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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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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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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自美國上任總統特朗普
對中國採取政治經濟的全
方位的抵制活動後，美國

己逐步發現， 「殺敵一千、自傷八百。」此刻美國國內己有反對
聲音響起： 「美國發起的對華全面競爭，是否恰當？」這誏我憶
起12 年前，星加坡總理李光耀的一段講話。

李光耀於 2009 年在紐約接受美國新聞名嘴查理斯 羅斯
Charlie Rose）的訪問時，曾當面告之︰ 「聽好，中國不想成為
西方的榮譽成員，中國人心裡想，我們有五千年文化，你們有嗎
？」李光耀他表示，美國需要接受中國的崛起。

今年4月，美國兩黨合力推動《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準
備一致對華採取強硬路線之餘，還另外提出了一項 「無盡前沿法
案」（Endless Frontier Act），在科技領域方面，對抗中國。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的卜合 孟南德斯
（Bob Menendez）指出，戰略競爭法案 「讓美國終於可以在權力
、政治、外交、經濟、創新、軍事甚至文化等每一個維度上，去
面對中國的挑戰」。對中國就是戰略競爭——這不是因為我們希
望這樣或者有意製造的，而因為北京過去和現在所作的選擇，」

據 BBC 報導，2020 年 5 月，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的一次調查顯示，每 10 個美
國人當中, 有9個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或者敵人

，而不是合作夥伴。
美國的 「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準備5年內

, 撥款1000億美元投資科技研究，來迎擊 「中國製造2025」計劃
，法案要求美國動用更多資金和資源，在核心科技領域上, 阻止
中國佔據領先地位。 「具體的做法就是：包括讓美國減少對中國
供應鏈的依賴，加強美國半導體實力，以及在科研領域 上，增
加研究經費等。」

美國以為經過2年的技術禁制, 已經打垮了華為，從5G基建
到智能手機，華為已經一籌莫展，美國繼而以給華為的失敗，總
結成中國模式的失敗。BBC稱︰ 「法案認為，中國已經 『接近
成為科技領導者」』，並指中國成為科技和製造業超級大國和對
『中國特色』發展模式的宣傳，是以侵犯人權和挑戰長久以來的

國際經濟秩序為代價。」
美國把技術大門關上，拜登政府將進一步禁制中國人才到美

國學習和發展，如是者，中國就會有輸無贏？讓我們再回到李光
耀那次訪問，他提醒查理羅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場式大型
表演時，己向世界傳達出一個信息，五千年的文化，讓中國發明
了影響至今的科技。李光耀再告訴這位對中國一臉冷笑的美國名

嘴，補充了非常重要一點︰ 「然後，我們會繼續下一個五千年。
」中國將是唯一通達古今思想的國家。

李光耀早已離世多年，沒有看見今天中美競爭到了這個攤牌
式局面，不過，當時的查理羅斯很焦急的想知︰ 「眼看中國無可
避免的崛起，現在主導世界的美國應如何應付？」如果說中國人
有耐性、不屈不撓、重紀律、有組織力，查理羅斯認為美國擁有
一些長於中國的特質，就是面對困難後的復原能力，以及創意。

李光耀同意這是美國走到今天地位的原因，不過，他婉轉提
出一點︰ 「美國只有3億多人，中國有13億人口。」人多好辦事
嗎？絕對是，這個人口基礎，使中國擁有比美國更多有能力的人
材——今天我們確知的數字，中國近10年培養了2000萬科學技
術人員，這是美國的10倍——過往，這個中美人才差距，不足
為美國之患，李光耀當時指出，美國人本身不怎麼行也不重要，
因為美國的包容和開放，能夠吸引全世界最優勢的人才的到來。
中國留學生過去20年在美國矽谷內貢獻良多，此處不贅。現今
美國把技術和學習的大門關了，再來跟中國全方位競爭？借用李
光耀當時想說又不便言明的事實︰美國，你高估了自己的創新能
力。你可知中國四大發明故不是 「抄襲」美國的嗎？還有，沒有
中國人才交流，你估誰的損失最大？

重溫李光耀當年的一段話，的確是真知卓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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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應聆聽李光耀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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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天的《蘋果日報》
鑑於香港政府引入國安

法條例，既拘捕了該報
督印人黎智英父子在先
、新近又拘捕了報紙總
編輯等5 位高級行政人員
之 後 ， 復 凍 結 了 報 刊
$1800 萬銀行帳戶，以至
《蘋果日報》陷入 「帥
困彈絕」的極端惡劣的
絕望環境下，蘋果只能
在 6 月 24 日作出最後一
次發刊，從此跟廣大香
港市民作告別。然而蘋

果上下萬眾一心，一共印製出100萬份報紙，寫下香港報界最高
紀錄，成為激動人心的最終篇章！

在香港《蘋果日報》出版的最後一夜，有數以千計的香港市
民，去到《蘋果日報》大樓外予以聲援。凌晨過後，有《蘋果日
報》員工走到大樓外，向支持者表達衷心感謝，之後逐一向他們

免費派發最後一期香港《蘋果》報
紙。，在港島市面上，凌晨時分已
有逾500人在旺角的報攤上，等候購
買將要新鮮出爐的報紙。由於排隊

人數眾多，有報攤檔主限制每人只能購買兩份。
以下是香港《蘋果》同仁於6 月23 號深夜記錄報社製作版

面、印刷的工作實況：
「自上世紀1995 年26年來，我們的一字一句，都在守護香

港。今晚夜6 月24日，將是香港《蘋果日報》的最終章！這些
年來，我們被強權責罵過、遭唾棄過，但我們挺得住、我們感到
自豪、亦曾光輝；由 「每日一蘋果，冇人呃到我（沒人騙到我
）」到 「Truth is Power」(真相就是力量）。我們仍然是初心不
變，即使創辦人黎智英身陷牢獄，多名高層相繼被捕及起訴，我
們都緊守崗位，如常編採，出版創報以來破紀錄100萬份，今夜
印刷廠更將成為全港，甚至全球新聞焦點。因為我們仍在堅持出
版蘋果日報的最終篇章！我們要讓全香港市民、海外讀者知道，
《蘋果日報》不但是一份報章，更代表著香港的真正民主自由。

有數以百計熱心的香港民眾，在報社大樓外，點亮起他們手
機上的燈光，照亮深夜黑暗中的香港《蘋果》辦公大樓，來等待
最後一天的香港《蘋果》的出現。

由於這一天的報紙印量是過去平日印刷量的至少 10 倍，
《蘋果日報》的印刷將成為全香港、甚至全球的新聞焦點，晚間

廠房內有不少本地及外媒採訪.但位置所限，只能安排約10間傳
媒於大樓內採訪，包括如路透社、美聯社等，及部分本地傳媒，
如立場新聞、眾新聞及《明報》等。

加入《蘋果日報》22年、現職採訪主任的蔡元貴，是港聞版
的主管之一，

1999年加入《蘋果》的他，經歷高高低低不同崗位，面對要
送別22年的 「至親」，他直言不可能完全不帶情緒， 「人嘛，
做不到啊」，但他今日更要繼續如常工作， 「就是要忙於完成最
後一天的編採，反而可以專注在工作上，沒有時間傷春悲秋。」
但仍要抽時間向同事交代公司的最新決定， 「那一剎很揪心，好
像對弟妹說出爸媽將要離開我們、從此一去不復返的一樣」。

