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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mericans navigate conflicting COVID-19 
mask advice, ‘everyone is conf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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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N.J./SANTA MON-
ICA, Calif., July 23 (Reuters) - A 
COVID-19 surge ignited in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high-
ly contagious Delta variant and 
vaccine hesitancy has led to new 
mask mandates and deep confusion 
among some people about which 
guidance to follow.

In Los Angeles County, leaders 
have reinstated an indoor mask 
mandate, even for the fully vac-
cinated. Officials in Houston and 
New Orleans also raised coronavi-
rus alert levels this week and told 
people to mask up.

In Florida, however, Governor Ron 
DeSantis said on Thursday children 
will not be required to wear masks 
in school there this fall, arguing 
that “we need our kids to breathe.” 
Hours later, White House press sec-
retary Jen Psaki told reporters: “If I 
were a parent in Florida, that would 
be greatly concerning to me.”

“Everyone is confused about what 
they should be doing,” said Dan-
iel Blacksheare, a 20-year-old in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who said 
he was infected twice last year. “I 
don’t understand why we have to 
suddenly wear a mask again.”

The county sheriff in Los Angeles 
County said his department will not 
enforce the measure.

The conflicting advice from of-
ficials at city, county, state and 
federal levels of government comes 
as hospital officials in the harder-hit 
states with lower vaccination rates 
are sounding the alarm about their 
systems being overwhelmed.

The seven-day average of new 
COVID-19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up 53% over the previous 
week,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n 
Thursday. The Delta variant makes 
up more than 80% of the new cases 
across the country.

Much of the guidance falls along 
the same political lines as earlier in 
the pandemic. Leaders in heavily 
Republican states generally eschew 
masks, and Democrats insist upon 
them.

Schools are a particular tension point 
nationwide. Children under age 12 
are still not eligible for coronavirus 
vaccines, and many parents consider 
masks as the best remaining defense.

Yet as some areas return to the class-
room in just a few weeks, there are 
wide divisions over whether children 
should be wearing masks in schools.

Signs advising about masks and 
social distancing are pictured by con-
cessions at the Landmark Westwood 
theatre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 May 14, 2021.  REUTERS/Ma-
rio Anzuoni/File Photo
People wear masks, as cases of the 
infectious Delta variant of coronavi-
rus disease (COVID-19) continue to 
rise, in Washington Square Park in 
New York City, U.S., July 22, 2021.  
REUTERS/Brendan McDermid/File 
Photo
Signs advising about masks and 
social distancing are pictured by con-
cessions at the Landmark Westwood 
theatre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 May 14, 2021.  REUTERS/Ma-
rio Anzuoni/File Photo

People wear masks, as cases of the 
infectious Delta variant of coronavi-
rus disease (COVID-19) continue to 
rise, in Washington Square Park in 
New York City, U.S., July 22, 2021. 
REUTERS/Brendan McDermid/File 
Photo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this week released updated recommen-
dations for schools that included mask 
wearing for everyone over the age of 2, 
regardless of vaccination status. Pres-
ident Joe Biden said on Wednesday 
that unvaccinated children should wear 
masks in schools.

But the CDC on Thursday said it is 
not changing its mask guidance for 
schools, including that masks are only 
required for those over age 2 who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The CDC in 
May relaxed its guidance so that fully 
vaccinated people do not need to wear 
masks in most public spaces.

In Princeton, New Jersey, Ximena 
Skovron said she finds the dust-ups 
over masks and what the guidance 
actually is to be perplexing.

“I’m vaccinated, and the rules seem 
to change,” she said. “But it’s also 
inconsistent. You’ve got two grocery 
stores in town: one requires masks, one 
doesn’t.”

Skovron said she does not think states 
should reimpose mask mandates.

“Vaccines are readily available. The 
ability to protect yourself is there,” she 
said. “If you refuse, you should assume 

the risk instead of imposing on the rest of 
society.”

Her 6-year-old daughter will enter first 
grade this fall, and Skovron said she hopes 
the school does not require masks, citing the 
extremely low rate of serious COVID-19 
incidence among small children.

“It just seems like such overkill for children 
to wear masks,” she said.

But Melissa Riccobono, 44, of Lawrencev-
ille, New Jersey, said she is pro-mask and 
thinks there should be mandates when and 
where necessary.

“If you’re choosing not to vaccinate, that’s 
your choice, and I’m fine with that – but it’s 
not your choice whether to wear a mask,” 
s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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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 Bi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raining at the Tokyo Olympics. REUTERS/Dylan 
Martinez

A general view of athletes training at the Tokyo Olympics. REUTERS/Aleksandra Szmigiel

People with fresh produce look on at a market in Cap-Haitien, Haiti. REUTERS/Ricardo Ardu-
engo

A man passes by a pile 
of damaged vehicles 
after heavy rainfalls 
in Bad Neuenahr-Ahr-
weiler, along Ahr river 
in Rhineland-Palati-
nate state, Germany. 
REUTERS/Wolfgang 
Rattay

A general view of ath-
letes training at the Tokyo 
Olympics. REUTERS/
Aleksandra Szmigiel

4-year-old Nina Gomes, who 
was named as the youngest 
“Green Agent” by the Munici-
pal Urban Cleaning Company 
(COMLURB), collects garbage 
in the sea accompanied by her 
father Ricardo Gomes, marine 
biologist and director of the 
NGO Instituto Mar Urb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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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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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White House and
top health officials are
holding a meeting to
discuss the revising of
mask
recommendations for
vaccinated Americans
as the Delta variant
spreads throughout the
nation.

Officials want to weigh
whether the guidance

should be revisited
after the CDC dropped
the mask mandate for
vaccinated individuals
earlier this year. The
White House had said
they would follow CDC
recommendations, but
now that the Delta
variant makes up over
80% of cases in the U.
S., officials have to
weigh whether

vaccinated people
should begin wearing
masks again indoors.

State and local health
officials were mixed on
whether they wanted
an additional mandate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ome
Republican state
officials said their

states were unlikely to
follow any sort of new
masking guidance
regardless of an
increase in cases.

It is very regretful that
the masking is
becoming a political
issue. We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y many
people don’t believe
in getting vaccinated. It
is good for them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is
good for others.

Today we still have so

many young people
that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They are in
danger and we have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m.

Most of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don’
t have enough vaccine,
or they don’t have
any at all, but in
America everybody
can get vaccinated.

Let’s face the
scientific method, not
just the political issue.

0707//2323//20212021

Wearing Of MasksWearing Of Masks
Becomes A Political IssueBecomes A Political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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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ed to an oxygen machine with blood clots in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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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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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ican American restaurant worker wrote on Face-

book. “My heart feels broken into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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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ing not just one of the nearly 600,000 Americans 

who have now perished in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u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outbreak’s strikingly un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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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s.

The approaching 600,000 mark, as tracked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s greater than the population of 

Baltimore or Milwaukee. It is about equal to th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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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summer, during a second surge, Hispanics were hit 

the hardest, suffering an outsize share of deaths, driven 

by infections in Texas and Florida. By winter,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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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ire nation, and racial gaps in weekly death rates had 

narrowed so much that whites were the worst off, 

followed closely by Hispanics.

hites were the worst off, followed closely by His-

panics.

-

ers carry out the remains of loved ones following 

the blessing of the ashes of Mexicans who 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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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ve Americans, Latinos and Black people are two 

to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han whites to di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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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President Joe Biden acknowledged the milestone 

Monday during his visit to Europe, saying that while 

new cases and deaths are dropping dramatical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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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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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way to the latest round-number milestone, 

the virus has proved adept at exploiting ine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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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people were slammed, dying at rates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ethnic or racial groups as the virus 

rampaged through the urban Northeast and heavily 

African American cities like Detroit and New Orle-

ans.

Now, even as the outbreak ebbs and more people 

get vaccinated, a racial gap appears to be emerging 

again, with Black Americans dying at higher rates 

than other groups.

Overall, Black and Hispanic Americans have less 

access to medical care and are in poorer health, with 

higher rates of conditions such as diabetes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They are also more likely to have 

jobs deemed essential, less able to work from home 

and more likely to live in crowded, 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s, where working family members are apt 

to expose others to the virus.

    Milestones Crossed In U.S. 
COVID-19 Deaths

Cumulative deaths in the U.S. through the week 

ending:

June 13, 2021

100,000200,000300,000400,000500,000

NOTE: Weekly counts end on Sunday. The count 

for the most recent week will not be complete 

until Sunday. In Utah only the larger-population 

counties are banded together into county groups; 

Those counties are not shown in this map. Sour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AP Photo Cred-

it: NICKY FORSTER AND PHIL HOLM)

Black people account for 15% of all COVID-19 

deaths where race is known, while Hispanics rep-

resent 19%, whites 61% and Asian Americans 4%. 

U.S. population — Black people at 12%, Hispanics 

18%, whites 60% and Asians 6% — but adjusting for 

age yields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unequal burden. 

Because Blacks and Hispanics are younger on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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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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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lderly.

were among only 10 allowed mourners, walk the 

casket for internment at the funeral for Larry Ham-

mond,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at Mount 

Olivet Cemetery in New Orleans. Government health 

people are two to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han wh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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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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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djusting for population 

age differences, estimates that Native Americans, Lati-

nos and Blacks are two to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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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 that Latinos are dying at much younger ages than 

other groups. Thirty-seven percent of Hispanic deaths 

were of those under 65, versus 12% for white Americans 

and 30% for Black people. Hispanic people between 30 

of white people in the same age group. Public health 

experts see these disparities as a loud message that the 

nation needs to address deep-rooted ineq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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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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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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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n for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t Northwestern Univer-

sity’s medical school in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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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 we call normal.” 

Yolanda Ogbolu, a nurse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

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who advocated for two 

relatives during their COVID-19 hospital stays, looks 

out a window at the university’s nursing schoo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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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ark) 

Yolanda Ogbolu, who is Black, made herself an advo-

cate for two relatives during their COVID-19 hospital 

persuaded his doctors to treat him with the drug 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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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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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vived. But Ogbolu wonders whether they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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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don’t have tha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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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 the language?” Ogbolu said. “What happens 

when they don’t know how to navigate the health sys-

tem or what questions to ask?”

Ramos had asthma and diabetes and had quit his job as 

a chef at Red Lobster before the pandemic because of 

diabetes-related trouble with his feet.

He died during the devastating winter surge that hit 

Latinos hard, and the rest of his household of seven 

in Watsonville, an agricultural city of around 54,000 

people about 9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lso 

got sick.

Laura Ramos holds a photo of her brother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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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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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just one of the roughly 600,000 Americans who 

have now perished in the outbreak bu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virus’s strikingly uneven and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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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s. (AP Photo/Nic Coury) 

That included his toddler daughter; the family ma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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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was the only one in the household working and 

 bringing home the virus from her job managing a 

marijuana dispensary, according to family members. 

Mother and son were admitted to the same hospital, 

their rooms nearby. They would video chat or call each 

other 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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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as telling me that so I wouldn’t worry,” Mercedes 

Ramos said in Spanish, her voice breaking. She has 

since returned to her job picking strawber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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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s and Hispanics lagging behind, said Samantha 

Artiga of 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a nonpartisan 

health-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                                                                

(Continued On Page 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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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panics Are Dying At The Highest Rate 

United States COVID-19 
Deaths Now At  625,403

A portion of a mural, which displays images of people who have die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s seen in Joni Zavitsanos’ art studio in Houston, Texas, as 
the country reaches 600,000 deaths . (Photo credit/REUTERS/Callaghan O’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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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say several factors could be at 
work, including deep distrust of the medi-
cal establishment among Black Americans 
because of a history of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and fears of deportation among 
Latinos, as well as a language barrier in 
many cases.
The U.S. was averaging about 870,000 in-
jections per day in early June, down sharp-
ly from a high of about 3.3 million a day 
on average in mid-April, according to the 
CDC.
Initial vaccine eligibility policies, set by 
states, favored older Americans, a group 
more likely to be white. Now, everyone 
over 12 is eligible, but obstacles remain, 
such as concerns about missing work be-
cause of side effects from the shot.
“Eligibility certainly does not equal ac-
cess,” Artiga said. “Losing a day or two 
of wages can have real consequences for 
your family. People are facing tough deci-
sions like that.”
The AP’s analysis of the outbreak’s racial 
and ethnic patterns was based on Nation-
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data on 
COVID-19 deaths and 2019 Census Bu-

reau population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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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Painful U.S. COVID-19 
deaths Leave a Swath Of Misery 

Across The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w lost over 
600,000 mothers, fathers, children, sib-
lings and friends to COVID-19, a painful 
reminder that death, sickness and grief 
continue even as the country begins to 
return to something resembling pre-pan-
demic normal.
A bride forced by the pandemic to have 
a Zoom wedding is planning a lavish 
in-perso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is 
summer, but all of the guests must attest 
they are vaccinated.
A Houston artist, still deep in grief, is 
working on a collage of images of peo-
ple who died in her community. Others 
crowd theaters and bars, saying it is time 
to move on.
“There will be no tears - not even happy 
tears,” said Ali Whitman, who will cel-

August by donning her gown and party-
ing with 240 vaccinated friends and fam-
ily members in New Hampshire.
COVID-19 nearly killed her mother. She 
spent her wedding day last year with 13 
people in person while an aunt conduct-
ed the ceremony via Zoom.
“I would be remiss not to address how 
awful and how terrible the past year has 
been, but also the gratitude that I can be 
in a singular place with all the people in 
my life who mean so much to me,” said 
Whitman, 30.
The United States passed 600,000 
COVID-19 deaths on Monday, about 
15% of the world’s total coronavirus 
fatalities of around 4 million, a Reuters 
tally shows.

