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f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Inside C2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Saturday, August 14 2021|

Pfizer, Moderna seen reaping billions from
COVID-19 vaccine booster market
NEW YORK, Aug 13 (Reuters) - Drugmakers Pfizer Inc, BioNTech and Moderna
Inc are expected to reap billions of dollars
from COVID-19 booster shots in a market
that could rival the $6 billion in annual
sales for flu vaccines for years to come,
analysts and healthcare investors say.
For several months, the companies have
said they expect that fully inoculated people will need an extra dose of their vaccines to maintain protection over time and
to fend off new coronavirus variants.
Now a growing list of governments,
including Chile, Germany and Israel, have
decided to offer booster doses to older
citizens or people with weak immune
systems in the face of the fast-spreading
Delta variant.
Late on Thursda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uthorized a booster dose
of vaccines from Pfizer Inc (PFE.N) and
Moderna Inc (MRNA.O) for people with
compromised immune systems.
Pfizer, along with its German partner
BioNTech , and Moderna have together
locked up over $60 billion in sales of the
shots just in 2021 and 2022. The agreements include supply of the initial two
doses of their vaccines as well as billions
of dollars in potential boosters for wealthy
nations.
Going forward, analysts have forecast
revenue of over $6.6 billion for the Pfizer/
BioNTech shot and $7.6 billion for Moderna in 2023, mostly from booster sales.
They eventually see the annual market
settling at around $5 billion or higher,
with additional drugmakers competing for
those sales.
The vaccine makers say that evidence
of waning antibody levels in vaccinated
people after six months, as well as an increasing rate of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in
countries hit by the Delta variant, support
the need for booster shots.
Some early data suggests that the Moderna vaccine, which delivers a higher dose
at the outset, may be more durable than
Pfizer’s shot, but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at is influenced by
the age or underlying health of the people
vaccinated.
As a result, it is far from clear how many
people will need boosters, and how often.
The profit potential of booster shots may
be limited by the number of competitors
who enter the market. In addition, some
scientists question whether there is enough

evidence that boosters are needed, particularly for younger, healthy peopl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asked
governments to hold off on booster shots
until more people worldwide receive
their initial doses.
“We don’t know what the market forces
will be,” Moderna President Stephen
Hoge said in an interview last week. “At
some point, this will become a more
traditional market - we’ll look at what
are the populations at risk, what value are
we creating, and what are the number of
products that serve that value. That will
ultimately impact price.”
Pfizer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e story.
During the company’s second-quarter
earnings call, executives said they believe a third dose will be necessary 6 to
8 months after vaccination, and regularly
afterward.
Kira Lundell, 16, receives a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vaccine in Worcester, Pennsylvania, U.S., April 29, 2021.
REUTERS/Hannah Beier/File Photo
Abby Oplinger, 13, receives the Pfizer-BioNTech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vaccine after Pennsylvania
authorized the vaccine for those over
12-years-old at Skippack Pharmacy in
Schwenksville, Pennsylvania, U.S., May
12, 2021. REUTERS/Hannah Beier/File

Photo
Nasreen Akhtar, 35, receives a
dose of Pfizer vaccine against
COVID-19 at a vaccination
centre in Pharmacy 4 U, amid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Blackburn,
Britain, May 19, 2021. REUTERS/Jason Cairnduff/File Phot
A MODEL IN FLU SHOTS
If regular COVID-19 boosters
are needed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e market would
most resemble the flu shot business, which distributes more than
600 million doses per year. Four
competitors split the U.S. flu
market, which is the most lucrative and accounts for around half
the global revenue, according to
Dave Ross, an executive at CSL’s
flu vaccine unit Seqirus.
Flu vaccination rat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settled at
around 50%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VID boosters would
likely follow a similar pattern if
approved widely, said Atlantic
Equities analyst Steve Chesney.
Flu shots cost around $18 to $25
a dose, according to U.S. gov-

ernment data and competition
has kept price increases in check,
with producers raising prices 4 or
5 percent in 2021.
Pfizer and Moderna may have
greater pricing power for their
boosters, at least at the outset,
until competitors arrive. Pfizer
initially charged $19.50 per dose
for its vacc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19.50 euros for the
European Union, but has already
raised those prices 24% and 25%,
respectively, in subsequent supply deals.
AstraZeneca Plc (AZN.L) and
Johnson & Johnson (JNJ.N) are
both gathering additional data
on boosters of their vaccines.
Novavax, Curevac, and Sanofi
could also potentially be used as
boosters, though their vaccines
have yet to receive any regulatory
authorization.
“A lot of these firms aren’t even
in the market yet. I think within a
year’s time, all these companies
will have booster strategies,”
said Morningstar analyst Damien
Conover, who covers Pfizer.
Mizuho Securities analyst Vamil
Divan expects at least 5 players
in the COVID-19 booster market
within a few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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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In The Nation’
Nation’s Capital
President Biden’s
huge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nd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are both
big challenges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he Senate passage of
the bipartisan $1.2
trillion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package
was a huge win for
Biden. A companion
$3.5 trillion budget

could reshape the
economy and
American society by
funding the home care
community, college
tuition and climate
initiatives. As Biden
said, “I am committed
to making sure that our
historic economic
recovery this time
reaches everyone and
eases the burden on
working families, not
just this year, but for
the years to come.”
Such a bright future for
all of us.
But if withdrawing the
troops from
Afghanistan becomes
ever more alarming
and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a Taliban
takeover, it may be
seen by foreign foes as
a weakening of U.S.
power.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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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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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Taliban has
now seized nine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it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y will take

over the nation’s
capital. It will end a
democratic dream with
the blood of many U.S.
troops.
If one day an
equivalent photo of U.
S. helicopters leaving
Saigon in 1975 are
seen coming out of
Kabul, it could become
emblematic of Biden’
s presidency.
Today in Washington
DC, our 78-year-old
president is a very
busy man.

Editor’s Choice
Goats graze as others gather
in the shade of a tree to avoid
the sun, as the summer’s first
heatwave hits Spain, in Ronda,
southern Spain. REUTERS/Jon
Nazca

A demonstrator gets assistance during a protest for th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Bangkok, Thailand. REUTERS/Soe Zeya Tun

Nurse Alisa Ellis-Balogun, from Sphere, tests 7-year-old Thomas Byrd for coronavirus at
Seneca High School a day before returning to school in Louisville, Kentucky. REUTERS/Amira
Karaoud

A partly collapsed building
hit by flash floods that swept
through towns in the Turkish
Black Sea region in Bozkurt, a
town in Kastamonu province,
Turkey. Can Erok/Demiroren
Visual Media

A view of the Panamanian-registered ship ‘Crimson Polaris’ after it ran aground in Hachinohe
harbour in Hachinohe, northern Japan. Japan Coast Guard/ via REUTERS

A Syrian shop owner
carries the broken door of
his shop after a crowd of
Turks attacked shops and
homes belonging to Syrians overnight, in the wake
of a street fight that led
to a Turkish youth being
fatally stabbed, in Ankara,
Turkey. REUTERS/Cagla
Gurd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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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ilocks Virus’: Delta’s Power
Overwhelms All Other Variants
As Scientists Race To Understand
All Of Its Many Complex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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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d, in combination with immunity from
natural infections, would bring the virus
under control. But a more contagious virus means the vaccination target has to be
much higher, perhaps in the range of 90
percent. Globally, that could take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arget may be
impossible to reach anytime soon given
the hardened vaccine resistance in a sizable fra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fact that
children under 12 remain ineligible and
the persistent circulation of disinformation about vaccines and the pandemic.
With so many people unvacc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virus has abundant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spread and sicken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but to mutate further. Some scientists have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virus
has reached peak “fitness,”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is is so.
Just as schools and workplaces were
ready to hit reset and embrace a level of
normalcy, indoor mask-wearing is back
in much of the country, regardless of vaccination status.

The delta variant is called the “Goldilocks virus” because it has the
right mutations to pass easily through humans quickly and infect
a number of people, per Nevan Krogan, a senior investigator
at the Gladstone 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and Bioscienc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variant ba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ver. Delta won. Correct? Not so fast.
Since late last year, the country has been
overrun by a succession of coronavirus
variants, each with its own suite of mutations conferring slightly different viral
traits. For much of this year, the alpha variant— officially known as B.1.1.7 and first
seen in the United Kingdom — looked like
the clear winner, accounting for the majority of cases by April. In second place was
iota, B.1.526, first seen in New York City.
A few others made the rogue’s gallery of
variants: gamma, beta, epsilon. Then came
delta — B.1.617.2. It had spread rapidly in
India,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sat there
for months, doing little as the alpha advanced. As recently as May 8, delta caused
only about 1 percent of new infections nationally.
Today, it has nearly wiped out all of its rival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America has become a delta pandemic. By the
end of July, it accounted for 93.4 percent
of new inf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speed with which it dominated the
pandemic has left scientists nervous
about what the virus will do next. The
variant battles of 2021 are part of a longer
war, one that is far from over.

Delta is sending thousands of people into
hospitals every day and has knocke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back on its heels.
In a few short weeks, the delta variant
changed the calculations for what it will
take to end the pandemic.
Epidemiologists had hoped getting 70 or
8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vacci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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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s in states with low vaccination
rates are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a flood
of patients. At the same time, vaccination rates are jumping as the reality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efficacy of the vaccines overcome fear, inertia and disinformation.
A Dangerous Brew
Several factors have played a role in the
rise of delta:
Behavior. This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researchers to quantify. As infection
numbers started dropping in mid-April,
people began returning to crowded gyms,
restaurants, ballparks, indoor theaters,
dance clubs. The CDC said vaccinated
people didn’t need to wear masks. Human nature took over. Only the hypervigilant refused to behave as if the pandemic
had ended.
Vaccine resistanc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porting 3 million inoculations each day, it appeared plausible that
by July 4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ould
reach its goal of 70 percent of adults with
at least one shot. But in May, the rate of
vaccination slowed dramatically. As of

today, more than 90 million people nationwide who could get a shot haven’t.
Tens of millions of children remain ineligible because the vaccines do not have
approval for those age groups yet.
The delta variant itself. The rapid ascendancy to total domination is the
real-world proof that this variant is different. For virologists studying the coronavirus up close, that difference remains
somewhat mysterious. Scientists are racing to understand what makes this variant so successful. They are studying it in
animal models and in petri dishes, and
scrutinizing the genomes of thousands of
closely related lineages. What’s most sobering to scientists is how the coronavirus keeps getting better at jumping from
person to person.

The original strain that emerged in Wuhan, China, had an estimated reproductive number — an “R-naught” — of
roughly 2.5. That’s the average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generated by each infected person in a population without
immunity or mitigations. Any number
above 1 means that outbreaks will expand and spread. But the CDC and other scientists say delta has a reproductive
number greater than 5.
The result i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dured this summer: viral explosion.
Although the greater transmissibility
of delta is clear at this point, scientists
are less certain about whether it has enhanced virulence — that is, whether it’s
more likely to make a person severely ill.
The evidence on disease severity is limited and largely anecdotal.
Stephen Brierre, chief of critical care at
Baton Rouge General in Louisiana, said
the onset of respiratory failure requiring
ventilation seems to be more rapid: “This
is observational and anecdotal at this
point: They get sicker quicker.”
Emily L. Tull, a nurse practitioner in the
covid unit at Willis-Knighton Medical
Center in Shreveport, La., said that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one nurse manages two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In recent
weeks, Tull pointed out, “these patients
are so sick they’re requiring one-on-one
care.”
Patients are younger compared with earlier in the pandemic, perhaps because
fewer young people are vaccinated. Tull

said health-care workers are “having to
make the decision of do we start dialysis
on a healthy 25-year-old?”

In Alabama, where about 43 percent of
adults are fully vaccinated and virtually
all 67 counties are reporting high levels
of community transmission, health officials are seeing inpatient data supporting that “delta may be more harmful,”
according to Jeanne Marrazzo, director
of the infectious-diseases divis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School of Medicine. At the 1,200-bed
UAB hospital, patients hospitalized for
covid-19 are younger, the patients who
have died are younger, and there appears
to be greater use of a last-resort treatment, called ECMO, that can mechanically substitute for badly damaged lungs.
The heavy use of ECMO “connotes truly serious systemic illness,” Marrazzo
wrote in an email.
An internal CDC document, first disclosed late last month by The Washington Post, cited several stud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showing that infections with
delta are more likely to result in hospitalization. The document concluded that
greater disease severity is “likely” with
delta — one reason the authors said the
agency needed to “acknowledge the war
has changed.”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ensky said
Thursday that such research is preliminary. She noted that the delta variant
spread rapidly in a time when mitigation efforts such as masking and social
distancing had been relaxed. That has
led to many more people being exposed
and made it difficult for researchers to
disentangle the severity of the virus from
important changes in how people are exposed to it.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COMMUNITY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Goldilocks Virus’: Delta’s Power
Overwhelms All Other Variants
As Scientists Race To Understand
All Of Its Many Complexities

available. Walensky said Thursday that her
agency plans to update the breakthrough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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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ystery Story – CDC Changes The War
At the CDC, the war has indeed changed.
The agency has often acted at the pace of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It can be glacial in
putting out new guidance. Delta forced it to
accelerate its normal process when evidence
emerged that vaccinated people with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are spreading the virus.
The agency changed its masking guidancewithout initially publishing the data that incited the change.
A “full-court press” to understand the delta
variant is underway at the agency and will
continue “until we break this surge,” said
one official, 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he wasn’t authorized to
speak publicly on the matter.