他形容 「《蘋果》上下員工十分堅定，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炮
火」，即使到了今日， 「死也要死得有尊嚴呀，好過某些香港報
業，沒有主見、沒有靈魂，只剩下軀殼，與朽木同腐一樣！」。

有份撰寫《蘋果》最後報導的港聞版記者梁嘉麗則心情沉重
， 「原本沒料到明天會是後一天出紙，這兩天一直在趕稿，希望
趕得到在最後出報日刊登，而且消息不斷，沒想到當中不斷有不
同的消息，其實好難集中精神來寫稿」。她形容其間亦有情緒波
動之時，但是仍然決定收拾心情， 「寫好最後一份稿，我一邊哭
一邊寫，最終仍能於截稿前完成」。她形容，沒想過做記者會被
人中傷、甚至有人身威脅， 「但由始至終，自己作為記者，都只
是做正確的事情而矣，在這當中，沒有退後的餘地」。

一百年前，中國四分五
裂，軍閥割據，仰人鼻息
，民不聊生，中國共產黨

應運而生。一百年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已經躋身世
界大國之林，成為實力僅次於美國的國家，可以 「平視世界」。

這個百年大黨 之所以能夠創造奇迹和輝煌，其中一個關鍵
因素就是與時俱進，敢於自我革命。雖然面臨外部巨大壓力，但
中共只要保持這種精神和勇氣，就能在本世紀中葉帶領中國實現
現代化強國夢。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美籍政治學家福山發表著名的 「歷史終
結論」，宣告西式民主體制必勝。隨着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甚至揚言要在世界上 「埋葬共產主義

」。但中國並沒有步蘇聯後塵亡黨亡國，反而在中共的領導下，
經濟騰飛，強勢崛起，二〇二〇年GDP破一百萬億人民幣，人

均GDP超過一萬美元，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
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並有望在十年之內成為世界第一大
經濟體。

中國創造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迹，同時還實現社會長期穩定奇
迹，只要不戴有色眼鏡的都必須承認，中共執政是成功的。當中
的秘訣，在於這個百年大黨除了具備強烈的使命感，堅持 「人民
至上」，還敢於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的病症，永保活力。

毋庸諱言，不論是取得政權還是執政建設，中共也走過不少
彎路，有時甚至到了生死存亡邊緣，但能夠刀刃向內，自我糾正
，從而浴火重生。譬如中共在長征途中召開遵義會議，擺脫共產
國際 「瞎指揮」，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終轉危為安
；文化大革命之後國民經濟走到崩潰邊緣，中共痛定思痛，確立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改革開放之路；中共十八大之前，貪腐橫
行，貧富懸殊，危機四伏，習近平執政之後以鐵腕 「全面從嚴治
黨」，遏制了腐敗蔓延，令近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重塑黨的威
望，贏得民心。

西方一些國家之所以錯判中國形勢，就是低估了中共的高度
韌性。包括部分港人在內的一些人士攻擊中共是 「一黨專政」，
其實也只是民主VS專制的簡單二分法。中國確實是 「黨領導一
切」，但中共具備高度包容性，吸納全國精英，連資本家也能夠
入黨，成為代表整體利益的政黨，最新黨員數字超過九千五百萬
，相當於一個大國的人口。 中共的強勢領導，可以果斷決策
，避免短視、民粹等弊病，保持政策的延續性，長期持續投入，
制定一個又一個的五年規劃，發揮 「集中力量辦大事」等優勢，
打贏一場又一場的硬仗。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這個百年大黨再出發，邁向 「第
二個一百年」的道路註定是不平坦的，尤其是外部風高浪急，華
府加大對西方陣營的統戰來遏制中國。面對挑戰，中共只要致力
「辦好自己的事」，保持銳意進取、自我革命的精神， 「百年老

店」就能夠繼續煥發新的活力。與此同時，也應該更好處理中國
與世界的關係，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 「塑造可信、可愛、可敬
的中國形象」，讓國際上更多人理解中共、親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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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黨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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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英國威廉王子和弟弟哈利王子放下歧見，於7月1日共同為一座紀念他們的
母親黛安娜王妃60歲冥誕的全新雕像揭幕。

這座銅像立在黛安娜的倫敦故居肯辛頓宮（Kensington Palace）花園。受2019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疫情的影響，揭幕儀式一切從簡。

兄弟倆透過聯合聲明表示：“今天，在我們母親60
歲冥誕這天，我們懷念她的愛、力量和人格，這些都
是讓她在全世界成為向善的力量、讓無數生命變得更
好的特質。”
“每一天，我們都希望她仍與我們同在，但願這座

雕像永遠都能被視為她生命和傑出貢獻的象徵。”
在哈利與美國電視女星梅根馬克爾（Meghan Mar-

kle）結婚後，兄弟倆關系陷入緊張狀態，這份罕見的
共同聲明公開展現了兩人團結一心。
有非裔血統的梅根先前聲稱遭霸淩，與哈利移居美

國，震驚各界，後來梅根又在媒體專訪中指稱王室內
部存在種族歧視，這些事都讓威廉與哈利一度緊密的
關係明顯惡化。
39歲的威廉王子和36歲的哈利王子上一次共同在公

開場合相會，是在今年 4 月其祖父菲利普親王
（Prince Philip）去世的葬禮上。
一些專門評論王室事務的人說，威廉與哈利連袂向

黛安娜王妃致敬，可能是解開兄弟嫌隙的重要一步。近期一名傳記作家認為，威廉與哈利之間的
關係是英國王室近幾個世代以來最嚴重的手足不合。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英國威廉與哈利王子放下歧見
連袂為黛安娜王妃雕像揭幕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南部地區最
大的教育集團是美金榜，幫助過許多學
子與家長申請大學，好評不斷。大學部
主管何老師曾在本報專欄【2021年美金
榜大學申請總結】一文指出：去年的大
學申請數量比往年大幅提高，使TOP大
學的錄取率再創新低。由於標準化成績
可選的政策，使大學錄取的標準更加模
糊化，課程難度高的AP /IB在學術評分
中的比重因此大幅上升，疫情對課外活
動的限制，也使學術的考量比例增大。

因此，對於希望申請高端大學的華
裔學生而言，提高自己申請優勢的將仍
然是領先的GPA和學術。針對於此，今
年秋季各學校開放後，更多的高中生將
選擇上難度大的AP/IB課程。但是在上
了一年的網課之後，大多數學生需要更
多的學術上的準備，以應對下學年的課

