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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toll from Kabul airport attacks rises to 103, 
Taliban official says no evacuation deadline ex-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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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UL, Aug. 27 (Xinhua) -- An unnamed Tali-
ban official, quoted by media reports Friday, has 
said there is no reason to extend the deadline for 
foreign forces to leave the country as the death 
toll from the Kabul airport attacks on Thursday 
has reportedly risen to at least 103.

The Taliban official also said that more than 20 
Taliban members were killed at the airport at-
tacks. Watch towers will be reportedly set up by 
Taliban guards around airports in the country.

Unconfirmed reports said at least 40 dead bod-
ies and 120 wounded were transferred to Kabul 
hospitals.

The number of U.S. service members killed in 
the attacks has risen to 13, with 18 more injured 
troops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lown 
out of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update 
by Bill Urban, public affairs officer of the U.S. 
Central Command.

Another huge explosion was heard in the Afghan 
capital Kabul early Friday, hours after the deadly 
twin bomb blasts at the Kabul airport on Thurs-
day.

However, Taliban spokesman Zabihullah Muja-
hid said in a statement on Twitter that it was a 
controlled explosion by U.S. troops destroying 
equipment at the airport.

Earlier, the Islamic State group has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adly attack on the Kabul 
airport, saying it was targeting “translators and 
collaborators with the American army.”

The first explosion struck the north gate, a 
military gate of the Kabul airport. The second 
massive blast occured about 30 minutes later in 
Baron Camp, a military base near the airport used 
by coalition forces in the past.

“A suicide bomb blast occurred in the middle of 
a crowd roughly at 6:00 p.m. local time outside 
a crowded gate of the airport,” witness Abdul 
Wakil told Xinhua by phone.

People were shifting the wounded by hand carts 
and stretchers as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airport’s 
Abbey Gate was blocked in the past days.

Ambulances, taxis and vehicles arrived near the 
site shortly after the blast, he said.

Local TV channel Tolo News aired a footage 
from an emergency hospital where dozens of 
vehicles were shifting the wounded.

The blasts, reportedly caused 
by suicide bombers, happened 
after Western nations warned of 
a terrorist attack at the airport 
as thousands of people gathered 
waiting for evacuation flights to 
leave the country.

As the Aug. 31 deadline looms 
for the U.S. troops to withdraw 
from Afghanista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crambling to 
evacuate Americans and its 
Afghan partners from the country 
since the Taliban took control of 
Kabul on Aug. 15.

Thousands of U.S. and coalition 
forces soldiers were stationed 
inside the airport while Taliban 
members provided security for 
the outside of the facility.

The Taliban condemned the 
bombing outside Kabul airport, 
saying it happened at an area 
where U.S. forces are responsible 
for security.

At least 90,000 people have been 
evacuated from Kabul airport 
since Aug. 14, one day before th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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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ct, a 2018 Pew Research Center study 
found that Asian Americans were the most 
economically divided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n the U.S., with Asian Americans in the top 
10th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making 10.7 
times more than those in the bottom 10th.
Myth: Asian Americans immigrate to the 
U.S. in the “right” way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who identify as 

Islanders were born outside the U.S., ac-
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immigrants of any 
ethnic or racial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Asian Americans are often overlooked 
in debates about immigration reform.
Asians have a wide range of reasons for 
immigrating to the U.S., including those 
coming as refugees or asylum-seekers. Out 
of the almost 11 million estimated undocu-
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S., around 1.5 
million (14%) are from Asia, according to 
th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 LARGE NUMBER OF ASIANS IN 

AMERICA                ARE UNAUTHO-
RIZED IMMIGRANTS
Out of the top 10 most common ori-
gin countries for unauthorized immi-

              eno detamitse na ,.S.U eht ni stnarg
million people come from India, China 
or the Philippines.

Heightene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has also impacted Asian Americans. 
From 2015 to 2018,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arrested about 
15,000 immigrants from Asia, according 

-
icans Advancing Justice.
The report also found that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 were three to four 
times more likely to be deported for 
old criminal convictions compared with 
other immigrant groups. Out of the ap-
proximately 16,000 Southeast Asians 

more than 13,000 had removal orders 
that were based on old criminal convic-
tions.

Myth: Asian Americans Face Less 
Systemic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tarted, 
hate crimes and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ave increased. In an April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32% of Asian American adults 
— a greater percentage than any other 
racial or ethnic group — said that they 
feared someone might threaten or phys-
ically attack them.
ASIAN AMERICANS AND OTHER 

GROUPS REPORT NEGATIVE 
EXPERIENC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Share of respondents who say each of 
the following has happened to them 
since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ecause 
of their race or ethnicity.
NOTES
Asian American adults were inter-
viewed in English only. Sample does 

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 survey of 
U.S. adults conducted April 5-11.
Credit: Connie Hanzhang Jin/NPR