Vaccinations remain key. All three vaccines
with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highly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severe illness or death from delta or other
variants. Vaccinated people rarely need hospitalization for covid-19, the disease caused
by the virus. Delta is spreading fastest in
areas with low vaccination rates. Vaccination lowers the risk of infection eightfold
and the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or death 25fold, according to the CDC. But vaccinated
people are getting sick, too. Delta appears
to be slightly more capable than some other
variants at causing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which are usually mild to moderate cases
that do not require hospitalization.
The rising number of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isn’t surprising: As the number of vaccinated people increases, and delta swarms
the nation, it’s inevitable that the virus will
sometimes sneak past the enormously robust
shield of protection afforded by vaccines.
The recent Provincetown, Mass., outbreak
that drew national attention illustrates the

point. The people who flocked to the
tourist town at the tip of Cape Cod were
overwhelmingly vaccinated. Hundreds
of people became infected, three-fourths
of them with breakthrough cases. But
the vaccines kept them from becoming severely ill: Only four people with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were hospitalized. What alarmed the CDC were tests
showing that vaccinated people with delta
infections had viral loads similar to those
among unvaccinated people. That suggested vaccinated people could spread
the viru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ast month recommended
people — vaccinated or not — don face
coverings inside public settings. (Scott
Olson/Getty Images)
Walensky and Surgeon General Vivek
H. Murthy have said in recent weeks that
97 percent of peopl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were unvaccinated. A documentposted Aug. 2 by the White House
stated, “Virtually all U.S.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re Among Unvaccinated
People.” The document cited that in Ohio,
99.5 percent of deaths and 98.8 percent of
hospitalizations were among the unvaccinated. But officials have relied on older
data that does not capture the current impact of the delta, Walensky acknowledged
Thursday when questioned at a White
House covid-19 task force briefing.
The Ohio health department, contacted by
The Post, confirmed the numbers for the
state but noted that the data covers Jan. 1
to July 21. Walensky said she had been
relying on data from January to June.
The use of figures from early in the year
skews the picture by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sickened and killed by
the virus before vaccinations were widely

Demonstrators gather July 24 outside a
Livonia, Mich., hospital to protest mandatory coronavirus vaccine shots for
health-care workers. (Emily Elconin/
Bloomberg News)
The uncertainty about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is disconcerting, and I think the
reality is it’s humbling as a medical community,” said William G. Morice II,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pathology at the Mayo Clinic.
“Even with the whole world being focused
on covid, we still don’t truly understand
the intricacies of the virus and its interplay
with the immune system,” he said.
A Numbers Game
A Colorado county, perched on the western slopes of the Rocky Mountains, tells
the story of delta’s swift spread. In early
May, five cases of the delta variant were
reported in Mesa County. The extent of the
threat was still emerging, but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urged residents to get vaccinated.
They noted that only 36 percent of people
eligible for a shot had been fully vaccinated. In late May, the county announced the
first pediatric death from covid-19 — a
child infected with delta and too young for
a vaccine.
In late June, the Country Jam music festival opene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sent
a bus to administer vaccines on-site, and
used signs and messages on the Jumbotron
to warn concertgoers about delta.

By early August, there were nearly 900
known cases of infection caused by the
delta variant. Vaccines remained the best
protection against severe illness, but about
half of known cases were in fully vaccinat-

ed people.
The national numbers are similarly vertical. The seven-day rolling average of cases used by The Post showed about 13,000
new cases a day July 1. On Friday, that
figure topped 100,000, and there is no sign
of the curve flattening. Deaths are rising
sharply as well: The daily average jumped
from 209 on July 6 to 489 on Friday, a
month later.
Because the delta variant replicates so well
when it gets inside human cells, the infectious dose may be lower. Infected people
may also begin shedding the virus sooner
and in greater quantities. It’s a numbers
game, and delta has numbers on its side.
Rapid replication of the virus has probably
shortened the period between a person getting infected and becoming infectious, to
perhaps two or three days rather than five
or six.
The flip side is that the delta surge is expected to peak faster. A more contagious
virus finds susceptible people quickly and
burns through that “fuel” faster. This may
explain wh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ndia have both experienced surprisingly
swift drop in cases after recent delta surges.

People attend the Kaleidoscope Festival
on July 24 in London, one of the first festivals in England since most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were lifted. (Justin Tallis/
AFP/Getty Images)
‘Delta Surprised Me’
Human beings have never before seen viral
evolution in such vivid scientific detail. Genomic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allow scientists to witness
the evolution of a pandemic virus in real
time, as one lineage evolves into another.
Scientists say the delta variant’s mutations
look, at first glance, unremarkable compared with the mutations in variants it has
outcompeted. It lacks some of the immunity-evading mutations seen in gamma
and beta, for example. But one mutation,
P681R, may play an outsize role in boosting delta. The coronavirus requires two
steps to get into the cell, akin to putting a
key into a lock and turning it to open the
door. Most of the mutations identified in
the other “variants of concern” seem to improve the key’s fit to the lock, said Vineet

D. Menachery, a scientist who studies
coronaviru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in Galveston. The P681R
mutation seems to improve how the key is
turned, making it better at getting into cells.
The delta has mutations that affect other
regions — and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at
they do.

Menachery said he regularly debates with
people in his laboratory and other scientists about the evolutionary potential of
the virus. He describes this coronavirus as
a “Goldilocks virus” — many things have
to be just right for it to remain successful.
A mutation that helps the virus enter a cell,
for example, might come with an Achilles’
heel, making it less stable. That leaves the
open question of whether delta is the fittest
— that is, the worst — version of the virus,
or whether it could acquire some new mutations that make it even more formidable.
“Nobody knows what tricks the virus has
left,” said Jeremy Luban, a vir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It’s possible we’ve seen all of its
chess moves, or its poker tricks, but it’s
got a very big complicated genome and it
probably still has some space to explore.”
Like everyone else, scientists are wondering when SARS-CoV-2’s contagiousness
will peak.

“Delta surprised me,” said Trevor Bedford,
an expert on viral evolution at the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This
doesn’t happen with an influenza pandemic. It doesn’t happen with Ebola. It doesn’t
happen with most other things.”
He knows it can’t keep evolving to become
more transmissible forever. Eventually, the
virus will hit a ceiling, he said.
“But it’s not exactly clear what that is.”
(Courtesy washingtonp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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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豹党让你看看什么叫“黑人之光”
自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来，“世界霸主”美国对疫情的控制着实让
人大跌眼镜。
随着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美国潜在的社会矛盾如种族
歧视等，被逐渐激化，特别是“弗洛伊德事件”，像一枚重磅炸弹，一
举激怒了全体黑人。
可无论街面上怎么乱，白宫里的那些人，似乎并不害怕。至于原因
，其实从旁观者的视角，也能看出一二。
这些黑人为了各自的诉求，维护他们的权益，与政府做斗争是对的
，但斗争的方式却过于简单粗暴，且没有明确的目标。
所有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警察来了，他们就一哄而散。
里面有的人更是趁火打劫，表面上是作斗争，实际上“抢点东西”
才是真正目的。这样一群乌合之众，美国政府又怎会害怕呢？
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这么一群黑人，他们真的让美国政府感到
害怕了。这些黑人的共同点，就是同属于一个叫“黑豹党”的组织。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被埋没在美国历史当中，鲜有
人知却被红星照耀过的“组织”，和他们的故事。
2018 年上映的漫威系列电影《黑豹
》，为人们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非洲国
度“瓦坎达”，他们的国王殿下特查拉
，是与其他复仇者联盟成员共同守护地
球的“超级英雄”。
但历史上的“黑豹党”，却绝对与
“娱乐”无关，因为，他们是一个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他们的领袖十分推
崇毛泽东和切格瓦拉，他们的成员几乎
人手一本《毛泽东语录》。
正因如此，黑豹党才在以后的斗争
中，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战绩”。
1966 年，休伊· 牛顿和鲍比· 西尔两
个黑人青年，在加州的奥克兰，创立了
“黑豹党”。与同时代的其他“黑人权
力运动”的组织不同。
黑豹党的作风和行事风格非常的
“独树一帜”。他们通过积极倡导黑人
激进民族主义，吸引了众多主流媒体的
关注。
黑豹党在黑人社区携枪巡逻以遏制
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是其成立初期常态
化的 “黑人权力”斗争手段。
黑豹党人统一身着黑色皮衣、黑色
贝雷帽、黑色眼镜，高举枪支与美国警
察对峙。这些画面在后人的眼里，成了
黑豹党的经典形象。
黑豹党为何会采取这样的斗争形式
？
这跟他们的创始人以最初所吸收的
“斗争思想”有关。他们认为，黑人想
要赢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采取一切必
要手段，而他们确信黑人社区正在遭受
政府的袭击。
黑人社区就像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
地一般，占领军就是警察。若要赢得真
正的自由，黑人社区就应该一方面抵抗
占领军，另一方面实现自己的民族自决
。
而黑豹党的这种思想源泉，则可以
追溯到马尔科姆· 艾克斯和罗伯特· 威廉
姆斯身上。简单来说，这两位就是黑豹
党的第一代“导师”。
犯罪，野蛮，智力低下？黑豹党让
你看看什么叫“黑人之光”
马尔科姆的斗争哲学，被他自己定
义为“黑人民族主义”。即黑人须通过
控制社区的政治与经济来改善自身的精
神和物质生活。
马尔科姆也认为黑人精英们所推崇
的“融合主义”思想是行不通的，住房
和学校的融合尤为如此。
白人可以通过搬离来轻易抵制这些
融合的努力，因而在马尔科姆看来，大
多数黑人居住社区的主体都将是黑人。
对于黑人来说，“自助”是唯一可
行的手段。
所以黑人应该对自己的社会和政治
命运负责。而“黑豹党”向来将自己视
为是马尔科姆思想遗产的继承人，他们

的目标之一，也是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实
现对黑人社区的控制，以达到提升整个
族群的目的。
而实现政治自觉的主要手段，就是
通过“武装自卫”。这一点，又恰好与
罗伯特· 威廉姆斯不谋而合。
威廉姆斯认为在现有的由白人主导
的司法体制之下黑人并不能真正地赢得
公平与正义。
黑人只有自己成为执法者，才能通
过司法体制外的其他手段去惩治那些白
人至上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不止是
“黑豹党”，其他的一些“黑人力量”
运动参与者，也都深受其影响。
其实到此为止，黑豹党在斗争策略
、指导思想等方面，都已经完全碾压了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帮只会“零元购”
的黑人了。
但黑豹党的成员们用行动告诉大家
，这还不够！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
们会让白人统治者们在我们面前彻底颤
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产业调整
升级、人口再分布和白人种族主义等因
素，美国西部和北部都市黑人贫困现象
加剧，下层黑人的生存状况更趋恶化。
当时，美国西部、北部都市正进行
急剧的产业转移或调整。以加州的奥克
兰为例，二战期间美国西海岸的工业化
吸引了大量的南部黑人移民奥克兰，战
后这里的黑人人口比例已经接近白人，
但该地区一度繁荣的军工产业随着战争
结束迅速走向衰退。
“去工业化”和白人的种族歧视，
给这里数量庞大的黑人带来了就业、住
房、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困难。
当地一半以上的黑人都处在贫困线
以下，黑人们的生活逐渐“捉襟见肘”
。可奥克兰是什么地方？那是黑豹党创
立的地方，是“革命的根据地”。您猜
，黑豹党会怎么做？
由于美国整体的经济形势走低，约
翰逊政府提出了“向贫穷开战”的联邦
政策，决定下大力气改善人们的生活状
况。
但又出于“害怕民间黑人权力运
动趁机掌控基层民众，他们极力避
免将“济联邦贫”和民权运动相结
合，导致在对政府下发的一系列
“济贫资源和济贫计划”的分配上
，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执行
也变得低效）。
特别是在那些黑人权力运动组织较
为活跃的地区，都没能得到足够的联邦
救济。哪怕是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也充满了对黑人的歧视。而这，最终
导致了美国爆发了全国性的黑人骚乱。
社会济贫和联邦济贫的不足，特别
是其中暴露的种族歧视问题，迫使各派
黑人民权团体探索新的济贫方式，来解

