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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Luke Bai (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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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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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June 30 (Xinhua) -- UN 
Undersecretary-General for Political and Peace-
building Affairs Rosemary DiCarlo on Wednes-
day echoed the secretary-general’s appe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ift or waive its sanctions out-
lined in 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 known commonly as the Iran nuclear 
deal or Iran deal.

“I echo the secretary-general’s appeal to the Unit-
ed States to lift or waive its sanctions outlined in 
the plan, extend the waivers with regard to the 
trade in oil with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o once again facilitate nuclear-related activities 
consistent with the plan and the resolution,” 
DiCarlo told a Security Council briefing on 
non-proliferation reg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olution 2231.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31 was a July 
20, 2015 resolution endorsing the JCPOA on the 
nuclear program of Iran. It sets out an inspection 
process and schedule while also preparing for the 
removal of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The 15 nations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unani-
mously endorsed the resolution, which had been 
negotiated by 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 China, France, 
Russi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 plus German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ran.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its withdrawal from 
the Iran deal on May 8, 2018.

DiCarlo called on Iran to resume the temporary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without delay, to refrain 
from taking further steps to reduce its commit-
ments, and to return to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She said that the contex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CPOA and Resolution 2231 has improved 
considerably since last year.

The continued diplomatic efforts in Vienna, she 
said, offer a critical opportunity fo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o return to the full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and of the 
resolution. This would be “a welcome and crucial 
development.”

DiCarlo said it is essential that all member states 
promo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and avoid 
any action that ma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se ongoing diplomatic efforts, as well as on 
regional stability.

U.S. COVID-19 hospitalization 
rate for children hits highest level

WASHINGTON, Aug. 
20 (Xinhua) -- The 
COVID-19 hospi-
talization rates for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hit its highest 
levels ever, the Cen-
ters for Disease Con-
trol and Prevention 
(CDC) was quoted 
by CNN as saying on 
Friday.

As for adults, every 
age group under 50 
has also surpassed 
its previous record of 
hospitalization, said 
the report, adding that 
“the biggest increase 
was in adults ages 
30 to 39 and children 
under 18, both of 
which were more than 
30 percent higher than 
their previous peak.”

The current rate of 
hospitalization for 
all ages is still below 
the figure in January, 

but considering more than 11,000 
new hospital admissions have 
been recorded over the past week,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reach a 

new record high within a month, 
according to the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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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Migrants sleep on the deck of the German NGO migrant rescue ship Sea-
Watch 3 as the ship makes its way to Trapani to disembark 257 rescued 
migrants on board, off the coast of Sicily, Italy, August 7, 2021. They were 
among a total of 394 migrants pulled from a dangerously overcrowded wood-
en boat in the Mediterranean on August 1. REUTERS/Darrin Zammit Lupi

Captain Melvin Cabebe with the US Army’s 1-320 Field Artillery Regiment, 101st Airborne 
Division stands near a burning M-ATV armored vehicle after it struck an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IED) near Combat Outpost Nolen in the Arghandab Valley north of Kandahar, July 
2010.  REUTERS/Bob Strong

China’s team performs in the women’s artistic swimming team free routine final at the Tokyo 
2020 Olympics in Japan, August 7, 2021. REUTERS/Marko Djurica

U.S. Army soldiers from the 
2nd Platoon, B battery 2-8 field 
artillery, fire a howitzer artillery 
piece at Seprwan Ghar forward 
fire base in Panjwai district, 
Kandahar province southern 
Afghanistan, June 2011. REU-
TERS/Baz Ratner

Police officers salute 
the casket of K-9 Kitt in 
Gillette Stadium during a 
memorial service held in 
honor of the police dog, 
who was killed during a 
domestic violence call,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Jessica Rinaldi/Pool

People sunbathe on the beach on 
the Sicilian island of Lampedusa, 
as a flow of migrants arriving 
continuous on the Mediterranean 
island, in Lampedusa, Italy. RE-
UTERS/Guglielmo Mangiapane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Bureau,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U.
S. population growth
increased by about 23
million people and was
made up almost
entirely of Hispanic,
Asian and Black.

The white population
declined for the first
time, a drop that was
driven in part by aging
and a sharp drop in the
birthrate.

The top five cities by
population in the U.S.
are New York. Los
Angeles. Chicago,
Houston, Phoenix and
Philadelphia. The
census also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
continued to shift away
from the old industrial
belt from New York to
sunbelt states like
Florida and Texas.
This shift also changed
the political map.

New data also showed

that Hispanics
accounted for about
half of the country’s
growth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Asian
population grew about
36 percent, or nearly
one-fifth of the country
’s total.

As the nation has been
growing more diverse
over the past decade,
we can also see more
newcomers arriving in
America. This is a
good sign for our

economy.

Today, the Asian
American population is
at about six percent,
but our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y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When you look at the
different cities in
America, many small
businesses are run by
Asians and many
professionals are Asian.

America is changing
these days. Many of us
came to this land and

we were looking for a
better life. We now
need to be united and
work together. The
world is in chaos. It is
very sad that so many
people are suffering in
the pandemic or
because of the unrest
and unstable situations
in many countries.

We strongly urge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to
set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and seek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all.

0808//2020//20212021

Our Population Pattern IsOur Population Pattern Is
ChangingChanging



CC44星期六       2021年8月21日       Saturday, August 21, 2021

English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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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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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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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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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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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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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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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Texas is facing a tipping point in the 
state’s battle with COVID-19.
Texas Gov. Greg Abbott (R), who is 
fully vaccinated,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this week as deaths in his 
state from the coronaviru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last two weeks and 
hospitals have reached capacity. While 
Abbott suffered a relatively rare break-
through infection, less than half the 
state’s total population is fully vacci-
nated against the virus, putting them 
at heavy risk of getting the COVID-19 
disease.
The massive spike in cases could also 
easily climb more, with unvaccinated 
students across the state returning to 
school this week amid a battle with Ab-
bott over mask mandates in classes to 
protect children aged 12 and under who 
do not yet have the option to be vacci-
nated.  The dynamics have put everyone 
on edge and have created heated politi-
cal battles between Abbott and the Dem-
ocratic leaders of several urban centers.
“We are concerned about escalating 
numbers, our cases yesterday were high-
er than our seven-day moving average, 
our hospitalizations higher than our sev-
en-day moving average, ICUs higher 
than our seven-day moving average, so 

we are still real concerned about the num-
bers we are seeing,” Austin Mayor Steve 
Adler (D) told The Hill Wednesday. 

“We do know that the best way and 
really the only way out of this long-
term is for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so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get 
more and more people vaccinated.” 
Austin is one of a handful of Tex-
as cities that has fought back against 
Abbott’s executive order against 
mask mandates. The Texas Supreme 
Court earlier this week issued a tem-
porary order banning mask mandates 
issued in cities including Dallas and 
San Antonio.  Following the ruling, 

Abbott defended the decision to ban 
mask mandates, tweeting that “the ban 
doesn’t prohibit using masks. Anyone 
who wants to wear a mask can do so, 
including in schools.”
But at the same time, Texas is enduring a 
massive increase in COVID-19 cases. It 
counting an average of 15,500 new cases 
per day, with hospitals and ICUs nearing 
or at capacity in many areas.  The Cen-
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considers almost 94 percent of 
counties in Texas to have high transmis-
sion. Only eight of 254 counties don’t fall 
under the agency’s recommendations for 
fully vaccinated people to wear masks 
indoors. 

Out of any state, Texas ranks second 
for both the most adults with confirmed 
COVID-19 in hospitals and intensive care 
units, trailing behind Florida,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
man Services 
(HHS).  The 
Lone Star State 
narrowly has 
the most hospi-
talized children 
with confirmed 
C O V I D - 1 9 
d i a g n o s e s , 
counting 196 
children cur-
rently, com-

pared to Florida’s 190 pediatric hospital-
izations. Democrat Mike Collier, who is 
running for lieutenant governor, called the 
COVID-19 situation in Texas a “night-
mare” and blamed the current adminis-
tration, saying Abbott and Lt. Gov. Dan 
Patrick (R) did not motivate residents to 
get the vaccine.  
“For political reasons only, they let this 
virus run wild,” Collier told The Hill. 
“And the scientists told us that there 
would be varian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And I lay this at their feet.”

Spokespeople for Abbott and Patrick did 
not return requests for comment. 
President Biden has also called on Repub-
lican governors who have banned mask 
mandates, including Abbott and Florida 
Gov. Ron DeSantis, to “get out of the way” 
of schools and businesses that want to im-
plement COVID-19 restrictions.
“Unfortunately, as we’ve seen throughout 
this pandemic, some politicians are trying 
to turn public safety measures, as children 
wearing masks in schools, into politi-
cal disputes for their own political gain,” 
Biden said during a Wednesday speech. 
“Some are even trying to take power away 
from local educators by banning masks in 
schools. They’re setting a dangerous tone.”

“I’ve made it clear that I’ll stand with those 
who are try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the 
president added.
Adler said that he hoped Abbott’s mild en-
counter with the virus — the governor says 
he is not symptomatic — would encourage 
Texans to get vaccinated. 
“My hope is that the more people see 
breakthrough cases that do not result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are relatively mild, 
that more people will trust the vaccines and 
be willing to take it,” Adler told The Hill. 
But Jamarr Brown, the co-executive direc-
tor of the Texas Democratic Party, said he 
doesn’t think Abbott’s experience is going 
to change the governor’s approach.
“He needs to make a change,” Brown said. 
“Will he? I don’t know.”
“He’s putting schools and children in 
harm’s way for his own political gain,” he 
added.
Just 45.5 percent of Texas’s total popula-
tion and 56.6 percent of adults are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the virus. The state’s 
lower vaccination rate plays a “huge role” 
in the current COVID-19 wave, said An-
gela Clendenin, an instructional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Texas A&M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e noted that the state has reached a point 
where not enough residents are getting the 
jab, giving the virus a chance to mutate and 
develop more transmissible variants like 
the delta strain.
“It’s just like this great, big open space for 
the virus to continue to infect people and 
even to mutate further,” she said. “The low 
vaccination rate, the lack of mask man-
dates, all that is doing is creating an oppor-
tunity for a more severe wave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Some school districts have already hit 
roadblocks this year, with Iraan Sheffiel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in West Texas 
announcing a two-week shutdown starting 
Tuesday and Leander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reaching beyond 100 cases in its 
first week of school. 

