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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signs order to tackle corporate abuses 
across U.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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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July 9 (Reuters) -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ed a sweeping executive order 
on Friday to promote more competition in the 
U.S. economy, urging agencies to crack down o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in sectors from agri-
culture to drugs and labor.

If fully implemented, the effort will help low-
er Americans’ internet costs, allow for airline 
baggage fee refunds for delayed luggage and cut 
some prescription drug prices, among many other 
steps.

Biden said the order “commits the federal gov-
ernment to full and aggressive enforcement of 
our antitrust laws.”

“No more tolerance of abusive actions by mo-
nopolies. No more bad mergers that lead to mas-
sive layoffs, higher prices and fewer options for 
workers and consumers alike,” he said at a White 
House signing ceremony.

The president noted areas where many advocates 
feel that prices are too high, wages are tamped 
down or new businesses excluded from compe-
tition. “Let me be very clear, capitalism without 
competition isn’t capitalism, it’s exploitation,” he 
said.

The White House says the rate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 has fallen by almost 50% since the 
1970s as large businesses make it harder for 
Americans with good ideas to break into markets.

Biden’s action goes after corporate monopolies 
across a broad swath of industries, and includes 
72 initiatives he wants more than a dozen federal 
agencies to act on.

The order instructs antitrust agencies to focus on 
labor, healthcare,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e as 
they address a laundry list of issues that have ir-
ritated consumers, and in the case of drug prices, 
has bankrupted some.

Lower wages caused by lack of competition are 
estimated to cost the median American household 
$5,000 per year, according to a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at cites research from the American Eco-
nomic Liberties Project - an influential Washing-
ton-based anti-monopoly group.

The initiatives will no doubt kick off a series of 
fights with the affected industries.

The powerful U.S. Chamber of Commerce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e move “smacks of a 
‘government knows best’ approach to managing 
the economy” and pledged to “vigorously oppose 
calls for government-set prices, onerous and 

legally questionable rulemakings, efforts 
to treat innovative industries as public 
utilities,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TERNET, HEARING AIDS

Among the administration’s plans to open 
up the U.S. economy are new rules to 
mandate ending excessive internet contract 
termination fees, allow hearing aids to be 
sold over the counter and end non-compete 
clauses for millions of workers and many 
occupational licensing requirements.

“President Biden is doing this at the begin-
ning of his administration, which gives his 
agencies more time to execute on the or-
ders here,” White House economic adviser 
Bharat Ramamurti told Reuters.

Biden’s order pushes the Agriculture 
Department to act to stop what the White 
House called “abusive practices of some 
meat processors,” reacting to farmers and 
ranchers who sometimes say they face too 
few buyers for their animals.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seeks to make it 
easier for customers to switch banks and 
take their transaction data with them, and 
restore net neutrality rules that require 
companies to treat all internet services 
equally.

Reuters first reported Biden’s plan to issue 

a competition executive order 
in late June and subsequently 
published stories on how it will 
impact industries such as farm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bank-
ing, rail and sea shipping. read 
more

The executive order will direc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to carefully review mergers, and 
to challenge prior deals that have 
closed.

It directs the FTC to issue rules 
to address competition concerns 
from Big Tech companies, Face-
book, Apple, Alphabet’s Google 
and Amazon, and limit “killer 
acquisitions” where large inter-
net platforms acquire potential 
competitors.

On prescription drugs, it aims to 
lower prices for consumers by al-
lowing importation of drugs from 
Canada, where they are cheaper. 
It also urge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o 
draw up a plan to fight high drug 
prices, and gouging.

Evercore/ISI analyst Michael 
Newshel said in a research note 
that the impact of allowing 

imports from Canada on pricing 
would be limited given Cana-
da’s limited drug supply and that 
Canada has indicated in the past 
that it would not cooperate with 
any program. He said the govern-
ment’s decision to turn to exec-
utive orders on drug pricing was 
surprising given ongoing legisla-
tive efforts in Congress.

The executive order also estab-
lishes a White House Competi-
tion Council, l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
cil and including many cabinet 
secretaries, to monitor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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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n Afghan National Army soldier keeps watch from a check post at Mahipar, on Jalala-
bad-Kabul highway in Afghanistan. REUTERS/Mohammad Ismail

Firefighters work at the scene of a fire that broke out at a factory named Hashem Foods Ltd. in 
Rupganj of Narayanganj district, on the outskirts of Dhaka, Bangladesh. REUTERS/Moham-
mad Ponir Hossain

Suspects in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venel Moise, who was shot dead early Wednes-
day at his home, are shown to the media in Port-au-Prince, Haiti. REUTERS/Estailove St-Val

Zaila Avant-garde, 14, 
from New Orleans, 
Louisiana, wins the 
2021 Scripps National 
Spelling Bee Finals at 
the ESPN Wide World 
of Sports Complex at 
Walt Disney World 
Resort in Lake Buena 
Vista, Florida.  REU-
TERS/Joe Skipper

A Miami-Dade County 
police boat sits at anchor 
as emergency workers 
conduct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at the site of a par-
tially collapsed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Surfside, near 
Miami Beach, Florida, 
June 30. REUTERS/Joe 
Skipper

People make their way on a 
flooded street as Tropical Storm 
Elsa passes through Hoboken, 
New Jersey. REUTERS/Eduardo 
Munoz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just ten days
Governor Abbott raised
more than $18.7 million
for his 2022 reelection
campaign.

Abbott’s campaign
said that up to now
they have $55 million
in cash in hand.

In a statement the

governor said, “Our
record-breaking
fundraising period is a
testament to the
success of the 87th
legislative session and
paints a clear picture of
what matters most to
Texans: freedom,
opportun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Under Governor Abbott
’s administration,
Texas has tried to
attract more big
businesses, especially
from California.

The simple reason is
that in Texas we don’
t have personal income
taxes like many states
including California.

We are the largest
state in the nation
except for Alaska. Our
land is cheaper than
many states and in
some of our cities, we
don’t have zoning
law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exas has
become one the best
states to attend a good
college and many
schools now produce

top high-tech
graduates.

In Texas we have the
best seaports and
airport in the country
and Houston, the
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

With many good
economic strengths to
offer indicates that
Texas will become a
star attraction very
soon.

0707//0909//20212021

Governor Raised BigGovernor Raised Big
Money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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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ovie, “Titanic,” the tale about Jack, Rose, and 

the Heart of the Ocean have become almost as well-

known as the story of the Titanic itself.

But there is one scene in James Cameron’s iconic film 

that didn’t make the final cut, of a boat rescuing a Chi-

nese man still clinging to life on a wooden plank.

While the scene was never seen in the Oscar winner, it 

depicted a real moment in history that few knew about.

Filmmakers Arthur Jones and Steven Schwankert are 

hoping to correct that with The Six,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Chinese men who survived 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 

The story of the Titanic was legendary long before Cam-

eron immortalized it in film form.

About 1,500 people were killed when the RMS Ti-

tanic - nicknamed ‘The Unsinkable Ship’ - struck an 

iceberg in the Atlantic Ocean on April 14, 1912.

Only around 700 people survived, most in lifeboats 

while a rare few managed to cling to the wreckage 

and wait for help to arrive in freezing waters

But almost nothing is known about the eight Chinese 

men who boarded the Titanic, and the six of them 

who survived.

Their names can still be found on a single ticket for 

third-class passengers: Ah Lam, Fang Lang, Len 

Lam, Cheong Foo, Chang Chip, Ling Hee, Lee Bing 

and Lee Ling.

The Titanic leaves Southampton on her ill-fated 

maiden voyage on April 10, 1912. (Photo: AFP )

Jones and Schwankert determined that it was likely 

all eight men, who were professional sailors work-

ing in Britain, knew each other before boarding the 

Titanic.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 men were on the Titanic en 

route to Cuba, scheduled to board a freighter boat 

known as The Annetta in New York.

‘The reason they were traveling on Titanic in the first 

place is for work,’ Schwankert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They were professional mariners, and they were be-

ing seconded from their company in the UK to go 

and work on the companies in North America.’ 

The men were bunked up in the steerage, the lowest 

class of the cabins. Only 20 per cent of non-British 

men in the steerage survived the sinking.  

Five of the eight men escaped the ship on lifeboats, 

and four of them were in ‘Collapsible C’. 

Collapsible C was a backup escape vessel and one 

of the last lifeboats to leave the ship. It was not full 

when it was found by rescuers. 

Also inside the lifeboat was Joseph Bruce Ismay, the 

chairman of the company which owned the Titanic, 

as well as George T Rowe, the ship’s quartermaster.

A still from “The Six,” an upcoming documentary 

about the little-known Chinese survivors of the 

Titanic. (LP DOCS/Merryman Films) 

Both men later testified to the presence of the four 

Chinese men in their lifeboat.

The sixth surviving man, as seen in Cameron’s cut 

clip, was found in the sea by a lifeboat which had 

returned to the wreckage to search for survivors.

Jones and Schwankert then discovered that, despite 

surviving the horrific experience, none of the six 

men were permitted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Just a day after arriving in New York, the men were 

forced to board the Annetta and head straight for the 

Caribbean to work on fruit ships. 

This was due to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a law passed 

in 1882 by President Chester A Arthur that forbid all 

Chinese laborers from immigrating to the country.

Unlike other survivors, the Chinese men were not al-

lowed to bypass screening at Ellis Island and they re-

ceived no medical aid.

‘They were not treated humanely,’ Jones said. ‘We know 

they lost close friends on board. And yet they weren’t 

given the option of staying.’ 

‘Not only did they have to leave in 24 hours, they were 

held overnight in custody. They were detained.’ 

Even stranger is that, after the men boarded the Annetta, 

they seemed to completely vanish from history. 

‘It really started to bother me. Like, why don’t we 

know?’ Schwankert said. 

A still from “The Six,” an upcoming documentary 

about the little-known Chinese survivors of the Ti-

tanic. (LP DOCS/Merryman Films)

Jones and Schwankert have spent more than two years 

trying to find the answer, traveling everywhere from the 

US to the UK, Cuba to China, and the Caribbean as well.

The filmmakers launched a website, whoarethesix.com, 

to try and find tips regarding the survivors for the docu-

mentary, which is still in production.

They have since found descendants of the six men, many 

of whom had no idea they had any connection to the Ti-

tanic.  

And, as the film’s trailer shows, there are reveals of 

‘family secrets’ and people who ‘carried to their grave 

the secret of their true identity’. 

But for Jones and Schwankert, the documentary has not 

just been about solving a mystery.  

‘We’re trying to give them that place in history,’ they 

said. ‘This is who they are.’ (Courtesy https://www.dai-

lymail.co.uk/)

#

In the early hours of April 15, 1912, a lifeboat navigated 

the frigid wat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its skel-

eton crew scanning the dark, debris-littered surface for 

any sign of life. Hours earlier, the unthinkable had hap-

pened: The RMS Titanic, a majestic ocean liner deemed 

“unsinkable,” had struck an iceberg and slowly disap-

peared into the sea on its maiden voyage.

Hundreds of passengers fled in lifeboats. Hundreds more 

perished, going down with the ship or freezing to death 

in the icy water. The only one of Titanic’s lifeboats to 

turn back to the wreckage found body after body — 

until it discovered a young Chinese man, still alive, 

clinging to a piece of wood.

That man would be one of six Chinese passengers 

who survived the Titanic, a little-known fact about 

the historic disaster that has largely remained untold 

or distorted, owing to a racially hostile environment 

toward Chinese people in the West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Of the six survivors, five made it onto lifeboats and 

one man was rescued while clinging to a wooden 

plank out at sea .

Now, the lives of these men — who they were, how 

they survived that fateful night and why they were 

barred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 are being 

examined in a new documentary, “The Six,” by Arthur 

Jones and Steven Schwankert.

“There were something like 700 Titanic survivors. 

They’ve all been so ‘claimed,’ if all the claims to be 

believed,” Jones, a Shanghai-based filmmaker,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These were the only guys 

amongst those 700 that no one had ever claimed. 

They just completely disappeared. Why did they get 

ignored?”

On April 10, 1912, the Titanic set off on her maiden 

voyag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Southampton, En-

gland, with 2,229 passengers and crew members. The 

ship was supposed to arrive a week later at its transat-

lantic destination: New York City.

Instead, around 11:30 p.m. on April 14, the Titanic 

struck an iceberg off the coast of Newfoundland and 

began to take on water. Within hours, the massive 

ocean liner had cleaved in two and — with hundreds 

still trapped on board — was swallowed by the frigid 

waters of what is now known as “Iceberg Alley.”

About 1,500 people died in the tragedy. About 700 

passengers survived and were plucked from their life-

boats by the RMS Carpathia the next morning.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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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e Reveals Story Of Asian
Survivors Of “Chinese Titanic”

(Editor Note: At this time of social divide and unwarranted and unjust racial attacks 
on members of the Asian community, we believe that this story of Chinese survivors of 
the Titanic ship disaster of 1912 portrayed in a new movie by the original Titanic movie 
director will be: #1 a story most of us have never heard about, and #2 will open our eyes 
to the strength and bravery of our brothers from the past and leave us with so much pride 
and confidence to face our future.)

 Key Points
Six of eight Chinese men who boarded the

Titanic in 1912 survived the sinking

Five escaped on lifeboats and one was rescued
while clinging to a wooden plank

Filmmakers Arthur Jones and Steven Schwankert
explore their story in their movie, “The Six”

After they were discovered, the men were immediately
sent away from the U.S. despite surviving

COMMUNITY
The ill-fated voyage 
has been immor-
talized in countless 
documentaries, books and museums — 
and in the tin-whistled opening bars of a 
certain Celine Dion song now indelibly 
associated with the shipwreck, thanks to 
James Cameron’s 1997 blockbuster film. 
Over the past century, volume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hundreds of the Titanic’s 
victims and survivors, their life stories 
preserved in astonishing detail by history 
books and their descendants. 