@ reuters
As death rate slows, 
U.S. exceeds 600,000 
COVID-19 fatalities 
http://reut.rs/2TqZM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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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gues the millions whose lives have 
been touched by the disease. Many are 
eager to emerge from more than a year 
of sickness and lockdown, yet they still 
suffer - from grief, lingering symptoms, 
economic trauma or the isolation of lock-
down.
“We’ve all lived through this awful time, 
and all of us have been affected one 
way or another,” said Erika Stein, who 
has suffered from migraines, fatigue 
and cognitive issues since contracting 

upside down in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 
and that’s been hard.”

-
tor in Virginia outside Washington, D.C., 
before the initial illness and related syn-
drome known as long-COVID ravaged 
her life.
Like many, she has mixed feelings about 
how quickly cities and states have moved 
to lift pandemic restrictions and re-open.

‘FOR MY FAMILY, THERE IS NO 
NORMAL’
In New York, social worker Shyvonne 
Noboa still cries talking about the dis-
ease that ravaged her family, infecting 
14 out of 17 relatives and killing her be-
loved grandfather.
She breaks down when she goes to Tar-
get and sees the well-stocked aisles, re-
calling the pandemic’s depths, when she 

her family.
“New York City is going back to 
quote-unquote ‘normal’ and opening up,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for my fami-
ly there is no normal,” said Noboa, who 
lives in Queens, an early epicenter of the 
U.S. outbreak. She is vaccinated but still 
wears a mask when she is out, and plans 
to continue doing so in the near future.
In Houston, artist Joni Zavitsanos started 
looking up obituaries of people in South-
east Texas who had died in the pan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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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Kocher, who founded the support 
and advocacy group COVID Survivors 
for Change, urged sympathy and support 
for people who are still grieving.
“We’re being given this false choice 
where you can open up and celebrate, 
or you need to be locked down in grief,” 
he said. “Let’s be thankful that people 
are getting vaccinated, but let’s also ac-
knowledge that going back to normal is 
not an option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One way to acknowledge the toll that 
COVID-19 has taken is to incorporate 
the color yellow into celebrations and 
gatherings, or display a yellow heart, 
which for som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those lost to the disease, he said.
The bittersweet mix of grief at the pan-
demic’s toll with relief brought by its ebb 
was clear at Chicago’s O’Hare airport on 
Thursday, where Stephanie Aviles and 
her family waited for a cousin to arrive 
from Puerto Rico.
Aviles, 23, lost two close friends to the 
virus, and her father nearly died. And 
yet, here she was, greeting family she 
had not been able to see for 15 months as 
the pandemic raged.
“I’m grateful, but it’s a lot,” she said. 
“It’s a strange feeling to be normal 
again.” (Courtesy https://www.reuters.
com/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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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morial for Jerry Ramos sits at his home in Watsonville, Calif., Sunday, 
June 6, 2021. (AP Photo/Nic Co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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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红脖子

1893年，南北战争的余温刚刚散尽，北方民主

党为了争取南方选票，给当地人起了一个亲切而阳

光的别名——“红脖子”，意为脖子被晒得通红的

农民兄弟。20世纪初，美国矿工协会又将南方工人

称为红脖子兄弟，透着一股“咱们工人有力量”的

热乎劲儿。当然，还是为了选票。

虽然初始的“红脖子”并没有太多的鄙视意味

，但很明显，精明的北佬更善于玩弄人心，获取利

益。事实上，南北文化分野的种子早在美国建国前

就已埋下。1607年，南方的弗吉尼亚迎来了第一批

欧洲人，他们种植烟草、屠杀印第安人、建立蓄奴

制度；13年后，那艘载满了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才姗

姗停靠在马萨诸塞，却被后世冠以美国民主自治的

象征。

这种底色差异，必然带来的是双方的敌视。北

方精英们认为相对于野蛮的奴隶制度，自己才是优

越文化的代表，“勤劳、节俭、虔诚”；南佬“奢

侈、挥霍、放荡”。而南方则从血统上予以反击，

标榜自己为11世纪征服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后裔，

北佬则是从五月花号爬下来的“撒克逊蛔虫”。

正如当年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所说：

新生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清教徒北方与

贵族骑士南方之间，包含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

难以平息的猜忌。

随后，南北战争爆发，北方大获全胜，美国从

蓄奴种植园转向工业立国，南方经济迅速衰落。但

为了国家稳定，北方精英并没有对奴隶主进行政治

清算，双方进入一种新的平衡，红脖子也在此时应

运而生。

福音派的崛起

其实，红脖子身上有许多优点：他们乐天知足

，享受工作；他们热爱家人，对国家忠诚，对宗教

虔诚，同时将勇敢视为最高美德。但当70年代嬉

皮士文化盛行于美国都市时，那些受过高等教育、

听着摇滚乐的“垮掉一代”完全看不上南方佬。在

他们眼中，红脖子就是又土、又穷、又没文化的乡

巴佬代名词。

有趣的是，就在红脖子于主流语境中逐渐沦为

贬义的同时，一股宗教势力在美国社会悄然崛起。

他们以轻生活、重家庭为主旨，同颓废、混乱、自

由的嬉皮士文化针锋相对，进而与代表保守势力的

共和党一拍即合。

他们就是福音派，如今懂王的铁杆票仓。

70年代末，福音派开启了一系列“地推”活动

，包括利用媒体对选举者进行道德教育、游说并鼓

励选民登记等等，一举将共和党的里根推上了总统

的宝座。这个成立了200余年的新教分支，正式登

上了政治舞台。

36年后，6400万福音派教徒又将懂王送进了白

宫，震惊世界。而此时，由于相似的价值观以及对

自由主义思潮共同的敌视，红脖子与福音派早已紧

密拥抱在了一起。

失落的铁锈区

里根是一位划时代的总统。刚刚上任的他高举

“减少国家干预”的大旗，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

“双剑合璧”，开启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但问题是，逐利的资本一旦脱离了国家的掌控，必

