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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an Francisco encourages residents 
to get vaccinated to combat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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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July 16 
(Xinhua) -- U.S. San Francisco 
officials encouraged residents 
to get vaccinated as the Delta 
variant of COVID-19 is now the 
dominant str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lifornia.

According to an announcement 
released by the city mayor Lon-
don Breed on Thursday, over the 
last three weeks, all Bay Area 
counties have seen at least a dou-
bling of new COVID-19 cases, 
causing concern that unvaccinat-
ed people are more at risk than 
ever.

The Delta variant spreads more 
easily than the original virus and 
poses new risks to communities 
in San Francisco, the announce-
ment said.

“Vaccinating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as soon as possible, is our 
best defense against COVID-19, the 
delta variant, and the harm it can do 
to our communities,” said Breed. 
“In particular, the Black communi-
ty has the lowest vaccination rate 
compared to the citywide rate.”

San Francisco’s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resulted 
in low case rates and hospitaliza-
tions, and relatively high vaccina-
tion rates, with 83 percent of the 
eligible population with at least one 
dose and 76 percent of the eligible 
population fully vaccinated as of 
July 13.

Over the week ending July 7, for 
which there is full data, the city’s 
average daily new cases have 
increased four-fold to 42 new cases 
per day from a low of 9.9 cases per 
day on June 19. Forward-looking 
data through July 12 indicates that 
new cases will increase to at least 
73 cases per day, a seven-fold in-
crease since June 19

New Zealand farmers 
hold protests against 
heavier farming cost

AUCKLAND, New Zealand, July 16 (Xinhua) 
-- Tractors and farmers descended on the streets of 
Auckland city center as they took part in a protes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n Friday.

The Howl of a Protest event witnessed thousands 
of farm vehicles including trucks, tractors, utes, and 
even dogs, rumbling through cities in the protest 
against what farmers said is increasing interfer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unworkable regulations and 
unjustified costs.

In May,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announced 
its new rebate scheme, which will make lower-car-
bon-emitting cars more affordable for Kiwis and will 
see a fee placed on higher-emission vehicles, includ-
ing utes, a very commonly used vehicle for farmers 
working and living in rural area of New Zealand. The 
other new regulations concerning farmers are fresh-
water regulations, winter grazing rules and indige-
nous biodiversity regulations.

Although these new rules are believed to have come 
up with good intention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
ity as well as lower carbon emission, farmers believe 
they are too far from pragmatic to be implemented, 
but simply adding extra economic burdens to the 
primary industry.

The primary sector is crucial to the Zealand econo-
my. In the past year, the primary industry led by dairy 
and red meat was still soaring despite the COVID-19 
pandemic. During the protests, farmers were seen 
holding banners saying No farmers No food to New 
Zealanders. A decade record inflation of 3.3-percent 
increase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year wa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n the same day.

The protests reportedly took place in 55 cities and 
towns of New Zealand on the day.

Tractors and farmers take part in the Howl of a Protest event in Auckland, New 
Zealand, July 16, 2021. Tractors and farmers descended on the streets of Auck-
land city center as they took part in a protes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n Friday. 
The Howl of a Protest event witnessed thousands of farm vehicles including 
trucks, tractors, utes, and even dogs, rumbling through cities in the protest 
against what farmers said is increasing interfer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un-
workable regulations and unjustified costs. (Photo by Zhao Gang/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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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e boat sits perched on a mound near Hensley Lake as soaring tempera-
tures and drought continue to affect livestock and water supplies in Madera, 
California.  REUTERS/David Swanson

A worker rests while preparing a grave at a burial area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corona-
virus victims as the case surges, in Bekasi, on the outskirts of Jakarta, Indonesia. REUTERS/
Willy Kurniawan

People on vehicles, holding Taliban flags, gather near the Friendship Gate crossing point in the 
Pakistan-Afghanistan border town of Chaman, Pakistan. REUTERS/Abdul Khaliq Achakzai

Demonstrators take part in a 
protest in support of the Cuban 
government outside the Cuban 
Embassy,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REUTERS/Matias 
Baglietto

A man rides on a motor-
bike past a burning tyre, 
during a demonstration 
by relatives of some of 
the victims of last year’s 
Beirut port blast, near the 
Justice Palace in Beirut, 
Lebanon. REUTERS/Mo-
hamed Azakir

A boy plays on a flooded street 
after heavy rains in New Delhi, 
India. REUTERS/Adnan Ab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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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Because the hate
crime attacks have
continued, the anxiety
still grips many cities’
Asian communities.
Violent crimes against
Asians continue to rise
in New York City. It has
increased by 400
percent from 21% to
105% last year.

When the city opened
back up for business, a
lot of senior citizens
were hesitant to travel
too far from their
apartments. Many of

the victims of
harassment and hate
crimes no longer report
incidents to the police
because they believe
nothing meaningful will
be done in many cases.

Local police admit that
it can be difficult to
prosecute cases as
hate crime unless they
have solid proof in any
given case. In many
cities, Chinatown
groups of volunteers
now patrol the streets
hoping to deter

potential attacks.

We strongly urge all
the Asian communities
to unite and fight
together in this battle.
We need to organize
as a community and
unite to make sure all
our people are aware

of each local situa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already appropriated
the funds to help local
law enforcement to
fight the crime. We
need for them to work
with us to team up and

report the crime.

Even though the nation
is officially opened up,
nothing has changed in
the Asian communities.
We are still fighting
another battle.

0707//1616//20212021

We DonWe Don’’t Have A Vaccinet Have A Vaccine
To Cure Hate CrimeTo Cure Hate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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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ndia’s dramatic surge in COVID-19 
cases continuing to devastate the country, 
wary epidemiologists are trying to forecast 
where the novel coronavirus will strike 
next.
Some experts are casting a wary glance 
toward another vast, developing country 
that—like India—suffers huge health dis-
parities and uneven access to vaccines: Ni-
geria.
With 200 million people, it’s the most popu-
lous country in West Africa and the seventh 
most populous country in the world.
“Nigeria is actually quite vulnerable,” Ngo-
zi Erondui,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hatham House Center for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ld The 
Daily Beast. “It has a lot of similarities to 
India.”
The world isn’t powerless to stop COVID 
from devastating Nigeria the way it’s doing 
Indi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vac-
cines across borders could build a firewall 
against a surge in cases in Nigeria, as well 
as in other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that would require the world’s richer 
countries to share lifesaving resources with 

their poorer neighbors. And if India’s 
tragic example proved anything, it’s that 
the world’s vaccine “haves” are in no 
hurry to help out the “have-nots” on dis-
tant continents.
That said, “African” is not synonymous 
with “poor.” The continent is huge and 
diverse. Its 54 countries with their 1.2 
billion people run the gamut from big 
to small, rich to poor, powerful to weak, 
democratic to authoritarian.

Likewise, the African countries’ pan-
demic experiences have varied. South 
Africa—one of the richer countries on 
the continent—got hit hard last summer, 
and then again in January. Officials there 

have logged more than 54,000 deaths.
That’s 93 fatalities per 100,000 people, 
a rate that’s much lower than the 175 
deaths per 100,000 population the U.S. 
has registered, but much high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of 38 fatalities per 
100,000 people.
Many of the less industrialized African 
countries have, so far, managed to avoid 
the catastrophic surges in infections that 
have driven up death tolls in richer coun-
tries. A total of 580,000 Americans have 
died of COVID; only 1,600 Nigerians 
have died.
But that doesn’t mean COVID isn’t com-
ing for Nigeria and other African coun-
tries—it might just mean it hasn’t gotten 
there yet. “I see raging COVID-19 fires 
breaking out across the world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Lawrence 
Gostin, a Georgetown University global 
health expert, told The Daily Beast. “And 
I am most concerned about Africa.”

“I see the crisis in India as a leading indi-
cator of what is to come in other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Gostin added.
Bear in mind, India—despite its teeming 
cities, limited public health measures 
and patchwork health care—was rela-
tively lucky until recently. The country 
of 1.37 billion counted just 160,000 fatal 
cases through March, for a rate of 11 per 
100,000.
Then in April, a new and more trans-
missible variant of the SARS-CoV-2 vi-
rus, known to geneticists as “B.1.617,”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driving cases 
and deaths through the roof. In a span 
of just a couple of weeks, India added 
nearly 50,000 deaths. The fatality rate 
jumped to 15 per 100,000.

The Frustrating Reason We’re Flying Blind 
on New COVID Variants
India’s COVID surge is ongoing as of this 
writing, but the trends are encouraging. The 
daily rates of new cases and deaths are flat-
tening. While every indication is that tens of 
thousands more Indians will die before the 
surge ends, at least the pandemic isn’t still 
getting worse there.

But the novel coronavirus is an opportun-
ist. It looks for densely packed, unprotected 
populations. Spreading via aerosols from 
one person to the next, it sets up a proverbi-
al laboratory in each body it infects. Every 
individual SARS-CoV-2 infection mutates 
every two weeks for as long as it’s active, 
looking for evolutionary pathways that 
might produce a new increasingly transmis-
sible variant.
New variants help the virus spread even 
faster in a self-reinforcing cycle that ends 

only when strong social-distancing man-
dates, vaccinations, the antibodies of sur-
vivors—or, more likely, a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cut off its transmission path-
ways. The harder it is to socially-distance, 
and the lower the vaccine uptake, the lon-
ger the pathogen has to run amok.
It’s no accident SARS-CoV-2 thrived in 
India this month. Popular religious festi-
vals drew huge, maskless crowds. Mean-
while, India’s vaccination effort has been 
abysmal. The country has fully vaccinated 
just 3 percent of its population, compared 
to more than 30 per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lobal average for full vacci-
nation is slightly more than 3 percent.
Nigeria, with its teeming cities, deep 
poverty and ramshackle health system 
is, from an epidemiological standpoint, 
a lot like India—except worse, in some 
aspects. Where India at least has some 
domestic vaccine-manufacturers, Nigeria 
has none. It must import all of its doses.
That helps to explain why the country has 
partially vaccinated just 1 percent of its 
population—and fully vaccinated almost 
no one. The government in Lagos expects 
to receive 84 million vaccine doses from 
AstraZeneca and Johnson & Johnson in 
coming weeks.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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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Big COVID
Disaster Could B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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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at’s enough to fully vacci-
nate just one out of five Nigeri-
ans. Vaccinating three-quarters of 
the population—the proportion 
experts say could result in “herd 
immunity” that blocks most transmission 
pathways—could take until 2022.
To help Nigeria and other unprotected 
countries, the world’s rich countries should 
stop hoarding excess doses. More jabs 
isn’t a panacea, of course—even a country 
with plenty of vaccines can have trouble 
administering it. 

But while logistics, as well as hesitancy 
among wary citizens, could slow inocu-
lations, a shortage of doses definitely will 
slow it.
“The only way to know for sure how well 
Nigeria will administer vaccines is to ship 
it. Once they have a larger supply of doses, 
then we can see how things like distri-
bution and hesitancy are impacting their 
vaccination campaign,” Shaun Truelove,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old 
The Daily Beast.
Global supply isn’t the biggest problem. 
The U.S. alone, a country with multiple 
competing vaccine-producers, is sitting on 
a stockpile of more than 60 million unused 
doses even as more vials arrive from 
factories and the vaccine-uptake rate ticks 
downward, especially among Republicans.
It wasn’t until weeks into India’s ongoing 
COVID surg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Joe Biden promised to ship some 
of its extra vaccines to the country. The 
spare jabs, from AstraZeneca, aren’t even 
authorized for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mericans, those doses aren’t just sur-

plus—they’re useless.

What’s particularly egregious about 
the delay in releasing surplus vaccines 
is that health officials anticipated this 
problem a year ago. Last spring, the 
U.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long with several international pub-
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orked together 
to set up the 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 initiative, or COVAX.
The idea was for rich countries to pay 
for vaccines for poor countries. CO-
VAX’s goal was to deliver 100 million 
doses by March. It actually delivered 
fewer than 40 million. “This has set 
Nigeria and many countries up to fail,” 
Erondu said.
The United States is part of the proble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fused to 
sign on to COVAX, a move that reflect-
ed its narrow “America-first” philos-
ophy. The Trump White House either 
didn’t understand—or didn’t care—that 
vaccinating poor countries helps protect 
rich countries, too. Viruses don’t respect 
borders, after all.
The Biden White House reversed the 
decision back in February. The admin-
istration pledged $4 billion in cash, 
making the U.S. COVAX’s biggest 
financial donor, albeit belatedly. In a 
parallel move, Biden signalled support 
for a controversial proposal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suspend 
patent protections for COVID vaccines, 
in theory allowing any manufacturer in 
any country to produce doses.

But experts are divided on whether 
suspending patents would result in more 
doses reaching the countries that need 
it. Meanwhile, many richer countries 
have been late to fulfill their COVAX 
pledges, piling delay on delay as the 
novel coronavirus targets one unprotect-
ed population after another.
To help Nigeria and other unprotected 
countries, the world’s rich countries 
should stop hoarding excess doses. 
More jabs isn’t a panacea, of course—
even a country with plenty of vaccines 
can have trouble administering it. But 
while logistics, as well as hesitancy 
among wary citizens, could slow inoc-
ulations, a shortage of doses definitely 
will slow it.
“The only way to know for sure how 
well Nigeria will administer vaccines 
is to ship it. Once they have a larger 
supply of doses, then we can see how 
things like distribution and hesitancy are 
impacting their vaccination campaign,” 
Shaun Truelove,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old The Daily Beast.
Global supply isn’t the biggest problem. 
The U.S. alone, a country with multiple 
competing vaccine-producers, is sitting 
on a stockpile of more than 60 million 
unused doses even as more vials arrive 
from factories and the vaccine-uptake 
rate ticks downward, especially among 
Republicans.

It wasn’t until weeks into India’s ongo-

ing COVID surg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Joe Biden promised to ship some 
of its extra vaccines to the country. The 
spare jabs, from AstraZeneca, aren’t even 
authorized for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mericans, those doses aren’t just sur-
plus—they’re useless.
What’s particularly egregious about the 
delay in releasing surplus vaccines is that 
health officials anticipated this problem 
a year ago. Last spring, the U.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long with several 
internation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orked together to set up the 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 initiative, or 
COVAX.
The idea was for rich countries to pay for 
vaccines for poor countries. COVAX’s goal 
was to deliver 100 million doses by March. 
It actually delivered fewer than 40 million. 
“This has set Nigeria and many countries 
up to fail,” Erondu said.
The United States is part of the proble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fused to sign 
on to COVAX, a move that reflected its 
narrow “America-first” philosophy. The 
Trump White House either didn’t under-
stand—or didn’t care—that vaccinating 
poor countries helps protect rich countries, 
too. 
Viruses don’t respect borders, after all.