One of the young men who survived.
However, for six Chinese passengers who 
survived the sinking, their ties to the Titan-
ic have all but vanished.
Schwankert first brought up the possibility 
of a Titanic project to Jones in 2014. Jones 
dismissed the idea at first. For starters, the 
longtime documentary partners were in 
the midst of another project. 
But also: It was the Titanic, Schwankert 
recalled Jones saying.
“Everything’s been done,” Schwankert 
said they thought. “There’s nothing new 
to say about it. And this was not so long 
after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2 
voyage.
Still, he pressed on. The New Jersey na-
tive, who has lived in China for 22 years, 
had recently researched the Titanic and 
come across a brief mention of six Chinese 
survivors. But the more he tried to find out 
about the six, the more dead ends he hit.
“It really started to bother me. Like, why 
don’t we know?” Schwankert said. “Like 
any history project, you start pulling the 
threads, and it just seemed like the thread 
didn’t lead anywhere.”
Before long, he had persuaded Jones 

to abandon their original project and 
launch “The Six.”
The men’s names are seen her listed 

in a newspaper report of who sur-
vived the wreckage  
With little to go on at first but the 
passenger manifest and list of survi-
vors, the team set up a simple website, 
whoarethesix.com, to crowdsource tips. 
The invisibility of the six Chinese sur-
vivors is such that, even in China, Jones 
and Schwankert find themselves telling 
people: Yes, there were, in fact, Chinese 
passengers on the Titanic.
Eight Chinese nationals boarded the 
ship at Southampton, to be exact. Their 
names appear in rigid cursive on a sin-
gle ticket for third-class passengers: Ah 
Lam, Fang Lang, Len Lam, Cheong 
Foo, Chang Chip, Ling Hee, Lee Bing 
and Lee Ling.
Through two years of painstaking doc-
umentation, the filmmakers determined 
that the men in the group probably 
knew one another beforehand, having 
worked together as professional sailors 
on various ships in Britain. Because of 
an ongoing coal strike there, the men 
were being transferred by their compa-
ny to a freighter docked in New York, 
the Annetta, which was to take them to 
Cuba.
“The reason they were traveling on 
Titanic in the first place is for work,” 
Schwankert said. “They were profes-
sional mariners, and they were being 
seconded from their company in the 
U.K. to go and work on the companies 
in North America.”
Their trip would not go as planned, of 

course.
How the eight men responded as the Ti-
tanic began taking on water may never 
be known. They would have been trav-
eling in steerage, the lowest class of cab-
ins, where the survival rate for non-Brit-
ish men was only about 20 percent.

Five of the eight men escaped the ship 
on lifeboats, and four of them were in 
‘Collapsible C’, a backup escape ves-
sel (depicted in The Six).
What was documented is that one of the 
Chinese men was later found clinging to 
a large piece of floating wood by the one 
main lifeboat that chose to return to the 
wreckage to search for signs of life. Five 
others escaped in lifeboats. Notably, four 
were in “Collapsible C,” a backup es-
cape vessel with canvas siding that was 
one of the last lifeboats to be lowered 
from the ship.
They happened to share the same lifeboat 
as Joseph Bruce Ismay, the chairman 
of the White Star Line, which owned 
the Titanic. Ismay, who was later pillo-
ried for saving himself instead of going 
down with the ship despite being such a 
high-ranking official, testified in official 
inquiries that “four Chinamen were in 
the boat” in which he had escaped. The 
ship’s quartermaster, George T. Rowe, 
was on “Collapsible C” as well and also 
testified to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ese 
passengers, though he suggested they 
had “found” the four men “between the 
seats” only at daybreak.
Schwankert noted that the official testi-
mony was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their 
research started on the Chinese survi-
vors. 

Of the six survivors, five made it onto 
lifeboats and one man was rescued 
while clinging to a wooden plank out 
at sea .
More than a century after the Titanic 
sank in April 1912; few new stories sur-
face from the wreck. When documenta-
ry filmmaker Arthur Jones and his team 
started work on “The Six” — their film 
about the ship’s six Chinese survivors — 
in 2012, they kept expecting to find that 
someone else had already told the story.
When RMS Titanic sank in April 1912, 
its 700 survivors were welcomed into 
New York with open arms…save for six 
Chinese men. This new documentary 
traces their remarkable untold 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anti-Chinese immigra-
tion laws which swept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When documentary filmmaker Arthur 
Jones and his team started work on “The 
Six” — their film about the ship’s six 
Chinese survivors — in 2012, they kept 
expecting to find that someone else had 
already told the story.
HISTORY FORGOTTEN
Ye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assengers 
who escaped the Titanic has largely been 
forgotten, even in their homeland, as dis-
criminatory U.S.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a cultural imperative of self-efface-
ment combined to obscure their tale.
A still from “The Six,” an upcoming 
documentary about the little-known 
Chinese survivors of the Titanic. (LP 
DOCS/Merryman Films) 
ODDS OF SURVIVING 
The odds were stacked against them: The 
average survival rate for men in third 
class was just one in six. But when di-

saster struck, 
being a poor 
sailor with 

limited English turned into an advantage 
for the eight Chinese men on board — 
and six of them survived.
All eight Chinese men hailed from south-
ern China. They had previously worked 
on cargo ships traveling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and they likely intended to 
migrate to the U.S. to start a new life.
They boarded the Titanic in Southamp-
ton, England, on a single ticket list-
ing eight names — a common practice 
for third-class passengers. Like other 
unmarried third-class men, they were 
housed in windowless cabins in the bow 
of the ship.
Their names vary on a number of man-
ifests, but U.S. Immigration recorded 
them as Ah Lam (or Ali Lam), Len Lam, 
Bing Lee (or Lee Bing), Fang Lang, Chip 
Chang (or Chang Chip), Foo Cheang (or 
Choong Foo), and Ling Hee. They all 
traveled on a single ticket, number 1601 
(£59, 9s, 11d). 
Schwankert noted that the official testi-
mony was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their 
research started on the Chinese survi-
vors. 

Photo provided by QC Media shows a 
scene from The Six. 
(Courtesy www.washingtonpost.com, 
www.scmp.co, variety.com, www.mari-
time-executive.com, www.globaltimes.
cn, www.xinhuanet.com/english) 

Movie Reveals Story Of Asian Survivors Of “Chinese Titanic”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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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当今世界的游戏规则其实在相当程度上

是由美国建立的。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能在国际事务中大搞双标把戏？这在相

当程度上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

在话语权优势。如果谁要试图和美国讲道理

，那么就会发现道理是美国人定的。当然美

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份认同。众所周知美

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所以美国不像我

们一样有着上下五千年未曾间断的历史：美

国本土最早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

加的因纽特人，然而如今这些原住民只占美

国总人口的1.3%左右。

如今绝大多数美国人祖上都是来自世界

各地的移民。有些美国人甚至可能出生在海

外，从小到大也成长在海外，直到成年后才

移民到美国。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上也有

民族融合的现象，然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

合是经历数千年的漫长演变之后自然而然水

到渠成的结果，可美国只是一个建国两百余

年的移民国家，那么美国是如何在来自世界

各地移民之间培养凝聚力呢？1620年11月11

日五月花号载着一批清教徒抵达了位于北美

的普利茅斯城。

如今五月花号带来的这批移民的后裔已

繁衍到3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九分之一

左右。在这批早期移民缔结的《五月花号公

约》中写道：“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

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

荣耀，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

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

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使上述目

地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

依此而制定颁布被认为是对这殖民地全体人

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

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正是这批早期移民缔结的《五月花号公

约》塑造了美国人的立国精神。美国是一个

多种族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自美国

立国以来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

涌入，时至今日几乎世界上存在的所有族系

均在美国有所分布，不过美国同样存在占绝

对优势地位的主体族系——这个族系就是

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这个族系

指的是说英语的白人新教徒群体。美国尽管

号称是多元文化的熔炉，然而白人新教徒文

化在美国始终占据主流。

如今我们都把美国当成是一个移民国家

，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在移

民大规模涌入之前美国早已形成了一种说英

语的白人新教徒社会形态。美国的历史其实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殖民地时代的历史；

一部分是建国之后的历史。1776年建国之前

的早期移民其实可不是从世界各地而来的，

那时来到北美的移民几乎都是来自西北欧国

家（主要是英国）的白人新教徒。事实上在

美国正式独立建国之前就已形成了一种稳定

的说英语的白人新教徒社会形态。

在那时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就已被边

缘化，而其他地区的移民还尚未大规模涌入

美国。美国第一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

翰 杰伊曾说过：“感谢上帝给了我们国家如

此团结一致的人民。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讲

同样的语言、信仰同一种宗教、遵从同样的

治理原则，习俗风尚非常接近……”这一时

期的美国人口中98%都是讲英语的白人新教

徒（WASP），所以这时的美国根本就不存在

身份认同的问题。美国建国以后随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移民大规模涌入使WASP这一群体

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

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群体依然占美国总人

口的62.1%左右，印第安人、亚裔、非裔、拉

美裔等群体加起来才占美国总人口的37.9%左

右。很显然白人新教徒文化在美国依然占据

着绝对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不仅来自

于人口优势，同样来自于WASP这一群体在

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优势。WASP这一群体

在美国由始至终都占据着主体地位，而亚裔

、非裔、拉美裔等群体是不断涌入美国的。

今天这些族裔加起来也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

30%以上，然而这些族裔刚到美国时却处于

绝对的劣势状态。

当亚裔、非裔、拉美裔等群体的第一代

移民到达美国时面对的是WASP群体占据绝

对优势的环境：WASP群体在人口数量上比

他们这些少数族裔加起来还多，与此同时美

国的政界、商界也早已掌控在WASP群体手

中。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在面对WASP这一群

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主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

形态之中。等到又一批亚裔、非裔、拉美裔

群体移民到美国时才发现之前那批亚裔、非

裔、拉美裔移民早就同化在美国社会中了，

所以美国社会的主流形态并没随着这些移民

的涌入而出现本质上的颠覆性变化。

以讲英语的白人新教徒为主的社会形态

在美国因此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社会形态的

两大基本特征是新教传统和英格兰传统。尽

管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各种各

样的宗教，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一半以上的国

民依然信仰基督新教。从美国总统宣誓就职

时手按圣经这一细节就可以看出宗教对美国

政治生活的影响有多大。自殖民地时代起清

教徒就渴望建立"圣经共和国"，对圣地的依

恋延伸进了美国的信仰、政治和教育之中。

在美国的建国精神中"圣地"一直是一个挥之

不去的情结。

宗教对美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打

上了深深的烙印，然而美国却又是一个典

型的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国家——宗教对国

家政治生活的影响的确客观存在，然而宗

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却是间接性的。美国

的世俗特性主要来自英格兰传统：美国独

立之前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几乎完全复

制了英国的土地所有制、政府体制、文化

风俗。美国独立后继承了说英语的传统，

也继承了英国的司法体系，由此形成了当

代世界法律体系中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这

两大分野。

由此可见美国尽管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

的移民国家，然而白人新教徒的主体文化地

位从来没动摇过。当然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

涌入也的确使美国潜移默化发生着一些变化

：最早搭乘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的早期移

民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教徒的圣经共和国，

然而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涌入使美国已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白人新教徒国家。尽管白

人新教徒的主体地位在美国从未动摇过，然

而亚裔、非裔、拉美裔等群体的数量的确是

在不断增加的。

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美国再要把自己

打造成为白人新教徒的国家，那么国内的

天主教徒、亚裔、非裔、拉美裔等群体会

答应吗？事实上早期的美国并不是以民族

熔炉自居的，那时的美国对少数族裔采取

的是赤裸裸的歧视迫害政策：黑奴、华工

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中曾饱受欺凌。种族平

等的理念在那时并不被美国社会公认，白

人至上才是当时的美国社会所认可的主流

观念。随着黑人、亚裔、拉美裔等少数族

裔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这些族裔对种族歧

视现象的不断反抗使“白人至上”的观念

越来越行不通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

运动使美国社会一度陷入被撕裂的危险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白人至上”的理念逐渐被种族

平等的新观念所取代。不可否认即使在今天的

美国依然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然而在公开的

主流层面上种族平等才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

如今的美国依然还是以白人新教徒文化为主体

，但同时对少数族裔的文化至少在公开层面已

不可能采取赤裸裸的歧视政策：尽管美国60%

以上的人口都信仰基督新教，但美国对天主教

、伊斯兰教、佛教也并不排斥。

可能有些人曾发现过在美国的一些电视

电影中本来明明可以由白人演员扮演的角色

却是由黑人扮演的。其实在影视作品中使用

一定比例的黑人演员就是为强调种族平等原

则。既然历史上白人曾迫害过黑人，所以当

代的白人就需要补偿黑人。如今美国白人考

大学要90分，而黑人只需要考70分就行了。

既然黑人们也能上大学了，那么历史教科书

就不能以白人为本位。我们中国学生在国内

学世界史美国部分时学的是美国政治历史的

演变，然而在美国民族史和人种史的内容远

比政治历史演变的内容多得多。

受到补偿的不只是黑人，拉丁裔移民同

样受到了补偿：如今牙买加有23%的人口跑

到了美国生活，墨西哥有9.4%的人口跑到了

美国生活。近年来涌入美国的拉美移民就是

不想融入美国社会：美国不是60%以上的人

口都信仰基督新教嘛，所以拉美裔移民就保

持自己的天主教信仰；美国不是以英语作为

官方语言嘛，那么拉美裔移民就继续说自己

的西班牙语。在迈哈密会英语的人比会西语

的人找工作还费劲，因为英语在这里反而倒

成了外语。

对少数族裔的补偿迁就其实更多是一种安

抚。美国试图通过对少数族裔的安抚平息不同

族裔之间的矛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弱

化白人新教徒文化的主体地位。白人新教徒文

化实际上已不单纯体现在新教信仰上了，而是

已高度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融合。不仅

美国总统就职宣誓时需要手按圣经，而且美国

的法律体系也是由WASP这一群体创立的。美

国自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宪法以来就再未颁

布过第二部宪法，而是始终以修正案的形式不

断对宪法进行修改完善。

如今的美国尽管内部存在各种撕逼，但

大家对最高法院定下的事基本还是认账的。

尽管不同族裔之间存在不同身份的亚认同，

但美国政府和社会也始终致力于对统一的国

家身份认同进行宣传。我们不是美国人，所

以不必信奉美国梦，但诠释美国人生活理想

的“美国梦”的确为其国内民众描绘了理想

的蓝图，从而通过不断的宣传洗脑使人们树

立起对“美国人”这一身份定位的认同。任

何加入美国国籍的新移民都必须发誓效忠美

利坚合众国。

每学期开学典礼上美国中小学生都要

像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一样手按《圣经》宣

誓：以个人的名义及人格担保捍卫美利坚

合众国，决不背叛美利坚合众国，将忠实

服务于美利坚合众国。每天学校上课前第

一件事就是向美国国旗宣誓效忠。每个月

学校都会进行爱国主义主题宣讲，而在一

些特殊的节庆日则会进行有针对性的宣讲

：在感恩节美国学校会讲感恩节的来历，

顺带就讲了美国人当初登上美洲大陆是的

艰苦与努力；到了总统节则会讲总统节的

来历以及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总统华

盛顿和林肯……

美
国
作
为
移
民
国
家
是
怎
样
凝
聚
国
民
的

1946年8月6日新中国的缔造者在延安杨家岭接受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在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伟人再次提到：“ 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1956年7月伟人在与拉美人士的