程。
暑期是一個寶貴而又絕好的時間，

提前預習AP課程，為下學年GPA高分
做一個切實可行的準備，美金榜特別推
出暑期 AP 預習班，幫助同學們掌握好
AP課程。所有暑期AP課均為預習課程
，適合秋季將要上此課的同學，目的為
提升下學年GPA，提高大學申請的競爭
力！(三人同科團購，立減100！)

AP 預習班上課時間（每門 10 次課
，20小時+課後作業）

AP English Lang & Comp：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8-10 am, Central Time

AP English Lit：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11 am -1
pm, Central Time

AP Chemistry: 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1-3 pm,
Central Time

AP US History: 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4 -6
pm, Central Time

AP World History: 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7-9
pm, Central Time

AP US Government: 7/20, 22, 24, 27,
29, 31, 8/3, 5, 7, 10, Tue, Tur, Sat, 8-10
am, Central Time

AP Physics 1/C (Mechanics): 7/20, 22,
24, 27, 29, 31, 8/3, 5, 7, 10, Tue, Tur,
Sat, 1-3 pm, Central Time. Physics C has
5 more hours on 8/12, 13, 14

AP Calculus AB/BC： 7/20, 22, 24,
27, 29, 31, 8/3, 5, 7, 10, Tue, Tur, Sat,
3-5 pm, Central Time. BC has 5 more
hours on 8/12, 13, 14

AP Computer Science: 7/20, 22, 24,
27, 29, 31, 8/3, 5, 7, 10, Tue, Tur, Sat,
7-9 pm, Central Time

授課老師：
Kieran Lyons 博士：AP English Lan &

Com, AP English Lit
Kieran Lyons，美金榜教學部主管，英語
專業博士，萊斯大學校友。超過十年英
語教學經驗，包括 SAT 英語、AP 英語
、英語寫作、文書寫作等課程。耐心、
細心，善於總結考試規律，教授學習方
法，教學成績卓然，深受學生好評。
Lyons博士根據collegeboard AP教學大綱
，以考試真題為基礎，結合自己的教學
經驗和學生反饋，開發出自己獨特的教
學課程，集應試和提高英語能力為一體
，教給學生一套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

使 AP 備考工作事半功倍，考出好成績
。

Kevin Liu: AP Calculus AB/BC, AP
Physics 1/C, AP Chemistry
Kevin Liu, 畢業於上海交大和北大，理
工碩士，有著深厚的數學功底。劉老師
多年來一直進行SAT/AP數學、物理和
化學的教學，學生大多為洛杉磯地區的
高級知識分子和白領的華人子女，經過
他輔導的學生大多獲得SAT/AP數學、
物理和化學滿分。用他自己的話說，學
生考不了滿分他都覺
得不好意思。自信和
水平可見一斑。劉老
師課程講解循序漸進
，邏輯性強，挖掘每
個知識點，完全做到
學習無死角，讓學生
從對原理的模棱兩可
達到完全理解的程度
，最終取得理想的考
試成績。

Mallie Brossett：
AP US History， AP
World History
Mallie Brossett, 佐 治
亞大學博士研究生，歷史和國際關係專
業。在大學和高中兼職教授 AP 歷史、
美國政府和政治等科目，五年以上教學
經驗。 Mallie 深入研究了 CB 教學大綱
，開發出自己獨特的教案和教學方法，
工作細心耐心，對 AP 歷史相關係列課
程的考試經驗豐富。

Matthew Bufford: AP US Govern-
ment

Matthew Bufford, 佐治亞大學政治
學專業博士，講師。在美國政府、美國
歷史、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等方面擁有
7年以上教學經驗，曾經為Duke Tip在
萊斯大學的項目研發課程和教學。 Matt
學士淵博、教學生動有趣，深受學生好
評。

Steven Cheng: AP Computer Science
Steven Cheng, UT 奧斯汀計算機系大一
學生。 Steven是一個計算機天才，在高
中階段就開始在惠普公司實習，參與人
工智能研究活動，熟練使用多種計算機
語言。以優異成績被 UT 奧斯汀 Turing

Scholar 特殊項目錄取。 Turing Scholar
是計算機專業的honors program，Steven
在這個項目中依然保持著 4.0GPA 的優
異成績，是高中學弟學妹的楷模。他在
高中階段參加的所有計算機 AP 考試均
為5分，也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有熱情
有耐心，除了幫助學生提高計算機 AP
課程的成績，也能夠有效帶動和他年齡
相差不大的高中生，進一步激發他們對
計算機領域的興趣和對大學計算機研究
領域的了解。一舉多得，事半功倍！

美金榜，用心造就孩子的未來
美金榜教育集團，美國南部地區最

大的教育集團，英文名字為“To The
Top Education", 旗下包括留學升學、高
中規劃和背景提升、 SAT/ACT等考試
培訓、實習就業、教育交流、留學生監
管等多個板塊。美金榜為美國大學招生
諮詢協會會員，德州私校聯盟發起者，
對美國大學和高中極其了解，並有廣泛
深入的合作。在過去的八年中，成功幫
助近千名學生進去理想的美國院校，百
餘名學生順利進入實習和工作崗位。

同時，美金榜還為華人高中生提供
社區服務機會，是”美國總統義工獎
“的認證頒發單位。美金榜總部設在美
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市，分部設在加州
聖地亞哥市、德州聖安東尼奧、和達拉
斯市。

詳情可洽電話: 1 (281)797-5614。
WeChat： HeOu88。 Email： mi-
chelle@tothetopeducation.com。 網 站 ：
tothetopeducation.com

美金榜推出暑期美金榜推出暑期APAP預習班預習班 強棒名師聯手強棒名師聯手
提高申請大學之競爭力提高申請大學之競爭力 為為GPAGPA高分作準備高分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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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薛高被群嘲，冤不冤？

“自从出了钟薛高，每次吃梦龙

都不觉得贵了。”

被骂惨的钟薛高，为何还被年轻

人抢购一空？

如此吐槽算不上夸张。钟薛高主

打高端市场，高价一直是它的显著标

签。

今年之前，钟薛高最贵的雪糕是

66元一支。今年4月，钟薛高又发布了

新品，单价分别高达68元和88元。

除去部分贵得离谱的雪糕，钟薛

高其他产品单支售价大多在20元上下

，同样略贵于竞品。

针对钟薛高的高价，不少网友认

为名不副其实。

一名知乎用户表示：“（钟薛高)

好吃，但至少要半价我觉得才合理，

如果直接抹掉十位数，我以后都吃钟

薛高。”