The Biden White House reversed the 
decision back in February. The adminis-
tration pledged $4 billion in cash, mak-
ing the U.S. COVAX’s biggest financial 
donor, albeit belatedly. In a parallel move, 
Biden signalled support for a controversial 
proposal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suspend patent protections for COVID 

vaccines, in theory allowing any 
manufacturer in any country to 
produce doses.
But experts are divided on wheth-
er suspending patents would result 

in more doses reaching the countries 
that need it. Meanwhile, many richer 
countries have been late to fulfill their 
COVAX pledges, piling delay on delay as 
the novel coronavirus targets one unpro-
tected population after another.

Nigeria is ripe for infection. But the West 
African country doesn’t have to suffer the 
same fate as India. Vaccines are available. 
Mechanisms exist to get it to countries 
that need it most. What’s lacking is a 
sense of urgency in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more than enough, and don’t seem 
to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sharing it. 
(Courtesy https://new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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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一时黯淡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并不是那些

崇仰美国的外国知识分子宣扬的那么充斥着

个人主义。美国的传统价值很看重家庭、社

区、城市，甚过国家忠诚。追溯20世纪以前

的200多年（含殖民地时期），美国人在生

活上还保持着高度俭朴，以至于修理技术成

为彼时美国女性挑选配偶最看重的能力。

20世纪开启的消费主义潮流，驱动消费

者购买更多的产品。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阿

尔弗雷德· 斯隆不同于死对头亨利· 福特，后

者关注汽车零件的功能以及汽车整体的驾乘

体验，而前者则关注的只是如何卖出更多的

汽车。所以通用汽车发明了一项贻害无穷的

金融服务，通过内部银行提供便宜的消费者

信贷；并且，频繁地更新车型，哪怕只是外

观颜色和内饰的微调。

这种情况下，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个

人汽车已经从福特时代的驾乘工具，变成社

会地位的象征，而且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随

着美国电影的行销全球传递到了其他国家和

地区，比如民国时期的中国。旧上海的电影

作品中，以及而今出品的民国题材影视剧，

其实都在强化个人汽车代表着军阀、资本家

等都市体面人群才拥有个人小汽车的观念。

很多年后，苹果公司以及其他智能手机

厂商，也开始用类似于通用汽车的方式来频

繁迭代更新产品。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说到底

还在沿用亨利· 福特的产品主义，所以就狼狈

地从竞争中出局。

《冲动的美国：被撕裂的社会和被放纵

的民众》书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私人小

汽车的大量行销，扩张了消费者权力，但这

时的交规还不健全（都市中的红绿灯配置很

少、还没有安全带规定，等等），所以汽车

造成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很高，美国每天、每

英里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是现在的17倍。这

就是消费主义潮流启动后，企业利益驱动、

消费者权力扩张带来的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

占，以至于让全社会来共同分担更加严重的

代价的一个初期显现。

罗斯福新政出人意料的暂时遏制了消费

主义潮流的猖獗。罗斯福强化了美国政府的

监管，积极推动完善美国的各项法律，并加

大对美国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种潮

流一直延伸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更多的监

管，更严密的法律，更完好的基础设施，更

加有效的政府行为，再加上超级大国在国际

政治、贸易、军事等领域的霸权，这才是美

国经济在20世纪后期迎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

因，根本不是一些经济学领域的“市场原教

旨主义者”所宣扬的企业家精神、贪婪精神

创造了一切。

自由放任政策究竟更有利于谁？

但重寻个人、重寻自由的冲动，还在继

续集聚。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民权运动

。这一政治和社会运动旨在解放有色族裔以

及女性，却意外地将更多的个人主义思想捧

上了天。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

所谓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给予公司和个人

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让市场主体可以在尽

可能类似于丛林的环境中发展——这种所谓

的经济自由，更加有利于强大的资本，还是

相对而言更加弱小、缺乏协作的个人，答案

是不言而喻的。

仍然有经济学家说，个人才是上述变化

最大的受益者，这是反事实思维吗？20世纪

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高度放纵确实给很

多个人，包括美国社会中的很多中下阶层的

个人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股市、房市的一飞

冲天，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积蓄的科技革

命成果，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释

放，极大的提升了生产力，这让股票资本主

义一度成为了稳赚不赔的代名词。而以极低

甚至为零的首付购置大量房产，然后反复倒

卖，赚取差价，这在2007年以前的十多年里

，确实也帮助了很多美国人过上了好日子。

然而，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

的制造业对外转移，大量减少了相应的国内

岗位，这直接导致曾经有能力与大公司“扳

手腕”的工会式微，而剩余的服务业岗位，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自然会抑制薪酬随着

经济的发展而上浮。《冲动的美国：被撕裂

的社会和被放纵的民众》书中指出，美国的

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普遍丢掉了曾经因

为新政而得以一时强化的福利至上，而仅仅

关注股价、股东利益。

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民众不积极反对

上述转变？书中解析指出，20世纪晚期，个

人主义已经相对彻底的毒化了美国社会文化

。“毫无掩饰的物质主义充斥着社会的每一

个角落”，所以，美国，以及以美国为榜样

、典范、方向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晚期

和21世纪初都发生了急速扭曲，人们不再关

心如何诚实、勤奋努力来过上好日子，而是

希冀于以股票、炒房、选秀成名等点金术方

式来变成赢家。

经济学界曾长期压制行为经济学，反对

后者致力于研究人类在决策和行为中的盲区

。事实上，行为经济学在学界和公众舆论领

域抬起头做人，也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重

创了主流经济学声誉之后。行为经济学成功

揭示出人类决策（无论个人、集体还是组织

）存在的短视，剖析了认知缺陷所在。

《冲动的美国：被撕裂的社会和被放纵

的民众》书中指出，到了20世纪后期以后，

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商家和广告企业对于

个人消费欲望的诱引和撩拨，已经到了无所

不用其极的地步。比如许多SUV车型的外观

，已经在有意效仿自然界食物链上的高端角

色（猛兽），意在激发部分消费者的掌控欲

、侵略欲，这恰恰也成为了这些SUV车辆的

最大卖点。

总体来说，资本、商家、广告商、媒体

的合谋，促成了美国民众对于公民概念（包

括公民权利与义务）变得更加淡漠，而强化

了消费者主权的概念，营造了更加强烈的消

费冲动，促成负债消费、超前消费、冲动消

费，并漠视这种行为的整体恶果所在。

事实上，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在20世纪

中期就曾经指出，现代的自由社会解放了个

人，让人们得以摆脱让人压抑的传统社会结

构，却也解除了人们可能得到情感支持的家

庭、教堂、社区、邻里、志愿者机构与个人

之间的密切联系，导致个人的原子化。

驯服对金融灾难的恐惧

罗斯福新政以及之后的30年里，美国民

众基于大萧条带来的恐惧记忆，所以支持对

金融进行严格监管。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随着最后一个支持大政府也同时曾经拥有

高民意支持率的总统尼克松在丑闻中倒台，

美国两党都转向了偏向于自由放任的政策端

（相比之下，程度有所不同，但哪怕是标榜

社会福利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对于自由放

任的支持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共和党总统尼克

松和艾森豪威尔）。

而且这种转向还伴有心理安慰，那就是

20世纪70年代之后，计算机（以及之后的互

联网）被更多的应用于金融等领域，这曾被

广泛解读为可以驯服金融风险。

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从

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1世纪的头8年，每

个阶段的金融市场的鲁莽冒险程度都在不断

刷新记录，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来促成监管被

逐渐废弛甚至直接取消（克林顿夫妇曾经一

手促成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营的《格拉

斯· 斯蒂格尔》法案取消，这也可以解释在与

特朗普的2016年选战中，华尔街资本尽数站

队希拉里）。由此促成的股市、房市繁荣，

甚至可以让无业者轻松以零首付方式，很快

坐拥多套房产，还能不断倒卖、反复抵押，

通过丰厚的差价收入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

这样的炒房赚钱，看上去是金融创富、

房产创富。对此，本该保持审慎的美联储也

并不认为存在什么值得担忧的风险。再然后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引发整个系统的金

融危机。而危机爆发却没能驱动曾经在投机

中赚得盆满钵满的美国民众反思——这种心

理不难理解。就拿国内某些地区而言，从曾

经的房价飙升，再到“房住不炒”导致的房

价上涨停滞，被“套牢”的某些人并不会反

思自己的贪婪和短视，而是致力于将不满外

部化。

书中指出，“过度膨胀的金融板块带来

的最大风险不是对资源和人才的错误配置

（导致相当长时间内，美国许多基础研究领

域和产业无法吸引顶尖人才，后者都流向了

容易致富的华尔街和硅谷），也不是过高的

波动率，而是对整体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的

影响”，让追逐财富快速增长的思维成为了

社会主流思维。

走向冲动

接下来，在金融危机利益受损严重的美

国人，深度拥抱了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

体，从而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内在生活，寻

求与自己情绪和关注一致的群体，这就使得

自我为中心的愤懑在群体极化中继续发酵。

他们不会去反思究竟是谁导致了这一切，也

不会进行认真的自我反思，某种意义上，美

国以及美国式的国度，社会文化已经磨灭了

人们进行深层次自我反思的能力。

因此，2016年，以及2020年的两个大选

年，美国民众展现出让全世界哗然同时也很

陌生的愤怒、暴躁甚至疯狂和暴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样一种疯狂的

社会氛围中，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尤其是特

朗普的支持者，疯狂吐槽Facebook为代表的

社交媒体。书中指出，数字交流的特点就是

传递情绪，而不是构筑思想，更不可能做到

思想的成熟。

消费主义潮流和金融冒险塑造了高度关

注个人感受、迫切追求短期利益和欲望体验

的个人，这些个人深度拥抱自恋文化，热爱

真人秀节目，迷恋自拍以及“更加尴尬、凶

暴、利己主义的表演”，只要能出名和赚钱

，就没有什么底线是不能放弃和放低的。

至于2021年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

的暴力行径，虽然全世界都公认那是对民主

的可耻践踏，但在消费主义和金融冒险塑造

的一代美国人看来，其实跟电视、社交媒体

上呈现的其他真人秀并没有区别。

被
﹁
宠
溺
﹂
和
放
纵
的
美
国
人
，
是
怎
样
走
到
这
一
步
的
？

2021年1月6日，也就是唐纳德· 特朗普总统任期倒计时将到尽头的一个日子，美国国会大楼遭到暴力示威者冲击。美国诞生以来，首次上演类似

于某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权力移交过程中的拳脚相加、暴力破坏、肆意践踏。

这些景象在出现在台湾、香港时，曾被美国政客恭维为“美丽的风景线”，国内外一些学者、评论者也不无阴阳地认为民主实践需要增加对类似

景象的容忍。但这些景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上演，终于让评论声音回到了正常语调，那就是界定上述行为就是对民主不可饶恕的损害和侵犯。

美国知名记者保罗· 罗伯茨最早出版于2014年的《冲动的美国：被撕裂的社会和被放纵的民众》一书，最近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到我国国内出版

。这本书预言了美国政治走到特朗普任期内各种乱象滋生，乃至民粹暴力对民主和法治的践踏。

那么，美国、美国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CC55影視世界
星期六       2021年7月17日       Saturday, July 17, 2021

戛納歸來，Cinema is back！

對很多影迷們來說，戛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沒有真正去到過戛納，或許很難體會到這樣一處

“聖地”對觀眾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麽。

由於嚴格的出入境管理政策、復雜的簽證申請

流程，以及前後長達一個月的隔離要求，今年選擇

前往戛納的國內媒體少之又少，有的改為邀請本就

身處國外的記者進行遠程報道，有的甚至幹脆放棄

了報道。這並不單單是國內的情況，據福茂透露，

今年申請媒體通行證件的人數只有往屆的35%。

盡管冒著風險，但國內的媒體人陀螺依然選擇

了前往戛納，這也是他第九次參加戛納電影節。

在他的音頻播客節目中，他提到了這次參加戛

納的感受，經歷了一個心態上的轉變。除了上面提

到的各種嚴格復雜的流程，還要包括提前接種疫苗

，頻繁的核酸檢測，一天六部電影的高強度看片，

以及回國後21天的隔離政策等等。

所以，盡管他說從很早就開始準備相關的材料

和手續，也很擔心自己的簽證被拒。然而當簽證下

來的那一刻，他又開始思考自己冒著巨大風險，付

出這麽多時間、金錢以及精力，還要頂著一系列的

工作壓力，這麽做的意義在哪裏。

但是，當他真正來到了戛納，或者說回到了這

樣一個心心念念的藝術聖殿後，所有的疑惑和焦慮

全都煙消雲散了，取而代之的只有難以言表的興奮

和激動情緒。用他的話說就是：“只想歡呼雀躍，

因為Cinema is back！（電影藝術重新回來了！）”

為了避免人員的聚集，今年的搶票和預約都挪

到了網上，而且以往媒體分級的形式仍然存在，只

不過從往年排隊先後進場的形式，變成了網上開票

的先後順序差別。當然了，像所有其他搶票系統一

樣，網站卡頓也是會發生的事情。所以，網上搶票

其實解放了以往排隊花去的體力成本，變成了需要

拼手速的時候。而且由於人太少，所以搶不到的情

況也比較少。

至於所有人最關心的防疫方面，戛納也在盡可

能朝著疫情下辦好實體電影節的方向而努力。比如

它給所有的媒體免費提供核酸檢測，出入電影宮必

須持48小時內陰性的檢測報告才可通行，而等待檢

測結果又要花掉6小時，所以基本上大家每隔一天

半就要去做一次核酸檢測。慶幸的是，檢測方式並

不是“捅鼻子”，而是“吐口水”。

的確，據了解，一方面，法國仍保持著每日幾

千的新增，但戴口罩這件事又沒法做到像國內這樣

強製性；另一方面，就算已經接種了疫苗，但目前

的疫苗並沒有能夠抵抗Delta病毒的。所以，看到在

戶外大家都很少戴口罩，多少還是令人有些緊張。

甚至，就在發稿前，本準備出席本屆電影節的法國

演員蕾雅· 賽杜，也被檢測出了新冠陽性，不得不

取消所有的行程。

整體看來，從電影藝術的角度而言，戛納的回

歸無疑已經做出了巨大的表率；而從經濟、旅遊等

其他角度來看，舉辦電影節的作用影響也是顯著的

，更別說它對於全球電影行業帶來的提振作用更是

令人驚喜的。所以，這也是為什麽就算冒著巨大的

風險，還是會有那麽多人會選擇去到戛納，回歸藝

術殿堂，擁抱電影。

很多人都會說，參加電影節就像是過上了另一

種平行軌道的生活，把自己從原有的生活軌跡中暫

時抽離出來，去過上一段只有電影的生活。來到戛

納無疑就是這種生活最完美的體現了。正如藍詹所

說：“當我決定去開始一段冒險的時候，我就不太

在乎風險了。不然，冒險的意義在哪裏呢？”