谈话中提到：“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

一个地来”。

事实上这几次讲话所体现的是一种辩证法的思维：在战略上要把敌人视为纸老虎，然而在战术上要把敌人视为真老虎。事实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思维本来就是辩证的。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不是非黑即白的截然对立，而是阴阳调和的辩证统一。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世界万物是都具两面性，所以

不论看什么问题都要持一分为二的态度。不能否认时至今日美国依然还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无论其他国家喜不喜欢美国却都没法无视美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巨大影响。

正如伟人所说的在战略上不能被美帝的霸权主义所吓到，然而在具体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它、关注它、认识它、了解它。我们既需要发现美国的

强大，也需要发现美国所存在的问题。首先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都拥有傲视全球的实力，尽管近年来中国、俄罗斯、日本以及欧盟各国

分别从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然而迄今为止美国的整体综合国力依然是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美国还是当今世界国际秩序的制

定者和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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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滿婚姻，還是不滿自己？
比莉在婚前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

博士候選人，本想在職場上「做一番大

事」，但婚後她與庫柏搬到郊區，專心

照顧孩子。她曾如此描述育兒生活：

「跟新生兒在一起的頭幾個月像是個奇

怪的繭，大家說是『孤立』」，回想過

往的香豔情事、以及原本前程似錦的工

作，她說「不禁懷疑，另一個女子（自

己）跑到哪裡去了」？

丈夫庫柏與閨密莎夏，都不忘提醒

當局者迷的比莉：「這就是妳要的啊」

，沒錯，當初「搬到郊區、結婚生子」

確實是比莉心甘情願做出的選擇。所以

問題癥結在於，比莉仍然不明白自己要

什麼，她還在摸索，但庫柏與孩子卻一

起被她的猶豫茫然給拖下水。

在《性／生活》第一季第六集，

庫柏對比莉說：「好，也許妳沒騙我

，但妳絕對在欺騙妳自己，我只是順

便被騙而已」，真是一段心痛的告白

。或許需要處理的問題，不是庫柏或

這段婚姻，而是比莉自己。

是不滿性生活，還是怕自己沒
人愛？

性不只是性，性是親密與渴望

，是想「被需要」，比莉希望丈夫

如前男友那樣「如失去理智般地需

要自己」，並表現在性事上面。性

也連結到自信，有些女人在意的不

一定是性的本身，而是擔心「我太

醜太老，他不想要我了」，或是不

想面對自己步入中年的現實，擁有

激情彷彿證明「我還沒那麼老，美

好人生還很長」。

但從庫柏的角度看，又是另一種

光景。他平日得通勤上班、工作內容

又是極為競爭的投資銀行業，回家還

得花時間陪孩子，再加上有點年紀了

，到了家只想休息，實在無法花力氣

扮演精力旺盛又滿腦子性愛的猛男。

兩方都有苦衷，但比莉期待庫柏

變成布萊德，不僅不可能，也不公平

。這對夫妻該努力的方向，應是「如

何用別的方式讓彼此感到被需要、被

愛」，否則每日相處之下還得時時激

情，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真有魚與熊掌兼得、激情與感
情共在的婚姻嗎？

比莉對閨密說，她很懷念未婚

時的那些「愛情泡泡小衝動」，我

想許多人妻都有相同感覺，才會有

那麼多已婚女子每天仍是追著愛情

劇、「歐巴」喊不停。比莉一直擺

脫不掉的，是對「全拿」的渴望，

希望與丈夫既有深厚感情又有狂野

激情，但這念頭幾乎讓她賠掉整個

家庭與婚姻。

我不敢說「魚與熊掌兼得」絕對

不可能，但大多數人確實做不到，生

活太累了，要兼顧的事情太多，沒有

力氣讓自己成天處於最佳狀態，彼此

對「完美伴侶」的想像也不同。比莉

希望庫柏又能賺錢、又顧家、又可以

「性」致勃勃；但反過來想，比莉也

並非庫柏的完美女神，庫柏寧可妻子

多體貼他的辛勞，不要成天哈著「天

賦異稟」的前男友，還把各種親密細

節回想得鉅細靡遺。

我們都不會是對方的完美男神／

女神，因為我們是真人，不完美的凡

人，所以要求對方完美也太殘忍，期

許漫長的婚姻生活能夠永遠有激情更

是不切實際。何況，若是比莉與令她

渴望不已的布萊德成家，對方很可能

也會變成無趣人夫，或是出現別的問

題。何苦用沒被現實考驗過的美好想

像，來作為真實生活的目標呢？那是

沒有人能達到的高標準。

「女人不該出軌」 是父權枷鎖？
比莉與她的閨密莎夏這樣的現代

都會女子，生活在比以前開放自由的

社會，得以拋開過往的性別角色枷鎖

，多了許多選擇，也會重新檢視社會

道德觀到底合不合理。

難以否認的是，社會對於「出軌

女」的批判，確實比「出軌男」來得

嚴厲，女性不管是精神或肉體出軌，

不僅很難被同理與包容，還會遭受各

種難以入耳的謾罵。但這不該是比莉

拿來合理化自己行為的理由，因為追

根究柢，出軌產生的問題，尤其是比

莉從頭到尾極為粗糙的處理方式，最

終傷到的還是婚姻裡的兩個人，以及

他們的孩子，這部分與社會眼光與傳

統觀念無關。

比莉的精神出軌，包括比莉私傳

給前男友的簡訊、寫下的日記、神秘

的行蹤，讓庫柏的生活頓時天旋地轉

、充滿惶恐，內心的陰影與傷害難以

止血，信任感也永遠消失了。在婚姻

裡面控制自己的慾望，積極溝通與處

理問題，不代表被三從四德或父權枷

鎖壓迫，而是為了不要傷害對方。

生活在於 「選擇」 ，妳能為那
個選擇負責到底嗎？

《性／生活》是關於家庭主婦的

中年危機，比莉走在人生路的中點，

驚覺如果想換條路走，現在就是最後

機會了。

但是，找充滿激情的布萊德來

填補生命空白的代價，是自己擔得

起的嗎？會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填補

呢？如果等孩子長大點，試著追尋

其他興趣與成就感，讓生活變得充

實有趣，或許就不會如此執著，認

定只有刺激的愛情泡泡才能滿足自

己、找回自信了。

1995年由梅莉史翠普與克林伊斯

威特主演的《麥迪遜之橋》，主題也

是中年外遇，梅莉史翠普飾演的家庭

主婦愛上外地來的攝影師，她的丈夫

與《性／生活》的庫柏一樣是個好男

人，因此令她掙扎不已。《麥迪遜之

橋》的女主角最終選擇與丈夫相守，

雖然讓人惋惜，但原因不難理解，畢

竟她的丈夫沒有做錯什麼，他倆有過

幸福的家庭與生活，如果女主角選擇

離開，將來她與攝影師相處若有任何

不順與怨懟，必將被拿來與美好的過

去對照，再轟轟烈烈的禁忌愛情也可

能變得醜惡。

婚外之戀，未來能經得起這樣的

對照比較嗎？還是說，寧可冒著全盤

皆輸的風險，也想要嘗試一回呢？每

一種人生選擇都需要勇氣，也有代價

與責任，唯有想清楚自己的渴望與底

線，並且理解沒有一種選擇會是完美

的，明白「選下去就要扛」，才是成

熟的人生態度。

《性/生活》
以 「愛情泡泡小衝動」 觸動
寂寞人妻內心最脆弱的一塊

NetflixNetflix新上架的限制級美劇新上架的限制級美劇《《性／生活性／生活》，》，在排行榜上一天比一天火熱在排行榜上一天比一天火熱，，除了男主除了男主
角亞當狄莫斯的驚人角亞當狄莫斯的驚人 「「尺寸尺寸」」 與整齣戲的火辣尺度引來熱議以外與整齣戲的火辣尺度引來熱議以外，，本劇從女性角度出發本劇從女性角度出發
的寂寞人妻心事探討的寂寞人妻心事探討，，例如家庭與自我的失衡例如家庭與自我的失衡、、火辣激情與穩定感情的矛盾火辣激情與穩定感情的矛盾、、對對 「「愛情愛情
泡泡小衝動泡泡小衝動」」 的渴望的渴望，，讓許多已婚主婦心有戚戚焉讓許多已婚主婦心有戚戚焉。。

比莉比莉（（莎拉夏希莎拉夏希））與庫柏與庫柏（（邁克沃格爾邁克沃格爾））這對夫妻住在康乃狄克州的郊區這對夫妻住在康乃狄克州的郊區，，擁有令人稱擁有令人稱
羨的家庭與兩個孩子羨的家庭與兩個孩子，，但忙於照顧幼兒的比莉感到疲累又寂寞但忙於照顧幼兒的比莉感到疲累又寂寞，，忍不住懷念過去在紐約與前忍不住懷念過去在紐約與前
男友布萊德充滿激情的關係男友布萊德充滿激情的關係，，並將細節寫成日記並將細節寫成日記，，庫柏發現之後庫柏發現之後，，兩人婚姻陷入嚴重危機兩人婚姻陷入嚴重危機。。

布萊德與庫柏布萊德與庫柏，，代表著比莉內心渴望的矛盾代表著比莉內心渴望的矛盾。。布萊德就如繁華熱鬧布萊德就如繁華熱鬧、、燦爛無比的紐燦爛無比的紐
約夜生活約夜生活，，刺激有趣但也充滿危險刺激有趣但也充滿危險；；庫柏則是在比莉被布萊德傷透心之後出現的舒適港庫柏則是在比莉被布萊德傷透心之後出現的舒適港
灣灣，，就如比莉在日記裡的說法就如比莉在日記裡的說法：： 「「碰上庫柏時我已經精疲力盡碰上庫柏時我已經精疲力盡」」 ，，所以所以 「「好男孩好男孩」」 庫柏庫柏
提供的安全感提供的安全感，，給比莉一道生命的光給比莉一道生命的光。。

理論上理論上，，比莉見過了大風大浪的情感比莉見過了大風大浪的情感，，應該更明白現在的平凡婚姻生活多麼珍貴應該更明白現在的平凡婚姻生活多麼珍貴，，但她但她
沒有沒有，，太過苦悶的郊區主婦育兒生涯太過苦悶的郊區主婦育兒生涯，，仍然擊垮了她仍然擊垮了她，，即使布萊德與庫柏幾乎代表兩種相反即使布萊德與庫柏幾乎代表兩種相反
的生活的生活，，比莉仍覺得缺一不可比莉仍覺得缺一不可。。但在走上這段危險之旅以前但在走上這段危險之旅以前，，她必須先問自己幾個問題她必須先問自己幾個問題：：