Several school districts are finding ways 
to buck the governor’s executive order 
against mask mandates. 
Adler stressed the need to get vaccinated 
and wear masks in order to “turn the tide” 
of the pandemic. He also said discussions 
were underway about how to handle mass 
events, such as the Austin City Limits mu-
sic festival.
“I think that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live 
with this COVID virus for a while and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learn how to continue 
living with that presence in our lives,” Ad-
ler said. “What I think that is going to have 
to mean is more and more events and op-
portunities and activities that are really just 
open to people that have been vaccinated.”
“I hope it helps encourage some to get 
vaccinated that might not otherwise do,” 
he said. (Courtesy https://theh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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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Faces Tipping Point 
As COVID-19 Spreads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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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俗语同

样适用于早餐。最新研究显示，不吃早

餐可能令人一整天都营养不足，进而引

发代谢问题。

多数人早餐不达标

生活节奏加快，夹杂在“起床气”

和“早高峰”之间的早餐，常常令人无

暇顾及。就连在周末，早餐也容易因

“起床困难”而被错过，或拖到将近中

午才吃。即便有时间吃早餐，通常也是

争分夺秒。例如，很多人急着上班，在

路边摊或快餐店买好早餐边走边吃，存

在卡呛、噎食的风险，还容易消化不良

，给肠胃造成负担；路边多尾气烟尘、

路边摊脏乱，也会埋下健康隐患。

再看看国人早餐都在吃什么？纪录

片《早餐中国》给出了“丰盛的答案”

：油条/包子+豆浆/豆腐脑，灌饼/煎饼+

粥，茶叶蛋+小米粥+酱豆腐……中国地

大物博，美食数不胜数，陕西的胡辣汤

、武汉的热干面、兰州的牛肉面、江西

的炒粉、广东的肠粉等，都是很有名的

早餐。近年来，“面包+牛奶/咖啡”的

西式早餐组合也越来越常见。

然而，国人的早餐品种丰富，营养

却跟不上。中国营养学会2018年发布的

《中国居民早餐饮食状况调查报告》显

示，35%的人做不到每天吃早餐，55%的

人早餐摄入食物种类不足3种，无法满

足食物多样的平衡膳食原则。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

技术部主任阮光锋介绍，传统的中式早

餐多以精白米面为主，肉蛋奶比例较低

，属于典型的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

饮食，并非健康的早餐模式；西式早餐

中的汉堡、薯条、炸鸡等，高脂肪、高

热量，也非优质选择。通常来讲，早餐

摄入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30%

。根据营养均衡原则，每顿饭中热量的

摄入分配应为50%碳水化合物、20%蛋

白质和30%健康脂肪，再加上足够的水

分。然而，现代人要么不吃早餐，要么

吃的种类太少，根本达不到每日所需的

营养需求。

早餐影响全天生物钟

“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

比乞丐”，一句话道出了早餐的重要性

。没时间、没胃口、控制体重等都不应

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

美国《糖尿病护理》杂志刊登的一

项研究表明， 我们熟知的中央生物钟位

于下丘脑前部，产生24小时节律，但生

物钟并非只属于神经系统，人体肝脏、

胰岛β细胞、肌肉和脂肪等外周组织中

也发现了类似的“生物钟”，控制着大

多数酶、激素和葡萄糖代谢运输系统，

以保障机体代谢平衡。无论是健康人群

还是糖尿病患者，不吃早餐都会对“生

物钟”的基因表达造成影响，诱发糖化

血红蛋白和餐后血糖升高，胰岛素敏感

性降低，出现胰岛素抵抗，胰岛β细胞

增殖减少和细胞凋亡。代谢紊乱会为各

种慢病埋下隐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市中

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许淑芳表示，早

餐是人体一天营养的“校准器”，不吃

早餐会形成营养缺口，补也补不回来。

英国剑桥大学《营养学会报》刊载了一

项涉及3万多人的研究显示，不吃早餐

会错过牛奶中的钙，水果中的维生素C

，谷物中的纤维以及维生素A、B1、B2

等，可能会导致一整天都营养不足。此

外，叶酸、镁、铁、磷等营养素摄入不

足可能会加剧慢病发展。研究还发现，

这些本该在早餐中摄入的营养素，在其

他用餐时间中无法得到有效补充。

上述研究还表明，不吃早餐的人摄

入的能量、碳水化合物、总脂肪、饱和

脂肪以及添加糖要明显多于吃早餐的人

。尤其是不吃早餐硬挨饿到中午的人，

会因为饿得太久，零食摄入增多，午饭

及晚饭的饥饿感更强，造成“早餐吃少

、中午吃饱、晚上吃撑”的状况。而且

，不吃早餐者的饮食质量总体上也低于

吃早餐者。研究表明，在一日食物内容

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早餐吃得

多，会增加人体能量消耗，产生更强的

饱腹感，减轻对甜食的渴望，总体上更

加健康。

许淑芳表示，长期不吃早餐会增加

肥胖、高血脂症和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让胃病、胆结石等缠身，易出现心慌、

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影响认知

能力、学习成绩和脑力工作能力，还容

易加速衰老。日本一项研究表明，没时

间或不习惯吃早餐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

、抑郁等负面情绪；英国研究显示，几

乎不吃早餐的学生，平均成绩比经常吃

早餐的人相差近两个等级。长期不吃早

餐，还容易诱发全身炎症。《营养学》

杂志刊登一项针对7万多人的研究发现

，和每天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的

人C-反应蛋白超标的风险增加了86%。

健康早餐“四要三不要”

每天吃早餐，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

健康生活方式。我国膳食指南也建议，一

日三餐规律饮食。阮光锋说，一顿充满活

力的早餐需要包含以下四类食物：

淀粉类主食。碳水化合物可直接转

换成脑部必需的“燃料”——葡萄糖，

支持大脑的思考、记忆和解决问题。早

餐吃馒头、面包、燕麦片、面条、包子

、杂粮粥等淀粉类主食，能保证一上午

的工作效率。

优质蛋白质。奶类、豆类、蛋类，

可使血糖缓慢上升后维持在稳定水平。

牛奶、豆浆、酸奶中的酪氨酸还能促进

身体分泌多巴胺、肾上腺素，让人的思

维变得更敏锐。此外，牛肉、瘦肉、鱼

虾、鸡胸肉等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新鲜果蔬。苹果、猕猴桃、橙子、

香蕉，都可以作为早餐的一部分，能够

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

和天然抗氧化物，有助保持肠道正常功

能，利于营养吸收。

一小份坚果。坚果富含钾、钙、镁

、铁、锌等矿物质，其中的卵磷脂还可

以帮助合成神经递质乙酰胆碱，改善神

经系统功能。

许淑芳建议，根据年龄特点选择适

合的早餐，能让人活力满满，全天不累

，身体更健康。例如，老年人消化功能

变差，早餐要少肉、低脂肪、高纤维、

易消化，有慢病的老人最好喝燕麦粥，

升糖指数低，更利于疾病管理；学生族

处于生长发育期，早餐一定要吃主食，

如面包、花卷、包子，再搭配牛奶、新

鲜果蔬，加强钙、维生素等营养素的摄

入；上班族再忙也要吃早餐，建议每天

一颗水煮蛋，选择膳食纤维丰富的杂粮

粥、玉米、南瓜等，注意加点新鲜果蔬

，再搭配一杯酸奶，加强胃肠蠕动。

许淑芳提醒，吃早餐要注意“三不”：

不宜过早或过晚。6:30~8:30之间最

佳。晚上睡前1小时不要吃太多，否则

容易影响第二天早餐的食欲。早上时间

紧，要想吃得营养全面且舒适，可以在

前一天晚上做出半成品，趁热冷藏在冰

箱里，早上将做好的粥或面食微波一下

就行了。

不要过于单一。“中国传统早餐中

，油条+豆浆、白粥+馒头的吃法真的应

该换换了。”许淑芳建议，早餐不该怕

麻烦，应多吃粗粮、杂粮粥，搭配一颗

鸡蛋、一杯牛奶、一碟凉菜或焯菜，外

加一小把杏仁、腰果、开心果或核桃仁

，早餐后再吃点水果就更完美了。

不要太咸太油腻。大早上不宜吃得

太油，油条、油饼、煎培根、煎火腿、

汉堡、炸鸡等食物脂肪含量太高，经常

食用不利于健康。蛋黄派、饼干、方便

面、起酥面包等加工食品中不仅添加了

很多油脂，糖、盐也常常过多，更不应

经常吃。此外，咸菜、酱菜等高盐食物

也要少吃。

多数国人早餐不达标！
健康早餐要满足7项标准

《《生活故事會生活故事會》》----19821982年的北京西年的北京西單單““人肉包子人肉包子””案案！！

大家好，歡迎收看《生活故事會》
，我是講故事的人黃梅子。今天給您將
一個比較驚悚的故事，1982年發生在北
京西單的人肉包子案。

關於人肉包子的故事，相信很多人
都聽說過《》水滸傳》裏在十字坡開人
肉包子鋪的“母夜叉”孫二娘，不過那
是小說，並不是真事兒。我今天要給您
講的，是1982年真實發生在北京西單的
人肉包子案。現在的西單北大街那附近
十字路口往北，老西單沒改造之前有個
牌樓，順著牌樓往西，在80年代初的
時候那兒開了一賣包子的小鋪子，小店
門臉不大，橫了下能放兩張條桌，掌櫃
的姓逢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他每
天只做十籠屜大概兩百來個包子。老逢
做出來的包子味道一般，但是個兒大，
老街坊和附近上班的人經常饒個道過來
買幾個包子，生意還過得去。82年的初
夏，老逢早早的就起來幹活，六點之前
頭屜包子就出鍋了，熱氣騰騰的擺在桌
上。這時候從東邊晃晃悠悠的騎過來一
個人，車上這人三十來歲的年紀，穿著
不怎麽講究。遠遠的他就看見了老逢的
這家包子鋪，奔著這邊緊騎了幾步，在
老逢的鋪子面前站住了腳。

“給我拿四個包子”這人說話比較
橫，老縫趕緊撿了四個肉包遞給了騎車
人。

那騎人接過包子把下面墊的草紙一
揭，掉過個來拿指甲開始扣包子底。這
個舉動老一些的北京人肯定有印象，當
時有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吃包子就揭
開蓋只吃裏面的肉丸，然後嘬肉湯，不
吃外面的包子皮。

·這人就是這麽吃包子，把肉丸挑
出來吃了，包子皮隨手扔到老逢的土簸
箕裏，老逢有點看不過就說了一句：
“哎，同誌，吃包子你也別糟蹋糧食”
。

他這麽一說吃包子的人反而火了，
“我這麽吃怎麽了！你好大張臉管的著
我嗎！”。這人劈頭蓋臉的兩句砸到老
逢身上。老逢脾氣也不算好的，當時就
瞪起眼：“嘿，你怎麽說話呢！”。