遠程參與，對未來懷抱信心

盡管有疫情，但戛納的回歸仍是一件大事，不

僅前方報道的媒體朋友們感到激動欣慰，國內這邊

不少策展人，以及買家和片商也在通過線上市場的

形式積極參與到這場全球範圍的電影盛會中。

在采訪過程中，很多人都提出了一個詞：“新

鮮”。戛納就是有這樣的魔力，無論是第一次參加

的業內“新手”，還是已經參加過很多次的行業

“老炮”，它總是能帶來非常新鮮的體驗和感受。

從選片的角度來看，戛納集中了全世界範圍內

最新最頂級也最具質量的一批影片。能夠入選戛納

，對於創作者來說不僅是一種榮譽，同時對於影片

本身的加持，以及影片在世界範圍內的發行流通也

有很大的幫助。就像國內的電影節，影迷和觀眾們

往往也都以“有多少戛納（三大）新片展映”作為

衡量這屆選片質量的重要標準之一。

選片很辛苦，也是個技術活，不僅變數大，需

要考慮到的因素也涉及方方面面。這位選片人說道

，盡管在選片的過程中並不會帶有很強的目的性，

但也會視具體情況來看影片和影展本身的調性是否

匹配。當然會盡可能多看片，也會特別留意關註度

比較高的影片，但熱門片也不一定都能拿到，從選

片到真正落實展映，這中間的影響因素也有很多。

而另一位已經連續第16年參加戛納市場活動的行業

“老炮”和影片專業買手，來自英福通娛樂（Infotain-

ment China）的創始人Cindy，也表達了她的感受。

在她看來，喜歡去戛納電影市場的主要原因有

兩點。第一點在於，戛納提供了全球範圍內的大量

優質新片，這對於從業者而言很有吸引力。第二點

則是，每年的戛納還會向市場買家提供海量的片單

，全都是新的項目，囊括各個類型和體量，這也給

從業者提供了一個市場的新動向和新走勢，對於買

家研究全球市場並作出決定是至關重要的。從這點

上來看，戛納承載的行業意義成為它令所有人心馳

神往的重要因素。

雖然今年沒法去到戛納前方體驗這種感受，稍微

有些遺憾。但是，戛納官方今年決定，首次在除了法

國以外的5個國家的城市組織同步放映，供因疫情無

法前往的買家、發行商、流媒體平臺和策展人參加。

這其中包括了中國北京，而展映的片單也包括了像

《安妮特》《聖母》《法蘭西》《彼得羅夫的流感》

等一批重要的主競賽影片。不出國門在家門口就能同

步看到很多最新影片，這不僅給國內大多數上述從業

者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帶來了意外的驚喜。

另外，今年戛納的熱度一般和整體的市場環境

也有很大關系。正如上述所言，疫情讓很多片子的

製作進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人與人、國與

國之間也變得更加封閉；再加上流媒體及平臺的侵

入，市場熱度不高，而且今年的年份也比較特殊，

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僅是外片的斷供，大多數的國

內片方其實也在謹慎觀望中。

在這種情況下，今年戛納能夠順利舉辦，不僅

是勇敢的，更是值得尊重的。可以說疫情讓世界變

得分裂，而電影卻始終將人們聚攏在一起，戛納作

為全球電影節當之無愧的領跑者，也在積極行使著

它在全球電影節版圖上的重要責任，努力推動電影

回歸日常，回到影院，回到以往大家開放擁抱、互

動交流的狀態，這的確令人感動。

的確，待疫情結束後，線上形式以其難以比擬的

便利性仍然會發揮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人們還是需

要回到影院，回到那個掌聲雷動、大咖雲集的藝術殿

堂，回到那個人與人面對面交流討論，盡情感受光影

魅力的狀態中，那種體感是隔著屏幕很難體會到的。

未來已來，電影正在回歸

截至目前，整個戛納電影節的日程已近半，

《安妮特》《聖母》等片都獲得了不錯的口碑，而

西恩· 潘的《國旗日》則獲得了比較爭議的評價。

接下來還有很多影片將要亮相，包括日本導演濱口

龍介的《駕駛我的車》，韋斯· 安德森全明星陣容

的《法蘭西特派》，阿彼察邦的《記憶》，以及入

圍導演雙周單元的華語片《永安鎮故事集》等等，

值得大家的關註。

總而言之，伴隨著風險壓力，以及對電影藝術

的不懈追尋，這都將是被載入史冊的一屆戛納電影

節，更是一次令人尊重和感動的電影人大團結盛會

。它的回歸對於全球的電影行業來說都是利好消息

，不僅進一步說明了電影的回歸，也給所有從業者

們註入了新的動力。

在戛納結束後，下半年仍然有很多重要的電影

節展亟待回歸，而大家也在期待，在接下來國內的

各大電影節上，能夠看到這些戛納最新影片的身影

。無論如何，疫情總會過去，未來也正在路上，相

信昔日那個熱鬧繁榮，所有人摘下口罩，熱情開放

擁抱彼此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2021戛納電影節不熱，但讓人感到溫暖

大海，藍天，紅毯，還有
電影。在去年停辦了一年之後
，今年的戛納終於在疫情下回
歸。

7月6日，本屆戛納電影
節正式開幕，影迷們心心念念
期待多年的“神片”《安妮特
》作為本屆電影節的開幕片，
一開始就將電影節推向了一個
小高潮。而今年的戛納電影節
也將從本月的6號，一直持續
到17號。這是屬於電影藝術
的12天，也是令所有影迷心
馳神往的12天。

眾所周知，由於疫情的原
因，去年戛納電影節的線下展
映及競賽活動完全取消。可以
說去年整整一年，全球的電影
行業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停擺
，全世界都籠罩在一種巨大的
恐慌情緒中。甚至從去年底到
今年初，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疫
情的反彈，都一度讓人懷疑今
年的戛納還能否順利舉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今
年戛納的順利舉辦給電影行業
以及全球的從業者和影迷帶來
了巨大的好消息，但坦白來說
，疫情的影響仍然不容小視。
截至本周，法國仍保持著每日
超過三四千人的新增感染病例
，尤其是變異的Delta病毒，
已經影響了全球104個國家，
包括所有的歐洲國家。所以像
戛納這種大型活動的舉辦，仍
是冒著極大風險的。

同時，本屆戛納電影節的
熱度相比以往，也有了不一樣
的變化。雖然今年的戛納從以
往的五月份挪到七月舉辦，氣
溫是升高了不少，但在互聯網
上的熱度，似乎又並不算高。

一方面，疫情的影響仍在
延續，中國的出入境仍未完全
開放，這導致了今年前往戛納
的國內明星、劇組、媒體、片
方，以及買家數量的銳減。另
一方面，今年本身入圍的華語
片數量也比較少，無論體量還
是聲勢上來看都不大。因此至
少在簡中互聯網上，有關今年
戛納的報道，也不如以往的多
。

但，這畢竟是戛納，是全
世界最高最神聖的藝術殿堂，
是電影從商品回歸到藝術屬性
和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舞臺和
陣地，它仍然是難以取代的，
更是不容錯過的。

在這種情況下，筆者采訪
了多位不同的從業人員，包括
切身實地去到戛納參加電影節
的媒體朋友，以及在國內遠程
參加線上市場和內部展映的國
內買家和策展人，策劃了這次
“疫情下的戛納”的選題，試
圖通過不同人的視角和感受，
來呈現一屆特殊的“戛納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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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奧運期間
將在港、九、新界多處舉行一系列名為“香
港隊加油”GO Hong Kong Team的活動，
供市民免費參加，讓大眾全情投入這4年一度
的盛事，並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主辦機構15日舉行記招公布詳情，出席
嘉賓包括香港奧林匹克之友主席霍啟剛，香
港社區基金代表邱文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署理行政總裁及首席機構事務總監鄺配嫻女
士，及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總經理（市場策
劃及傳訊）夏麗姬。眾人並以“轉骰子”形
式為活動揭開序幕。

霍啟剛表示，香港運動員在疫情下最終
獲得超過40張入場券，成績令人鼓舞。今次
舉辦的“香港隊加油”GO HK Team活動，
將會同時間與東奧進行一系列精彩活動，供市
民參與：“我們希望市民除了在電視觀賞香港

運動員的表現和成就，亦可親身體驗運動，為
香港運動員打氣及動起來。”除了在奧運期間
支持香港運動員及參與活動外，更可藉此將運
動帶入社區，因此除了直播開幕禮外，亦會在
奧運期間舉辦攀石，霹靂舞（Breaking）等新
興奧運項目，讓市民了解及參與，更希望每位
市民找到心儀的體育項目。

▲奧斯卡在4月的亞錦
賽獲得奧運參賽資格。

郭正謙 攝
▲香港三項鐵人隊出征奧運前
見傳媒。 郭正謙 攝

東京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14日在北京成立，中國國

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在代表團工作會議上公布參賽目標，

確保在金牌榜和獎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確保不發生興奮

劑事件及賽風賽紀問題、確保代表團不發生疫情傳播。

IOC主席巡視選手村
稱防疫發揮作用

中
國
力
保
金
牌
第
一
序
列

國際奧委會（IOC）主席巴赫15
日在巡視選手村後表示，東京奧運的
防疫規定“發揮作用”，與此同時，
東京都卻通報1月以來最高單日新增確
診病例數。

距離東京奧運開幕只剩下一個星
期，由於疫情的關係，本屆奧運賽事
多閉門舉行，主辦單位堅稱只要選
手、官員和媒體記者遵守嚴格的防疫
規定，奧運賽事可以安全地舉行。

不過，一名奧運選手在日本檢測出
陽性，連同5名奧運工作人員也篩檢出
陽性。東京都則通報新增1,308宗確診
病例。

巴西奧運柔道代表隊下榻的日本
旅館有8名工作人員檢測出陽性，俄羅
斯7人制橄欖球代表隊的工作人員篩檢
出陽性後送醫。

巴赫表示，15日上午巡視奧運選
手村讓他確信防疫規定有“到位”，
且正在發揮作用和落實執行。

東京都現在實施緊急事態宣言，將
持續到奧運結束之後，酒精類飲料的販
售，以及餐廳營業時間都受到限制。

東京奧組委表示，選手、臨時工
作人員和奧運幕僚人員在內等6人在
13日和14日檢測出陽性。但未透露6
人的身份。 ●中央社

●●中國女排將以衛冕的身份出戰東京奧運中國女排將以衛冕的身份出戰東京奧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團長苟仲文公布東奧四大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相隔兩屆奧
運，港隊終於再於三項鐵人項目取得奧運入場
券，年僅21歲的奧斯卡以亞洲第一的身份搭上
東奧尾班車。作為這個項目最年輕的參賽者，奧
斯卡表示自己經驗上可能有所不足，不過沒有包
袱加上日本與香港氣候相近下，有信心可以帶來
驚喜。

21歲的奧斯卡雖然父母都是英國人，不過
他卻是土生土長的香港運動員，15歲已成為港
隊代表的他曾因國籍問題痛失亞運資格，所以更

加珍惜今次能夠代表香港出戰東京奧運的機會：
“我在香港出生及成長，一直視這裏為我的家，
我非常自豪可以代表香港參與奧運這種最高水平
的比賽。”

在三項鐵人的世界，大部分運動員要到
28、29歲身體及心理才真正成熟，雖然奧斯卡
頂着亞洲第一的頭銜，不過作為今屆奧運最年輕
的選手，要與世界頂尖運動員競爭難免處於劣
勢：“港隊已經兩屆奧運沒有三鐵代表，今次能
夠取得奧運資格很想取得好成績，當然不可能沒

有壓力。”奧斯卡認為自己的優點在於全面，跑
步、游泳及單車中沒有明顯弱項，而且日本與香
港氣候相近，相信在適應上有一定優勢。

教練韋安祖認為奧斯卡的潛質無容置疑，所
欠缺的只是經驗，會視今屆奧運為更上一層樓的
舞台：“始終亞洲三鐵水平與歐洲存在很大差
距，奧斯卡需要更多與頂尖運動員比賽的機會，
今屆奧運我不會為他設立任何目標，今年的全
運、明年的亞運以及下屆奧運才是他真正發光發
熱的舞台。”

全民打氣“香港隊加油”

▲▲里約奧運兩金得主施廷懋再戰奧運里約奧運兩金得主施廷懋再戰奧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體壇名將香港體壇名將
劉 彥 恩劉 彥 恩 （（ 左左
起起）、）、黃曉盈黃曉盈、、
霍啟剛霍啟剛、、黃金寶黃金寶
與林衍聰出席活與林衍聰出席活
動發布會動發布會。。

黎永淦黎永淦 攝攝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1515日巡視奧運村日巡視奧運村。。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女足整裝待發中國女足整裝待發。。 新華社新華社

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團長，苟仲文當日在會上指出，體育健兒要以
“為國而戰”的使命感、責任感、榮譽感，全力實現東京奧運會

參賽目標。東京奧運會是體育戰線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
的重要節點的一場大仗大考，是實現2035年建成體育強國目標起好
步、開好局的關鍵戰役。東京奧運會上，中國體育代表團的總體目標是
實現運動成績和精神文明雙豐收。一是堅決遏制我國奧運成績多年持續
下滑趨勢；二是確保在東京奧運會金牌榜和獎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
三是拿道德的金牌、風格的金牌、乾淨的金牌，確保不發生興奮劑事件
及賽風賽紀問題，展示中國體育代表團良好精神面貌；四是努力實現
“零感染”，確保代表團不發生疫情傳播。

突出“拚”字 落實“敢”字
他還強調，要做好全方位、全環節疫情防控工作，要時刻緊繃疫情

防控這根弦，嚴格落實組委會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以非常之舉應對非常
之事，確保中國體育代表團安全參賽。

苟仲文表示，東京奧運會上，代表
團要敢打敢拚不認慫，突出一個“拚”
字，落實一個“敢”字；要穩紮穩打不
多想，突出一個“穩”字；要團結一致
能擔當，突出一個“團”字；要遵守規
則作典範，突出一個“規”字；要文明
之師展形象，突出一個“禮”字。