然会迅速流向成本洼地，收割红利。

显然，成本洼地不在美国，在遥远的东方。而

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低端工业链和产业家庭的

迅速崩塌。

数据显示，1978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8

万美元，到了2013年则是5.19万美元。如果算上这

30多年的通胀，实际不增反降。

另一边，30年里上层收入占比由29%上升到了

48%，美国成为了G7俱乐部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里根这个始作俑，

放手拥抱金融资本主义的克林顿功不可没。90年代

兔酱入世的大背景下，是美国产业工人收拾行囊的

落寞背影。而随着金融管制的开放和信息化的浪潮

，华尔街与硅谷崛起，五大湖工业带彻底蒙上了洗

不脱的锈色。

也是在此时，工业小镇里失落的人们，成为了

反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如今，他们与

红脖子、福音派一起，在国会山为懂王冲锋陷阵。

而红脖子，也变成了一种文化标签，指代所有立场

保守的美国人。

被全球化抛弃的人

以上，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截取了数个片段，

凑齐了“大闹国会山”的红脖子众生相。现在，让

我们将目光聚焦至有血有肉的个体，看看他们是如

何把暴力、反智的标签挂在身上的。

1984年，万斯出生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父

亲则是一名光荣的美国工人。六七十年代的美国，

一家人里只要男人出去做工，就能供得起房，买得

起车，养得起老婆孩子外加几只狗，那是美国梦的

黄金时代。

经济上的自由，带来了美国男性工人气质上的

转变，万斯的父亲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钢铁直男

。他将机器视为兄弟，认为坐在办公室的白领都是

资本家的狗腿。真男人要做各种体力活，咱们工人

有力量。

所以，万斯的父母从不关心他的学习，进工厂

就是最好的未来。父亲告诉他，操作机器需要灵敏

的手脚和直觉，这些学校里可学不到：

一盎司的敏锐直觉可以媲美一屋子的学位证书。

而在学校里，好学生会被大家耻笑为书呆子，

打架斗殴的坏小子则是全校的英雄，女生的眼中的

男子汉。

只是，一切被全球化戛然而止，原本直白通畅

的人生路径，瞬间消失。

父亲失业了，在家里暴力发泄着被时代抛弃的

愤懑。而孩子又将继承来的暴力填满了街区，循环

永不停歇……万斯说。

南方乡间的悲歌

1991年，霍华德出生在路易斯安那一个风光旖

旎的海边小镇，密西西比河在此蜿蜒入海。发达的

海洋捕捞业和墨西哥湾丰富的石油，成为了这里最

重要的经济支柱。

小时候的霍华德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父亲

在当地石油炼化厂工作，母亲偶尔会去码头帮工，

而这些足以让一家人衣食无忧。每到假日，拿起猎

枪走进郊区狩猎，是他们最喜欢的保留节目。

直到2010年，墨西哥湾中的海上钻井平台发生

爆炸，2亿加仑石油狂泻而出，造成了人类历史上

排名第三的石油泄漏事故。美国政府随即执行了严

格的环保措施，限制当地石油工业发展。而这，彻

底改变了霍华德的生活。

大量炼化厂停工停产，当地产业结构瞬间崩塌

。霍华德的父亲依靠拼命加班挺过了这次下岗潮，

然而2年后，一群“物美价廉”的墨西哥工人代替

了他。

在霍华德的印象里，父亲最喜欢说的词儿是

“respect（尊重）”。20年前，老霍在高污染的车

间工作，从来不戴口罩，要的就是respect。而现在

，他却与北方铁锈区失落的背影渐渐重合在一起。

目睹了这一切的小霍，决定要在充斥着“读书

无用论”的小镇公立学校里，赢得自己的respect。

然而除了面对一群冷嘲热讽的同学，他还要忍受那

些完全不负责的老师。

在美国，教师工会对于驴象两党都有着巨大的

影响力。于是，公立学校的教师享受着匪夷所思的

福利：每年1/2500的全国辞退率，以及完全没有

KPI的大锅饭式工资体系。

当然，私立精英学校的老师，自然有着另一套

奖励制度。

好在小霍最终凭借着自己的聪明与刻苦，考上了

北方一座名校，震惊了整个小镇。然而未来大学四年

的生活，才真正让他体会到了什么是撕裂的美国。

撕裂的校园

初入大学的小霍，感受就四个字——格格不入

。

我的穿着、口音、爱好、生活方式……等等，

完全找不到相同者。我与精英阶层的孩子似乎生活

在两个美国。

敌意自然无处不在，有人甚至公然嘲讽他是

“近亲结婚的产物”。显然，他们搞混了弗吉尼亚

和路易斯安那（在西弗吉尼亚，至今仍有部分地区

保留着表兄妹结婚的传统）。

支撑小霍在这样的环境中忍受了四年的，是未

来那份体面的工作。可当硅谷公司的面试官礼貌地

询问他，是否参加了马术、皮艇、击剑等校园贵族

俱乐部时，小霍感到又一次失去了respect。

HR希望新入职的不仅仅是一名员工，还是一

个下班后能陪他喝酒、打球的朋友。最终，那场面

试的结束语是：

是的，你分数很好，但你只有好分数。

后来，名校出身的小霍入职了一家普通公司。

半年前，他请了长假，在街区里挨家挨户敲门，请

求大家支持懂王，并因此丢掉了工作。

半年后，他扛着美国国旗，去了国会山。

瞠目结舌的反智操作

也许，小霍的经历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四

年前的大选中，支持川普的大学学历白人占比48%

，比“精英代表”希拉里还高了3个百分点。而就

算在今年，失败的懂王获得的7000多万张选票里，

同样有着不少高学历、高收入人士。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在川普反移民、反全球

化、反堕胎、反同性恋、美国优先等一系列纲领标

签中，总有他们认可的那一项。

当然，红脖子、福音派和铁锈区，永远是懂王

最忠实、最狂热的铁杆票仓。

而这种近乎反智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基

础教育的缺失。不仅仅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个充斥着

厌学风气的俄亥俄与路易斯安那，事实上，在福音

派盛行的南部保守地区，许多家庭干脆不让孩子入

读社会学校，而是用下面的教材在家自学。

于是，我们见识到了世界第一强国里，仍有1/

3的青少年相信地球是平的；而在很多学校里，孩

子们把“漂白剂”当做饮料，因为他们相信这能让

他们躲过药检。

讽刺的是，就在东海岸的特拉华州，致力于基

因编辑技术的科技巨头Sangamo Therapeutics公司，

正在研究如何通过修改人类基因，让富豪客户的孩

子免于病痛的折磨。

这真是个魔幻的世界……

去向何方

2012年，美国大选年，奥巴马来到铁锈区，向

着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们许下美好的诺言。但事实证

明，民主党的精英们转身就忘记了当初的承诺。甚

至为了打压兔子炮制的TPP协议，出让的依然还是

产业工人的利益。

终于四年后，北方小镇和南方乡间，等来了自

己的真命天子，向东海岸的金融寡头和西海岸的科

技骄子，发出战斗的檄文。

至此，你会发现美国原生社会已经彻底分裂成

了两个阵营，一边是接受先进教育，掌握大量科技

、金融资源却极端自私冷漠的精英；一边是有着宗

教式的传统道德，却拒不迈入新世界的红脖子。

在英国学者古德哈特的笔下，前者被称为

“Anywhere”，他们是全球化的创建者和受益者，

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资产配置，可以随时走遍去全

球。

后者被称为“Somewhere”，他们是俄亥俄的

工人或是路易斯安那的农民，他们依赖着土生土长

的故乡。而故乡，却被人抽干了血液和骨髓。

而最令人绝望的是，二者之间从来没有中间地

带。他们如此决绝地地对立着、仇视着，似乎他们

已经知道，精英们绝不会放下偏见、鄙视和自私，

而红脖子也注定摆脱不掉刻在基因里的荒诞、封闭

和民粹主义。

故事的最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那个出生在

俄亥俄州的少年万斯。最终在奶奶的鼓励下，万斯

考进了耶鲁法学院，实现了在如今社会几乎不可能

实现的阶层跨越。

再后来，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书，取

名《乡下人的悲歌》。

而在美国社会出现更多的万斯之前，没人知道

这个世界第一强国，将会被撕裂的人民带向何方

……

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
暴力与反智背后，一曲悲凉的乡间挽歌

19世纪的密西西比河南段，被誉为

全世界最危险的内河航线。事实上，宽

阔而舒缓的“美国母亲河”之所以能获

得如此殊荣，只是因为暴躁的南方船主

总是忍不住与旁边的船搞上一场竞速比

赛，而且永不认输，直至锅炉安全阀爆

裂。船毁人亡。

200多年后的今天，一位名叫福克

斯沃西的美国脱口秀演员告诉你——如

果你至少一个亲戚与南方联盟将军重名

，并且母亲将子弹列入了圣诞采购单，

那么恭喜，你应该是一个如假包换的

“红脖子”。

红脖子大军在川普鼓动下成功“杀

进”国会山，而听过以上段子的人，应

该不会感到惊讶。其实，你很难说清是

他们成就了川普，还是川普成就了他们

。但在魔幻的2020年，红脖子们史无前

例地走上前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撕

裂中的世界第一强国。而在这看似不羁

的“耀武扬威”背后，却是一本翻不过

去的历史旧账，和一曲关于未来的乡间

挽歌……



CC55影視世界
星期六       2021年7月24日       Saturday, July 24, 2021

《變形金剛7：超能勇士崛起》目前正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拍

攝，不過，劇組在蒙特利爾只是取景，在影片中這部分背景會被當

成是紐約的布魯克林，所以在片場能看到有許多警車上面寫著“紐

約警察”，而既然拍攝就少不了各種片場照，對於《變形金剛》電

影來說，機器人形態我們是無法在片場看到的，但是我們可以率先

欣賞一下影片中各種變形金剛角色的載具形態，而目前為止，三位

重量級角色的載具形態已經曝光，分別是擎天柱，大黃蜂、和幻影

，我們來分別看一下。

最新的片場照中，擎天柱的新載具形態曝光，雖然並沒有特別

清晰，但是關鍵部分能看清楚，這次的柱子哥不再像邁克爾· 貝五

部曲當中的長頭卡車那麽鮮亮，大量灰白色部件的采用增加了許多

滄桑感，在《大黃蜂》結尾，擎天柱的地球載具形態就已經采用了

白色配色，到這裏白色進一步擴大。而車頭前邊的防撞架子不知道

在影片中是否會出現。

這款載具形態有點讓人想起《變形金剛4》中的擎天柱最開始

亮相時的破舊卡車載具形態，當然，並沒有破舊到那麽誇張。

大黃蜂的載具形態與《大黃蜂》結尾並沒有什麽差異，依舊是

經典的科邁羅，而根據之前的爆料，大黃蜂在影片中還會有一款新

的載具形態，車子依舊是經典科邁羅，但是會經過越野改裝，會有

車架和車頂燈。

而另外一個重量級角色幻影的載具造型——保時捷911也曝光

了，根據一些其他爆料，影片中幻影應該是男主諾亞駕駛的車子，

會跟諾亞有不少對手戲份，所以說，幻影難道會搶了大黃蜂的飯碗

，成為新的男二？

當然，擎天柱和大黃蜂依舊是變形金剛的門面，地

位無法取代，在影片中肯定還是會占據主導地位。影片

的變形金剛角色眾多，目前已經確定的已經有9個——

分別是擎天柱、大黃蜂、幻影、阿爾茜、夜鶯、黑猩猩

隊長、犀牛勇士、飛箭、天災，未來肯定還會曝光更多

的角色。

陣營也很多，會分為6個陣營——擎天柱為首的

汽車人，霸天虎角色也會登場，黑猩猩隊長為首的巨

無霸，與之敵對的原始獸，以及天災領導的龍頭部隊，當然還有

人類陣營。

不知道分配到具體每個角色的時間能有多少。

《變形金剛7：超能勇士崛起》故事將會承接《大黃蜂》，時

間線設定在1994年，影片由《奎迪2》導演小斯蒂芬· 卡普爾執導，

男主為安東尼· 拉莫斯，女主為多米尼克· 菲什巴克，影片投資據說

高達2億美元，影片風格會結合之前《大黃蜂》和邁克爾· 貝五部曲

，在深入刻畫角色的同時，也會呈現出典型的特效大場面。

《變形金剛 7：超能勇士崛起》目前定於 2022 年 6月 24 號

上映。

《變形金剛7》曝片場照

擎天柱、大黃蜂、幻影
載具形態曝光

首先，對於那些糾結這部電影的序號的人，再次放出一張片場
中的椅子圖，背面很清晰地寫著“變形金剛7”。

世界上真有狼人？《狼嚎殺機》

由《詭宴》《密航者》製片打造狼人

懸疑警探電影，《美國隊長2：酷寒戰

士》特效製作吉姆康明斯執導，集結

《鋒迴路轉》芮琪琳達馮、《絕命毒

師》勞勃佛斯特等實力派演員，齊心

解密揪出暗藏殺人犯！而在美國《狼

嚎殺機》更由【007】發行商院線盛大

發行，導演表示能與他們合作十分高

興。他說到：「我從小就看著他們發

行的電影長大，《沉默的羔羊》甚至

是《狼嚎殺機》的啟發作品之一。」

《狼嚎殺機》全美上映後更獲得全球

知名影評網站爛番茄影評網89%的高

分好評盛讚。現在台灣的觀眾也即將

看得到了！《狼嚎殺機》將在7月23

日於GP+、中華電信MOD、HamiVideo

獨家首播。《狼嚎殺機》故事講述小

鎮警官馬歇爾以及他懶散的夥伴正在

調查一起和滿月有關的連續殺人案件

，而約翰還要照顧

家中正處青春期的

女兒、年邁的父親

。焦頭爛額之際，

他必須找出兇手是

誰並且要相信自己

原來的初衷：這世

上沒有狼人這回事

。

導演吉姆康明斯以前作《雷霆之

路》在各大影展上展露頭角，而《狼

嚎殺機》為他第二部自編自導之作，

不僅親自撰寫劇本、導戲，更是擔任

主演。導演表示《狼嚎殺機》不再像

前作必須擔任剪接、特效、配樂等任

務，可以好好導戲及演戲對他來說如

同「夢幻工作」。他說到：「有幾天

我不必妝髮，只要好好導戲就好。每

個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各司

其職，這是我第一次完全不用碰到攝

影機只要專心導戲，不用再螢幕前後

跑來跑去。」這次他以小鎮一連串的

謀殺案為題材，閱讀相關書籍徹底研

究連續謀殺案的一切，就是為了能製

作出更加真實的警探電影。

在《狼嚎殺機》的創作過程中

並沒有面臨太多挑戰，在演員、工

作人員的齊心協力下完成拍攝。而

最讓大家痛苦的莫過於在山區拍攝

，主要場景都是在一片雪花中的小

鎮演出，導演甚至開玩笑說他不懂

自己為何不拍沙灘電影？卻要挑戰

山區冷到不行的設定。他笑說：

「你想想看在 14度的山區，甚至是

半夜，外頭都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

，而大家都在外面工作，六十個工

作人員，大家都心想著『你為什麼

要這樣對我們？』時這真的不是什

麼好主意。」雖然拍攝環境十分艱

辛，但看到電影的呈現後，一切都

很值得。

《狼嚎殺機》以每個月滿月都會

有人慘遭謀害，而兇手留下著證據都

指向著這一切可能都是狼人所為，導

演吉姆康明斯甚至大方的表示其中更

藏著《少年狼》的彩蛋，讓故事又更

加神秘。《狼嚎殺機》不僅找到《鋒

迴路轉》芮琪琳達馮演出在警察局中

唯一的女性警員，也是電影中最可靠

的角色；也是好萊塢大明星勞勃佛斯

特生前最後一部演出作品。製作團隊

對於他的離世感到心痛，也表示在劇

組中他就如同大家的好爸爸、好爺爺

，而在演戲時更是把傳統的警長角色

發揮出色。《狼嚎殺機》將在7月16

日於GP+線上影音、中華電信MOD、

HamiVideo同步獨家首播！

滿月謀殺案震懾社會
《狼嚎殺機》全美院線上映獲高分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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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會23日晚開幕，乒乓球項目的比賽則24

日展開，5個小項亦已完成抽籤，被視為港隊爭牌重點的

混雙項目首兩輪對手未算太強，不過四強極可能遇上頭號

種子、國家隊組合許昕/劉詩雯。為此，港乒22日的備戰

亦重點特訓混雙組合黃鎮廷/杜凱琹，練足兩小時外，更以

男雙組合林兆恆/何鈞傑為陪練對手，協助“黃杜配”適應

更高強度的比賽節奏。 ●本報記者郭正謙 東京報道

奧運奧運
戰報

奧運成雞肋 為辦而辦感可惜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 日本直擊）奧
運傳媒中心每天往來人士
絡繹不絕，縱然東京奧運
尚未正式展開，但來自海
外的逾萬名媒體記者已忙

個不亦樂乎。奧運這項體壇盛事成為了他們生活
的全部，但僅僅一“泡”之隔，奧運對於真正在
東京生活的市民而言卻是可有可無，市面上只有
寥寥可數的奧運布置，加上所有賽事要閉門進
行，東京市民對奧運的感覺或許只有林林總總的
封路措施，小記與日本市民所看到的東京奧運，
彷彿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5年前里約奧運閉
幕，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以“超級馬里奧”的造
型登場成為熱話，那段創意滿分的宣傳影片至今

仍為人津津樂道。單單幻想着奧運crossover日本
著名動漫的種種場景已令小記滿心期待，可惜疫
情來襲，東京奧運一拖再拖下勉強舉行，東京奧
組委為對付疫情已經焦頭爛額，能夠如期舉行已
是奇跡，還如何顧得上大眾觀感。