由麥克懷特（Mike White；HBO

《頓悟人生》）執導兼編劇的HBO全新

迷你影集《白蓮花大飯店》（THE

WHITE LOTUS）7月12日（一）上午9

點，與美國同步獨家於HBO GO上線，

並在HBO HD頻道首播，當天晚間10點

再次播出，這是部以夏威夷度假飯店為

舞台的社交諷刺影集。

眾星雲集的演員陣容包括莫瑞巴特

利特（Murray Bartlett；HBO《三藩小時

代》）、康妮布里頓（Connie Britton；

《Nashville》）、珍妮佛克莉姬（Jenni-

fer Coolidge；《2 Broke Girls》）、亞

歷山卓妲妲里奧（Alexandra Daddario；

HBO《無間警探》）、Fred Hechinger

（ 《Eighth Grade》 ） 、 傑 克 拉 齊

（Jake Lacy；HBO《女孩我最大》）、

布蘭妮奧格雷迪（Brittany O'Grady；

《Little Voice》）、娜塔莎羅斯威爾

（Natasha Rothwell；《閨蜜向前衝》）

、辛德妮史威尼（Sydney Sweeney；

HBO《高校十八禁》），以及史提夫贊

恩（Steve Zahn ；HBO《絕處逢生》）

。劇中將依循飯店內賓客們，為期一週

的假期，看這些客人在度假天堂裡盡情

放鬆，變得更有活力。然而隨著一天天

過去，這些看似美好的旅客、親切的飯

店員工，都會在這個風光明媚的場景之

下，漸漸浮現出更為黑暗的複雜狀況。

《白蓮花大飯店》客串演員包括摩

利蘇恩（Molly Shannon；HBO《離婚歐

買尬》）、瓊格瑞斯（Jon Gries；

《Dream Corp LLC》）、Jolene Purdy

（《汪達與幻視》）、Kekoa Kekumano

（《水行俠》），以及 Lukas Gage

（HBO《高校十八禁》）。

在飯店裡工作的員工必須面對因為

突如其來創傷而導致情緒不穩又難搞的

房務經理Armond（莫瑞巴特利特飾），

以及為人腳踏實地，心情卻被客人搞得

天翻地覆的SPA經理Belinda（娜塔莎羅

斯威爾飾）。

下榻此處旅客則還有Mossbacher 一

家，包括成功的企業高階主管Nicole

（康妮布里頓飾），但她對待家人總是

宛如對待抗命的員工一般；正面臨尷尬

健康問題並造成自卑感極度膨脹的丈夫

Mark（史提夫贊恩飾）；正值青春期卻

不擅社交的電玩宅兒子 Quinn（Fred

Hechinger飾），這也是他首次親身感受

大自然的奧妙；他們的女兒Olivia（辛德

妮史威尼飾）與朋友Paula（布蘭妮奧格

雷迪飾），身為毒舌的大二學生，他們

對於周遭的人事物與信仰總是抱持著嘲

諷的態度。此外，還有帥氣且意氣風發

的Shane Patton（傑克拉齊飾）與其美麗

的對象Rachel（亞歷山卓妲妲里奧飾）

。仍在處於磨合期的他們，待在如此不

同以往的環境中長時間相處，雖說讓他

們更了解彼此，但兩人關係中的問題卻

也再次浮上檯面。此外，當Shane Patton

的媽媽Kitty（摩利蘇恩飾）為了帶給兩

人驚喜而意外造訪此地時，卻弄巧成拙

讓原先童話般浪漫的蜜月之旅走向一發

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後還有一位富有卻

情緒不穩的住客Tanya McQuoid（珍妮

佛克莉姬飾），為了走出母親離世的悲

痛，她獨自一人下榻入住，試圖在此尋

求愛情與放鬆。

全新迷你影集《白蓮花大飯店》上線HBO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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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傑志今戰櫻花 誓勝再創亞冠最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東京2020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香港代表團授旗

典禮”8日於香港禮賓府舉行，今屆香港代表團將派出46名運動員遠赴東京出戰

13個體育項目的比賽，而羽毛球手謝影雪及劍擊運動員張家朗將擔任奧運開幕禮

的港隊持旗手。

謝影雪 張家朗任開幕禮持旗手

香港東京奧運代表團運動員名單
項目

游泳

劍擊

單車

乒乓球

羽毛球

滑浪風帆

田徑

體操

馬術

空手道

帆船

賽艇

三項鐵人

高爾夫球

運動員

何詩蓓、歐鎧淳、譚凱琳、
鄭莉梅、何南慧、楊珍美、
黃筠陶、何甄陶、方胤

蔡俊彥、張家朗、張小倫、
吳諾弘、江旻憓、佘繕妡、
連翊希、朱嘉望

蔡曉鋒、李慧詩、李海恩、
逄瑤、楊倩玉、梁寶儀

杜凱琹、蘇慧音、李皓晴、
朱成竹、黃鎮廷、林兆恒、
何鈞傑、吳柏男

伍家朗、張雁宜、鄧俊文、
謝影雪

陳晞文、鄭俊樑

程小雅、陳仲泓

石偉雄

何誕華

劉慕裳

洛雅怡

洪詠甄

奧斯卡

陳芷澄

東京奧運會定於本月23日至8月8日舉行。香港
代表團將派出97人遠赴東京，當中包括46名運

動員出戰38個項目的比賽，涵蓋13個運動大項。在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民政
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以及一眾嘉賓的見證下，港協暨奧
委會會長霍震霆、東京奧運中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鈞
奇以及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王敏超代表港隊接過
香港特區區旗，意味着東京奧運備戰已進入最後階
段，而23日晚奧運開幕典禮的港隊持旗手則由羽毛
球選手謝影雪及劍擊運動員張家朗擔任。

張家朗形容持旗手身份既是榮譽，亦是一份肯
定，他重提2017年擔任全運持旗手的經驗，笑稱：
“今次好似勁好多，要記得執靚自己個樣。”而29
歲的謝影雪將夥同鄧俊文出戰羽毛球混雙項目，她對
持旗任務感驚喜：“很榮幸做到港隊持旗手，是對我
多年來付出的肯定，真的很興奮，是運動員生涯中一
個很高的榮譽。”

金牌獎金500萬 隊際千萬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近一年多以來很

多賽事因疫情影響被迫延期及取消，有46名香港運
動員能夠取得奧運資格已為香港體育發展寫下光輝一
頁，她強調政府一直關注香港體育發展，期望即將落
成的體院新設施大樓可為香港運動員提供更先進的訓
練及支援，當局透過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支持體院加
強精英的培訓，單是今年就提供超過7億元（港
元，下同）資助。另外，港府為協助市民支持運動
員，特事特辦購入東奧轉播權再交給5間香港本地電
視台讓市民免費收看，讓市民可以在電視機前為國家
隊及港隊打氣。林鄭月娥又提到由恒地贊助的嘉許計
劃今屆奧運獎牌獎金大幅提升，金牌獎金會增至500
萬元，而銀牌和銅牌分別增至250萬元和125萬元，
至於隊制項目金牌獎金亦會增至1,000萬元，希望激
勵運動員爭取佳績。

國際足協北京時間7日晚在官網公布了東京奧運
女足比賽的參賽選手名單，中國女足以王霜、王珊珊
領銜，曾在奧運預選賽中表現搶眼的唐家麗、馬君和
婁佳惠三人遺憾落選。

中國女足的這份22人名單分別是：門將：朱
鈺、彭詩夢、丁璇；後衛：李夢雯、林宇萍、吳海
燕、王曉雪、羅桂平、金坤；中場：李晴潼、張馨、
王霜、王焱、繆斯雯、王妍雯、楊莉娜、劉靖、楊
曼、王瑩；前鋒：王珊珊、烏日古木拉、蕭裕儀。

女子足球從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首次進入奧
運大家庭，中國女足“出道即巔峰”，獲得當屆奧運
會銀牌。但隨後，“鏗鏘玫瑰”呈凋零之勢，從2000
年-2016年的5屆奧運會，中國女足再未染指四強，
甚至缺席了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

在東京奧運小組賽，中國女足將於7月21日、24
日、27日分別迎戰巴西、贊比亞與荷蘭隊。●中新社

中國女足公布征奧名單

四入緊急狀態 東京所有比賽閉門進行
基於東京都7日新增逾900例新冠確診病

例，日本政府8日宣布對東京都4度發布“緊急狀
態宣言”，其間從7月12日至8月22日共6周。
東京奧運賽期將在緊急狀態下進行，國際奧委會
（IOC）、東京都政府等8日晚召開五方會談，
決定東京所有比賽閉門進行。

日本東京奧運會將於7月23日至8月8日舉
行，有關奧運場館應該開放給多少觀眾入場的
問題一直是世界關注的焦點。8日晚國際奧委

會、國際殘奧會、東京奧運暨殘奧組織委員
會、日本政府以及東京都政府舉行線上五方會
談。

經討論後決定，受東京第4度進入緊急狀態
的影響，東京都內的所有比賽場館不開放給觀
眾入場，將採閉門作賽。

另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8日下午抵達日
本，入境後直接前赴酒店進行3日隔離；他於晚
間透過線上參與了東奧5方會談。 ●中央社

464646港將戰東港將戰東港將戰東奧奧奧書體育新篇章書體育新篇章書體育新篇章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中中））與香港代表團成員交談與香港代表團成員交談。。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排左三前排左三））在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在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
（（前排左二前排左二））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陪同下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陪同下，，把香港特區區旗把香港特區區旗
授予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授予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前排右三前排右三）、）、香港代表團團長貝香港代表團團長貝
鈞奇鈞奇（（前排右二前排右二））及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王敏超及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王敏超（（前排右前排右
一一）。）。

●●謝影雪與張家朗謝影雪與張家朗（（右右））
將在開幕式擔任港隊持旗將在開幕式擔任港隊持旗
手手。。 港協暨奧委會圖片港協暨奧委會圖片

● 國際奧委會主席
巴赫。 路透社

●王霜（右）、王珊珊將領銜中國女足出征
奧運。 資料圖片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授旗典禮上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授旗典禮上
致辭致辭。。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7月9日（星期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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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1950他們正年輕》定檔88..2020
26位誌願軍老兵登大銀幕

2014年，首批437具中國誌願軍烈

士遺骸歸國，離開祖國60多年的烈士英

靈終於得以回家。從2014年到2020年，

韓方已向中方連續七年移交共716位中

國人民誌願軍烈士遺骸。71年前，上百

萬如花一樣年輕的戰士走上了抗美援朝

戰場，有些人回來了，而有些人永遠地

留在了那片土地上。《1950他們正年輕

》用全新的視角聚焦71年前參加抗美援

朝的普通年輕人，通過不同軍種，不同

時期參戰的老兵真人講述，以一句句平

實細微的話語呈現出他們曾經熱血的青

春與夢想，也還原了最真實的戰場，給

當代的年輕人帶來觸動內心的震撼與共

鳴。

從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影片會

呈現老兵們現在的生活狀況，也有多年

未見的老兵重新聯絡上的激動瞬間，觀

眾可以跟隨這些爺爺奶奶，回到1950年

屬於他們的青春時光。《1950他們正年

輕》相較於以往的抗美援朝紀錄電影，

首度大篇幅聚焦“人”本身，聚焦戰爭

背景下的個人命運的呈現。該片在拍攝

期間，記錄了近50位抗美援朝老兵的珍

貴影像，在本片中，將出現26位誌願軍

老兵戰士，他們平均年齡約88歲。

“哪來什麽歲月靜好，那是因為有

人正在為你負重前行。”這句話是2020

年疫情期間最常見的一句話，這句話與

這部電影中所講述的，亦很契合。抗美

援朝戰爭，是改變新中國命運最重要的

一戰，上百萬誌願軍戰士的勇敢與付

出，換來了今天新中國的和平。這部

電影，展現的並不僅僅是那場戰爭的殘

酷，更多是表現那場戰爭下的人，他們

是英雄，也是普通人，跟所有當下的年

輕人一樣，懷揣著青春夢想，懷揣著保

家衛國的精神使命，他們是普通又不普

通的，最可愛的人。

宋坤儒導演，擅長用影像調動觀眾

情緒共鳴，導演的國家價值觀廣告三部

曲《我是中國軍人》《牽媽媽的手》

《尋找英雄》等作品，網絡總點量擊超

30億次。《牽媽媽的手》公益形象片，

以廣告語態的形式，開創國家價值觀宣

傳片新語態，廣獲網絡熱議好評，4天

內全網點擊超過4.2億，微博話題討論

超過22.5億，持續微博熱搜一周。建軍

91周年形象片《我是中國軍人》一經播

出，微信朋友圈直接觀看次數，3天到

達8.1億次。騰訊平臺曝光量合計15億

，引起國內、軍內、外網媒一致好評，

同時獲得世界網友熱議，環球網以外網

評論為題，發表《美國人:我想加入中國

人民解放軍》，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文

章《美國網友為何點贊我是中國軍人》

，同時獲得第十五屆全國黨員教育電視

片優秀作品一等獎。今年的百年五四官

方形象片《我，就是中國》，百年建黨

重磅官方宣傳片《理想》也出自他手。

宋坤儒表示：“《1950他們正年輕

》裏面並沒有特別去渲染情緒，我只是

在用最簡單的鏡頭記錄這些老兵

英雄。在拍攝這些老兵英雄的時

候，他們帶給我的震撼是非常大

的，即使這部電影我已經來來回

回看了幾十遍了，依然每一次都

會為他們的樸實、真誠與樂觀感

動落淚。這個電影，會讓我們了

解，曾經在中國的1950年，有

這樣許許多多普通的年輕人，遠

離家鄉，本來少年，此去一生。

在陌生的國度，面對完全不同維

度的對手，勇敢地打了這場立國

之戰。”

題材的原因，很多人會以為

《1950他們正年輕》是一部主旋

律電影，宋坤儒導演對此有自己

的看法：“這部電影不是一部普

通的主旋律電影，它是一部自帶

強大共鳴與治愈的‘青春’電影

。這些老人身上流露出來的正是

我們中國人一直延續的打不垮，

拖不爛，不服輸的民族精神，我

覺得這個也是我們這些年輕人在

新的時代裏面所需要的一種時代

精神。”

導演呼籲更多的年輕人能來看這部

電影：“沒有人可以永遠年輕，但總有

一群人正在年輕，世界從來都是被年輕

人改變的。1950年，曾經有一批年輕人

用他們的青春，信仰，生命改變了世界

，就像現在的90後、00後一樣，他們也

特別熱血，世界也一定會被他們改變。

雖然我們現在不在戰爭時代，但是在我

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領域裏面，其實面臨

的都是一場又一場仗，無論是在職場上

、在學業上。所以我特別希望觀眾，能

夠通過這些可敬的老人所講述的他們年

輕故事裏的那個精神，轉化和感受，從

中提煉出自己敢打敢拼的力量。年輕就

是闖啊，幹啊，就是不服輸，就像我們

采訪的老兵說的，活著幹，死了算。所

以，這和我們現在每一個人的生命狀態

其實是一樣的。每個人的青春都有一場

仗要打，也是我們這個電影的主題，我

覺得這個，也是未來時代的主題。”