東京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總人數
為777人，創中國體育代表團境外參賽
規模之最。代表團將參加除沖浪、棒壘
球和手球之外的30個大項225個小項的
比賽，為境外參賽小項最多的一屆。

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中國代
表團以26金18銀26銅名列奧運會金牌
榜第三，自2004年雅典奧運會以來首
次跌出金牌榜前兩位。 ●新華社

“香港隊加油”主要活動
7月23日 開幕禮 西九文化區
7月24-25日 同樂日 西九文化區
7月29-8月6日 運動攀登體驗 多區攀石設施
7-8月 “青春啟航、鑰動香港” 域多利遊樂會翡翠灣
8月8日 五人足球同樂日 維多利亞公園
8月6-8日 虛擬運動會 奧海城

奧斯卡輕鬆上陣 有信心創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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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電影《長津湖》首曝預告海報
吳京易烊千璽領銜戰爭史詩力作

電影《長津湖》今日發布首支預告和新

海報。作為“中國勝利三部曲”中堅之作，

《長津湖》緊緊跟隨《中國醫生》亮相，引

發熱議：“第一部《中國醫生》7月9日剛

剛上映，第二部《長津湖》馬上就來！這套

組合拳也太迅猛了”、“絕對是部猛片，期

待快點定檔”！

電影《長津湖》以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

戰役中的長津湖戰役為背景，全景式還原了

這場史詩戰役。電影《長津湖》出品人、總

製片人，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於冬表示：製

作這部電影的意義，可謂“責任重大，使命

光榮”，因為國際上關於這場戰爭的描述多

以西方角度為主，中國電影人有責任有義務

發出自己的聲音，讓全世界知道這場戰役的

真相。所以博納影業盡全力拍攝這部電影，

其製作規模之大、製作難度之強，都是博納

影業成立以來名副其實的第一，同時也必將

創下中國戰爭電影史上很多紀錄！

七連戰士整裝待發
吳京易烊千璽引爆“中國勝利”中堅

之作
作為博納影業全力打造的“中國勝利三

部曲”系列，首部《中國醫生》正在全國獻

映中，中堅之作《長津湖》緊隨其後，發布

首支預告片和新海報。對於這套組合拳，觀

眾表示：“《中國醫生》是白衣戰士的偉大

勝利，《長津湖》是誌願軍戰士的偉大勝利

，這才是我們想要的中國勝利！”

新海報展示了戰士們正在國內全員集結

，坐火車開赴朝鮮戰場的場景。畫面中，以

吳京扮演的伍千裏為首的七連戰士肅立在車

廂中，神情動作雖各不相同，但眼神中的堅

毅卻透露出萬眾一心的凝聚力。聯想到火車

行進的方向正是煉獄般的長津湖戰場，吳京

這個標準的軍禮，展現了我軍一往無前的豪

邁之氣！

而預告片中，吳京和易烊千璽飾演的

伍千裏、伍萬裏這對兄弟的對手戲，則成

為觀眾關註的焦點。面對要跟著自己去當

兵的弟弟，哥哥一句“老大說，我們倆把

該打的仗都打了，不讓你打”，關心與愛

護展露無遺。但隨即在預告中，弟弟伍萬

裏便追隨哥哥奔赴戰場，讓人好奇：這突

如其來的劇情轉折到底發生了什麽？吳京

曾表示：這個弟弟相當讓人“不省心”，

而弟弟在片尾不甚標準的投彈姿勢，仿佛

印證了哥哥的“擔憂”。到底這對兄弟的

故事將會如何發展？正是這支預告片最大

的懸念之一。

除了這對兄弟，段奕宏、朱亞文、李

晨、韓東君、胡軍飾演的誌願軍戰士接連亮

相。本片以一個英雄連隊“第七穿插連”及

兄弟部隊的行動為主線，講述普通誌願軍戰

士在整個戰役中的戰鬥精神和感人故事，作

為特別主演的段奕宏對於電影中的戰友情頗

有感觸：“他們都是在戰場上過了命的兄弟

，而我們作為演員也一刻都不敢懈怠，希望

能傳遞出革命先烈在戰鬥中迸發出來的人性

光輝與浩然精神！”

向全世界講述中國故事
全景式打造中國戰爭電影史詩力作
本支預告片以史詩級的手法，全景式展

示了長津湖戰役的全貌：從美軍仁川登陸、

悍然越過三八線進犯中朝邊境，到誌願軍跨

過鴨綠江出國作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從

長津湖戰役全線爆發、我誌願軍戰士重創敵

人，到美軍兵敗後退、撤出興南港……在這

過程中，交戰雙方將領輪番登場，兩軍陣仗

初現端倪。美軍裝備之強大、我誌願軍鬥誌

之昂揚，都得到了體現。

對於製作《長津湖》這部電影的意義，

本片出品人、總製片人，博納影業集團董事

長於冬用八個字來概括：“責任重大，使命

光榮！”在他看來，國際上關於這場戰爭的

描述多以西方角度為主，中國電影人有責任

、有義務發出自己的聲音。帶著這種使命，

博納影業集結強大製作團隊，打造出這部戰

爭大片。對此於冬表示：“我們中國電影人

，要有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願望與決心。

在藝術創作上既要嚴謹專業，又要尊重觀眾

的情感訴求；既要講清楚歷史真相，又要穿

透人心、打動觀眾。《長津湖》這部電影，

製作規模之大、製作難度之強，都是博納影

業成立以來名副其實的第一，同時也必將創

下中國戰爭電影史上很多紀錄！我們要用電

影為媒介來向全世界宣告：這場可以列入世

界軍事史上最慘烈交鋒之一的戰役，其真相

到底如何！”

電影《長津湖》在中宣部國家電影局的

直接指導下策劃創作拍攝，也得到了中央軍

委政治工作部宣傳局、北京市委宣傳部及遼

寧、河北省委宣傳部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影

片由北京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八一電影

製片廠、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中國

電影集團公司、北京登峰國際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出品。於冬擔任出品人及總製片人，黃

建新任總監製及編劇，陳凱歌、徐克、林超

賢擔任監製及導演，陳紅、施南生、梁鳳英

擔任製片人，張和平任藝術總監，王樹增任

歷史顧問，蘭曉龍任編劇，吳京、易烊千璽

領銜主演，段奕宏特別主演，朱亞文、李晨

、韓東君主演，胡軍特邀主演，張涵予友情

主演。2021年，電影《長津湖》將作為中國

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獻禮巨製，在全國正

式上映！

《裙子剪刀布》首曝預告
入圍FRIST主競賽單元

近日，第15屆FIRST青年電影展

公布了主競賽入圍片單，電影《裙子

剪刀布》入圍主競賽單元最佳劇情長

片，並同時入選“FIRSTFRAM第一

幀”官方特別策展。影片也於近日釋

出概念海報及首支預告。電影《裙子

剪刀布》由青年導演吳瑕執導、郎群

力編劇，高照清雅、竇新豪等主演，

曹炳琨、劉陸、李夢男特別出演，講

述了一個面粉廠初中女孩通過裁剪校

服探索“時尚之路”、為自己縫紉美

麗的故事。此前，影片曾獲第14屆

金字獎“最佳電影長片劇本”，將於

本屆FIRST影展期間世界首映。

FRIST 主 競 賽 劇 情 長 片 、
“FIRST 第一幀”特別策展同時入圍

第十五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主競

賽征片自2021年1月1日開始，持續

至4月 30日，共收到影片報名記錄

1053條，最終進入評審流程的有效報

名影片為941部，其中劇情長片149

部。電影《裙子剪刀布》從149部長

片佳作中脫穎而出，入選本屆FIRST

青年影展主競賽單元劇情長片。影片

精準把握人物視點，通過一個普通女

孩的青春故事，充分展現出時代脈絡

與人物命運之間的互文。

此外， FIRST 官方特別策展

“FIRST 第一幀”主題展映片單也於

近日公布。“第一幀”由FIRST青年

電影展與香奈兒聯合發起，旨在關註

華語青年電影人作品中的多元女性形

象，鼓勵女性主題的影像書寫。本次

展映影片自年度主競賽入圍作品中甄

選而來，共包含3部長片、3部短片

，電影《裙子剪刀布》以更貼近現實

中女性覺醒的主題表達入選，將於本

屆FIRST影展期間與觀眾見面。

電影《裙子剪刀布》發布概念海
報及預告 一場小城少女的時尚冒險

對於身體變化和美的困惑幾乎開

啟了女性對於性別認同的種種追問和

思索。美到底是什麼？展現美是被允

許的嗎？電影《裙子剪刀布》將這個

追問置於一個閉塞陳舊的時空背景，

以小女孩許毛毛對裙子的渴望，層層

捶打著既有的回答和阻遏。概念海報

中女孩身穿校服獨坐於裙子布料材質

的玫瑰花上，指尖輕輕試探花刺，遠

處巨大剪刀伸向花枝，女孩與花瓣搖

搖欲墜。剪刀和布的交響，在獨特的

時代背景下匯聚成對美的渴望，一場

小城少女的時尚冒險即將啟程。

“我想穿自己喜歡的衣服，我不

是壞孩子”——預告中，女孩許毛毛

哭著寫下這句無聲的吶喊。終日粉塵

彌漫、四方形的面粉廠裏，千篇一律

的校服下，少女許毛毛向往著時尚雜

誌和維多利亞秘密走秀裏屬於“外面

的”瑰麗世界。但槍打出頭鳥，

“喲可以呀還懂時尚”、“你幹什麼

呢” 、“你別這樣了”……面對身

邊長輩、同齡人異樣的眼光和無情的

嘲弄，許毛毛用剪刀和布料裁剪編織

出自己對於美的理解，也引出了一條

裙子之下的成長風波。

這場風波更隱在這形似“石頭剪

刀布”的片名中——一種博弈色彩極

強的關聯感。青春期的反叛總是帶有

一絲刺激與不確定性，好奇心帶來對

美與自我意識覺醒的同時，常常伴隨

著打破常規。此時的許毛毛不僅作為

片中角色，更化身為一種力量的主題

和源泉，堅持獨立思考、擁抱自我意

識，這是女孩兒許毛毛的故事，這也

不僅僅是女孩兒許毛毛的故事。

金字獎最佳電影長片劇本 幕後
班底新銳力量集結值得期待

北京電影學院金字獎始創於2004

年，電影《裙子剪刀布》曾獲第14

屆金字獎“最佳電影長片劇本”，編

劇郎群力獲贊“既有掌控全局的能力，

又具備設計細節的精妙筆觸”。執導本

片的青年導演吳瑕亦畢業於北京電影學

院，曾獲第六屆金字獎劇本單元三等獎

、第七屆金字獎短片單元二等獎等。本

片通過吳瑕導演細膩獨到的視角，探討

女性的身體觀念與美的認識，在童真與

快樂之間，也悄然給出有力的發問。

除了對故事設定與劇本的打磨外，

新生力量的主創團隊也不乏在工業化

大作中嶄露頭角。影片音樂白水曾擔

任《烈日灼心》、《狗十三》等電影

作品的音樂作曲，從民族音樂到前衛

搖滾、實驗電音、電影配樂，在中國

獨立音樂領域獨樹一幟，獨立音樂作

品曾入選“騰訊音樂人2020超級原力

計劃特別策劃‘方言民謠’征集全球

TOP12”；聲音指導徐忱代表作《沈

默的真相》、《羅曼蒂克消亡史》等

；剪輯指導鄢一平代表作《涉過憤怒

的海》、《動物管理局》等；攝影指

導騰飛曾參與《我和我的祖國》、

《金剛川》、《革命者》等作品拍

攝，短篇作品曾入圍戛納電影節短

片角、釜山國際電影節；美術指導肖

英俊代表作《獵殺曼陀羅》《我真是

大明星》；造型指導孟潔曾獲第二屆

北歐國際電影節“最佳造型及化妝

獎”、“最佳服裝獎” 、2019 澳門

國際電影節“最佳造型”提名等，代

表作《走向共和》、《青島往事》。

本片實力班底與新銳力量的碰撞合作

或將在本屆FIRST青年影展帶來眼前

一亮的全新體驗。



CC88香港娛樂
星期六       2021年7月17日       Saturday, July 17, 2021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阮兆輝15日於
書展為新書《此生無悔此生》舉行簽名會，其太
太鄧拱璧去年曾中風，但15日所見她行動自
如，已經康復很多。輝哥表示這是他第三本著

作，並且於去年已出版，但由於
疫情影響下沒做發布會，不過在不
為人知的情況下，銷售仍很理想，
現已出到第二版。

輝哥指他第一本著作談及個人成
長與家庭，第二本書純屬工具書談演
戲，今次這本則是談戲曲藝術的培訓和
承傳，也有提及他自己，書名中首個“此
生”是從生角去看，是無悔此生。輝哥
說：“我從事粵劇演出68年，後年便70周
年，可能也會有些紀念活動，但得看疫情如
何才去計劃。”不過輝哥表示仍會繼續寫書，
下一本會再細緻地逐個角色解構。

另談及疫情緩和，演出場地重開，粵劇界
台前幕後亦陸續復工有演出，輝哥也欣喜地表
示最近都有工開，日內亦會於高山劇場演出：
“成個行頭都好了一點，沒疫情前般忙，但現
在也忙，希望開始好，不要再出現第幾波的疫
情！”

阮兆輝出書談承傳戲曲藝術
陳美齡新書目標讀者是小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陳美齡15日於香港書展舉行
“培養孩子成為一個優秀，正直，勇敢和善良的人”講座，獲

大

班粉絲到場支持，而她亦介紹四本新書，是透過一些小故事
及插畫，向小朋友講解人生道理及道德觀念，其中一本書則
是從小朋友角度去教家長環保。

陳美齡表示籌備這系列新書花上半年時間：“寫故事
很快，畫畫就好耐，主要我不是職業畫師，但也畫出了
一個好可愛的家庭！”她又指以前寫有關的兒童書，是
寫給家長看，今次對象則是小朋友，所以也是新領域，
希望簡單和貼身的故事不會太死板地將道理講出。

東奧將於下周舉行，但陳美齡留意到東京疫情有
上升趨勢，反彈至過千宗個案，她指自己跟老公都
已接種了疫苗，但也會擔心。她表示原本抽中奧運
女子跳水、男、女子舉重的幾項決賽共12張門
票，三個身在美國的兒子及在港的姐姐原本約好
去東京一起看賽事，現卻好夢成空，她也未知
會否可退款，否則就當做慈善好了。陳美齡將
於9月在港舉行音樂會，完成後便返日見老
公，而她一早就訂好回程機票，是怕到9月
疫情轉好，港、日兩地重新通關，香港人一
窩蜂湧去日本玩會沒機票返日本。

