峦之间，两岸峭壁深菁，竹木葱翠
，风光旖旎。电影《闪闪的红星》中，那
句著名的“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
岸走”就在此取景。沿江有贝江飞虹、苗
楼秀色、山湖迭翠、寿星迎宾、将军石、
摩天崖、望夫崖、飞云崖、石门峡、石猿
岭和竹林胜景等主要景点。
阳春三月，杜鹃映红江水，木排悠然
游动其间。其水质碧清澄净，由于两岸竹
木繁茂，随着河面宽窄和光照程度的不同
而呈现出墨绿、宝蓝和淡绿等不同颜色。
在石门潭上游，都郎河、三防河、香粉河
从三道苍翠峡谷中奔涌而出，犹如三条白
龙猛地撞到一处，形成贝江上著名的三江
广西最原汁原味的青山绿水
门。这里水声如雷，白涛滚滚，浪柱冲天
旅游地貌就是可以供旅游者观赏游 ，烟雾障目，蔚为壮观。
览的特殊地貌形态，也是申报世界自然
出了元宝山，这些生物再难看见
遗产的首选地质遗迹。我国拥有 14 个
（批）世界自然遗产地，除了四川大熊
元宝山地处广西三大多雨区之一，年
猫栖息地，其余都可视为旅游地貌，如 降水量2379~2813毫米，号称广西第二水
喀斯特地貌的云南石林、武隆天坑、桂 塔。元宝山是广西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发
林山水，丹霞地貌的武夷山、丹霞山、 源于此的河流有元坪河、荣坪河、泯罗河
龙虎山，花岗岩地貌的三清山、黄山， 、大坪河、陈卡河、加网河、高基河、元
变质岩地貌的梵净山等等，不一而足。 宝河、小桑河、老虎口河、培秀河、乌吉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就了元宝山 河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使元宝山成
以花岗岩地貌为代表的地貌景观，其中 为广西重要的生物基因库。
最为独特的是冰川侵蚀型山岳地貌和花
元宝山木本植物有300多种，药用植
岗岩峡谷地貌。
物34种，纤维植物7种，淀粉植物16种，
由冰川侵蚀型花岗岩组成的山岳地 观赏植物有黄杨、杜鹃、深山含笑、广东
貌，分布于融水县境中部，安太、香粉 白兰花、木莲等。元宝山有国家一级保护
、安陲、白云、红水等乡之间，北始林 植物元宝山冷杉、桫椤、银杏、南方红豆
五坳，南濒金兰河，东至吉曼村，西临 杉、伯乐树；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福建柏、
元宝河，方圆 3901 公顷。以白虎顶(海 鹅掌楸、马尾树、观光木、马蹄参、长苞
拔 2064 米)、兰坪峰(海拔 1995 米)、元 铁杉；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南方铁杉、华南
宝峰(海拔 2081 米)和青云峰(海拔 2086 五针松、鸡毛松、紫茎等。它们集中体现
米)四大主峰为代表。
了元宝山的生物多样性。
元宝山花岗岩峡谷地貌发育良好。
其中元宝山冷杉是我国的特有树种，
一处是位于坐落在青云峰西南面的龙女 只产于元宝山，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植物
沟大峡谷，另一处是地处元宝山南麓的 之一，种群数量不足900株，保护区最早
龙宝大峡谷。当然，如果不想爬太高的 就是因为冷杉而建立的。元宝山冷杉是古
山，又想领略花岗岩地貌的风采，可以 冰川时期的孑遗植物，是元宝山古冰川存
从融水县城出发走 33 公里的车程，到 在的有力证据，在研究我国南方古冰川、
香粉乡雨卜村去看三友瀑布。三友瀑布 古气候、古代植物区系的发生和演变等领
是广西花岗岩地貌中海拔最低的瀑布， 域有巨大的科研和学术价值。
夏天可以全身浸在花岗岩裂缝中流出来
元宝山动物资源丰富，保护区内有国
的矿泉水深潭中，一边戏水，一边观赏 际上备受关注的珍稀濒危鸟类白眉山鹧鸪
瀑布，好不惬意。
和仙八色鸫。另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
元宝山还有变质岩地貌，主要分布 长尾雉、小灵猫、林麝、穿山甲，二级保
在贝江大峡谷。这些岩石是贝江河床的 护动物猕猴、熊猴、黑熊、水鹿、鬣羚、
组成部分，也是贝江两岸峡谷高耸大山 白鹇等。黑颈长尾雉雄鸟冠羽呈橄榄褐色
的基石。贝江发源于九万大山，发育在 ，上背栗色，下背和腰杂以黑白横斑，颈
元宝山地区，因流过融水县城背面古称 侧铜蓝色，腹和两肋均栗色。雌鸟体羽呈
脊江。它是柳江和西江的重要支流，也 棕褐色，布以黑白纹，上背有白色矢状斑
是元宝山苗族人民的母亲河，在广西苗 。栖息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坡开阔草地

或稀疏松树林间。
元宝山多样
复杂的生态环境、
丰富的水资源和良
好的气候条件为两
栖动物提供了良好
的栖息繁衍环境。
这里两栖动物种类
多、分布均匀、种
群结构稳定，是研
究广西生物多样性
的关键地区之一。