决黑人生存困境。
以马丁· 路德· 金为代表的温和派民
权组织给出的回应是——号召“全国各
地的千百万穷人涌上华盛顿街头，让联
邦政府看到民众贫困的真相”。
而这种主张最终演变为 1968 年春季
的“穷人大进军”。不过，同时期的黑
豹党的做法，明显比马丁路德金更有成
效，他们展开了一场“温暖”的“社区
行动”。
在所有的社区组织活动中，“免费
早餐计划”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
首个“免费早餐计划”开始于 1969
年的奥克兰圣奥古斯丁圣公会教堂。黑豹
党会组织志愿者在各个中小学附近坚守，
鼓励孩子们加入“免费早餐计划”。
只要一些孩子来到这个教堂领取早
餐，消息就会在学生和家长中传开，因
此在短时间，内参与的学生数量就会迅
速增长。
此外，黑人社区内的商家也被动员
起来捐赠资金、食品和各种厨具等等。
这样一来，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免费
早餐计划”，黑人社区内的一些资源，
包括人力和财力都被有效的调动起来，
为社区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加州开始，有多达二十二个黑豹
党分支机构实施了免费早餐计划。
截止 1969 年末，黑豹党的成员们一
共为近两万名黑人儿童提供了免费早餐
，平均下来，黑豹党的每个分支机构一
个月能为六百多名适龄儿童提供早餐。
而这些分支组织，基本都分布在拥
有庞大黑人人口的城市，如芝加哥、纽
约、洛杉矶、费城等，这些城市都设有
不止一个的免费早餐提供点。
“免费早餐计划”成为了“黑豹党
”社区组织行动中持续时间最久，影响
力最大的一个计划。
而黑人商人在“免费早餐计划”中
所发挥的作用，有助于黑豹党“十点计
划”政治纲领中第三点的实现。
而“免费早餐计划”的成功实施也
证明了，当黑人社区内部的人力与资金
被合理调动时，足以大大改善社区面貌
。
现在想想看，那些媒体报道中脏乱
差、犯罪率极高的黑人社区，到底是怎
么形成的？难道黑人真的天生喜欢暴力
，喜欢犯罪吗？
除了“免费早餐计划”，黑豹党在
建立社区学校、组建医疗小组等方面，
都颇有建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军队叫
做“解放军”，而黑豹党在社区建立的
学校叫“解放学校”（Liberation School
）。
这些“解放学校”在黑人争取自由
的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南方
的“解放学校”，还起着向社区成员解

释民权运动，在黑人中普及投票权等的
作用。
可就是这样一群有纪律、有思想、
有目标的黑人青年，当他们在意识到，
不止是黑人，而是需要团结一切被压迫
的人民，团结整个“受剥削阶级”向
“剥削阶级”开战的时候，却遭到了政
府的无情绞杀。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一针见血的指
出：“黑豹党是美国国内最大的安全威
胁”。很快，黑豹党的两位创始人牛顿
和西尔纷纷入狱。法院甚至无耻的规定

不允许西尔请辩护律师。
西尔只好亲自上阵与之对峙，结果
他被法院绑在了椅子上还被堵上了嘴。
原来这就是民主的灯塔？！
黑豹党的厄运并未就此终止，联邦警
察和FBI的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黑豹
党成员，给他们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甚
至干脆在抓捕的过程中就直接击毙。
就这样，黑豹党在美国的影响力越
来越弱，直到彻底消失。在未来，不知
道何时美国才能再次诞生像黑豹党这样
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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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使者》不只前傳而已
詹姆斯岡恩：大量動作戲勝過所有超級英雄影集！
DC 全新電影《自殺突擊隊：集
結》（The Suicide Squad）爛番茄開
盤高達 100％新鮮度，全球票房累積
達 7220 萬美金，許多影迷看完意猶
未盡，如今由飾演「和平使者」的
摔角巨星約翰希南（John Cena）主
演 衍 生 影 集 《 和 平 使 者 》 （Peacemaker）備受關注，導演詹姆斯岡恩
（James Gunn）透露會跟以往見過
的超級英雄影集完全不同，而且有
大量的動作場面。
《自殺突擊隊：集結》衍生影
集《和平使者》共 8 集，導演詹姆斯
岡恩將執導其中 5 集，目前故事情節
仍在保密階段，不過在《自殺突擊隊：集結》上
映之前，許多影迷猜測《和平使者》應是前傳故
事，畢竟電影宣傳一再打出「不排除全員領便當
」的可能性，很難保證和平使者得以不被發便當
，如今確定《和平使者》除了具有前傳故事，也
有《自殺突擊隊：集結》之後的故事。
導演詹姆斯岡恩向外媒《綜藝報》透露，藉
由《和平使者》的故事，觀眾可以瞭解和平使者
的身世背景，其實在《自殺突擊隊：集結》片中
有一段提及血腥運動與父親的關係，下一刻畫面
切到和平使者也有類似的父子關係，《和平使者
》整個影集就是由此去發展的，「所以我們可以
在影集中看見由勞勃派屈克（Robert Patrick）飾
演的和平使者父親，瞭解和平使者來自哪裡、幹
了什麼好事，以及這些對他產生的意義，導致他
即將要去做的事，畢竟他不是個邪惡的人，只是
個糟糕的人。」

「黑鳳凰」 蘇菲特納挑戰吸毒者

愛情犯罪片《情有毒鍾》脫衣展性感

犯罪愛情片《情有毒鍾》（英文片名：
Heavy）即將在台推出，本片是新銳導演喬
利史密特（Jouri Smit）的首部劇情長片，故
事描述一位毒販和一位吸毒者之間的犯罪
愛情故事，由《X 戰警：黑鳳凰》中的新任
「 鳳 凰 女 」 蘇 菲 特 納 （Sophie Turner） 和
《 暫 時 停 止 呼 吸 》 丹 尼 爾 佐 瓦 托 （Daniel
Zovatto）主演。在預告片中，可以看到蘇菲
特納在床上輕解羅衫，露出身上的白色內
衣 ， 展 現 出 與 她 在 《X 戰 警 ： 黑 鳳 凰 》 和
《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截然不同的性
感形象。電影首映 APP「MAGIC HOUR」將
於 8/11 舉辦《情有毒鍾》線上首映會，只要
下 載 「MAGIC HOUR」 APP （http://magichour.
tw）免費登記，就有機會搶先觀賞《情有毒
鍾》！
蘇菲特納回憶，喬利史密特將《情有毒鍾》
的劇本寄給她時，附上了一系列參考片單，其中
包含英國名導東尼史考特（Tony Scott）執導、
美國名導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編
劇的 1993 年電影《絕命大煞星》，「這是我最
愛的電影之一。就只是因為它，我立刻簽下了合
約！我熱愛 90 年代的電影。它們讓我發現第七
藝術（電影）的美好。」蘇菲特納在片中飾演一

名吸毒者「麥蒂」，她表示，本片對吸毒者的抑
鬱和痛苦的描寫很真實且精準，這部份激起了她
的興趣，「很多時候，虛構作品會將它描寫的詭
異且令人恐懼，導致那些為其所苦的人不敢向人
求助。這會害死人。（《情有毒鍾》）這樣的描
寫方式在大銀幕上很少見。」
喬利史密特形容《情有毒鍾》是一部
「奇幻、充滿轉折的愛情故事」。蘇菲特納
以奇幻劇《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走紅全
球，《情有毒鍾》是她結束該劇後第一部風
格較為寫實的作品。蘇菲特納表示，這部片
有著非常貼近現實的主題，但是因為燈光和
色彩的使用，它還是帶點奇幻氛圍。「雖然
片中沒有像是龍這類的東西，我還是感覺裡
面有一些奇幻元素。」
《情有毒鍾》故事描述賽文（丹尼爾佐瓦
托 飾）的人生無可挑剔，專門提供毒品給紐
約高檔客戶的他，和毒蟲女友麥蒂（蘇菲特
納 飾）可說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然而，一切
卻在賽文接下一次危險的毒品交易後全變了調
，一連串不可逆轉的事件將讓兩人捲入一場槍
林彈雨之中…《情有毒鍾》8 月 20 日將於 GP+
線上影音、中華電信 MOD、HamiVideo 同步獨
家首播！

同時，導演詹姆斯岡恩補充表示，和平使
者在《自殺突擊隊：集結》看似有點無藥可救
，不過他認為這個角色還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不像片中瞭解其他角色一樣，我們沒有足夠
的機會瞭解他，因此整個影集就是要好好介紹
這個角色，我需要至少 8 集的篇幅來說他的故
事。」
除此之外，導演詹姆斯岡恩向外媒《ET》表
示：「如同你在電影中看見的，《和平使者》是
跟以往見過的超級英雄類型非常、非常不同的作
品，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講述這個角色，然後非
常其次才是超級英雄的部分，不過它仍是如同科
幻大片一樣擁有大量的動作場面，比以往見過的
任何一部超級英雄影集還多，這完全是一個擁有
獨特風格的作品。」
《和平使者》預計 2022 年 1 月於 HBO Max 推
出。

車太鉉合作前女團成員
想起以前和全智賢演戲的樣子

由車太鉉、振永、Krystal 鄭秀晶主演的韓劇
《警察課程》本週開播，該劇是首部以警察大學為
背景的韓劇，講述全力抓捕犯人的警察和天才駭客
出身的犯罪者學生，在警察大學以教授和學生身分
相遇，並一起合作搜查的故事。
開播記者會上，劇組期盼收視率能破 10％，
振永當場立下收視公約，承諾如果達標，演員們將
穿著警察制服跳 Krystal 所屬女團 f(x)的夯曲《Hot
Summer》，車太鉉也義氣響應：「達到 10%的話就
沒有做不到的事，只要我努力練習就行了！」該劇
首集收視率開出南韓全國 5.2%亮眼起跑，居同時
段收視冠軍。
在首集劇情中，天才駭客振永在運動場看見認
真比賽柔道的 Krystal，被對方美麗又認真的一面煞
到，當場一見鍾情，振永還在慌亂中意外把 Krystal
撲倒在地，兩人初次相遇就充滿粉紅泡泡氛圍，不
過被撲倒的 Krystal，下一秒就把振永過肩摔飛出去
，最後以狼狽逃走收場，但也預告兩人不打不相識
的化學反應。

車太鉉在訪問中也提到劇中一大看點是「振永
和 Krystal 的愛情故事」，還像看戲觀眾一樣笑問：
「他們的吻戲究竟會在第幾集呢？」車太鉉更特別
讚賞 Krystal 的清純模樣，「看到劇中的 Krystal，感
覺就像看到了全智賢，不管在造型還是演技上，都
讓我想起以前和全智賢演戲的樣子。」Krystal 聽聞
直呼，「很害羞」，也誇獎回去：「前輩和 20 年
前長得一模一樣，尤其是皮膚特別好。」
談到角色的準備功課，車太鉉在劇中飾演警察
大學教授，他苦惱表示：「我在教室裡上課的台詞
有不少專業術語，實在太難了、太累了！」還搞笑
對編劇喊話「救救我吧」，但一旁的振永補充：
「但是前輩都沒有 NG，都是一次就通過了。」
Krystal 劇中則飾演柔道技術厲害的學生，她為此在
事前積極進行體能訓練，還笑說：「因為角色是
20 歲的新生，有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年輕一點。」
該劇主打熱血成長喜劇，導演柳寬茂表示：「希望
這部劇能夠成為讓全家人輕鬆觀看的好劇，一起開
懷大笑、紓解壓力。」

體育消息
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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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女
子乒乓球隊在剛結束的東京奧運會勇奪團體賽
銅牌，創下歷史佳績，香港乒乓總會主席余
國樑 12 日在“恒生伙拍乒總攜手培育香
港乒乓球精英三十載”的記者會上透
出沙田多石街一地興建乒乓
球訓練中心，作為長遠
發展之用，可望日

Saturday, August 14, 2021

C6

為長遠發展 培育更多青少年球手

港乒總獲批地
建訓練中心

●香港乒總主
席余國樑（右）透
露，港府已批出沙田
一塊土地興建乒乓球
訓練中心。
乒總圖片

露，早在奧運前乒總已獲港府批

2021年8月14日

後能為香港培
育更多乒乓
人才。

杜凱琹：想去天安門看一看
● 港乒隊成員 12 日透過 zoom 與出席記者會
的嘉賓分享心得。
的嘉賓分享心得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港女乒今次贏得香港體壇史上第一塊奧
運團體賽獎牌，並且在女單及混雙晉

級 8 強，男團及男單則分別打入 16 強及 32
強。余國樑12日特別向恒生銀行致謝。他指
今次成績有賴恒生過去30年來大力支持，在
“恒生乒乓球社區發展計劃”及“恒生乒乓
球學院”悉心栽培不同年齡梯隊。恒生銀行
傳訊及企業可持續發展總監王美琪也高度讚
揚乒隊今次成就，並表示日後會保持與乒總
緊密合作。

地政署以及民政事務局進行商討，有了這乒
球中心，我們日後不用再跟康文署租地方，
日後這球場會由我們乒總管理，對香港青少
年運動員的培訓會做得更好，香港已有網球
中心、風帆中心、足球中心，這些運動有自