“你怎麽說話呢！你包子皮這麽硬
，活人能咽的下去嗎？你管我吃不吃皮
！你這包子沒吃死人就算不錯，我非叫
人來抄了你這破地方不可”。

老逢他最聽不得人家說自己的手藝
不好，當時一股怒氣上來，超期擀麵杖
就朝騎車人打過去，那人沒想到老逢真
敢動手，下意識一低頭，“啪”的一下
大擀面棍正中後腦海，那人撲通一聲就
栽倒在地上。老逢不解氣，又補了幾棍
子。那人倒下去之後就再沒站起來，老
逢當時以為人是暈過去了，就把他扶起
來放到了鋪子裏的一張小桌邊趴在了那
裏。外人看的話還以為那是早上沒睡醒
趴著忍覺呢。

之後，鋪子照樣營業。過了大概兩
個小時，老逢上午的包子基本都賣的差
不多了，回身一看，那人怎麽還沒醒。
就走過去用手推推。手一搭在那人身上
當時就感覺不對，這人怎麽這麽涼，左
右晃動兩下人軟軟的手耷拉到地下。老
逢當時就害怕了，忙用手在那人的人中
下一量，人都涼了，顯然是死了。

這可怎麽辦？人是死在他的手裏，
不管怎麽說這條人命是跑不了，這要是
讓公安局給知道了肯定是要槍斃呀。當
時時間比較早，街上沒什麽人，老逢趕
緊把這人往肩上一搭就拽進了後面的院
子裏，找個塊油氈先把人卷了起來藏在
門後，這一切都幹完後又裝做沒事人一
樣繼續賣他的包子。
傍晚，老逢上了門板之後，把騎車人的
那輛自行車也推到了院裏，收拾了現場
之後他就開始琢磨怎麽處理這人的屍體
，這時候一個邪惡的念頭冒了出來，幹
嗎不把他變成包子？！這一賣出去可就
跟我沒關系了，你都吃到肚子裏去還能
找我不成？

老逢仔細檢查了一下作坊裏確實沒
有別人可以偷看，就把屍體擺放在肉案
板上。屍體被砍成幾個大塊，肉分別從
骨架上剝離開來，內臟被放煉成了油脂
，剩余的殘渣與碎骨被埋在了院子的西
南角，怕被發現還推了個醬缸壓在上面
。

第二天淩晨四點，正是老逢平時起
來做肉餡的時間。老逢按照以往的方式
，油、鹽、醬、蔥，肉湯打餡的手法做
出了一大盆的手打餡，做完之後老逢心
裏有點不放心，他鼓足了勇氣，用手拈
了一下放到嘴裏一嘗，微微一皺眉，這
個肉的味道不對，不像是豬肉，他又開
了一桶豬油加了進去，又加上了一大碗
的花椒面，為了以防萬一特別還放了一
大碗的料酒。當他再嘗的時候已經發覺
不出這其實是人肉，而更像是上好的豬
肉…

老逢開始賣這個餡蒸出的包子，自
從他用了這”香肉”之後，生意也好了
起來，三四天的功夫，,他做的這些”
香肉”就已經用的差不多了，從以前每

天能賣二百多個包子一下增加了一倍，
而且還有供不應求的趨勢。

·當初誤殺人的那點恐懼感覺逐漸
在老逢的心中被淡忘，鋪子現在火了一
天能賣上三、四百塊錢。這誰的店能比
的了？但這種興奮來的快去的也快，隨
著他香肉的賣光而逐漸消散。
哎呀，這可怎麽辦好呢？上哪兒去搞點
人肉呢？這時候，胡同口彈棉花的外地
人老李兩口子進入了他的視線。老逢瞇
起了眼睛，他現在已經變成了魔鬼，這
兩口子在他眼裏，就是香肉，可以做成
香肉包子賺錢。老逢對老李說，“我家
還有兩床棉花，晚上你八點多過來拿走
幫我給彈了”。

晚上，彈棉花的老李高高興興地包
子鋪，老逢把他帶進了廚房，一大盤子
熱氣騰騰的肉包子擺在案板上，老李伸
手抓起一個肉包子放在嘴裏大嚼了起來
，同時拿出飯盒挑了幾個放到裏面，自
己吃飽了不算，外面還有老婆在家等著
吃呢。

當他扣好飯盒蓋的時候，突然一陣
勁風劃過，一個東西重重的砸到了他的
後腦之上。老李好象聽到自己腦後傳出
“哢啦”一聲，然後眼前一黑，一頭栽
在了地上。老逢面無表情，看著老李癱
軟在地下，他揮起大擀面棍“吭哧”又
是幾下，直到看到老李白花花的腦漿流
在地上。

一刻鐘之後。老逢把老李媳婦也叫
到了包子鋪，一棒子砸了下去……

很快的，兩具屍體整齊的擺放在了
肉案上，老逢調製的香肉肉餡也越來越
香了！老逢起得更早了，每天包子一屜
又一屜的蒸。眼看著生意越來越火，一
連八天每天人們都排著大隊在這購買老
逢的包子。看著日漸豐滿的錢匣老逢笑
了，這個配方得來可真不容易，為了守
住這份利潤他又開始踅摸起周圍的人來
。現在他看人的眼神已經和以前大不相
同的，以前是看是醜是俊，而現在肥了
柴了病了才是他主要去看的。

就在他琢磨這些的時候，一個戴著
金絲邊眼鏡斯斯文文的人來到了包子鋪
前面。他買了十個包子。這個人是幹什
麽的呢？他是附近一家醫院的醫生田大
夫，今天懶得回家做飯，最近聽很多人
說這兒的香肉包子好吃，特意來買幾個
回去當晚飯。田大夫回到家，拿起一個
包子用手一撕露出包子餡，他一看，包
子裏面的肉餡可真不少，還掛一著層淡
黃色的油膜。田大夫咬了一口，有股子
特殊的香味，不像是豬肉，肉顯得有點
甜膩筋膜也軟。
“ 這什麽肉呢？”一個念頭忽然在他
腦海中閃現了一下。“怎麽跟死人身上

的味兒似的。”
田大夫是醫生啊，他意識到這股甜

膩兒是屍體腐爛前的一種特殊味道，味
道很輕，一般人很難察覺，這個包子就
帶著那麽點死亡的味道。田大夫有點疑
惑，如果真是人肉的味道，包子鋪怎麽
會做的出來？這不可能吧？正好在這個
時候，他的鄰居警察小王上他家串門來
了，“小王，有這麽個事兒，你看這個
包子……”田大夫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
小王，小王想起最近有幾起失蹤人口案
，他馬上報告了局長，局長讓刑偵部的
人馬上去化驗香肉包子，化驗後結果為
：這是人肉！這可是大案！刑偵隊馬上
將這個案件命名為7-14案件立案，抽
調精兵強將成立7-14大案專項小組。

7月16日清晨，老逢今天早晨的生
意格外的好，一開門就賣出一百多塊錢
。人肉肉餡已經快用光了，他決定再殺
一個人做包子。他坐火車來到北京周邊
的礦區，舉起了一塊廣告：包子鋪招收
學徒工，管兩餐，教手藝，工資一個月
管吃管住二百塊錢…

不一會兒就來了幾個外地人想應聘
，他一眼就相中了一個看上去笨頭笨腦
的年輕人大栓，他問了兩句簡單的話後
發現這個人的腦子稍微有些慢，看著不
那麽靈巧。老逢當下拍板說：“行，就
你了！”

老逢帶著大栓搭上了回北京的火車
。
同一時間，7．14小組的人都扮成便衣
埋伏在包子鋪的周圍，看見老逢帶著大
栓回到了包子鋪。他們不知道這是老逢
的幫兇還是獵物，大家先按兵不動，準
備晚上抓捕。

老逢帶著大栓回到包子鋪的時候已
經是傍晚五點半鐘，回到鋪子裏他簡單
為大栓安排了一下吃住，要他吃包子洗
澡，晚上睡在廚房剁肉餡的大案板上。
八十年代初北京人的夜生活並不豐富，
一到九、十點鐘街上行人稀少，7-14小
組的幹警們更加提起了精神，用每根神
經傾聽著房中的動靜，一切都是那麽安
靜。

大栓在廚房
的大案板上翻來
覆去的睡不著，
迷迷糊糊躺到了
夜裏 1 點多，不
知道為什麽他的
心裏總是感覺不
塌實，找到這個
活兒也真不容易
，那麽多人裏別
人都沒選挑上就
看上俺了,看來俺

還是有福之人，要是能學好了手藝以後
自己也開個小店就不用再為衣食發愁了
，想到這他越來越美睡意就有些淡了。

這時候，老逢的輕手輕腳來到了廚
房，他面目猙獰，舉起手中緊握的大擀
面仗，狠狠地砸向了傻小子大栓的後腦
勺……

這個時候。抓捕小組已經團團圍住
了包子鋪的小院子，行動隊分四組控製
住四個方向，夜深人靜，大栓發出的第
一聲慘叫在寂靜的夜裏格外滲人，說時
遲那時快，刑警們從院墻上蹭地跳了下
來，哐”地一腳就把廚房門踹開了。
老逢沒想到警察突然出現，他一楞神，
第二棒子舉在空中沒砸下去，就被警察
們按倒在了地上，押上了警車，送到北
京市公安局審訊。

留下的幾個刑警打開廚房，發現在
廚房冰櫃裏還有一條人腿，在院子裏也
挖出了人體殘骸，其中有三個頭顱骨。
鐵證如山，老逢見事已至此，瞞也瞞不
住了，也就把事情全撂了，兩個小時之
後，北京市公安局順利的得到了7.14案
件的全部口供。之後，這本卷宗被遞交
到了審判機關，老逢也被判處了死刑，
立即槍決。

7-14案件結束了，整個案件都被記
錄在卷宗中，由於考慮到此案對社會的
影響太過負面，這份神秘的卷宗被一直
封存了起來，直到二十年後才解封。但
是民間有大量關於西單人肉包子案的傳
說，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西單一帶的市
民都不敢出去買肉包子吃，只在家裏自
己做素包子。

好了，這一期的生活故事會就講到
這兒了，如果您喜歡聽，下個星期我再
給您接著講。

請每周六晚7:30， 周日上午9:30，
周一晚上8點，周二下午1:30收看美南
國際電視15.3由講故事的人黃梅子主持
的《生活故事會》。也可登錄youtube
，訂閱STV15.3 houston life頻道，隨時
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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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世界