In response,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on 
May 18. The bill would have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ppoint a point person to ex-
pedite the review of hate crimes related to 
COVID-19. It would also direct resources 
toward making the reporting of hate crimes 
more accessible.
Despite increased news coverage of vari-
ous attack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upcoming legislation, the LAAUNCH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etween 
March 29 to April 14, found that 37% of 
white Americans were not aware of in-
creased incidents of hate crimes.
But anti-Asian bias and discrimination are 
not new to the pandemic.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limate, it’s important to look 
at historical context. In past periods of 
national tension, especially during times 
when the U.S. has been at war with Asian 
countries, anti-Asian racism has similarly 
risen.
Myth: Asian Americans are fairly repre-
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The recent LAAUNCH survey also found 
that almost half of Americans incorrectly 
believe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over-
represented or fairly represented in senior 
positions within American companies, pol-
itics, media or other realms.
In reality, Asian Americans are underrepre-
sented in these positions of power, holding 
about 3% of these positions in comparison 
with composing 7% of the U.S. population, 
a report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found 
last year.

the lowest degree of representation in polit-

or ethnic group.

Asian Americans Are The Most
Politically Underrepresented 

Group

as of last year Asian Americans were 
underrepresented relative to their pop-
ulation by a differential of -85%. White 
people were overrepresented by 46%.

Asian Americans are even underrepresent-
ed in states with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Asian American residents, like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Especially since the start of collective 
activism among Asian Americans in the 
1960s, Asian Americans have had a rich 
history of political activism and involve-
ment. But that history has not always trans-
lated to greater representation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may point to answers: 92% of Americans 
polled said they were comfortable with 
Asian Americans as doctors or friends, but 
only 85% said they were comfortable with 
an Asian American as a boss and 73% as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these perceptions, Asian Ameri-
cans are pushing forward. Asian Ameri-
cans increased their voter turnout rate by 
more than any other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n the 2020 election and in part helped Joe 
Biden win Georgia. In that same year, 158 
Asian Americans ran for state legislatures, 
the highest number since the 2018 mid-
terms.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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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THER END OF THE SCALE, BURMESE AMERICAN HOUSE-
HOLDS ARE THE LOWEST-EARNING GROUP, WITH A MEDIA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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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Charts That Shed Light On Images
Of Asian Americans Held By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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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the last two weeks in the
small west Texas oil town of
Iraan, population 1,200, 119
people were tested for the
COVID-19 virus and 50
tested positive. That is a 42%
positive rate.

In Iraan one of the residents,
Vicky Zapata went live on
Facebook to ask people to
pray for them to heal the
town. She doesn’t know
how the outbreak in her town
started. Some of the patients
needed to be flown to a
nearby city for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here are now
only 372 ICU beds available
in the entire state of Texas.

Last week the school district
shut down the school and the
beloved football season was
postponed. The City Council
members also decided to
close the city buildings to all
residents and voted to
postpone all late fees on
water and gas utilities bills to
help out the local residents.

This is very sad that in a lot of
small towns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because some

of the residents do not believe
in getting vaccinated against
the virus.

With many people in
quarantine, the small town is
quieter than normal. The
people are now mourning the
loss of one of their friends,
Sammy, in a service at the
football stadium. He passed
away five days after an ICU
bed was not available for hi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now facing a big challenge. In

this pandemic war, a lot of
people just won’t follow
CDC instructions and
guidelines because they want
their own freedom. But in
reality, their thinking will affect
their family and their
neighbors.

Whatever will come in the
future, all of our citizens need
to face this difficult time
together. Unless we help
each other, we never will se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0808//2727//20212021

Sad Story From A SmallSad Story From A Small
Texas TownTexas Town



CC33星期六       2021年8月28日       Saturday, August 28, 2021

English

BUSINESS

“Smart.” “Hard-working.” “Nice.” Those 
were among the adjectives that respondents 
offered up in a recent poll when asked to 
describe Asian Americans.
The poll, conducted by the nonprofit Lead-
ing Asian Americans to Unite for Change 
(LAAUNCH), was another all-too-familiar 
reminder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still per-
ceived as the “model minorit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is myth 
about Asian Americans and their perceived 
collective success has been used as a racial 
wedge — to minimize the role racism plays 
in the struggles of other minority groups, 
such as Black Americans.
Characterizing Asian Americans as a mod-
el minority flattens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of Asian Americans into a singular, narrow 
narrative. And it paints a misleading picture 
about the community that doesn’t align with 
current statistics.
Here’s a look at some common misconcep-
tions driven by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Myth: Asian Americans are a single 
monolithic group

Currently, more than 22 million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live in the U.S., mak-
ing up approximately 7% of the nation’s 
population. They trace their heritage to 
different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with 
people of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descent making up the largest shares, 
though no group makes up a majority. 
More than 1.5 million Pacific Islanders, 
who descend from Micronesia, Melane-
sia or Polynesia, live in the U.S. as well.