小記和一位長居日本的傳媒前輩聊起此話
題，他看着日本民眾由支持到漠不關心、甚至反
對：“市民在初期的確很支持，但後來要應付疫
情已沒太多精力顧及奧運，再加上閉門進行，那
些贊助商、大企業以至小市民都已失去興趣，市
面上要買個奧運精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小記
在路上偶遇行人，有時亦只會惹來奇怪的目光，
要以這樣的方式舉行奧運非東道主日本所願，但
看到這項原本舉世矚目的盛事淪為為辦而辦的
“雞肋”，實在感到十分可惜。

採訪採訪
手記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陳曉莉）在

因新冠肺炎疫情延期一年後，
第32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北

京時間23日晚7時在日本東京開幕。
羽毛球好手謝影雪與劍擊名將張家朗將

持旗率領中國香港代表團位列第170個進
入會場。

上月滿 24歲的張家朗連續第 2屆出
征，今屆兼戰男子花劍團體及個人賽。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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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謝影雪今次奧運將夥鄧俊
文出戰羽毛球混雙項目，她對持旗任務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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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東京奧運會是奧運歷史上首次延
期舉行，在時隔五年後，奧運聖火今晚在東
京奧林匹克體育場再度點燃。本屆奧運會共
設33個大項、339個小項，包括5個新增項
目：攀岩、滑板、沖浪、空手道和棒壘球，
其中棒壘球是繼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再度
成為正式項目，其他四項是首次成為奧運會
正式項目。

將在開幕式上擔任中國體育代表團旗手的
是女排運動員朱婷和跆拳道運動員趙帥。東京
奧運會是中國體育代表團境外參賽規模最大的
一屆奧運會，代表團共有777人，其中運動員

431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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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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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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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阻滯 東奧延一年開幕

國乒看淡抽籤 按自己節奏備戰

掃碼看片

● 黃 鎮 廷
（ 中 ） 杜 凱 琹
（左）與男雙隊友對
打。

記者郭正謙 攝

港乒混雙項目籤運不俗

打好每一仗打好每一仗打好每一仗
黃杜配不怠慢黃杜配不怠慢黃杜配不怠慢

奧運乒乓項目已經完成抽籤，攜
手出戰混雙的黃鎮廷及杜凱琹

均認為籤運不俗，無論首圈的匈牙
利對手或晉級後可能遇上的法國及
澳洲組合，名氣和成績均不及“黃
杜配”。不過黃鎮廷認為奧運不存
在容易對付的選手：“抽籤結果算
不錯，不過奧運每一場賽事都很難
打，尤其首兩輪的對手是首次面對，必
須加倍小心應對。”對於四強有可能面對
世界冠軍組合，杜凱琹表示不會想太長遠的事，
只會打好眼前的每一場比賽。

對手如狼似虎 港隊須盡快入局
港乒教練團22日除為黃鎮廷及杜凱琹安排單

對單訓練外，更以男雙組合林兆恆/何鈞傑為“黃
杜配”的對手。總教練陳江華表示平時也會這樣
安排，主要是希望加強訓練的強度：“平常都會

這樣安排，讓兩個雙打組合對練，
有助提升訓練的強度，目前各球員
的狀態都正常，雖然混雙的抽籤
結果還可以，不過對手是首次遇
上，可能會有暗湧，心態很重
要。”

而教練李靜在觀察對手
訓練後亦以“如狼似虎”來
形容，強調要打出氣勢盡
快入局。
22日天是港隊第二次在

比賽場館東京體育館訓練。陳江
華表示安排上問題不少，特別是場地太窄，已經
向賽會反映希望盡快改善：“從訓練場到主場館
距離有些遠，沒有車安排是有些麻煩，這也沒有
辦法。但場地太窄的問題是急需改善，有機會導
致球員撞到休息席，球飛來飛去亦可能會有影
響，經反映後賽會已答應會加闊50厘米。”

●香港乒乓
球隊22日在東京
體育館進行賽前
訓練。新華社

●港乒球手
蘇慧音進行賽
前訓練。

法新社

●●東京市面冷清東京市面冷清。。
記者郭正謙記者郭正謙 攝攝

●●東京奧運會已萬事俱備東京奧運會已萬事俱備。。新華社新華社

●●張家朗張家朗（（右一右一））與與
謝影雪謝影雪（（左一左一））今將今將
持旗引領港隊持旗引領港隊。。

記者黎永淦記者黎永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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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北京冬奧會倒計時200天
《我心飛揚》

孟美岐攜“四朵金花”沖金
讓世界看見中國速度！距離北

京冬奧會倒計時200天之際，由徐崢

監製，王放放執導，孟美岐、夏雨

領銜主演，王浙濱、王放放編劇，

何可可劇本策劃的電影《我心飛

揚》曝光“中國速度”版海報，

中國短道速滑“四朵金花”首度

集結亮相，共同朝著冬奧首金奮勇

沖刺。運動員楊帆（孟美岐 飾）

眼神淩厲，霸氣十足，誓要達成零

的突破。電影將於 2022 年 2月 1日

大年初一上映，無數觀眾翹首以盼

，期待在大銀幕見證冬奧首金的高

燃時刻！

最拼戰隊首度亮相！
孟美岐霸氣詮釋中國速度
自1980年首次出征冬奧會，中

國冬奧飽受與金牌失之交臂的遺憾

和不甘，陷入了長達22年的沈寂。

2002年第19屆鹽湖城冬奧會上，中

國短道速滑隊共獲得2金2銀4銅的

好成績，自此，中國冬奧一路高歌

猛進，以“冰雪強國”之姿屹立與

世界民族之林。電影《我心飛揚》

正是以此為靈感，在大銀幕再現那

段劃時代的民族記憶。

2022年2月4日，第24屆冬奧會

將在北京舉辦，中國將在奧林匹克

歷史上再次邁出前所未有的嶄新步

伐。值此北京冬奧會倒計時 200天

之際，影片曝光“中國速度”版

海報，中國短道速滑“四朵金花”

首度集結亮相，四人一心，全力

向冬奧首金發起沖擊，要讓世界

看見中國速度！飾演楊帆的孟美

岐引人矚目，眼神霸氣一往無前

，對冬奧首金的渴望展露無遺。

無論是標準的沖刺動作，還是昂

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她們都精準

詮釋了中國健兒的颯爽英姿。更

有網友表示一時分不清她們是運

動員還是演員，對這支戰隊在影

片中的表現分外期待。

最燃團魂同甘共苦！
戰友情戲外延續孟美岐成氣氛

擔當
歷經四個月的潛心磨練、68個

日夜的艱苦拍攝，四位演員同甘共

苦早已成為真閨蜜。為呈現奧運健

兒奮力拼搏的最佳效果，高強度的

訓練是演員們的每日片場必修課。

要達到運動員在賽場上的真實狀態

並非易事，演員們用俯臥撐、深蹲

、折返跑等方法訓練，往往熱身環

節就消耗掉大量體力，而這只是一

天拍攝的開始。劇組全員力求極致

，每個擺臂幅度都以專業標準嚴格

要求，連“四朵金花”的坐姿都依

據人物性格分外考究。影片拍攝於

零下十幾度的東北，為呈現影片中

夏季訓練部分，女孩們穿著短袖完

成了數小時的高強度拍攝，可見她

們已將運動健兒的神韻刻進骨髓。

相信在如此匠心的打磨之下，屆時

觀眾將收獲一場高燃且高品質的觀

影體驗。

卸下戎裝，“四朵金花”則

化身愛鬧愛笑的閨蜜團，戰友情

從戲內 延 續 至 戲 外 。 作 為 曾 經

的 女 團 C 位 ， 孟 美 岐 這 次 也 是

閨蜜團的凝聚力核心，摟著隊友

看回放、教隊友跳女團舞、隨時

發起擺 pose 挑戰......即使訓練和拍

攝已經讓身體疲憊不堪，她也仍

是片場的“氣氛組”擔當。同甘

共苦造就了屬於“四朵金花”的

熱血團魂，他們的真摯情感將在

大銀幕上有何呈現，讓我們拭目

以待。

《我心飛揚》由北京真樂道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電影衛星頻道節

目製作中心、北京光影四季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北京衡源路德影視文

化傳媒中心出品，上海奕齊影業集

團有限公司、長春凈月影視文旅產

業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真樂道

文化、光影四季文化聯合承製，黑

龍江省委宣傳部、北京市委宣傳

部、吉林省委宣傳部聯合攝製，將

於 2022 年 2 月 1 日大年初一全國

上映。

東野圭吾小說改編電影《回廊亭》相約賀歲
任素汐劉敏濤為愛復仇

由來牧寬執導，任素汐、劉敏濤領銜

主演的電影《回廊亭》發布“回廊之火”

版概念海報，官宣定檔賀歲。電影根據東

野圭吾原著小說《回廊亭殺人事件》改編

，故事源於發生在回廊亭酒店的一場火災

兇殺案，而火災背後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欲

望糾葛，更交織著復雜的愛恨情仇。影片

日前已進入拍攝階段，將於2021年賀歲檔

上映。

東野圭吾懸疑力作搬上大銀幕
回廊之火海報引發多重猜想
電影《回廊亭》講述了一位富商病逝

後，他的親屬們聚集在回廊亭酒店等待

數十億遺產將會如何分配，眾人各懷鬼

胎，作為回廊亭管家的林珍惠（劉敏濤

飾）亦被卷入其中。關鍵時刻，律師周

揚（任素汐 飾）帶著遺囑和一封神秘信

件而來，更牽扯出一場發生在一年前的

火災兇殺案，死者是富商流落在外的私

生子，更是全部遺產的第一順位繼承人！

兇手，似乎就隱藏在眾人之中……在今

日發布的概念海報中，曲折的走廊與燃燒

的火光交錯出“回”字形狀，黑暗之中仿

佛正醞釀著巨大陰謀。煙霧彌漫，卻隱

藏不了悄然發生的一場兇殺案，兇手的

影子投射到墻上，面目難辨，究竟是誰

點燃了回廊之火？關於回廊亭的一切秘

密，正緩緩揭開。

影片改編自日本知名推理小說家東野

圭吾的作品《回廊亭殺人事件》，東野圭

吾曾獲得日本推理小說界的最高榮譽“江

戶川亂步獎”，被譽為“集以往前輩之大

成的懸疑大師”。其作品最匠心獨具之處

在於對人性的隱惡與自贖的深刻剖析，憑

借《嫌疑人X的獻身》、《白夜行》、

《解憂雜貨店》等作品，東野圭吾在國內

外都累積了大量書迷，影響力不言而喻，

《回廊亭殺人事件》更被稱作他的本格推

理極致之作，此次本土化改編必將在保留

其風格的基礎上融入更多驚喜。

任素汐劉敏濤顛覆以往形象
主創傾心打造有溫度的懸疑
電影《回廊亭》集結了優秀的主創班

底與實力派演員，導演來牧寬畢業於北京

電影學院導演系，十分擅長處理懸疑類作

品。製片人馬珂曾擔任電影《讓子彈飛》

、《失戀33天》的製片人。劇本統籌文寧

曾擔任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編劇，

其作品累計票房已超過50億。編劇許淥洋

的電影作品《我和我的祖國》、《受益人

》票房累計超過 30億，編劇張仕棟的網

劇作品《余罪》獲得豆瓣評分8.4。主演

任素汐曾在高口碑電影《驢得水》、《無

名之輩》中貢獻絕佳演技，主演劉敏濤憑

借熱播劇《偽裝者》、《瑯琊榜》被大眾

熟知，也在《我和我的家鄉》、《奪冠》

等作品中貢獻出演技名場面。此番兩人首

次挑戰懸疑犯罪類電影，顛覆觀眾既往印

象，力求在大銀幕上為觀眾帶來全新的體

驗。

電影《回廊亭》已經進入到拍攝階段

，在7月5日的開機儀式上，一眾主創出席

並分享感言。製片人馬珂動情表示，主

創團隊和參演人員對電影《回廊亭》的無

條件奉獻，讓他感受到了青年電影人對電

影事業的熱愛，十分感動。導演來牧寬表

示，這個充滿懸疑、推理橋段的故事背後

牽連的仍是人的感情，整個劇組必將共同

努力，將《回廊亭》打造成一部有溫度的

電影。

《
我
們
的
新
時
代
》

見
證
基
層
黨
員
奮
鬥
故
事

隨著第六單元《緊急營救》成功完

成隧道救援任務，電視劇《我們的新時

代》日前在北京衛視、東方衛視、深圳

衛視收官。劇中的六個單元，講述了以

社區誌願者、技術工人、排爆軍人、少

數民族村醫、大學生村官、民間救援隊

隊員為代表的基層青年黨員的奮鬥故事

，樹立了奮鬥不息、無私奉獻的青春榜

樣。

《我們的新時代》播出期間，北京

衛視、東方衛視收視率破 2，最高收視

率達 2.889。六個單元敘事風格不一，

或風趣、或驚險、或溫暖，每個單元獨

立成章，又統一於“黨員精神傳承”的

主題。從城市社區的誌願者到偏遠邊境

的排爆手，從浙江的大學生村官到貴州

的鄉村醫生，從技術工人到民間救援隊

員，《我們的新時代》中每一位基層黨

員都融合了真實人物經歷，多維度生動

展現了新時代青年共產黨員的精神風貌

。此外，六個單元都有鮮明的青春風韻

，即便是相對沈重的故事，也綻放出一

種生活本味。

《我們的新時代》最大的特點是基

於“真實改編”，六個單元的故事都根

據真實人物、真實事件進行藝術加工而

成，同時聚焦小人物，講述了“接地氣、有溫度、有共

鳴”的基層黨員新故事。《美麗的你》講述北京朝陽區社

區誌願者在基層鍛煉、逐漸成長的故事；《騰飛》講述在

國產民用飛機製造的過程中，青年技術工人傳承工匠精神

的故事；《排爆精英》講述邊境排爆手出生入死、保家衛

民的故事；《幸福的處方》講述貴州新一代青年村醫繼往

開來、堅守奉獻的故事；《因為有家》講述的是浙江大學

生村官帶領村民發展新經濟，振興鄉村的故事；《緊急營

救》表現的是民間救援隊攻堅克難、為民服務的故事。正

是這些青年榜樣負重前行、甘於奉獻、奮鬥在前，時刻為

國家和人民發光發熱，展現了新時代的黨員風貌，為當代

年輕人樹立了人生坐標和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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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洪災抗 擊