《拯救甜甜圈》定檔8月6日
頂尖團隊打造“寓教於樂”中國動畫

今日，中國動畫電影《拯救甜甜

圈：時空大營救》重磅發布角色海報

和預告，正式宣布定檔8月6日。作

為今夏最萌合家歡動畫，影片中眾多

高萌角色集體亮相：軟萌的“甜甜

圈”兄妹、呆萌的寵物狗小白、反

差萌的滅絕寶寶團，萌物集結，萌力

值爆表席卷今夏。更加驚喜的是，電

影還講述了豐富的自然、人文知識，

如古埃及、長城、兵馬俑等世界文化

遺產，愛迪生發明電燈、鄭和下西洋

等影響世界文明的重大事件，不愧為

今夏必看合家歡動畫電影。

萌物集結！
奇妙時空冒險寓教於樂
電影《拯救甜甜圈：時空大營

救》講述了一對形似甜甜圈的兄妹因

為一場意外穿越進現代上海，在“時

間花”的幫助下，兄妹倆聯手寵物狗

小白和滅絕寶寶團，試圖拯救自己瀕

臨滅絕的族群的故事。在最新發布的

角色海報中，眾萌物集結亮相，萌力

PK戰一觸即發。活潑愛鬧的淘氣鬼O

妹在甜甜圈上歡樂跳動，機靈可愛。

憨態可鞠的哥哥愛德則站在遠古化石

之上，一臉擔憂，作為“甜甜圈”種

族中不受重視的圈圈，不知道影片中

愛德最終能否甩掉自己“倒黴蛋”的

頭銜？而作為片中智商擔當的寵物狗

小白則吐舌伸爪，盡顯忠犬本性。除

此之外，具有反差萌特質的滅絕寶寶

團也首次亮相，外表兇猛內心卻只有

五歲的三角龍浩寶、溝通技能滿分的

多多鳥朵蒂、搞笑擔當塔

斯馬尼亞虎波尼、“處女

座”潔癖的南美南蹄目艾

瑪。影片通過對這些滅絕

動物的描繪，讓大家了解

到了他們的可愛之處，觀

眾也能因此收獲更多更豐

富的知識。

影片預告則為我們展

示了“甜甜圈”兄妹歡樂

奇妙的時空冒險之旅，O

妹和愛德為了拯救族群，

冒險不停，他們因為一場

意外來到了現代上海並體

驗了上海風情，並以此作

為接下來時空冒險的起點

，開始了一場場精彩絕倫

的時空旅行。無論是在冰

天雪地的南極滑行，還是在長城看煙

花，每一次奇遇都讓人大開眼界。事

實上，電影本身就為大家奉上了一場

囊括古今中外的知識盛宴，從萊特兄

弟發明第一架飛機到愛迪生發明電燈

，從古埃及到長城、兵馬俑，從沙克

頓的南極探險到鄭和下西洋......在 O

妹和愛德的一次次時空旅行中，小朋

友們能領略到全球各地的文化、更加

了解世界文明發展進程，堪稱一次不

容錯過的自然人文知識點打卡觀光之

旅。

頂尖配置！
金牌團隊打造暑期必看中國動畫
此次，中國動畫電影《拯救甜

甜圈：時空大營救》雲集全球頂尖

製作班底，致力於打造真正具有中

國文化特色和世界級製作水準的動

畫大片。電影由《辛普森一家》和

《怪獸電力公司》的導演大衛· 西爾

弗執導；曾為《瘋狂動物城》《頭

腦特工隊》等多部奧斯卡最佳動畫

長片配樂的作曲家邁克· 吉亞奇諾擔

任配樂，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曾並

憑借《飛屋環遊記》獲得第 82 屆

奧斯卡最佳配樂獎；而影片中萌力

十足的各種形象，則由風靡全球的

《神偷奶爸》系列動畫、小黃人角

色設計師彼得· 德· 塞弗製作完成。

金牌製作團隊、萌化人心的角色形

象、腦洞大開的奇幻冒險、寓教於

樂的故事內容，電影《拯救甜甜圈

：時空大營救》就是這個夏天最不

容錯過的合家歡動畫電影。

《夢華錄》殺青
劉亦菲陳曉實力演繹飛天入水名場面

日前，由楊陽導演，張巍編劇，劉

亦菲、陳曉、柳巖、林允、徐海喬、代

旭主演的女性古裝勵誌劇《夢華錄》

正式殺青，官方曝光了全陣容劇照以

及“汴京一夢”殺青特輯。其中全陣容

劇照展現出的超強陣容、服化道品質和

特輯中金牌班底對於劇集細節的把控，

更是讓觀眾期待值滿滿，高品質可見一

斑。

劉亦菲陳曉攜手譜寫汴京一夢
超強演員全陣容曝光品質護航
《夢華錄》講述了趙盼兒（劉亦菲

飾）、孫三娘（柳巖 飾）與宋引章（林

允 飾）三人在顧千帆（陳曉 飾）的幫

助下，在經歷了種種磨難後，終於將小

茶坊經營成了汴京最大的酒樓的勵誌故

事。作為首次合作的劉亦菲與陳曉，一

經官宣便備受網友期待。在此次曝光的

官方物料中也可看出，二人搭檔堪稱古

裝顏值天花板，氛圍感十足。在全陣容

劇照中，由劉亦菲飾演的趙盼兒一襲桃

色長衣靜坐水邊澄靜伶俐，俏皮托腮

少女感十足；陳曉飾演的顧千帆則身

著墨色暗紋長衫，精致發冠更顯溫潤

少年氣。僅僅眼神就讓二人氛圍感拉

滿，攜手共譜汴京一夢。而作為同樣

令人期待的角色，柳巖所飾演的孫三

娘衣著樸素淡雅，但笑容明朗，爽朗

性格躍然而出；林允飾演的江南才女

宋引章手扶琵琶，眼神透出堅毅而決

絕的目光，曝光的每張劇照似乎都透

露出人物的命運走向。

除了劇照中透出的高品質服化道審

美之外，全陣容劇照更是展現了《夢華

錄》超強演員陣容，除了劉亦菲、陳曉

、柳巖、林允之外，此次也曝光了徐海

喬、代旭、張曉謙等一眾青年演員及

王洛勇、保劍鋒、姚安濂、劉亞津等

老戲骨的驚喜加盟，兩代實力演員陣

容齊聚，為《夢華錄》的高品質奠定

了極好的基礎。

金牌班底全員細節控打造高品質
《夢華錄》用心塑造人物群像
從已經發布的“汴京一夢”殺青特

輯中可以看出，《夢華錄》擁有的不僅

是超強的主創陣容，高關註度背後更是

全體“細節控”工作人員的用心成就。

多次獲得各大獎項的導演楊陽，在拍攝

前後對於每一場戲都考究十足，拍攝前

不僅探究場地置景與戲中人物情緒的匹

配，更會和每一位演員討論角色當下的

情緒表達以及內心活動軌跡，縝密且精

細的把控令劇中每一個角色都鮮活生動

。《夢華錄》全體演員也是不遺余力在

戲中呈現出最好的狀態，劉亦菲受刑浸

水戲卯足全力，不怕嗆水只為給觀眾呈

現最好的效果；陳曉打戲親自上陣“飛

天打鬥”，只為打造劇集最佳的視覺沖

擊。

此外，作為女性古裝勵誌劇，《夢

華錄》不僅聚焦女性成長，更用心塑造

了古代女性群像。以趙盼兒、孫三娘與

宋引章三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為代表

，展現了古代女性對於生活、事業、愛

情的思考方式和成長歷程，人物形象生

動飽滿，角色情感傳達有力，主創團隊

正是用最專業的態度，打造出最有溫度

的劇集。

目前全劇拍攝已殺青，進入緊鑼密鼓

的後期階段。趙盼兒攜手三姐妹會如何在

汴京立足，又會和顧千帆上演怎樣的故

事，更多精彩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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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柏宇（Jason)、
梁諾妍（Inez）、趙祥誠（Ben）8日出席商場暑期活
動揭幕禮。活動上，Inez及Ben突然捧出蛋糕預祝Ja-
son本月20日38歲生日，令Jason十分驚喜。Jason表
示生日當日會在家中食飯慶祝，被讚保養得好，不似
38歲的他，笑言歸功於生得嬌小。

提到近日有粉絲豪擲百萬，於
巴士車身及巴士站燈箱下廣告、租
巨型廣告牌及於郵輪全新用LED燈
為偶像慶生，問到他可想粉絲效
法？Jason聞言即表示不想粉絲花
錢：“當然不買，我不想他們花
錢，因為我的粉絲好多已結婚、生
了小朋友，有家庭負擔，留返點錢
傍身好，我不鼓勵也這樣做，但我
亦不介意他們做。”問到愛女Abi-
gail可愛看明星？Jason爆女兒最愛
看恐龍打架、整甜甜圈及蛋糕片
等，問到可有看過其MV？他笑說
沒有：“其實是沒有故意播給

看。”
準新娘Inez 將於周日與男友洪永城（Tony）結

婚，她笑言近日都要忙於工作及籌辦婚禮，忙到周六
才有時間放假整頭髮，故心情仍未緊張，她又爆未婚
夫愛美：“Tony除了日日敷面膜，又戒澱粉，還說

要買生髮洗頭水，希望周日可以擸
頭，我不介意買個假髮給他戴，他開
心就好，就算他沒頭髮都行的！之前
影結婚相，Tony總是覺得差在髮型
不好，我只好讚他其他部位啦，例如
讚他的單眼皮都好單這樣！”

Inez又解釋因疫情反覆才趕快結
婚：“看了7月有幾個好日，因為現
在酒店又放寬婚禮至50人，怕之後
又縮返20人，幸好朋友都好愛我們
可以參與，但Tony媽咪身在台灣，
到時我們會視像斟茶。”

參加《全民造星 III》出身的
Ben，8日於活動上表演，獲大班粉
絲到場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傳記式電影《梅艷芳》
公布扮演梅姐人選為模界寵兒王丹妮（Louise）。Lou-
ise曾代表香港出戰國際模特兒比賽勝出，於24歲成為
單親媽媽獨力把女兒撫養，及至去年底跟拍拖4年的羅
孝勇入紙註冊結婚。

初登大銀幕參演由《寒戰》系列導演梁樂民編、
導的傳記式電影《梅艷芳》，主要是Louise跟梅姐有
着相類似的成長背景：單親家庭長大，參加比賽出
道；她對飾演梅姐一角稱，絕對是人生一個大考驗。
她自感梅姐遙不可及：“我不是梅艷芳，但我希望盡
自己能力做到最好，作為對梅姐的一份至深敬意。”

而電影公司8日亦發放最新一條預告片及三款海報
中，王丹妮將梅姐在電影及舞台上包括：《胭脂
扣》、《風的季節》、《夕陽之歌》、《烈焰紅唇》
等經典角色、造型，盡情演繹，讓大家看得一陣陣的
激動。這一切由Louise和整個電影團隊努力付出下的
成果，以示對梅姐的一份敬愛和尊重。加上劇照上一
句又一句看得人感觸的言詞“芳華今猶在 似是故人
來”、“那年風的季節 我們與你相遇”、“一闋夕陽
之歌 可曾想起我”，令大家再次憶起對梅姐的思念。

名模轉戰大銀幕 王丹妮向梅艷芳致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馬國明、岑麗
香、陳自瑤、吳業坤等人8日宣傳劇集《寶寶大
過天》，見馬國明身形比前消瘦，他解釋正為新
劇《隱形戰隊》開工，有不少動作場面要應付，
所以刻意去減磅和操肌，但笑言被女友湯洛雯勒
令不要太瘦，擔心他會顯得格外憔悴。

已是兩子之母的岑麗香（香香），表示劇集
完後會重返全職育兒行列，有時間會接拍廣告等
輕鬆工作，拍劇就暫時未必會再拍。提到日前播
出一集見香香老公抱住大仔Jacob客串演途人，
香香說：“當日原本是老公和兒子來接我放工，
剛巧又需要路人的角色就玩一下。”香香笑稱老
公與兒子都沒有酬勞，兒子拍完也不知道發生什
麼事，只知他當時有叫媽媽，但她又不能回應，
內心都相當辛苦。問到兒子有沒遺傳香香的表演
天分，或培育做童星時，香香斬釘截鐵地說：
“沒有，雖然不介意一家三口拍廣告，但就不會
讓兒子做童星，希望他保持童真。”馬國明就笑
稱代香香接廣告，只要有酬勞要他拍紮肚廣告都
可以。

陳自瑤避談老公慶生事
陳自瑤（Yoyo）難得與老公王浩信同日宣

傳兩套劇集，剛巧7日是浩信生日，Yoyo以私事
為由不回應她有否替老公慶祝，希望大家將焦點
放在劇集上。對於《寶》劇收視成績比《刑偵日
記》好，Yoyo稱不清楚收視，但她也有收看
《刑》劇，覺得《刑》劇製作認真，很有戲味和
電影感，連她的家傭也有追看。笑問Yoyo怎看
老公的演技，她大反應道：“他是兩屆視帝，我
不方便評論，要阿姐（汪明荃）才可以說。”

馬明被女友勒令勿過瘦
香香拒讓愛兒做童星

梁諾妍周日嫁洪永城 解釋急結婚全因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康城影展甫開幕，主競
賽單元影片《一切順利》揭幕，女主角蘇菲
瑪素（Sophie Marceau）偕導演 Francois
Ozon及演員Géraldine Pailhas出席首映式。
《一切順利》將與其他主競賽單元影片一起

角逐最佳影片“金棕櫚獎”。
另外，由鄔浪執導，李康生、李夢主

演的短片《雪雲》入圍了本屆康城電影節
短片單元。中國演員李夢亮相康城開幕式
紅毯上。

《一切順利》康城首映

正忙拍新劇《廉政
狙 擊 》 的 王 浩

信，表示生日當天只簡
單地跟家人吃飯慶祝，他
與太太陳自瑤都希望大家

將焦點放在劇集上。至於粉絲
們有什麼表示，浩信稱粉絲們
一直想有見面會，但因疫情關
係無法成事，暫時只能搞網上
見面。他說：“原本新劇有場戲
要除衫騷肌，幸好場地問題要押
後，今年生日終於可以食蛋糕，之
前幾年都只可以聞。”提到《刑》
劇收視不佳，浩信坦言看見數字也
嚇一跳，說：“現在睇劇模式已轉
變，加上劇集一個月前已經在不同
平台可以看，到正式電視出街時，
要觀眾再坐在電視機前看是辛苦
了，作為演員都會理解，劇集其