俄國動作片《極惡快打》（英文片

名：Russian Raid）近日將於台灣推出

，本片是俄國導演丹尼斯克留奇科夫

（Denis Kryuchkov）的首部劇情長片，

也是俄國影壇近年少見的正宗武術電影

。故事描述一名俄國特種部隊的前成員

，受雇去消滅某個工廠的私人保全部隊

，卻意外發現該工廠與當年殺害他爸爸

的兇手有關……本片的英文片名「俄羅

斯突襲」顯然是要向近年轟動全球的印

尼動作片《全面突襲》致敬，足以見得

製作團隊對本片的信心！

本片導演丹尼斯克留奇科夫一直對

武術有高度的興趣，他和飾演本片主角

的伊凡柯提克 （Ivan Kotik）即是在一

個武術家的聚會上認識。伊凡柯提克是

俄國傳奇演員阿納托利瓦西里耶夫

（Anatoly Vasiliev）的學生，他曾在中

國居住數年，並參與《十二生肖》、

《龍牌之謎》、《天將雄獅》等成龍電

影的特技演出工作。選角以伊凡柯提克

為中心展開，不只要考慮演技，還得考

慮他們是否有格鬥相關背景，因此本片

卡司有超過一半是前格鬥運動家或現役

格鬥運動家，像是飾演主要反派之一的

佛拉迪米爾米涅夫（Vladimir Mineev）

就曾拿下自由搏擊世界冠軍。

丹尼斯克留奇科夫受訪時表示，在籌

備之初，他們就希望主角能夠有自己獨特

的武打風格，跟史蒂芬席格（Steven Sea-

gal）、東尼嘉（Tony Jaa）、伊科烏艾斯

（Iko Uwais）這些動作巨星前輩截然不

同。因此，製作團隊從無到有打造出一套

全新的武打系統，他們比喻為「夢幻俄國

士兵的風格」。丹尼斯克留奇科夫說：

「我們希望主角的動作設計非常『有機』

，他可以像一個鄉下人一樣戰鬥，能非常

精準地給某人吃一頓粗飽，但同時又具備

著訓練有素的士兵的特點。」他強調，本

片主角使用的既不是空手道，也不是拳擊

，更非武術。他們以中國武術為基礎，加

入當地特有的哥薩克舞蹈動作，形成俄國

獨特的風格。

《極惡快打》故事描述尼基塔（伊

凡柯提克 飾）是俄羅斯特種部隊的前

成員，他受雇去消滅當地一間工廠裡的

大型私人保全部隊，好讓他的雇主可以

對工廠老闆進行勒索。在執行任務的過

程中，尼基塔和他的夥伴發現，這間工

廠其實是由一個跟俄羅斯軍方有關的軍

閥所有，而這名軍閥就是當年殺害尼基

塔父親的兇手……《極惡快打》8月27

日將於GP+線上影音、中華電信MOD、

HamiVideo獨家首播！

前所未見戰鬥民族武打動作片《極惡快打》

媲美媲美《《全面突襲全面突襲》》正宗武術電影正宗武術電影

以《魔戒》系列、《幸福綠皮書

》 為 人 所 知 的 維 果 莫 天 森 (Viggo

Mortensen)演而優則導，在接連以《神

奇大隊長》、《幸福綠皮書》角逐奧

斯卡影帝後，選擇以自己的親身家族

往事為靈感，自編自導推出導演處女

作《親情解鎖》。他自己也在片中飾

演主角約翰，一名擁有令人稱羨的職

業，以及美滿同志家庭的男同志。故

事對準世代與城鄉價值觀的差異，找

來老牌影星蘭斯漢裡克森演繹自己的

父親，帶來一段讓人感到心碎，卻極

度寫實的家族物語。然而，在電影消

息一出時，維果卻也面對許多關於性

傾向的質疑。有媒體對於身為異性戀

的他，將親自擔綱主演，飾演同性戀

角色提出疑問。對此維果莫天森也霸

氣回應：「身為演員或導演，我從沒

想過要去探究別人的性向，我也不會

去假定一個同性戀演員只能演出同性

戀的角色，反之亦然。我決定自己來

出演約翰這個角色，單純是因為我有

足夠的演出經驗，而且這樣我也可以

省下一份片酬。」《親情解鎖》除了

由維果莫天森本人同時出任製作人外

，製作團隊也可說是相當華麗，集結

了《女巫》和《為愛起程》的製片共

同參與。

對於首部編導作品便與如此華麗

的製作團隊合作，維果坦言自己非常

幸運。他也表示，自己從影多年，與

非常多優秀的導演合作過，因此對於

導演這個身分並不陌生，「我從導演

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像是該如何巧

妙運用鏡頭，該如何有效地與演員和

劇組人員溝通等等。一部電影的拍攝

得以順利進行，必須仰賴眾人的努力

與相互妥協，因此我認為一個好的導

演必須認知到電影不是個人的事情，

而是集結了眾人的創意與才能，歷經

長時間的溝通合作，才能成功完成的

旅程！」此次維果也特別邀請多次合

作，曾以《超速性追緝》、《裸體午

餐》等作震撼影壇，並獲頒威尼斯、

坎城兩大影展終身成就獎的名導大衛

柯能堡客串演出，飾演老父親蘭斯漢

裡克森的主治醫生。一場大衛柯能堡

要幫蘭斯漢裡克森做「直腸檢查」的

戲，更讓蘭斯驚呼「你別想碰我的菊

花」，這段插曲除了讓身為兒子的維

果好氣又好笑，也令觀眾印象深刻。

《親情解鎖》也於2020年先後在日舞

影展、坎城影展、多倫多國際影展放

映，獲得各界好評不斷，更入圍多項

國際影展競賽獎項，最終獲得聖賽巴

斯提安國際影展最佳影片。本片將於

9月17日在台上映。

約翰（維果莫天森 飾）與同志

伴侶、女兒同住在加州，過著簡單平

凡的生活。然而，隨著老爸威利斯

（蘭斯亨利克森 飾）年紀漸長、得

到失憶症，只好從農村搬來與他們同

住。面對年邁、漸漸失能的父親，約

翰總會想起他過去對母親的種種背叛

，以及從小對他強行加諸的「男子漢

」訓練，因此遲遲難以敞開心房。同

時，身為傳統大男人的威利斯也一如

以往地恐同，甚至不時對約翰的丈夫

惡言相向，讓約翰的耐心幾乎消磨殆

盡，連旁觀的妹妹莎拉（蘿拉琳妮

飾）也束手無策。眼見生活中的憤怒

和衝突愈演愈烈，過往塵封的回憶也

不時來敲門，提醒著往日的甜蜜也好

、痛苦也罷，最愛的人總是傷害彼此

最深，這對父子的關係是否還有轉圜

的餘地？

《親情解鎖》維果莫天森演而優則導
邀請伯樂名導大衛柯能堡客串導演處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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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除了為備戰全運而已前往內地隔離的劍擊隊及單車隊外，
所有香港奧運代表均有出席19日的巴士巡遊及返港歡迎

儀式。上午9時左右，已經有人群在戲曲中心沿路聚集，等候
巡遊隊伍經過；到9時30分，兩架滿載香港運動員及教練團
的開篷巴士由紅館出發，在警車開路下經過彌敦道及廣東道
等主要道路前往戲曲中心，雖然時間正值平日上班時間，不
過沿途仍有大批市民揮舞國旗及香港區旗夾道歡迎，更不時
有人大叫加油以及高呼運動員的名字，

而一眾香港運動員則一直向市民揮手致意以及拿出手機
自拍，到達戲曲中心停車處時更有幾十名支持者追車狂奔，
追睹香港奧運英雄風采。

謝影雪/鄧俊文感動感激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返港歡迎儀式致辭時，再

次讚揚香港運動員無懼疫情挑戰，創下香港奧運史上的最好
成績，出色的表現令所有香港市民感到自豪，其後她向所有
出席的香港奧運代表頒發表揚狀。

在香港鬧市受到“英雄式”的歡迎，香港羽毛球混雙代
表謝影雪坦言被場面感動和震撼：“之前亞運後也曾試過巴
士巡遊，不過今次氣氛更加熱鬧，能夠真正面對面、近距離
感受到他們的支持，而我們亦終於有機會可以親身向他們表
示謝意，希望今次活動可以令市民對香港體育有更切身的感
受，以後都可以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至於她的拍檔鄧俊
文則對熱鬧的場面感到驚喜：“沒想過在上班時間仍有這麼
多人來為我們打氣，他們真的會大叫我們的名字，真心為我
們加油，這些場面令我很受感動。”

李慧詩/張家朗續迎挑戰
至於未能出席的“女車神”李慧詩在社交網站上表示，

看到巴士巡遊的盛況感到非常羨慕，不過她與同在內地備戰
全運會的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亦有拍片分享感受，對一直支
持她的工作人員及支持者表達謝意，希望市民繼續關注出戰
全運會及殘奧會的香港運動員：“連續出戰兩個大型運動會
對體能及心態都是很大挑戰，不過迎難而上的精神就是精英
體育的核心，希望香港市民和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就讀小學的何氏兄弟19日上午9時正已在母
親的陪同下到達戲曲中心，他們表示今次是為了一睹羽
毛球混雙好手鄧俊文的風采而來：“我們自己也會打羽毛
球，看了東京奧運的比賽後覺得鄧俊文好有型，想向他說聲加
油，希望成為像他那樣的羽毛球運動員。”而他們的
母親則表示，趁暑假有空檔來體驗一下“追星”的
感覺，可惜巡遊巴士停留的時間太
短，未能好好看清運動員的模樣：
“奧運期間一有時間就會和他們
（兩名兒子）看香港隊的比
賽，香港運動員很出色、表現
很好，想他們學到運動員的體
育精神，希望將來有機
會和香港運動員更
近 距 離 接
觸 。

”

市
民
反
應

何氏兄弟
為睹鄧俊文風采

東京奧運雖然已經結束，不過一眾香港運動員的腳步未
有因此停下，除劍擊隊及單車隊正在備戰9月展開的全運會
外，何詩蓓下周亦將前往歐洲參加國際游泳聯賽，至於勇奪
奧運空手道銅牌的劉慕裳則會放眼11月舉行的世錦賽，為踏
上全新征途做好準備。

全運會即將在9月15日展開，不過作為奧運銅牌得主的
劉慕裳因傷避戰，她表示自4月開始已經有傷在身，接下來
會集中治理傷患，期望以最佳狀態出戰11月的世錦賽：“4
月練習時已拉傷大腿後肌，雖然不用動手術，不過需要物理
治療師長期治療，由於參加全運會需要接受21天隔離，無法
接受物理治療，徵詢醫生意見後決定留港養傷。”

劉慕裳因傷避戰全運
至於會否參加10月舉行的一級空手道超級聯賽則視乎傷

情而定，不過接下來最大的目標肯定是11月在杜拜舉行的世
錦賽，劉慕裳表示自己已準備好重新出發：“我不會因為拿
到奧運獎牌而感到壓力，每個比賽對我來說都是新的開始，
作為運動員最重要是挑戰自己繼續進步，東京奧運是一個已
經完了的段落。”而香港羽毛球隊年底將面對連場硬仗，接
下來會開始準備出戰歐洲多個大賽，當中包括在西班牙舉行
的世錦賽，香港“一哥”伍家朗表示已反省自己整個奧運旅
程的不足，準備好重新出發迎接未來更多比賽。