郭晶晶將以國際游聯身份參與東
京奧運會當跳水項目評判，在

家照顧孩子的重任落在霍啟剛身
上，他苦笑說：“現在正放暑假，
之前朝早七點半湊完返學就可以，
加上最近自己很多有關奧運的工
作，都盡量照顧屋企啦！”

為工作克服疫情恐懼
晶晶要在東奧下周開幕前抵

埗，由於當地疫情仍未緩和，霍啟
剛坦言也擔心太太，情況是有點令
人擔憂，不過知道她也很謹慎，也
相信奧委會亦會盡其所能將疫情控
制到。晶晶則表示她將要留到整個
跳水比賽完結即8月7日才離開，她說：“之前我
也在想去還是不去，但為工作是應該去，不過我
都擔心，如果只得我和老公倆無所謂，小朋友就
打不到疫苗，所以會小心再小心，這兩年每次外
出，也不會亂觸碰東西！”而晶晶亦表示去到奧
運會也是從酒店到比賽場地，吃飯也可能只叫外
賣，相信也會安全：“奧運遲了一年，全部運動
員都好辛苦又緊張，希望大家都發揮出最好狀
態！”

讓子女多做戶外活動
講座上，霍啟剛介紹他策劃的新書《找到

孩子的光》，當中有他跟太太與三個孩子們的
故事，但霍啟剛表示自己並非專家，也沒有攻
略，他跟太太屬一個香港、一個內地的家長，
培育孩子的一套亦未必是對，仍希望通過這本
書激發大家的想法。

問霍啟剛與晶晶誰在孩子面前做好人和
“衰人”？晶晶笑謂：“也不知道，平時都
是我湊小朋友，他工作好忙，回來只會
鬧，不過鬧完又會氹返錫返和抱吓，我
平時就教做功課會忍不到，但明白不
是我覺得識他們就會識，所以教導時
會放鬆一點！”霍啟剛也表示會讓
孩子們自由發揮：“我沒給他們好
多班，運動方面有學劍擊、游
水，卻因疫情反覆場地也有很大
問題，所以會多做戶外活動！”
提到之前他生日，也一家五口
去踏單車親子樂，霍啟剛說：
“我們去了單車公園，他們都
好開心，有媽媽的精神不怕失
敗，阿女還撞埋牆，最後也學
懂踏單車！”

丈夫霍啟剛做強大後盾照顧3子女

郭晶晶幾經掙扎
決定任東奧跳水評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東京奧運會快將開幕，郭晶晶與丈夫霍啟剛15日一同出席於書展舉

行的“培養出‘未來所需要的孩子’”講座時，她透露將會隨香港代表團赴日，擔任跳水比賽評

判，下周出發，預計逗留至8月7日。郭晶晶坦言也曾因疫情猶疑是否前往日本參與東奧工作，但

能為跳水界工作，以及幸有丈夫照顧3位子女，她也決意前往，自己去到當地會小心防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昔日以運動員身份出現

在奧運場的“跳水皇后”郭晶
晶，今年將以裁判員身份現身東京奧
運場，真是很美妙的經歷，她與體育運
動有着很重的緣分。曾獲得4枚奧運金牌
的郭晶晶，1993年加入國家隊，1995年就
在第9屆世界盃跳水賽中一人獨佔4面金牌。
她分別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和2008年北京奧運
會上，獲得3米彈板跳水冠軍；並且和吳敏霞合
作，同時蟬聯了這兩屆奧運會雙人3米彈板的冠
軍。郭晶晶總共獲得4枚奧運金牌，2枚銀牌，是繼
高敏、伏明霞後，中國女子跳水隊的“領軍人
物”，被媒體封為“跳水皇后”。

以自身經歷發放正能量
最鮮為人知的是在2018 FINA 世界跳水系列賽

（北京站），在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出現已退役
的郭晶晶和吳敏霞身影，有媒體發現兩人正在接受國
際泳聯跳水裁判資格培訓，在通過考試後，兩人會獲
得國際執法資格。據悉，國際泳聯跳水裁判員培訓班
為期三天，學員們要進行理論課的學習和實習，並參
加國際裁判考試。據跳水領隊周繼紅透露國際泳聯每
兩年組織一次培訓和考試，想要晉級為國際裁判的人
必須要通過培訓和考試。郭晶晶、吳敏霞、陳若琳、
楊景輝、李娜在內的已經退役的跳水名將們都是這

次培訓班的學員。如今郭晶晶可以擔任東奧跳水裁判，相
信是2018年已經考獲資格。

2011年1月，郭晶晶申請退役，曾短暫留學英國。
2012年11月與香港愛國商人霍英東長孫，現任港協暨奧
委會副會長霍啟剛共諧連理，當時連續在香港、廣州、河
北多地設宴。婚後誕下一子兩女，郭晶晶在香港生活非常
低調，大多數時間都在家專心相夫教子，近年因為丈夫霍
啟剛有意晉身立法會為體育演藝文化界發聲，所以她亦有
陪伴丈夫出席一些公益及經常去參與探訪業界活動多了露
面，甚至帶同兒子出席，十分幸福。

這個別人眼中的豪門少奶除了相夫教子外，原來她一
直關心跳水運動，郭晶晶在2018年和另外27位奧運冠軍
兵分三路，在武漢開展“冠軍公益行”活動，讓更多青少
年感受到體育的魅力，愛上跳水。她表示，很想做一些有
意義的事，就像當天這樣跟孩子們一起運動。

郭晶晶之前受訪時不忘發放正能量，說：“大部分奧
運冠軍都是第一次參加奧運會就拿到金牌，而我直到第三
次才拿到冠軍。我第一次參加奧運會是15、16歲，覺得自
己能拿冠軍，可是站在跳台上，突然發現想轉體的時候，
不知道往哪裏轉了。悉尼奧運會時，我是衝着冠軍去的，
但是沒有拿到。我哭了，想打退堂鼓，心想‘哪有人兩屆
奧運會都拿不到冠軍，自己20歲了，開始長胖了，差不多
該和跳水說再見了’。多虧周領隊和鍾教練 (鍾少珍)鼓勵
我，讓我再堅持一下，於是我就堅持了下來。我想說，失
敗並不可怕，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一步一個台
階，打好基礎，這才有了今天的我。”

2018受培訓考獲裁判資格
幸福少奶心繫跳水運動

●●鄧拱璧中風康復，陪伴丈夫阮兆輝出席簽名
會。

●●陳美齡陳美齡1515日於書展舉行講座日於書展舉行講座。。

●● 霍霍啟啟剛與郭剛與郭
晶晶早前接受晶晶早前接受
《《駿步人生駿步人生》》訪訪
問問。。

●● 本月初霍本月初霍啟啟剛剛
生日生日，，一家去踏單一家去踏單
車親子樂車親子樂。。

●● ““跳水皇后跳水皇后””
郭晶晶曾獲得郭晶晶曾獲得44枚枚
奧運金牌奧運金牌。。

●● 霍霍啟啟剛與郭剛與郭
晶晶晶晶1515日恩愛日恩愛
現身書展現身書展。。

●●霍霍啟啟剛夫婦暢談如何培養出剛夫婦暢談如何培養出““未來所需要的孩未來所需要的孩
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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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2021年的刻度已然过半。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持续，但

随着疫苗普及，多国疫情形势呈现趋缓

迹象。

小帮集中梳理了7月与华侨华人、

留学生等密切相关的新规和动态，敬请

珍藏。

签证资讯及出入境动态

驻多米尼克使馆启用护照、旅行证

网上预约服务

据中国驻多米尼克大使馆网站消息

，为进一步提高领事证件服务水平，提

高办证效率，中国驻多米尼克使馆将于

2021年 7月1日起实行护照、旅行证网

上预约服务。

预约范围包括：中国普通护照的颁

发、换发、补发、加注；旅行证业务。

遗失护照且急于回国的临时来多人员申

办旅行证无须预约。

驻多伦多总领馆将增加1100个护照

系统预约名额

据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网站消息，

为全力保障领区同胞的办证需求，加快

消化疫情期间积压办照存量，驻多伦多

总领馆持续增加护照系统预约名额。

总领馆将增加7月护照系统预约名额

1100个，主要面向护照有效期不足180天

的领区同胞。其中，7月上半月系统预约

名额：增加500个预约名额，多伦多时间

6月16日上午11点起开放；7月下半月系

统预约名额：增加600个预约名额，多伦

多时间6月30日上午11点起开放。

欧盟范围内将启动疫苗护照电子平

台

自7月1日起，欧盟范围内将启动

疫苗护照电子平台，开展疫苗护照的互

认。今后，人们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旅行

将可通过电子疫苗护照获得新冠检测和

隔离豁免等便利。

加拿大将对完成疫苗接种的旅客放

宽入境限令

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自7月5日

午夜起，已充分接种新冠疫苗的入境旅

客不必再进行隔离及第8天的病毒检测

。

享受这一宽松政策的前提是，旅客

必须在入境的14天前已充分接种加官方

审批通过的疫苗，同时必须提供英、法

语接种证明文件或经认证的翻译件。

土耳其发布入境新规定，7月1日起

实施

据土耳其内政部最新消息：自7月1

日起实施入境新规：

1、暂停自孟加拉国、巴西、南非

、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的来土航班

，自上述国家转机或14天内曾前往上述

国家的来土旅客，须提供登机前72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且入境后须集中

隔离14天。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或14天

内曾前往上述国家的来土旅客，入境后

将强制隔离10天。自英国、伊朗、埃及

、新加坡来土旅客，须提供登机前72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除上述国家外的来土旅客，仅须

提供来土14天前开具的疫苗接种证明，

或首次检测呈阳性28天后且在来土前6

个月内由官方出具的痊愈证明。无法提

供上述证明的来土旅客，须提供入境前

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入境前

48小时内抗体检测阴性证明。

3、土卫生部可对所有入境人员进

行抽检，结果呈阳性者及其密切接触者

须在自定居住地隔离14天。德尔塔变异

病毒携带者须隔离满14天且核酸检测呈

阴性方可结束隔离，其余人员隔离满10

天时若检测结果呈阴性即可提前结束隔

离。

泰国：普吉岛7月1日重开

泰国普吉岛将于7月1日率先重开

接待外国游客。

按照计划，普吉将于7月1日起对

完整接种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新冠疫

苗的国际游客开放。游客在进入普吉后

需在当地停留至少14天，之后才能前往

泰国其他地区，期间当地政府将按照防

疫要求对游客进行检测和行程追踪。

韩国：境外疫苗注射者可有条件入

境免隔离

当地时间6月13日，韩国政府宣布

针对境外疫苗注射者入境隔离措施的新

政策。

政策规定，从7月1日起将针对入

境人员实行有条件的入境免隔离措施。

具体内容包括，在境外同一国家完成疫

苗接种所需剂次的注射并经过14天后，

可在赴韩时申请免除入境隔离。在境外

完成疫苗注射的韩国公民在访问韩国直

系亲属时也可以免除入境隔离。

但相关政策并不包含自韩国政府认

定的已经发生变异新冠病毒传播国家的

入境人员，包括南非、巴西、智利、津

巴布韦、孟加拉国、坦桑尼亚等13国。

此外，在境外接种的新冠疫苗须为世界

卫生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

多国承认中国疫苗
入境可免隔离

随着国内疫苗全面接种的推进，中

国疫苗接种将10亿人次！另外，中国的

疫苗也正逐渐被世界所认可。

希腊

希腊新冠病毒专家委员会表示，除

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外

，决定批准部分其他新冠疫苗的接种证

明作为入境希腊的有效证明。

其中就包括中国科兴疫苗、中国国

药疫苗和中国康希诺生物疫苗。据介绍

，接种上述疫苗的游客前往希腊时，无

需出示核酸检测证明，携带相关接种证

明即可直接入境。

韩国

当地时间6月13日，韩国政府宣布

，从7月1日起，将针对入境人员实行

有条件的入境免隔离措施。其中国药和

科兴这两款世卫组织认证的中国疫苗接

种者，可有条件入境免隔离。

西班牙

根据西班牙政府的消息，6月7日起

，所有已经完成欧盟或世界卫生组织授

权的新冠疫苗接种的外籍旅客，均可无

限制入境西班牙，但上述规则仅适用于

在入境前完成疫苗接种超过14天的旅客

。

泰国

7月1日，泰国普吉岛“沙盒计划”

，即免隔离登岛旅游计划将正式启动。

其中，入境人士须符合的条件之一，是

持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所接种的疫苗必

须是经泰国政府或世卫组织认证的疫苗

，且距离第二针接种时间超过14天但不

超过1年。

塞浦路斯

根据塞浦路斯政府5月的规定，中

国国药新冠疫苗接种者可免检测、免隔

离进入塞浦路斯。

加拿大安省

据外媒报道，加拿大将在7月份出

台酒店隔离豁免措施，对完全接种了加

拿大官方认可疫苗的PR和公民取消14

天强制隔离。

而加拿大安省卫生部宣布，除了辉

瑞、Moderna、牛津/阿斯利康、强生等

疫苗以外，中国国药疫苗也被列入认可

清单，完全接种国药疫苗的旅客入境也

将可以免除隔离！

认准国际认证疫苗

在上月7日，世界卫生宣布由中国

医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

冠灭活疫苗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

认证。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世卫组织当天下午为中国国药

新冠疫苗颁发了紧急使用认证，使其成

为第6种获得世卫组织安全性、有效性

和质量验证的新冠疫苗。

接着在6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再

次宣布，由中国科兴研发的新冠疫苗正

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目前被世卫组织颁发紧急使用认证

的新冠疫苗：

辉瑞疫苗

牛津疫苗（2支）

强生疫苗

莫德纳疫苗

国药疫苗

科兴疫苗

另外根据美国CDC（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更新的疫苗指南，如果是

接种WHO授权的疫苗，可以不用重新

接种美国FDA的疫苗。

这意味着美国留学生们完全可以在

中国接种疫苗后再出国，而不用在美国

重复接种美国本土生产的疫苗。不仅大

大节省了前后预约接种的时间，而且充

分保障了留学生们的安全。

以下美国大学（部分）已经官宣表

示支持CDC（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宣布的此项政策：

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

学、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罗切斯

特大学、拉法耶特学院、迈阿密大学

（牛津）、波士顿大学、里海大学、加

州大学系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

理工学院等。

7月起，多国出入境政策又有新变

化！这份汇总盘点请收好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疫苗接种计划的推进

，各国也正逐步放松国际旅行限制！而

且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中国疫苗，相信

不久的后中国将与各国率先恢复正常的

国际旅行！

7月起，多国出入境政策又有新变

化！这份汇总盘点请收好

目前疫情形势变幻莫测，建议有海外出

行需求的朋友，及时关注出入境政策，

提前规划出行，避免造成滞留耽误行程

或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7月起，多国出入境政策又有新变化！

据报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取消特朗普政府一项不利移民申

请签证与绿卡的政策，2018年政策允许

USCIS裁定员拒绝有文档遗漏或有疏失

的申请案件，而且不容申请人修正或补

件；现在USCIS人员则会发布补件要求

(RFE)或否决意向通知。

前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对于申请

中与准备申请签证的移民带来负面影响

，当时USCIS人员有更大权力可拒绝受

理有疏失和遗漏的案件，也不给申请人

修正与补件的机会。

国土安全部(DHS)6月初在政策提醒

中表示，前政府的政策导致USCIS拒绝

许多移民福利申请者，而且这些人有补

件机会的话，就能符合资格。该政策几

乎影响所有移民申请，包括美国公民、

永久居留、绿卡和签证。

按旧例，申请人文档不足或出现

无意疏失时，USCIS 裁定人员会发出

提醒，包括补件要求或否决意向通知

书；这些通知可让移民与其律师有机

会在最终裁决前加以补救，避免申请

案件遭拒。

对于申请签证更新的部分人士而言

，申请案遭拒表示他们签证到期后就必

须离境或被遣返。

如今USCIS再度改回2013年备忘录

中的裁决原则，当局需发出补件要求或

否决意向通知，以协助移民取得移民福

利。USCIS表示：“这项更新政策确保

申请人能获得机会，可以改正无意疏失

和非故意缺件。”