他方面的反應都好正面，
對我們來講是打

了強心針，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浩
信也承認《刑》劇題材沉重，燒腦的
劇情不是一套“送飯”劇，所以不少
朋友都選擇在周末周日一口氣收看。
對於友台由黃德斌主演的《大叔的
愛》討論度高漲，浩信稱也有留意，
大讚德斌的演出一向很可愛。

黃智雯：收到的口碑都很好
袁偉豪與黃智雯都不會因劇集收

視差而失望，黃智雯說：“收到的口
碑都很好，因為看這部劇要有思路和
要思考，有觀眾想放工輕鬆一下，就
選擇上網再收看，有不同題材選擇給
觀眾也是好事。”袁偉豪笑稱也想支
持友台黃德斌的演出，認為兩間電視
台都有好作品才是好事，要有良性競
爭，始終香港人觀看電視習慣已改
變，沒有固定時間去追看。

至於講到《刑》劇收視差的原因
是觀眾不喜歡題材太沉重，正好被友

台以改編自2018年播出的同名日劇
《大叔的愛》乘虛而入，《大叔的
愛》是以男同性戀為題材的喜劇。袁
偉豪也認同喜劇氣氛的確有不同，也
期待與黃智雯再拍喜劇給觀眾欣賞。

王敏奕老公曾國祥憑《少年的
你》獲奧斯卡邀請加入評審委員並有
投票權，她坦言忙開工並不知情，笑
稱可能老公以為她一定知就沒有告訴
她。

問到將來有沒機會夫妻檔演出電
影，王敏奕說：“我都想合作，但他
好像很抗拒。（想老公演什麼角
色？）我喜歡拍小品式的感情戲，他
專心做導演吧，演就不好了，哈
哈。”提到《刑》劇因題材沉重嚇怕
觀眾，王敏奕直認劇集需要時間去掌
握，也知道不少朋友選擇在網上收
看，加上有惠英紅、姜皓文等實力派
演員壓陣，希望隨劇情進展，收視會
愈來愈好。

《刑偵日記》太沉重收視低 友台喜劇佔上風

王浩信認嚇一跳
袁偉豪支持良性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王浩信、袁偉豪、

黃智雯、王敏奕等人8日宣

傳劇集《刑偵日記》，大會

請來劇集顧小問筆跡專家為主

角們分析性格，結果十分符合。

適逢浩信日前38歲生日，大會特

別送上他的Q版公仔蛋糕慶祝。

《刑》劇跟ViuTV話題劇《大叔的

愛》對撼，最近收視出爐，《大叔

的愛》收6.4點，《刑》劇收視只有

17.5點，收視未能高開，浩信坦言看

見數字也嚇一跳，袁偉豪認為兩間電

視台都有好作品才是好事，要有良

性競爭。

●●袁偉豪與黃智袁偉豪與黃智
雯稱不會因劇集雯稱不會因劇集
收視差而失望收視差而失望。。

●●王浩信獲大會王浩信獲大會
送上他的送上他的QQ版公版公
仔蛋糕慶祝仔蛋糕慶祝。。

●●王丹妮扮演梅艷芳王丹妮扮演梅艷芳。。

●●馬國明和岑麗香宣傳主演馬國明和岑麗香宣傳主演
的劇集的劇集。。

●● 梁諾妍梁諾妍((左左))與趙祥誠與趙祥誠((右右))為陳為陳
柏宇預祝生日柏宇預祝生日。。

●●陳自瑤希望大家將焦點陳自瑤希望大家將焦點
放在劇集上放在劇集上。。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7月9日（星期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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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现如今，选择移民是很正常的一件

事，但是关于移民的知识，你又了解多

少呢？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海外

移民”中常见的一些名词，海外移民又

有哪些利弊？搞清楚这些移民知识，让

你的移民少走弯路！

护照

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

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时，由本国发给

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

件。

护照其实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国籍和

身份。

比如中国人拥有中国护照，美国人

拥有美国护照。而护照可以用于证明自

然人国籍以及身份来进行出入境的活动

。拥有护照等于拥有这个护照国家的国

籍，享有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以及公民

福利。而要注意，绿卡则没有这些权利

。

绿卡/永居

绿卡是一种给外国公民的永久居住

许可证。持有绿卡意味着持卡人拥有在

签发国的永久居留权，同时，持有绿卡

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免去入境签证。

绿卡这个词起源于美国，因为最早

美国的永久居留许可证是一张绿色的卡

片，随着设计的变化已经更新了19个

版本，现在它已经是一张白色有黄绿色

花纹的塑料卡片，但是绿卡这个名称一

直被保留了下来。其他国家沿用美国的

说法，也会将本国的永久居留许可证俗

称为绿卡。

永久居住（绿卡）不用于公民，只

能享受这个国家的部分福利待遇，并且

要满足这个国家的居住要求才能一直续

签永居签证。

入籍

“移民监”，是个形象地比喻，比

如要想移民就要坐监狱一样，不能长期

离开要移民的国家（短期可以），因为

如果离开时间长了，就不能申请入籍或

者会丧失移民身份。

移民监有两种含义：

为了保留移民身份而不得不在另外

一国居住的时间；

为了成为归化公民身份而不得不居

住的时间。

每一个移民国家的移民政策都是不

一样的，有的国家需要移民监，有的并

不需要。

临居

临居的意思就是临时居留签证。一

般持有临时居留签证的居民不能享受这

个国家的任何福利。

持临居签证的人只要达到政府规定

的需求，比如创业、居住、工作年限、

投资等要求，一般都有机会转永久居民

。

一般的临时居留签证时效为2~6年

，在此期间如果达到要求即可转永居，

达不到要求就会被收回签证。

全家移民

全家移民：一人申请，全家可移民

。

*具体请以申请时，相关机构的实

际政策与要求为准。

CRS

所谓CRS，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

基于同一标准的一项共同申报准则。据

了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发布的AEOI（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

交换）标准，其中就包括共同申报准则

（CRS），其大致内容就是签署国或地

区之间相互披露对方国家或地区公民在

本国的经济财产情况，以提升税收透明

度和打击跨境逃税。

移民的利

1、子女教育以及医疗

不少中国人移

民的意图是为了子

女能接受优质的教

育资源，以及个人

和家庭享受优质的

医疗资源。

2、差旅更便

捷

随 着 国 内 事

业的扩大，不少

中国商人已经把

生意拓展到了海

外，因此需要频

繁地去国外出差

。因此移民海外

，获得海外身份

后，出行国外将

更加便捷，不需

要办理冗长繁琐的手续，这样也更

有利于事业在海外的发展。

对许多中国移民来说，移民国外就

如同拿了一个国外的“户口”，既能方

便地在国内外往返，退休后有可以享受

移民国的退休养老福利。

3、海外房产投资

中国人对于房产的投资热情多年来

只增不减，因此许多有经济条件的人把

目光瞄向了海外的房产投资市场。他们

可能是为子女留学准备的、也可能是为

全家移民准备、或是旨在资产安全的投

资等等。

4、曲线融资

移民已经成了曲线融资的一个捷径

。对于许多企业的法人来说，拥有海外

身份，可以享受税收、用地、用工等政

策便利，甚至可以使融资渠道更加多样

化。因此，轻移民对于很多企业主来说

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经济下

滑的时期，可以以移民作为争取喘息机

会的方式。

5、资产分配

全球资产配置已经成了大势所趋。

人们对于分散投资风险、财产保值增值

的需求越发强烈。据调查结果显示，中

国高净值人群在海外投资的比例已经翻

了一番。尤其是可投资资产高达一亿的

超高净值人群，他们在海外拥有资产的

比例还是很高的。

在中国加入CRS（Common Report-

ing Standard，《通用报告准则》）后，

合理进行海外资产分配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高净值人群关注的话题。以移民的方

式进行海外投资，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地

进行资产保全，减少不必要的财产流失

。

移民的弊

1、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风俗

民情的不同

各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语言

、宗教信仰、风俗民情，如果不去学习

，很难融入其中，会有所孤立，造成心

理阴影。

2、家庭的距离

移民后，会容易让人想念家乡，遥

远的距离会导致出现孤独，悲伤以及感

情失落。“父母在，不远行”父母年迈

，更多需要子女在身边的陪伴和悉心照

料。

3、环境的不适应

不论您为移民多么运筹帷幄，您依

然会面临很多问题，而且您要适应新的

生活环境。这是摆在很多移民面前的挑

战。

4、一切要从头开始

移民后在国内积累的所有的资源，

包括人际关系等都会归零，一切都要从

头开始。要适应新环境，学习新语言，

寻找新工作，交往新朋友，这对于一名

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成年人来说不是件

容易的事情。

移民后，面对未知的人生，需要不

得不面临一些问题，但这些都是必经之

路。当你熟悉和了解了当地的环境，便

不会比任何人差。

移民名词解析，了解之后少走弯路

说起中国人的移民史，据说从商朝

时期就开始了，各朝代都有一些华人由

于经商、逃难、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

再后来，因为欧洲工业发达，很多

华人外出“淘金”，足迹遍布美洲、欧

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

发展到现在，大家移民的原因也变

得多样化，有的是为了远离雾霾；有的

是为了外国的社会和医疗福利；有的是

为了逃离国内的生活压力；而更多的人

则是为了子女的教育。

其实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能够让

每个移民的人作出决定的很大一部分原

因就是：移民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就从几

方面来对比分析一下，相信看完之后，

你也会深以为然。

留学 VS 移民

有人说中国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注

重教育的民族，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资源，父母乃至祖父母都会倾尽全力。

甚至有的父母不惜重金和骨肉分离

，将孩子远渡重洋送到海外留学，目的

就是为了孩子能有更优质的教育环境和

更广阔的见识。

了解过留学的小伙伴都知道，送孩

子去留学越早越好，一是为了孩子尽早

适应当地的语言和教育方式，二是让孩

子能够接受国外教育的精髓部分，全面

发展，有利于在未来申请到好的大学。

有家长算过一笔账，如果让孩子留

学去国外读高中，能选择的多是私立学

校，需要为孩子准备每年30-50万元人

民币，这还不算家长放弃国内工作去陪

读的费用。

如果孩子有了身份之后选择读国外

的公立高中，四年学费可省下80万元

人民币，读大学四年可以比留学生少花

50万元人民币。

有了海外身份不仅学费能省下一笔

钱，将来孩子也更容易被世界顶尖大学

优先录取，并优先获得高额奖学金。

最重要的是，如果全家移民，父母

可以在当地工作，不用两地分居，可以

让孩子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快乐成长。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长，倾

向于先移民再入学，而不是让孩子独自

去留学。

移民真的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吗？这

三个对比告诉你

养儿防老 VS 养老福利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我们的祖

先留下的老话儿，所以中国人执着于存

钱，退休以后也闲不住，只是为了不成

为儿女的拖累。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

想也发生转变，与其退休了还坚持打工

，或者守着空巢盼儿归，为什么不好好

地享受当下呢？

找个气候适宜，风景秀丽的地方，

过上优雅的老年生活，或是恬静安逸的

侍弄花草，或是拿着黄金签证全球旅行

，这才是让人艳羡的老年生活。

而这一切离不开庞大的福利系统的

支撑，健全的养老体系、免费的医疗保

障，都是老人幸福安居的重要保障。

医疗自费 VS 免费

毫无疑问，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质量可靠且费用适宜的医疗健康系统，

与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在很多国家，新移民在拿到身份之

后全部的医疗费用都是国家来承担。

不管你是检查、治疗还是住院，都

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医疗费用，甚至是连

住院的伙食费、护工费用等等都是不花

钱的，统统由政府承担。

在此前U.S. News发布的医疗系统

全球排名中，排名靠前的几个国家分别

为瑞典（第一名）、德国（第二名）、

丹麦（第三名）、加拿大（第四名）、

瑞士（第五名）。

移民真的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吗？
这三个对比告诉你

去年因新冠病毒肆虐，美國
三大運動的NBA（美國籃球錦標
賽）被迫中斷。今年疫情逐漸趨
緩，NBA 已進行多月，到了7 月
初，美國東西兩岸分組冠軍己見
分曉，總冠軍賽己在7 月6 號週
二晚上開打，爭取冠軍寶座乃是
西區冠軍太陽、東區冠軍公鹿。
有趣的是國際賭盤、拉斯維加斯
專家團隊押寶結果，一面倒地看
好太陽奪冠。

作 為 球 評 專 家 的 巴 克 利
(Charles Barkley)，這位一度是休
市火箭隊的出色球員，他亦是太
陽隊的宿將，但是他並沒有挺前
東家太陽隊，反而獨排眾議，大
膽預測公鹿會成功奪冠，令一眾
球迷嘩然，說他胡言亂語。不過
也有球迷 馬上挖掘出巴克利是
NBA知名的 「反指標」，也就是

說把他的預測倒轉過來，便可以
得過最佳答案。原來他在本季季
後賽至今，一共進行了25次球賽
預測，僅僅只是命中10次，其他
大多數的押寶，總是輸多贏少。
此外在NBA 的近15 年歷史中，
發覺他本身只是一位 「NBA糗爺
」，他每年預測 NBA 的奪冠隊
伍皆是落空，今次他大膽預測公
鹿會奪冠，但是國際賭盤與美國
運動網站《Bleacher Report》專
家團隊，卻一面倒地看好太陽會
登上冠軍寶座。