己的訓練中心，會事半功倍。”
余國樑表示港府在東奧前已大致落實計
劃，期望在東奧好成績下能加快速度，今年
開始動工，由於只有一層樓高，相信明年可
以落成使用。

向政府爭取逾10年 明年落成
香港劍擊隊憑張家朗在東奧贏得男花個
人金牌，香港體育學院新設施大樓落成後，劍
擊隊亦可望擁有更大場館；余國樑12日再為
乒乓球壇帶來另一好消息：“我們向政府爭取
超過10年，終於在參加奧運之前，獲批地興
建乒乓球訓練中心，地址為沙田多石街。目前
已進行有關的審批程序，最快來年可以落成，
相信大家很快便會聽到正式公布。”
訓練中心預算可容納 30 張乒乓球枱，
專為進入體院前的青年球員提供訓練。“我
們乒總跟政府爭取這塊地已是好長時間，我
們選沙田地段主要是近體育學院，現跟香港

●東奧歸來的港
乒隊因仍在隔離，未
能出席 12 日的記者
會。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攝

香港文匯報訊 為港乒奪得史上首枚奧運團體賽獎牌的
功臣之一杜凱琹，日前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表示，“我想
去天安門看一看”。
在東京奧運會，香港女乒在季軍戰以 3：1 擊敗德國
隊，勇奪銅牌。當時，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邀請港隊一同合
影，並稱，“我們是一起的，是一家人”。杜凱琹直言當時在
聽到這個邀請時很開心。
杜凱琹說，奧運前曾和國家隊一同訓練，自己得到不
少國手的照顧，每逢休息或者周末，兩邊的隊友們經常在宿舍
內聚會吃零食。除了“朋友”，杜凱琹還透露，在國家隊還有
一位“偶像”——馬龍。她表示，“作
為運動員，在這個年紀還能拿下 2 塊
●杜凱琹
奧運金牌，這份精神真的讓我非常
在奧運比
尊重，也非常值得我學習。”
賽為自己
說起當晚和國家隊一起並肩
打氣。
站上領獎台時，杜凱琹直言很是激
路透社
動：“在這次奧運中，當國歌為奪冠
的中國隊奏響時，站在季軍位置
上的我，也‘蹭’到了在領
獎台上唱起國歌的機會。看
到國旗和區旗一同在賽場
上升起時，我感到非常振
奮和自豪。”
說到自己載譽歸來
後的計劃時，這位土生
土長的港乒“一姐”表
示：“我想去天安門看一
看。”

國足公布備戰 12 強賽名單 武磊領銜
中國足協12日宣布了中國男足出征世界盃外圍
賽 12 強賽的 31 人大名單，武磊、艾克森、吳曦等
主力球員悉數入選，近期在聯賽中表現搶眼的郭田
雨等多名新人也進入大名單。
中國足協表示，中國隊將於8月17日起在上海
市組織集訓備戰，並參加 12 強賽第一輪至第 6 輪
的相關賽事。參加中超聯賽補賽的球員於 8 月 19
日前到隊伍駐地報到。作為名單中唯一在海外聯
賽効力的球員，武磊將於 8 月 26 日前到隊伍參賽
地報到。
大名單中廣州俱樂部共有8名球員入選，其中
包括艾克森、阿蘭、洛國富、蔣光太四名歸化球
員。與 40 強賽相比，中國隊主教練李鐵徵召了郭
田雨、高准翼、徐新、巴頓、朱辰傑等多名年輕
隊員。現年 22 歲的山東泰山前鋒郭田雨在本賽季
中超聯賽表現出色，共射入 8 球，他有望在 12 強
賽完成成年國家隊首秀。

最新一期中國男足名單
廣州足球俱樂部：艾克森、劉殿座、阿蘭、韋世
豪、蔣光太、張琳芃、高准翼、洛國富
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于大寶、張稀哲、池忠
國、李磊、張玉寧、王剛
上海海港足球俱樂部：顏駿凌、王燊超、李昂
山東泰山足球俱樂部：金敬道、吳興涵、王大
雷、劉彬彬、徐新、郭田雨
上海申花足球俱樂部：吳曦、朱辰傑
河北足球俱樂部：尹鴻博、王秋明
天津津門虎足球俱樂部：巴頓
武漢足球俱樂部：蒿俊閔、董春雨
西班牙愛斯賓奴：武磊

●武磊
武磊（
（7 號）將領軍中國男足征戰 12
強賽。
強賽
。
資料圖片
根據賽程，中國隊前兩場比賽將分別在 9 月 2
日客場對陣澳洲隊，9 月 7 日主場迎戰日本隊。目
前，中國隊和澳洲隊仍未確認各自主場比賽的舉
辦地，這兩場比賽均有可能會在中立場地舉辦。

另外，國際足協12日在官方網站公布了最新一期國
家隊排名，中國男足相比於上一期排名上升了6位，
目前排在世界第71，亞洲球隊中排名第9。中國女足
本期排名世界第15，亞洲球隊中排名第4。 ●新華社

朱婷疑遭網絡謠言抹黑 報案追責
中新網北京 8 月 12 日電 北京時間 11 日晚，中
國女排隊長朱婷在個人社交媒體發布《上海市公安局
案（事）件接報回執》以及公證書首頁的圖片，並配
文：“已公證，固定證據。已報案，請求追究刑事責
任。下一站，人民法院。”
在朱婷發出的《回執》內文中顯示，朱婷委託律
師報案，稱 2021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2 日期間，有網民
在網上虛構朱婷的謠言，故意抹黑朱婷。

今年26歲的朱婷是中國女排隊長，也是當今世界
女子排球界最具影響力的運動員之一。她曾先後率隊
奪得 2015 年、2019 年世界盃冠軍和 2016 年里約奧運
會冠軍，並多次榮膺世界大賽MVP。此外，她還曾加
盟土耳其豪門瓦基弗銀行俱樂部，期間斬獲 8 個冠軍
和 6 個 MVP。在此前進行的東京奧運會上，朱婷手腕
傷病嚴重以致缺席最後兩場小組賽，而作為衛冕冠軍
的中國女排未能小組出線。

● 朱婷
朱婷（
（2 號 ） 帶傷
出戰奧運。
出戰奧運
。
新華社

理文開操
下月中戰傑志挑戰賽

● 理文開操
理文開操，
，新球季人腳變動不大
新球季人腳變動不大。
。
球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被視為最有
力挑戰傑志港超霸主地位的理文，12 日開操迎
接新球季。由於佐迪離隊還鄉，會方邀來前和
富大埔及東方龍獅助教李恆匯來投，填補教練
團空缺。
理文上季港超聯賽排名僅次於傑志及東方
龍獅，今季由於後者人腳大變，坊間普遍看好
理文可以取代其第一挑戰者的角色。新一季理
文人腳變動不大，助教佐迪、體能教練蔡振賢
以及劉穎笙、黃炎堃、曾家進、鄧匡延、談樂
軒、沙普夫及梁嘉恆 7 位球員約滿離隊。新加
盟的包括助教李恆匯、體能教練李楗煒、入籍
中場迪高及愉園後衞翁煦濤等。
此外，理文已應邀參與傑志 90 周年挑戰
賽，賽事將於 9 月 11 日傍晚 5 時 30 分在旺角大
球場舉行，門票定價為港幣 120 元及 50 元（特
惠票）。挑戰賽收入扣除成本後將全數撥捐傑
志慈善有限公司，用作舉辦公益活動。為增加
賽事可觀性，勝出隊伍將可獲港幣 10 萬元獎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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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焦裕祿》感動熱映
郭曉東“搏命”詮釋最破防片段
“高口碑暑期必看”電影《我的父
親焦裕祿》正在熱映中，上映後好評不
斷熱度持續走高，首周末累計票房收獲
868 萬票房，成為 8 月必看的口碑佳作。
今日影片發布“畢生夙願”正片片段，
焦裕祿生命最後時刻提出的兩個請求令
人心酸感慨，潸然淚下。影片以焦裕祿
女兒焦守雲口述回憶改編創作，由焦守
雲擔任總監製，導演範元執導，高滿堂
、李唯擔任編劇，郭曉東、丁柳元領銜
主演，嚴曉頻、蔣易、周征波、曲國強
、王思涵、史嘉怡主演，何政軍、寇振
海、張立、吳昊西友情出演。

上映以來，有許多
觀眾表示被郭曉東
飾演的焦裕祿所驚
艷，紛紛稱贊“簡
直把焦書記演活
了 ”、“從前這
個名字只在課本
上 ，往後便活在
我心裏了”。黝黑
的皮膚、滄桑的臉
頰、瘦削的身軀，
郭曉東用盡前半生
的人生歷練、拍戲
經驗和減重三十斤
的誠意打動了所有
觀眾，真切還原了一位時代榜樣的動人
故事。談及郭曉東的表演，導演範元表
示“曉東完成地特別好，很多時候他跟
焦裕祿是合二為一了。拍攝焦書記在醫
院與妻子兒女訣別戲份時，我們剛開機
沒多久，曉東為了找人物彌留之際的狀
態，三天三夜不吃不睡、還在現場做上
百個俯臥撐到筋疲力盡。當時，所有工
作人員都被他們的表演感動得哭到不行
郭曉東為角色狀態三天不吃不睡 。”許多觀眾也被這種“拼命式”的演
焦裕祿臨終遺言“最破防”
技所打動，“從此心中的焦裕祿變得鮮

活又具體，有了一抹郭曉東的影子。”
今日影片也曝光這段正片片段，臨
終前焦裕祿躺在病床上遺憾沒能完成
“畢生夙願”，請求組織將自己埋在蘭
考的沙丘下，他要看著蘭考人民將三害
治好。生命走至盡頭心中仍惦念著受苦
的百姓，焦書記的大愛讓不少觀眾心酸
動容。“俊雅，如果有下輩子，我還想
娶你做老婆，給你過好日子”，焦裕祿
對妻子的寄語更是引發觀眾集體淚奔。
夫妻二人悲切痛哭的情緒蔓延到銀幕之

《理想之城》定檔
孫儷趙又廷於和偉合力演繹真實職場
堅韌寬廣；國家話劇院演員陳明昊飾演的
汪煬，作為蘇筱的領導，不僅對蘇筱有提
攜之恩，還幫助她迅速成長，表面粗獷不
羈實則是個好領導；知名演員李傳纓飾演
的黃禮林，則是夏明的舅舅，十分疼愛外
甥同時也是個搞事高手，令人又愛又恨；
同樣作為劇中的元老級人物，還有更多老
戲骨傾情加入同臺飆戲，將職場人情演繹
得更為淋漓盡致，看點十足！而由高葉飾
演的蘇筱好閨蜜吳紅玫，沒有蘇筱機靈能
幹，懦弱又自卑，還常年被頂頭上司瑪利
亞（張澍飾）、男友甚至家人漠視，是個
令人心疼的角色；更有楊超越飾演的可愛
小前臺杜鵑，她是夏明的頭號迷妹，永遠
第一時間掌握各種八卦消息，與蘇筱在工
作中結識並成為了好朋友，金句頻出，是
職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潤滑劑”……各
種角色千姿百態，組成鮮活生動的職場眾
生相，同時在劇情上深度還原職場現實狀
態，直戳“打工人”痛點，折射出許多職
場現實話題點，定將收獲各圈層觀眾的廣
泛共情。從題材到定位，《理想之城》都
將是目前影視劇集市場不可多得的優質作
品。

由愛奇藝出品，孫儷、趙又廷領銜主
演，於和偉特邀主演，陳明昊、高葉、李傳
實力老戲骨加持爆款預定
揭露職場真相
纓、張澍、李洪濤、趙君、錢漪、劉泊霄主
還原真實職場群像，話題橫生
打破陳規尋找“職場處方箋”
演，楊超越、劉奕暢特別主演的現實主義職
《理想之城》作為一部現實主義職場話
在內容上，《理想之城》不僅表現了
場話題劇《理想之城》今日宣布定檔，8 月 題劇，選擇從女性視角切入，並從大眾並不 人性堅韌美好的一面，同時更敢於揭露職
12 日將正式登陸 CCTV-8 黃金強檔、東方衛 熟知的職業造價師入手，對形形色色的職場 場不為人知的內幕；正如預告片中蘇筱所
視，並在愛奇藝全網獨家上線。
眾生相進行全方位的展現。
說：“看著是個光鮮亮麗的大公司，其實
在定位上，《理想之城》區別於其他職 沈屙陋習一點都不少。”，眾人無不在為
孫儷揭開職場痛點
場劇對職場理想化的呈現，更致力於還原真 各自的利益和立場發聲，於是各個環節隨
真實呈現職場人辛酸血淚
實的職場群像，啟用強大的實力演員陣容， 之形成各種“既定規則”，而蘇筱深處其
趙又廷化身“最強搭檔”，共赴職場 讓渾然天成的演技賦予每個角色更強的生命 中，始終堅持「造價表的幹凈就是工程的
修行
力；除了拿下電視劇大滿貫獎項的孫儷和趙 幹凈」，一刀劃破表面的風平浪靜和虛假
在《理想之城》今日曝光的定檔片花中 又廷兩位實力派演員，更有“白玉蘭最佳男 繁榮，選擇用自己堅守的理念來打破已有
可以看到，孫儷將職場小人物趕項目熬通宵 主角”於和偉作為特邀主演，出演集團董事 的規則，企圖讓整個公司恢復應有的秩序
、出包背黑鍋的辛酸血淚，刻劃的入木三分 長趙顯坤，劇中的他是個睿智果斷的企業家 ，為這個逐漸倒退的公司尋找有效的“處
。孫儷本次飾演的女主角蘇筱，是一個來自 ，沈著平靜喜怒不形於色，精神和內心極其 方箋”。