至於取得香港三項鐵人史上最好奧運成績第33名的奧斯
卡，則會將目標放在明年杭州亞運，他表示出戰奧運令自己知
道與世界頂尖的差距，未來會致力改善跑步成績，並計劃參加
10月舉行的香港渣打馬拉松十公里賽寓賽於操。

港隊於東京奧運取得1金2銀3銅的歷史佳績，為表揚香港運動員的出色表

現，香港特區政府與港協暨奧委會19日在九龍區安排開篷巴士巡遊及於

戲曲中心舉行返港歡迎儀式，吸引大批市民夾道歡呼拍掌，兼爭相

拍攝健兒的風采，場面非常熱鬧。一眾港將均表示透過這次近

距離接觸深深感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會將他們的每一句

加油化為繼續進步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眾港將腳步未停 再踏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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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右）向劉慕裳頒發表揚
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市民夾道歡迎運動員市民夾道歡迎運動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特區政府與港協暨奧委會香港特區政府與港協暨奧委會1919日舉行日舉行““東京東京20202020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返港歡迎儀式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返港歡迎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乒乓“三寶”杜凱琹
（左起）、李皓晴及蘇慧
音打卡留念。

●●參與東京參與東京20202020奧運會中國香港奧運會中國香港
代表隊代表隊1919日進行巴士巡遊日進行巴士巡遊。。

●何詩蓓向沿途市民
揮手致謝。

●何氏小兄弟。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上班族黃小姐特意請了半天假和朋友來
支持香港運動員，她表示自己最喜歡何詩蓓，希望
她可以繼續再創佳績：“在電視上看到何詩蓓，已經
覺得她長得很漂亮，對答又得體，更拿到兩面銀牌，所以
特意請假來支持她。”她坦言自己是今屆奧運才開始留意香
港運動員，希望大眾對香港體壇的關注可以持續下去：“看
到很多報道，才知道作為香港運動員
很不容易，希望今屆奧運可以增
加大家對他們的關注，無論有
沒有獎牌都支持他們，因
為香港運動員的訓練和比
賽真的很辛苦。”

黃小姐
請假支持何詩蓓

●市民黃小姐。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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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你的情歌》曝終極預告 柯佳嬿邂逅雙重甜蜜心動

由安竹間執導，柯佳嬿、傅孟柏、謝博安聯袂主

演的浪漫愛情電影《你的情歌》將於8月20日全國上映

。影片曝光了終極預告及海報，為情所傷的鋼琴老師余

靜（柯佳嬿 飾）獨自來到花蓮，結識了想要參加歌唱

比賽的高中老師邢致遠（傅孟柏 飾）和他的學生李東

朔（謝博安 飾），意外遭遇雙重告白……

柯佳嬿傷心分手 低谷期遇見愛情

終極預告中，害羞的學生李東朔與鋼琴老師余靜

在海邊交換秘密心事。“余老師你有沒有喜歡的人”

，少年屢屢直球告白令人臉紅。而余靜與老師邢致遠

在電話亭躲雨的那句“常常夢見你”同樣讓人心跳難

抑。朦朧情感，曖昧滋生，這個秋天在影院與愛的人

聽最浪漫的心動告白，不容錯過。

為情所傷的余靜講述著無數人相同的情感困境，

並非每段感情都能善始善終，情傷時刻如何重新出發

？電影《你的情歌》暖心回答，失意時刻總有一首情

歌陪你度過，陪你重新出發，遇見愛情。

雙告白甜蜜戳心 意外轉折變“情敵”

此次發布的終極海報延續了定檔海報的清新風格

，主角三人坐在庭院屋檐下，心懷期待、滿眼憧憬地

望向遠方。影片即將上映，主演柯佳嬿也在社交媒體

回憶了拍攝往事，“那個夏季，清楚得就像昨天”，

“蟬鳴和鳥叫，悶熱的大雨”“連空氣的味道，我到

現在都記得很清楚”。她也感謝了角色帶來的感悟，

“余靜老師讓我知道，很多事情很難，是因為我們從

來都沒有踏出那一步”。

聯想到預告中謝博安飾演的學生向老師傅孟柏放

狠話的場面，少年“奶兇”的樣子令人忍俊不禁，更

讓觀眾心生猜想“男人和男人之間的競爭”是否意味

著劇情將現情感“修羅場”？人生與劇情同樣曲折，

柯佳嬿希望借助影片向觀眾傳達把握人生的主題，

“如果能夠再遇見，這一次，不要再錯過了。”

花
開
垛
田
邀
您
共
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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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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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
7

日
全
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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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蘇全線電影文化有限公司、泰州市文化旅遊發

展集團有限公司、興化市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共同組

建的泰州市垛上花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拍攝的首部電影

《垛上花》將於8月27日全國影院上映。華誠電影電視

數字節目有限公司與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聯合發

行。

江蘇興化油菜花，位於興化市缸顧鄉東旺村，以千

島樣式形成的垛田景觀享譽全國。垛田大小不等，形態

不一，互不相連，非船不能行。置身其中，如同走進古

人擺設的水中龍門陣。傳說垛田是當年泰州知州嶽飛大

戰金兵擺設的八卦陣。每當清明前後，油菜花開，藍天

、碧水、金島織就了“河有萬灣多碧水，田無一垛不黃

花”的奇麗畫面。

影片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興化垛田”為

創作背景，講述了現代知識青年紮根農村基層一線，在

上級黨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難，因地製宜，

因時製宜，發展垛田油菜花旅遊業，帶領老百姓，建設

美麗鄉村，最終實現鄉村振興夢想的故事。

電影通過鄉村振興故事，把觀眾從城市帶入鄉村，

突出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興化垛田地貌和千垛菜花兩大特色，表現興化普通老百

姓的生活，展現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辛苦工作。垛田、油

菜花、脫水蔬菜、特色農產品、魚產品、特色民宿、農

家樂、漁家樂，都帶有濃郁的興化地方特色。影片以千

垛景區為主要取景地，通過扣人心弦的故事，多層次、

全方位地展現了興化獨具特色的風土人情。

《我和我的父輩》
徐崢揭秘中國首支電視廣告誕生記

電影《我和我的父輩》首曝角

色海報和角色視頻，徐崢執導故事

《鴨先知》率先亮相，徐崢、韓昊

霖、宋佳、歐豪、陶虹、賈冰、張

雨綺、焦聖祥、倪虹潔、樊雨潔、

張建亞、張芝華 、張國強、寧理、

胡可、沙溢、馬書良、曹可凡、萬

茜、祖峰組成演員陣容首度曝光。

海報與角色視頻通過頗具年代

感的復古造型，將觀眾視線拉回至

70年代末的上海。《鴨先知》以中

國第一支電視廣告的誕生為題，講

述了中國首位“廣告狂人”的故事，

將觀眾帶回到那個敢於創新，大幹

一場的激情年代。電影《我和我的

父輩》由吳京、章子怡、徐崢、沈

騰執導，將於10月1日全國上映。

徐崢拍攝70年代上海群像
與韓昊霖三次合作首演父子
“國慶三部曲”的前兩部《我

和我的祖國》和《我和我的家鄉》

在 2019 年、2020 年分別斬獲 31.7

億、28.3億票房，成績亮眼，收獲

觀眾好評無數，連續兩年成為國慶

檔的最大贏家，系列新作《我和我

的父輩》因此被觀眾評為“國慶必

看”。從 2019 年的《我和我的祖

國》之《奪冠》到2020年的《我和

我的家鄉》之《最後一課》再到此

次《我和我的父輩》之《鴨先知》，

徐崢三度參與“國慶三部曲”的創

作，此次他將標誌性的喜劇風格進

行到底。談及拍攝該故事的意圖，

他說道：“希望能夠體現那個年代

的創新精神，講述一個大時代的開

啟”。

《鴨先知》片名來源於蘇軾的

名句“春江水暖鴨先知”，“鴨先

知”代表著那些敢搶先“下水”嘗

試新事物的人。徐崢此次將目光瞄

準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上海，當時改

革開放的春風初至，各行各業都摩

肩擦掌地準備謀發展、搞創新，徐

崢飾演的角色趙平洋順勢而為搶占

時代先機，拍攝了中國第一支電視

廣告，成為“先下水的人”。徐崢

、韓昊霖在“國慶三部曲”中第三

次合作，首演父子，他們也將成為

這場創新浪潮的關鍵人物，帶觀眾

回到那個迸發活力和激情的年代。

生長於上海的徐崢，此次將繼續帶

來生活色彩濃厚的上海故事，展現

在那個特別的時期裏，上海經濟、

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向做出突出

貢獻的父母一輩們致敬。

“國慶三部曲”演員老友重聚
徐崢變身廣告狂人

《鴨先知》中有不少“國慶三

部曲”的熟臉：在前作中曾經出演

“冬冬”的韓昊霖、宋佳、歐豪、

陶虹、“小美”樊雨潔、“鄰居”

張建亞、張芝華、馬書良集體回歸

，全明星陣容還原上世紀70年代末

裝扮，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那個年代

上海弄堂的生活氣息。

《鴨先知》海報復古風十足，

首度曝光了二十余位主演和多組人

物關系：徐崢、宋佳、“冬冬”韓

昊霖一家三口搶先登場。徐崢飾演

的趙平洋樸素喜慶，宋佳一頭標準

的復古短發十分時髦，韓昊霖坐在

“爸媽”前面看向前方，一家三口

其樂融融。首演父子的徐崢、韓昊

霖，兩人對手戲引人期待。趙家的

親朋好友也逐一亮相：一身職業工

裝的歐豪倚靠著攝影機，飾演老師

的陶虹眼鏡造型盡顯嚴厲，張國強

一副幹部打扮飾演廠長。賈冰、張

雨綺、焦聖祥組成鄰居小胖一家。

“小美”樊雨潔驚喜回歸，小美的

媽媽則由倪虹潔出演。祖峰飾

演成年冬冬意氣風發；萬茜飾演藥

酒專櫃營業員笑容親切。實力演技

派寧理、主持人曹可凡、馬書良也

驚喜加盟。沙溢、胡可“本色”出

演一對夫妻。《奪冠》《最後一課》

的“黃金配角”張建亞、張芝華也

再度回歸飾演街坊鄰居。徐崢以趙

平洋和冬冬的父子故事切入，延伸

到弄堂裏的上海街坊群像，呈現普

通市民與大時代的緊密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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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娛樂

身兼香港手工藝創作行政總裁的
王祖藍表示，該直播基地主要

是為了給香港藝人，尤其是為年輕藝
人打通北上發展的渠道。作為直播基
地第一個試水的藝人，麥長青現場也
分享了近3個月以來在廣州做直播帶
貨的心得。同時，他也在各視頻社交
平台分享自己大灣區探店的私家地
圖，更開心表示，終於收穫了從業以
來的幾千粉絲團。