ASIAN AMERICANS TRACE 
THEIR HERITAGE TO DIFFER-
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NOTES
The U.S. Census Bureau classifies a person of Asian de-
scent as anyone who traces their heritage to a subset of 
countries in the continent of Asia. But there may be people 
outside of this classification who self-identify as Asian.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2019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Credit: Connie Hanzhang Jin/NPR
Academics and activists trace the term “Asian American” 
to 1968, when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ounded the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 
At the time, the group sought to unite students of Japanese, 
Chinese and Filipino descent to fight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cognition.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API) is a term 
that has its roots in the 1980s and ‘90s, when the U.S. 
Census Bureau used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las-
sification to group Asians, Native Hawai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together. In 1997, the bureau disaggregated the 
categories into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Scholars and activists have critiqued both terms for mask-
ing differences in histories and needs among communities, 
as well as supporting the myth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a 
monolithic group.
Within these regional groups, a huge variety of ethnicities 
exist with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People who 
identify their heritage as Chinese, Indian or Filipino make 
up the largest share.

MANY ETHNICITIES FALL UNDER THE 
ASIAN AMERICAN UMBRELLA

Notes
Ethnicities with fewer than 100,000 people not shown. 
The U.S. Census Bureau classifies a person of Asian 
descent as anyone who traces their heritage to a subset 
of countries in the continent of Asia. But there may be 
people outside of this classification who self-identify as 
Asian.
These numbers have risen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Asian American population is the fastest-growing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n the U.S., growing by 81% from 2000 
to 2019.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saw the second-fastest 
growth, at 70%, followed by Native Hawai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t 60%. The white population grew by only 1% in that time.
Myth: Asian Americans are high earning and well educated

Asian Americans have a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of around $78,000 
a year,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median of about $66,000. 
However, that overall statistic obscures larg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
ent Asian-origin groups.
These economic disparities are partially driven by similar disparities in 
education levels among Asian Americans. The highest-earning groups 
— Indian American and Taiwanese American households — also have 
the highest levels of education, while the lowest-earning groups have 
comparatively lower levels of education.

Key Disparities In Income And Education Among 
Different Asian American Groups 

NOTES
The U.S. Census Bureau classifies a person of Asian descent as any-
one who traces their heritage to a subset of countries in the continent 
of Asia. But there may be people outside of this classification who 
self-identify as Asian.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2019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Credit: Connie Hanzhang Jin/NPR

(Continued On Page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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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brating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 Month 

 Six Charts That Shed Light
On Images Of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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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ct, a 2018 Pew Research Center study 
found that Asian Americans were the most 
economically divided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n the U.S., with Asian Americans in the top 
10th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making 10.7 
times more than those in the bottom 10th.
Myth: Asian Americans immigrate to the 
U.S. in the “right” way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who identify as 

Islanders were born outside the U.S., ac-
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immigrants of any 
ethnic or racial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Asian Americans are often overlooked 
in debates about immigration reform.
Asians have a wide range of reasons for 
immigrating to the U.S., including those 
coming as refugees or asylum-seekers. Out 
of the almost 11 million estimated undocu-
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S., around 1.5 
million (14%) are from Asia, according to 
th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 LARGE NUMBER OF ASIANS IN 

AMERICA                ARE UNAUTHO-
RIZED IMMIGRANTS
Out of the top 10 most common ori-
gin countries for unauthorized immi-

              eno detamitse na ,.S.U eht ni stnarg
million people come from India, China 
or the Philippines.

Heightene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has also impacted Asian Americans. 
From 2015 to 2018,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arrested about 
15,000 immigrants from Asia, according 

-
icans Advancing Justice.
The report also found that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 were three to four 
times more likely to be deported for 
old criminal convictions compared with 
other immigrant groups. Out of the ap-
proximately 16,000 Southeast Asians 

more than 13,000 had removal orders 
that were based on old criminal convic-
tions.

Myth: Asian Americans Face Less 
Systemic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tarted, 
hate crimes and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ave increased. In an April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32% of Asian American adults 
— a greater percentage than any other 
racial or ethnic group — said that they 
feared someone might threaten or phys-
ically attack them.
ASIAN AMERICANS AND OTHER 

GROUPS REPORT NEGATIVE 
EXPERIENC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Share of respondents who say each of 
the following has happened to them 
since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ecause 
of their race or ethnicity.
NOTES
Asian American adults were inter-
viewed in English only. Sample does 

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 survey of 
U.S. adults conducted April 5-11.
Credit: Connie Hanzhang Jin/NPR

In response,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on 
May 18. The bill would have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ppoint a point person to ex-
pedite the review of hate crimes related to 
COVID-19. It would also direct resources 
toward making the reporting of hate crimes 
more accessible.
Despite increased news coverage of vari-
ous attack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upcoming legislation, the LAAUNCH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etween 
March 29 to April 14, found that 37% of 
white Americans were not aware of in-
creased incidents of hate crimes.
But anti-Asian bias and discrimination are 
not new to the pandemic.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limate, it’s important to look 
at historical context. In past periods of 
national tension, especially during times 
when the U.S. has been at war with Asian 
countries, anti-Asian racism has similarly 
risen.
Myth: Asian Americans are fairly repre-
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The recent LAAUNCH survey also found 
that almost half of Americans incorrectly 
believe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over-
represented or fairly represented in senior 
positions within American companies, pol-
itics, media or other realms.
In reality, Asian Americans are underrepre-
sented in these positions of power, holding 
about 3% of these positions in comparison 
with composing 7% of the U.S. population, 
a report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found 
last year.

the lowest degree of representation in polit-

or ethnic group.

