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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rgent Taliban take provincial 
capital, kill Afghan govt spoke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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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UL, Aug 6 (Reuters) - Tali-
ban insurgents captured an Afghan 
provincial capital and killed the 
government’s senior media officer 
in Kabul on Friday amid a deterio-
rating security situation as U.S. and 
other foreign troops withdraw.

A police spokesman in southern 
Nimroz province said the capital 
Zaranj had fallen to the hardline 
Islamists because of a lack of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West-
ern-backed government.
A Taliban spokesman said on Twit-
ter that the insurgents had “com-
pletely liberated” the province and 
had taken control of the governor’s 
house, police headquarters and 
other official buildings.

Later, a top Afghan general leading 
the counter-offensive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said Afghan air force 
airstrikes had killed the Taliban’s 
top official for Nimroz along with 
14 of his men. Reuters was unable 
to immediately verify the claim by 
General Sami Sadat, commander 
of the 215 Maiwand Afghan Army 
Corps, on Twitter.

Fighting to reimpose a strict Islam-
ic regime 20 years after they were 
ousted from power by U.S.-led 
forces, the Taliban have intensified 
their campaign to defeat the govern-
ment. read more

The insurgents have taken dozens 
of districts and border crossings in 
recent months and put pressure on 
several provincial capitals, includ-
ing Herat in the west and Kandahar 
in the south, as foreign forces pull 
out.

In New York, U.N. special envoy 
for Afghanistan Deborah Lyons 
questioned the Taliban’s commit-
ment to a political settlement, tell-
ing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e 
war had entered a deadlier and more 
destructive phase “reminiscent of 
Syria, recently, or Sarajevo, in the 
not-so-distant past”.

Russia’s U.N. Ambassador Vassi-
ly Nebenzia said the prospect of 
Afghanistan slipping into full-scale 

and protracted civil war “is a stark 
reality”.

Senior U.S. diplomat Jeffrey De-
Laurentis urged the Taliban to halt 
their offensive, pursue a political 
settlement and protect Afghanistan’s 
infrastructure and people. read more

Zaranj was the first provincial capital 
to fall to the Taliban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reached a deal with it in Feb-
ruary 2020 for a U.S. troop pullout.

A local source said the Taliban had 
seized the governor’s office, the po-
lice headquarters and an encampment 
near the Iranian border.

Taliban sources said the group was 
celebrating and Zaranj’s fall would 
lift the morale of their fighters. A 
Taliban commander,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said Zaranj 
has strategic importance as it is on 
the border with Iran.

In Kabul, Taliban attackers killed 
Dawa Khan Menapal, head of the 
Government Media and Information 
Centre, in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killings aimed at weakening President 
Ashraf Ghani’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AN AFFRONT’

U.S. Charge d’Affaires Ross Wilson 
said he was saddened and disgusted by 
the killing of Menapal, whom he said 
provided truthful information to all 
Afghans. read more

“These murders are an affront to 
Afghans’ human rights & freedom of 
speech,” he said on Twitter.

The White House said the Taliban’s 
actions would not win the group the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it seeks.

“They do not have to stay on this 
trajectory. They can choose to devote 
the same energy to the peace process 
as they are to their military campaign,”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told reporters in Washington.
Scores of social activists, journalists, 
bureaucrats, judges and public figures 

fighting to sustain a liberal Islamic adminis-
tration have been killed by Taliban fighters 
in a bid to silence dissent.

An official in the federal interior ministry 
said “savage terrorists” killed Menapal 
during Friday prayers.

“He (Menapal) was a young man who 
stood like a mountain in the face of enemy 
propaganda, and who was always a major 
supporter of the (Afghan) regime,” said 
Mirwais Stanikzai, an Interior Ministry 
spokesperson.

Elsewhere Taliban fighters stepped up clash-
es with Afghan forces and attacked militias 
alli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stretching their dominance of border towns.

At least 10 Afghan soldiers and a com-
mander of armed members belonging to the 
Abdul Rashid Dostum militia group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Jowzjan were killed.

The deputy governor of Jowzjan, Abdul 
Qader Malia, said the Taliban attacked the 
outskirts of provincial capital Sheberghan 
this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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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ntonella Palmisano of Italy celebrates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to win gold in 
the women’s 20km walk. REUTERS/Feline Lim

Jiri Prskavec of Czech Republic celebrates after winning gold in the men’s K1 canoe slalom 
final. REUTERS/Stoyan NenovKarsten Warholm of Norway celebrates after winning gold in the men’s 400m hurdles final. 

REUTERS/Hannah Mckay

Filippo Tortu of Italy cross-
es the line to win gold ahead 
of second place Nethaneel 
Mitchell-Blake of Britain in the 
men’s 4x100m relay. REU-
TERS/Clodagh Kilcoyne

Saskatchewan Premier 
Scott Moe, Chief Cad-
mus Delorme and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walk though a field where 
small flags indicate 751 
unmarked graves.  Liam 
Richards/Pool via REU-
TERS

Genevieve Gregson of Australia 
reacts after falling down during 
the women’s 3000m steeplechase 
final. REUTERS/Andrew Boyers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Mayor Turner and
Harris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 raised the
COVID-19 threat level
to RED Thursday
afternoon as the Delta
variant has increased
hospitalizations over
the past month.

Hidalgo said, “It’s
straining our staff, it’s
straining our hospitals
and it’s imposing

heartbreak and anxiety
into so many families in
Harris County.”

She urged everyone
eligible for the vaccine
to go and be
vaccinated. She also
recommended that all
people should put on
masks no matter
whether you already
have been vaccinated
or not.

Harris County Sheriff’
s Deputy Shaun
Waters died after
contracting COVID-19
on Sunday. This is the
fifth Sheriff’s office
employee to die after
contracting the virus.

This is so very sad. A
lot of people still don’t
want to be vaccinated.
They are really putting

themselves and many
other people’s lives in
danger. We really need
to learn from this
tragedy. More than six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people in the
U.S. have lost their
lives to the COVID-19
and the damage to our
economy and
communities has been
so grea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now

caused a political crisis
in our state. The Texas
governor and local
authorities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s on how to control
the virus. On Tuesday,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directed all city
employees to wear
masks inside city
buildings despite
Governor Abbott’s
executive order to the
contrary.

0808//0606//20212021

We Are Entering TheWe Are Entering The
RED Level AgainRED Level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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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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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As labs around the world race to develop a 
vaccine, my colleagues and I are trying to 

-
dard, cringe-inducing shot.
I am an immunologist and dermatologist, 
and my colleagues and I have been working 
on vaccines against the very related coro-
naviruses that cause MERS and SARS. We 
were able to use the resources and systems 
we had already developed to very rapid-
ly create a vaccine candidate for this new 
SARS-CoV-2 coronavirus that we have test-
ed in mice.
Called the PittCoVacc vaccine, it is a simple 
protein vaccine that is made from a small 
piece of one of the virus’s proteins, much 

on the market.
There are currently many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working to develop a vaccine. 
What’s different with our design is the way 
the vaccine is delivered to people. Rather 
than inject the vaccine via a traditional shot, 
we use a small patch which has hundreds of 
small needles. We hope this delivery device 
will be simpler to produce in large numbers 

and administer to people.
Do experts have something to add to 
public debate?
We think so.
Band-Aid with ‘microneedles’
Like traditional vaccines, our vaccine 
uses a small piece of the virus as an an-
tigen, or “target” to stimulate the body’s 
immune response to make antibodies that 
recognize and bind to that target on the 
virus.
In this case, the target is from the virus’s 
S1 spike protein. This is the critical part 
of the virus that recognizes a protein 
receptor on our own human cells - and 
works much like putting the virus’s key 
in our own cells’ lock. Once the spike 
protein attaches to our cells, it enables 
the virus to enter our cells and cause the 
infection.
Our team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opes that the antibodies our patients 
make after receiving the vaccine will 

into the lock. That would prevent the in-
fection.

A novel coronavirus, named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 2 (SARS-   CoV-2), is covered in 
spike proteins (S) that allow it to infect 
human cells. (Photo/CDC) 
Using a simple protein antigen is common 
in vaccine design. What is new in this 
vaccine is the way we deliver that antigen: 
through a new delivery platform called a 
dissolvable microneedle array.
This is like a Band-Aid, but with hundreds 
of small needles, roughly the width of a 
human hair and just over half a millimeter 
in length. In this case, the microneedles 
are made out of a sugar-like substance 
mixed with the antigen.
When the vaccine patch is stuck on the 
skin, the microneedles poke into the skin 
and dissolve, releasing the antigen with-
out causing pain or bleeding. This deliv-
ers the vaccine to a region of the skin that 
has specialized “scout” cells known as 
dendritic cells that recognize foreign in-
vaders, and carry that information to the 
body’s immune system factories where 
antibodies are made.
Potential to scale quickly
When we tested this microneedle coro-
navirus vaccine in mice, we saw that it 
helped trigger the production of many 
antibodies which can then respond to the 
target protein on the virus.
Our team of Pitt and UPMC scientists 
hope to be able to test this vaccine in peo-
ple very soon. Our next step is to obtain 
approval from the Food and Drug Admin-
istration to start these clinical trials. The 
entire clinical testing process can take a 
year to 18 months in normal times. But 
there is nothing about this pandemic that is 
“normal.” Very intelligent and hard-work-
ing scientists at the FDA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assure that a vaccine which is both 
safe and effective will be available as soon 
as possible. Safety is everyone’s primary 
concern.
The advantage of our microneedle deliv-
ery system is that it is relatively straight 
forward to make and uses very little an-
tigen. That means that production can be 
scaled up very quickly. In addition, un-
like most vaccines that need to be kept 
cold from when they are made until they 

are given to the patient, this vaccine does 
not require this “cold chain” and can be 
distributed and stored at room tempera-
ture like Band-Aids. Cutting out this cold 
chain – a goal researchers have been pur-
suing for years – reduces cost and should 
facilitate global vaccine distribution.
Of course, we never know how well a vac-
cine will work until it’s tested in patients, 
but progress with this vaccine and others 
like it give us a reason for hope. (Courtesy 
thecconversation.com)
Related
Vaccines Will Power 5.5%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n 2021: IMF

WASHINGTON (AP) — The spread of 
COVID-19 vaccines will power a stron-
ger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in 2021,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orecast 
Tuesday.
After sinking 3.5% in 2020, the worst year 
since World War II,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grow 5.5% this year, the 190-coun-
try lending organization predicted. The 

the 5.2% expansion the IMF forecast in 
October and would mark the fastest year 
of global growth since the 2010 snapback 

The vaccines should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allow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ease lockdowns and encour-
age a return to normal economic activity. 
The world economy also got a boost from 
government stimulus programs late last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But the IMF also says economies world-
wide will need support from their gov-
ernments to offset the damage from the 
pandemic and warns that coronavirus mu-
tations could cloud the outlook for global 
health and economic growth.
“Much depends on the outcome of this 

race between a mutating virus and vac-
cines and the ability of policies to pro-
vide effective support until the pandemic 
ends,” IMF chief economist Gita Go-

“There remains tremendous uncertainty.’’
In an update to its World Economic Out-
look, the IMF said that it expects the U.S. 
economy -- the world’s biggest -- to ex-
pand 5.1% this year after collapsing 3.4% 
in 2020. No. 2 China is expected to record 
8.1% growth after eking out a 2.3% in-
crease in 2020.

Women carry shopping bags, Thurs-
day, Dec. 10, 2020, in New York. The 
spread of COVID-19 vaccines will pow-
er a stronger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in 2021,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orecast Tuesday, Jan. 26, 2021. 
(Photo/M. Lennihan/AP) 
The 19 countries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share the euro currency will collectively 
register 4.2% growth this year after see-
ing economic output crater 7.2% in 2020, 
the IMF says. The Japanese economy is 
forecast to grow 3.1%, reversing a 5.1% 
decline in 2020.
The IMF gave India a big upgrade, thanks 
to a faster-than-expected recovery at its 
factories and farms: The Indian economy 
is forecast to expand 11.5% in 2021, fast-
est among major economies, and a turn-
around from 2020’s decline of 8%.
The agency also expects global trade to 
rebound this year: recording 8.1% growth 
after falling 9.6% last year. (Courtesy us-
news.com via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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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vaccine that is simple as putting on a Band-Aid is in development. (Photo 
UPMC)

A Coronavirus Vaccine That
Wouldn’t Require A Shot

BUSINESS

After months of data collection, scientists 
agree: The delta variant is the most conta-
gious version of the coronavirus worldwide. It 
spreads about two to three times faster tha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virus, and it’s currently 
dominating the outbreak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ible for more than 80% of COVID cas-
es.
A new study, published online this month, 
sheds light on why. It finds that the variant 
grows more rapidly inside people’s respiratory 
tracts and to much higher levels, researchers at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ported. On average, 
people infected with the delta variant had about 
1,000 times more copies of the virus in their 
respiratory tracts than those infected with the 
original strain of the coronavirus, the study re-
ported.
In addition, after someone catches the delta 
variant, the person likely becomes infectious 
sooner. On average, it took about four days for 
the delta variant to reach detectable levels in-
side a person, compared with six days for the 
original coronavirus variant.