对于质疑，林盛解释，钟薛高的

毛利和传统冷饮企业毛利相比，只是

略高。钟薛高价格高，是因为成本高

，例如采用了优质原料，而且机器、

水电煤、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也在不

断涨价。

可是这番解释没能说服网友。在

他们看来，所谓的成本高，或许只是

营销成本高。

网友的直觉，得到了某种程度上

的印证。

据中国商报报道，深圳中为智研

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杨芳表示，目前

单根雪糕成本大约只有0.3-0.5元，雪

糕成分主要是水、奶乳及各种添加剂

，其中水是主要成分。制作雪糕的技

术工艺并不复杂。

虽然钟薛高强调自身采用优质原

料，但据浙江在线银柿财经报道，目

前国内雪糕厂商的生产成本其实并没

有钟薛高所强调的那么“夸张”。有

为蒙牛、伊利等其他雪糕品牌代理生

产厂商负责人指出，“生产一支高品

质的牛奶雪糕，包括冷链在内，成本

价大概也只有7元到8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价格的争

议还没落下之时，钟薛高因为虚假广

告被处罚的黑历史，也被扒了出来。

两次被处罚，都有宣传噱头与其

配料表成份不符的原因，让一直宣传

优质原料的钟薛高很是尴尬。

第一次被处罚是在2019年 4月，

处罚决定书显示，钟薛高一款雪糕号

称使用特级红提，实际等级为散装/一

级。

第二次被处罚是在2019年 8月，

处罚决定书显示，钟薛高的一款轻牛

乳冰激凌产品号称“不加一滴水、纯

纯牛乳香”，实际该产品配料表中明

确含有饮用水成分。

此外，钟薛高在产品介绍页面中

宣传中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全

球研发机构联手开发，全球仅十台的

生产设备制作，也构成虚假宣传。

一时间，钟薛高成了众矢之的，

冷嘲热讽或落井下石的人源源不绝。

2
负面缠身的钟薛高，为何还

能“吊打”哈根达斯？

尽管伴随着诸多争议，但是钟薛

高的发展势头一直好得不能再好。

考虑到中国冰淇淋市场的格局，

钟薛高的突围，就显得更难得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哈根达斯、

和路雪、DQ等外资品牌占据了国内大

部分高端市场和部分中端市场；蒙牛

、伊利等中国传统品牌，则在中端市

场呼风唤雨；中低端市场，则是中街

、五羊等区域性老牌冰激凌企业的天

下。

这样的环境下，钟薛高却杀出了

一条血路，还把价格上升到新的高度

，令哈根达斯都相形见绌。

2018年双十一，成立仅8个月的钟

薛高，推出66元一支的“厄瓜多尔粉

钻”，15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成立

16个月，钟薛高的营收就突破了1亿元

。

如今在线上，不论是销量营收还

是客单价，钟薛高都牢牢占据着第一

宝座。

钟薛高得以突围，是一个天时地

利人和的故事。

从外部环境讲，线上销售渠道的

不断发展，以及冷链物流的成熟，拓

宽了钟薛高等新兴品牌的销售渠道。

在2020年，钟薛高来自线上渠道的销

售额，就占到其总销售额的65%。

其次是消费环境和消费心理的变

化。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雪糕

的解暑需求在降低，对于其口味、颜

值等更具传播和社交属性的需求在不

断提升。

当然，同样的环境，出挑的只有

钟薛高，钟薛高的手段更不容忽视。

林盛曾谈过一套打造“流行”的

方法论。首先，产品做到某一点上的

不一样，只要一般消费者不太接受的

产品做出来都会吸引大家关注；其次

，营造一个话题，让它全网不断裂变

；第三，通过外围造势，找到一些大

的网红、跨界品牌，让更多人对新事

物进行背书。

钟薛高走的第一步，就是创造了

“中式雪糕”概念。这一点最明显的

是产品外观，采用的是“纯中式瓦片

设计”，相比普通雪糕，形象极具差

异化和设计感。

同时，钟薛高还看准了人们健康

意识崛起的趋势，不断宣传自己使用

优质原料，例如吐鲁番的红提、爱尔

兰的干酪、日本的抹茶，还宣传低糖

、低脂、零添加的概念，甚至连雪糕

棒都是天然秸秆制成，可降解0污染。

仅此两招，就足以俘获一大批年

轻消费者。

在网上在朋友圈，随处可见打卡

钟薛高的照片。当吃一根雪糕也需要

广而告之的时候，不难明白：吃钟薛

高吃的不是雪糕，是潮流。

潮流之所以产生，自然也离不开

钟薛高在背后的推波助澜。

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充斥着

KOL试吃钟薛高的视频和图片，仅在

小红书就有四千多篇长笔记分享。甚

至有媒体称，钟薛高成立初期，公司

直接把冷链大货车开到小红书总部，

把产品纷发给小红书的种草达人们试

吃测评。

和KOL试吃测评相辅相成的，还

有钟薛高花样百出的“联名、限量”

，这也是制造话题的一大法宝。

2019年双11，钟薛高就一口气和6

个品牌联名，比如“钟薛高X小仙炖

”的燕窝流心雪糕；“钟薛高X三只

松鼠”的大鱿鱼海鲜雪糕；“钟薛高

X泸州老窖”的断片雪糕。

这些联名产品，基本都是限时或

限量发售，虽然很难大规模生产，但

稀缺性往往能让它们成为话题产品，

赚足眼球。例如在微博上，#白酒断片

雪糕#话题阅读量高达1.5亿，让钟薛

高着实火了一把。

如此费心营销的原因，和林盛的

经营理念息息相关。

他曾说过：“因为你不是高科技

产品，你不是人造卫星，你不是火箭

发射，你能做到的事情其他品牌都做

得到。这种都做得到的情况下，大家

比拼的是传播能力的问题。”

这番话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很多

人大概会不以为然。

3
网红产品遍地，不等于国货

崛起

过去人们感叹中国制造强大，中

国品牌孱弱，以至于大部分利润都被

外国品牌瓜分，国内企业只能赚辛苦

钱。

如今中国品牌实实在在地崛起了

，如钟薛高等新锐品牌层出不穷，人

们的心态却有些复杂，甚至表示：如

今看到网红、国货、国潮，就要赶紧

躲开。言下之意是它们的性价比太低

，噱头大于实质。

在这方面，不仅是钟薛高，其他

雪糕也花样百出，做足噱头。

例如有主打各地特色风味的雪糕

，“山西老陈醋味”“湖南臭豆腐味

”“上海葱油拌面味”......