當代掃黑題材電視劇《掃黑風暴》在東方衛視、
騰訊視頻開播。該劇內容取材改編自全國掃黑辦提供
的真實案件，由中央政法委宣傳教育局、中央政法委
政法綜治信息中心、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員會指導。
五百擔任導演、王斯陽聯合執導，孫紅雷、張藝興、
劉奕君領銜主演，吳越、王誌飛、劉之冰、吳曉亮主
演，江疏影特別出演。主演陣容老中青三代強強集結
，戲骨同場飆戲火花四濺，勢必將掀起一場聲勢浩大
的“掃黑風暴”。
該劇講述“前刑警”李成陽、年輕刑警林浩在
督導組的指導下，和專案組組長何勇共同協作將黑
惡勢力及其背後的保護傘成功抓獲的故事。孫紅雷
飾演“前刑警”李成陽，經歷復雜，為查清案件真
相苦苦追尋十余年，絕不屈服；張藝興飾演年輕刑
警林浩，有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也有與罪犯
周旋的智慧。他們從原本的誤會敵對，轉變為後來
的惺惺相惜，向著“掃黑除惡”這個同一目標密切
合作。曾在多部作品裏出演反派的劉奕君，這次
“改邪歸正”，飾演專案組組長何勇，一身正氣，
有勇有謀，以反差的形象體現高超的演技。江疏影
特別出演新聞記者黃希，面對威逼利誘，始終堅守
記者的底線與使命，與公安幹警通力合作，為推動
案件查辦做出重要貢獻。

﹁
﹂

掃黑

小城市的滬漂造價師；在工作中，她是個追
求完美的理想主義者，專業能力極強且做事
一絲不茍，但卻因為一場意外事故，陷入職
業生涯的大低谷；在這段黑暗的時期，她經
歷了各種質疑和難題，也看清了很多人隱藏
的另一面，這些殘酷的“現實”一次次向她
的“理想世界”大聲宣戰，而蘇筱穿梭在這
個多為男性的建築行業中，用她柔弱的肩膀
承受著高壓，與現實奮力反抗，勢必要在這
冰冷錯雜的鋼筋水泥裏，用行動踏出一條理
想之路來。
而由趙又廷飾演的男主角夏明，是天科
建築的主任經濟師，年輕有為、雙商在線，
在工作中結識了蘇筱。夏明有著獨特的人格
魅力，雖然年輕但性格成熟穩重，在職場中
運籌帷幄，擅長拿捏人心，但他始終不驕不
躁，可以說是滿分職場範本。在之前的首發
預告片中，夏明評價過蘇筱：“她太幹凈了
，要滾一身泥才行。”，可見夏明是個深諳
職場潛規則，並且擅長利用規則的人，與蘇
筱的“直球”性格截然不同。一個是恪盡職
守的職場悍士，一個是久經沙場的職場大神
，看似不是一路人，但因兩人都是造價天才
而惺惺相惜、默契十足。

外，令許多觀眾淚流不止，有觀眾描述
稱“到最後基本全場都在抽泣流淚，簡
直是哭成一片！”
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是慶祝中
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的重點獻禮影片
，是國家電影局 2020 年電影精品專項資
金資助項目，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專項
支持項目。影片正在全國熱映中，一起
走進影院重新認識這位可親可敬的“人
民公仆”，補上欠時代楷模焦裕祿的一
張電影票。

孫紅雷張藝興合力

新視角圈粉年輕觀眾
刷新“主旋律”刻板印象
自點映期間收獲 9.6 分的高口碑、
被觀眾稱為“年度催淚獻禮片”的電影
《我的父親焦裕祿》在全國上映後繼續
保持強硬口碑。有別於傳統主旋律影片
的宏大敘事，該片簡單質樸地將焦裕祿
更日常更溫暖的一面呈現給觀眾，擺脫
仰視視角使“人民公仆”回歸平凡，從
“一位父親”的角度回顧時代楷模的光
輝一生。別具一格的構思刷新了許多年
輕觀眾對“主旋律”影片的認知，紛紛

評論稱“比想象中好看 100 倍！難得的
一部質樸走心的華語片！”“不一味說
教，不刻意煽情，只有滿滿的感動和心
靈上的觸動”。知名影評人譚飛更是稱
贊電影“有共鳴、接地氣，這就是年輕
人愛看的主旋律。”
焦裕祿書記深入骨髓的熱誠和善良
讓許多觀眾感動，影片濃烈真摯的情感
更是直擊人心，令許多影評大咖深受觸
動。知名影評人史航激動淚目稱：“抑
製不住地落淚，導演將情感展現的淋漓
盡致，沒有語言也能讓觀眾感同身受產
生共鳴。”影院經理、知名電影博主
“董小姐聊電影”則評價影片重在一個
“情”字：“有對人才的知己之情，有
對妻兒的親情，有為百姓著想的深情厚
義，和見老母親最後一面的眷戀。”知
名影評博主“毒 sir”也深情稱贊影片
“沒有一味地給偉大和崇高著書立說”
，更多的是“記錄下那些沒有什麼驚天
的成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為了民眾
的幸福安康，奔走，忙碌，衰老，離去
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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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展鵬與
糖妹的身高
差產生特別
效果。
效果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高海寧（高 Ling）與張
振朗擔正演出的新劇《童時愛上你》原
定在今年 3 月開拍，之後有傳劇集因劇本問
題要煞停，直至 12 日終於舉行拜神儀式，出
席演員有高 Ling、張振朗、陳展鵬、糖妹、吳
家樂、楊卓娜及胡楓等。振朗透露新劇中要
除衫秀肌，笑稱已成為新一代脫星，而陳
展鵬與身高懸殊的糖妹飾演一對，他
指這個配搭很有新鮮感很正。

● 《 童時愛上你
童時愛上你》
》 於修
改劇本後順利開鏡。
改劇本後順利開鏡
。

新劇再秀肌

張振朗
張振
朗 自嘲脫星
Ling 與張振朗一起
高接受訪問，高
Ling

●張振朗大
讚 高 Ling 在 新
劇中演得好生
猛。

表示劇本修改後，故事大
綱沒改動，但對白修改後
更精準、深入及感性，她
看劇本有好幾場戲都被感
動到想哭。劇中她的角色因
意外失智，智商更只得8歲，要
表現出好開心及跳脫，問到她
角色有何難度？高 Ling 說：
“要全日保持情緒高漲，兼要
拍好長時間都會覺得累，但由
早到晚保持住 8 歲心態都好好
玩，因少了好多成年人的包袱
及負擔，作為演員有更多發揮
空間。”
張振朗亦大讚她演得好
又生動，而且善解人意沒穿高
跟鞋遷就他的高度，不過兩
人最難忍笑，他笑說：“如
果計忍不到笑，我們一定包
辦頭一、二位。”他又透露劇
中與高 Ling 要假扮夫妻，問到二

人可有親熱戲？振朗笑說：“有沒有親熱
戲？）沒有，她只有8歲，我好有道德觀念，
反而會克制住，還好似家長一樣罵高 Ling，
管着她。”
拍劇經常要除衫秀肌的振朗，透露新劇
中都難逃一脫，更笑稱已成為新一代脫星，
他笑說：“戲中講我做 gym 同出露台晾衫都
要脫，公司的男藝員脫多過女藝員，拍攝前
只係輕輕操練，冇之前操得那樣厲害，因為
拍完《拳王》後都好滿意自己身形，但今次
不想再操肌，要休息一下，好怕做 gym，見
到雞肉都拍。”高 Ling 笑指他爛船都有三斤
釘，現時身形好配合角色。

買定士多啤梨接女放學
陳展鵬對於之前傳出劇本有問題被高層
緊急煞停開拍，他表示之前的劇本不清楚，
而劇中他的戲分比較重，又會與身高懸殊的
糖妹飾演一對，加上二人又是第一次合作，
大讚這個配搭很有新鮮感很正：“原本講我
同高 Ling 是一對，但之後她因為跌傷失智認
不到我，而我又會教糖妹泡振朗，其間會發
生好多笑料。”

江嘉敏曾火燒微波爐 簡淑兒讚男友廚藝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江嘉敏及簡
淑兒（Jessica）12日到會展美食博覽出席“星級
饌賞《煮戰》前哨賽”活動，並為兩位大廚黃
亞保及張錦祥擔任助手，即場炮製美食，江嘉
敏更像《食神》中的“火雞姐”上身，以雙刀
剁蝦膠，相當有看頭。
自嘲是“地獄廚神”的江嘉敏自爆試過在
《美女廚房》節目是最低分的前三名之一，於1
年前試過“炸”微波爐，她說：“當時把一個
可以叮五分鐘的鬆餅放進微波爐，可是去到三
分鐘突然着火，爐邊也閃出火，嚇得我連忙關
掉總掣，此事被朋友取笑我是‘廚房低能兒
童。’從此也有陰影，不敢再在微波爐叮鬆

餅。”
Jessica 自言也有過火燒廚房的經歷：“有
次我把湯翻熱，可是因收工太累便睡了，完全
忘記熄火，翌日醒來發覺爐頭同個煲給燒焦，
幸而爐最後熄了，否則不堪設想，現在廚藝都
有進步，（男友麥大力都飲過你煲的愛心湯
嗎？）可以的，他都有試過我手勢，自己喜歡
煮清淡食物，他廚藝比我叻，（可以教你？）
他好忙，我負責食就得，其實大家正減磅
中。”江嘉敏透露 9 月會開新劇，現正積極修
身，已成功減去 4、5 公斤，條腰瘦了 3、4 吋。
右起：
：黃亞保
黃亞保、
、江嘉敏
江嘉敏、
、簡淑兒及張錦祥展
她說：“我會繼續減，目標再減 5、6 公斤，始 ●右起
示美食。
示美食
。
終上鏡會比較好看。”

袁詠儀否認丈夫退出娛圈

●袁詠儀與張智霖就是娛樂圈勝利組合
袁詠儀與張智霖就是娛樂圈勝利組合。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內地綜藝節
目《披荊斬棘的哥哥》12日開播。有份參與的
33 位哥哥當中，有 6 位來自香港，包括張智
霖、梁漢文、黃貫中、陳小春、謝天華和林曉
峰，想在當中脫穎而出亦不容易。
在訪問中被問及為什麼要來參加這檔節目
時，49歲的張智霖表示他覺得每一年愈來愈老
了，也許這樣的機會也會愈來愈少，而這節
目，正好是一種可以讓他體面在舞台上和觀眾
見面的機會。
張智霖更透露參加完這檔節目想要退出娛

展鵬又透露近日接拍了4套劇，日前才剛
拍完另一套劇，隨即又開工拍《童》劇，幸
好未有重疊，都拍得很舒服，更讓他有時間
接送女兒上學。他笑說：“女兒早前幼兒班
開學，第一日因為要學分離，學校嚴陣以
待，老師要家長放低小朋友後即走，由他們
帶小朋友入班房，我都有回頭望兩眼，老婆
就有點眼濕濕，好似送機一樣望住個門口，
阿女都有哭幾分鐘，而我都有點心得，就是
買定阿女最愛吃的接她放學，第一日就帶了
士多啤梨接放學。”他表示 12 日因為要出席
新劇拜神儀式，帶女兒上學的重任就交給太
太單文柔負責。

樂圈，去做其他的事情，讓粉絲大感震驚。有
網友更直接問袁詠儀（靚靚）：“你老公想退
休是怎麼回事？”靚靚回應道：“不用理他，
他想多了。”
張智霖 11 日在微博晒出袁詠儀與《披荊
斬棘的哥哥》節目組工作人員的聊天截圖，吐
槽袁詠儀是節目組的“臥底”。原來為了助老
公張智霖一臂之力，靚靚於是潛入節目工作群
組下達“命令”，叫工作人員千萬不要對張智
霖手下留情，要好好特別“照顧”對方，其實
就是地獄式訓練！