In the study, scientists analyzed COVID-19 
patients involved in the first outbreak of 
the delta variant in mainland China, which 
occurred between May 21 and June 18 in 
Guangzhou, the capital of Guangdong prov-
ince. The researchers measured the levels of 
virus in 62 people involved in that outbreak 
and compared them with the levels in 63 pa-
tients infected in 2020 with an early version 
of the virus.
Their findings suggest that people who 
have contracted the delta variant are likely 
spreading the virus earlier in the course of 
their infection.
And the scientists underscore the impor-
tance of quarantining immediately for 14 
days after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some-
one diagnosed with COVID-19, as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commends.
Or even better, getting fully vaccinated. 
Preliminary data shows that in some U.S. 
states, 99.5% of COVID-19 death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were among people who 
weren’t vaccinated, said CDC director Dr. 

Rochelle Walensky at a White House press 
conference in early July. And 97% of those 
currently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are 
unvaccinated, according to Walensky.
“We know that the delta variant ... is current-
ly surging in pockets of the country with low 
vaccination rates,” Walensky said. “We also 
know that our authorized vaccines prevent 
severe disease,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from the delta variant.”

Even though the variant is more transmissi-
ble, initial hospital data shows that it doesn’t 
increase the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compared 
to other strains, says Dr. Monica Gandhi, who 
studies infectious disea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Courtesy npr.
org)
Related
Where Are People Most Vulnerable To 

The Delta Variant?
The patchwork nature of the coronavirus vac-
cination campaig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ft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still 
vulnerable to the virus and the fast-spreading 
Delta variant. Even areas with high vaccine 
uptake or those that were hit hard in previous 
waves of the pandemic could see new out-
breaks if vaccination rates do not increase, an 
analysis conducte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shows.
Estimates developed by PHICOR, a public 
health research group, suggest that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U.S. residents may not be suf-
ficiently protected against the Delta variant
Some of the least-protected areas, like coun-
ties in southern Missouri and northern Arkan-
sas, are currently facing large outbreaks. In 
Taney County, Mo., where only 28 percent 
of residents are fully vaccinated, the average 
number of daily reported cases is higher than 
ever, and hospitals in the area are seeing a 
surge of Covid-19 patients.
In other areas of the country, vaccination rates 
are as high as 70 to 80 percent. But research-
ers say it is likely that few if any counties 
have reached herd immunity — or the point 
at which enough people are immune that the 
virus is unlikely to spread within the commu-
nity. Because the Delta variant is more con-
tagious, that threshold is higher than before.

That means much of the 
country is still suscepti-
ble to the kind of rapid 
spread that can put stress 
on hospitals and lead to 

worse outcomes for patients. The best pro-
tection for every community, experts say, is 
to continue to vaccinate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Small increases in vaccination coverage 
can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erms of 
cutting down the number of cases” overall, 
said Bruce Y. Lee, a professor at the City Uni-
versity of New York who leads the PHICOR 
research effort. “If you get higher in terms of 
immunity, it can slow down the virus.”
The PHICOR estimates, which combine 
vaccination rates with estimates of immunity 
from prior infection, show that more than 98 
percent of U.S. residents live in counties 
where less than 7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immune. And 82 percent of people live in 
counties with less than 60 percent immunity. 
To arrive at a risk level for each county, PHI-
COR researchers adjusted national estimates 
of Covid underreporting to approximate the 
true number of cases in each county. That 
totals about 128 million cases nationally — 
nearly four times the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The researchers combined those case esti-
mates with vaccination rates in each county 
and adjusted the figures to account for Delta’s 
ability to evade natural defenses. The result is 
an estimat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county with immunity to the virus, and 
an estimate of those who are still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 These estimates were developed 
before the release of an internal C.D.C. report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fully vaccinated 
people who contract the Delta variant could 
spread the virus as easily as unvaccinated 
people.

Even areas with 
high vaccination 
rates might still 
have pockets of 
vulnerability. And 
in all counties,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are not eligible 
to be vaccinated, making it easy for the dis-
ease to continue to spread as children return 
to school.
PHICOR is one of several research groups 
attempting to model the trajectory of the pan-
demic and where the virus might spread next. 
Jeffrey Shaman, an epidemiologist at Colum-
bia University, leads a research group that has 
produced its own estimates and found fewer 
vulnerable people than PHICOR overall.
Dr. Shaman’s model showed broadly similar 
regional patterns, though measures of vulner-
ability varied by county because of the dif-
ferent methodology his team used. Overall, 
he agreed that most of the country remains 
vulnerable to the Delta variant, though he 
noted that some areas are more at risk of a 
large outbreak than others.
“The areas with the higher susceptible pools 

will grow at a faster rate,” Dr. Shaman said. 
“You’ll see a greater explosion of cases, it 
will peak at a higher number, and the overall 
number of people infected will be larger.”
Forecasts compiled by the CDC  on average 
project that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and 
deaths will continue to rise in the coming 
weeks now that Delta is the dominant form of 
the 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may mean 
a return to preventative measures like mask 
wearing for vaccinated people in some areas, 
given the uncertainty about breakthrough in-
fections.

“In communities where we are starting to 
see real concerning surges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cases, even vaccinated people need to be 
doing their part to slow transmission in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said Lauren Ancel 
Meyers,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nd director of the U.T. 
Covid-19 Modeling Consortium.
There are some positive signs: A majority of 
adults over 65 have been vaccinated in most 
counties, offering strong protection against 
the worst outcomes for one of the most at-
risk groups. And despite the recent rise in 
cases, the number of new Covid deaths has 
remained low. But the pace of vaccination 
has slowed by more than 80 percent since its 
peak in April, and more than half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live in counties where most 
people remain unvaccinated.
Although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are rare, 
experts say vaccinated people living around 
large unvaccinated populations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o these infections becaus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encounter the virus in the 
event of an outbreak.

“Every time you go out, there’s a chance that 
you might encounter someone who is not 
vaccinated and possibly infected with the vi-
rus,” Dr. Meyers said. “The more people who 
are vaccinated, the less likely that becomes.”
The disparate levels of defense across the 
country pose a further challenge to con-
trolling the pandemic. “If you have the virus 
still locally circulating in certain areas, it rais-
es the probability of another variant emerg-
ing,” Dr. Lee said. (Courtesy https://www.
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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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Study: The Delta Variant 
Is Super Contagious

The numerals in this illustration show the main mutation sites of the del-
ta variant of the coronavirus, which is likely the most contagious version. 
Here, the virus’s spike protein (red) binds to a receptor on a human cell 

(blue). Juan Gaertner/ Science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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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美国礼仪文化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异

，为了避免尴尬，要好好留意在美国各

种社交场合需要注意的细节。

一、仪表衣着

在美国，大家很注重仪容整洁、看

场合穿衣。平时会衣着会较为随意，但

也会干净得体，在公共场合穿各种服装

的都有，体现休闲个性的风格。在正式

社交场合则非常注重着装，参加社交活

动，请注意请柬上有关服装的规定。男

士出席正式场合的服装分好几种，可以

是“白领结”、“黑领结”、“正装”

等三个不同档次，不要轻易按照自己的

理解去判断。

在美国举办各种宴会，什么场合穿

什么衣服是很有讲究的。如果写的是

“白领结”，属于正式着装中的最高档

次，要求穿黑色“燕尾服”，配白衬衫

、白背心、白领结，黑皮鞋，女士必须

穿拖地晚礼服。如果注明了“黑领结”

，男士则一定要穿无尾礼服，系黑色领

结，女士须穿晚礼服，长短没有严格规

定。如果仅仅是注明“正式穿着”，男

士穿西服就可以了，女士可以穿小礼服

，通常所说的赫本式小黑裙，肯定不会

出错。

美国是比较自由的国家，请帖上即

便有着装规定， 你硬是不肯遵守，也

没有人请你吃罚单，只是会令人看不起

，自己尴尬而已。此外，美国人也不歧

视外国的正装，如果你不喜欢“西方那

一套”，穿着“中山装”、 “列宁装

”或“毛装”出场，或穿着非洲或阿拉

伯人的大袍子出场，也都叫“正装”，

都可以接受。

即便有规定，还有“硬规定”与

“软规定”之分。如果是 软规定

（Preferable），那么他规定你穿“黑领

结”，你穿上当然最好，不穿也行，穿

普通西装领带也可以。但是需要正装的

场合下却穿便装 （Casual）出席，就是

对主人的不尊重了。反之，如果在穿便

装的场合你倒是穿正装出席，就是“着

装过度”（Over Dressing），同样会引

起尴尬。

近来在美国亚裔聚居城市的公共场

合，总有个别人士不注重形象、举动更

让人跌破眼镜。家住洛杉矶的周小姐透

露，周末中午在一家超市人潮涌动，一

对穿着短袖薄纱睡衣、脚踩拖鞋的母女

在人群中特别显眼。“母亲大约半百，

当时头上还卷着发卷，女孩估计也有20

多岁、头发蓬蓬的一看就没梳洗，两人

薄薄睡衣也让内衣若隐若现”。当时两

人回头率非常高，但大家看了后都是无

奈摇头或是相视而笑。虽然天气炎热但

也不应如此不注重形象，毕竟去的是公

共场合，不同族裔的人都有，非常不合

时宜。

二、用餐礼仪

美国人中午吃得简单，一般都是三

明治、披萨、汉堡包或沙拉，晚餐则比

较正式，尤其是到别人家做客。美国人

吃饭用刀叉，用哪只手写字，就用哪只

手举叉送食物到嘴里。比如说右撇子应

该先用右手拿刀把食物切成小块，然後

再把手换过来，同样用右手举叉送食物

到嘴里；左撇子则相反。举叉的方向也

有讲究，与欧洲人不同，美国人以叉子

正面将食物送入口中。

在餐桌上，大家轮流取食品，男客

人应请他身旁的女客人先取，或者问她

是否愿意让你代取一些，如需要某种东

西时，应在别人背後传递。中国人喜欢

饭後剔牙，但在美国餐桌上这样是不礼

貌的。如果有东西塞了牙非取出不可，

最好等没有别人在场时再取出。

美国人在家里请人吃饭时,特别重视

宴会的气氛。餐桌上的刀叉、盘子及餐

巾等都会排列得非常漂亮。中国家宴里

，主人边炒菜边招呼客人，大家一边吃

一边上菜，以保证菜的新鲜热辣。在美

国，当客人抵达时,女主人早已把菜饭全

准备妥当了。此时女主人的主要任务便

是要周旋在众宾客之间与大家寒喧话家

常了, 如果这时还得在厨房里忙得团团

转的话, 依照美国人的规矩这是很失礼

的。

美国人不流行送厚礼,但应邀去美国

家庭吃饭做客时, 如能选购一份小礼物

, 如一棵小植物盆景或一瓶葡萄酒带去

给主人,是非常受欢迎的。

三、公众举止

美国人在公众场合很注意文明礼貌

。在美国一定要注意不要随处吸烟，在

禁烟区吸烟被抓到会被罚款，飞机和公

共交通工具上吸烟是绝对禁止的。在某

些州，离建筑物一定距离的室外也不准

吸烟。吸烟之前需要问周围的人是否介

意，在美国通常会在吸烟区的固定位置

吸完再离开。

在公共场所打电话切记大声嚷嚷，

特别是在车厢内、饭店、博物馆等封闭

空间。在剧院观看的演出的时候，请把

你的手机调成静音，也尽量避免发短信

，因为手机屏幕的光线会影响他人观看

演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做任何

事都有排队的习惯。排队时都是以到达

的先后次序排队等候，排队时自觉与旁

边的人保持适当距离，特别是在提款机

取钱的时候。

在社交场合讲究女士优先（lady

first)。入座时，应请女士先坐下；上下

电梯时，应让女士在前；进门时，男士

应把门打开，请女士先进；女士的东西

掉在地上时，男士不论是否认识她，都

应该帮她拾起来。

四、交谈聊天

在美国从小就养成说话要有礼貌的

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即使与家中父母

, 兄弟姐妹说话, 也都会使用 “Please"