王祖藍稱，任職TVB以後，也
一直留足精力挖掘新一代藝人。日
前，內地綜藝節目《披荊斬棘的哥
哥》一播出，陳小春、張智霖等哥哥
們讓“大灣仔”們熱度直升，在這個
熱潮中也看到大家對粵語歌、香港影
視的滿滿情懷。因此，接下來挖掘更
多大灣區的新秀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如此粵語的影視、歌曲才能繼續得以
發展，而不僅停留在“懷舊”層面。

打造一檔粵語脫口秀
此次，直播基地正式落地，王祖

藍、李慧珍也依次進入麥長青的直播
間，開啟直播大聯歡。王祖藍坦言，
過去 10年北上發展，更多的是往
返、駐足在北京、上海等地，較少在
廣州停留做事情。此番，把大灣區的
明星直播基地設立在廣州，也希望通
過自己的“回流”來融合大灣區的影
視娛樂資源優勢，為大灣區的明星藝
人們提供專業的直播平台，如此也助
力大灣區影視娛樂產業融合發展。

此外，身兼多職的王祖藍也被媒
體追問他的演藝計劃。王祖藍說，接
下來將有一部和阿Sa（蔡卓妍）合作

的愛情影片上映，這也是自己任職
TVB前拍攝的最後一部電影。對於
除了直播帶貨以外，是否要全力轉做
幕後這一疑問，王祖藍笑言，當下最
大的精力其實應該是要做好“老公”
和“老豆”這兩個角色。不過，為了
迎接明年香港回歸25周年的慶典，
屆時也將聯合麥長青以及其他更多
TVB藝人打造一檔屬於大灣區的棟
篤笑或者脫口秀。王祖藍認為，上
海、北京，內地各個城市的脫口秀節
目遍地開花，在大灣區也應該做好一
檔粵語的脫口秀。

王祖藍王祖藍：：為港藝
人北上拓渠道為港藝人北上

拓渠道大灣區明星直播基地廣州落成

大灣區明星直播基地廣州落成

●●大灣區明星直播基地廣州落成儀式於大灣區明星直播基地廣州落成儀式於1919日下午舉行日下午舉行。。

●●王祖藍希望以直播基地為香港新王祖藍希望以直播基地為香港新
一代藝人拓寬北上發展渠道一代藝人拓寬北上發展渠道。。

●●王祖藍希望打造一檔粵語的脫口王祖藍希望打造一檔粵語的脫口
秀節目迎接香港回歸秀節目迎接香港回歸2525周年周年。。

●麥長青在廣州試水直播帶貨三個
月，收穫數千人粉絲團很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香港手工藝創作華南總部、

美生活大灣區明星直播基地19日在廣州舉辦落成典禮。王祖藍、麥

長青、李慧珍等齊齊為大灣區直播基地搖旗

吶喊。 圖片：胡若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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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設慶功宴犒勞奧運節目人員 陳貝兒陳庭欣爭取主持巴黎奧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古天

樂（古仔）19日出席護膚品牌活動，現
場吸引大批粉絲圍觀，場面熱鬧，可能
太多人關係，其間引發兩位警員上前了
解，但就無阻活動繼續進行，古仔更即
場傳授“型男”秘技，包括有5“識”，
要“識”包裝、“識”人、“識”做
人、“識”保養及“識”收工。

古仔受訪時透露還欠1“識”，便是
要“識”健康，他這兩年每當有時間便
會研究如何令自己保持健康，保持良好
的身體機能，問到是否食健康產品或湯
水進補，古仔謂：“甚少吃保健品，飲
水和運動則是必需，最重要是以不同食
法來改善。”原來他已開始“斷食”法
有10多年，每日只會在黃昏6點多進食
一餐，白天餓了便去飲水，他從一位醫
生朋友的資訊得知，全世界所有動物都
是捕獵覓食，有時找不到獵物便要捱餓
幾日，所以餓幾餐沒問題，身體有肌餓
感覺反而有助調節體內機能，可以幫助
燃燒脂肪，最好是極度肚餓狀態下才進
食，但可以飲水，古仔提醒有胃病的朋
友便不要這樣做，事前也得先問醫生意
見。

長期“斷食”的他對體能及拍打戲
時，會否有影響，
古仔笑言：“個個
都問我，已經試了
十幾年，一切
都習慣，往往
投入工作時會
忘記肚餓，或
者見到旁人吃
東西便會自動
走開，最緊要
是均衡飲食，
間 中 亦 會 茹
素。”

朱玲玲王幼倫首度會晤佳麗 熱門陳聖瑜淡定梁凱晴緊張

奉
行
斷
食
法
十
多
年

古
天
樂
肚
餓
靠
飲
水

●●朱玲玲和王幼倫朱玲玲和王幼倫（（左左））都表示都表示，，第第
一印象覺得佳麗們質素平均一印象覺得佳麗們質素平均。。

●●陳庭欣陳庭欣（（左左））與陳貝兒表示主持奧運節目與陳貝兒表示主持奧運節目
是一個大考驗是一個大考驗。。

●●古天樂傳授型古天樂傳授型
男秘技男秘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今屆奧運香港代
表隊取得美好成績，TVB 18日於電視城內舉行慶
功宴，慰勞一班參與《2020東京奧運會》的台前
幕後工作人員，超過200名員工都有出席。志偉更
公布有八成觀眾選擇透過TVB旗下頻道收看奧運
賽事，消息相當令人振奮。同時公布東奧期間，香
港市民從免費電視或OTT機頂盒欣賞各項奧運賽
事，當中超過九成透過TVB頻道收看。TVB主席
許濤、副總經理曾志偉更邀請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香港體育學院董事局
主席林大輝等到來一起分享港隊取得佳績的喜悅。

張家朗成功為香港贏得劍擊第一金，主持陳約
臨採訪對方因失儀惹來批評，18日晚她現身慶功宴
時再度向公眾致歉。她說：“對於我在東奧採訪期
間缺乏經驗和不成熟的行為，向大家講對不起。無
論在日本，還是香港的同事，為今次奧運付出了很
多，對於自己的行為為大家帶來影響，感到對不
起。”陳約臨稱事件發生後到回港隔離期間都有作

自我反省，希望在以後的工作上能有所進步。陳約
臨有私下傳訊息給張家朗說不好意思：“他有回覆
說明白我的感受，所以都原諒我，知道他將要參加
全運會，預祝他有好成績。”

至於陳約臨當初堅持自己沒做錯，但之後又親
筆寫道歉信，當中是否受到任何壓力？她說：“當

晚做完採訪直播後已有記者聯絡我，我為自己控制
不到的情緒，所作出的反應說不好意思。”陳約臨
承認公司有第一時間找她，但以關心、開解和鼓勵
的方式跟她溝通，之後鏡頭前雖然少見了她，但她
其實一樣有做採訪工作，今後會繼續珍惜機會。眼
泛淚光的陳約臨最後要多謝公司和同事的包容，事
件令她成長，亦吸取到教訓。

陳貝兒與陳庭欣（Toby）兩位主持坦言奧運
17日期間主持節目是一個大考驗，雖然有點吃力，
但已向公司提出下屆巴黎奧運要再擔任主持。To-
by笑言做完奧運主持感覺像考完試一樣，其間要服
用護眼、補腦健康產品，也試過連續12小時主持
節目，中間只休息了15分鐘。Toby坦承自己也有
失儀的一刻：“有一場游泳比賽，我見到個男泳手
的胸肌都忍不住‘嘩’一聲，我想這些是人之常
情，但要盡量抑制，所以都不算是好錯的罪。”陳
貝兒就表示她做節目一向說話謹慎，通常在腦海中
想一遍才說出口，是她個人做主持的技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將於22日舉行的
《2021香港小姐競選》準決賽，今年請來余錦基、朱
玲玲、王幼倫、劉偉強及林大輝擔任大會評判，20位
候選佳麗19日以自選服裝首度會見大會評判，大熱人
選陳聖瑜持平常心，梁凱晴表示有少少緊張，而梁允瑜
（Chloe）繼王嘉慧（Cathy）後又一位佳麗受傷，她表
示因排舞時弄傷腳踝舊患，希望能趕及康復參戰。

兩位大熱人選陳聖瑜和梁凱晴都穿得很保守，她
們表示想要展示斯文大方和尊重場合，陳聖瑜稱會以平
常心見評判，相信表現淡定就可以。梁凱晴就有點緊
張，希望見評判時能表現自然。問到兩位大熱有沒有賽
前壓力，梁凱晴表示最重要對自己有信心，陳聖瑜就稱

每天都有練習排舞，會盡力表現自己。提到有兩位佳麗
受傷，變相提高她們表演的得分機會，她們都表示不會
這樣想，因為跳舞是團隊合作，講求整體美觀效果。

兩位大會評判朱玲玲和王幼倫都表示未有機會跟
佳麗交談，第一印象覺得佳麗們質素平均。朱玲玲說：
“面試時會深入了解她們的性格、內涵和表達能力。”
王幼倫就稱美貌與智慧雖然重要，但善心也不可或缺。
提到梁允瑜有不少負面新聞，兩位評判都稱沒留意外界
新聞，留待面試時看佳麗的表現，朱玲玲說：“美貌固
然重要，智慧就不用去到博士級，重點是怎樣Carry自
己，面試印象是好重要、要得體，因為港姐選了出來是
要代表香港，要成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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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国时间2021年7月30日，美国参

议院以47票对34票通过了Ur Mendoza

Jaddou担任美国移民局局长的确认。

Ur Mendoza Jaddou 成为美国历史

上第一位女性移民局局长，同时也是第

一位宣誓就任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局

长的阿拉伯和墨西哥裔女性，这与拜登

提倡和践行的官员背景多元化是一致的

。

美国移民局两年多来没有获得参议

院确认的领导人，尽管它是移民系统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至今日，美国移民

局终于迎来了它正式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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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优惠，9月16日前

付全款可享惊喜捡漏价，欢迎来电咨询

或者私信小帮了解具体项目详情。

新任局长是女性移民后代，熟悉美

国移民法

曾担任美国移民局首席法律顾问

国土安全部部长 Alejandro N. May-

orkas在 2021 年 7 月 30 日就确认 Ur

Mendoza Jaddou为美国移民局 (USCIS)

局长发表了以下声明：“我很荣幸祝

贺 Ur Mendoza Jaddou 被确认为美国公

民和移民服务局局长。Jaddou在移民法

、政策和管理方面拥有二十年的经验。

她将公平公正地管理我们国家的移民系

统。作为勤劳移民的女儿，Jaddou了解

移民家庭如何丰富我们的国家以及他们

面临的挑战。我要感谢美国参议院确认

Jaddou。我期待与她密切合作，重建和

恢复对我们移民系统的信任。”