●陳展鵬囡囡轉眼間
已入讀幼稚園。
已入讀幼稚園
。

徐子淇以育兒經驗
創作親子繪本系列
香港文匯報訊 星級媽媽李徐子淇（Cathy）聯同本
地插畫家黃欣欣創作一套 6 本全新《有德學》（Moral
Values） 親子繪本系列，以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帶出小
朋友成長路上會遇到的困難、保護兒童等德育訊息。
李徐子淇首度創作繪本，以自己和 4 個孩子的日常
相處為創作靈感，透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或困難創
作小故事，以輕鬆手法教導小朋友建立正確的生活態
度。Cathy 除了創作內容，更邀請其二女李晞兒（Hayley）參與繪本創作，為故事的反思部分親手繪畫圖畫。
Cathy明白家長在教育孩子上的困難，她希望這套繪本能
夠作為工具和橋樑，幫助家長深入淺出地教導兒童正確
價值觀及生活態度，並創造更多溫馨親子時光。Cathy表
示：“我非常享受創作繪
本的過程，與Hayley 討論
插圖的過程中，我更深入
了解到女兒的想法。我認
為與孩子一起閱讀是其中
一個增加親子相處和互動
的方法，希望藉着與麥當
勞推出繪本系列，讓家長
們可以透過親子共讀時間
與小朋友深入交流，
一同成長，幫助
孩子積極面對成
●徐子淇以
長階段遇到的
自身育兒經驗
困難，促進親
為 創 作 題
子關係。”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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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这里的百万富翁增长近 2 万名
这些因素不可忽视
自 2015 年以来，葡萄牙的百万富翁
人数一直在持续增加。而在备受疫情影
响的 2020 年，这一趋势仍未改变，尽管
新冠大流行对国民经济和家庭收入产生
了重大影响，但在过去一年中葡萄牙的
百万富翁群体还是在壮大。
根据最新的《全球财富报告》，提
及 2020 年（主要以 Covid-19 为标志
的一年），葡萄牙拥有 136,430 名百万
富 翁 ， 比 2019 年 的 报 告 多 出 19,430
名。在贫困人口增加的同时，最富有的
群体人数也在增加，最富有的 1%的群
体集中了 20% 的财富。
受疫情影响，大阪市政府亏损处理
的优质资产民宿大楼，新房轻奢风装修
，有民宿牌照，私信小帮获取项目资料
，了解具体项目详情。
根据瑞士信贷的数据，2020 年，葡
萄牙有 128,772 人的财富价值在 100 万至
500 万美元之间，5,505 人在 500 至 1000
万美元之间，2,056 人的财富在 1000 万
至 5000 万美元之间。在最富有的群体中
，5000 万-1 亿之间的有 72 人，1 亿-5 亿
之间的有 24 人，还有一人的财富超过 5
亿美元。
根据该报告，按百分比计算，增长
最 多 的 是 500 万 到 1000 万 欧 元 的 群 体
（增长了 19%，增加 885 人），但从绝
对 值 来 看 ， 增 长 最 多 的 是 在 100 万 到
500 万之间的群体（增长 16%，增加了
18,075 人）。
数据显示，2020 年，葡萄牙人中
最富有的 1%群体持有该国 20.1%的财富
，比 2019 年增加了十分之一。最富有的
10%则集中了葡萄牙一半以上的财富，
达到 56.2%。
那么对富豪们而言，葡萄牙“引力
”到底在哪儿？

房地产价格上涨
葡萄牙富豪人数的大幅跃升，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在疫情至暗时刻的 2020 年，葡萄牙房价
也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葡萄牙国
家统计局（INE）的数据显示，2020 年
房价上涨 8.4%，仅比 2019 年的 9.6%少
了 1.2 个百分点。在新冠疫情冲击下，
涨势依旧喜人。而里斯本、波尔图等葡
萄牙一线城市的房价增幅，更是不容小
觑！
里斯本大区所有类型房屋的价格都
出现上涨。一居室公寓上涨 11.2%，两
居 室 公 寓 上 涨 5% ， 三 居 室 公 寓 上 涨
3.5%，四居室公寓及以上上涨 5.2%，别
墅上涨 10.4%。
而在波尔图，所有类型的房屋都出
现了价格上涨。其中二居室公寓是涨价
最高的，达到 8.5%。
分阶段来看，葡萄牙去年四个季度
的 房 价 增 幅 分 别 是 ： 10.3% 、 7.8% 、
8.7%和 8.6%，均远超欧盟同期房价增长
水平。而房租也在节节攀升，在葡萄牙
全国 189 个市镇中，有 126 个租金逆势
上升，其中，里斯本的房租比去年上涨

了 16%。房价和房租的“给力”表现，
都让富裕阶层的财富大幅迅速上升。
2020 年地产与金融投资为富人带来
的附加财富净收入高达 28.7 万亿美元；
全球财富总额增长 7.4%，而人均财富
增加上涨 6%至 79,952 美元，再创历史
新高。
本月，全球知名的房地产顾问公司
莱坊也发布报告表示，全球 26%的超高
净值人士计划在 2021 年购买新房，比
2020 年的 21%大幅增加。并且对乡村和
沿海住宅的需求正在增长，开放空间是
其特别受买家欢迎的特征。疫情使人们
对主打健康养生的地区需求激增，比如
山区、湖泊和沿海热门地区。交通网络
、优质的医疗和休闲设施是客户在置业
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所以，受疫情后购房需求的推动，
我们看到了全球房价的涨势喜人，同时
也给了我们一个信号，疫情之下，让富
人们“更富”的原因是合理地规避风险
和配置资产，而海外房产配置从投资的
角度来看是非常明智的。

6.9%，低于同期欧元区（7.7%）和欧盟
（7.1%）的失业率。
得益于失业率的大幅下降和就业机
会的大量增多，葡萄牙当前的就业人口
达到其经济历史上的峰值。经济部长
Pedro Siza Vieira 表示，上周四葡萄牙
总理科斯塔宣布解封措施后，葡萄牙经
济有望继续加速增长，并于年末达到良
好的水平。
根据世邦魏理仕（CBRE）近日发
布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2021 年投
资者意向调查报告》显示，在 2021 年吸
引力欧洲城市排名中，葡萄牙首都里斯
本排名靠前。
无独有偶，全球性地产资讯公司莱
坊(Knight Frank)发布了《2021 欧洲城市
指南》，评选出了 11 座豪宅投资热度
最高的欧洲城市，葡萄牙的里斯本和波
尔图双双上榜，与巴黎、柏林、米兰、
马德里、维也纳等热门城市一同入选。
种种迹象表明，葡萄牙的房地产投
资热已起，并成为国际富豪资产配置、
财富增值的快速通道。
从德国房地产中介 Engel & Volkers
经济复苏领跑欧盟
的统计数据可见，2020 年，里斯本高端
7 月 30 日 ， 葡 萄 牙 国 家 统 计 局 房产领域投资中，有 35%是外资。其中
（INE）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 来自法国的投资者比例最高，达 21%，
二季度葡萄牙 GDP 同比增长 15.5%，较 中国投资人占比 7%。
上一季度环比增长 4.9%。
8 月 1 日起解封按疫苗接种率分
经济部长 Pedro Siza Vieira 强调，
葡萄牙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来自 三阶段进行
于国内消费的复苏，出口的巨额增长也
2021 年 7 月 29 日下午 17 时，葡萄牙
是主要原因之一。
总理科斯塔出现在部长理事会会议后的
葡萄牙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额已经超 发布会，宣布了一系列新规和措施，以
过 2019 年水平，释放彰显葡萄牙出口企 及全面解封的展望。并再次强调了数字
业竞争力的积极信号，同时也意味着当 证书的扩大化应用，将来可能很多场所
前的经济形势正在创造就业机会。
出入都需要数字证书。葡萄牙政府宣布
今年 6 月，葡萄牙的失业率下降至 8 月 1 日起实施的解封计划。此次解封

分为三个阶段，依据疫苗接种率逐渐放
松限制。
总理科斯塔提出一个三阶段分步走
的完全解封计划，但主要还是依据葡萄
牙疫苗接种进度。科斯塔总理自豪的宣
称葡萄牙人的疫苗接种进度远高于欧盟
。
第一阶段：50%的疫苗接种完成进
度，于本周日 8 月 1 日实现，也就是 8 月
1 日开始执行。
1. 葡萄牙全国一盘棋，除海岛自
治区外，防疫规则调成一样。
2. 远程办公降级为推荐，不再是
强制。
3. 宵禁取消，晚上 23 点后可以开
车在公路上。
4. 取消开门时间和关门时间的相
关限制，恢复到疫情之前的营业时间。
餐馆最迟开到凌晨 2 点，1 点后不许新
的客人进来。三百店不需要周末下午
15.30 关门了。
*餐馆业主注意，8 月 1 日餐馆还是
要遵守每桌人数规定，室内每桌 6 人，
室外每桌 10 人。*餐馆业主还要注意：
每周五晚上 19 点后，周六全天、周日
全天、红日全天都需要数字证书或者阴
性证明。以上 2 点注意，规则是全国性
的，8 月 1 日起没有红区橙区绿区的概
念了，全国一盘棋。
*大多数关闭的设施、场所、设备
都将重新开放，比如购物中心里给小朋
友玩的摇摆车等。但迪厅舞厅、朝圣活
动、节日庆祝游行等还不行。酒吧是只
能卖卖饮料，跳舞之类不行。当餐馆来
做。
5. 体育比赛现场的允许观众入场
，观众人数需要根据卫生部相关指导决
定。全国范围内都允许在户外、体育馆

等进行体育活动，团体活动需要出示数
字证书或者阴性证明。
6. 文化演出最多人数提高到 66%现
场容量。
7. 酒吧受餐厅规则约束。
8. 进入赌场或游戏厅、健身房、
酒店民宿，都需要出示数字证书或者现
场检测为阴性。
9. 保持现行的卫生措施：口罩必
须戴，距离要保持。
第二阶段：70%的疫苗接种完成进
度，大概在 9 月份。
1. 取消在室外强制使用口罩的规
定。
2. 餐馆室内最多每桌提升到 8 人，
露台每桌提升到 15 人。
3. 公共服务不需要事先预约。
4. 洗礼等活动最多人数提高到 75%
现场容量。
第三阶段：超过 85%的人口完成疫
苗接种，大概在十月份。
1. 餐馆室内室外取消每桌人数限
制。
2. 文化演出保持 66%的容量限制。
3. 其他场所和活动不再有容量限
制。
4. 酒吧和俱乐部舞厅重新开门，
但需数字证书或者阴性测试。
对葡萄牙的经济潜力来说，再高的
评价都不为过。欧债危机使得葡萄牙和
其他欧洲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葡萄牙
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而是推出一系列振
兴措施，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黄
金签证移民政策，促进经济繁荣，拉动
就业，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
葡萄牙黄金居留签证因其超高的性
价比成为了欧洲移民的首选之一。葡萄
牙黄金签证一人申请，三代一同移民。
此外，无强制移民监也成为大众青睐葡
萄牙移民的原因，既可以不放弃国内生
活，又可以享受欧洲生活。
葡 萄 牙 政 府 在 2021 年 1 月 宣 布 ，
2022 年 1 月 1 日后黄金签证投资房产将仅
限在内陆地区、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
岛，把里斯本和波尔图排除在外。如今
2021 年已经过半，仅剩下最后 100 余天
的时间，大城市买房就将成为过去式。
虽然其最低房地产投资金额的要求
维持不变，但是投资房产的地点仅限在
内陆地区、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
这也意味着，如果想要通过投资葡
萄牙沿海地区的房产，以获得黄金签证
，那目前就只剩下最后不到半年的黄金
时间了！
新政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想
要锁定旧政，如果是执着于买房，希
望有较高升值空间，同时获得欧洲黄
金居留签证的朋友，只有一个字：冲
！由于境外房产交易所需时间较长，
如果想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必须完
成线上的递交，那么最晚需要在 9 月底
之前选好房子以便空出 3 个月的时间完
成购房和移民手续，大家务必把握好
这个窗口期。

移民这些国家，不用出国
受疫情影响，很多人移民计划不得
不搁浅，也有很多客户在问：现在还能
办理移民吗？当然可以，而且很多国家
都简化了移民流程，不用出国，全程 0
接触，线上办理！
1.希腊 疫情期间为了帮助客户顺
利办理移民，减少出入境，希腊简化了
流程，投资者只需要在希腊领事馆（国
内）签署委托书，委托代理律师提交移
民相关申请和所需文件，无需登陆希腊
即可获得临时居留证（希腊蓝纸、移民
预批复函）。
拿到临时居留证后，12 个月内登陆

希腊采集生物信息（录指纹）即可获得
永居卡了（之前的法案要求是 6 个月内
登陆）。
2.土耳其 土耳其入籍项目三大步
骤：“购房、准备申请材料、律师完成
移民申请”，全程不需要登陆土耳其，
可以在国内使馆办理全部手续。
疫情之前我们都是安排投资人去当
地考察购房的，现在疫情原因出国受限
，我们移民帮也及时推出了线上看房的
服务，帮助大家不出国门，挑选满意的
房产；而且由于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国内使领馆正常办公，申请材料的