巴克利雖然曾經是太陽的代
表球星，但是到了本季季後賽，
他卻化身為公鹿球迷，看好公鹿
，預計公鹿定會贏下本季總冠軍
。

然而國際賭盤卻是一面倒看
好太陽奪冠，最大關鍵無非就是

公鹿隊中的天王巨星 「字母哥」
安 德 托 昆 波 (Giannis Antetok-
ounmpo)自從在東區決賽第 4 戰
發生膝傷意外後，至今還沒有復
出時間表，成為公鹿最大隱憂，
相對也讓太陽奪冠聲勢水漲船高
， 國 際 賭 盤 綜 合 網 站 《odds-
checker》所列出各大國際賭盤
NBA奪冠賠率，太陽勝出的賠率
多落在 1.5 至 1.55 之間，而公鹿
的賠率則是落在 2.4 至 2.65 之間
，兩者高下立見。
不 只 國 際 賭 盤 看 好 太 陽 ，
《Bleacher Report》也邀集8位籃
球專家進行總冠軍賽預測，結果
有 7 人看好太陽奪冠，其中 6 人
看好太陽 6 戰搞定，只有 1 人認
為公鹿會在搶7大戰勝出奪冠，
不過該網站也特別強調該預測是
假設字母哥缺陣的情況下，所以

公鹿若想擺脫看衰逆境一舉奪冠
，關鍵還是在於字母哥必須趕緊
復出。

那麼，巴克利預期公鹿會封
王，公鹿球迷會害怕嗎？

公鹿相隔 47 年後再度闖進
NBA總冠軍戰，更要挑戰隊史自
從1970年以來的第2座總冠軍獎
盃。不過向來以 「西方糗爺」、
「反指標」著稱的名球評 「惡漢

」巴克利 Charles Barkley 也在今
天開金口，看好公鹿能拿下總冠
軍。
只不過，巴克利最近似乎越看越
準，東區決賽的第2~第6戰的結
果，全部都被巴克利說中，目前
已經是 「5 連勝」，他還戲稱自
己已經變成公鹿的球迷。

（（體壇近況體壇近況））NBANBA 開戰開戰 國際賭盤押國際賭盤押
寶凰凰城寶凰凰城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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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最纏綿的愛情告白電影

《再說一次我願意》由去年推出

票房鬼片《女鬼橋》的皮諾丘電

影製作，上週曝光前導預告，5天

觸及超過百萬人次，蔡凡熙展現

出男孩奮力追愛郭書瑤的勇氣在

網路上掀起熱潮迴響，而這同時

是蔡凡熙睽違三年回歸大銀幕，

在片中飾演專情可愛的大男孩

「路克」，意外和郭書瑤飾演的

「小彩」陷入一段無止盡的愛戀

迴圈，導演稅成鐸透露，蔡凡熙

演出時一度壓力爆棚，突然在眾

人面前大哭，甚至引發一連串

「暴風哭泣」，但殺青後，稅成

鐸大讚蔡凡熙的表演「遠超出預

期」，還透露：「蔡凡熙產生了

質變！」郭書瑤也對蔡凡熙此次

表現讚不絕口：「他很放鬆！」

導演稅成鐸表示，當時選角

是因看過蔡凡熙其他作品，認為

他相當適合《再說一次我願意》

中「路克」這個帥氣又充滿孩子

氣的角色，未料見面後發現對方

陷入心情上低潮，一度對他的狀

態感到不安，但看到蔡凡熙排練

和演出，發現對方的感受力和表

現力都已提升到更高層次，而稅

成鐸原也以爲蔡凡熙是靠「本能

」演出，合作後徹底看見蔡凡熙

對表演的認真。

談起演技，蔡凡熙表示再

度擔任電影男主角，心境不同

於新人時期，不只對外界評價

和票房感到壓力，自己過去總

是很放心讓導演把關表演，但

現在對演技更有想法，每次演

出後都會到導演身旁的監視器

回放確認，也會積極和導演討

論演出狀況，稅成鐸帶著肯定

語 氣 稱 讚 蔡 凡 熙 ： 「 每 次 覺

得 他 表 現 不 錯 了 ， 他 還 是 會

自 己 『 上 訴 』 ， 嘗 試 各 種 表

演 方 式 。 」 郭 書 瑤 透 露 與 蔡

凡 熙 首 次 合 作 時 感 受 到 他 的

緊 張 ， 但 此 次 合 體 演 出 大 銀

幕 情 侶 ， 看 到 蔡 凡 熙 更 加 游

刃 有 餘 的 一 面 ： 「 整 部 戲 都

演得很好，很放鬆！」

蔡凡熙產生的「質變」讓稅

成鐸印象深刻，稅成鐸表示，第

一次是主演們在「郎姊」郎祖筠

工作室首度集合排練，郎姊請大

家輪流上台，未料蔡凡熙突然揭

開自己內心最深層的憂慮，包含

當兵退伍後演出的作品類型、身

為主角成敗在個人的壓力，瞬間

爆哭。工作室內的成員也在他的

情緒影響下發生連鎖效應，「莫

莉、侯彥西陸續都哭了！」

想見證蔡凡熙「蛻變之作」

，歡迎預購《再說一次我願意》

此次和全家便利商店合作的「翻

轉愛情包」和「終結孤單包」套

票 （https://linkby.tw/yesorno2021）

，凡購買套票都能得到ALUXE亞

立詩裸鑽石抽獎券 1 張，預購期

間為即日起至8月31日，期待在疫

情趨緩解封後，和蔡凡熙與郭書

瑤一起經歷這場「翻轉愛情」。

《再說一次我願意》擁有

幕前幕後黃金陣容，由公視人

生 劇 展 《 最 美 的 風 景 》 網 劇

《紅色氣球》導演稅成鐸執導

、賣座電影《女鬼橋》《粽邪

》迷你劇集《薛丁格的貓》張

耿銘編劇，皮諾丘電影事業有

限公司出品，沅珅科技有限公

司、主雅映象有限公司、白色

影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

品，預計於今年秋季上映。

《再說一次我願意》蔡凡熙睽違 「三」 年回歸大銀幕

前導預告曝光後觸及數 「5天超過百萬人」

居 家 防 疫 不 只 要 耍 廢 ，

還要為世界留下影像記憶！

南 方 影 展 ， 一 個 關 注 邊

緣 、 爭 議 、 開 創 、 多 元 及 在

地 的 影 像 平 台 。 為 反 映 疫 情

當 下 對 臺 灣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同 時 為 鼓 勵 創 作 者 於 疫 情 期

間 ， 延 續 創 作 能 量 。 今 年 特

別 設 立 「 南 方 影 展 ─ 疫 情 一

天 」 徵 件 競 賽 ， 藉 由 創 作 者

對 疫 情 反 思 與 回 應 ， 用 影 像

留 下 大 ╱ 小 歷 史 ， 同 時 為 台

灣 的 未 來 ， 建 構 當 下 的 影 像

記憶。

「南方影展─疫情一天」

徵 件 競 賽 ， 除 了 免 報 名 費 ，

參 賽 身 分 不 限 台 灣 創 作 者 外

， 為 鼓 勵 個 人 與 另 類 影 像 創

作 者 ， 徵 件 範 圍 將 不 限 影 片

類型，唯影片長度不超過 19

分 鐘 、 攝 製 過 程 須 符 合 防 疫

規 定 者 ， 均 可 報 名 參 加 。 首

獎不僅獨得 2 萬、佳作 5 名，

各 2 千元獎金鼓勵外，同時入

選 南 方 影 展 2022 年 度 特 別 單

元 於 戲 院 放 映 外 ， 再 加 送 所

有入選者一張南方影展 VIP 全

程觀影證，讓你看到飽。

南方影展成立於國立臺南

藝術大學音像學院，是臺灣南

部唯一獨立電影節。二十一年

來以臺南為根據地，為鼓勵在

地與世界具前衛、人文、社會

與環境關懷之電影作品與其創

作者、觀眾而存在。

歷 年 之 南 方 影 展 ， 除 了

與 世 界 各 大 影 展 合 作 ， 嚴 選

當 年 度 國 際 觀 摩 佳 片 外 ， 另

常 設 【 南 方 獎 — 全 球 華 人 影

片 競 賽 】 單 元 ， 為 當 代 影 像

美 學 、 人 文 環 境 等 議 題 發 聲

之台灣重要獨立電影獎項。

第21屆南方影展 「疫情一天」
競賽即日起徵件開跑

伊林娛樂藝人孫綻在《第三

佈局 塵沙惑》飾演被當嫌疑犯的

越南移工，除有刺激的警匪追逐

、扭打戲，被逮捕後，還與張榕

容飾演的警察展開劍拔弩張的偵

訊攻防戰，除了要講越語，更難

的是有許多專有名詞，難度晉級

，笑說自己越語越來越進步，

「是移工之王了。」

從公視台語電視電影《弓蕉

園的秘密》、電視劇《第三佈局

塵沙惑》、電影《衝吧！周大隆

》到華視台語劇《神將少女八家

將》，疫情前工作從沒停過，他

先前因民視迷你劇集《無主之子

》移工一角入圍金鐘獎男配角獎

，現於新劇《第三佈局 塵沙惑》

再度飾演移工，讓他笑說跟移工

很有緣，對角色雖然不陌生但還

是很有挑戰性。

因為疫情使得拍攝都取消，

宅家防疫的孫綻當作放暑假，買

肌力訓練器材在家運動，同時也

放鬆一下，補足之前幾乎無縫拍

戲的疲累。伊林璀璨之星選秀邁

入第10屆，身為學長的他，也有

參加選秀經驗，他說現在璀璨之

星改成線上海選，好處是影片可

以不斷拍到滿意，要參賽者們拿

出自信來，「真正的挑戰是入圍

複賽面對評審的現場壓力，選手

們要放膽去『玩』，當作是自己

的『最後一場演唱會』，盡情表

演。」他也透露自己提升心理素

質的祕訣，「多看演員或運動員

的自傳、各種挑戰的影片、花絮

，想像自己成為他們的樣子，靠

這個方法來鼓勵自己。」

出道多年，孫綻試鏡和表

演經驗豐富，但也曾有過尷尬

時刻，孫綻說，以前他剛進公

司有參加演員培訓班，成果發

表當天他因為情緒太飽滿，整

個人都沉浸在角色裡，與對手

演員對戲的過程，他的腳直接

往櫃子踢，結果當場鞋子「ㄅ

ㄧㄚˋ」開，開口笑腳趾都露

出來，很尷尬，但因為他情緒

完全在當下，仍認真把戲演完

，一直到評審講評後，經紀人

到他旁邊稱讚他演出精采。後

來孫綻收到大學長溫昇豪贊助

他一雙皮鞋，讓他感動又開心

，期許自己將來一要往金鐘邁

進，5年後他真的以民視《無主

之子》入圍迷你劇集最佳男配

角獎，走上金鐘紅地毯。

入圍金鐘再挑戰演移工
孫綻笑稱自己是 「移工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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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分界线，为什么在这里？

中学地理课上，我们都学过：“秦岭淮河一

线是中国南北分界线。”

但如果你以为它是一条明明白白的“线”，

就太低估地理的复杂程度了。

秦岭是个“面”

先说说秦岭。广义的秦岭是指横亘于中国中

部的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西起甘肃省以迭山与

昆仑山脉分界，向东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进入陕

西。

秦岭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分为三支，北支为

崤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通称邙山；中

支为熊耳山；南支为伏牛山。山脉南部一小部分

由陕西延伸至湖北郧县，全长1600公里，南北宽

数十公里至二三百公里，面积广大，气势磅礴，

蔚为壮观。

狭义的秦岭，是指位于陕西省境内的秦岭中

段山脉，也是秦岭的主体，其东西长约400-500

千 米 ， 南 北 宽 100-200 千 米 ， 海 拔 一 般 在

2000-3000米，主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为中国

中东部最高的山峰，山势雄伟。

连狭义的秦岭都有一、二百千米这么宽，那

么南北的分界线到底划在哪儿？

一般来讲，这种重要的分界线

应该位于山脊，这样可以保证山两

边垂直自然带的完整。但尴尬的是

，秦岭并没有一条明确的脊线。即

便把高海拔山峰的最高点连接起来

，得到的也不算“线”，更近似于

一张“网”。

秦岭山势复杂，地理学界的

掰头就没停过。有人主张把南

北分界线画在南坡 800 米的等高

线那里，因为随着海拔升高气

温下降，这里开始见不到亚热

带的典型植物，北方应该从这

里开始。也有人主张把南北分

界线画在北坡 700 米处，因为这

里暖温带已经结束，再向上应

该算山地气候。

每种看法都有其科学依据，这

也是为什么真正的分界线一直扑朔

迷离的原因。为什么划分南北的重

担，偏偏落在了秦岭身上？

秦岭恰好长在了一个临界点上

。秦岭处在中国地质图上中央造山

带的一个重要部位，枢纽地带，即

中央造山带和南北构造带交汇的地

方。不仅地质期次多，而且岩浆活

动、地质变形、岩石变质、新矿成

形等地质现象也比较多。陡峭的北

坡，峡谷峻岭随处可见。

秦岭是个天然的大屏障，夏季使湿润的海洋

气流不易深入西北，使北方气候干燥；冬季阻滞

寒冷空气的南侵，使汉中盆地、四川盆地少受冷

空气侵袭。

由于对水汽的阻滞作用，秦岭南坡平均降水

800毫米以上，北坡平均降水800毫米以下。秦岭

北坡相对寒冷干燥、南坡则温暖湿润，成为暖温

带半湿润气候区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重

要分界。

秦岭南坡自下而上分为亚热带、暖温带、温

带、寒温带、亚寒带5个气候带；北坡自下而上

有暖温带、温带、寒温带、亚寒带4种气候。南

北坡温差很大，能达到6-7摄氏度。

秦岭也是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特别秦岭大熊猫是中国大熊猫分布的最北界

线，也是世界上野生大熊猫分布密度最高的

地区。

最后的世界珍禽朱鹮被科学家发现于秦岭中

段南坡的洋县，经过30多年的就地保护和人工繁

殖，种群数量已近2000只，秦岭成为它优良的栖

息地。秦岭金丝猴也在南北两侧广泛分布。

秦岭最大的野生动物秦岭羚牛，遍布东西，

随处可见。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被誉为

秦岭“四大国宝”。

淮河好“纠结”