USCIS指出：“整体而言，USCIS

人员认为，额外数据与说明可能有助申

请人取得移民资格的话，就会发出补件

要求或否决意向通知。”

USCIS表示，更新该政策旨在改善

移民服务。该局也宣布，部分申请者身

份调整后，可将其一年期的工作签证延

长至两年。

告别特朗普“苛政美国移民局亲切转型

特朗普时期，各项严苛的移民政策

指导下，美国移民局成为给移民“设限

”的机构，想方设法打压移民，制造困

难，甚至一度要将“移民”二字从其使

命中删除。这让广大移美意向申请人苦

不堪言。

拜登上台后，不断推进移民改革，

接连推翻特朗普旧政，给广大移民疏通

赴美道路。6月9日，移民局政策手册更

新，进一步方便移民申请人，移民局从

而向更突显服务的服务性质转型。

其实，拜登扭转特朗普“苛政”，

已经颇有成效：废除公共负担新规；取

消了去年新冠疫情初期设立的移民限制

；恢复移民签证持有人入境等等。

在拜登上任总统之初，庞大的移民

改革提案中，就已经充分显示了其广纳

移民、增发绿卡的决心。

为在美的约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

身份合法化途径；

STEM专业博士毕业生直接发绿卡

；

为促进家庭团聚，增加亲属移民绿

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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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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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人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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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移民新政：移民申请者出现无意疏失，允许重新补件

筆者移民來美 47 年，蝸居休斯
頓也有 40 載，從來沒有見過在 7 月
份的仲夏日子中，德州休市的天氣是
如施多雨、但又非酷熱。反觀此刻美
國西北部不少省份地區，均受到超級
熱浪的吹襲，造成有近200 多人熱死
的駭人紀錄。我是 看到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 7 月 11 日的新聞報道，而
向休市居民介紹的。

這是由於北部多數地區近日的氣
溫，逼近歷史最高值而出現這種反常
現象。目前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內華
達州猶他州等在內的四個州的大部分
地區，都發佈了“四級”高溫風險等
級的警告，它們均受近期熱浪所影響
，包括美國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在內
，累計已有近200人死亡。是以4州
州政府，均一起發佈天氣最高風險等
級的警告。涉及的城市包括薩克拉門
托、拉斯維加斯和凰凰城等。

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的消息，內
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當地時間7 月10
日下午最高氣溫，達到了四十七點二
攝氏度，這也是該地氣溫自 1942 年

以來的最高紀錄。在全球最熱區域之
一的美國加州東南部的死亡谷，當地
時間 7 月 10 日，該地最高氣溫達到
五十四點四攝氏度，接近歷史最高溫
度。 而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統計，有
記錄以來的死亡谷最高氣溫出現在
1913 年 的 7 月 10 日，達到五十六點
七攝氏度。這不僅是死亡谷的最高氣
溫，也創下全球地表氣溫最高 的歷
史紀錄。

美國國家氣象局提醒，極端的高
溫度，會導致民眾生病乃至死亡的風
險升高。據美國媒體統計，受近期熱
浪影響，俄勒岡州有至少116人死於
高溫。另據華盛頓州衛生部門的消息
，自6月下旬以來，極端高溫導 己經
致該州至少78人死亡。

再轉看一下 7 月 11 日刊登在歐
洲西班牙的《阿貝賽報》網站上的報
道，我們就會大吃一驚，因為該網站
.向全球民眾發出一則訊息：《全球
每年 大概有 500 多萬人因為氣候變
化而導致的寒冷或炎熱而死亡》。再
看看氣候變化對人們的生活產生的無

聲的影響。發表在英國《柳葉刀·星
球健康》這份世界着名的醫療雜誌上
的一項最新國際研究報告指出，全球
每年有超過500萬人的死亡與氣候變
化導致的異常寒冷或炎熱天氣有關。
全球每年有百分之九點四的死亡，可
歸因於“過度而非適宜”的溫度。

該份醫學研究的作者說，21 世
紀 出現的極端高溫，預計會隨着全
球天氣變暖而加劇，與此同時，這一
趨勢可能會更進一步惡化。根據世界
氣象組織的數據，地球上有記錄以來
最熱的20年中，有19年乃發生在21
世紀之內，不要忘記，21 世 紀才剛
剛開始了20 年，往後的80 年的氣候
變遷，，恐怕會受到億萬民眾的關注
。

地球暖化會造成死亡人數劇增,
這是該項研究已經使用了 43 個國家
和地區 中 的750個地點的數據 作出
的報導。該項研究乃由澳大利亞莫納
什大學和中國山東大學共同牽頭。

結果顯示，在過去的 20 年中，
極端寒冷導致的死亡人數, 高於極端

高溫導致的死亡人數，但與寒冷相關
的死亡人數, 則下降了百分之○點五
一，與高溫相關的死亡人數，增加了
百分之○點二一。研究人員還認為，
未來全球變暖會使極端天氣導致的死
亡人數進一步增加。

然而，並非所有地區都受到同等
程度的影響。例如東歐的高溫超額死
亡率最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寒冷超
額死亡率最高。

此外，巴塞羅那全球健康研究所
在《柳葉刀·星球健康》上發表的第
二項研究表明，1998 年至 2012 年間
歐洲發生的死亡中，超過百分之七是
由極端溫度特別是寒冷天氣引起的。
中國古語有說： 「人間苦嚴熱，我愛
夏日長。」對於生活在 21 世紅的人
類來看， 「熱寒皆不酷，溫度走適中
」其實這才是我們所期望的。然而，
世情會不會是那麼如意呢？ 我不用
說，諸君應該己有答案矣！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極度氣溫的暇想極度氣溫的暇想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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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各大戲院13日迎接微解封，紛紛重

啟影廳嚴陣以待，只是目前有不少確診人數

，首日人潮還不太多，不過娛樂大片「黑寡

婦」、「玩命關頭9」接下來將陸續上映，不

少業界人士仍對接下來的票房充滿信心。

新北市、桃園市不跟進開放戲院，外界

認為，可能帶動台北市電影票房。信義威秀

、松仁威秀位於熱門商圈，兩間戲院以往都

是台北市票房的前段班，但受政令影響，無

法開放太多廳數，首日電影較受青睞的，是

貼近年輕族群的舊片，像是「死亡漩渦：奪

魂鋸新遊戲」、「名偵探柯南：緋色的彈丸

」以及「當男人戀愛時」等電影，但與疫情

爆發前的成績相比，仍是差了一大截。

不過，威秀公關李光爵提到漫威電影

「黑寡婦」14日才上映，目前各影廳的晚上

熱門場次預售票，皆已賣出5成，再加上還

會有現場購票的客人，預計熱度會越來越高

，「首波人潮應該會在周末出現，我們會嚴

格做好禁止飲食、無死角消毒、梅花座以及

實聯制等防疫措施，讓觀眾看得安心」。

國賓、秀泰影城首日先進行大消毒，僅

有少數戲院開放，其餘皆為隔日「黑寡婦」

上映做準備，秀泰更先為全部第一線人員全

面快篩，保護觀眾之餘，也保障員工健康。

以往電影院林立的西門町，首日僅有樂聲等

少數戲院開張，票房同樣未見起色，樂聲也

向觀眾喊話，「我們消毒以及防疫的配套措

施，都依照政府指示，嚴格執行」，希望能

慢慢增加觀眾信心，讓他們回到電影院。

全台戲院微解封
首日票房一般
盼 「黑寡婦」 救世

電影「迷失安狄」中和李李仁

有親密戲的鮮肉陳澤耀，目前待

在台灣持續防疫，每天在家勤運

動維持肌肉，「每天在家看運動

影片，做一小時的全身徒手訓練

，避免自己橫向發展。飲食也少

量多餐，盡量吃得健康、多喝水

。」此片讓他擄獲廣大粉絲，有

網友高呼「小鮮肉露背我嚇一跳

，身材很好！」甚至成為同志天

菜，收到不少示愛。

李李仁表示，演出「迷失安狄

」讓他有很深的體悟，「我覺得勇

敢做自己很重要，這個跟性別沒有

關係，每個人都能夠去爭取自己想

要的自由，這是沒有人可以剝奪的

。」而片中體驗了很多女生的生活

日常，他也表示現在男生已經加入

很多女生平常會做的事，「像是保

養、化妝，我覺得可以讓自己看起

來更好，都可以去嘗試，已經不分

男女了。」

林心如也說，當初是聽監製講

了一個國外發生的真實案例，覺

得很有感因此參與這部作品，

「想要更深入探討性別框架這個

議題，希望也能藉此鼓勵所有受

性別框架所苦的朋友們，堅持下

去，活出真我。」而曾經被問到

如果小孩如片中跟自己公開性向

，李李仁表示，「我會給他一個

大大的擁抱，我會支持，為他祝

福。」林心如也大表支持，「你

可以找到你自己，你可以找到你

愛的人是最重要的事。」兩人同

時展現出對家人的溫暖，以及傳

達片中愛與勇敢的力量。

另一部搶先上架的「男兒王」

，則帶來歡樂風情，喜劇天王李國

煌問鼎金馬影帝之作，與Kiwebaby

兩大紅牌精彩演出創在台票房佳績

，網友直呼「看完心情會很好，超

幽默。李國煌太會演了！」廣大觀

眾狂敲碗企盼能在線上影音平台繼

續四刷、五刷。

同志天菜小鮮肉狂練肌肉
與李李仁親密互動收示愛

台灣VR創作力揚名國際，台灣新媒體藝術

家黃心健VR作品「輪迴」上集12日從全球16部

精彩入圍作品中脫穎而出，奪下法國坎城電影市

場展最佳VR敘事大獎。

這是黃心健的「輪迴」上集繼今年3月拿下

美國西南偏南影展（SXSW）「虛擬劇場」項目

評審團最大獎後，再獲國際獎項肯定。此獲獎作

品獲文策院支持，以及「IP 內容實驗室」

4DViews攝影棚技術協力。

「輪迴」上集（Samsara Ep.1）是一部講述

生命輪迴的VR（虛擬實境）電影，劇情牽動著

生態、科技、資源分配與戰爭等多元議題，關於

一段人類自核毀滅後逃離地球的故事。

片中，殘存的人類嘗試在無垠星際中，尋找

下一個可以賴以生存的新星球，並以人工方式進

化成一種新的生命體。但許多年過去，人們漸漸

發現其實永遠到不了夢想中的

全新星球，他們只不過是在另

一個時代，以不同的生命形式

，一遍遍地返回地球。

「輪迴」影像中結合排灣族

文化及台灣特有種動物，透過

容積擷取系統無死角拍攝動態

畫面，以最新體感科技呈現豐

富的台灣在地元素。作品還增

加讓觀眾自行控制的虛擬手臂

，給觀眾不同以往互動體驗。

黃心健藉此深刻反思生命

哲理，並應用所謂「具身認知

」抽象概念，以此讓觀眾轉換到不同肉體中，

進而以全新視角來體驗「輪迴」上集片中的世

界觀。

法國坎城影展為當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三大

影展之一，其中市場展Cannes XR單元，是坎城

影展專為虛擬實境影業市場所打造的展銷平台，

匯集當年度AR（擴增實境）、VR、XR（延展實

境）等新媒體與沉浸式技術應用精彩作品，吸引

全球各地買賣雙方聚集。

本屆Cannes XR單元為因應COVID-19疫情

衝擊，與VR線上內容平台VeeR攜手合作，在虛

擬場館MOR（Museum of Other Realities）進行

展演活動，提供大眾體驗虛擬實境作品。

黃心健在臉書（Facebook）表示，「輪迴」

將於今年9月起展開全球影展系列巡演，並將在

今年10月回到台灣高雄，作為亞洲首映展出。

黃心健 「輪迴」 奪坎城VR大獎
創作力揚名國際

「紅衣小女孩」系列電影

導演程偉豪轉戰小螢幕的迷你劇

集「池塘怪談」，在新釋出的幕

後花絮中，他透露新作集結畢生

功力，涵括懸疑燒腦青春荒誕元

素，更強調「絕對沒有鬼」。

「池塘怪談」描述一場車

上均為未成年少年的車禍，竟

意外讓「大鶴」林鶴軒飾演的

高中生「江小魚」回到2004年

5月30日發生車禍當天，究竟

是他在瀕死邊緣的靈魂出竅，還是

進入了平行宇宙的穿越時空？

「池塘怪談」由台北電影獎最

佳男配角林鶴軒、金馬獎最佳新演

員陳妍霏與石知田、張紹琛、蔡承

儒領銜主演。程偉豪在幕後花絮中

透露，「池塘怪談」是集結自己最

擅長的驚悚、懸疑類型風格，再放

入親情、友情、愛情等青春元素，

混和出充滿奇幻怪誕風格的新型喜

劇題材。

程偉豪表示：「我想透過這樣

情節的設計，描述水生動物『江小

魚』在離開池塘之後，怎麼面對陸

地上各種人生的磨難以及抉擇。」

至於網友好奇是否還會有鬼出現或

有恐怖元素，程偉豪拍胸脯保證，

「沒有沒有，這次沒有鬼，其實最

恐怖的，是人心。」

程偉豪也分享「池塘怪談」雖

是超迷你影集，但拍攝內容包山包

海，挑戰亦多；劇組不僅要在陸地

上拍攝車禍翻車，一場演員群大打

出手跌入池塘的戲，拍攝時更值最

強寒流來襲，池裡水溫不到10度，

對所有劇組成員來說，都是執行力

與意志力的大考驗。

日前劇組公布樂團「魚丁糸」

將為「池塘怪談」演唱主題曲「我

就奇怪」後，程偉豪也透露，影集

和「魚丁糸」其實有更多深度合作

，從預告中幾位高中生出車禍的日

期就有端倪，劇情亦有更多驚喜待

觀眾挖掘。「池塘怪談」將於8月

12日至9月9日，每週四晚上8時及

9時，分別於myVideo及公視Plus影

音平台播出，一次連播2集。

紅衣小女孩導演轉戰小螢幕
「池塘怪談」 保證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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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新疆，有一座八卦城