准备也没有问题。
3.爱尔兰 爱尔兰移民是先获批后
投资，而且由于今年疫情原因，爱尔兰
取消了窗口期限制，在国内将材料准备
完成后即可线上递交给爱尔兰司法部，
一般在 3~6 个月后就会获批，拿到获批
函之后，申请人在国内完成投资即可。
投资完成后将为申请人签发“正式
批准信”，授予居留许可，申请人即可
计划登陆爱尔兰办理爱尔兰居留 4 号签
（Stamp 4）。
4.圣基茨 2020 年 3 月 26 日，圣基茨
宣布暂停接受纸质文件，同时启用公民

身份申请管理系统（CAMS），采用线
上递交申请，接收投资入籍在线申请。
虽然大部分原始文件仍需按照正常
程序进行公证，但是护照、住址证明等
文件，CAMS 都可以接受电子版，真正
做到全程零接触服务，确实大大方便了
申请人在后疫情时代这个特殊环境下的
文件准备和递交。
此外，圣基茨全程 0 接触办理的内
容还包括了线上办理圣基茨驾照、税号
、更名业务、补办公民纸、补办护照等
等。
5.瓦努阿图

瓦努阿图线上申请流程三部曲：
1）准备申请文件，律师递交申请
：国内已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所
有文件可以正常准备
2）申请获批后完成捐款：申请获
批后，申请人在国内完成捐款
3）宣誓，领取瓦努阿图护照：正
常情况下，主申请人和配偶到瓦努阿图
共和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宣誓，方可领取
瓦努阿图护照。由于疫情原因，瓦努阿
图推出了新的宣誓方式：视频宣誓。申
请人足不出户完成宣誓，由律师把护照
寄回国内。足不出户完成移民申请。

（東翻西看
東翻西看）
）香港健兒披荊斬棘 百煉成鋼

夢幻東奧經己緩緩閉幕，香港健
兒披荊斬棘 百煉成鋼，奪得 1 金 2 銀
3 銅，創下歷年最佳成績，然而獎牌

背後，皆為血汗心思。
東京奧運會開幕前連爆確診，能
夠順利完成已是萬幸，誰又能想到彈
丸之地香港有此佳績，喜出望外之餘
，亦要感謝一眾健兒付出的血汗淚水
。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來自草根
家庭，據聞兒時連單車也買不起，小
小年紀要擺街邊檔，加上患有貧血，
客觀條件匱乏，自小沒受訓練，要等
到 15 歲入讀香港體育學院，才正式展
開單車運動員生涯。香港單車隊實施
「封閉式」刻苦訓練，李慧詩放下學
業，別了家人，踏上單車征途，當中
血淚不足為外人道，流下的汗水與淚
水分不開。
李慧詩曾經多次經歷重大傷患，
傷痕纍纍，18 歲時曾跌斷左手，幾乎
要放棄單車事業，施 3 次手術休息一
年才再復出，左手列為輕度傷殘。幸
兒時艱苦經歷，磨練其堅強鬥志，復
出後成績更進一步，先後在大型賽事
奪獎，2012 年倫敦奧運勇奪銅牌，是
香港單車史第一人，2013 年世界場地

單車錦標賽中贏得冠軍 「彩虹戰衣」
，2016 年巴西奧運因為意外失落獎牌
，但她不氣餒，2019 年連奪世界性比
賽冠軍，以為乘勝挑戰東奧，怎料疫
情押後比賽，加上種種防疫禁聚措施
，大大影響其備戰，以其 34 歲年紀，
今次四強對手全比她年輕，這一面銅
牌得來不易，意義和金牌無異。
香港女泳將何詩蓓又是另一個香
港精神寫照。本身為混血兒，來自豐
裕家庭，幼童時已展開正規游泳訓練
，被視為不可多得之材，但她沒有少
年得志便驕傲，一直抱持謙卑勤奮，
雖然可以選擇代表愛爾蘭，甚至往其
他游泳聞名的地方發展，但生於斯，
長於斯，一口流利廣東話，她以代表
香港為榮，歷史性贏得兩項自由泳銀
牌，打破西方國家壟斷，獎牌含金量
十分之高。
巾幗不讓鬚眉，自香港乒乓球孖
寶李靜及高禮澤獲得 2004 年雅典奧運
男雙銀牌後，一度青黃不接，十多年
後幸有李靜的 3 位徒弟，蘇慧音、李
皓晴及杜凱琹奪得女子團體賽銅牌，

也是港女乒將首度奪獎，體壇薪火相
傳，後繼有人，象徵意義更為重大。
說到空前絕後，由於日本為主辦國，
東奧首設空手道項目，以後恐成絕響
，劉慕裳在空手道女子個人形項目，
拿下的這面銅牌，名留青史，為在香
港相對冷門的空手道運動打下強心針
。
當然不得不提，張家朗在男子花
劍奪得金牌，一搔香港 25 年之癢，也
是回歸後特區首面奧運金牌。自從滑
浪風帆李麗珊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
奪得香港歷來第一面金牌，這麼多年
來經常有人懷疑可一不可再，不知何
年何月再有此殊榮，尤其是全球體育
運動日益專業，每一樣項目都需要龐
大投資，香港不是沒有人才，而是缺
乏資源，所以面對列強往往未打已經
輸了牌面。張家朗的成功，很大原因
是他不畏強敵，心理質素極佳，在晉
級過程中，曾經差一分就落敗，卻奇
迹地連追 6 分趕上來，憑着手中劍迭
挫世界冠軍，遇神殺神，才成就這位
「
香港劍神」。

楊楚楓

曾經有香港高官指體育沒有經濟
貢獻，其實體育貢獻，遠遠超過經濟
，請看看今次市面反應，有商場表示
男子花劍項目決賽，香港代表張家朗
出戰期間，超過 5,000 名市民在場觀
看賽事直播。多個大型商場在奧運期
間舉辦活動或直播賽事，受惠於本港
健兒歷史性佳績，大量市民到商場為
運動員打氣，帶旺商場人流和店舖營
業額增長。凡事用正面態度分析，噓
國歌事件只是一小撮人搞事，換個角
度看亦反映商場一片奧運狂熱，預料
人流及營業額皆錄得可觀增長。
體育的貢獻當然遠遠不止於經濟
，今次奧運正好反映運動可以凝聚民
意，振奮人心，這正正是特區政府多
年來未能做到，也是當前疫境，撕裂
的社會最需要的正能量。奧運精神不
以勝敗論英雄，無論有獎沒獎，今次
參加奧運的 46 位香港選手，都值得大
家鼓掌。若果香港年輕人可以學習健
兒，不屈不撓，堅定目標奮鬥，披荊
斬棘，香港精神發熱發光，百煉成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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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開鏡 大膽嘗試青少女情慾題材
盼成台版《性愛自修室》性啟蒙電影
電影《小藍》由新銳導演李怡芳執導，
《天橋上的魔術師》製作林仕肯擔任監製，
今(8/11)挑選吉時舉行開鏡儀式，主創團隊
率領眾演員一同出席：曾以《你的孩子不是
你的孩子—孔雀》入圍金鐘獎迷你劇集電視
電影新進演員獎王渝萱、以脫口喜劇身份
“涵冷娜“深受年輕族群喜愛的劇場影視雙
棲演員許乃涵，結合型男演員周詠軒、張洛
偍，將帶來突破形象的演出，此外劇組更
大膽啟用新演員如胡智強、葉廷麒、林宴
慈、李彥承等，情慾電影大尺度話題滿分
，令《小藍》甫開鏡即眾所期待。有別於
典型青春電影，《小藍》不只談情說愛，
更瘋狂做愛，以青少女情慾探索將帶給觀
眾身心靈多重震撼，首 次 擔 任 導 演 的 李
怡芳表示：「2019 年獲得優良電影劇本
獎後，繼續劇本田調及調整，並親上
聊天網站了解網友經驗，選角過程中
年輕演員都對這樣的題材特別有共鳴
而討論激烈，希望此部電影能帶給觀
眾觸動。」
《小藍》以不帶批判的角度探討青年對
性的啟蒙過程，李怡芳導演表示過去大家總
有刻板印象認為以性為主題的電影會讓青少
年模仿而過早進行性行為，但實際的社會現
況是，透過交友軟體認識朋友，對一個高中
生來說卻是稀鬆平常，透過《小藍》正是理
解這個世代的起點。電影有多場性愛畫面呈
現，主要集中在小藍（王渝萱飾演）與小藍

母親 Vivi（許乃涵飾演）這對母女
身上，劇本以露骨的文字姿勢來說
明，更邀請專業戲劇指導進行體位
排練，精心設計五種體位安排，只
為讓演員能安心、安全地演出。李
怡芳導演說：「雖然性愛場面滿多
，但希望讓大家能感受並理解這兩
個女人對性的探索，以及重新找到
自我的過程。」
初次擔任長片女主角即挑戰情
慾題材，王渝萱分享劇組有安排情
慾動作課，讓演員雙方在彼此信任
下碰觸彼此的身體，能夠更安心的
去表演，也希望能與小藍一起體驗
面對自己的過程。戲劇經驗豐富的
許乃涵則是挑戰一個不同於大家認
知的媽媽角色，跳脫戲劇裡對媽媽
的既定印象，還給了媽媽身為一個
「女人」所獨自擁有的美麗、慾望
《小藍》新生代演員劇組排戲合照,左起胡智強,葉廷麒,王渝萱,林宴慈,李彥承
跟哀愁。很期待這對母女在面對感
情與彼此間碰撞出的火花。
擾為主題，引發了全球熱議，期待《小藍
答應合作，但開始密集工作之後發現他們
李怡芳導演透過田調發現，數據顯示
》直面少女的情慾探索，成為少女們的台
是非常嚴謹、專業的團隊，很感謝他們願
台灣性探索年齡層逐漸降低，甚至同樣的
版性啟蒙電影。
意支持《小藍》。」除此之外，幕後團隊
性探索行為，女性會受到更多的道德批判
曾擔任《天橋上的魔術師》製作的林
陣容也非常堅強，包含金鐘、金馬最佳剪
，不只是來自他人，有時更是來自於自己
仕肯，即是受《小藍》劇本吸引，初讀完
輯獎剪接師陳曉東、多屆金馬獎最佳音效
。李怡芳導演表示：「當一個女人願意坦
劇本且尚未與李怡芳導演碰面的情況下即
聲音設計郭禮杞，金鐘獎攝影獎攝影師趙
承說『對，我約炮，怎麼了？』，也許就
答應合作，李怡芳導演笑說：「當時覺得
冠衡以及金穗獎最佳美術設計獎美術指導
是性自覺/自決的起點。」影集《性愛自修
阿肯這個人好像有點瘋，竟然還沒見面就
郭怡君等，金獎集結力挺《小藍》。
室》大膽而又有趣地以青少年的各種性困

近百部華人酷兒影片競爭激烈
8 月 11 日公布入圍片單

2021 台 灣 國 際 酷 兒
影展，來到第八屆了！今
年的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徵
件，主推同婚元年通過後
的「後同婚時代」議題，
共收到近百部國際華人電
影作品參賽，影展主辦單
位 今 天 (8/11) 正 式 公 布 入
圍名單，今年競爭投稿比
往年激烈，所精選出入圍
的二十四部長短片，預訂
十月將採實體與線上公開
放映，作品水準值得影迷
期待！

主辦單位表示，作為台灣少數的議題
性影展，已經成為國際影人重要的展演創
作平台，今年兼顧防疫與現場觀影效果，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採實體與線上雙軌並行
，為顧及影迷需求及防疫安全最高標準，
將於高規格防疫措施之下，訂在今年十月
盛大舉辦，期待與酷兒影迷們一同於影院
／雲端共襄盛舉！
雖然國際疫情嚴峻，但今年的台灣國
際酷兒影展仍有創新，為鼓勵華文／華人
酷兒影像創作，今年度增設「華人影片精
選單元」，選片小組由策展人林杏鴻、游
婷敬， 以及影評人波昂刺刺，從近百部
作品中精選出二十四部長短片，共分六大
單元。相較過往，今年片量增倍，除台灣
作品之外，廣邀華人創作精彩作品。台灣
在性別友善、言論自由倡議，做為華人世
界第一個同婚通過的國家，策展單位秉持
從台灣出發，端看全球華人面對酷兒、同
志議題的影像性別思維。
今年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主推在同婚
元年通過後的「後同婚時代」議題下，所