Asian Americans Are The Most
Politically Underrepresented 

Group

as of last year Asian Americans were 
underrepresented relative to their pop-
ulation by a differential of -85%. White 
people were overrepresented by 46%.

Asian Americans are even underrepresent-
ed in states with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Asian American residents, like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Especially since the start of collective 
activism among Asian Americans in the 
1960s, Asian Americans have had a rich 
history of political activism and involve-
ment. But that history has not always trans-
lated to greater representation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may point to answers: 92% of Americans 
polled said they were comfortable with 
Asian Americans as doctors or friends, but 
only 85% said they were comfortable with 
an Asian American as a boss and 73% as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these perceptions, Asian Ameri-
cans are pushing forward. Asian Ameri-
cans increased their voter turnout rate by 
more than any other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n the 2020 election and in part helped Joe 
Biden win Georgia. In that same year, 158 
Asian Americans ran for state legislatures, 
the highest number since the 2018 mid-
terms.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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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THER END OF THE SCALE, BURMESE AMERICAN HOUSE-
HOLDS ARE THE LOWEST-EARNING GROUP, WITH A MEDIAN HOUSE-
HOLD INCOME OF $46,000 A YEAR.

Six Charts That Shed Light On Images
Of Asian Americans Held By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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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你每年如何庆祝跨年夜呢？奔走于

邻里之间，将旧餐具扔在别人家门前？

如果住在丹麦，你可能会这么做。或者

挑选这一年中引起轰动的名人或事件，

做成人偶，然后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

？如果你是厄瓜多尔人，你可能就是这

么庆祝跨年夜的。

世界各地的传统都不尽相同，一个

地区的风俗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可能甚为

古怪。由于好莱坞和其他媒体的大力宣

传，美国文化和传统已经传播到地球上

的各个角落。但就像美国人觉得其他地

方的传统奇怪一样，其他国家的人也照

样会觉得美国的一些传统颇为奇怪。

10.举办车尾野餐会

美国人参加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

赛）的时候，仅仅出席、落座是远远不

够的。他们要提前数小时到场，为现场

观赛做准备。参加“车尾野餐会”

（Tailgate parties）的人们会穿戴与球队

颜色相同的衣饰，挤满体育场的停车场

。大家会一起烧烤食物，喝成人冷饮，

玩草坪游戏，讨论足球等等。

许多人都很重视野餐会的场地布置

，甚至会拖着音响、电视和卫星天线给

活动增色添彩。至于这个聚会什么时候

开始，没有最早，只有更早！有些球迷

在黎明时分就已经到场开始庆祝了——

甚至在比赛前夜就开始占位了！

除了停车场聚餐之外，美国还有许

多与美式足球有关的传统，比如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这个。

9.观看超级碗广告

看电视广告通常是很难熬的，但看

超级碗的广告（Super Bowl Commercials

）就完全相反了。美国人是超级碗比赛

最大的观众群体，他们十分期待大赛间

隙投放的广告，想看看哪个广告最让人

眼前一亮。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兴致

勃勃地争论哪支广告最好，并对其进行

排名，反反复复，乐此不疲，对广告的

兴趣甚至超过了那些有时乏善可陈的比

赛。

哪个广告成本最高？哪个成本又低

得惊人？这些广告时段价值几何？问题

无穷无尽。若要回答这些问题，下面这

些数字可能会派上用场。多力多滋

（Doritos）广告是2011年最流行的广告

之一，拍摄成本只有五百美元。而比赛

过程中大约播出了60支商业广告，每30

秒价格高达300万美元。尽管广告费高

达10万美元/秒，但广告商仍然乐意一

掷千金，将这个特殊的美国传统“发扬

光大”。

8.庆祝美国梦

尽管美国梦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近年来也不断调整，但很少有人否

认，大多数美国人都会教育孩子说，美

国梦是他们每个人的美国梦。这是否属

实另当别论，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

的话题。

从情感角度来说，美国梦唤起了那

些为实现美国梦而努力工作的人追求自

由的热情，同时也让这些人相信他们在

通往繁荣的道路上享受平等的权利。但

从更实际的角度看，许多人认为，实现

美国梦已经逐渐等同于消费主义以及居

者有其屋，其核心已不再是单纯的一种

信条理念。无论真相如何，将“每一代

人都可以实现美国梦”的观念传承下去

仍旧是美国的一大传统。

7.开展“世纪大审判”

美国人酷爱耸人听闻，美国媒体也

乐于配合，常用那些夸张至极的语言使

公众哗然。因此，每过几年便会有一个

新的“世纪大审判”（Trial of the Cen-

tury）在美国诞生。每一次的诉讼案件

都比上一次的更恶劣、更让人痛心疾首

，以至于之前的“世纪大审判”统统被

人们抛之脑后。

“世纪大审判”经常发生在名人身

上，比如罗斯科· 阿巴克尔 （Roscoe

Arbuckle）、O.J.辛普森(O.J.Simpson)以

及美国前总统比尔· 克林顿(Bill Clinton)