更丧心病狂的是一个叫苏盒珊的

雪糕，和“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推出

联名雪糕。

还有逐渐形成潮流的景点雪糕。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面具

”雪糕。

被骂惨的钟薛高，为何还被年轻

人抢购一空？

国家博物馆的“陶鹰鼎”雪糕。

西湖边上许仙白娘子的CP雪糕。

这些雪糕造型各异，非常吸睛，

相同的是都不便宜，售价普遍达到了

十几元甚至二十几元。

这些景区雪糕好歹属于文创产品，

有其独特的创意成分和旅游意义，大部

分人还是乐于为其买单，其他一味卖高

价的网红雪糕就只剩下槽点了。

“曾经以为10元的梦龙就是雪糕

的‘天花板’了，结果现在10元只是

网红雪糕的起步价。”一句流行网络

的话，表明了很多人对网红雪糕的态

度。

实际上，人们对网红雪糕的热情

，也并没有网上那么疯狂。

在一二线城市的便利店和商超之

外，全国还有560余万家夫妻零售小店

，据货圈全微数实验室的调查问卷显

示：

只有33%的夫妻零售小店采购过

网红雪糕品牌；

有83%的店主反映：1至3元的雪

糕最好卖。

网红雪糕是真的火爆，还只是因

为擅于自导自演和利用人性，所以才

收获巨大流量，真相还有待时间考验

。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网红品牌要

变成长红品牌，就不能只是个营销高

手。

据媒体报道，在成立钟薛高前，

林盛在国外被问到“中国有好冰淇淋

吗？”，顿时激发了他要做“中国最

好的雪糕”的冲动。

做“中国最好的雪糕”，肯定没

法一蹴而就，需要长远发展。那么对

于钟薛高等网红雪糕而言，布局线下

渠道，加强供应链和物流能力，是接

下来的必修课。这些要很大投入，但

绝对值得。

对于其他网红品牌而言，如果也

有做大做强的野心，也尽量不要摆出

“赚一波就走”的姿态。

一碗面卖360元的“蟹黄面”；一

个烧饼25元的“桃园眷村”；开豪车

送外卖的“黄太吉”煎饼；一碗泡面

几十元的泡面小食堂......这些网红品牌

，有的方兴未艾，有的热度大减，往

往只是热闹一场，走后也无人怀念。

真正的国货崛起，绝不只是赚眼

球，更应该赚口碑。

被骂惨的钟薛高为何还被年轻人抢购一空？
网红雪糕品牌钟薛高，最近被黑惨了。

6月15日下午，钟薛高创始人林盛在一个节目中说的几句话，一石激起

千层浪。

在视频中他表示：钟薛高最贵的一支卖过66元，产品成本差不多40块钱

，它就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

“爱要不要”，短短四个字，却冲击力十足。

很快，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钟薛高遭到众多网友的口诛笔伐。

以至于后来热搜上又出现一个话题，#钟薛高是智商税还是物有所值#。

尽管事实证明，林盛的言论其实是被人恶意剪辑，移花接木，“爱要不

要”并非是说与消费者听。

然而，关于钟薛高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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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聖的《臺灣三部曲》去

年8月啟動第一階段募資計畫，

募到1億多元的款項，曾帶媒體

參觀高雄預定拍攝地，今年也以

直播方式向各界分享製作進度。

然而今傳出拍攝團隊已悄悄解散

，積欠工作人員上千萬薪水付不

出來，對此電影公司表示電影表

示因為疫情衝擊，拍攝停工1個

月，積欠薪資也會在7月5日結

清。

劇組光是搭景、道具、造型

、演職人員，每個月都須負擔五

、六千萬的金流，五月疫情大爆

發後，許多原本約好的投資提案

取消、讓短期的資金調度產生了

困難。疫情關係三級警戒延長，

如今又傳出有變種病毒入侵台灣

，就連曾洽談的國發基金也是防

疫優先。現階段只能先暫停拍攝

計畫，期待疫情早日趨緩。

魏德聖表示，自知執行一個

大夢本來就會遭受許多的酸言酸

語，這些他都甘願忍耐，「只要

你願意聽，我很樂意解釋說明，

我也會去求去拜託投資、融資、

贊助、補助...但我從來沒有把找

來的錢放進自己口袋，反而早已

把自己口袋裡的全部拿出來」。

《首部曲：火焚之軀》仍預計

2024年底上映，劇組也在晚間發

布官方聲明。

米倉影業、《臺灣三部曲》

劇組官方聲明：

今日有些報導使用過於聳動

的文字與訊息，造成各方投資、

贊助或合作單位、廠商誤會，實

有必要一一說明。

5月本土疫情爆發，短短幾

天就馬上升級為三級警戒，各行

各業無不受到重大影響，我們影

視製作業更是，幾乎全部暫停....

但《臺灣三部曲》是超大製作，

兩百多人的工作團隊，真的無法

說停就停，於是在導演、製片、

監製的溝通協調之後，決定先精

簡一半的人，讓各組進行到一半

的部份先繼續到一個階段。也因

為無法群聚辦公，只能視訊，所

以包括許多實務上的工作無法進

行（如定裝及多種的測試），一

關卡一關的進度勢必影響到原定

今年8月的開鏡開拍，所以才決

議在不影響後期製作的時間狀況

下延後至10月開拍。

但近日因為三級警戒持續，

又新來Delta病毒鬧場，使得解封

的事更不樂觀...而剛好6月底各組

工作也會完成到一個階段，和劇

組開會後，決定讓全組先停工1

個月，待疫情狀況再隨時調整，

沒有解約，也沒有解散……後來

決定的10月開鏡開拍也沒有改變

！只期待疫情早日趨緩降級……

《臺灣三部曲》的場景、美

術、道具、包含演員定裝目前大

部分都進入收尾階段。但面對疫

情的不確定性，解封遙遙無期，

為了工作人員的安全，已先請國

外技術團隊回國，畢竟他們來臺

灣之前也都還沒有打疫苗，因此

也希望他們回國休息兩個月，一

方面也趁機避難打疫苗。

自從去年年底，所有搭景、

道具、造型、演職人員的支出已

經越來越龐大，今年過完年後幾

乎每個月都有五、六千萬的金流

，這對我們是龐大的壓力，但感

謝一路都有活水泉，讓我們的投

資、融資、贊助一直都來得及應

付。五月疫情的大爆發後，讓許

多原本已經約好的投資提案取消

、也讓短期的資金調度產生了困

難，確實，我們目前在資金上是

有困境，但我們再看開一點，目

前全臺灣有幾個產業是沒有困境

的呢？這個時候彼此鼓勵不是更

值得的嗎？

從宣布《臺灣三部曲》計畫

開始，團隊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天

停下腳步，尋求資金和合作的機

會也都在進行中，包括現在，即

使暫停，還是許多美術設計稿要

完成、因延期而修改的拍攝表要

重製、視效分層分析也要製表...

暫停是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並繼續

積極開發更多後續的資金。

我們知道，執行一個大夢，

本來就會遭受許多的酸言酸語，

這些我也甘願忍耐，但我要說，

只要你願意聽，我很樂意解釋說

明，我也會去求去拜託投資、融

資、贊助、補助...但我從來沒有

把找來的錢放進自己口袋，反而

早已把自己口袋裡的全部拿出來

。

也想以此勉勵我們各組同事

，到一切都完成的那一天，我們

連背影都會很耀眼！

這幾年下來，遇到許多出錢

或出力一起參與的夥伴，由衷感

恩！大家投入的心血或資金，讓

各項工作得以一一到位、準備開

拍，《臺灣三部曲》計畫一步步

地真的在實現中。希望我們可以

共同渡過難關，就像以往一樣！

付不出薪水...《臺灣三部曲》宣布停拍
魏德聖：從來沒把錢放自己口袋

魏德聖籌拍的新作《臺灣三部曲》去年8月啟動，近期受疫情影響
，先前宣布開拍將從原定的8月延後至10月，如今卻傳出劇組積欠劇組
人員薪水，宣布停工。魏德聖的米倉影業表示停工暫定1個月，積欠的
薪水將於7月結清，強調： 「沒有解約，也沒有解散。」