藝人自發投入救災捐款已逾1.8億
英皇領頭捐千萬馳援河南

▲黃曉明為河南捐贈的
物資已經裝車前往災
區。

由21日開始，社會各界都紛紛投入到馳援
河南抗洪搶險行動中，其中英皇集團及

旗下藝人更是香港首家企業率先宣布通過集團
旗下的“英皇慈善基金”向“河南省慈善總
會”捐款。今次賑災捐款更由集團主席楊受成
博士及兒子楊政龍，率領一眾英皇藝人馳援救
災行動，集團更以馬拉松形式呼籲身在香港及
內地的藝人陸續加入。截至22日，新增藝人
包括方中信響應捐款20萬元，連同22日英皇
集團主席楊受成博士、執行董事楊政龍兩父子
合共捐款1,000萬、謝霆鋒及陳偉霆各捐款
100萬、容祖兒及蔡卓妍各50萬、鍾欣潼、李
克勤及惠英紅各30萬、溫碧霞20萬及周勵淇
5萬，一共籌得人民幣1,435萬元。在楊受成
的一呼百應下，英皇成為中國首家捐款過千萬
的娛樂公司。

吳尊陳冠希以子女之名捐款
21日有不少眼利的內地網民表示今次英

皇帶頭捐款，有份捐款的藝人，除了在微博轉
發救災訊息之外，卻沒有一個人提他們自己捐
錢了。英皇是次低調行善引來內地網民熱烈討
論，有內地社交網站一篇被轉發多次的文章更
稱讚英皇捐錢悄無聲息；有內地網友指英皇是
河南災情中較早一批捐款的，老闆楊受成自己
率先捐出1千萬，率領旗下藝人團結一致的舉
動令人感動，特別點名讚賞藝人對社會有責任
感，值得網友尊重。

內地藝人黃子韜捐出300萬元、李易峰捐
150萬元，章子怡與丈夫汪峰、鄧超與太太孫
儷、楊冪、肖戰、趙麗穎、張雨綺、張杰與太
太謝娜、吳京夫婦、唐嫣與丈夫羅晉、李榮浩
與太太楊丞琳、賭王兒子何猷君與太太奚夢瑤
以及郎朗夫婦等均捐出100萬元，同是捐出
100萬的吳奇隆、劉詩詩夫婦，劉詩詩表示：
“盡綿薄之力，共渡難關！”陳冠希與太太秦
舒培以女兒Alaia名義捐款50萬元並表示“盡

綿薄之力，我們的家鄉，加油。”吳尊同以孩
子吳欣怡、吳鑫樂名義捐出50萬元為河南加
油打氣。

台灣藝人張庭偕夫捐500萬
楊穎（Angelababy）捐助50萬元，丈夫黃

曉明則以其“明天愛心基金會”捐出70萬瓶礦
泉水及1萬支消毒用品等物資，黃曉明得知物
資安全運抵災區後表示：“水喝上了我就放心
了。志願者們辛苦了，衷心地感謝你們，和所
有這個過程中幫助我們的人和組織。”王祖藍
與太太李亞男合共捐50萬元，楊千嬅捐30萬
元，身在內地的李若彤捐出20萬元救災，她
說：“公益沒有大小，都是愛和力量！看到受
災現場難受到想哭，希望盡快好起來，
遭遇暴雨的朋友們都平平安安。”

至於台灣藝人也關心災民，其中
林瑞陽與太太張庭捐助500萬元，陳
榮煉、安以軒夫婦捐出200萬元、趙
又廷、高圓圓夫婦、彭于晏捐贈100
萬元，王大陸也捐出30萬元，盡顯暴
雨無情人有情。

韓紅王一博奔赴前線救災
藝人除捐款貢獻自己的力量，有

藝人更身體力行奔赴前線救災，韓紅
愛心慈善基金會發起“韓紅愛心支援
鄭州”援助行動，韓紅前天下午帶隊
出發前往鄭州，為受災群眾提供援
助，河南籍藝人王一博也作為明星志
願者一同前往。22日有視頻曝光，見
王一博站在韓紅旁邊，與其他志願者
一樣，身穿志願者衣服，手拿韓紅愛
心慈善基金會大旗，高喊“鄭州加
油”振奮人心！

內地當紅男團TFBOYS成員王源
和易烊千璽也已通過韓紅基金會捐

款，但是基金會未公
開金額。據知，另一
成員王俊凱則是通
過自己的煥藍夢想
公益基金採購了
50,000箱飲用水和
6,500箱泡麵送往災區。

過往內地發生天災，香港演藝界也齊心作
出支援，不過由於疫情關係暫時未見籌辦籌款
活動，演藝人協會秘書長余安安22日回應傳
媒查問：“這兩年都因為疫情關係，慈善機構
很難搞大型籌款活動，所以演協暫不會做賑災
活動。但香港人都好有善心，相信大家都會個
別自己捐款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天災無

情，人間有愛！在河南遭受千年一遇大

暴雨後全國上下立刻眾志成城，過往多

次重大災情發生時熱心關懷社會的中國

演藝界都反應極快，今次也不例外，數

百名演藝明星名人進行公益接力，紛紛

響應捐款、捐物資馳援河南水災，網上

留言為河南加油！希望從物質和精神上

都幫助災民共渡難關，兼傳遞正能量的

社會價值。目前演藝圈愛心捐款累積數

目已超過1.8億元（人民幣，下同）！

藝人慷慨解囊（單位：人民幣）

儘管過去兩年演藝界市道不算太好，但演藝界一眾
藝人仍非常有愛心善心，慷慨解囊捐款支援河南水
災的災民，實屬很難得。捐款名單表列如下：

捐款1,000萬 英皇集團
捐款500萬 歡瑞世紀、張庭林瑞陽夫婦、王思聰
捐款300萬 嘉行傳媒、黃子韜、五月天
捐款212萬 歡娛影視
捐款200萬 哇唧唧哇、耀客傳媒、周冬雨、華

晨宇、薛之謙、薇婭、安以軒陳榮
煉夫婦

捐款150萬 東申未來、李易峰、李子柒、王源、
鄭愷夫婦

捐款130萬 楊紫、白敬亭
捐款120萬 張萌
捐款107萬 張藝興
捐款100萬 和頌傳媒、樂華娛樂、謝霆鋒、肖

戰、徐崢陶虹夫婦、章子怡汪峰夫
婦、易烊千璽、楊冪、黃軒、吳磊、
張傑謝娜夫婦、張若昀唐藝昕夫婦、
張天愛、鄧超孫儷夫婦、鄧倫、陳小
春應采兒夫婦、陳偉霆、何猷君奚夢
瑤夫婦、郎朗夫婦、白百何、大鵬、
井柏然、景甜、江疏影、高曉松、管
虎梁靜夫婦、關曉彤、郭麒麟、杜海
濤沈夢辰、黃磊孫莉夫婦、黃明昊、
李現、雷佳音、李佳航李晟夫婦、李
榮浩楊丞琳夫婦、李佳琦、李雲迪、
林志玲夫婦、何超蓮、林依輪、何洛
洛、何炅、趙麗穎、張雨綺、張哲
瀚、張一山、賈玲、賈乃亮、胡彥
斌、劉昊然、劉詩詩吳奇隆夫婦、劉
濤、劉亦菲、劉宇寧、劉雨昕、鹿
晗、羅永浩、孟美岐、彭于晏、戚薇
李承鉉夫婦、喬杉、沈騰、時代少年
團、唐嫣、佟麗婭、吳京謝楠夫婦、
王彥霖夫婦、王嘉爾、岳雲鵬、趙又
廷高圓圓夫婦、周一圍朱丹夫婦、朱
一龍、竇驍

捐款80萬馬思純
捐款60萬張栢芝
捐款50萬蔡卓妍、陳飛宇、陳赫、Angelaba-

by、迪麗熱巴、王祖藍李亞男夫婦、李
冰冰、李晨、趙薇、鍾楚曦、阿雲嘎、
白宇、包貝爾、成毅、丁禹兮、范冰
冰、范丞丞、馮提莫、谷嘉誠、龔俊、
倪妮、梁潔、林更新、劉浩存、羅雲
熙、馬伊琍、吉克雋逸、毛不易、楊
洋、于朦朧、王子文、汪蘇瀧、王自
健、文淇、吳謹言、許凱、許魏洲、熊
梓淇、吳尊、童瑤、歐陽娜娜、彭昱
暢、黃景瑜、金晨、胡一天、鞠婧禕、
李光潔、李雪琴、李一桐、李沁、彭小
苒、秦海璐、秦俊傑、秦嵐、任嘉倫、
容祖兒、佟大為關悅夫婦、宋佳、吳宣
儀、譚松韻、張小斐、虞書欣、張彬
彬、張靚穎、張子楓、張新成、周延
GAI、周也、朱正廷、趙露思、趙今
麥、趙文卓張丹露夫婦、張雪迎、陳冠
希秦舒培夫婦

捐款40萬張雲雷
捐款35萬歐豪
捐款30萬李克勤、惠英紅、楊千嬅、鍾欣潼、尤

長靖、孟佳、金瀚、畢雯珺、宋茜、宋
妍霏、王大陸、魏大勛、王霏霏

捐款20萬方中信、李若彤、白鹿、陳宥維、何
穗、李玉剛、劉敏濤、馬思唯、陸柯
燃、孟子義、宋祖兒、王琳凱、萬茜、
王子異、小沈陽、謝銳韜、許佳琪、楊
九郎、于湉、楊迪、張雲龍、張嘉倪、
張檬金恩聖、張欣堯、張藝上、周潔
瓊、朱星傑、祝緒丹、高偉光

捐款19萬尹正
捐款10萬任豪、田鴻傑、陳卓璇、程瀟、肖宇

梁、曾可妮、鄭雲龍
(非官方正式統計)▲▲梁競徽亦有向河南災區捐款梁競徽亦有向河南災區捐款。。

▶亨達集團名譽主席鄧
予立先生捐出個人攝影
集義賣籌款，為河南災
民送上一點心意。

●●黃子韜捐出黃子韜捐出30030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吳尊以身教教吳尊以身教教
子女做善事子女做善事。。

●●林瑞陽與太太張庭捐出林瑞陽與太太張庭捐出50050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博士率領旗下藝人謝霆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博士率領旗下藝人謝霆
鋒鋒、、容祖兒容祖兒、、蔡卓妍馳援救災行動蔡卓妍馳援救災行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韓紅帶隊出發前往鄭州韓紅帶隊出發前往鄭州，，河南籍藝人王一河南籍藝人王一
博也作為明星志願者一同前往博也作為明星志願者一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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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位于美国加州西南部的洛杉矶