”(请)及“I am sorry” (对不起)等用语

。在公众场合打喷嚏后要赶快说声“

Execuse me（抱歉）”, 附近的人通常

都会异口同声地对你说“Bless you（保

佑你）” , 打喷嚏的人也都会说

“Thank you”致谢。 有时候陌生人在

路上碰了面，会面带微笑地打招呼说

“How are you ”。有的朋友初来乍到

，不习惯和陌生人打招呼，会假装视而

不见，这样是非常不礼貌的。

美国人聊天的时候不喜欢靠得太近

，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多数美国人

初次见面以握手表示友好，拥抱仅限於

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亲吻更是仅限於

亲戚和恋人之间。大多数美国人喜欢别

人直呼他的名，即使上下级之间也如此

。但是在别人没有示意你直呼其名之前

，保险的做法是称呼其为某某先生/女士

。美国人的称谓习惯反映出了美国社会

较为休闲的文化风俗。

在美国应该避免跟美国人谈敏感话

题，如政治、宗教、同性恋、种族、堕

胎等，因为搞不好就会变成美国最敏感

的种族歧视问题。另外，美国人不喜欢

讨论他们的薪酬和消费，问此类问题是

非常不礼貌的。

美国人对年龄的看法与中国人大不

相同。在国内人们提倡尊老，言语中经

常夹杂着“老先生”“老前辈”等词语

表示尊重。但是在美国，人们却不喜欢

别人提起自己的年龄，尤其是女士。另

外在有外国朋友的场合，尽量使用英文

交流，即使您的英文程度不高，让所有

人都参与到对话中来是对他人的尊重。

五、注重隐私

美国法律规定，私人财产（pri-

vate property)神圣不可侵犯，特别是私

人住宅。未经许可进入他人私人住宅

（trespass)是侵权行为。曾经有司法判

例规定，业主可对非法入侵者使用暴

力来自我防御而不需负刑事责任。美

国的独栋住宅（singlefamily house)大多

临街而建，房子前院紧挨人行道，院

子里满是花草果实。不过请注意，别

人家的院子，只可远观不可近玩，即

使主人没有安栅栏，也不可走进去或

采摘花草果实。

美国生活礼仪风俗

美国人的性格是如何的？你了解多

少？如果让你嫁给一个美国人跟他一起

去美国生活，你愿意吗？先别急着回答

，让我们一起来揭秘美国人的性格，看

看美国人是不是你的理想型:

美国人的性格之一
高度自信，敢于展示自我

“高度自信”是美国人最大的性格

标签，与我们中国人含蓄、沉稳、不显

山露水的性格完全不同。他们相信自己

，对自己有着高度的自信心，并且喜欢

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不畏惧失

败。即使与长辈交流，美国人同样也会

非常自信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美国人的性格之二
独立坚强，有一颗上进的事业心

美国人独立坚强的性格是从小开始

培养起来的，当他们还小的时候，父母

就提出可以通过帮忙干家务这个方式来

换取零用钱。于是，无论男孩还是女孩

，都会参与到家庭劳动中来，他们也因

此养成了独立的品格。当长大后，无论

是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他们更是有一

颗独立上进的心，每件事都尽量做到独

立完成，达到最好的效果。

美国人的性格之三
顾家体贴，爱护伴侣和儿女

美国人重视事业，更重视家庭，他

们对另一半关心备至，而且就算工作再

忙，也不会忘记关心孩子。他们会主动

询问孩子最近学习情况如何，过得是不

是开心。节假日的时候，大部分美国人

都会选择全家外出旅游，因为他们认为

旅游不仅可以让孩子开阔视野，还可以

增进彼此的感情。

美国人的性格之四
讲究务实，每人平均分担费用

相信大家对AA制都不陌生，美国

人对待金钱就是采取AA制的态度，即

每人平均分担所需费用。美国人不像中

国人那样讲究人情世故，他们讲究务实

，喜欢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不欠人情

。这种讲究公平的理性消费方式，也是

最能维系持久感情的方式之一。

美国人的性格大揭秘
看看与你想象的有什么不同

美国人在婚姻问题上，讲

求感情第一：交往自由，

择偶自由，爱情自由。男

女恋爱，一般不需要媒人介绍，父母也

很少干涉。 讲求性爱自由是许多美国

人的爱情观。他们认为，男女双方不必

做过多的了解，美丽的外表、强壮的体

魄、性感的诱惑，足以构成感情的基础

。

美国人传统的婚礼仪式无奇不有。

一般来说，他们的婚礼着重突出“新、

旧、借、蓝”的特点。所谓“新”，是

指新娘须穿着崭新的雪白长裙，以示新

生活的开始；“旧”是指新娘头上的白

纱必须是旧的（一般是其母结婚时用过

的），以示不忘父母的恩情；“借”是

指新娘的手帕是向女友借来的，以示不

忘友情；“蓝”是指新娘身披的缎带必

须是蓝色的，以示她已经获得了赤诚的

爱情。现代美国人的婚礼多在当地法院

举行，由一名法官证婚并主持。新人往

往不穿礼服，不收礼品，也不设喜宴。

还有的婚礼在户外以野餐的形式举行，

仅有双方的父母、兄妹等人参加即可。

他们十分重视结婚周年纪念日，认为随

着时光流逝，一年比一年珍贵。他们为

各个婚后周年的所取的名称很有趣：第

一年叫纸婚，第二年叫棉婚，依次下去

是皮革婚、木婚、铁婚、铜婚、陶瓷婚

、水晶婚等。从第十五年以后，每五年

有一个名称，它们是：搪瓷婚、银婚、

珠婚、珊瑚婚、红宝石婚、蓝宝石婚、

翡翠婚、钻石婚。每逢这些节日，夫妻

双方常互赠礼品、互致赞美和谢意，让

对方感到欣慰。

美国的国土上居住着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的婚礼也千差万别。有热闹庄重

的教堂婚礼；有在山顶上举行的婚礼，

客人们光着脚陪伴登高；也有在海底举

行的婚礼，客人们戴着氧气罐跟着入水

。但婚礼无论在哪儿举行或怎样举行，

总有某些传统的风俗。

在举行婚礼前先要先订婚，然后发

放请贴给住在附近的人和好朋友以及远

方的亲戚。当一切准备就绪，就该到最

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婚礼本身通常进行20至 40分钟。

婚礼一行人伴着结婚进行曲进入教堂。

新娘手持一束鲜花和她的父亲最后进来

，父亲要把她交给新郎。而新郎则要从

侧门进入教堂。当婚礼一行人聚集到教

堂的祭坛前时，新娘和新郎互相表达誓

言。常用的结婚誓言是：“而今而后，

不论境遇好坏，家境贫富，生病与否，

誓言相亲相爱，至死不分离。”宣誓过

后，二人交换戒指。通常把戒指戴在左

手无名指上，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

礼仪过后，通常会有宴会，叫“喜

宴”。宴会给参加婚礼的人一个向新婚

夫妇祝贺的机会。

新郎新娘乘坐汽车离开教堂，汽车

上装饰有气球，彩色纸带、刮须膏之类

的东西。“新婚燕尔”几个字常写在汽

车后的行李箱上或后玻璃窗上。新娘新

郎从婚礼客人撒下的雨点般的生大米中

跑向汽车。小两口儿开车离开教堂时，

朋友们常常开车追赶他们，不停地按喇

叭，引他们注意。然后小两口儿就接着

去度蜜月了。

美
国
婚
礼
习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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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日本演員森田望智2年前在Netflix原創

劇《AV帝王》中演活傳奇AV女優黑木香，打

開知名度。在那之前參加甄選總是等不到理想

結果的她，某天接獲經紀人聯繫，被告知「有

一部武正晴執導、山田孝之主演的連續劇，但

有比較大尺度的場面」，她回想起當時說：

「沒有不演這個選項，我不想錯過。」

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的森田，從小學開始

就對演戲有所憧憬。她接受本刊獨家視訊專訪

，透露：「有一次我看到家附近有劇組，那是

我過去沒看過的拍攝現場，覺得很有趣，開始

有成為其中一員的想法。」2011年她拍廣告入

行，同時上演員課，慢慢對演戲產生興趣。

「過去我學過很多才藝，溜冰、芭蕾、體

操等等，但無論學什麼，我總是裡面最糟的，

但上演員課時，我第一次有了『或許我可以做

得不錯』的想法。」某次演技課上，她哭到不

能自己，「當下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情感

，只感覺到自己完全進入角色，那瞬間突然領

悟『原來這就是演戲啊』，更加深了我想成為

演員的想法。」

另外，她學生時期看了韓國名導李滄東執

導的《綠洲》，「我被文素利的演技給震懾了

，看了她的表演，我也好想像她那樣演戲，

《綠洲》是讓我找到演員目標的一個關鍵。」

森田2013年開始拍戲，參與電影《世界最

長的照片》《一週的朋友》以及多部連續劇演

出，儘管持續參加甄選，但不見得每次都能如

願。「那段時間我參加很多甄選，但結果不是

很好，當然也有一些通過的，不過我也感受到

自己的不足。」

過去參加甄選，經紀人幾乎都直接替她報名

，因《AV帝王》中有較大尺度的演出，經紀人事

前確認森田的意願。森田說，「武正晴是我一直

很想合作的導演，山田孝之是我非常憧憬的演員

前輩，這齣戲我非試不可。」報名前她也先和父

母報備溝通，獲得父母支持後，決定奮力一搏。

森田在演戲上所追求的真實感，喚起團隊

的注意。「劇本上寫『露腋毛』。我真的慌了

，因為我沒有腋毛，現在開始長也來不及，甄

選前沒辦法生出腋毛，我想就用油性筆畫好了

。我並不想用特立獨行的方式引起注意，因為

我認為有腋毛比較容易投入角色，與其什麼都

沒有，不如用有的狀態去演更好發揮，結果當

天只有我畫了腋毛去。我本來覺得理所當然的

事情，好像反而讓導演覺得我很有趣。」

武正晴導演對森田演戲時看著對手戲演

員的表情讚譽有加，她也順利進入第二輪甄

選，並因應劇組要求，帶著較成熟的妝容和

造型現身。「當時從工作人員的話中，感覺

『他們可能覺得我不錯』，但並沒有定案。

後來接到通知，好像已經超越開心的感覺，

整個人突然陷入恍惚狀態，還懷疑是不是通

知錯人。」森田懷抱興奮又不安的心情，進

入《AV帝王》劇組。

油性筆畫腋毛拚進《AV帝王》

森田望智
沒有不演的選項

在相隔十四年之後，麥特戴蒙如

今表示，自己願意回鍋演出《瞞天過

海4》。

翻拍自由法蘭克辛納屈、狄恩馬

丁等一干鼠黨（Rat Pack）好友所主演

的1960年電影《十一羅漢》，2001年

電影《瞞天過海》是由史蒂芬索德柏

執導，喬治克隆尼、布萊德彼特和麥

特戴蒙主演，片中描述一群精通偷搶

拐騙之道的罪犯，如何從賭場盜走巨

款的故事。

電影以處處鬥嘴的兄弟情、流暢

緊湊的運鏡節奏、環環相扣的計中計

，因此贏得觀眾的一致叫好，不僅抱

回了四億五千萬美金的亮麗票房，更

一連推出《瞞天過海2：長驅直入》、

《瞞天過海：十三王牌》兩部續集電

影，以及2018年的女版外傳電影《瞞

天過海：八面玲瓏》。

麥特戴蒙如今向廣播節目「傑斯

卡格爾秀」親口表示，自己很樂意再

次回鍋演出《瞞天過海 4》。「打從

《瞞天過海：十三王牌》殺青的那一

天起，我就一直抱持著相同的立場，

早就準備好要拍攝《瞞天過海4》。」

「問題在於電影究竟會呈現出什

麼樣的面貌，你知道的，我們失去了

兩名成員，伯尼麥克（Bernie Mac）和

卡爾雷納（Carl Reiner），而這又會如

何影響到我們，這就得交給一位厲害

的編劇來想辦法了。」

非裔男星伯尼麥克在片中飾演

一名發牌員，因此可以在賭場內部

臥底當內線，他因罹患類肉瘤病而

在 2008 年去世，享年五十歲。老牌

男星卡爾雷納則是以九十八歲高齡

在 2020 年辭世，他在片中飾演一名

精通各國腔調、擅於改變身份的老

騙徒。

麥特戴蒙表示：「但大夥們始終

都有跟彼此保持聯絡，那部電影為我

們萌生出很棒的友情，而我們永遠都

願意回鍋演出。」而在《瞞天過海：

八面玲瓏》交出佳績之後，就看導演

史蒂芬索德柏會不會登高一呼，召集

大家重新齊聚一堂了。

麥
特
戴
蒙
：
很
樂
意
演
《
瞞
天
過
海4

》

《龍與雀斑的公主》(Belle)日前於坎城影展

「首映單元」首映，放映結束後獲全場起立鼓掌

長達 14分鐘，創下坎城影展史上第 7長的紀錄。

由《夏日大作戰》《狼的孩子雨和雪》知名動畫

導演細田守推出的新作，上月中在日本上映後已

蟬聯3週票房冠軍，觀影人數破236萬，吸金逾33

億(約 8.4億台幣)，昨天(2日)更帶動電影歌曲熱銷

登上日本 iTunes音樂排行榜冠軍，更有3首電影歌

曲同時搶進 Top 10！由「King Gnu」鬼才音樂家

常田大希率領的「millennium parade」，與「日本

新生代靈魂歌姬」中村佳穗合作的電影主題曲

〈U〉(連結: https://youtu.be/R3V4sAXUJ-g)，也在昨

日宣布 YouTube 觀看次數正式突破 1000 萬，可說

在日本全民瘋奧運當下，帶動另一波《龍與雀斑

公主》話題熱潮！而《龍與雀斑公主》中做為故

事舞台的高知縣，不少景點也在電影上映後成為

觀光「朝聖」聖地，儘管日本目前仍深受疫情所

苦，但日本媒體仍看好電影後續帶來的觀光熱潮

與周邊商機。

《龍與雀斑公主》劇情描述自幼因意外失去母

親的17歲女高中生小鈴，與父親兩人同住在人口不

斷外移的高知小農村。最喜歡和母親一起唱歌的小

鈴，母親死後便再也無法開口唱歌，在現實世界中

甚至將自己的內心封閉起來。某日，小鈴化名「貝

兒」來到全球超過50億使用者的虛擬世界「U」，貝

兒在虛擬世界能自然開口唱歌，並發表自己創作的

歌曲，更讓她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此時一個有著

龍姿態的神祕存在突然出現在小鈴面前…。《龍與

雀斑公主》預計將於今年10月在全台戲院盛大上映

，敬請期待。

細田守新作《龍與雀斑公主》
日本票房三連霸 熱賣超過3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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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連連突破連連突破連連 中國田徑前景亮麗中國田徑前景亮麗中國田徑前景亮麗
朱亞明小檔案