金馬影帝李康生受邀擔任第

15屆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形

象大使兼代言人，對方原本擔心

「影帝不好搞」，但李康生一口

就答應「要我演什麼都可以」，

更表示支持勞動金像獎肯定影像

創作者的競賽，為電影戲劇業勞

工加油打氣，歡迎大眾踴躍投件

，也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

今年影展主題為「跨國移動

及國際移工」，恰巧李康生曾在

電影「黑眼圈」飾演移工，質樸

又具有韌性的形象是代言的不二

人選，原本還擔心影帝「不好搞

」，沒想到李康生受邀後一口答

應，大方承諾：「要我演什麼都

可以，詮釋甚麼角色都行。」

影片中，李康生展現影帝級

演技，沒有任何一句台詞，將

「無聲更勝有聲」的情境透過表

演發揮淋漓盡致，以獨特的堅毅

神情及溫柔眼神訴說對勞動者的

敬意，在當前嚴峻的疫情考驗下

，向堅守工作崗位的勞工朋友傳

達「堅定無懼，勇敢向前」的精

神。

拍攝過程中，李康生也分享

自己的故事，「我爸爸是個清潔

工、打蠟工人，媽媽在幼兒園負

責煮飯」，由於父母親都是辛苦

工作的勞動者，從小看著他們努

力的身影，格外尊敬勞工對社會

的付出，當他知道北市勞動局舉

辦這樣有意義的競賽，總獎金還

高達 75萬元，原來他日前以導演

身份拍完一部微電影，也對此次

徵件躍躍欲試，「希望趕快完成

後製來投稿！」

承辦的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

也透露，影帝李康生在導演蔡明

亮的影像中，向來擅於長鏡頭無

對白的演出，但他並不因此小覷

此次工作，短短30秒的宣傳短片

看似簡單，李康生為努力揣摩在

電影院觀影的情境，多次到導演

身邊觀看拍攝後的回放橋段，不

斷確認並調整鏡頭角度和表情，

精益求精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

也讓人看到他的敬業態度以及對

公益的力挺。

2021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

賽徵件期限至7月31日止，徵求

30分鐘以上的長片組及10分鐘以

上、未達30分鐘的短片組，總獎

金高達75萬元，只要是2018年以

後拍攝完成、以勞動為核心的影

片，均可角逐不分類首獎35萬元

，歡迎與勞動權益、爭取勞動條

件及促進勞動尊嚴相關之作品踴

躍參賽。

李康生分享 「勞動家庭」
爸是清潔工 媽幼兒園煮飯 「多情」 渣堯玩壞劇組！

黃文星被爆私下真面目
民視「多情城市」日前風光

下檔，多達28位演員接受「娛樂

超 skr」節目訪問，劇中飾演渣

男「加堯」的黃文星因演技精湛

獲好評，但卻被爆料私下愛「開

黃腔」，連飾演妹妹的郭亞棠也

指「只個劇組被他玩壞了」。

黃文星喊冤，表示可能是

因雙子座個性，在家較安靜，

在外工作因環境輕鬆，不自覺

地就想開玩笑，讓大家在工作

之餘也能帶著歡笑，此話一出

，讓張哲豪忍不住抱怨「人帥

真好、人醜性騷擾」，因為自

己也想跟大家開玩笑，但黃文

星說完，大家都很捧場，他說

完則是全場安靜，李又汝則笑

稱張哲豪在劇組也有「孔流」

封號，因為只要演哭戲，他的

鼻孔就會不停流鼻涕。

藍葦華的住家離民視最近，

但每次收工跑最快，甚至當工作

人員喊「收工」，他就邊走邊脫

戲服跑第一個，「只差內褲沒脫

而已」，承認自己的確是歸心似

箭，但藍葦華也被傅子純、Gino

爆料是最會加詞的演員，就算忘

詞還是會想辦法繞回來，在現場

鬧出不少笑話。

賴慧如則是號稱劇組背詞能

力最快，尤其劇中演他兒子的王

凱透露，賴慧如常在棚內哀號

「我劇本都沒背熟」，可是排戲

後，台詞背最熟的就是她，王燦

笑說，只要有藍葦華、黃文星、

賴慧如3人一起出現，劇組就充

滿笑料，讓大家笑到肚子痛，因

為3人就是「多情城市」的「腥

、羶、色」代表。

劉冠廷主演犯罪懸疑劇

「第三佈局 塵沙惑」，隨著劇

情進展，歷經身邊 2個女人死

於分屍案，他從原本陽光的臉

龐，逐漸佈滿冷漠算計，最新

預告釋出，最後一幕更露出令

人不寒而慄的微笑，角色黑化

引發網友熱議，收視也逐漸攀

升，劉冠廷日前還與 2位「前

女友」魏蔓、黃薇渟現身 IG直

播與粉絲互動，預告劇情將有

爆炸性發展。

「第三佈局 塵沙惑」日前

播出5、6集，劇情出現驚人轉折

，關於劉冠廷飾演的警察角色與

魏蔓、黃薇渟飾演的特種行業女

子，因為命案發生，3人之間的

謎團愈來愈來錯綜複雜，其中魏

蔓登場，詮釋被迫從事特種行業

女子的無奈和辛酸，與劉冠廷路

邊對罵的一場戲，更是讓觀眾驚

呼「心碎」，她事後在直播上解

釋：「因為倩倩（角色名）太愛

他，所以希望對方離開，尋求更

好的人生，才會在路邊飆喊自己

是賤貨！」

透過視訊面對戲裡的2位前

女友，劉冠廷直言角色的為難，

一方面背負過去事件過活，一方

面無法承認喜歡的女人，他說：

「如果愛上妮可（黃薇渟飾），

是一種對倩倩（魏蔓）的背叛，

所以即便很喜歡，還是不能大膽

承認。」而先前已在劇中「領便

當」的黃薇渟則劇透：「觀眾請

不要以為我只有在1、2集出現，

後面還有我的好戲。」

「第三佈局 塵沙惑」日前

播出 5、6集後，CATCHPLAY+

影音平台再成長25%觀看率，第

6集更榮登HBO 頻道今年收視冠

軍，平均收視達 1.09，最高達

1.34 ，主演劉冠廷、莊凱勛、張

榕容已約好等解除三級警戒後一

起慶功，莊凱勛拖劉冠廷下水露

六塊肌謝客，張榕容則笑：「那

我負責摸。」

「第三佈局 塵沙惑」每周

日晚間9點於CATCHPLAY+影音

平台、HBO頻道、HBO GO同步

播出。

劉冠廷 「前女友們」 遭毒手
冷笑黑化 魏蔓自罵：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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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求我的作品籠罩什麼耀眼的光環，只要
它伴隨時代的脈搏跳動，融入社會的和

鳴，並被廣大聽眾所接受，所喜愛，所鍾情，這就
是我的希望和追求。他們的認可與讚許是我最大的
欣慰，也是對我最高的褒獎。為祖國，為人民而寫
作，對我來說，絕不是一句過時的口號，而是終生
的天職和使命。”