（Los Angeles）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也

是美西最大的城市，美国重要的经济中

心。

被誉为“天使之城”的洛杉矶常年

阳光明媚（因此也叫“阳光之城”）、

气候温和、干燥少雨，适宜居住，是全

球有名的宜居城市，也是富人比较多的

城市，拥有“全球最尊贵住宅区”称号

的比弗利山庄就位于洛杉矶，很多好莱

坞巨星、NBA球星和国际富豪都购置了

比弗利山庄的豪宅。

洛杉矶华人的居住历史较长，早在

19世纪中期，在淘金热的吸引下，大批

华人就已经来到美国。他们在当地开设

洗衣坊、中餐厅、杂货店等并以此为生

。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就有30万华

人移民美国，大多数华人定居在美国西

海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西岸华人比较

集中的原因，而洛杉矶又是西岸重要的

沿海城市，气候宜人，很多老移民在此

定居下来后，繁衍的华裔子孙后代也扎

根在这座城市。

洛杉矶华人社区集中，华人文化气

息相对浓厚，很多初到美国的移民人士

不用太担心水土不服的问题。

大量新移民的到来，资金涌入也加

强了洛杉矶作为美国西部经济中心的地

位。

洛杉矶集合了科技、教育、娱乐、

工商业等精华，作为美国西部最大的经

济中心，洛杉矶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

贡献。

洛杉矶这座城市不仅经济发达，娱

乐业也很丰富，好莱坞、环球影城、全

球首个迪士尼乐园都在洛杉矶，全美最

大的城市公园格里菲斯公园也位于洛杉

矶。

洛杉矶教育资源也比较丰富，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

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国际名校都坐落在

洛杉矶。

对于向往美国的华人朋友来说，不

管是上学、工作还是定居生活，洛杉矶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关于洛杉矶，你的了解还有多少呢？

先说明一点，我们平时常说的洛杉

矶主要是指洛杉矶市、洛杉矶县和大洛

杉矶地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洛杉

矶市是隶属洛杉矶县的一个城市，而洛

杉矶县又隶属于大洛杉矶地区。这点需

要注意一下，美国的县是大于市的，县

是次于州的行政区划。

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些华人说自己住

在LA的时候，如果不具体到哪个城市

甚至社区的话很难知道他住在洛杉矶的

哪个位置。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所说的洛杉矶

是泛指整个大洛杉矶地区。

大洛杉矶地区包括了五个县：洛杉

矶县（Los Angeles）、橙县（Orange，

也叫奥兰治县）、圣贝纳迪诺县（San

Bernardino）、里弗赛德县（Riverside，

也叫河滨县）和文图拉县（Ventura）。

这五个县下辖的市共同组成了一个

城市群，即洛杉矶都会区，洛杉矶都会

区都是全美仅次于纽约都会区的第二大

都会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会区之

一。

洛杉矶华人主要分布在圣盖博谷西

区和东区以及橙县。

圣盖博谷西区的华人社区开发非常

早，在Monterey Park（蒙特利公园）

、 San Gabriel（圣盖博）、San Mario

（圣马力诺） 、Alhambra（阿罕布拉）

、Pasadena（帕萨迪亚）、Arcadia（阿

凯迪纳）等城市，华人分布比较集中。

这里的华人占比高达50%~60%以上，所

以如果你在圣盖博谷，那见到黄种人面

孔的几率会很高，即使是英语不太好的

移民，定居在这里也基本不用担心交流

沟通的问题。

美国“天使之城”洛杉矶凭借什么

吸引华人移民聚集定居？

从圣盖博谷西区向东，Rowland

Heights（罗兰岗）、Walnut（核桃）、

Diamond Ba（钻石吧）、Chino Hills

（奇诺岗）等城市的华人也比较多。

从圣盖博谷再延伸至橙县，华人占

比慢慢减少。橙县的Irvine（尔湾）、

Yorba Linda（约巴林达）、Fullerton

（富勒顿）、Newport Beach（新港滩）

也有华人居住。

这些华人比较多的城市，同时也是

亚裔比较多的城市。

大洛杉矶和纽约相比，前者更适合

过节奏较慢的生活。如果说纽约是一个

比较适合年轻人打拼的奋斗型城市，那

洛杉矶就像一座悠闲的、适合生活的养

老型城市。纽约有华尔街精英，洛杉矶

人民则热衷于阳光、沙滩、啤酒、美食

，各式各样的娱乐艺术活动。那些从国

内一线城市匆匆逃离的新移民，普遍更

向往洛杉矶的移民生活。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移民洛杉矶的

华人要比其他城市更多且更集中，洛杉

矶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较大，当地华

人的地位相对也比较高，华人社区很多

，想找中餐厅和华人超市也都很方便，

很多国内有名的中餐品牌在洛杉矶都不

难找到。

如果你想了解美国的华人历史，和

洛杉矶当地的老移民畅聊一番，获得的

有效信息大概会胜过从很多中外媒体上

了解到的。

美国“天使之城”洛杉矶
凭借什么吸引华人移民聚集定居？

随着疫苗接种率越来越高，新冠疫

情较之前有所好转，为了方便欧盟国家

之间的旅行互通，欧盟已经在7月1日

正式启用电子版疫苗护照。

因为受疫情影响封锁了一年多时间

的旅行禁令，率先在欧盟境内打破！这

对于很久未出国门的欧盟公民来说，无

疑是一个久违的好消息，终于可以出去

旅游了，虽然现阶段还只是在欧盟境内

。

按照相关规定，只要出行旅客的新

冠检测结果呈阴性或曾经感染新冠病毒

但已经恢复健康或接种过疫苗就可以使

用电子疫苗护照。

疫苗护照采用二维码的形式，包含

了持有者的姓名、出生日期、接种疫苗

的日期、何种疫苗等信息，可以打印成

纸质版，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出示电子

版，旅客在抵达机场后，只需要出示二

维码就可以快速完成核验。

据悉，欧盟疫苗护照的有效期是12

个月，从7月1日正式启动之日开始计

算，疫情结束后，将不再发放。欧盟疫

苗护照的适用范围除了完全覆盖27个欧

盟成员国以外，还包括冰岛、挪威、瑞

士、列支敦士登等四个申根国家。

可以预见，欧盟疫苗护照推出以后

，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因为疫情遭受重

创的欧洲旅游业，尤其是那些对旅游业

依赖度比较高的欧洲国家，比如希腊、

西班牙，有望借此重振旅游经济。

遗憾的是，欧盟目前公认的疫苗只

有辉瑞、莫德纳、强生和阿斯利康这四

款新冠疫苗，其它国家的其它新冠疫苗

，比如中国疫苗和俄罗斯疫苗，欧盟成

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认可和接纳，比

如希腊、塞浦路斯欧盟等国家就认可中

国疫苗。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

恩当天表示，电子疫苗护照是一个“开

放和安全”的欧洲的象征，欧盟正在帮

助欧盟公民重获自由，目前欧盟范围内

发放的疫苗证书已经超过两亿张。

众所周知，欧洲是高福利社会的代

表，而欧盟是欧洲多个国家共同建立的

政治和经济联盟，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

的地区之一，经济一体化促进了欧盟区

经济的繁荣。

欧盟作为政治和经济高度一体化的

国际区域组织典型代表，有一个非常重

要的优势，而且对国际地区合作组织的

发展非常重要，那就是欧盟国人员的自

由流通。对于任意一个成员国的公民来

说，只要他有欧盟国家的身份，都可以

自由往返于其它成员国国家，还能自由

居住、学习、工作和生活，并享受与本

国公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这也是包括黑山、马其顿、土耳其

、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争相想要加入欧

盟的重要原因，如果说英国脱欧是为了

不被“拖后腿”，那对于一些还没有加

入欧盟的欧洲小国家来说，加入欧盟则

意味着可以“抱大腿”，分一杯羹。

对于外国移民者来说，如果拥有一

个欧盟国家的公民身份，相当于间接拥

有了其它欧盟国身份，可以自由出入欧

盟成员国，跨区域工作，并共享教育、

医疗、养老、度假等福利。

如何才能拥有一个欧盟公民身份呢？

欧盟公民身份的概念是在1992年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的，该

条约8.1款规定，持有任一欧盟成员国

护照的个人都是欧盟公民。

所以，要想成为欧盟公民，首先需

要移民到欧盟国家。

欧盟国家有哪些呢？自从去年英国

脱欧后，欧盟目前一共有27个国家，分

别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

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希腊、

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瑞典

、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克罗地

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浦路斯、

拉脱维亚、马耳他。

近几年比较低门槛的欧洲移民项目

是投资移民，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

等国家，只需要购买当地房产就能轻松

获得移民身份，办理速度非常快，整体

办理周期4~6个月，没有语言、学历等

要求，只要买房，就能和家人一起获得

移民身份。

欧洲购房移民项目详情↓↓↓

一、希腊购房移民 办理周期：4~6

个月

特点：投资少、审理速度快、无居

住要求、无语言学历要求

希腊购房移民项目堪称欧洲性价比

最高的“绿卡”项目。

费用：29万欧元

签证类型：永久居民

2013年4月，希腊政府出台了旨在

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投资移民政策。

2015年7月9日，希腊又通过了新的移

民法案。非欧盟公民在希腊购买25万欧

元以上（当前汇率折算人民币约194万

元）的房子，就可以带配偶、21周岁以

下子女、自己和配偶的父母一起一步到

位获得希腊永居。一人投资，三代移民

。永久居民若满足一定居住要求还可以

申请入籍。

申请要求：申请人需要满18周岁，配

偶及21周岁以下子女、父母可随同申请；

在希腊购买25万欧元以上的房产

（长期持有，不可出售）；

无语言、经商经验和资金来源要求

；

无犯罪记录。

续签：持有房产，每5年换签一次

入籍：住满7年即可入籍

二、西班牙购房移民 办理周期：

4~6个月

特点：申请周期短、子女续签无忧

、无语言要求、无需商业学术背景

费用：55万欧元

签证类型：临时居民

2013年9月27日，西班牙颁布了新

的移民法案，为投资移民项目敞开了更广

阔的大门；2015年7月31日，法案更新，

实现三代移民。在西班牙投资房产即可获

得居留许可，申请手续简单，房产（公寓

、别墅、商铺）可出租，投资回报率高。

当地出生子女1年后即可入籍。

申请要求：

1.主申请人必须年满18周岁

2.购买至少50万欧元的当地房产

3.无犯罪记录

续签

1. 居留签证年限为1+2+5，每个签

证有效期内登陆1次，且房产不出售

2. 经济能力证明：每个家庭每月约

3万人民币生活保证金

3. 购买医疗保险

4. 在西班牙无犯罪记录

转永居

1.5年内住满4年2个月，单次离境

不超过6个月

2.在西班牙无犯罪记录

入籍

1.连续合法居住10年，每年住满半

年

2.通过西班牙语入籍考试（西班牙

语）

3.在西班牙无犯罪记录

欧盟正式开放旅游！拥有一个欧盟

国家移民身份有哪些途径？

三、葡萄牙购房移民 办理周期：4~6个月

特点：无资金来源证明要求、无学

历语言要求、办理周期短

费用：53万欧元

签证类型：临时居民

葡萄牙投资移民计划又叫黄金居留

许可，葡萄牙政府于2012年10月8日颁

布，2015年 6月、9月分别再次修正，

投资要求为在葡萄牙当地购买不低于50

万欧元（当前汇率折算人民币约388万

元）的房地产。房地产类型、数量不限

，可购买民用住宅、商业用房、工业用

房、农业用房，可购买一套或多套，只

需满足所购房产总额不低于50万欧元即

有资格申请移民。

申请要求：

主申请人年满18周岁，非欧盟国家

公民；

随行家庭成员包括：合法配偶、18

周岁以下子女、18周岁以上未婚、在读

全日制且经济不独立的子女、主申请人

的父母及岳父母（65岁以下的话需要证

明其经济不独立，需要依靠抚养）；

购买至少50万欧元的房产（房产类

型不限）或者不低于35万欧元的房产

（限定房产建筑年限超过30年以上或重

建区域的房产）；

无犯罪记录；

购买健康保险。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大多数欧

洲购房移民项目并不是护照移民，和美

国、加拿大等主流移民大国一样，办理

欧洲购房移民是先拿到永居或临居身份

，在移民国满足居住要求后方能申请入

籍，所以，欧洲购房移民并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一步到位拿公民身份的项目。

如果想一步到位拿外国护照，可以

考虑土耳其、黑山等暂未加入欧盟未来

将加入的潜在欧盟国家，土耳其、黑山

均有投资入籍移民项目。

欧盟正式开放旅游！
拥有一个欧盟国家移民身份有哪些途径？

英國政府己在 7 月 19 日宣佈
舉國正全面解封、迎向睽違 483
天的 「自由日」，但已有超過 4
千名科學家、醫護和專業人普遍
認為：現今還不是開放 的時候。
因此聯同一起，在網路上連署，
譴責政府執意 「逆時鐘」解封，
這種做法有如 「危險而不道德的
實驗」，呼籲暫停解封計畫，直
到包括青少年在內的大眾都已接
種疫苗，且接種率夠高為止，才
能考慮開放。