出生日期：1994年5月4日

出生地：內蒙古呼倫貝爾市

畢業院校：瀋陽體育學院

所屬運動隊：遼寧隊（2015年—）

國際賽主要成績

2017年 亞洲田徑錦標賽三級跳冠軍（16米82）

2019年 亞洲田徑錦標賽三級跳亞軍（16米87）

2021年 奧運三級跳亞軍（17米57）

中國田徑隊過往多於競步，或擲項如鉛球、
鏈球等做出好成績，到之後劉翔橫空出

世，大家才看到國家運動員能和世界各國選手比
拚速度的希望。到今屆東京奧運，最予人驚喜的
自然是百米飛人蘇炳添以破亞洲紀錄成績，歷史
性殺入決賽，加上謝震業日前亦歷史性闖入男子
200米準決賽，出色的表現令世人刮目相看。
朱亞明昨日出戰男子三級跳決賽，這位

2016年獲得全國田徑錦標賽三級跳冠軍的選手，
結果在6跳中的第5跳跳出17米57進佔總成績第
2位，雖然距離亞洲紀錄差兩厘米，但仍在刷新
個人紀錄下獲得銀牌，葡萄牙的皮查多則以17
米98奪得冠軍。
國家隊男選手歷來在田項，包括跳躍項的

跳高、撐竿跳、跳遠和三級跳，與投擲項的鉛

球、鐵餅、鏈球和標槍，當中只有朱建華在
1984年洛杉磯奧運取得跳高銅牌，以及董斌於
2016年奧運三級跳取得銅牌，故朱亞明今次奪
銀，已創造中國男選手於田項所取得的最佳成
績。

“展現中國田徑力量 好成績將更多”
朱亞明賽後表示：“今天我很滿意，在訓練

中的東西都能在比賽中展示了出來，這是非常困
難的事情，包括今天賽場上遇到的小問題，都能
調整過來。自己以前因為成績不好不穩定，所以
沒什麼參加大賽的機會，但這次獲得銀牌後，相
信我可以得到更多出國比賽的機會了。我覺得，
在這個領域我們要和高手對抗，展現中國田徑的
力量，讓外國人看到田徑賽場也能有中國人，我

們不比別人差，我們也很強。只是我覺得，我們
差在訓練的方法和手段上，沒他們掌握得那麼
早。我覺得中國田徑會越來越好，這不成問
題。”

朱亞明認為自己的成績，是中國整個跳躍項
目實力提升的結果：“我們的跳躍項目在世界上
都是強的，跳遠8米40多、三級跳也拿到過里約
奧運銅牌。現在我們的實力更厚更扎實了，大多
數都能跳到17米多，包括今天方耀慶也跳出17
米多，非常穩定。中國田徑已經發展得非常好
了，但需要更好地繼續改善改革，現在就是在改
革中，逆流而上，需要創造好成績。至於說我創
造了中國男子田賽最佳戰績？我只知道是三級跳
的最好成績，而我也相信中國田徑這種成績以後
將會更多。”

●●全紅嬋全紅嬋((右右))與陳芋汐包辦女子跳水與陳芋汐包辦女子跳水1010米台冠亞米台冠亞
軍軍，，領獎時齊齊做出心心動作領獎時齊齊做出心心動作，，十分可愛十分可愛。。 新華社新華社

●朱亞明改寫
了中國男運動員在
奧運田項的歷史最
好成績。

新華社

過 往 只 能

於部分項目取得成績的中國田徑

隊，於昨日比賽再度為田徑迷帶來希望。除了

朱亞明於男子三級跳決賽跳出 17米 57刷新個

人紀錄成績奪銀，創造中國選手在該項目以及

中國男子田項的奧運最佳成績；中國男、女接

力隊亦首次達成雙雙晉級今日4×100米接力決

賽的成就，再加上蘇炳添在之前男子 100米殺

入決賽，足證中國田徑正向着正確方向發展。

或許正如朱亞明賽後所言，未來中國田徑隊將

有望創造更多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14歲三跳滿分奪金 全紅嬋：賺錢給媽媽治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敖敏輝及鳳凰網報
道，中國跳水隊總是盛產少年英雄。在5日的跳
水女子10米跳台決賽中，迎來了兩位小將——16
歲的陳芋汐和14歲的全紅嬋，她們倆年齡相加，
才剛和隊內“四金王”、大姐施廷懋一樣。年僅
14歲的全紅嬋於昨日女子跳水單人10米跳台決
賽，在第2、4和最後一輪均跳出滿分下，最終以
破世界紀錄的466.20分獲得冠軍，為國家跳水隊
奪得在東奧的第6面金牌。
全紅嬋不僅是中國代表團年紀最小的選手，

亦是跳水隊“夢之隊”唯一一個沒有世界冠軍頭
銜的隊員，直到去年奧運會選拔賽才首次參加國
家級比賽，東京奧運會之前，甚至還沒有見過外
國跳水選手。從廣東一個務農家庭走出來的全紅
嬋和同齡人一樣，喜歡零食，喜歡遊戲，但是家
境的壓力也讓這個姑娘更懂事，“媽媽身體不
好，我要賺更多錢給她治病。”
全紅嬋來自被稱為跳水之鄉的廣東湛江，這

裏培養輸送了勞麗詩、何沖兩位奧運跳水冠軍，
以及林勁、何超等一大批世界冠軍。她的家鄉麻
章區邁合村，約有400戶人家，398戶姓“全”，
人均收入一年1.1萬元人民幣。38個低保戶，全
紅嬋家是其中之一。邁合村的兩大產業是水稻和
甘蔗。如今村子裏六成人口外出打工，留下務農
的壯年只剩不到兩成，其他都是小孩和老人。

在四兄弟裏排行老的全爸爸，至今仍和紅嬋
的爺爺奶奶住在一起，以種植水稻和甘蔗維持生
計。2017年末，替人做飯的全媽媽在去工廠的路上
被車撞壞肋骨，落下頑疾。受傷後住了幾次院，
“家被掏空了。”重擔壓在了全爸爸一人肩上。

起步雖晚 訓練刻苦成績提升
全紅嬋被發掘的過程和其他很多冠軍選手並

無二致。當她在小學被教練發現時，已經近8
歲，比其他初學跳水的孩子晚了快2年時間。
“反正我的學習成績也不好，跳水不用去上學
了，就跟着教練去學跳水。”耿直的全紅嬋笑着
說。
2018年，全紅嬋的啟蒙教練陳華明在廣州集

訓時，向省隊教練何威儀推薦這位弟子。當看到
全紅嬋跳水的視頻資料後，何教練當即答應讓她
來省隊試訓。“她的腰腹力量、彈跳以及腿的線
條等，在同一批試訓隊員中是最好的，關鍵是她
個人也十分刻苦，每天堅持幾百個動作的訓練
量。”何威儀說，這也讓她的成績迅速提升。
那段時間，家裏比較困難，父母也不會使用

手機轉賬，紅嬋的生活費常由教練墊付，再由父
母送去體校。好在省隊會發“工資”，國家也發
補貼。加入省隊後，全紅嬋一年只回家一兩次。
有時全爸去廣州接她；有時農忙沒空，她便搭朋

友家人的順風車回村。全紅嬋去廣州比賽，全爸
會上去探望她；還有一個住在廣州的表姐，偶爾
帶她出去逛一逛。
在何教練看來，全紅嬋能夠進入東京奧運

會，可謂“天時地利人和”。由於奧運會推遲一
年，此前的奧運會積分賽清零，當時只有13歲半
的全紅嬋趕上了東京奧運會選拔賽。這個從沒有
全國大賽經歷的小女孩，自此橫空出世，扮演超
級黑馬角色。從去年10月到今年5月，全紅嬋在
全國三站比賽中，力壓任茜、陳芋汐、張家齊等
奧運冠軍、世界冠軍，奪得2個冠軍1個亞軍的出
色成績，以絕對優勢拿到東京奧運會參賽資格。
“如果奧運會不推遲，選拔賽積分不清零，

全紅嬋沒有機會進入奧運會。”何威儀說，很難
想像沒有任何冠軍頭銜甚至連外國選手都沒見過
的小隊員，能夠登上奧運會大舞台。

克服掣肘 完全詮釋“難穩準美”
不過，這次奧運會，全紅嬋還有最難的一道

關，那便是她的身體正處於快速發育期。
何威儀說，14歲到15歲，是女孩子身體變化

最大的階段。僅以身高為例，去年首次參加全國
比賽時，全紅嬋的身高只有1.4米，而到了東
京，已經達到1.48米左右。“身體的變化對成績
的保持帶來很大影響，這個階段的女運動員，可
能今天的成績和明天的都不一樣，變數很大，運
動員要克服很大困難。”何威儀說，從去年到今
年，陳芋汐和張家齊已經平穩度過這個階段了，
所以可以看到預賽和半決賽中，陳芋汐技術動作
更穩定。
比賽中，何威儀一直在觀察全紅嬋的各項動

作，看到她發揮穩定，也就放下心，認為她克服了
身體的掣肘。“中國跳水隊的特點和優勢是難、
穩、準、美，全紅嬋完全詮釋了這四個字，幾乎每
一個動作都是四個字的寫照。”何威儀說。
奧運選拔賽的時候，全紅嬋告訴哥哥，希望

自己的照片，也能貼在國家隊和省隊的光榮牆
上。此刻，她做到了。

●●8月5日，中國選手全紅嬋（上）在比賽後慶
祝。 新華社

冠 軍 成 長 之 路
全紅嬋外號全紅嬋外號：：杏哥杏哥

2007年3月28日出生

2018年廣東省青少年跳水錦標賽冠軍

2019 年廣東省青少年跳水錦標賽冠軍

2020年廣東省青少年跳水錦標賽冠軍

2020年10月4日，2020年全國跳水冠軍
賽冠軍

2021年1月，2021年跳水項目奧運會、
世界盃選拔賽女子雙人跳台冠軍

2021年3月14日，2021年中國跳水明星
賽亞軍

2021年5月13日，2021年全國跳水冠軍
賽暨東京奧運會選拔賽冠軍

2021年8月5日，東京奧運會女子10米跳
台冠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省隊何教省隊何教
練認為全紅練認為全紅
嬋的腰腹力嬋的腰腹力
量量、、彈跳以彈跳以
及腿的線條及腿的線條
等等，，在同一在同一
批試訓隊員批試訓隊員
中 是 最 好中 是 最 好
的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朱亞明三級跳摘銀 創男子田項最佳績

●在男子三
級跳決賽，朱亞
明勇奪亞軍。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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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2》定檔8月6日
合家出動開啟暑期冒險

由3D視覺教父本· 史塔生與《神偷奶爸》編劇卡爾· 布倫克聯手打

造的親子冒險動畫電影《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2》將於8月6日正式公

映，日前曝光定檔預告。作為四年之後該系列的第二部作品，由前作

頂級動畫團隊原班人馬打造的電影《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2》，在

延續前作世界觀的基礎上，講述了“大腳丫”亞當一家人與松鼠、棕

熊等一眾“萌寵”遠赴阿拉斯加與黑心石油公司展開大作戰的故事。

萌物再集結！酣暢大冒險歡笑不斷
作為今夏最佳親子合家歡動畫，電影《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2》中

眾多高萌角色時隔四年再度亮相：軟萌的松鼠，呆萌的棕熊，反差

萌的麋鹿，萌物集結，萌力值爆表席卷今夏。與前作相比，明艷的

色彩搭配上角色誇張的表情動作，笑果更是有增無減，也為這場冒

險增色不少。可以預見的是，片中“大腳丫”亞當一家人所到之處

必將充滿歡聲笑語，期待他們在正片中的精彩表現。而伴隨預告同

時曝光的劇照中，“大腳丫”亞當一家人的溫馨生活呈現在觀眾面

前的同時，全副武裝的安保、湍急的河水和危機四伏的礦洞索道，

也透露著這場冒險並非看上去那般歡樂與輕松。在這樣看似酣暢浪

漫的旅途中，他們會經歷怎樣歡樂與危機並存的冒險故事呢？讓我

們等電影上映後一起去影院一探究竟吧！

口碑零差評！最佳合家歡暖心治愈
《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2》作為一部口碑續集動畫電影，成功打破