自2019年特朗普罢免前任移民局局

长Lee Francis Cissna后，美国移民局一

直没有正式确认新任移民局局长，一直

以代移民局局长的形式主持工作，此次

时隔两年终于确认正式移民局局长，新

任移民局局长的美国移民政策倾向是什

么？

Ur Mendoza Jaddou 是移民的后代

。她的妈妈来自墨西哥，父亲是来自伊

拉克的移民，她本人出生在加州Chula

Vista市。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移

民局局长，也是第一位宣誓就任美国移

民局局长的阿拉伯和墨西哥裔女性（父

亲是伊拉克人，母亲是墨西哥人），这

与拜登提倡和践行的官员背景多元化是

一致的。

Ur Mendoza Jaddou 毕业于美国斯

坦福大学，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

毕业于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并取得律师资格。

Jaddou被认为是熟悉政府关系与移

民政策方面少有的专家。她曾是奥巴马

政府移民局的总法律顾问，下辖300多

名移民局律师，并与她的直属上司现任

国土安全部长和前前任移民局长Mayor-

kas一起共事过。

类似的经历，让他们对移民和难

民抱有天然的同情心，也让Mayorkas

对Jaddou的任命十分有信心，他表示：

“Jaddou会公正和公平地管理我国的移

民系统。”（willadminister our nation’

s immigration system fairly and justly.）

在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之间

， Jaddou担任美国移民局首席法律顾

问，相当于美国移民局法律部主任。

该部门聘用300多位律师和助理，在全

国范围内支持移民局各个部门的广泛

的移民法律事务，包括各类非移民申

请，移民申请，转换/调整身份，领养

，入籍，庇护申请，难民申请，豁免

，合同问题，劳工问题，移民档案等

等，并负责移民官的法律教育与培训

工作，协助美国司法部和其他政府部

门的移民政策制定指导。

作为首席法律顾问，Jaddou是移民

局局长在有关移民法律方面必须咨询

的顾问，在这个重要位置上近三年的

工作经验，无疑让Ur Mendoza Jaddou

成为熟悉美国移民法律和政策的专家

，给她日后担任移民局局长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Jaddou的任命获得了多方的支持。参

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的民主

党人、DREAM Act法案的提出者之一

Richard Durbin表示：“ Jaddou可能是被

提名过的官员中最胜任这一职位的人”。

此外，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也在7月30日当天向参议院

提交了一份支持Jaddou任命的公开信，

表示Jaddou会在移民领域确保美国商界

的利益。

美国商会给参议院的信

除了移民局的总法律顾问，Jaddou

也担任过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移民分会的总

法律顾问。特朗普上台后，Jaddou离开政

府，创立了非政府机构 DHS Watch

（DHS是国土安全部的缩写），在这个平

台上持续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比如，她批评特朗普收紧移民的做

法导致移民局不得不在2020年对2/3的

员工无薪休假（furlough），因为移民局

不依靠财政拨款而是靠申请人交的申请

费自负盈。

新任移民局长上任后

有两项重要且紧急的任务完成

Jaddou上任后有两项重要且紧急的

任务：

一是缩短移民审理时间（很多EB-5

的申请人在526和 829阶段等得太久了

，不过她没有权力解决排期问题）；

二是解决移民局财政问题（可能会

提高申请费）。

作为移民的后代，以及她以往的移

民政策与法律立法参与程度和她对待移

民的态度，她有望推行宽松的移民政策

，制定并执行与前任局长们限制移民的

政策不同的移民政策，可能改变美国移

民局对待移民与非移民的态度，扭转特

朗普时代严格限制移民的风向，让美国

重新回到美国是“移民国家”的定位上

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目前，美国移民EB-5已处于一个暂

时停摆的状态，相比而言，EB-1类别由

于已经连续五个月没有排期而备受青睐

。有“才”的EB-1A杰出人才以及NIW

移民，都将会迎来更多利好！成为了越

来越多中国精英家庭的不二之选。

美国首位女性移民局局长上任
将会带来哪些利好？

8月4日，国家移民局出席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对非

必要、非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

照等出入境证件！

8月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移民局边防检查管

理司司长刘海涛表示：“鉴于当前境外

疫情反弹明显，我国‘外防输入’面临

着严峻形势，国家移民局密切关注全球

疫情走势，严格限制非紧急、非必要的

人员跨境流动，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

从严审批签发公民出入境通行证件，对

非必要、非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

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国家移民局非必要非紧急暂不签发

普通出入境证件三种情况不受影响

他同时表示，中国将强化外防输入

的四大措施：

进一步严格口岸边境管理

在空港口岸，对境外航班实施专区

查验，严格入境人员出入境的检查，严

密进出口岸管理区人员的查验管理。

刘海涛说，中国还将在海港口岸，

严格国际航行船舶及人员的管理措施，实

施非必要不登陆、不登轮、不搭靠的管理

措施；在陆地口岸，严格执行客停货通的

政策，实行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和防疫管理

措施，在边境一线保持最高等级防控，严

密巡查防控，严把边境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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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优惠，9月16日前

付全款可享惊喜捡漏价，据已掌握的周

边项目售价对比统计，房价低于前述市

场均价20%-30%。欢迎来电咨询或者私

信小帮了解具体项目详情。

严格限制非紧急、非必要的人员跨境流

动

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从严审批签

发公民出入境通行证件，对非必要、非

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

入境证件。

法犯罪活动

深入开展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

犯罪专项斗争，严查严打组织偷私渡违

法犯罪活动，严惩偷渡引带人员，坚决

防止疫情由非法入境人员输入境内。

进一步严格口岸边境管理

通过与陆地毗邻国家和地区的边防

、出入境、移民管理部门开展联合巡逻

、联合执法，强化边境管理区的管理，

共同打击非法越境等违法犯罪活动。

根据移民局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移

民管理工作的相关数据，中国护照签发

量下降了98%，2021年上半年共签发普

通护照33.5万本，同期签发量仅为2019

年的2%，为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生命

安全，防止疫情通过出入境渠道传播，

国家移民局建议民众取消或推迟非紧急

、非必要的出国出境旅行安排。

这就意味着，大家现在申办护照等出入

境证件可能会遇到困难。不过，移民局

也强调不会 “ 一刀切 ”，并证实以

下三种情况将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情况

对申请赴境外留学、就业、商务等

确有需求的人员及时受理，经审核属实

后，签发出入境证件。

尤其是对参加国际防疫抗疫以及因为企

业复工复产需要出入境的中国公民，还

将主动提供优先受理审批以及24小时加

急办证服务

国家移民局非必要非紧急暂不签发

普通出入境证件三种情况不受影响

所以，这三类人在申办出国的出入

境证件时，只要提供真实的学签文件、

学校录取通知、在读证明等文件就可以

得到受理。

换句话说，如果需要出国留学，在

申请护照的时候需要拿到境外院校的of-

fer。如果需要去境外工作，需要有工作

证明或者准证申请许可证。

在德尔塔病毒肆虐的当下，距离开

放旅行证件签发短期无望。而能够顺利

办理证件的理由无非上述三个，移民签

证与工签同样能够办理证件。拥有境外

身份或工签的朋友并不受动态调整政策

限制，并不会陷入被动的境地。

中国国家移民局
非必要非紧急暂不签发普通出入境证件三种情况不受影响

曾被中國影圈內外人士彈為 「戲
屎」的周冬雨，在恩師張藝謀的鼓勵
之下，蛻變成中國影壇的 「3金」影后
！

今次內地盤點 「中國 10 大票房女
星」，意外地不少一線女星如早年
「紅透半邊天」的鞏俐、趙薇、章子

怡等統統冇份，全部out 走。與子怡同
是 「謀女郎」的周冬雨，卻以約115.3
億元驕人的票房 成績，成功登頂，緊
隨其後分別是白百何及賈玲。

貴為今年 「票房女王」的周冬雨
，不忘以自身經歷來勉勵後輩，自爆
曾被人嫌醜樣及戲屎，幸得恩師張藝
謀鼓勵，才能捱到現在！

近年內地票房屢見新高，造就多
位後起之秀，躋身票房榜 Top 10，當
中周冬雨以29歲之齡，成為 「票房女
王」！去年憑電影《少年的你》成為
內地《金雞獎》最年輕影后的她，也
是繼周迅及章子怡之後，同時拿下
《金雞獎》、台灣《金馬獎》及香港
《金像獎》的 「3金」大滿貫影后，可
謂影壇神話！

當年 18 歲的她，憑張藝謀電影
《山楂樹之戀》爆紅，之後的演藝之
路，相當順暢，主演電影不少都擁有
高票房。現於影壇炙手可熱的她，多
年來不忘感謝恩師張藝謀提攜，指對
方是一位很明白演員想法的導演，她
說： 「他是一位喜歡鼓勵演員的導演
，他知道演員的情緒、情感都比較脆
弱，要好好保護。」又重提曾被彈戲
屎似面癱及醜樣，幸得恩師張藝謀不
斷鼓勵，才有勇氣繼續走下去。

至於排名第2的白百何，累計票房
約114.9億元。她一向是票房福將，由
2011年電影《失戀33天》意外地大收
約3.6億元後，大部分主演作品的票房
，都相當不錯，尤其《捉妖記》系列
共收56億元，成績有目共睹！

若說周冬雨是影壇神話，內地女
星賈玲絕對是另一奇迹，她以約104億
元累計票房紀錄，進佔第3位，能夠入
榜當然不能不提今年的賀歲檔電影
《你好，李煥英》，該片至今錄得 65
億元票房，令首次執導兼演出的賈玲
，一躍成為中國電影史上最高票房的

女導演。她曾剖白自己由演員跳入導
演界的主因，是想紀念已故母親李煥
英，如今該片迭創佳績，她亦相當高
興，希望天上的母親，知道她生活得
很好，受到很多人的喜歡。

打入票房10大的還有No.4的馬麗
（ 約 88.61 億 ） 、 No.5 的 姚 晨 （ 約
87.81 億）、No.6 的舒淇（約 82.24 億
）、No.7 的盧靖姍（約 75.67 億）、
No.8的楊冪（約74.42億）、No.9的佟
麗婭（約 69.45 億）以及 No.10 的林允
（約67.81億）。當中值得一提的，是
只有約10部電影上映過、而且不少只
是演閒角的盧靖姍，她全靠 2017 年主
演吳京電影《戰狼 2》才上榜，當年
《戰狼2》大收68.5億元，至今仍是中
國電影票房第1位，盧靖姍能夠上榜，
要多謝的相信不是老公韓庚，而是吳
京！

至於暫列第 10 的林允亦潛力無限
，因她主演周星馳製作經年的《美人
魚2》還未上映，若該片如前作一樣大
收，分分鐘帶挈她殺上3甲之中哩！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閒話中國閒話中國1010大票房女星大票房女星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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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影視