熟悉呂其明的人都知道他的多重身份。他是年
僅10歲就入伍的新四軍老戰士，是1945年就入黨的
老黨員，亦是參與迎接上海解放的文工團骨幹。作為
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交響樂作曲家之一，呂其明從
1951年就開始從事電影音樂創作，先後為影片《鐵
道游擊隊》、《紅日》、《白求恩大夫》、《城南舊
事》、《雷雨》等60多部電影作曲配樂，另還創作
了《鐵道游擊隊》、《霓虹燈下的哨兵》等十多部大
中型交響音樂作品。當記者問起他創作的感受，他謙
遜地回應：“以前已經講太多啦。”但提到自己的新
作：90歲創作的《白求恩在晉察冀》、91歲推出的
絃樂合奏《祭》，他又滔滔不絕起來。

鮐背之年譜新曲《祭》
呂老告訴記者，步入鮐背之年還能思如泉湧，

靈感來自2020年國家的兩件大事：一是戰勝了疫
情；第二是全面脫貧。“這兩件事情，對我這樣一
個老人來說，特別感慨。”尤其是在新春佳節的喜
慶氣氛過後冷靜下來，他的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悲
憫：“我今年91歲，還能活到今天，是一個很幸福
的老人。但是我們很多的戰友倒下了，他們沒有活
到今天，包括我的父親。所以我就陷入深深的思
考，我現在要做點什麼？”他說，曾經有一個晚上
徹夜未眠，千言萬語最終化成了一曲絃樂合奏
《祭》。“在所有人都慶祝勝利時，我們絕對不能
忘記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

至於《白求恩在晉察冀》，顧名思義是為了致
敬抗疫一線的“白衣戰士”。呂其明以自己多年前
為電影《白求恩大夫》創作的配樂為素材，創作了
一首單樂章的隨想曲。呂老向記者強調，《白求

恩》在他心中的分量，和《紅旗頌》同等，“這是
姊妹篇，創作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歌頌祖國、歌頌
人民、歌頌偉大的黨。”

父親投身革命英年早逝
在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中共中央決

定首次評選頒授“七一勳章”。記者採訪期間，恰
逢全國29名提名建議人選公布，呂其明就是其中之
一。獲悉這一消息，老人激動之餘一再表示：“這
是黨對我的厚愛，更是激勵與鞭策，在晚年要加倍
努力報答黨的恩情。”歷數呂其明70年來的作品，
95%都是主旋律作品。對於自己身上傳承的紅色基
因，呂老一直引以為傲，而引領他開啟紅色道路
的，就是父親呂惠生。

呂其明回憶，畢業於北大的父親呂惠生在“七
七”事變後就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40年初帶全
家投奔新四軍。1945年，由於叛徒出賣，呂惠生不
幸被捕，在獄中寫下了大義凜然的詩篇：“忍看山
河碎，願將赤血流。煙塵開敵後，擾攘展名猷。八
載堅心志，忠貞為國酬。且喜天破曉，竟死我何
求。”英勇就義時，年僅43歲。父親的榜樣在前，
也讓呂其明立志做一個堅定的革命者。1945年9月1
日，在一個老鄉家的菜油燈下，15歲的呂其明和六
位戰友面對一面黨旗，舉起右手莊嚴宣誓：為共產
主義而奮鬥終身！令老人終生難忘的，還有1949年
5月26日，他19歲生日當天，跟隨陳毅將軍的野
戰軍南下進入上海，並見證了次日新上海的誕生。

為《鐵道游擊隊》配樂揚名
1949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立，呂其明所在的

華東軍區文工團集體轉業到上影廠，開啟了他人生
新的樂章——電影音樂創作。1956年，電影《鐵道
游擊隊》開拍，導演趙明邀請26歲的呂其明擔任作
曲。他坦言自己當時膽怯又激動，但機遇總是留給
有準備的人，因為讀過很多遍小說原著，對過去的
游擊隊員的生活也很熟悉，呂其明為《鐵道游擊
隊》的配樂成為他的成名之作，特別是那首《彈起

我心愛的土琵琶》，他獨闢蹊徑，創造了既有抒情
的旋律，又有戰鬥氣氛的風格，成為幾代人都會哼
唱的名曲。

每每回憶起這次成功的創作，呂其明總是歸功
於“生活是創作的源泉”，而他的創作就是滲透了
他對生活的關注和藝術的轉化。他說，《彈起我心
愛的土琵琶》裏用到許多山東民歌的元素，源於解
放戰爭時期他在山東度過的幾年時光。“我當時用
業餘時間搜集了大量的山東民歌、戲曲，研究當地
音樂的調性和語言，成為了我寶貴的創作素材。”

《紅旗頌》逾半世紀長演不衰
如果說《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和諸多電影音

樂讓呂其明名揚全國，那麼《紅旗頌》則讓他享譽
世界，成為中國交響樂的一張名片。記者從上海市
文聯了解到，創作於1965年的《紅旗頌》當初是一
道交給呂其明的“命題作文”。那年，“上海之春
國際音樂節”開始公開徵集演出節目。主辦方在挑
選各單位上報的初選節目時，認為其中主旋律作品
數量不夠，質量不高。於是，賀綠汀等音樂人，點
名將創作任務交給35歲的呂其明。為創作好該曲，
他試圖尋找一個表現“紅旗”主題的切入點。由
此，英勇就義的父親、前赴後繼的先烈、開國大典
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以及雄壯的《國歌》旋
律，如同電影般浮現在腦海中。最終，他僅用了一
周左右就完成了初稿。創作過程中，他還認為要尊
重中國老百姓的欣賞習慣，因此將創作重心放在旋
律的表現上。

《紅旗頌》於1965年在第六屆“上海之春”開
幕式上首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今長演不衰。不
過，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自那以後，呂其明從未停
止過對作品的修改，直至2019年才最終定稿。很有
紀念意義的是，相隔54年的第36屆“上海之春國際
音樂節”上，定稿後的《紅旗頌》也成功首演。今年
以來，呈現在觀眾面前的《紅旗頌》就是最終版。
“在尾聲配器中，加強了國歌的旋律，讓愛國主義的
激情更顯澎湃，氣勢更為磅礡。”

《紅旗頌》作者呂其明傳承紅色基因

對呂其明來說，主旋律創作從不是一項
任務或者應制作品，他也從不考慮報酬和名
利，而是傾注心血、用真情實感謳歌美好與
崇高。有人曾和他開玩笑，《紅旗頌》若是
按著作權法收費的話，他現在或許是千萬富
翁了。呂其明卻並不這麼想，自創作之初，
他就將《紅旗頌》視為“公物”，任何單位
演出都不收費。“我覺得我的作品有人喜歡
指揮、有人喜歡聽，我就滿足了。我現在生
活非常開心，國家給我退休工資，我不買房
子、不買地，也沒有高消費，我要那麼多錢
幹什麼？”