了“續集爛片魔咒”。製作團隊為其融入更多親情與喜劇元素，不僅

使整個故事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級，同時也賦予親子觀眾更良好的現實

啟發意義。影片講述的不單是亞當一個人的成長之路，更是“大腳

丫”一家人的冒險之旅：人生道路上有險境也有坦途，而親情、友情

的陪伴是他們得以前進的最大動力。此前電影已經在海外多國上映，

“大腳丫”亞當一家人獲得無數影迷的喜愛，有國外觀眾看完電影後

表示“歡樂源泉”“一家人都樂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

還榮獲動漫奧斯卡之稱的第30屆安錫國際動畫節最佳動畫長片水晶獎

提名，相信在其優秀品質一定不會辜負中國粉絲的期待。

親子冒險動畫電影《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2》將於8月6日正式

登陸全國各大院線，溫馨合家歡之旅即刻啟程，共享“大手牽小

手”美好時光。

電影《危險記憶》全國首映禮舉行 終極預告曝光
近日，犯罪懸疑題材電影

《危險記憶》首映禮活動在北京

舉行。電影監製李學政、導演郭

大群攜一眾主演亮相，與現場觀

眾展開深入互動。《危險記憶》

影片節奏緊湊，文戲對決劍拔弩

張，槍戰火拼、動作追車等視覺

場面又震撼無比，盡顯暑期檔商

業片生猛氣質，令現場觀眾全程

屏住呼吸，映後引爆好評。影片

將於2021年 8月 6日上映，目前正

在火爆預售中。

首映獲全場爆贊
終極預告曝黑勢力幕後保護傘
《危險記憶》首映收獲全場

掌聲，嘉賓與觀眾無不被男主記

憶分裂重生的線索牽動著神經，

電影中呈現的掃黑除惡大尺度戲

份更讓人大呼過癮。映後，影片

導演郭大群，演員喬喬、李東翰、

張亞坤、陳逸恒登臺與觀眾深入

互動，共同復盤這場精彩絕倫的

記憶迷局。談及影片創作拍攝過

程，導演郭大群和主創們克服重

重困難，整個劇組齊心協力完成

了這部高質量的作品。演員陳逸

恒現場說道，《危險記憶》真是一

部良心之作的電影。

活動現場，金盾出版社張延

彬社長及影片總顧問萬伯翺先生

登臺致辭，對影片內容、製作質

量給予了充分肯定。影片主演李

濱、甘婷婷、丁海峰、劉俐兒雖

沒能親臨現場，但依然通過VCR

的形式送上祝福，為影片加油助

陣。首映禮同日，電影片方還發

布了影片的終極預告，權力關系

、幕後人物及驚天陰謀都逐漸浮

出水面。

《危險記憶》總顧問萬伯翺
致辭

預告開篇暗潮洶湧，紀委、警

察、黑惡勢力多方試探較量，海川

市掃黑戰局進入白熱化階段。市委

書記本想先敲山震虎，卻最終氣憤

地拍案而起，黑惡勢力背後保護傘

的力量可見一斑。終極預告采用三

線並行的剪輯手法，立體呈現出故

事脈絡。預告片中段，市長秘書袁

行舟身陷危險境地，心狠手辣的黑惡

勢力想斬草除根毀滅關鍵證據，而上

級相關部門卻暗中指示護其周全。此

時，故事走向也開始變得復雜，一方

是朝夕相處的女友，另一方是一起叱

咤賽場的兄弟，到底應該相信誰？預

告片末段，掃黑除惡進入決戰階段，

官商勾結、權色交易等線索逐漸顯現

，為黑惡勢力撐傘的幕後大人物也似

乎已經浮出水面。

掃黑打虎背水一戰
記憶重生引燃掃黑戰局
《危險記憶》區別於以往的

掃黑類型電影，巧妙地將記憶回

溯重生與尋覓案件線索結合起

來，從關鍵人物袁行舟入手，引

爆海川市掃黑除惡戰局。影片改

編自闕慶安長篇小說《走向深淵

的秘書》，對副市長秘書袁行舟

心路歷程的刻畫細膩而生動。同

時，影片邀請到反腐熱播劇《人

民的名義》的總監製及發行人李

學政擔任總監製，最大程度還原

了當下掃黑除惡鬥爭的現狀。

“在這部影片中，能看到許多媒

體報道的案件影子，比如裸貸、

套路貸等等，懸疑外殼下的掃黑

除惡主題，恰見影片直面現實和

勇於表達的勇氣。”觀影過後，

現場觀眾給予影片高度評價。

《危險記憶》聚焦掃黑第一線的

正邪較量，將“掃黑除惡”過程

的艱難險阻展現得淋漓盡致。影

片中，為調查袁行舟車禍失憶案，

刑警隊長劉揚帶領隊員突破層層

阻撓，與幕後的黑惡勢力展開激

烈鬥爭，在市紀委的暗中推動下，

最終將黑惡勢力連同其幕後的保護

傘一網打盡。影片展現了全國政法

幹警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攻堅克難

、無懼無畏的精神，表現了黨和國家

打擊黑惡勢力的決心和行動力，為不

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而付出的努力，在觀眾中產生

強烈的情感共鳴。

電影《危險記憶》由金盾影視

中心主任李學政監製，導演郭大群

執導，李濱、甘婷婷、喬喬、李東

翰領銜主演，丁海峰、周浩東、牛

飄、張亞坤陳逸恒、劉俐兒、張笑

君等實力派演員主演。影片講述了

副市長秘書袁行舟遭遇車禍導致失

憶，刑警隊長劉揚調查發現袁遭遇

的其實是針對他的殺局。在一步步

尋回記憶的過程中，袁行舟開始墜

入迷局，到底誰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多方勢力爭奪究竟要從他身上得到

什麼?他抽絲剝繭復盤過去，卻一步

步踏入危險境地。此時，一場牽動

海川市上下的掃黑行動也正在悄然

展開。

據悉，電影《危險記憶》由諾

利亞（廈門）影業有限公司出品，

金盾影視中心、福建中藝影視有限

公司、福建人外人影視文化發展有

限公司、北京麥克佰德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聯合出品，北京先鋒傳奇影

視文化有限公司發行。影片將於

2021年8月6日全國院線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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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港隊劍擊
代表張家朗在東京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奪金，
令全城振奮，無線為延續奧運氣氛，決定變陣
提前推出含有劍擊元素以親情為題的劇集《七
公主》，並定於下周一首播，5日特別安排該
劇演員到劍舍宣傳。劇中對劍擊抱有無比熱情
的鄺潔楹及李君妍等均穿上劍擊手裝束現身，
聯同其他藝人黃翠如、林夏薇、高海寧、陳
瀅、江嘉敏、劉佩玥、陳曉華等在顧問及技術
指導即場教授下擺出劍擊的姿勢和步法，都算
有板有眼。
鄺潔楹在劇中飾演一名律師，亦是業餘劍

擊愛好者，自言劍擊戲份多過法庭戲，拍攝前
特意苦練了4個月劍擊，可是水準仍未能達
標，最辛苦時期是邊開廠邊訓練，亦有試過出
賽實戰，她笑言：“同高大過我的男生對戰時
試過刺到對手得分，贏不到，但以自己為
榮。”身高僅155cm的她未知自己是否最矮小
的劍手，不過監製陳維冠早已說不會找替身，
因很難找到一個跟她身形一樣的劍手，她笑
言：“之前在賽事上見到一個約9歲妹妹步法
不錯，監製叫我死心，因小朋友不便做替
身。”
鄺潔楹說到在收看張家朗奧運劍擊賽事尤

為緊張：“張家朗一分一分追到，到最後贏到
金牌，真的開心到叫出來，（劇集提前出街也
得多謝他？）不僅要多謝張家朗，也要多謝香

港劍擊隊和其他運動員的努力和付出，令到氣
氛好好，見到很多人在網上關注是好事，自己
在短短的訓練上都好艱辛，何況他們是經過這
麼多年的練習，非常尊敬他們，再次多謝香港
劍擊隊，也希望他們會看這部劇集，宣揚劍擊
文化。”

高海寧日換十多個造型
高海寧在劇中演繹性格粗魯男仔頭的小說

家，經常幻想是小說角色，故此造型多變，會
換上幾十套靚衫，試過一日換上十多個造型。
她透露：“着得最多是《美少女戰士》的‘天
王遙’造型，有時會着旗袍，扮女神，好多漫
畫裏面的角色，跟陸永有好多對手戲，因為好
多幻想，除了陸永，還會有好多男人全裸對住
我，哈哈。”

陳瀅否認與周嘉洛拍拖
陳瀅在劇中剛好相反，只得一套衫和一

對爛球鞋出現，她說：“角色非常坎坷，是
一無所有，甚至連手袋也沒有，只提着個膠
袋而已，差在沒有睡大街，所以監製要我不
化妝不洗頭，令頭髮有油立立效果，最初都
擔心不慣在鏡頭面前太赤裸，但就做到角色
中欠自信的心態。”她主動自爆開工時剛好
完成隔離，所以身形較胖，又笑言預期女神
形象會消失。

說到她和周嘉洛的緋聞，她表示：“無話
可說，通常兩個都是單身都會容易惹緋聞，條
片不是偷拍，大家都是開緊工好多人在身邊，
只是好小事，我們絕對不是拍拖，已經沒有異
性敢站在我身旁，大家放過我啦，（嘉洛怕了
你？）好在劇中幾個後生沒有因報道影響友
誼，我們會好好享受還有兩星期的工作天。”
同劇的林夏薇形容所演角色是入行以來最

破格，並且與徐榮有段畸戀，更會有從演以來
最激親熱戲，還要向黃翠如“潑屎”，心理壓
力很大。翠如又指因有不少法庭對白，所以老
公蕭正楠幫手對戲，不論犯人、證人也是他角
色扮演，認真交足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玄學大師
李居明與蓋鳴暉、吳美英4日為粵劇《大紅
燈籠蘇東坡》舉行拜神敲鑼儀式，李居明透
露該劇目原定是賀歲檔公演，“礙於疫情影
響而延期至今，今次會演出四場，也是我跟
蓋鳴暉合作了9年的第十套戲寶，殊不簡
單。”他又提到新光的續約問題將於今個星
期塵埃落定，相信續約機會都大，希望成
功！目前都抱着樂觀態度。
經李居明翻查資料，發覺宋代曾有瘟

疫，當時的人民是戴布口罩防疫，故此，蓋
鳴暉在出場時都會戴着布口罩交代背景，演
出時便會除下，蓋鳴暉表示：“從沒試過做
粵劇戴口罩出場，希望疫情盡快消失。”
說到近日奧運熱潮，香港運動員屢報佳

績，蓋鳴暉坦言：“本來不大關心奧運，但
見到張家朗奪金牌即眼前一亮，‘女飛魚’
何詩蓓連摘兩銀為港爭光，香港係得嘅！希
望會再有更多好成績。”李居明則說香港運
動員在東奧取得佳績，正好為要“金水運”
的香港人沖喜，預計8月8日入秋之後，所
有霉運便會走清光，開始轉好。

鄺潔楹曾受劍擊訓練
深切體會運動員艱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香港隊再傳捷報！港隊乒乓

球在女子團體賽中擊敗德國贏得銅牌，大批市民在商

場大屏幕上見證喜事，陳展鵬、王君馨和一班

“聲夢”學員炎明熹（Gigi）、林沚羿、張馳

豪、黃奕斌等人到商場助興，與現場觀眾玩

遊戲和大展歌喉。下午時分到單車手李慧

詩出賽，霍啟剛也有到場欣賞直播，雖

然5日李慧詩未能再為港隊添獎牌，但

她的拼搏精神贏得現場市民一片掌聲。

陳展鵬：
港乒乓女團奪銅牌麥明詩為師妹自豪

證明港運
動員達世

界水平

證明港運
動員達世

界水平

身身為前乒乓球港為前乒乓球港
隊青年隊成員隊青年隊成員

的陳展鵬的陳展鵬，，表示表示55日早有看到乒乓女團杜日早有看到乒乓女團杜
凱凱琹琹、、李皓晴及蘇慧音勝出一刻李皓晴及蘇慧音勝出一刻，，說說：：
““看到港隊勝出一刻看到很感動看到港隊勝出一刻看到很感動，，自己都自己都
不停流眼淚不停流眼淚，，做運動員要去到這個水平已做運動員要去到這個水平已
經很難經很難，，運動的確需要講基因運動的確需要講基因，，乒乓球對香乒乓球對香
港人是較有機會港人是較有機會，，其他講求體能的運動就很其他講求體能的運動就很
難難。。今屆奧運香港隊真的很強今屆奧運香港隊真的很強，，證明香港運證明香港運
動員也可以達到世界頂尖水平動員也可以達到世界頂尖水平，，我很引以為我很引以為
榮榮，，而且他們還年輕而且他們還年輕，，可以吸取經驗後再可以吸取經驗後再
戰下一屆奧運戰下一屆奧運。”。”