山坡上，每天
都好像在过节
元宝山是苗
族聚居的地方，
因这里是苗族世
居之地，故又名
大苗山。它既是
广西的万山之祖
，也是苗族的祖
山。坐拥元宝山
的融水县，号称
“百节之乡”。
苗族这一古老的民族出自五千年前
的“三苗”，由于受外族的侵略和压迫
，一直过着长途迁徙的苦难生活。为纪
念每一次抵抗侵略者的胜利，就形成一
个纪念日，最后都演变成民族的节日。
元宝山苗族有苗年、拉鼓节、芦笙节、
芒篙节、古龙坡会、新禾节、斗马节等
众多节日，大都是悼祭先烈、缅怀前辈
、鼓舞斗志、庆贺丰收的仪式。
元宝山下的苗族系列坡会，2006 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苗族
坡会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至十七举行，每
天在元宝山下的一个乡镇村屯举行一个聚
会，主要包括滚贝乡初十一“热伴节”、
杆洞乡十二坡会、香粉乡十六古龙坡会和
安陲乡十七芒蒿坡会等。这些坡会既是苗
族青年男女的社交盛会，也是传统民族体
育运动会，更是民族团结的盛会。
正月十六举行的香粉乡古龙坡会是
元宝山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坡会。香
粉乡是苗、瑶、侗、壮、汉等多民族的
聚居地。1902 年，前清一位贡生为促进
各民族互尊互爱、团结和睦，召集了附
近各族元老成立了古龙坡会，每年正月
十六和八月十六举行两次。正月预祝丰
收，八月庆祝丰收。每年的这两个日子
，香粉乡四村八寨的各族群众就汇聚古
龙坡，进行芦笙踩堂、斗马、斗鸟、赛
马、舞狮、对唱山歌等富有民族特色的
庆祝活动。
其中，芦笙踩堂是节日中最盛大的
场面：地处元宝山深处的苗乡，处处可

以看到舞动芦笙的画面，村村可以听到
芦笙曲的悠扬。节日期间，来自十村八
寨的芦笙队汇集在坡场上，上万支芦笙
齐鸣。欢乐的“达亨”们手持芦笙起舞
，心情欢快的“达佩”们当寻觅到意中
人时，就会走上前去给“达亨”系上彩
带，并手牵彩带伴舞。
在元宝山地区，还可以看到苗族建筑
及手工技艺、苗族蜡染技艺、苗族芦笙制
作技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苗族织锦技
艺以及苗族音乐、医药等，这些都是当地
苗族人民创造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
去了元宝山，不知道会不会收获
金元宝，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一定会
看到最原汁原味的广西山水和醉人的
苗乡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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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 15
15..本周六 7 月 3 日
《生活故事會
生活故事會》！
》！
（本報記者 Jenny）美南電視 15.3
的《生活》已經開播 7 年了，一直是
美南電視臺的重頭節目，《生活》節
目每月分為幾個主題，其中的《生活
》、《大嘴吃四方》、《味全小廚房
》、《三個女人一臺戲》等節目在休
斯敦家喻戶曉。從本周六起，《生活
》節目每月推出一期《生活故事會》
，本周六為首期節目，主持人為《生
活》的總製片人兼美南新聞新聞總監
黃梅子，黃梅子是資深媒體人及作家
，她移民美國前是長沙電視臺的節目
主持人、製片人，湖南衛視編導，並
且出版過三本長篇小說。10 年前移居
休斯頓之後，一直在美南新聞集團工
作。黃梅子從小就有極強的表演天賦
，從 5 歲起就開始給街坊鄰居講故事
，21 歲大學畢業那年過五關斬六將，
從 2000 名應征者中脫穎而出，進入長
沙電視臺擔任主持人，並且客串過幾

部電視連續劇。此次開設《生活故事
會》，黃梅子一個人獨撐全場，滔滔
不絕講 30 分鐘奇聞怪事給您聽，讓您
聽過癮！
《生活》節目最近三年主要以
《三個女人一臺戲》為主，為了給大
家帶來新鮮感，《生活》最近推出了
《修車師姐》，邀請完整修車廠負責
人徐雲女士每期教大家修車，深受觀
眾歡迎。《生活》節目總製片人黃梅
子表示，我們要多關註女性，生活中
缺了女性不行，女性在職場上也越來
越厲害，我們要將《生活》辦成女性
頻道。
請本周六 7 月 3 日晚上 7:30 和周
日上午 9:30，下周一晚上 8 點，下周
二下午 1:30 鎖住美南電視 15.3 頻道，
收看《生活故事會》。
請在 Youtube 訂閱《生活》節目:
STV 15.3 Houst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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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市政學區明星學校，
斯坦福市政學區明星學校，
本周二舉行新校長梁靜宜正式介紹會

出席正式介紹會的學生及家長在會後與譚秋晴副市長，校長梁靜
出席正式介紹會的學生及家長在會後與譚秋晴副市長，
宜，學區總監 Dr. Robert Bostic 等人大合影
等人大合影。
。

出席正式介紹會的學生及家長在會後與譚秋晴副市長，校長梁靜
出席正式介紹會的學生及家長在會後與譚秋晴副市長，
宜，學區總監 Dr. Robert Bostic 等人大合影
等人大合影。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STEM Magnet 明星重點學校新任校長梁靜宜
明星重點學校新任校長梁靜宜（
（前立者
前立者）
）在正式介紹會上致詞
在正式介紹會上致詞。
。

SMSD 學區總監 Dr.Robert
Bostic 在會上致詞
在會上致詞。
。

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本周二向學生及
家長正式介紹該校新任校長梁靜宜。
家長正式介紹該校新任校長梁靜宜
。她
是福遍市創紀錄第一位華人校長。
是福遍市創紀錄第一位華人校長
。

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本周二向學生及家長正
式介紹該校新任校長梁靜宜。
式介紹該校新任校長梁靜宜
。她是福遍市創紀
錄第一位華人校長。
錄第一位華人校長
。

SMSD 學區總監 Dr. Robert Bostic (中
(中 ），
），譚秋
譚秋
晴副市長（右 ）與 STEM Magnet 明星重點學校
晴副市長（
新任校長梁靜宜（
新任校長梁靜宜
（左 ）合影
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