秦岭好歹是条巨大的山脉，对气流有阻隔作

用，淮河作为平原上的一条河流，为啥也能成为

南北分界线？

淮河两侧的淮南市和淮北市，自然植被和农

作物并没有大的差异。但分别再向南北走几百公

里，差别就明显了起来。比如淮河南侧的扬州与

淮河北侧的郑州，南与北的分野已经十分鲜明。

淮河两岸的老百姓们叫它的外号“坏河”，

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因为这条河的水患实在

是太严重了，公元1400年到公元1900年，平均每

100年发生水灾70次以上。我国大陆气象记录中

最大的暴雨，就是1975年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暴

雨中心的林庄，3天降水总量居然达1605毫米。

淮河既然是南北分界线，它流域内的支流自

然具有南北方双边的特点。北方地区的降水变率

大、暴雨集中和南方地区暴雨历时长、强度大，

它一个不落。从灾害学的意义上说，自然地带交

汇处常常是自然灾害的高发地带。所以，淮河特

别容易出现大洪水。

更让人操心的是，淮河没有下游。南宋为了

防止金兵入侵掘开了黄河的南堤，不但没阻挡住

金兵，反而让黄河把淮河的入海口给夺了。淮河

憋屈着，水患就更为严重。

黄河改回渤海入海口之后，留下的泥沙依旧

屯在淮河的下游，使它入海举步维艰。淮河艰难

地越过巨大的洪泽湖，从人工运河和几条细小的

水流进入海里。

洪泽湖的人工堤坝，更是完全堵死了淮河仅

剩的出口，一腔河水只能流向人工开凿的苏北灌

溉总渠和运河。地理学界也只好将苏北灌溉总渠

当作淮河下游，并认定成南北的分界线，虽然它

的走向并不是完全的东西向。

到底怎么分？

你可能要问了，既然秦岭淮河一线这么混乱

，把它当南北分界线真的合适吗？

事实上，这条线已经是最准确的划分方法了

。越过茫茫秦岭，可以看到两边的植被差异，适

合南方生长的橘子等植物，在秦岭以北几乎不再

出现。而淮河的两岸虽说植被差异不大，但从这

里出发分别向南北延申几百公里，就能看到越来

越大的差别。

我国南北方最重要的两条河流分别是长江和

黄河，秦岭正是长江黄河水系的分水岭。黄河最

大的支流渭河发源于秦岭，总长度800多公里。

从甘肃进入陕西后，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史

称"八百里秦川"。

长江两大支流汉江和嘉陵江也发源于秦岭，

汉江形成汉中盆地和向东的狭窄汉水谷地，被称

为西北的江南，是鱼米之乡。

秦岭之南的汉江、嘉陵江因两岸植被繁茂，

土地侵蚀弱，泥沙含量小，因此水碧若玉，清澈

透明。因此南水北调要调汉江的水去北京，这一

带已成为北京的水源区。而秦岭之北的渭河却浊

流滚滚，胜似黄河，这是秦岭南北河的明显差异

。

秦岭不仅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也是世界动

物地理上东洋界和古北界过渡带，植物区系的南

北交汇地。复杂多变、富有特色的地质地貌和气

候类型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生物

多样性极为丰富，被誉为“生物基因库”。

从植被上看，秦岭南坡以落叶阔叶和常绿混

交林为基带，自下而上有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落叶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

南坡在海拔800米以下一幅亚热带森林植被

景观；北坡受海拔、气候、土壤等综合因素影响

，植被景观呈明显的垂直分布，自下而上的落叶

栎林带、桦木林带、针叶林带和高山灌丛草甸带

，构成了典型的暖温带山地森林植被景观。因此

，秦岭是暖温带和北亚热带的分界线。

宽广的秦岭山地，横贯陕西东西，形成了

南北气候、土壤、植被、动物的分界，南北动

植物至此都成为强弩之末，但是一部分动植物

向南向北仍可继续伸展一定程度，从而使秦岭

成为多种动植物区系成分的汇集地，并显示出

一定的过渡性。

秦岭不止横亘在地理意义上的南北之间，也在

人的心里竖起一道高墙。韩愈被贬，途经秦岭，面

对苍茫的山脉，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

马不前”的感慨。白居易被贬江州，给他的好友元

稹写诗，也难掩对秦岭萧瑟的惆怅：“蓝桥春雪君

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可见秦岭在古代文人心

中，是繁盛帝都与荒凉贬谪地的划分。

淮河虽然不像秦岭一样竖起难以跨越的屏障

，放宽视野，也能看到河两侧的差异。它在南北

分界线上不像秦岭一样功勋卓著，更像个幸运儿

，恰好生在了自然带的边缘。

淮河沿线是一月平均气温0摄氏度的等温线

，淮河以北的河流湖泊可能会结冰，南方的则不

冻。在雨带的南北划分中，淮河也是春雨伏旱型

和春旱夏雨型的分界线。

植被上来说，淮河也是阔叶林常绿和落叶的

分野。但这些线都不是一条精确重合的线，而是

散布在淮河南北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区域。

其实，只要不执着于一条“线”，而是把秦

岭淮河当作一个宽些的缓冲带，南北分界线的问

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

化明显，也导致了一些等值线的偏移。解放之初

做气象统计时，1月0℃等温线确实基本与秦岭淮

河重合，现在气候变暖，1月0℃等温线已经明显

向北偏移。也许，若干年后，“南北”的分野会

移到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位置。

秦岭淮河凭什么是南北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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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美南電視1515..本周六本周六77月月1010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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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梅子一個人獨支全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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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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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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羅復文處長真心推薦美南夜明珠—阿肯色州羅復文處長真心推薦美南夜明珠—阿肯色州

醫學專家預言醫學專家預言77月底月底DeltaDelta變異株將在美國大爆發變異株將在美國大爆發
沒有打疫苗者處於高風險沒有打疫苗者處於高風險11//55美國病例是美國病例是DeltaDelta變種變種

防疫不妨藝僑委會邀你K歌領獎金
（本報訊）僑委會為鼓勵全球僑校學生藉由傳唱華語、閩南語及

客語等歌曲，強化華語文學習動機、認識及體驗臺灣流行音樂文化，
特別舉辦 「全球僑校學生暨僑生華語歌唱大賽」，透過手機APP系統
就可參加初賽及地區複賽，不受疫情影響。競賽全程採線上方式辦理
，總決賽將以參賽影片評審，並進行網路直播，向全球觀眾展現才華
。僑委會歡迎喜歡唱歌的同學一起來學華語、唱好歌。

僑委會歡迎美南地區年滿12歲至24歲青(少)年學生報名參加，請
向所就讀中文學校申請參賽識別碼，上網註冊報名並下載App 「美華
卡拉吧」後登入，演唱歌曲上傳即可進行評分。海外線上初賽，即日
起至8月4日，本階段將由比賽系統標準評分，入圍名單由僑委會於8
月7日前在活動網頁公布。

總決賽第一名可獲得3,600美元，除了華語獎前三名及三名優選之
外，特別增設 「最佳閩南語歌曲表演」獎及 「最佳客語歌曲表演」獎
，鼓勵同學演唱閩南語及客語歌曲，認識臺灣優美的本土語言。詳細
參賽辦法及規則說明請登入活動官網（https://www.singhuayu.tw）查
詢，也歡迎電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電話:713-789-4995#106李
小姐)。

比賽流程教學影片及APP下載：https://www.singhuayu.tw/process

（本報訊 ）為推廣雙邊觀光及旅遊交流，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近期推出一系列專題報導介紹轄區五州特色，首篇系列報導即
大幅介紹阿肯色州的溫泉市(Hot Springs)。羅復文處長表示，阿州內斂
之美像夜明珠一樣，曖曖內含光；觀光資源豐富的阿州除了地底源源
不絕的溫泉以外，還蘊藏了鑽石、水晶等美石，鑽石坑州立公園
（Crater of Diamonds State Park)是全世界少數對大眾開放的鑽石產地；
阿州艾達山鎮(The town of Mount Ida)更享有世界石英水晶之都(the
Quartz Crystal Capital of the World)的盛名，水晶質地與巴西齊名，全
球第一!

台灣人耳熟能詳的溫泉具有暖身舒心的療癒功能，而水晶自古則
具有啟發身心靈的神祕能量，這個暑假就攜家帶眷來趟療癒之旅，探
索自然恬靜之鄉－阿肯色州!

自然恬靜之鄉－阿肯色州
（Natural State - Arkansas)
馮啟豐（Toyo Feng)
旅居美國近30年，也已走遍全美50個州，每個州都蘊藏著其特

殊的歷史背景及文化成長。今天就來特別介紹一下每次開車到北部出
差都會經過停留過夜的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的故鄉－阿肯色州
。

阿肯色州位于美國南部，其首府是小岩石城（Little Rock)，其面
積在50個州內排名第29位，位在密西西比河中下游西側，北接密蘇
里州，南接路易斯安那州，西連奧克拉荷馬州及德克薩斯州，東鄰田
納西州及密西西比州。州

內的多條河流均由西北流向東南，最後滙入密西西比河。阿肯色州地
屬溫帶氣候，四季分明，夏季長而冬季短，自然環境優美寧靜，又被
稱為美國的自然之州。境內有6個國家公園及52個州立公園，非常適
合規劃至少一週深度旅遊的自然休閒勝地。

阿肯色州是美國少數出產鑽石的州之一，其州石正是鑽石，而著
名鑽石坑州立公園（Crater of Diamonds State Park)則是開放於1972年
，曾開採挖出過北美最大顆的鑽石。遊客只需購買一張價格普通的門
票即可入場，開啟挖掘之旅。可惜多年前我們全家曾到此公園躍躍欲
試，準備大挖一場，卻沒任何好手氣發生！園內還另設有水上世界，
給遊客同時帶來尋寶兼戲水的雙重樂趣！

阿肯色州除了是自然之州外，還是偉人之州，鍾靈毓秀的這塊淨
土誕生出許多人才：前美國總统－比爾•柯林頓；美國著名軍事家、
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美國靈魂音樂史上最偉大人物
之一的艾爾•格林；美國著名鄉村音樂創作歌手－強尼•凱許；美國
歷史上第一位獲得美國雜誌終身成就獎的出版界女強人—海倫•格莉
•布朗等；另外，全世界最大實體零售業主－沃爾瑪超市，其創辦人
就是在此發跡，總部就設在小岩石城。

最後讓我強力推薦阿肯色州十個主要著名景點給有興趣的遊客規
劃參考：（一）水晶橋美國藝術博物館、（二）歐扎克山脈、（三）
溫泉國家公園、（四）前總統－柯林頓紀念博物館、（五）鑽石坑州
立公園、（六）韋格納水晶礦場、（七）布蘭查德溫泉鐘乳石洞公園
、（八）阿肯色州政府大廈、（九）Garvan Woodland 花園、（十）
野牛國家河。並祝福大家到阿肯色州拜訪時都能收穫滿滿、不虛此行
！

阿肯色州溫泉國家公園阿肯色州溫泉國家公園--柯林頓總統故鄉柯林頓總統故鄉

阿肯色州鑽石坑州立公園阿肯色州鑽石坑州立公園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美國已有超過 1.56 億人接種了疫
苗，但一些社區和醫生仍在敦促恢復戴口罩。醫學專家就
Delta 變體的傳播發出警告，並建議即使接種了疫苗，也要在
室內戴口罩。 洛杉磯縣公共衛生部宣布，在病例增加後，
“強烈建議”每個人在室內戴口罩。 美國科學家聯盟高級研
究員預警Delta將在7月底大爆發前。美國總統拜登上周四更
是警告說，仍未接種疫苗的美國民眾尤其處於危險之中，
Delta變種病毒將導致更多美國人民死亡。拜登說: 「如果你打
過疫苗，你就是安全的，如果你根本沒有接種疫苗，你仍然
有患重症或死亡的風險，這就是事實。」

儘管美國兩劑新冠疫苗的完整施打率接近5成，但疾病
防控中心（CDC）指出，Delta（印度變種病毒）正在美國迅
速傳播，佔6月新確診病例的2成，5月22日當周此種比例僅
為2.8％。CDC主任瓦倫斯基 表示，幾周前，Delta病毒占新
病例的比重只有3％，如今猛升至20％，在疫苗接種率偏低
的地區更容易傳播Delta 變種。

Delta病毒比原始病毒更早變得更具傳染力，患者從感染

病毒後第3天開始，就具有傳染力，以前為第5天。因為短暫
接觸Delta帶原者，就可能被感染，大家更是需要戴口罩、改
善通風和消毒居住環境。WHO上周五也敦促已接種疫苗的
民眾繼續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原因是Delta變體在世界迅
速傳播。專家說，美國緊急授權使用的疫苗在很大程度上仍
能有效對抗Delta變體，新的染疫死亡病例幾乎都是沒有打疫
苗的民眾。

根據 CDC 的追蹤，截至 6 月 19 日的兩週內，Delta目前
在美國中部和西部地區新病例的比重最高。在蒙大拿、懷俄
明、科羅拉多、內布拉斯加及周邊地區，Delta 現已佔47% 以
上。在加州，這一比例超過 28%，在德州，這一比例超過
25%。到目前為止，東部各州Delta病例的占比最低。

政府官員認為，消滅 Delta 的最佳方法是堅持讓盡可能
多的美國人接種疫苗，而不是將時間和資源花在其他效果較
差的緩解措施上。雖然美國在疫苗接種方面領先於大多數國
家，但只有總人口的一半得到了充分保護，這可能為Delta造
成嚴重疫情留下足夠的空間, 尤其是在疫苗接種率低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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