藝人多謝香港運動員藝人多謝香港運動員
除展鵬外除展鵬外，，前港姐麥明詩與蘇慧音及李前港姐麥明詩與蘇慧音及李

皓晴同讀拔萃女書院皓晴同讀拔萃女書院，，麥明詩看到學妹們在麥明詩看到學妹們在
東奧取得佳績後當然更是自豪東奧取得佳績後當然更是自豪，，亦於限時亦於限時動

態寫道：“我的DG
（拔萃女書院）師妹好強！！即刻認

親認戚。”有份主持東奧節目的陳貝兒引用教練李靜金
句送祝福：“‘奇兵出奇跡！’‘多謝自己！’乒乓波女團銅牌！
杜凱琹！蘇慧音！李皓晴！多謝！李靜教練好球好強好句！”方力
申不止關心香港游泳隊，對於乒乓球隊得獎，同樣激動留言：“恭
喜銅牌得主，香港超強！”洪永城老婆梁諾妍是運動健將，一直有
留意東奧賽事，她上載女團們在賽場上攬在一起的開心慶祝照表
示：“又一香港歷史性一刻！多謝香港運動員多謝堅毅不屈不放棄
精神！”

展鵬當年成績包尾
此外，提到乒乓球港隊教練李靜之前在賽場上的“爆粗”

指示被直播出街，問展鵬以前訓練或比賽時有沒有被教練鬧
過，他說：“我沒有，因為我17歲已經退隊，只是訓練了幾
年，成績都是包尾，實力不算很好，教練都不會給我太大壓
力。”展鵬稱當年隨青年隊到內地集訓時，會聽到來自不同地
方的文化和語言，笑道：“剛巧我和教練都是福建人，教練不
兇的，所以我們都是福來福去。”
香港空手道女將劉慕裳5日傍晚出戰“女子個人形”比賽為

香港爭添多一面銅獎，為此，無線翡翠台也作出節目調動，5日

晚《2020東京奧運 黃金戰報》提前
於晚上7時播映，原來的《東張西望》節目暫停一晚，而《愛．
回家之開心速遞》則順延至晚上9時45分播映。
而下周就要處女演出聲夢演唱會的Gigi，近日仍頻頻出席活動

保持曝光率，她表示演唱會綵排進度已有一半，相信時間分配好就
沒問題，說：“畢竟是自己的第一次演唱會，有少少緊張，對我們
一班聲夢學員意義重大，不想讓粉絲失望。”提到姚焯菲和鐘柔美
都表示不夠門票派給親友，Gigi笑稱她也一樣，希望可以舉行Part
2演唱會滿足大家。至於有粉絲為Gigi等女學員打氣，斥資投放巴
士廣告，Gigi希望有機會找巴士“打卡”留念，除答謝粉絲支持
外，也不想辜負他們一番心意。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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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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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市民跟群星一齊看東奧大批市民跟群星一齊看東奧
直播直播，，眾人表現肉緊眾人表現肉緊。。

●●乒乓球運動員乒乓球運動員
出身的陳展鵬特出身的陳展鵬特
別留意女乒團別留意女乒團。。

●李思雅和林溥來5日繼續在商場為TVB主持奧運節目。

●●麥明詩在社交網麥明詩在社交網
大讚學妹們好強大讚學妹們好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展鵬（台上左一）和一班“聲夢”學員為香港運動員集氣。

●●鄺潔楹的鄺潔楹的
身形難找到身形難找到
替身替身。。

●● 李居明李居明（（中中））與蓋鳴與蓋鳴
暉暉、、吳美英預祝演出成功吳美英預祝演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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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最近，笔者在知乎上看到有网友提

问：“移民是不爱国的行为吗？”

扫了一眼回答区，发现除了少部分

已经移民海外的华人，大多数网友的答

案都是肯定的，在他们看来，移民到别

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不忠”和“背叛

”，是崇洋媚外，是数典忘祖。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应该

不难发现，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是在网

络上传递，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华

人移民的评价普遍也不高。

事实真的如此吗？不可否认，有些

国人移民海外开启新生活后，对中国就

没有什么感情了，更有甚者出于哗众取

宠的心理歪曲事实蓄意抹黑，但你我都

清楚，这种人并不能代表所有华人移民

。

除了那些少数派，更多的华人还是

无法斩断跟母国的关系，他们会跟国内

的亲朋好友保持往来，会用微信和国内

的亲友沟通联络，会在闲暇之际办理签

证回国探亲，在中国有难的时候，很多

海外华人也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

……

人不是冰冷无感情的机器，如果单

纯一刀切地认为，移民就是不爱国，这

何尝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今天，聊聊华人移民经常被国内人

民误解的几件事，希望通过这篇文章，

可以让更多人对移民有新的认识。

误区一：移民就一定是有钱人吗？

不管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上，很

多人一听到移民，绝大部分先想到的就

是“有钱人”。在人们看来，能移民到

海外的人都是非富即贵，普通人就不要

妄想移民了。

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虽说富

豪和中产移民在财力上更有优势，但是

，必须要强调一点，移民不是富人的特

权，海外华人侨胞千千万，并不是所有

人都是“土豪”，还有很多人是凭借出

色的才华技能移民到国外的，这些人很

多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无权无势无钱

，不是传统认知里的“有钱人”，是真

正的凭本事移民。

尤其是欧美一些主流移民国家，这

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本来就很强，移

民这些国家的申请人有“才”往往比有

“财”更受欢迎，比起从富人移民身上

敛财，发达国家更希望引进优质移民，

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技术型尖端人才。

比如像美国职业移民中排在第一优

先类别的就是高性价比的人才类移民，

而资金不菲的投资类移民却排在第五优

先，每年的配额也不如人才类移民多。

误区二：移民就一定是加入外国国籍吗

？

这个老话题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奈何网上还是铺天盖地的误解。

很多人以为，如果一个中国人移民

到了别的国家，那他就不再是中国人，

而是纯碎的外国人。

其实并不是这样，且不说很多移民

国家都是要先拿永居住满一定时间后才

有资格申请入籍，即使是那些已经满足

入籍条件的永久居民也有不少人选择不

加入外国国籍，还保留着中国护照。

很多华人移民是取得了其它国家的

永久居民身份，也就是“绿卡”，这些

永久居民可以获得所在国工作、生活、

学习等便利，但他们的国籍并没有变化

，只要不申请加入移民国国籍的话，那

他就不是外国公民，所以并不能称之为

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人”。

持有绿卡和外国护照都可以称之为

移民，但永久居民和外国公民完全是两

个概念，不可混为一谈。如果拿的是外

国护照，那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国国籍

，因为中国不允许双/国籍。

但如果只是拿的绿卡那就还是中国

人，因为你的护照还是中国护照。

误区三：移民就一定要居住在国外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移

民，从字面意思理解是从一个国家迁居

到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在另一个国家生

活居住，也就不能称之为移民了。

不过，近年以来，移民圈却开始流

行一种新的趋势——移民不移居，也叫

“轻移民”。所谓“移民不移居”指的

是获得移民身份后，并没有长期居住在

移民国家，还是生活定居在国内，和移

民前没有太大变化。

选择移民不移居的通常以富豪、中

产等高净值人士为主，这些人无法放弃

国内的事业/成就，但是因为子女有出国

留学的意向，或者他们自己有资产配置

、身份规划、海外投资等需求，所以会

办理移民身份。

能够实现“移民不移居”的一般都

是没有移民监或者居住要求非常宽松的

国家，比如我们之前热推的希腊购房移

民、土耳其购房移民、黑山投资入籍、

圣基茨购房移民、格林纳达护照移民等

项目都没有居住时间的要求，获得移民

身份以后不需要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家一样明确规定要居住一定的时间，

否则将取消移民身份。

移民到那些没有“移民监”的国家

，长期定居国内也能保住移民身份，轻

轻松松实现“移民不移居”。

上个世纪60年代，加拿大著名传播

学者马歇尔· 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

”概念，他认为，随着多样化媒介的出

现，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

离正在缩短。如今中国人的跨国流动，

犹如在“村落间”穿梭一样自由。

21世纪的今天，移民不再是遥不可

及的事，可以选择的移民国家也不再单

一，华人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各个国家地

区。

中国人最常见的三大移民误区，你中招了吗？

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

多移民申请人并不会将EB-5作为首

选，而是会选择排期适中、花费更

少、配额更充足的EB-3雇主担保移

民。

美国EB-3雇主担保移民主要是

面向条件没那么出色的普通人开设

的移民通道，受众群体包含不具有

高等学历的技术工人、专业人员和

非技术劳工等。

美国政府出于本国经济利益考

虑而允许的这类移民每年的配额有

4万个（拜登政府上台后计划增加

绿卡配额），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申

请人都可以竞争绿卡。

美国政府根据相关法律，允许

任何美国劳工市场上短缺的合格人

才，通过技术或者非技术的资格申

请永久居住权。

美国EB-3是职业移民第三优先

类别的移民，优先级别仅次于EB-1

和EB-2，移民项目细分可以分为专

业技术人员、技术工、非技术工三

种移民，这几类移民的申请要求略

有不同。

专业技术人员：有学士学位和

相当的英语能力以及工作经验的人

士，在某一领域的相同岗位收入明

显高于他人的人士；

技术工：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有相应的纳税证明和一定的英语

能力；

非技术工：对学历、性别、工

作经历、英语能力等均无要求，只

要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年龄在

18岁~47岁都能申请。

对比看下来，EB-3非技术工移

民的申请门槛是最低的。移民要求

低到让人不敢相信，美国职业移民

还有这么简单易申请的项目？

答案是肯定的，这是美国政府认

可的合法移民途径，在美国移民局官

网有据可查，优势有很多，比如：

1.没有性别、学历、英语能力

、工作经历等要求；

2.有实力强大的美国雇主做担

保，凭雇主资格申请移民；

3.需要提交的材料很少（只需

身份证、护照、户口簿、婚姻证明

、无犯罪记录证明等）；

4.签证成功率极高，一人申请

全家一起移民；

5.无资金要求，一步到位拿永

久绿卡；

6.办理流程透明，可以通过官

网跟踪查询等等。

说了这么多优势，那有没有什

么缺点呢？

当然，这个项目肯定也有让人

顾虑的地方，比如劝退很多人的排

期问题，虽然EB-3不像EB-5的排期

长达十年以上，但它也不像EB-1一

样直接无排期。按照目前的排期进

度来看，我们保守推测EB-3非技术

移民的排期在6、7年左右，也就是

说，办理EB-3非技术移民，并不能

像那些不需要排期的移民项目那样

在短期内就能立马登陆美国拿绿卡

，EB-3移民还需要排队慢慢等名额

。如果申请人比较着急拿绿卡的话

，就不适合办理这类移民了。

还有一个让比较多人纠结的因

素是EB-3非技术移民需要在登陆美

国后为当地雇主工作至少一年，从

事体力劳动的蓝领类工作，比如我

们长期合作的美国雇主有肉食品加

工厂，工作内容包括食肉处理、包

装、验收、装货/卸货等不同活计。

有些人如果在国内原本是白领

甚至金领的话，想到去美国要在流

水线上做蓝领，虽然是五天八小时

制，但介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很多

人心理上还是会产生较为强烈的落

差感，遂放弃这个移民项目。

除了EB-3，目前市面上比较火

热的移民项目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占

据绝对优势的EB-1第一优先移民了

。

EB-1主要面向杰出人才、杰出

教授或研究人员、跨国公司高级主

管或经理等优秀人群开设，包含

EB-1A杰出人才移民、EB-1B杰出教

授/研究员移民和EB-1C高管移民这

几类。

EB-1所有移民项目中，首选推

荐当然是EB-1A杰出人才移民，这

是第一优先移民中的最优先级移民

项目（EB-1是职业移民所有类别中

最快拿绿卡的移民项目）。

根据美国移民法规定，申请

EB-1A移民需要“具有一定专业能

力的水准，足以证明申请者是该领

域中少数的顶尖人物之一”。

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受众人

群遍布各行各业，包括科学、技术

、教育、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商

业、音乐、戏剧、舞蹈、美术、体

育等各个领域的杰出专业人才。

办理这类移民的优势就在于：

申请人不需要等排期，也不需要找

美国雇主做担保，更没有任何投资

要求，一步到位拿绿卡。

一步到位，全家一起拿绿卡

一个人做主申请，配偶和21周

岁以下的随行子女都可以同时一步

到位获得美国永久绿卡（无临时绿

卡过渡）。

无需等待排期，申请周期短

EB-1A除了零排期优势，这个

项目的申请审核周期也相对较短，

整体办理周期大约只需要12个月。

无需找美国雇主，无需申请劳工证

EB-1A是美国招贤纳士的移民

项目代表，不管是民主党执政还是

共和党执政，这类移民都是最受欢

迎的项目。因此无需找雇主，劳工

证也可豁免，可以由申请人提出申

请。

行业无限制，只要出众就能申请

EB-1A虽然是杰出人才移民，

但并不是非要有惊天动地的重大成

就或是影响国际的重要行业才能申

请办理，只要你在自己所属的行业

做深做透，取得了公众认可的成绩

，都是美国欢迎的人才。

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优势显

而易见，毫不夸张地说，只要能办

理EB-1A就不会考虑其它移民项目

，但这个项目也有它的难点，难就

难在申请资格上，它不像EB-3雇主

担保移民一样，只要你身体健康，

没有犯罪记录，年纪不会太小也不

会太老就可以申请办理。这类移民

的申请难度要更高。

怎么才能申请EB-1A移民呢？

根据我们以往的实操经验，总结了

如下几个标准，大家可以对照自己

参考参考：

1.获得过国际或全国性奖项（有

获奖证书、奖杯、奖状、公示名单、

颁奖机构或组委会的证明信等）；

2.有专业协会会员资格（会员

证、聘书、邀请函/信，协会证明信

等）；

3.媒体报道（杂志、报纸、网

络、电视等媒体报道内容）；

4.担任评委/裁判（评委证、邀

请函/信、聘书、组委会或者主办单

位的证明信等）；

5.科学/学术/艺术贡献；

6.出版物；

7.担任重要职务；

8.能出具较高的收入证明；

9.艺术展示/表演；

10.获得商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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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移民大国，移民美国的方式多种多样，仅是职业移民就有五大类，每一类移民的申请要求都不尽相同。