記得去年英國在新冠病毒爆
發之初，採取佛系防疫，導致確
診和死亡病例高居不下，終於在
去年3月23宣布全面封鎖措施。
英國《2020年冠狀病毒法案》給
予政府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未曾
動用的龐大緊急權力，當局要求
民眾居家防疫，避免不必要旅行
或與他人接觸，並關閉所有學校
、商店和聚會地點，若有症狀者
需居家隔離，在公共場合需保持
社交距離，並賦予警察防疫執法

的特別權力。
到了去年6月至7月間，因確

診病例有所下滑低，當局首度微
型解封，時至 9 月，大多數學校
已重開。不過，重症病例也隨之
高漲，地方防疫限制，又要逐漸
回籠。以英格蘭地區為例，從10
月起採取階段式封鎖，12月受英
格蘭東南部出現的英國變種病毒
影響，確診病例爆增，多國開始
禁止英國人入境。

去年聖誕節前後，英國因領
先全球接種疫苗而展開微解封，
到了今年 1 月初，因確診病例又
暴增，只能宣佈第三度封城。不
過，隨著疫苗接種率提高，英國
重症病例大幅降低，學校在 3 月
復課，4月起又開始逐步解封。

在印度Delta變種病毒入侵英
國後，英國政府將原訂6月21日
全面解封日期，延至7月19日。
不過，Delta威力強大，近日確診
病例屢創 1 月以來的新高，甚至
單日突破 3 萬例，引發外界質疑

解封聲浪。僅管如此，英國政府
仗著完整接踵疫苗人口已逾 6 成
，執意要迎向解除絕大多數防疫
限制，包括戴口罩強制令在內的
「自由日」。

然而有大批科學家在《刺胳
針》醫學期刊發表公開信，批評
政府的決策乃 「危險而不成熟」
， 「英國政府必須重新考慮當前
策略，採取緊急措施保護大眾，
包括兒童在內。我們認為，政府
正在進行一項危險且不道德的實
驗，我們呼籲暫停解封計劃。」
現在網路上已取得超過4200名科
學家和醫護人員集體連署。

信中呼籲，英國政府應該採
取世衛要求的公衛措施，包括室
內戴口罩，就算是已接種疫苗者
也一樣。籌畫這封公開信的瑪麗
皇后大學流行病學家葛塔桑尼
（Deepti Gurdasani）指稱，解封
等同於 「政府刻意讓兒童暴露在
大規模感染下」， 「這是不道德
和不可接受的。我們的年輕人在

過去一年裡已經受了這麼多苦，
現在卻還被迫承受這個危險實驗
的後果。」

《 刺 胳 針 》 主 編 霍 頓
（Richard Horton）則指出，英國
政府解封計畫 「沒有科學共識」
，導致許多科學家擔心，解封不
僅會加速病毒傳播，大幅增加重
症、住院情況，更可能使英國淪
為不怕疫苗的新變種病毒之溫床
。英國醫學會也同樣反對解封計
劃。

英國累計確診病例逼近 500
萬例大關，累計死亡病例逾 12.8
萬人，在歐洲僅次於俄羅斯。根
據英國政府數據，86.4%居民至少
接種一劑疫苗，64.6%居民已完整
接種疫苗。但受Delta變種病毒影
響，英國 7 月份新增確診病例急
劇增加，近期確診病例幾乎每隔
6天就增加1倍。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英國執意解封英國執意解封 危險萬分危險萬分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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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導過《紅衣小女孩》、《緝魂》

等賣座大片的新生代導演程偉豪，首度

以新作《池塘怪談》轉戰小螢幕。除了

林鶴軒、陳姸霏、石知田等新生代演員

，更力邀金鐘視后苗可麗和硬底子演員

趙正平一起飆戲。飾演「魚媽」的可麗

姐和飾演派出所所長「老袁」的趙哥，

兩人都是第一次和程偉豪導演合作。趙

哥直爽表示，「導演的作品膾炙人口，

我不知道他這麼年輕，蠻好的一個人，

有他的堅持跟要求的點。」

苗可麗分享，導演的嚴肅認真讓她也

繃緊神經，但也讚：「他會給演員很多機

會，讓你嘗試不同的感覺，挑出彼此都覺

得很棒的結果，這對演員來說是很幸福也

很幸運的一件事情。」《池塘》劇中的時

空是2004年，那也是苗可麗人生中難以忘

懷的一年，「我2002年演完《台灣霹靂火

》的李豔萍之後，大家都知道我很會罵人

，之後又接了《台灣龍捲風》，一罵就罵

了好多年。」她也在《池塘怪談》演員幕

後花絮影片中，大方重現當年劇中的經典

台詞，一秒嗆爆反派葉美琪挑釁的「甘安

捏」。

由林鶴軒、陳姸霏、石知田等新銳

演員領銜主演的微迷你劇集《池塘怪

談》，20 日發布演員幕後花絮。江小

魚（林鶴軒飾演）經歷一場車禍後，

與同班的阿丁（石知田飾演）、大糸

（蔡承儒飾演）與小Q（張紹琛飾演）

幾個死黨之間的兄弟情，竟起了微妙

的變化。越想越不對勁的小魚，驚覺

難不成死黨各個都和班上女神「阿妮

」（陳姸霏飾演）有「人與人之間的

連結」？在一場小魚和阿妮的重點戲

中，陳姸霏甚至被逼得脫口而出自己

是「碧池（Bitch）」，而這場戲更是陳

姸霏全劇印象最深刻的一幕，「阿妮

和我最大的差別是語速，我個性是一

急講話就會更快，經紀人一直叫我講

慢一點，不然沒人聽得懂。拍這幕的

時候我一直看大鶴，感謝他給足我我

要的情緒，拍完我差點燒聲。」

說起青春時代不可或缺的愛情酸V滋

味，「小魚」林鶴軒坦承曾經唱過〈天天

想你〉告白，結果因為唱得不好聽失敗告

終。「阿丁」的石知田笑說，國小跟喜歡

的女生吵架，會默默坐在床底大聽周杰倫

的歌，自以為在演MV，當時還喜歡買珍

奶當把妹禮物。「大糸」蔡承儒和「小Q

」張紹琛則不約而同談過純純網戀，一個

是小四時和喜歡的同班女生約玩《楓之谷

》，某天被女生勸告「天涯何處無芳草」

慘遭打槍，一個是小二在《唯舞獨尊》交

到「網婆（網路上的老婆）」，沒想到互

換照片之後一秒分手。

至於「桃花島島主」陳姸霏，四位共

演男演員之間會想選誰單獨看電影？她甜

喊，「我選小魚，雖然大鶴比我大十歲，

有時候我根本不懂他的笑點，但他有幾個

舉動蠻貼心，像是會帶零食分我，讓我有

種充電的感覺，希望他不要拒絕我。」

《池塘怪談》將於8月12日至9月9日，每

周四晚上8點於myVideo影音平台，晚上9

點於公視+影音平台播出，一次連播2集。

《池塘怪談》穿越時空……
苗可麗重現經典 「甘安捏」 嗆爆葉美琪

2021年真的對很多人來說都是辛苦的

一年，因為疫情關係生活大受影響，乖乖

待在家的我們好險還有許多值得追的超強

台劇！上半年像是《天橋上的魔術師》、

《火神的眼淚》都大受好評！而下半年也

很令人期待，包含《俗女養成記 2》、

《華燈初上》、《茶金》都已經備受關注

，讓粉絲們一起期待林心如、賈靜雯、劉

冠廷、周渝民等大咖強勢回歸飆演技吧！

2021下半年必追台劇1
《俗女養成記2》

2019年撥出的台式喜劇《俗女養成記

》憑著謝盈萱精湛的演技，還有生活化又

幽默的劇情創下高收視率，在觀眾們的呼

喊下終於第二季要來啦！在第二季中可以

看到陳嘉玲來到40歲的年紀，用盡全力書

寫人生下一個篇章，陳嘉玲也從天龍國回

到故鄉台南，展開人生下半場，第一件要

努力的事就是靠自己的雙手，把買下的鬼

屋變成家。到底俗女還會遇到什麼樣有關

親情、愛情的動人故事，一起期待吧！

2021下半年必追台劇2
《華燈初上》

集結了林心如、楊謹華、鳳小岳、修

杰楷等大咖雲集的《華燈初上》可以說是

今年期待值最高的台劇之一！斥資2.5億

完整重現當年的酒店風華，故事以台灣林

森北路的酒店為背景，描述1988年由林心

如、楊謹華飾演的日式酒店老闆娘，和旗

下一群風情萬種小姐們之間的愛恨情仇，

交織而成的時代寫實劇。

2021下半年必追台劇3
《茶金》

最近由公視推出的台劇都很受到好評

！而《茶金》也是公視在2021下半年的力

作！找來連俞涵和溫昇豪擔任男女主角，

改編自新竹北埔的知名茶商姜阿新的人生

故事，以1950年代為背景，述說新竹北埔

的茶產業，如何在爾虞我詐的商場中，面

對強大競爭起落浮沉，靠著茶業創造經濟

奇蹟為題材。

2021下半年必追台劇4
《逆局》

好久不見的仔仔周渝民終於要回歸

小螢幕啦！《逆局》改編自千羽之城作

品《追兇者》，由周渝民、吳興國、張

榕容、李銘順、朱軒洋、曾敬驊主演，

故事講述一樁樁懸案迫使警方與罪犯不

得不攜手合作，深入命案現場與兇手博

弈對決，為死者伸張正義。劇情充滿懸

疑、燒腦情節，就連仔仔拍完後也大呼

快瘋了呢！

2021下半年必追台劇5
《斯卡羅》

大家還記得當初吳慷仁膚色曬得黝黑

、又非常消瘦的模樣嗎？就是為了拍攝歷

史大劇《斯卡羅》！《斯卡羅》劇情故事

描述在十九世紀時，因美國船隻「羅妹號

」在臺灣擱淺，船難者誤闖臺灣「瑯𤩝十

八社」的領域，遭當地「斯卡羅」原住民

殺害，引發美國出兵攻打臺灣，清廷亦派

出五百大軍南下。在外國勢力與清兵、漢

人的夾雜下，會對斯卡羅族群帶來什麼衝

突與震盪？

2021下半年必追台劇6
《媽，別鬧了！》

女神賈靜雯繼《我們與惡的距離》後

再度回歸的作品，集結了賈靜雯、柯佳嬿

、林伯宏和比莉等大咖雲集，描述媽媽勇

敢赴澳洲追愛故事題材創新，以幽默風趣

拍攝手法，將大齡女子在面臨遲暮，以及

愛與被愛的焦慮年齡，更是獲得韓國投資

的大作！

2021下半年必追台劇7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2018年由劉以豪、陳意涵主演的電影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全台票房九天破

億，許多人都為劇中的愛情故事感動到痛

哭流涕。今年他們即將改編成影集上映，

除了原有的故事主軸外，也重新設計了平

行於原電影版愛情故事的愛情主線，找來

男星王柏傑、女星邵雨薇擔綱這條現代愛

情線的男女主角組合，相信又會讓許多影

迷們用掉許多衛生紙！

《俗女2》、《華燈初上》、《茶金》……2021下半年台劇大爆發

林心如、賈靜雯、周渝民等大咖強勢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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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生活的城市

，一年 365 天，从年

初到年尾，三分之二

的时间都在下雨，丝

丝细雨似乎从未断绝

，你会怎么想呢？

在中国，真有这样

一座“雨城”，它平

均每年降雨的日子达

到了 210 天。降雨的

日子，平均每天有 7

个小时在下雨，年降

水量达到了 1800 毫米

，堪称中国最“滋润

”的城市。你或许以

为这是沿海的某座小

城，但它却深藏在四

川西部、青藏高原东

麓，它就是雅安。

雅安天漏，女娲补天

留下的缺口？

在中国众多城市中

，雅安的年降水量并

非是最多的，许多沿

海城市如广东汕尾、

阳江等地年降水量都

在它之上。但深处内

陆、远离海洋的雅安

却是一年中累积降水

时间最长的，年降水

量也位居前列，因此

被封为“雨城”。雅

安 的 中 心 城 区 就 叫

“雨城区”。

雅安爱下雨，历史

很早就有记载。公元

561 年 ， 北 周 武 帝 收

复青衣、邛、徙地区

推进汉民郡县，隋时

立雅州，那时便被描

述为“多雨，天无有三日之晴”。由于多雨

，自古也有“雅安天漏”之说，唐代诗人杜

甫诗曰“地近漏天终岁雨。”