，但大多数时候，“世纪大审判”会把

一个普通人变成名人(不论他们愿意与

否)。 最近的一次“世纪大审判”中，

一个普通人——凯西· 安东尼(Casey An-

thony)就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

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她的“名声”所

招致的大都是社会的谴责，同时美国公

众也不遗余力地在社交网站上对她进行

攻击。尽管如此，这样的情形并不会持

续太久，几年过后便会有新的“世纪大

审判”出现并取而代之。

6.扔南瓜比赛

每年，在玉米秸秆直冲天际，树叶

变成黄色、橙色或红色的时候，美国人

民就会成群结队地前往农场庆祝秋季节

。这些庆典上的大部分节目其实都很平

常，不过在局外人看来可能有一点点古

怪。通常，一家人会一起乘坐干草车，

挑选南瓜，穿越玉米地迷宫，品尝苹果

酒，与农场动物玩耍，诸如此类。

这些节目之所以会出现在我们的清

单上，是因为其中的扔南瓜比赛（Pun-

kin Chunkin），游客们都兴致勃勃地想

要看谁能把南瓜投掷得最远。为了满足

这群观众，空气炮、弹射器、投石机、

还有利用扭力和离心力的机器，通通可

以派上用场。最后，大家都玩得十分尽

兴，除了南瓜。

接下来我们将展示的奇特风俗也属

于秋天这个季节。

5.不给糖就捣乱

很多文化中都有在万圣节前夕穿盛

装和交换各种食物的历史传统，但是很

少有习俗会让孩子们挨家挨户地要糖，

还要不停地说“不给糖就捣乱”。人们

普遍认为这个奇怪的习俗起源于美国本

土，但有趣的是，也许对这个习俗感到

最为困惑的恰恰是那些正在邻居门前游

行的小孩子。父母一年到头都不许他们

和陌生人说话、讨要糖果，更别说深更

半夜还在街上晃荡，然而却在每年秋天

这个神奇的夜晚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

转弯，转而鼓励起这种鬼把戏。

然而这个恶作剧的关键在于，他们

只有鹦鹉学舌般不断重复“不给糖就捣

乱”这一咒语，才能获得这些宝贵的美

食。但愿不会有大人拒绝给糖，却要求

这些困惑的新手“捣乱”。但是过几年

，他们就会明白了，而“不给糖就捣乱

”也成了他们在十月不可或缺的传统。

4.总统赦免火鸡

总统在感恩节赦免火鸡，已成为美

国的传统。

对那些不热衷于美国传统节日的人

来说，感恩节似乎会让他们感到困惑。

但在这场奇怪的火鸡盛会中，最令人费

解的莫过于每年总统都会赦免一只由国

家火鸡联盟（National Turkey Federa-

tion, NTF）赠送的火鸡。有趣的是，美

国人自己也搞不懂这个奇怪的传统到底

从何而来。

自1947年起，国家火鸡联盟每年向

总统赠送感恩节火鸡，但多年后，肯尼

迪总统才首次赦免火鸡，让它们免遭炉

灶之火。不过此次赦免事出偶然，远非

美国官方的“总统特赦”。直到1989年

，总统乔治 · 布什才在玫瑰园（the

Rose Garden）正式举办了首次“赦免火

鸡仪式”，之后“总统赦免火鸡”便成

了美国的一个传统。

3.黑色星期五购物狂潮

每年感恩节当天，都会有数百万未

遇大赦的火鸡成为美国人的盘中餐，而

几小时后，购物大军就会着手采购圣诞

礼物。周末购物狂潮从黑色星期五开始

，到网络星期一（Cyber Monday）结束

。（网络星期一是因网购而新兴不久的

网络购物节）

2010年，美国零售联合会（the Na-

tional Retail Federation）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感恩节后，全美大约有超过2亿顾