在新疆西部伊犁自治州，有一座

富有神秘色彩的小城——特克斯。它

被誉为现今世界上唯一一座保存良好

、规制完整、规模最大的八卦城。

如果这座八卦城出现在中国中东

部还好理解，但它偏偏出现在了新疆

最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它从

何而来，谁兴建了它，它又如何延续

至今的呢？

谁设计了八卦城？

早在西汉时期，特克斯一带便是当

时乌孙国的中心，以盛产天马闻名。在

这样一块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诞生一

座八卦城确实需要历史的机缘。

与当地悠久的历史相比，特克斯

八卦城资历很浅，在民国时才出现。

1931年，新疆巩留县析置“特克斯设

治局”，行政地在阔步村，归伊犁屯

垦使管辖。1936年，因阔步村“地方

狭窄，背山面水，永无发展之可能”

，任伊犁屯垦使不久的邱宗浚亲临特

克斯，择定在克孜勒库热（今县城所

在地）为城址，并规划了八卦布局。

次年，特克斯设治局升格为县，县长

班吉春带领苏联设计人员和当地群众

用犁铧拉出八卦城的样式。1939年10

月，县址搬迁正式完成。

为何邱宗浚会把特克斯城设计成

八卦形呢？很多人说因为他精通易学

，熟悉八卦方位布局。这当然也是一

方面原因，但在特克斯八卦城以前，

我国也有以八卦格局建造的城池，如

明代商丘、清代沈阳，但其八卦城依

然采用中国传统的“外圆内方”结构

，内部依然是棋盘式网格布局，而特

克斯八卦城呈环形放射状梯形延展，

颇为特别。

这跟邱宗浚个人的经历有关。邱

是辽宁沈阳人，曾是小学教员，后到

张作霖部下做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邱宗浚奔赴新疆，投奔他的女婿

、当时的“新疆王”盛世才，先后出

任伊犁屯垦使、伊犁警备区司令、新

疆民政厅长等要职。

上世纪初的东北被称作是“近代

城市规划的试验场”。受西方古典主

义城市设计风格影响，哈尔滨、沈阳

、长春、抚顺、鞍山、大连等城市出

现明显的环形放射状或者“方格网+圆

广场+斜向放射路”的组合结构，与中

国传统城市的棋盘式网格布局有着显

著不同。

以1918年建设的沈阳南市场为例

，它以圆形广场为整个市场的中心，

分别沿对角线方向放射出4条道路，按

顺时针命名为乾元路、艮永路、巽从

路和坤厚路。再以4条道路分别与上述

道路垂直，相交为45度斜置的外圈环

路，分别命名为坎生路、震东路、离

明路和兑金路。由此对应了八卦中的8

个卦象，故得名“八卦街”。邱宗浚

有段时间赋闲在家，经常出入“八卦

街”，对其不可谓不熟悉。

在邱宗浚任伊犁屯垦使前的1 934

年，伊犁屯垦使公署从霍城惠远迁至

伊宁，聘请德国工程师瓦斯里规划设

计了伊宁六星街。街区平面呈近圆形

，6条主干道从中心向外辐射，把街区

分成6个扇形区，象征当时新疆实行的

六大政策。伊宁六星街与沈阳八卦街

一起，无形中都对邱宗浚后来设计特

克斯八卦城产生了影响。

上世纪 30 年代前期，新疆施行

“亲苏”政策，大量的苏联人员参与

到新疆建设中。八卦城开工之初，时

任县长班吉春便聘请了一位苏联的水

利技术员帮助测量和打桩放线，这才

保证了八卦城的建设能突破陈规，以

环形放射状成为世界上形制新颖、规

模最大的八卦城。

特克斯八卦城有多“八卦”？

特克斯八卦城确实非常“八卦”

，首先在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十分优

越，堪称“龙脉”之地；其次在于其

城市结构经过不断完善，越来越具八

卦之形制。

特克斯八卦城地处天山北麓褶皱

带，特克斯—昭苏盆地东段，地势南

北高，东西低。八卦城四面环山：北

靠乌孙山，南朝木孜套峰，左达更别

勒山，右阿腾套山，可谓“南朱雀、

北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北面

3500 米的乌孙山，连绵凹形阻挡了冬

季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南面4902 米的

天山木孜套峰，终年积雪隔绝了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沙尘暴和热浪；东侧

2140 米的达更别勒山和西侧 2305 米

的阿腾套山为左右护法，提供丰富的

木材、燃料的同时阻挡了河道峡谷的

侧风，从而保生气、收堂气，二者

“若翼而抱，若夹而侍，若卫而护”

。西部低矮的山口也为来自大西洋、

地中海的暖湿气流预留了通道，带来

年均近400毫米的降雨。得天独厚的地

形使特克斯冬暖夏凉，四季分明。

八卦城紧挨一条国际河流——特

克斯河，发源于哈萨克斯坦，由西侧

阿腾套山而来，进口宽，汇聚几十条

支流后，绕东侧达更别勒山而出，出

口窄，奔腾着向东南流入伊犁河。特

克斯河水势平缓且充沛，保证了居民

基本生活和农业用水，甚至可以进行

水中养殖和水利发电。群山环绕下的

特克斯河成为了一台天然加湿器，形

成宜居的气候环境。

再看城池本身。八卦城初建时，

以二环为界作为核心起步区重点建设

，随着人口聚集逐步拓展至四环，形

成完整的八卦城市格局。中心为太极

坛广场，8条主街道由中心向八方辐射

，分别命名为“乾街”“兑街”“离

街”“震街”“巽街”“坎街”“艮

街”“坤街”。

围绕中心组成间隔350米的4条环

道，1环8街、2环16街、3环32街、4

环64条街，分别是 2 的 4、5、6 次

幂，完美体现出了周易的象数符号。

梯形街廓内，相应地块的公共建筑与

道路所对应的卦象方位对应，如水利

局、消防局、林业和草原局等设置在

卦象代表水的坎街上。《周易》将八

卦称为“小成之卦”，将 64 卦称为

“大成之卦”，特克斯的城区格局包

含了周易的全部卦爻，是一座名副其

实的八卦城。正因此，建城不到百年

的特克斯县城，2007年被批准为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特克斯八卦

城的边界也不断扩张，甚至对整个城

市的八卦空间格局产生了破坏。经过

近年科学规划，在老城区附近，当地

政府建设了一座集行政、商业、文化

、旅游、居住、教育、体育等功能为

一体的九宫格新城，以满足当地各族

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如今去到特克斯，欲览八卦城全

貌，除了航拍之外，可以乘坐城郊八

卦公园的太极摩天轮。从高处俯瞰，

八卦老城以及建设中的九宫格新城都

历历在目。城外的乌孙山或可成为从

城外观赏八卦城的最佳观景平台。

八卦城的“形”与“神”

令人好奇的是，这样一座地道的

八卦城出现在以少数民族和伊斯兰信

仰为主的新疆西部，是如何被当地民

众接纳的？

特克斯虽然历史悠久，但八卦城

不过是八十几年前才白手起家的。自

从1931年特克斯设治局成立，周边许

多民族因不愿受沙俄牵制，搬迁至特

克斯河流域经营农商业，不断繁衍至

今。如今，特克斯境内居住着哈萨克

、汉、维吾尔、回、蒙、柯尔克孜等

33个民族。其中，哈萨克族占42.5%、

汉族占21.4%、回族占14.0%、维吾尔

族占11.3%、柯尔克孜族占6.2%、蒙古

族占2.7%，其他少数民族只占1.7%。

哈萨克族与回族、维吾尔族等都

信奉伊斯兰教，已有近千年历史。因

此，虽然八卦城是一座以道家易经文

化为背景建造的县城，但这只是它的

“形”，八卦城骨子里的“神”还是

伊斯兰信仰。

特克斯县城共有 7 个清真寺，其

中维族清真寺4个，回族清真寺2个，

哈族清真寺1个。清真寺主要分布在

“艮街”和“坤街”即东北片区和西

南片区的三环、四环道路内。相应的

，少数民族民居也多分布在此区域，

作为居住片区的中心。清真寺通常位

于主干道的临街面，与街巷广场一起

成为特克斯市居民主要的公共交往空

间。除此之外，还有1个喇嘛寺，为蒙

古族祭祀朝拜场所。各个民族围绕自

己的信仰场所各自生活，互不干扰。

八卦城内的少数民族民居，多为

由建筑和围墙四面围合中心庭院构成

的院落，进深不超 6米，墙体厚，门

窗向内开敞。院落中庭院面积较大并

种植果树作物，根据不同民族习俗，

院落内装饰各有不同。

对当地少数民族民众来说，八卦

城是他们生活的城市空间布局。不管

是八卦还是九宫格，其实都无所谓，

他们对于这背后的八卦义理也并不了

解，最牵挂的还是自己头顶的那片天

空。相比于一般的城市布局，八卦城

的布局确实也便利了生活。1996年，

考虑到道路环环相通和城市车辆较少

，特克斯取消了城区路口所有红绿灯

，即便如此也不会堵车。只是近年，

旅客越来越多，相关部门才重新在主

干道路口临时放置一些红绿灯，疏导

车流人流。

有人说，特克斯八卦城只是具备

了八卦的形，还未有八卦的神。不仅

当地人对八卦甚少了解，很多游客也

只是来看个新鲜，很少有人愿意去了

解或者能明白背后的玄妙学问。不过

，以八卦之形，融合多民族文化，这

样一种和谐局面何尝又不是八卦城最

有魅力的一面呢？



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的命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的命
編輯黃梅子的話：我發表過采訪著名中醫王

淑霞教授的系列報道，所以有讀者找到了報社，
希望我們能刊登她的感謝信，以表達她對王淑霞
醫生深深的感謝之情。我這裏全文轉發，希望能
給同樣被癌癥折磨的病友帶來新的希望。王淑霞
醫師主理的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位於德州醫學中心
，應廣大病友的要求，目前在中國城開設了分部
。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15, Houston,
TX77036

電話：281-818-7928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上午10AM—下午5PM

讀者來信：
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
我是一個住在西雅圖的乳腺癌病人，來自臺灣

，2018年初在一次洗澡時，突然發現左乳外側有一
小棗樣的腫塊，不痛不癢，推不動，質地特別硬。
我急忙在當地醫院看診，醫生建議我盡快到美國最
權威的治癌中心MD Anderson診治。經病理切片和
抽血化驗，我很快被確診為乳腺導管細胞癌。左乳
腺外側和腋下淋巴轉移，醫生讓我先做化療。待腫
塊縮小後，再做乳腺全切術，聽後我呼吸急促，大
腦一片空白，周身無力，癱坐在走廊的座椅上。我
從小離開父母在香港生活讀書，大學畢業後，在美
國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我今年才34歲，還有一個
不到2歲的女兒。因為我有癌癥的家族史，我怕患
癌，但也沒能躲過去。我立即將診斷結果告訴我在
臺灣的親人，父親向我講述了祖父和他患癌後的治
療經歷。

1999年我的祖父因為感冒咳嗽，痰中帶血。在臺
灣榮軍醫院通過CT，病理診斷為左肺中央型腺細胞
低分化癌。左側鎖骨下淋巴轉移，因體質虛弱，已

經轉移，告知不能手術，也做不了化療。在走投無
路的時候，一朋友送來了一本臺灣時代周刊，第
883期刊登了題為《大陸治癌名醫——王淑霞》的
報道。並得知她12歲開始學習中醫，畢業於中國黑
龍江中醫學院。1975年她開始投入自然療法治療癌
癥的實驗研究。1987年她研製發明了馳名中外的蛇
精®抗癌註射液，蛇精®01膠囊。神奇的療效使無
數臨近死亡的癌癥患者絕處逢生。我的哥哥還查閱
到，1992年4月21日光明日報記者張義德，汪大勇
報道題為“創造抗癌事業的未來”一文。1994年8
月20日健康報題為“探索蛇精抗癌之路”一文。
1997年 4月 4日大陸新華社中國圖片報報道題為
“治癌名醫——王淑霞”一文。通過這些權威信息
，使絕望中的祖父又有了生的希望。

當時我父親幾經周折，領著我的祖父到大陸哈
爾濱市神康中醫腫瘤研究所去尋找治癌名醫王淑霞
，找到後得知王淑霞人在美國工作，幸運的是近兩
天她從美國回到哈爾濱，不定期的出專家門診。門
診前看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癌癥患者排隊等候。我
父親說，他早五點排隊掛號，我祖父經用一個療程
的蛇精®抗癌註射液後，胸痛，氣喘，咳嗽，飲食
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轉，痰中帶血也消失了。鎖骨淋
巴那種腫痛也減輕了很多。去的時候需要我父親攙
扶慢慢走，等回臺灣的路上，已經不用人攙扶了。
回臺灣後一直口服蛇精®01膠囊，3個月（三個療
程）後在臺灣榮軍醫院CT復檢，治療前肺部腫塊
3.8cm x 4.2cm 大小，3 個療程後腫塊已縮小為
2.5cm x 2.8cm大小。左鎖骨轉移淋巴，治療前是多
個淋巴結融在一起，大小為4.0cm x 4.2cm大小，
治療3個月後觸摸周圍柔軟，外觀看比治療前縮小
三分之一左右。連續口服治療一年來，沒做過手術
，也沒有化療，現已生存20余年，至今健在。