为什么雅安会有天漏？长期以来，人们

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当地民间传说，当

年女娲补天时精疲力竭而死，只留下雅安一

个缺口。传说归传说，近代以来，科学家们

逐渐解开了“雅安天漏”的谜团。

首先，从大的地理环境看，雅安西侧是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面是沃野千里的

四川盆地，正处于从平原向高原的结合过渡

地带，平均高差约为 2000 米，最高可达 5000

米。突然陡升的地势犹如一面耸立的屏风，

来自太平洋和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与高原的

冷空气等数股气流交汇于此，形成丰沛的降

雨。一旦高原和盆地上空的气流有什么“风

吹草动”，雅安都会饱受降雨之苦。

不独雅安，北起绵阳市平武县，南至

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雷 波 县 ， 沿 过 渡 地 形 分

布 的 南 北 狭 长 地 带 ， 降 雨 都 比 较 多 ， 是

我 国 内 陆 地 区 降 水 最 多 的 区 域 ， 被 形 象

地 称 为 “ 华 西 雨 屏 带 ” ， 雅 安 正 位 于 这

雨屏的中心。

位于高原与平原结合带，多股气流交汇

是雅安多雨的基础，但地形却是影响其降雨

的关键。雅安西面是高大雄峻的二郎山，西

北方是险峻的夹金山，南部有大相岭横亘相

向，只有东面一个出口。“喇叭”形的地形

构成，造成东来暖湿气流只能进不能出。而

且雅安城区处于青衣江与陇西河、周公河等

河流交汇处，水源充足，水蒸气被照射很难

扩散。一到夜间，四周山上的冷气流下沉，

与来自太平洋与孟加拉湾源源不断输送来的

暖湿气流一经交汇，便哗哗下起雨来。雅安

不但雨日多、雨时长，而且雨量大，并且夜

雨较多。

地形对雅安气候的影响，通过其临近地

方的气候差异可见一斑。泸定县与雅安中间

只隔着二郎山，但气候却有天壤之别。位于

二郎山东坡的雅安，天气不是霪雨霏霏，就

是白雾迷茫，翻过垭口到达西坡的泸定县后

，呈现在眼前的却常常是蓝天无垠，艳阳朗

照。大相岭横亘在雅安市区与汉源县之间，

在雅安中北部秋雨连绵时，南部的汉源县受

地形下沉气流影响形成比较独特的干暖气候

，降水量较少。

不管怎样，地处华西雨屏带、地形特殊

的雅安，“雨城”地位在江湖上不可撼动。

多雨的雅安，生物有多丰富？

丰沛的降水孕育了雅安当地繁茂的植被

，即便高山雪峰重重，全市森林覆盖率也达

到 67%。广袤的森林给各种生物提供了食物

来源，辅以崎岖多变的地形，成为众多珍稀

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家园。

雅安大部分区域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

气候区，但由于境内地势高低差异很大，海

拔从 500 米到 5000 多米不等，气候垂直差异

十分明显。部分山体从山脚到山脊，可出现

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和亚寒带等

气候带，这为境内生物的多样性提供了气候

保障。

首先是丰富的植被带。海拔 3100～3400

米之间为杜鹃灌木丛林带；海拔 2600~3100

米之间为冷杉、云杉、桦木等组成的高山针

叶林带；海拔 2300～2600 米之间是以铁杉为

主的针阔叶混交林带，林下多箭竹；海拔

1000~2300 米之间为常绿阔叶林、落叶林、混

交林带，树种有石栎、楠木、榕树、桦树、

青杠等。大相岭南簏海拔 800~2300 米之间有

云南松及栎类林，东部低山丘陵区有马尾松

等。

雅安众多的植物中，最有名的当属“植

物活化石”珙桐，这里是珙桐最早的发现地

。最早发现珙桐的是一位名叫阿尔芒· 戴维

的法国人。1869 年，他被差派到雅安邓池沟

天主堂担任神父，传教的同时，他喜欢去附

近宝兴县的山林里探索自然。这一探索可不

得了，他先后发现了包括珙桐树在内的 200

余种珍稀动植物。

珙桐树是 1000 万年前新生代第三纪留下

的孑遗植物，在第四纪冰川时期大部分就已

被灭绝，野生种如今只在四川和湖北部分地

区被发现，因此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它的花苞紫色头状花序如鸽子的头部，绿

黄色的柱头像鸽子嘴，花序基部两片硕大的

雪白苞片则像是鸽子的一对翅膀，因此又被

称为“鸽子树”。戴维发现后将它引种到欧

洲，深受欧洲人喜爱，成为广为栽种的城市

绿化树种，但在原产地中国，它却直到上世

纪 50 年代才受到重视。野生珙桐树的分布

区域并不集中，多呈混交状态，数量极其稀

少，但 2008 年，在雅安市荥经县境内，人们

又奇迹般地发现了多达 10 万亩的野生珙桐

林。

戴维发现的珍稀物种中，最著名的动物

当属后来成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大熊

猫在地球上至少生存了 800 万年，因此成了

动物界的“活化石”，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旗舰物种。雅安作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

猫的科学发现地和模式标本产地，如今拥有

大熊猫栖息地 821.5 万亩，占四川全省的 27%

，是全国大熊猫栖息地面积最大的市。雅安

境内分布着野生大熊猫达 340 只，占四川全

省的 1/4。位于雨城区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是全球最大的大熊

猫半散放式研究繁育基地。人们都说，雅安

遍地都是大熊猫，只是能不能遇到，就要看

和大熊猫之间的缘分啦。

戴维发现的其他明星物种还有川金丝猴

、扭角羚、苏门羚、短尾猴、亚洲黑熊、绿

尾虹雉、雉鹑、大卫两栖甲等。他的发现吸

引了更多的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慕名来到雅

安，在随后 100 多年历史中，有更多珍稀物

种在雅安被发现。

如今，在雅安 1.53 万平方公里的生态家

园里，共生活着野生动物 700 余种（其中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19 种，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动物 73 种），植物约 185 科 869 属 3000

多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8 科 48

种），其中包括大熊猫、小熊猫、川金丝猴

、白唇鹿、羚羊、黑颈鹤、雅鱼等近百种珍

稀野生保护动物，以及珙桐、连香树、叶光

蕨、扇蕨、岷江柏木等数十种珍稀濒危植物

。

雅安被誉为“天然的生物基因库”与

“动植物博物馆”。雅安所在的夹金山脉东

坡，也被世界生物学界称为“第四纪冰川时

期古老生物的避难所”。

在雨城生活，是一种什么感觉？

雅安多雨，但雅安的雨多为夜雨。雅安

一般降水量和降水频次在午夜零点时达到峰

值，之后随着时间变化逐渐减少，在下午三

点到四点出现谷值，然后又逐渐增加，到午

夜时回到最大值。李商隐所写“巴山夜雨涨

秋池”，便是对雅安夜雨的最佳写照。因此

，在雅安白天出行并不容易遇到倾盆暴雨，

一般也就是丝丝细雨，而大雨往往在半夜入

睡时来临。上天似乎也特别照顾雅安人的生

活起居。

雅安的雨不仅带来了淡雅的诗意，也带

来了宜人的气候。伴随着全年 200 多天的阴

雨天气，雅安市冬无严寒、夏无酷热、气温

日差较小、四季分明、雨热同步、无霜期长

，并且全年风速小、雾霾少、无沙尘天气、

气象灾害轻。雅安因此被认为具备了最优良

的人居环境和生态旅游气候资源。

雅安的雨被称为“雅雨”，似乎只有这

里的雨才堪称“雅”——如云似雾，恍若轻

纱，似有若无，温润的空气掺和着大量的负

氧离子。在这样的雨中漫步、赏雨，再怎么

样焦躁的心也变得柔和起来。

多雨与高森林覆盖率，使雅安当地夏天

的温度比成都低了 5~6 度，很适合避暑休闲

。雅安距成都只有 140 公里，因此成了“成

都的后花园”。今年 7 月 11 号，作为川藏铁

路一部分的成雅铁路正式通车运营，很多在

成渝工作的人，从此可以趁周末坐火车去这

座最“滋润”的城市玩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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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盂蘭盆供僧法會佛光山中美寺盂蘭盆供僧法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佛光會會員秦梅佛光會會員秦梅，，在供僧法會上捐贈她所精製在供僧法會上捐贈她所精製
的的《《 心經心經》》給中美寺給中美寺，，由覺法法師由覺法法師（（中中 ））代代
表接受表接受。。她捐贈的她捐贈的《《心經心經 》》是採用掐絲唐卡是採用掐絲唐卡
工藝純手工製作完成的工藝純手工製作完成的，，整幅作品耗時近整幅作品耗時近400400
小時小時。。掐絲唐卡屬於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掐絲唐卡屬於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是
景泰藍掐絲工藝與唐卡的完美結合景泰藍掐絲工藝與唐卡的完美結合。。

佛光山中美寺覺法法師首先在佛光山中美寺覺法法師首先在
法會上開示法會上開示。。

全體信眾起立全體信眾起立，，恭迎法師恭迎法師。。信眾逐一上前向法師獻供的儀式信眾逐一上前向法師獻供的儀式。。

（（三好兒童班三好兒童班））帶來武術表演帶來武術表演-- 功夫功夫。。（（三好兒童班三好兒童班））帶來武術表演帶來武術表演-- 功夫功夫。。（（東方藝術教育中心東方藝術教育中心））帶來舞蹈表演帶來舞蹈表演--茉莉花茉莉花。。

（（三好兒童班三好兒童班））帶來帶來 「「十修歌十修歌 」」 。。何佳何佳（（右右），），李麗李麗（（左左 ））歌唱表演歌唱表演 -- 龍文龍文。。

StaffordStafford 市市長市市長Cecil WillisCecil Willis （（左左 ））
親臨現場親臨現場，，向中美寺致贈祝賀向中美寺致贈祝賀、、褒揚褒揚
文告文告。。由覺法法師由覺法法師（（右右））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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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er-
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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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按著報紙上的電話702-526-6288
打過去，不知需要提前預約掛號，因為我著急
看醫生，一聽要預約等很久，我馬上就上火了
。無奈我決定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在王醫生
沒有下班的前一個小時趕過去。我到7505 Fan-
nin St，Ste 120門診說明來意後，他們告知必須
預約等待。我不死心，一直坐在候診大廳，當
病人都走後，從診室走出一位60歲左右的老醫
生。從照片上我認出了她就是治癌名醫王淑霞
博士。當她了解情況後說可以晚走一會，補一
掛號給我看診，其他人可以先下班，我一聽，
眼淚馬上流下來，這就是國際著名治癌權威王
淑霞。我坐下後，她不問病，把脈後就說，
“你患乳腺癌，可能淋巴已經轉移了。你需要
我如何幫助你。”，真厲害，這才是大醫師，
大專家，一針見血說明了我的病情。我激動的
說，我有希望了，王醫生告訴我先治療調理一
段時間。王醫生說，如果腫塊能縮小的話，最
好是做乳腺全切術，讓我回家與家人商量考慮
後再決定。我帶著01膠囊回到西雅圖，口服了
一個療程後，感覺腋下淋巴開始變軟了。乳腺
腫塊腫脹明顯好轉。兩個療程（兩個月）後，
腋下淋巴開始明顯縮小。三個月後，我再次到
休斯頓醫療中心MD Anderson復查。給我看病
的醫生聽說我沒去做化療，檢查發現我的腫塊
明顯縮小，使她很驚訝。問我用了什麽好方法
。我說我采用了自然蛇精®01療法。他又說，
給你治療的是一個中國人Dr .Wang吧？我問醫
生，你怎麽知道？他說休斯頓整個醫療中心Dr.
Wang是唯一采用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權威專家
，她的方法獨特，醫術也很厲害，復檢後我的

醫生很神秘的告訴我，根據現在病情可以手術
啦。在西醫的幫助下我做了左乳腺全切術，淋
巴切除了一部分，醫生讓我休息一段時間後，
先去做化療，不然沒有切幹凈的淋巴轉移會很
快復發。考慮到化療的副作用，我還是選擇了
繼續口服蛇精®01膠囊治療。一年多過去了，
我的病竈一直穩定，體重又增加了5磅，近期
我又回到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了。

高興之余，我想讓我的癌友們來分享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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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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