客网购或到实体店购物，其中有1.06亿

美国人打算在感恩节后第一个星期一网

购。

黑色星期五的购物时间迎合了大部

分国民的需求，但也有些顽固分子早早

地就冲到商场排队，让人筋疲力尽。其

中不乏想要购买大量或特定商品的疯狂

购物者，偶尔甚至会发生暴乱或严重的

踩踏事件。

2.土拨鼠日之时令预测

你可能不会相信，美国人竟会根据

一只土拨鼠的“小把戏”来制定春游计

划。每年土拨鼠日（Groundhog Day）这

一天，美国的土拨鼠都会从洞穴里出来

，“预测”春天还有多久到来，其中最

著名的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旁苏托尼小

镇 （Punxsutawney） 的 土 拨 鼠 费 尔

（Punxsutawney Phil）。

春天会提早到来，或是冬天仍要持

续六个星期，这得看小家伙能不能看到

它的影子。虽说几百年来人类预测天气

的技术稳步发展，但土拨鼠预报时令的

传统从19世纪一直沿袭至今。

1.英寸、茶勺和一吨砖头

公制度量单位完全可以在美国通行

——1866年美国国会首次批准使用公制

单位，之后也多次推行公制——但我们

所知的美国传统并非如此。尽管当今政

府要求一些公共部门使用公制，也一直

鼓励私营企业采用公制单位，但大部分

民众并没有把公制系统当回事，相反地

总是忽略它的存在。在这方面，美国确

实是工业国家的一个特例。

1975年，为了推行公制度量单位，

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制转换法案》(Met-

ric Conversion Act)，并成立了美国公制

委员会（U.S. Metric Board），专门负

责公制单位转换。但显然，这个委员会

还不够权威，公众打心底里对公制单位

嗤之以鼻，依旧若无其事地使用英里、

磅、盎司等传统单位。虽然政府一直努

力推行公制单位，但收效甚微。

10个奇怪的美国传统
尽管它的文化已传至全球

1654年, 23名犹太人从葡萄牙殖民统

治下的巴西，避难至英属北美殖民地纽约

。犹太人移民美国的三百多年历史，就此

拉开了序幕。

如今，美国犹太人已经超过600万，

执美国各领域之牛耳。而与欧洲不同，美

国并没有兴起反犹主义，也未对犹太人进

行限制。而欧洲之所以反犹主义盛行？其

核心原因便是犹太教。概括地说，其一，

犹太教信仰的排他性，信仰冲突；其二，

犹太教规条，压过国家法律，权威性冲突

；其三，犹太人首先认同自己是犹太人，

其次才认同自己属于所在的主权国家，认

同冲突。

信仰冲突、权威性冲突、认同冲突，

使得犹太人始终无法融入欧洲社会，并不

断遭受欧洲人的排斥。而这一切，在同属

西方文明的美国，却被扭转了。其原因何

在？

美国犹太人放弃了犹太教信仰？不，

恰恰相反，美国犹太人仍坚持自身信仰、

坚持教法权威、坚持民族认同（甚至在国

家认同上，演化为以色列认同打过美国认

同）。而这些没有点燃反犹导火索的唯一

原因，便是犹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重塑

了美国文化。

一、我想你也会疑惑：仅占美国总人

口2.3%的犹太人，有能力重塑美国文化吗

？

美国的文化界，甚至被称为“犹太人

的世界”。犹太人“统治”着好莱坞、

“操纵”着美国新闻媒体的说法，也屡被

提及，这并非空穴来风——

在媒体精英中,他们就占了23%。而据

社会学家统计,对美国最有影响的200位文

化名人中,有一半是犹太人；到20世纪80

年代初,在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100多名美

国学者中,有近半数是犹太人及其后裔；在

美国东部的名牌大学中,有30%的教授是犹

太人；当代美国文学的一流作家中,犹太人

占了60%以上；《纽约时报》、《华盛顿

邮报》等一些世界知名的大报掌舵者都是

犹太人；美国的电影业更是由犹太人奠基,

几乎所有大制片公司的创办人都是犹太裔,

如华纳公司的华纳四兄弟,派拉蒙公司的阿

道夫· 祖柯,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 梅耶等,

犹太裔企业家控制了40%的电影企业；而

犹太艺术家也蜚声海外，如导演斯皮尔伯

格、伍迪· 艾伦,音乐名人鲍勃· 迪伦等。

二、美国犹太人，又是如何塑造美国

文化，斩断基督教文明中的反犹基因的呢

？

历史回转到1870年，大批东欧犹太

人进入美国,美国原有的清教徒文化，开始

同犹太文化正面交锋,并在对撞中产生了美

国犹太文化。

这一文化的特征有二：

其一，一退，美国三大犹太教派逐渐

摒弃门户之见,以捍卫犹太人权利,如犹太

教正统派建立了全国性联盟“全美正统派

公会联合会”,犹太教改革派也逐渐改变了

反民族主义和反犹太民族传统的立场,开始

支持锡安主义运动,从而使犹太民族的宗教

文化在美国逐渐形成统一的体系。

其二，一进，随着19世纪后半叶工

业化的迅速发展，美国移民文化特征日益

突出，基督教清教文化的主体性开始被削

弱，犹太文化乘势注入移民文化中，进入

美国文化体系的核心。

而这种融合，并非犹太文化和基督教

清教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融合、改

造。概括地说，它既保留了古老的犹太文

化中经过千百年陶冶、积淀下来的文化精

神、民族观念,又吸纳了年轻的美国文化

中的进取精神、文明理想、价值观念等合

理内涵。

三、美国犹太人又是如何通过自身文

化领域优势，使得这些文化改造落地的呢

？

第一，突出犹太学，消解信仰冲突：

美国犹太人通过游说和公关，使犹太学特

别是大屠杀教育成为美国教育的一部分。

这将对犹太教的理解与认同，从本族群，

向全体美国人传播，而这类教育，全美各

族裔，仅犹太人享有此“殊荣”，中华文

化的教育，在美国课本上只有只言片语，

也因而造就出了《花木兰》这样意淫中国

文化的烂片。

第二，大倡多元主义，消解权威性冲

突：

美国犹太人为美国的多元文化涂上了

犹太色彩。在塑造和反映民族心理素质方

面,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充当了比学校还要

强大的教育机构角色。而这些文化产业背

后，都是犹太资本。美国犹太人也借助于

产业优势，通过好莱坞的影片、迪斯尼乐

园，凸显美国多元主义，而弱化美国的清

教底色。

第三，偷换民族认同概念，消解认同

冲突：