面對的酷兒家庭在孕生養育
下一代的難題。
六主題大單元為:
【 親 愛 的 ， 家 人 】 （Dear
Family）單元中，《輕鬆搖擺
》呈現男同志家庭與他們的
孩子，在面對學校、同儕關
係中相處過程的難題。《非
婚之婚》 是為滿足母親期待
下，同志戀人編撰的謊言婚
姻；婚禮是一場娛樂，過程
食髓滋味。《九點之後》描
寫台灣女孩與跨國移工相戀
的故事；在一起夾娃娃機的
背後，是一段相知相戀、 異
鄉依靠共存共生的日子。 名
導朱詩倩的《非法母親》深
情記錄女同志戀人準備孕育
新的生命過程中充滿的不安
焦慮，對新生命的期待，有
血緣的，或法律關係的，過程溫暖而動人
。《澐澐》描述中國女同志的領養權與教
養權，深刻自然。
【酷兒花上海】(Queer Shanghai)單元
，《上海酷兒》紀錄片，描繪近年來上海
LGBT 酷兒同志社群運動之大成。
【 壞 雞 教 慾 】 （Kiss Not Punch） 單
元為男性情慾與暴力相關議題。台灣短片
《宵禁》以美麗島事件的宵禁為時代背景
，在禁錮的夜晚，一場禁忌之戀就此展開
；《蜜月旅行》中看似快樂出遊，卻隱藏
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暴力結局。《痴痴的愛
》看似不同世界的兩人，男男的情慾糾葛
，交錯出慾望的深淵。《把風》是男性集
體暴力極致的延伸；霸權在於恐懼之下，
蔓延開對性的歧視。
【青春玩高潮】(Youth Desire)單元，
是青少年探索自我游移性傾向過程中、青
春擾來的是愛戀、是荷爾蒙作祟。《迷藏
》探討青春期男孩對身體情慾的探索，性
的迷惘好奇，情感含蓄深遠。《卜生》是
難得的紀錄作品，一位不到 20 歲的少年創

作者，自述對攝影機坦承每次性約會的過
程和對愛的質疑。《當雨水直接打進眼睛
》刻劃在水與愛之間，兩個女孩的青春記
事在游著游著的水裡，愛萌芽成長，但也
因此充滿嫉妒愛恨。
【 萬 花 性 春 】 （Body/Buddy） 單 元
，用實驗、動畫等不同的表現形式，討
論慾望、自我認同、身體主題；動畫作
品《粉紅先生》所鋪陳出的性符號，在
一場異性戀約會中，心動的竟是店裡的
男服務員，有趣而令人玩味。《撲朔迷
離》實驗辯證性的隱喻符號，拆解對身
體、世俗框架的社會觀。《迷失訊號》
在混亂禁忌與情慾的空間，在自由解放
的過程中，實驗的將這些符號錯亂的解
構語彙。 《事後菸》在面對長期的性
伴侶關係，對愛渴望但卻不輕易給承諾
的語言。《無地自容》 是創作者在她
鄉對生命性別的探索，在冰天雪地裡突
顯內心的矛盾與孤寂。《打手槍》是中
國 知 名 LGBT 導 演 范 波 波 的 實 驗 影 像 ，
性象徵推疊的自身話語權。
【奇幻酷兒國】（Q-topia）單元，以
奇幻的手法並且跨越國度，帶有後殖民以
及離散色彩的其中《雄雞卡克》，為優秀
新銳《大餓》導演謝沛如最新短片力作
， 以充滿幽默、荒謬逗趣的雄雞傳奇，
種雞上身的液體體射，啼笑皆非。《不完
美的完美》描寫一對跨國異鄉的伴侶，變
性人與失明吉他男的深情照顧、一路愛相
隨不離不棄的依存關係。《再見台北》，
如戀人絮語般，從歐洲到台北，一段異國
戀情、一切重新開始。《白馬、銀礦》
關於長者同志與男孩的悠遠情誼，充滿異
國情調。
2020 的東京奧運延期至 2021 仍不畏疫
情舉辦，為國際體壇提供競技舞台也完美
閉幕；2021 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相信在疫
情趨緩的台灣，更能繼續成為國際影人和
影迷最佳創作與交流平台，以線上／實體
雙軌並行，十月將隆重開幕，敬請酷兒影
迷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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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为什么浓浓广州味？
梧州人，说着一口广州话
作为北方人，以前以为粤语就是广
东话，只有广东人才说。来到广东之后
才发现，并非所有的广东人都说粤语，
而说粤语的人中也并非全是广东人，还
有相当一部分是广西人。
粤语是由古代移民岭南的汉族先民
形成的一门古老语言，在古代两广长期
属于一家，以“越”或“粤”统称，后
来才分了家，但语言仍统称为粤语。如
今，粤语流传于广东中西部和广西东南
部地区，据统计，至少 2/3 的广东人和将
近 1/2 的广西人以粤语作为日常用语。
虽然都叫粤语，但不同地方发音还
是有很多差异，因此又分了很多粤语片
区，比如广府片、莞宝片、四邑片、罗
广片、勾漏片、邕浔片等。其中广州、
香港等地使用的广府片粤语被公认为标
沿着西江从广东进入广西，会邂逅一座古老的城市——梧
准口音，这跟长期以来广州在岭南的中
州。以为迎面而来的将是广西大地的风情，但置身梧州老城区
心地位以及近代以来香港的迅速崛起有
，却感受到了浓浓的老广州的味道。
关。
在这里，人们说着极为接近广州话的广府粤语，吃着广州
广西梧州市也通行粤语，但各处口
人爱吃的粤菜，唱着粤语歌，听着粤剧。甚至走在它的老街里
音不一。河东老城区说的是广府粤语，
，也能发现很多老广州的影子。
保留了大量近代广府粤语的特点，可称
为城区话，也是一般所说的梧州话，是
广西境内最接近广州话的粤语；除老城
深入梧州老城区内，会发现这里的建筑布局以及命名
区外的郊区，粤语口音都可归为勾漏片，可称为郊区话，保留了
也很有广州味。与广州一样，梧州也有一座中山纪念堂。
早期粤语以及一些古汉语的特点，与广府粤语总体差异较大，彼
1921~1922 年期间，孙中山曾三次在梧州驻节，把梧州作
此甚至很难沟通。
为“出巡桂省，督师北伐”的战略要地和临时指挥中心。
这样的局面，跟广西粤语形成的两个层次有关。早期粤语，
1925 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梧州人决定筹建中山纪念堂
主要是唐宋至元明期间进入岭南的北方汉语，由于入桂时间不一
，并于 1930 年建成，比 1931 年建成的广州中山纪念堂还早
，路线多样，分布散居，内部差异较大，其中流行于梧州等地的
一年。它的整体布局与广州纪念堂颇像，不知是巧合还是
勾漏片粤语是广西粤方言中形成最早的。梧州古时被称为广信，
后者模仿了前者。
是岭南最早开发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之一，如今的勾漏片粤语便是
梧州老城区很多街巷的布置和建筑细节都很有老广州
古代广信方言的直接后裔。
的味道，其中最像的是那一列列保存完好的骑楼。在梧州
老城区人说广府粤语则源于近现代广府移民。明清以来，由
，随处可见简练灰白的骑楼，延伸几百米的楼下廊，供行
于经商、人口压力、战争避难等原因，大批珠三角地区的人口沿
人遮阴游乐。典型的西关趟栊门更是常见，黑红色的木栊
着西江水系进入广西，其中第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便是梧州。
半开半关，老人们坐在门前扇着葵扇闲聊，似乎比现在的
早在明崇祯年间，大批粤商就己聚居在梧州城生活经商。清光绪
广州西关更有老西关的味道。
二十三年（1897 年），梧州被辟为通商口岸，进入梧州经商和居
梧州“中国骑楼城”如今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住的人数激增。据记载，1933 年梧州城人口约为 10.27 万人，比开
好的骑楼群，包括 22 条总长 7 公里、共 560 座骑楼的骑楼
埠时的 4 万人多出了 6 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来自珠三角。因此有人
街。走在中国骑楼城的路上，两边是琳琅满目的店铺，平
说梧州人70%祖籍都是广东。
时的人流并不多，偶尔有店家招手。广州人在这里可以找
如今的梧州话与广州话几乎完全相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
到小时候逛上下九的快乐。
那就是梧州话更有点清朝广府粤语的味道，个别发音有些差异，
梧州老城的建设，不得不提生于梧州却长期生活在广
但与广州人可以无障碍交流。改革开放以来，梧州与珠三角地区
州的李济深。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得力干将，北伐战争
往来更加频繁，以郊区人口也不断向城区涌入，梧州方言也呈现
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留守广州。当时，梧州老城受城墙
出郊区话向城区话靠近，城区话向广府话靠近的趋势。
阻隔拥挤不堪，一场大火后不得不彻底改造。关心家乡建
大量广府人的到来，除了带来了广府粤语，也使广府文化在
设的李济深提议，仿造广州城市建设的模式，拆除古城墙
梧州深深扎根。时至今日，很多老城区人口，每天喜欢看珠江台
，在原城址上修筑环城马路，规划建设骑楼街区。梧州当
的新闻，看 TVB 的港剧，听粤语歌。老一辈的梧州人则喜欢听
局听取了他的建议，这才有了如今的梧州老城模样。梧州
粤剧，相比于广西的报纸，他们更喜欢看广州的羊城晚报。
的中山纪念堂，也是在他的提议组织下建起来的。
梧州人的饮食口味也偏向于广州这边。广西人饮食口味大都
另外，广州有中国保存下来的最大的海神庙——南海
偏酸辣，而梧州人饮食清淡偏甜。与广州人一样，梧州人喜欢喝
神庙，梧州则有中国龙母第一庙！龙母庙是珠江流域人民
早茶，喜欢煲汤，喜欢喝凉茶。梧州人的这些生活习性，处处都
为纪念战国时期百越民族女首领“龙母”而兴建的庙宇，
能看到广州人的影子。因此有人说，梧州人身在广西，心却在广
西江沿岸各地均建有龙母庙。梧州龙母庙是其中建造最早
州。
的一座，已拥有千年的历史，被视为龙母庙祖庭。

梧州老城，神似广州老城
梧州老城的广州味，不仅体现在语言、文化层面，甚至在城
市布局和代表建筑层面也与广州老城区颇有几分神似。
首先观察两者的城市布局，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依山
傍水”，沿江设市。先看广州，珠江自北向南流淌，绕过广州老
城区又向东流去，因此广州有河南、河北之说，沿江则是众多码
头。老城区最醒目的建筑便是一排排骑楼以及西关大屋，另外还
有中山纪念堂等标志性建筑。老城区周围群山环绕，东北部是著
名的白云山，最高峰 382 米，登上山顶可以俯瞰城区全景。
当你再打开梧州老城区地图，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梧州
城依山傍水而建，四周山丘环绕，浔江、桂江、西江将城区分割
为河东、河西、河南三个区域。桂江自北向南而流与西江交汇，
老城区便位于桂江以东，西江以北。河流水域面积占城区总面积
的 9.28％，有“半个梧州水上浮”之说，这点也与靠近珠江入海
口的广州颇像。
梧州市境的地形特点为四周高，中间低。城周围有较大的山
峰 20 余座，屹立在城东北的主要山峰名字也叫白云山，海拔 367
米，层峦叠翠，蔚为壮观，登上山顶同样可以俯瞰全城。梧州白
云山和广州白云山一样有着悠久的传说。司马迁的《史记》中提
到：“（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梧州古称）之野，葬于江南
九疑。”当地人认为，九疑就是梧州的白云山。

西江，梧州广州一线牵
梧州的广州味令人十分好奇，究其原因，串联着两座
城市的西江当是最根本的原因。
梧州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两广中心地带，又是桂江、浔
江和西江的交汇处。从这里沿桂江可以北上进入桂北、湖
南，沿浔江及其支流可以南下深入桂西、贵州、云南、越
南，沿西江则可以向东直达珠江三角洲。整个广西地区由
于西北地势高，东南方向地势较低的地形特点，使得大部
分河流均汇集到西江流域，而梧州正处于三江交汇处，自
然就成为了西江水系的总出口。
自跨越南岭的贺州古道在秦汉时期打通以后，梧州便
备受中原王朝重视，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西江流域的重要
交通枢纽，广西航运交通的网络中枢。因此，当两广分离时，也
以梧州为界，梧州古称广信，因此以东称广东，以西称广西。梧
州对广西如此重要，肯定要划给广西，它也成了离珠三角最近的
一座广西城市。
唐代江西大庾岭古道开通后，位于珠三角中心的广州迅速崛
起，成为岭南中心城市直至如今，梧州到广州之间的西江航道则
成了繁荣千年的黄金航道。尤其是晚清梧州开埠后，广府商人为
了提升经济效益，扩大以广州、香港为核心的珠江流域经济辐射
范围，大力投资广西航运业，以梧州为根据地，由东及西渗透到

整个广西。这才有了大量广府人在梧州的聚集，粤语、粤菜、骑
楼等也随之而来。
除了西江的纽带作用，梧州和广州两座城市基本处于同一纬
度，气候环境也相似。面对同样的湿热多雨天气，骑楼建筑发挥
了同样的作用，清淡的饮食也同样有益身心。相比于处于入海口
的广州，梧州更容易受到洪水冲击，因此梧州人的骑楼一层往往
建得更高，二楼往往增加了可以系船的铁环和出行的水门，这是
广州骑楼很少有的。
不管是先天的依山傍水，还是一江相连的持续互动，以及关
键人物的牵线，梧州这座古老的广西城市，都深深打上了老广州
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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