以美国职业移民为例，EB-1第一优先移民主要面向的是杰出人才、杰出教授或研究人员、跨国公司高级主管或经理等精英人群，这类移民对申请人没有资金要求，也不

需要等待排期，是快速移民美国的最佳途径。和EB-1相反的EB-5第五优先移民则对申请人才能方面没有要求，但有投资要求，并且还得等待漫长的排期。

如果你有“才”，选EB-1不失为上乘之选，如果你有“财”，选EB-5也可以拿到美国绿卡，只是速度没那么快。

百年罕見的新冠病毒，似是一塲
殺傷力龐大的漫天風暴，摧毀世界各
國各地的民間生活秩序，連帶四年一
度的全球盛事的東京奧運會，也幾乎
被它扼殺在搖籃之中。幸好日本大和

民族，跟世界各國運動健兒一起，拼
盡心血，全力以赴，把一塲史無前例
的東奧會，推進得如火如荼。一宗又
一宗的振奮民心的比賽動態，呈現在
世人面前。

運動才開啟幾天，二十四歲的香
港運動員張家朗，在花劍決賽中，獲
得冠軍，為香港爭光。這面金牌意義
非比尋常，它是香港奧運歷史上的第
二面金牌，是自從上世紀一九九六年
港女李麗珊在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上
奪得滑浪風帆金牌之後，事隔二十五
年，再有香港運動員奪得的奧運冠軍
。同時這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自回歸
中國之後的奧運首金，可以說，張家
朗為香港書寫了奧運新篇章，全體海
內外港人引以為傲，十四億中國人也
感光彩，的是可喜可賀！

今次張家朗的奪冠之路，並非一
帆風順，看他在晉級的過程中，過關
斬將，先後打敗了法國和意大利的強
勁對手，但在八強比賽中，他卻頻頻
落後，在出局邊緣上徘徘徊徊，好不
艱辛。好個張家朗憑藉着強大的意志

力和成熟高超的技術，在最後關頭
「逆轉勝」反擊晉級。在決賽中，張

家朗更愈戰愈勇，對手雖是上屆奧運
花劍的冠軍得主，但他毫不退縮，沉
着冷靜，最後石破天驚地獲得金牌，
為香港創造歷史。

張家朗在逆境中表現出來的驚人
鬥志，絕不輕言放棄精神，實在令人
感動。他在賽後的採訪中表示， 「香
港是一個小地方，但可以做到許多不
同的事情！」同時亦寄言， 「大家要
堅持，勿輕言放棄！」家朗身上所展
現出的香港精神，值得年輕人學習，
同時也能夠激勵港人更加團結一致，
凝聚人心，可謂正能量滿滿。

除此之外，連日來，世界各地的
運動健兒相約在東京，在奧運賽場上
，表演出一場場精采萬分、扣人心弦
的比賽，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紀錄，用
他們那拼搏的奧運精神不斷創造神話
，突破人類極限。除了香港代表隊的
精采表現外，中國代表隊也在奧運場
上大放異彩。截至

筆者執筆為止的美東時間 2 日中

午 12 時 00 分，奧運金牌榜上，中國
隊以 29 金 17 銀 16 銅暫居榜首，美國
隊以 22 金 25 銀 17 銅居次，日本隊以
17金6銀10銅位列第三；中華台北隊
以 2 金 4 銀 4 銅位居第 17 位，香港隊
則獲1金2銀排第32名。在奧運會面
前，奧運精神就像一把 「同心鎖」，
將兩地炎黃子孫的心連在一起，將社
會對立的陰霾一掃而空，兩岸市民共
同為兩隊的運動健兒們加油打氣，一
起奏響了動人的愛國旋律，一起分享
中華兒女的榮耀與勝利。

時代在不停地進步，奧運會的規
則和項目也在不停地變化，但奧運精
神仍一脈傳承，為熱愛而堅持，為夢
想而拼搏，在疫情之下，依然有着最
動人的力量。今年的奧運是大不容易
的，受疫情影響，這是首次延期舉行
、沒有觀眾的奧運會。但是，從主辦
方前期的籌辦工作、各國運動員們堅
持不懈的訓練，再到每一場全力以赴
的比賽，我們可以看到，蘊藏其中的
奧林匹克精神永不褪色。在東奧開始
前，國際奧委會第一三八次全會通過

《奧林匹克憲章》的一項修訂， 「更
團結（Together）」被正式寫入奧林
匹克格言，自此，奧林匹克格言正式
變為 「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
。正如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所言：
「在不知道這條黑暗隧道將要走多久

的時候，我們希望奧運聖火能在隧道
盡頭成為一盞明燈。」面對全球肆虐
的疫情，全人類需要攜手應對更大的
挑戰，而此次東京奧運會有二百多個
國家和地區參賽，顯現人類團結不屈
的力量，展現全球共同面對災難的勇
氣和擔當、堅持與追求。

中國大陸跟香港代表隊，均大力
弘揚奧林匹克精神，展現奮發進取的
時代風采，體現青年昂揚向上的精神
風貌，是全舉世華人的驕傲。賽事仍
在繼續，在寄望運動健兒們取得佳績
之餘，也要弘揚傳遞奧運精神，這才
是奧運會帶給全世界最彌足珍貴的東
西。情同與共，希望本屆奧運會能重
新凝聚全球的激情、團結、勇氣與希
望，期待人類在同風共雨中凝聚為更
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東京奧運會東京奧運會 振奮人心振奮人心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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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屈一指的串流娛樂平台Netflix

，今天(7/26)公布將於8月接連推出3部國

片：票房大破4億的國片《當男人戀愛時

》、吳慷仁及艾怡良主演的《我沒有談

的那場戀愛》，與「金馬帝后組合」莫

子儀聯手陳淑芳主演的《親愛的房客》

等三部強檔國片，陪伴影迷渡過難忘的

夏天！其中由邱澤、許瑋甯主演的新片

《當男人戀愛時》，靠著「台式浪漫」

的好口碑席捲全台，片中邱澤口頭禪

「啥款」更成為時下流行語，該片今年

在台上映後突破4億驚人票房，一舉打進

國片影史票房前十名，可說是今年必看

國片，8 月 20 日上架 Netflix 後勢必再掀

「啥款」潮流。

8月1日上架Netflix的《我沒有談的那

場戀愛：導演剪輯版》是導演組合徐譽庭

、許智彥繼叫好又叫座的《誰先愛上他的

》後，再度攜手合作的新片。徐譽庭導演

日前在社群表示Netflix上架版本將會是不同

於戲院上映版的「重新剪接版」，讓影迷

又驚又喜，紛紛直呼「準備好要二刷了！

」。此外，由鄭有傑執導《親愛的房客》

也將於8月15日於Netflix播出，找來演技派

男星莫子儀、姚淳耀主演，以及「國民阿

嬤」陳淑芳助陣，在第57屆金馬獎上橫掃

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與最佳原創電影

音樂等三項大獎。

三大強檔國片今夏席捲Netflix!
《當男人戀愛時》大耍台式浪漫

《當男人戀愛時》《親愛的房客》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TVBS 42頻道新一季《女力報到-男