美国犹太人在宣传和舆论导向上对读

者和公众产生定向影响，以使得美国公民

对犹太人的民族认同，理解为一种正常的

生活方式。诸如犹太人安息日、赎罪日等

强化民族认同的仪式，在犹太媒体渲染之

下，成为和同性恋、种族结婚等小众的生

活方式。实质上，这偷换了民族认同的概

念，麻痹了美国民族主义者。

此外，美国犹太人还常常利用媒体,

在涉及自身利益和以色列利益的重大问题

上发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文章、报道。他

们插手控制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并

对其他一些舆论工具施加压力,以使它们在

宣传上有利于。他们甚至曾迫使总统候选

人杰克逊就竞选纲领不亲以，而向所有犹

太人道歉。

实际上，美国犹太人刻意地将以色列

利益与美国利益捆绑，名义上保护美国利

益、实质上捍卫以色列，借助于对话语权

的控制，成功地将以色列利益偷换为美国

利益、将自身的以色列认同偷换成美国认

同。

然而，伴随着清教徒的发声、美国孤

立主义的抬头、多元主义的走弱，犹太人

是否会面临美国文化又一次重塑？而这次

重塑，又是否会冲击到犹太人自身呢？

美国文化，犹太“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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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糧食計劃署物資運抵海地世界糧食計劃署物資運抵海地 災民排隊領取糧食災民排隊領取糧食

海地南部城市萊凱附近的海地南部城市萊凱附近的Camp-PerrinCamp-Perrin，，民眾排隊領取世界糧食計民眾排隊領取世界糧食計
劃署援助的物資劃署援助的物資。。據報道據報道，，海地上周發生強烈地震後余震不斷海地上周發生強烈地震後余震不斷，，截至目截至目
前死亡人數累計已超過前死亡人數累計已超過20002000人人。。海地總理稱海地總理稱，，國家瀕臨崩潰國家瀕臨崩潰。。救援工救援工
作遲緩作遲緩，，物資短缺物資短缺，，災民的不滿情緒持續升溫災民的不滿情緒持續升溫。。

熊來了熊來了！！美國加州黑熊美國加州黑熊““漫步漫步””居民區屋頂居民區屋頂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市，，一只黑熊闖入當地居民區在房頂上一只黑熊闖入當地居民區在房頂上““漫步漫步””
。。圖為加州魚類和野生動物部的工作人員嘗試用麻醉鏢控製黑熊圖為加州魚類和野生動物部的工作人員嘗試用麻醉鏢控製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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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航運服務公司航運服務公司GACGAC公司的消息公司的消息
人士稱人士稱，“，“長賜長賜””號集裝箱船在被扣數月後於號集裝箱船在被扣數月後於77月終於離月終於離
開蘇伊士運河開蘇伊士運河。。2020日日，，該船再次安全通過了蘇伊士運河該船再次安全通過了蘇伊士運河，，
這也是它上月離開埃及後首次通過蘇伊士運河這也是它上月離開埃及後首次通過蘇伊士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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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合辦2025全運會創歷史
國務院批准 經費三地自籌 中央定額補助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政府網26日消息，國務院辦公廳

近日發文，同意廣東、香港及澳門承辦 2025年第十五屆全國

運動會。這是全運史上首次聯合承辦，也是香港首次有份承

辦的全運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26日發聲明表示，

感謝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她形容，由粵港澳三地聯合舉

辦全運會意義重大，符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構

築休閒灣區和塑造健康灣區的目標。香港特區政府會全力以

赴，與中央有關部委、廣東省及澳門特區政府緊密合作，做

好籌備工作。

全運會每四年舉辦一次，是國家最
高水平和規模最大的綜合性運動

會，第十四屆，即今屆全運會將於下
月在陝西舉行。中國政府網26日公開
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同意廣東、香
港、澳門承辦2025年第十五屆全國運
動會的函。該封日期為本月21日的覆
函中表示，國家體育總局、財政部、
國務院港澳辦《關於廣東、香港、澳
門承辦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的請示》
已收悉，經國務院領導批准，函覆如
下：

一、同意廣東、香港、澳門承辦
2025年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

二、籌備和舉辦第十五屆全國運動
會的經費主要由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自籌，中央財政給予一次性定額補助。

三、體育總局、廣東省人民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要嚴格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有關規
定，結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堅持
“簡約、安全、精彩”的辦賽要求，充
分利用現有場館設施，嚴格預算管理，
節約辦賽成本，嚴格控制規模和規格，
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共同
組織好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