2008年我的父親是一個多年乙肝病毒攜帶者
，多年的胃潰瘍病史。多年不能吃米飯，一次飲酒
後，胃疼加劇，在長庚醫院做了胃鏡，診斷為：潰

瘍性腺細胞低分化癌，橫結腸轉移。做了部分胃切
除術，腸轉移已不能手術。醫生告訴最多也只有2
年的生命期。術後兩個月，我的哥哥領著我的父親
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中醫腫瘤研究院找治癌名醫
王淑霞給救治。經口服蛇精®01膠囊2個月後，體
力、大便、食欲都有很快的恢復，另外為了治療腸
癌，王醫生采用了肚臍內用藥，很快大便下來一些
爛肉樣的東西。就這樣綜合治療近一年，在長庚醫
院復查CT2次，腸轉移癌縮小一公分多，胃癌沒有
發展，沒有再轉移現象。病情穩定，現已存活11年
之久。我父親現除護理我祖父外，還做家務。逢人
便說，是王淑霞醫生和自然療法救了他和祖父的命
。並督促我想辦法盡快找到王淑霞醫生。被診斷患
癌後，我曾立即去拉斯維加斯去尋找治癌名醫王淑
霞。在當地打聽，很多人認識並知道治癌名醫王淑
霞，她的口碑很好，不但醫術好，醫德更好，聽說
她對每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都很用心。有病人告訴
我2017年末，她調到休斯頓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工作
，但不知道詳細地址。我又來到休斯頓，在我萬分
焦慮的時候，我去中國城吃飯，順手拿了一份《僑
報》，《美南日報》，打開一看，上面都有介紹國
際癌癥康復中心的報道。我一口氣看完後，得知王
淑霞博士現任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主任。休斯頓醫學
中心規模相當大，範圍包括科研，臨床實驗研究，
醫務人員達幾萬人。最著名的醫院有MD Anderson
，還有貝勒醫學院。據了解，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是
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醫療機
構。我太高興了，沒有患癌癥經歷的人是體會不到
我的心情的。面臨著即將來臨的死亡和年邁的老人
，年幼的孩子，我能挺過來嗎？在家人的鼓勵下，
選用化療後因副作用大，會造成身體虛弱，沒有了
抵抗力，也會加快腫瘤的復發和轉移，好在我的父
輩祖父和我的父親因肺癌和胃癌淋巴也都轉移了，
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很幸運的選擇了馳名中外的蛇
精®抗癌註射液和蛇精®01膠囊治療後，我的祖父

至今已生存了20多年，我的父親用同樣的方法至今
已生存了11年，平時還在照顧我的祖父，我家三代
人的經歷，說明了病人和醫生也是一種緣分，我相
信在王醫生的治療和幫助下，我一定會活下來。這
天晚上是我被診斷癌癥以來，睡的最好的一夜，也
是我真正體會到了有些病人還沒有來得及治療，由
於不間斷的害怕死亡，恐懼，先被癌癥兩字嚇死了
。

高興之余，我想讓我的癌友們來分享我們的治
療結果。患癌後千萬不要恐懼，為了診斷後治療不
走彎路，選擇治療方法很重要，多走訪幾個醫院的
醫生，不要被癌癥所先嚇死。我和我的先輩們能生
存20年，11年不等，我們的體會是選擇治療方法更
重要，不論是選擇現代的西醫，還是手術還是放化
療，還是選擇采用蛇精01自然療法，哪種方法最有
效，哪種就是最好的選擇。

我認為選擇對了，就選擇了生命，我們祖孫三
代患癌癥轉移後能有今天的康復結果，沒走彎路，
是十分幸運的。首先我要感謝，治癌名醫王淑霞博
士對蛇精®01療法的重大發明，衷心的感謝國際治
療癌癥權威王淑霞博士用她的重大發明久了我們祖
孫三代人的生命。這樣的權威名醫確實有真材實料
，名不虛傳。還要感謝《美南日報》及時真實的報
道。美南日報是我們唯一可信的報紙。

希望貴報能刊登報道，讓更多的癌友少走彎路
，分享我們的治療結果，祝大家健康長壽。

乳腺癌患者美國波音公司
張桂榮親筆

2019年7月18日

休斯頓使徒教會將於七月休斯頓使徒教會將於七月
十八號的星期天舉行今年十八號的星期天舉行今年
第一次的夏令醫治特會第一次的夏令醫治特會

地址：美南新聞大樓的國際貿
易大廳 (二樓）11110 Bellaire Blvd.

時間： 七月十八號，上午十一
點

特會特別邀請了兩位主耶穌的
聖靈大大膏抹的傳道人：

福伊 斯坦理 弟兄

以撒 歐巴塔 主教
以撒 歐巴塔 主教是聖靈大大恩

膏的耶穌基督的仆人，他在非洲及
美國巡回講道，許多醫治的神跡奇
事發生。幾年前，他在亞利桑那州
一個四千人的教會講道，一位有二
十年歷史的精神病患者奉耶穌的名

當場被完全治愈。榮耀歸給主耶穌
基督，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如果您有任何醫生無法醫治的
疾病，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讓創造
天地萬物萬靈的獨一的上帝，生命
的救主耶穌基督來親自醫治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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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國民黨美南黨員與江啟臣主席
有約線上對談會議，於上周五
（7月9日）晚間八時舉行，全
長近二小時，共有近40位美南
分部常委、中評委、資深黨員
參加，並發言，提問。而由國
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主
持會議。她說今天黨部發言的
包括：資深黨員、黨員發言、
及中評委講話等。

國民黨美南支部常委甘幼
蘋首先致歡迎詞：很高興有這
個視頻、會談的機會，將大家
的期望與建言，與主席當面交
流。甘常委說，美南支部，現
包括休士頓、達拉斯，聖安東
尼奧已結束，奧斯汀現正在積
極培養中。江主席在今年三月
宣布爭取連任，希在黨內、國
內、國際取得平衡，對於未來
，他有全面、長遠的發展計劃
，未來黨的走向，海外黨員對
黨的期望、建議，希望今天都
能暢所欲言。

國民黨黨主席江啟臣致詞
表示：有幸透過此機會與大家
在線上座談，談目前黨的現況
。感謝過去這麼長的時間大家
對中國國民黨的支持、愛護，
關心國內的發展。去年選上黨
主席，曾想訪美，與大家面對
面交流，去年美國疫情比台灣
嚴重，擔擱了。今年，透過海
外部郭主任安排，以視訊方式
與海外支部，開過二個線上會
議。今年五月份，台灣疫情爆
發，大家才察覺疫苗的重要性
。今年三月，國民黨在立法院
，與疫苗調閱小組，抗爭了二
個月，民進黨才同意購買1500
劑疫苗（事實證明我們當初提
案是對的）。

江主席也提到疫苗採購、
疫苗黑箱問題及股票，事實上
人民能不能有疫苗？趕快讓人
民有疫苗！五月份，駐美代表

、美國慈濟都站出來，爭取採
購疫苗，我們在背後也出一些
力，雖然民進黨很會政治操作
。我在二週前，共同研擬寫信
給蔡英文，雖然全世界的國家
，都是由政府採購。我們民間
政府、宗教單位、企業界，曾
在立法院編列 300 多億預算，
涉及政府去年不夠積極，太驕
傲，太自滿。現在疫苗，才來
200萬劑，其中700萬劑，幾乎
都是美、日捐贈的，大家爭先
恐後，害怕打不到。我們去年
的抗疫表現，是全世界第二名
，今年四月，還在 Top 5， 今
年四月華航事件後，五月掉到
第15名，六月份排名44名，現
在全世界抗疫前50名，我們倒
數第二名。我們渴望回歸正常
生活，而關鍵在— 疫苗的施打
率。 國民黨，作為在野黨，心
心念念的為人民找疫苗，我們
與對岸談，又被民進黨抹紅、
抹黑、炒作。因此，我們儘量
避免 BNT， 郭董（郭台銘 ）
要買，我們幫郭董講話。買莫
德納疫苗 500 萬劑。上個月在
立法院，我們要加購三千萬劑
，被否決掉，蔡政府，根本沒
有心要購買。現在政府讓50歲
以上的人優先施打（我都不在
其中，還不滿50歲），但我建
議12～18歲的青少年先施打疫
苗，因為Delta病毒由年輕人傳
播的速度比老年人快好幾倍 。
疫情使人民心情相對浮動，本
黨支持 「抒困」發現金，五月
份提出，他們（民進黨）全部
都反對， 「抒困」也造成一些
「民怨」！

江主席提到政黨政詒：現
在台灣14個縣市，有一半是我
們國民黨執政，但也有壓力，
隨時處於戰鬥狀態當中。我們
的縣、市長那一個輸給柯 P？
防疫是盧秀燕市長最早提出，
都是國民黨縣市長提出，而民

進黨把 「防疫」當政治在打。
誰是把 「防疫」工作做好？老
百姓最有感！ 請務必支持 14
個縣、市的縣、市首長！國民
黨的縣市首長的滿意度都在五
、六成以上， 「人民優先，防
疫優先，不作秀，不耍嘴皮子
」。江主席說：中國國民黨是
中華民國的開國政黨，其核心
理念是 「中華民國憲法 」。兩
岸之間，沒有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將有所改變。最後補充：
我們撼衞中華民國，蔡總統的
「國家定位」，不能修改國號

，我們要向中國大陸（對岸）
，展現對 「中華民國憲法」的
支持！未來有機會，我會趕來
美南，與大家見面，當面交流
！

美南地區兩位資深委員也
在大會上致詞： 「第十二屆全
代會主席團」牟呈華主席致詞
表示：蔡英文的獨裁比共產黨
還要共產黨，老百姓苦不堪言
。希望本黨在明年 「九合一」
選舉、及大後年總統選舉中，
重新拿回政權！

「中評委」黃泰生表示：
海外同志非常擔憂，我們與民
進黨，是正、邪之爭，君子、
小人之爭，華僑是革命之母，
海外黨員同志是革命之母，希
望大家共同努力，使黨在不久
的將來，重新執政！

國民黨休士分部常委唐心
琴表示：目前國民黨在美南地
區有 165 位黨員，包括奧斯汀
，當問到：我們能為黨作什麼
？大家意興闌珊，而甘幼蘋、
陳煥澤為了讓海外黨員有一些
作為，成立 「KMT 休士頓 」
群組，Line 的網上資訊，共有
62位成員，皆為中心幹部。希
藉此平台，聯誼黨員，互相打
氣團結，找到失聯黨員。因此
，五位組長的工作很重要，.。
代表黨部在美南地區，往下紮

根！
當天出席線上會議

的黨員也紛紛在線上發
表建言：

黃壽萱（休大計算
機教授）：請問江主席
國民黨有無 「大陸政策
」論述？

翁 履 中 （ 德 州
Sam Houston 州立大學
政治系副教授）：購買
疫苗，民進黨很會宣傳
，我們怎麼作論述？很
多年輕世代問：中國國
民黨是不是 「親中」黨
？這 「世代的差異」如何解決
？

陳建中：從數據分析平台
，可找到正確訊息。我們可針
對1450（民進黨側翼）行徑追
蹤，癱瘓他們網路。可透過國
民黨 「新媒體」部門，對付民
進黨的任意抹黑，歪曲事實。
又如 「電子投票」要設法防止
他們舞弊、造假的情況。

李智明（Dallas）：我在美
國 50 年，擔任顧問（consul-
tant ）的工作，客戶對象全部
是美國人，國父說： 「革命尚
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現
在國民黨主席說： 「革命」是
非常的破壞。

郎德隆（Dallas）： （一
）台海一直缺糧，1945年通貨
膨脹，是 「228 事件」主因，
「228 」讓國民黨背黑鍋 70 多

年。（二）翁教授：為什麼國
民黨民意沒上升？國民黨從政
黨員他們操守有沒有問題？
（三 ）希江主席連任黨主席，
2024選總統，讓別人選黨主席
吧！上次韓國瑜沒選上總統，
因為他不是黨主席。（四）中
央黨務委員人數太多，應cut到
十個之內（現在35個人太多，
意見太多，力量不集中）（五
）馬英九對美國是很怕的，江

主席您怕不怕？
董元正：（ 1 ）香港問題

：民進黨是否就是台灣的共產
黨？（2 ）國民黨操作，如何
把大家組織起來？中央如何帶
領基層？
金奎星（Dallas ): 不知道的人站
旁邊，讓知道的去做事，2020
選舉，本黨有沒有監票人員？

江啟臣主席統一回答如下
：

現在國民黨從過去的 「家
大業大」,到如今我們黨產被掏
空，還反欠黨工25億元。沒辦
法，從新竹市開始逐一拍賣，
一直到各縣市黨部，拍賣合法
黨產，還欠黨工退職金。2017
年大量解僱黨工（近千位），
陸續辦公室也被拍賣掉。

127 歲 的 國 民 黨 曾 說 ：
「華僑是革命之母」。黨員多

寡不是最重要，向心力、凝聚
力才最重要。去年 3 月～12 月
，共有4000位（40歲以下）的
年輕人入黨，目前合格黨員有
40萬人。我們的 「大陸政策」
是要把 「中華民國」找回來。
我們要不受 「綠共」民進黨干
擾，國民黨要得到人民的信任
，必須要回到 「中華民國」。
民進黨還操作 「亡國感」投票
，國民黨已被他們洗了一大半
，故選擇人民健康優先，告訴

大家 「國民黨價值在那裡？ 」
江主席說：國民黨與民進黨不
同的地方：民進黨 「親美」！
國民黨 「親美、和陸（中國大
陸）、更愛台灣」 ！國民黨在
地方14個縣市首長執政，明年
2022年，這14個縣市首長滿意
度，連任成功率，透過視訊，
台灣學者在美國的不會超過20
個，國民黨在美國，沒有人為
我們作訊息的傳遞，以致美國
誤判，受假訊息影響，認為國
民黨會選贏，面對民進黨用
1450方式，及老共的介入投票
，造成上次的選舉結果。江主
席說：受疫情影響，公投已延
到12月18日，不在籍內投票，
黨章如何擬？海外的通訊投票
，及國內的投、開票所，都等
待決策。目前疫情已死 700 多
人，下屆中常委將減 10%，目
前黨內沒有絕對共識，如何接
地氣、與人民一起？如何作監
票的改善？江主席認為實際的
証據仍很重要。2022選舉，至
少地方縣市選委會與縣、市首
長有關。選委會應在每一處選
舉站錄影、錄音 ！

最後，中華民國國民黨美
南支部中評委葉宏志作結語：
感謝江主席！希望主席參考大
家的建言。希望2022年打贏選
戰，2024年全面執政！

國民黨美南黨員與江啟臣主席有約
上周五（7月9日）舉行近二小時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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