人止步2》開播，再添實力派演員葛蕾，

曾兩度入圍金鐘獎的她，受邀加入《女

力報到》飾演林柏妤媽媽宋慧喬。戲裡

葛蕾被黃靖倫輪番惡整，此次從新加坡

回來與女兒林柏妤團聚，將好好對付這

位準女婿黃靖倫。葛蕾談到加入女力透

露，演了這麼多年的戲，第一次還沒看

到劇本，只知道角色名是宋慧喬，就覺

得「非演不可」，坦言看了《太陽的後

裔》非常喜歡宋仲基，他零死角、有顏

值、有身材，能當「宋慧喬」好像又離

他更進一步了。

戲中葛蕾和黃靖倫曾是鄰居，卻因為

黃靖倫總是調皮捉弄，在珍貴的蘭花裡尿

尿、高跟鞋裡塗三秒膠害她腳被黏住、還

把她金馬獎盃打斷，甚至將葛蕾媽媽送她

的玉鐲摔斷，讓葛蕾忍不住甩黃靖倫巴掌

，並喊「再也不要見到你」。葛蕾坦言與

黃靖倫拍攝巴掌戲是第一次見面，因為鏡

頭很近假不了，黃靖倫請她直接真打沒關

係，也為戲非常結實打下去後，因黃靖倫

有蕁麻疹，整個臉紅腫起來，巴掌痕還直

接留在他臉，葛蕾形容「他沒嚇到，我都

被我自己嚇到了，總共打了兩次，很擔心

第一天上工就把人家孩子給打傻了，該怎

麼辦呀。」

黃靖倫也表示這次和葛蕾合作印象

非常深刻，因為第一場戲就如此火爆，

一開始兩人不認識，覺得她眼神很銳利

，是個不好講話的人，不過相處後覺得

她是個溫暖的姐姐。戲裡黃靖倫小時候

調皮搗蛋還捉弄隔壁鄰居，問及現實生

活中若遇到這樣的小孩會怎麼處理，身

為人父的黃靖倫表示希望不是自己的孩

子，不然會嚴加管教，如果是隔壁鄰居

的話會先觀察父母親也會先了解孩子的

心理，才會決定怎麼處置。

《女力報到-男人止步》每週一至週

五晚間8點在TVBS 42、MOD TVBS精

彩台播出。 TVBS《女兵日記》至《女

力報到-愛情公寓》系列共700多集，正

在YouTube《TVBS戲劇-女兵日記 女力

報到》與《 TVBS劇在一起》頻道，進

行24小時不間斷馬拉松直播，直播收看

人數最高破500人同時觀看創佳績。預計

連播兩個月，讓大家疫情期間，再次回

味經典好劇。

《女力報到-男人止步2》
黃靖倫頻頻惡整葛蕾

Selina任家萱主演的鬼片《頭七》，因

疫情延宕2個月後，7月25日於桃園開鏡，

等了這麼久，Selina忍不住直呼：「開工大

吉。」飾演她姐姐的高宇蓁也分享：「很

高興，一家人終於見面。」雖然題材鎖定

親情為主軸，但也有驚悚恐怖的劇情，因

此現場請來一尊百年北港媽坐鎮，保佑一

切順利；此外，由於鬼月即將來到，Selina

更自備平安符護身，趨吉避凶。

第一次接拍鬼片《頭七》，Selina任家

萱壓力超大，畢竟在湖南衛視《我和春天

有個約會》燒傷事件後，她時隔11年再度

演戲，還是拍自己最怕的鬼片。因此，Se-

lina將劇本背得滾瓜爛熟，做足萬全準備

，拍戲現場她幾乎都不拿劇本，只因台詞

與劇情早已深烙在腦海中；提及最大的挑

戰，她大笑說：「我這麼怕鬼，還接拍鬼

片，就是最大的挑戰了。」

白天上課 怕鬼嚇到哭

《頭七》開拍前，任媽媽還特別到廟

裡拜拜祈福，求得一個平安符，讓Selina

拍戲時隨身攜帶。據了解，因電影題材驚

悚，且拍攝期適逢鬼月，劇組特地請來北

港媽坐鎮，也找道士到場作法，就是怕片

場會發生「科學無法解釋的情況」。

在劇中演出單親媽媽的Selina，和表演

課老師充分討論人設，對戲時也加強臉部

表情與肢體動作，展現女性堅毅的一面，

她說：「等了這麼久，很珍惜這一次機會

，過程相當新鮮。」

有趣的是，籌備期間，Selina拒絕導演

要她看鬼片《厲陰宅2》做功課的要求，

就是怕受到驚嚇。平常Selina都趁著大白

天上表演課程，不過光是上課，她就嚇到

大哭，內心對「阿飄」充滿恐懼。

搶到殘劑 炫耀副作用

而在等待拍戲的過程中，Selina也沒閒

著，副業粥品雖然在實體店面業績滑落，

但電商的銷量卻增加，也讓她更有動力開

發新口味。

為了在拍戲期間做好防疫工作，Selina

在7月下旬終於搶到AZ殘劑，一打完疫苗

，她發燒且全身痠痛了好幾天；對於這些

副作用，Selina卻得意洋洋，忍不住跟經紀

人炫耀，因為年輕人較常有身體不適的反

應。除了打疫苗，劇組的防疫管控也相當

嚴格，幾乎3天就得做一次快篩，避免因

拍戲增加群聚傳染的風險。

媽祖坐鎮防怪事
Selina拍鬼片求符護身



旅遊中國 CC1111
星期六       2021年8月7日       Saturday, August 7, 2021

当雄奇的灵峰遇上奔腾的大河，“高山流水”的

知音佳话落在西南的广地上，塑造出了一个万壑绵延

的贵州。而西南的西南，巅峰之脉汇聚的台地上，又

镶嵌着一座如绿宝石般的“中国凉都”——

盛夏的六盘水，远观云海变幻，内里绿野仙踪，

不变的是19摄氏度的沁凉。

相较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抬升的海拔与来自印

度洋的“天然加湿器”，让处在环流交汇中的六盘水

，不见炎夏，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高达96%。

奔腾的北盘江在境内，如一把巨斧，辟出了狂野

高深的大峡谷，抬眼望去，悬于青空的北盘江第一桥

，又立下“世界最高桥梁”的飞天奇迹。

群绿环抱中，无论是毛主席笔下“五岭逶迤腾细

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乌蒙山，亦或徐霞客描述为

“峭枝擅秀，形如天柱”的丹霞山，都不过是这座

“森林氧吧”的露水三分。

“凉都”之名，离不开一片周游世界的丰水。纵

观各个纳凉避暑之地，诸如山湖密布的承德、海风中

沐浴的青岛，以及备受印度洋恩泽的“春城”昆明，

大多洋溢着独一无二的水韵气息。

待到六盘水，这座气温堪堪抵达30摄氏度，便要

升起高温警报的城市，放眼望去，几乎每一处奇峰峻

岭都埋藏着流水的痕迹。

六盘水依托的云贵高原，处在长江、珠江两大水

系的交接之地，而从六枝特区起始，横穿贵州中部的

苗岭（也有指惠水以东到雷公山），则是这两片流域

在黔中高地的分水岭。

作为珠江的支流之一，发源自乌蒙山的北盘江，

被誉为贵州西部高原上的“峡谷制造机”，在层峦叠

嶂间以极目俯冲之势，不但塑造出了雄浑的自然奇观

，也留下了富集的水能资源。

六盘水，则是这条江流上最险绝的一副面孔。位

于水城县的野钟大峡谷，见证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山

水交锋”。两侧巉岩骈立对峙，如双峰冲霄，在重峦

间劈云削翠十六公里，堪称贵州峡谷之最。

在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碰撞下，逐渐隆

起的云贵高原，与海洋最深刻的联系，或许是沉

积数千米的喀斯特岩石。如今这些大自然的“神

物”，围绕北盘江大峡谷风景区，借着嶙峋怪石

、溶岩洞群、飞瀑激流，衍生出了一张张鬼斧神

工的旷世奇作。

若是俯首遥望，贵州第二高峰——牛棚梁子在雾

海云涛间将森罗石峰尽收眼底，大有一副“刺破青天

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阵势。北侧的一片

峰岩石林在未及200米的落差中，形成了犬牙交错的

溶丘、瀑布、石牙等丰富的喀斯特景观，是一座集雄

奇、险秀与幽旷为一体的天然博物馆。

若不借高山，贴地而行，穿过水柏铁路，仍然能

够窥见以卧龙盘曲之势，伸入北盘江的乌蒙大裂缝。

两侧缝壁时而藤萝如瀑，绿植如盖；时而不见弯月，

蓝天也似“命悬一线”。由流水切割形成的天生桥群

，尽管不及水城县那座世界最高的公路天生桥，却也

是变幻万千。

若要游历“地下王国”，则沿着北盘江上游的六

车河。流入地下溶洞的河水在巨石下翻滚而出，爬上

石坎后又归于暗河，这一奇妙的“水爬坡”景象曾被

列入“贵州十八怪”。有着“贵州张家界”之称的六

车河峡谷，山壁拔地千尺，在淙淙流水中峥嵘陡行。

距离北侧山崖百米处，可溶性岩石与充沛的降水

，塑造出了形若火山口的花噶天坑。这座中国第一溶

斗，边沿处的悬崖峭壁如攒队合围，再往下，光滑的

石壁连着一片蓊郁的丘陵梯田，千万条地下水系争做

“大自然的搬运工”，在岩层中水滴石穿。

北盘江南侧的白雨洞，在能够“坐井观天”的竖

井中，以424米的深度位居世界之首。从井底仰望烟

波云雾，仿佛身处别有洞天的人间，而地平线以上竟

才是飘渺仙境的入口。

如果说喀斯特地貌把北盘江刻进了六盘水的骨血

里，那么位于娘娘山上的高原泥炭藓湿地，则是属于

中国的奇迹。横铺在山顶的金发藓，如同一块会呼吸

的海绵，将来自穹顶的水汽收入囊中。满目苍翠的万

峰林、生生不息的“天山飞瀑”，乃至洪涝频发的乌

江流域，都受过这片湿地的恩泽。

滔滔江流，在地下建造奇趣的溶岩王国，在地上

滋养浩瀚的林海花田，这座来自高原的“森林氧吧”

，总能丰神并茂。

被山林环抱，云雾遮面的六盘水，总带给人一种

“飘飘然而遗世独立”的气质。却不知，这座城市一

旦沾上“地气”，也是西南交通网中的一颗明珠。四

通八达的地理区位，在“中国凉都”的崛起中立下了

汗马功劳。

即便是与世隔绝的战国时期，深居乌蒙山的六盘

水，也因为“夜郎自大”的古国趣事，少了一份“抽

离感”。待汉王朝派遣使者通往六盘水，立郡县并广

推屯田政策后，大批移民的涌入让这座城市初显面容

，而缤纷的民族文化就此立根。

元明年间，忽必烈平定西南疆土，在贵州境内

开创多条交通线，顺势而上的六盘水也成为扼湖广

、四川与云南的咽喉之地。凭借被誉为“内陆边防

生命线”的滇黔驿道，这座城市开始雄踞军事战略

地位。至清代，坐落在六枝特区的岩脚镇，通连川

、滇、黔三省的古驿道，商贸往来不绝，常挂以

“小荆州”之名。

不过在今日，若提起造就这处“交通枢纽”的最

大功臣，“三线建设”自是首当其冲。毕竟，现代意

义上的六盘水，踏着20世纪60年代的拓荒岁月而来

，建市不过四十余载。出身黔西的六枝（特区）、盘

县（今盘州市）与水城（县），因地壳运动剧烈，孕

育出了大片硬核的煤田。

它们在“三线建设”中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成立的

县级特区——除去常驻上级贵州省外，也得到了国家

煤炭部的切身指教。当三地携手共进，历史的长卷中

第一次留下了“六盘水”的名字。

1965年，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与工业区政府分别

在六盘水与攀枝花成立，自此唇齿相依，组成“煤钢

联盟”以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来自天南海北的军民

成为第一批扎根六盘水的“水钢子弟”，如同一颗颗

不生锈的钉子，深入煤矿勘探的建设中。

往后，属于六盘水的“高度”也不断被刷新：贵

州第一座现代化煤矿、第一个现代化火电机组、全省

最大装机火电厂...纷纷展开帷幕。

从最初以铁路为先导的煤运事业，到昆明会议上

一锤定音的工业、电力部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的六

盘水，如同一张胜局在望的棋盘，此后应运而生的

“江南煤都”便是最好的答案。

作为一座被“三线建设”拉来的城市，六盘水在

交通运输上也进入了“开挂”模式。途径六盘水的沪

（贵）昆铁路、水柏铁路、内六（昆）铁路等在钟山

区以“大十字”交汇，又在盘州市红果镇形成“丁字

”，构筑起一幅西能入滇、南可下海、东达北越、北

连三秦的通衢美画。

然而，“三线建设”催生出的福音，在日后也成

为了六盘水转型中最需要克服的难关。面临大批与生

态相悖的传统产业，过去积淀下的“三线精神”化为

“壮士断腕”般的决心，唤醒了沉睡的青山绿水，并

诞下贵州第一个煤矿智能化辅助系统、西南地区首个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2005年，中国气象学会授予六盘水“中国凉都”

的称号，作为论据的凉爽、舒适、滋润等气候特质，

在旁人面前，是上天赐予六盘水的独特资源。而唯有

体验过那段风霜的初代六盘水人，才知晓这座西南中

心的“清凉花园”，经历了怎样的人间修炼。

中国的“人间天堂”，似乎总与江南水乡勾连，

然而，若要论“户外天堂”，六盘水则当仁不让。舒

适的气候，带来热闹的万物生灵，这是属于“户外天

堂”的资本。

从云南边界进入六盘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

片金黄色的海洋——1200余株古银杏挥枝展颜，其故

乡妥乐村是世界上同物种保存最完好的地方。

号称“滇黔锁钥”的盘州大地，东侧，三万亩成

片竹林营造出一座秀美绝伦的人间秘境，一如区内的

特色景观所列：坐观云峰间，又听泉响雾浪。西边，

贵州最辽阔的高原草场——乌蒙大草原上，明媚的杜

鹃花席卷过漫山绿野，似与天接，别样粉红。

跨过盘州，三百亩原始森林一路北向，扎根在水

城县的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内，后世赐名“凉都翡翠”

。攀上“贵州屋脊”的野韭菜花，聚作一片浮动的花

海，与“春风吹又生”的劲草交相辉映。若是纵观整

座城市，蔓延在公园里、道路旁、荒山间的红豆杉，

又用旺盛的生命力昭示着这片土地的风华。

遍布四方的山林花卉，总也鲜衣怒马，各类神奇

动物亦自当意气风发。诸如野钟黑叶猴自然保护区、

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在内的栖息地，聚集了小灵猫、猕

猴、白腹锦鸡等十余类珍稀物种。

经夏入秋，苍翠的树林结出了甜蜜的果实。六盘

水虽是猕猴桃与刺梨的故乡，却也乐意捧得白果、葡

萄、樱桃、杨梅的欢心，就像春日里绵亘的茶田、性

情低调的苦荞，都是属于这片大地上的小骄傲。又或

者，如同当地人深爱的水城烙锅、羊肉粉、盘县燃面

、黑山羊...一地一味，始终是落在心尖儿上的至福。

清凉的氛围、浑然一体的“山”与“城”，让这

座“户外天堂”，内里也充满丰富的情调。自“夜郎

”传说走来的牂牁江，“高峡出平湖”，险峻秀丽的

山湖构造让体育竞技者们，得以“上天入地”。

以山地户外运动为特色的野鸡坪，则包揽了越野

汽车、攀岩、打靶等力量型运动项目；一年一度的夏

日国际马拉松，在六盘水钟山区点燃激情的岁月；即

便是冬日，在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内，也建起了一座全

国纬度最低的滑雪场。

从乘风破浪的摩托艇，到高空飞驰的滑翔伞，这

些多梯度的消暑活动，对于体验者来说，如同一场多

面人生的极限挑战。然而，对于想象力超群的大自然

，不过是顺势而为。

借“神力”，拼“人力”，今日的中国第一凉都

，既有曾经“夜郎古国”的神秘、又兼具“江南煤都

”的务实，在炎炎盛夏里，永远保持着19摄氏度的温

情。

中国的第一凉都
南方的蜜雪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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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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裔地產協會亞裔地產協會（（AREAA)AREAA)
20212021年交接典禮記盛年交接典禮記盛 （（下下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舞獅表演是全場矚目的焦點之一舞獅表演是全場矚目的焦點之一。。

新任會長新任會長Dan King(Dan King( 右右 ））與與AREAAAREAA
創會會長林富桂創會會長林富桂（（左左 ））合影合影。。

出席大會貴賓給舞獅贈紅包出席大會貴賓給舞獅贈紅包（（右右
起起 ））李雄李雄,,林富桂林富桂，，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Al
Green,Green, 前市議員前市議員、、地產開發商地產開發商

Danny NguyenDanny Nguyen。。

AREAAAREAA 全美主席全美主席Amy KongAmy Kong致詞表致詞表
示示：：我很期待看到我很期待看到20212021～～20222022 年年
的新團隊為的新團隊為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 帶來帶來

新的展望新的展望。。大會正式開始大會正式開始，，全體起立全體起立，，唱國歌唱國歌。。

國會議員Al Green 蒞臨現場，立即與地產精
英合影：AREAA創會會長林富桂（右 ）著名

房地產專家王藝達（左）。

休士頓房地產經紀人協會休士頓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五星級經紀人黎娜五星級經紀人黎娜（（右右 ））
也率老公也率老公（（左左 ））出席此大出席此大

會及化裝舞會會及化裝舞會。。

新任會長新任會長Dan KingDan King致詞致詞：：
特別感謝我們特別感謝我們20192019～～
20202020年的會長年的會長CaseyCasey
KangKang及其理事會及社區及其理事會及社區
，，允許我繼續為您們服務允許我繼續為您們服務

，，使社區更強大使社區更強大。。

大會正式開始大會正式開始，，全體起立全體起立，，唱國歌唱國歌。。圖為當晚的主講人圖為當晚的主講人，，出生出生
於日本的著名舞蹈家於日本的著名舞蹈家NaoNao

KusuzakiKusuzaki 。。

AREAAAREAA 20212021～～20222022新團隊在全國主席新團隊在全國主席AmyAmy
Kong (Kong ( 右一右一 ））的監誓下的監誓下，，宣誓就職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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