由文化部及駐德國代表處贊助

與支持、「映像臺灣 Impression

Taiwan」主辦、「國家電影及視聽

文化中心」臺灣電影工具箱及Tai-

wan Docs協辦的2第四屆「柏林臺

灣影展」將於8月20日至29日隆重

登場，選映4大單元共16部作品，

本屆首度收錄短片單元「遊子：移

工短片合輯」，透過3位新銳導演

的視角，聚焦全球化下的臺灣移工

議題。同時影展也啟動網路論壇，

邀請短片《妮雅的門》導演廖克發

以及長期在臺的德籍記者白德瀚，

線上探討在臺移工的複雜處境。

第四屆「柏林臺灣影展」首開

短片單元「遊子：移工短片合輯」

，將3位新銳導演廖克發、鄒隆娜

、蘇哲賢拍攝的臺灣作品帶到歐洲

放映。短片專題拼貼不同族群、階

級與宗教的底層人物，以多線敘事

點出當代社會多重議題，片中常可

見社會價值觀的錯亂與真實人物的

無奈立場。同樣生活在臺灣土地上

，這些新移民有著相異的人生際遇

與困頓，此單元欲展現臺灣社會下

少見的一面，不僅呼應時下德國社

會對新移民的討論，更進一步啟發

跨越文化及國族的對話。

《妮雅的門》是馬來西亞導演

廖克發的短片作品，曾以《菠蘿蜜

》入圍釜山國際影展以及金馬獎最

佳新導演的他，利用極其平凡的生

活細節，將菲律賓籍女傭妮雅的思

鄉之情及牽掛，豪不保留的傾洩出

來。

鄒隆娜導演的《阿尼》紀錄了在

高雄工作的菲律賓籍漁工阿尼，在破

落的環境中只有船艙一隅是屬於自己

的空間，緊攥著的純白夢想是讓他堅

持下去的唯一動力，然而日復一日

，阿尼的未來又何去何從？

《九發子彈》則是曾以《街舞

狂潮》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導

演蘇哲賢新作，取材自真實社會案

件「越南移工阮國非之死」，試圖

探問這奪去移工性命的9發子彈究

竟代表了什麼？本片同時入選今年

德國德勒斯登電影節國際短片正式

競賽項目。

根據統計，在臺灣居留的外籍

人士數量達到近80萬人，其中大部

分來自東南亞。作為發展最快的社

區組成，他們目前面臨著什麼樣的

生活挑戰？「柏林臺灣影展」此次

所發起的「人權論壇」，即邀請到

參展影人廖克發和德國駐臺記者白

德瀚（Klaus Bardenhagen），透過

本次影展的「遊子：移工短片合輯

」，一窺新移民在臺灣的生活。

《妮雅的門》導演廖克發的祖

父母從中國移民到馬來西亞，自身

又到新加坡唸書，再來臺灣拍電影

，一直被稱作「外國人」的身份認

同讓他對於移民議題的敏感度相當

高。讓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當《妮

雅的門》在移工庇護所放映時，大

多數移工都覺得自己的遭遇比劇情

還悽慘，根本不像電影呈現得那麼

好；而在電影節播放時，臺灣觀眾

則覺得片中的雇主太惡質，並表示

身邊很多朋友對待移工其實都很不

錯。明明是一樣的電影，不同受眾

卻有著如此極端的反應，也清楚揭

示移工在為自己發聲管道上，不論

來自雇主或政府的協助，仍有許多

進步空間。

而白德瀚以自己寫過的報導

《無人權的廉價勞工：臺灣次等外

國人》為例說道：「雖然我是在臺

灣的外國人，但卻無法代表這整個

群體，因為我們是其中的少數；當

臺灣人說到「外國人」這個詞時說

的主要是西方人，絕大部分不包含

移工，因為他們有個特定的代稱，

他們被叫做『外勞』」。因此他也

呼籲，不論來自何方，都應當一齊

重視東南亞移工所面臨的困境。

「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是屬

於臺灣人的驕傲，然而不幸地，在

這裡歧視仍然存在。從兩位與談者

同為移民的角度來看，我們或許能

夠重新識別、省思臺灣的文化、社

會和種族多元性。完整的「柏林臺

灣影展」網路人權論壇，也可在影

展的官方Youtube頻道（https://youtu.

be/HxfPA0ATYws）免費收看。

本屆「柏林臺灣影展」採一票

看到底形式，凡購買「七日影展通

行證（7-day Festival Pass）」即可

在影展期間的7天內無限次觀賞15

部精選電影，8月1日於Vimeo上開

放預購，早鳥票（8月1日至19日）

售價12.00歐元、一般票（8月20日

後）售價18.00歐元，不開放單場電

影販售。每部選片皆有英文字幕，

邀請在德國的影迷朋友一同觀影！

想了解更多影展資訊，請密切關注

最新消息。

金馬提名導演協德媒揭台灣移工血淚困境
「柏林台灣影展」 論壇籲新移民人權要進步

日舞影展首映的《甘單歐吉桑》發掘導演家鄉夏威夷的島嶼傳說與靈性之美，右為吳恬敏

《辣媽的祕密》描繪潛藏在美艷名模美麗外貌下的最毒婦人心

《無懼之地》以在牧場為背景，藉動物與人的關係寫實體現對社會的諷刺

由楊祐寧、Duncan周群達及金勤主演，於2004年上映

的本土第一部同志愛情喜劇《17歲的天空》，是陪伴許多

影迷的經典同志青春電影。今年3月發起4K修復集資計劃

，希望藉由影迷的力量進行影片的數位修復，保留當時底

片拍攝的光影色調，並升級影像和聲音的品質。在影迷大

力支持之下，募資活動圓滿結束，感謝所有影迷的協助，

修復工作也接近完成。而加入修復計劃的CATCHPLAY與

三和娛樂也將共同發行本片，讓《17歲的天空》在上映17

週年後，於今年秋天重返大銀幕，也成為第一部眾籌成功

重新上映的本土電影。正式重映日期請密切鎖定CATCH-

PLAY官方臉書。

今日公布《17歲的天空》重映版預告及全新海報，

影片中經典的泳池橋段以及夏日炎熱的台北街景，讓影

迷直呼彷彿喚回了年少時青澀無畏的回憶，憑此片獲得

第41屆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的楊祐寧更形容：「這是青

春的、陽光的、並且很勇敢的一部電影。」而導演陳映

蓉則說：「很幸運在當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能和劇組

不顧一切的完成這部作品，並獲得觀眾迴響。『無所不

在，無所不愛』是電影的最高價值，也希望無畏的愛繼

續鼓勵更多人。」

電影《17歲的天空》描述天真憨直的周小天（楊祐寧 飾）隻身北上和他的Mr. Right碰面，最

後卻落得美夢幻滅，無處可去的小天只好投靠心地善良的國中同學小宇（金勤 飾）。某天小天在酒

吧被外型出色的酷哥白鐵男（周群達 飾）吸引，小宇卻警告他要遠離這位圈子裡的頭號愛情殺手。

面對自己的心意和朋友的告誡，小天該如何踏出戀愛的第一步呢？

《17歲的天空》 4K修復集資計劃成功
楊祐寧經典同志青春喜劇 17週年重返大銀幕

由郭珍弟執導的電影《期末考

》，主創群今（18）日重返拍攝

地－高雄阿蓮國小峰山分校舉行電

影映前記者會，當年參與電影拍攝

的學童們也「返校」參加，場面溫

馨熱鬧。電影《期末考》3年前在

峰山分校開鏡，當年稚嫩的小學生

演員，如今已念國三。

電影《期末考》重回拍攝地高

雄阿蓮國小造勢，校長蘇聰榮和14

位學童演員特別準備龍眼，祝福

《期末考》票房大豐收。映前記者

會刻意布置成學期末「同樂會」現

場，氣氛十分歡樂。

片中飾演該校老師的楊小黎、

邱志宇當場重現教學橋段：以烏克

麗麗、吉他伴奏，獻聲演唱電影主

題曲〈我就是愛〉，讓人聽得如癡

如醉。由於拍攝場景不同，其他演

員如陳淑芳、陸弈靜、夏騰宏及吳

宏修，則是第一次來到該校，加上

看到這麼多小朋友「返校」，大家

都被歡樂感染，紛紛回憶起拍片點

滴，以及自己的童年時光。

電影從開鏡到上映正好整整

3年（2018至 2021年），這 3年間

演員陸續爆紅，除男主角藍葦華

靠《俗女養成記》《當男人戀愛

時》影視紅不讓外，楊小黎勇奪

金鐘獎，吳宏修榮登桃影影帝，

陳淑芳去年雙奪金馬獎影后及最

佳女配角大獎，邱志宇也入圍了

金馬新人獎；就連導演郭珍弟日

前也因前作《戀愛好好說》，奪

下印度羅沙尼國際影展最佳導演

大獎。

該片劇情關懷台灣偏鄉教育，

敘述一名代課老師（藍葦華 飾）在

期末考前7天，為等待一紙續任聘

書、陷入天人交戰的故事。藍葦華

將老師掙扎於教育與尊嚴的難堪處

境，詮釋得令人揪心。

陳淑芳在首映會上呼籲大家能

支持國片、支持《期末考》，導演

郭珍弟對於高雄市的協助支援亦表

達感謝；包括立委邱議瑩、高雄市

教育局長謝文斌以及阿蓮國小蘇聰

榮校長都前來觀賞首映。

《期末考》關懷台灣偏鄉教育
開鏡到上映3年演員陸續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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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20212021年秋季年秋季
學期開學典禮學期開學典禮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所有出席貴賓大合照所有出席貴賓大合照。。

「「台灣松年學院台灣松年學院」」 董事長陳董事長陳
美芬致詞美芬致詞。。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陳奕芳
主任致詞主任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羅復文
處長網路致詞處長網路致詞。。

美南旅館公會理事長葉德雲博美南旅館公會理事長葉德雲博
士致詞士致詞。。

美南及北美旅館公會會長美南及北美旅館公會會長
陳清亮長老致詞陳清亮長老致詞。。

張淑貞教授作花藝表張淑貞教授作花藝表
演及說明演及說明。。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右右 ））頒獎張頒獎張
淑貞教授淑貞教授（（左左 ）。）。

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右右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左左 ））頒獎當天的專題演講主頒獎當天的專題演講主
講人李雄先生講人李雄先生（（中中 ）。）。

聖多瑪斯大學商學院榮譽院長何聖多瑪斯大學商學院榮譽院長何
益民博士網路致詞益民博士網路致詞。。

「「台灣松年學院台灣松年學院」」 許許
勝弘院長致詞勝弘院長致詞。。

嚴美君老師現場豎琴演奏嚴美君老師現場豎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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