時光荏苒，如今參與演奏呂其明作品的藝
術家已經越來越年輕。當問起對後輩們有什麼
期望，呂其明首先開明地表示，年輕人有年輕
人的思考，不一樣。但若要說一點期許，他說
道：“我希望他們心中多一點人民，多考慮一
點群眾。”他一直認為，自己的作品能被普通
聽眾所接受和歡迎，只因為他對黨、對祖國、
對人民的情感在樂曲中產生了交匯和共鳴。面
向未來，呂其明強調最多的還是他仍將繼續堅
持創作：“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只要身體好，
腦子不糊塗，我就會寫下去。”

謳歌祖國與人民歷70載不動搖

生於1930年5月，10歲隨父參加新
四軍，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
後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小提琴演奏員，
1951年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
音樂創作，1955年回上海電影製片廠任
作曲。1959年後，任上海電影樂團副團
長、團長，並進入上海音樂學院攻讀作
曲和指揮。1964年畢業後任上影廠作
曲、音樂創作室主任。《城南舊事》的
音樂創作於1983年獲第三屆中國電影金
雞獎最佳音樂獎，《廬山戀》的插曲
《啊，故鄉》和歌曲《你應當留下什
麼》獲全國優秀歌曲獎。2011年榮獲第
八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成就獎。2019
年獲中共中央組織部評選的“全國離退
休幹部先進個人”稱號。

紅色文化漫談系列紅色文化漫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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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其明簡介

寄語新一代：
心中多一點人民

●●上世紀六十年代上世紀六十年代，，呂呂
其明在上海新樂路的家其明在上海新樂路的家
中創作中創作《《紅旗頌紅旗頌》。》。

（（上海市文聯提供上海市文聯提供））

●●19651965年年，“，“上海之春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首演國際音樂節首演《《紅旗頌紅旗頌》。》。 （（上海市文聯提供上海市文聯提供））

●●呂其明在演出前觀摩指導排練工作呂其明在演出前觀摩指導排練工作。。 （（上海市文聯提供上海市文聯提供））

●●近日在近日在““上海愛樂樂團紅色經典交響音樂會上海愛樂樂團紅色經典交響音樂會
上上”，”，呂其明親筆準備的發言稿呂其明親筆準備的發言稿，，深情對黨深情對黨““表表
白白”。”。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中國原創的交

響樂中，有一首樂曲

在每一場重大節日慶典

儀式、每一次國慶閱兵、每一場重要晚會，幾乎從不缺席。嘹亮

的小號奏出的引子響起，總讓人心潮澎湃，甚至熱淚盈眶，這就

是著名作曲家呂其明的《紅旗頌》。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

際，幾乎所有的紅色經典音樂會，特別是《紅旗頌》的誕生地上

海，都會將這首樂曲放在重要的位置演繹。而當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到正在演出籌備中的呂其明時，這位91歲的大師談得最多

的還是自己近兩年的新作，並表示，七十年的創作歷程，他只做

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踐行我的入黨誓言和承諾，傳承

我的紅色基因，用音樂來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人民，歌頌

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專 題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7月3日（星期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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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新冠禁足一年新冠禁足 頸椎腰椎躺出毛病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教你四招買到經濟實
惠的二手車！

請看美南電視15.3《修車師姐》第5集。本周
六晚7:30， 周日上午9:30，周一晚上8點，周二下

午1:30.
也可以登錄並訂閱美南國際電視“生活”節目

的youtube頻道：stv15.3 houston life。您可以隨時
隨地收看youtube上的《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修車師姐55::
四招教你買到經濟實惠的二手車四招教你買到經濟實惠的二手車！！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年的新冠禁
足，大多數朋友都躺在床上刷手機追劇
，天天躺月月躺，躺了一年多，躺出腰
椎頸椎一大堆毛病，痛得整夜都睡不著
。卻很嚴重，甚至因為延誤診治，差點
失去性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
，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了十
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對車禍
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的治療，有
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治療效果。
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輕微碰撞，只
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膏藥，抗一抗就
過去了，根本不當回事，等到一段時間
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出了問題，這就是
車禍後遺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
隱患。李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
，只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
以幫您聯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
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30多歲的男性
工程師，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也沒
有任何癥狀，所以，就沒有看醫生。然
而，在車禍後的一個多月，就出現了頭
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癥狀，導致
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藥和安眠藥才
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工作。可他自己

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醫

生得知他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是輕
微地碰撞了一下，當時沒有任何不適，
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查後，發
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才導致他頭
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以轉動
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他堅持每
周看一次，一個多月後，癥狀就全部消
失了。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醫

生的例子很多，這裏再舉一個病例：一
位從臺灣來美的20多歲男子，撞車後也
是沒有癥狀、沒有痛覺，因此就沒有看
醫生。車禍2年後的一天，突然感到腰部
疼痛，並越來越痛，痛到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
也診斷為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幾次後
，但未見好轉，癥狀沒有減輕。莊醫生
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以其特有的職業
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一般的車禍後
遺癥。以往類似的傷情，治療幾次都會
好轉，這個病人為什麽沒有好轉的跡象
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查

和詢問，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是建議
他馬上到專科醫生那裏作檢查，以免貽
誤了治療。病人聽從了莊醫生的建議。
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真的有個瘤
子，是早期癌癥。經過西醫的癌癥治療
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製。後來繼續
來找李醫生治療他的腰痛病。經過李醫
生細心地治療，腰痛已經好了，並回臺
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有

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嘛要
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認為車
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我不用
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己
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斷，
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利。如
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車禍碰
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有經驗的醫
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光檢查、腦
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否有腦震蕩、
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而身體則要做X
光檢查等，來判斷內臟是否有損傷、身
體是否有骨折等。通過各種檢查，進行
對癥治療，使受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
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得

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出現
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來推拿
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這是不懂
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發炎期，或
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的醫生是不會
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如果按摩推拿，
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加劇炎癥和紅腫
，甚至會加重傷害，造成“二次損傷”
，增加治療的難度，甚至會延誤治療。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
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
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
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
療法。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
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問
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的。
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左右，
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城隍爺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城隍爺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城隍爺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城隍爺寶旦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陳陳 作堅作堅 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元老元老
雲偉嘉監事長賴文海夫婦等向城隍爺上香雲偉嘉監事長賴文海夫婦等向城隍爺上香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陳陳 作堅作堅副理事長副理事長、、 元老雲偉元老雲偉
嘉監事長賴文海夫婦等嘉監事長賴文海夫婦等向城隍爺開向城隍爺開 經誠誦佛經經誠誦佛經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向城隍爺向城隍爺上頭柱香上頭柱香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陳陳 作堅作堅副理事長副理事長、、 元老雲偉嘉監事元老雲偉嘉監事
長賴文海夫婦等長賴文海夫婦等 向城隍爺向城隍爺祈求祈求 各善信家宅平安各善信家宅平安、、生意興隆生意興隆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陳陳 作堅作堅 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元老雲偉元老雲偉
嘉監事長賴文海夫婦等嘉監事長賴文海夫婦等 向城隍爺獻生果向城隍爺獻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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