林鄭：提振港體育發展
林鄭月娥26日發表聲明，對此表

示歡迎，“能夠與廣東及澳門共同承辦
2025年第十五屆全運會，是繼香港在
2020年東京奧運會取得歷史性佳績後，
一項提振香港體育發展的重大舉措，我
謹代表香港特區感謝中央政府的信任和
支持。”

她指出，由粵港澳三地聯合舉辦全
運會意義重大，符合《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構築休閒灣區和塑造健康
灣區的目標。

港有足夠基建應付賽事
“由一個可容納五萬名觀眾的主場

館、一個可容納一萬名觀眾的室內體育
館及一個可容納五千名觀眾的公眾運動
場組成的啟德體育園將於2023年落成
啟用，加上已多次舉辦國際賽事的香港
單車館和其他體育設施，足為香港參與
主辦第十五屆全運會提供基礎。香港特
區政府會全力以赴，根據中央堅持‘簡
約、安全、精彩’的辦賽要求，與中央
有關部委、廣東省及澳門特區政府緊密
合作，做好籌備工作。”林鄭月娥表
示。

澳門特區政府體育局26日發表聲
明，表示澳門能夠參與承辦此項內地水
平最高、規模最大的全國性大型綜合性
運動會，澳門市民及一眾運動員均感到
鼓舞。

自2017第十三屆全國運動會後，
由廣東省牽頭，聯同香港及澳門特別行
政區已開始共同探討由粵港澳三地聯合
承辦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的可行性。經
三地政府積極研究，認為具備足夠條件
承辦此項大型體育盛事，藉此促進三地
體育事業的發展，更好配合國家的發展
方向，因此正式向國家體育總局提出申
辦的請求。

澳門特區政府表示，將與廣東省政
府及香港特區緊密合作，嚴格遵照“簡
約、安全、精彩”的辦賽要求，充分利
用現有場館設施，嚴格預算管理，節約
辦賽成本，嚴格控制規模和規格，全力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共同組織
好第十五屆全運會，並將適時向社會公
布籌備的工作進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黎永淦）繼2008年協
辦北京奧運馬術項目以及2009年東亞運動會後，香港再次獲
得參與舉辦大型綜合運動會的機會，與廣東及澳門承辦2025
年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香港體育界一致認為這是進一步推
動香港本地體育發展的好機會。

霍震霆：融入灣區發展重要一步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在接受

中通社記者訪問時形容，這是香港體育走入大灣區的重要一
步，極具歷史意義，“剛結束的東京奧運會，我們取得歷史
上最好的成績，現在我們又將會承辦全運會，這是雙喜臨
門。”

霍震霆表示，這對香港來說並非承辦一場高水平的體育
賽事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意義在於融入大灣區，這對提升香
港運動水平非常重要，而香港與內地的運動員聯繫將更趨頻
密，這有利於體育走向商業化，形成體育產業。

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會共奪得一金兩銀三銅的歷史佳
績。霍震霆認為已經帶起香港市民對體育的關注，對香港接
下來承辦全運會有很大幫助。“我希望香港在東京奧運會這
團火，能夠繼續燃燒下去。”

霍啟剛冀提振運動科研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表示，“近年體育界聲音

很希望以大灣區去舉辦大型賽事，進一步利用好區內場
地，今次落實第十五屆全運會，可以有目標地推動三地政
府體育相關部門緊密溝通，發展更便利往來的交通網絡同

通關安排，創造條件做好區域一體化，未來四年還有很多
工作要做，最重要的是盡快成立小組統籌及建立溝通機
制。”
他希望2025年全運會可以推動整個大灣區盛事化及產業

化發展，又認為香港運動科研可以藉全運會這個平台進一步
發展其優勢，“香港運動科研亦非常有優勢，今次也是一個
契機去推動運動科研產業化，不但可以與更多內地相關機構
合作交流，亦同時服務更多運動員，相信有全運會經驗後，
我們可以進一步服務世界各地的體育精英，提起香港就會想
到運動科研。”早前帶領港隊出征東奧的中國香港奧運代表
團團長貝鈞奇指出，這是對香港體壇的大好消息：“這確實
係好消息，香港有機會和廣東其他城市丶澳門合辦全運會這
類大型嘅賽事，對推動香港體育發展肯定起了一定作用。”

杜凱琹：主場出戰機會難得
在東京奧運勇奪女子乒乓球團體銅牌的杜凱琹表示，她

一收到這個消息已經很激動和開心：“一知道這個好消息已
經好激動、好開心和好榮幸，全運會是四年一度的體壇盛
事，今年很遺憾未能參加，知道這麼重要的比賽由粵港澳三
地承辦，下屆有機會在香港主場出戰，這個機會十分難
得。”
這位港乒“一姐”更希望以此為契機，促進三地的體育

文化交流：“我一直很希望香港體壇有更多與內地交流的機
會，對提升本地運動水平很有幫助，全運會這樣大型的比賽
有機會在香港舉行，讓香港年輕運動員可以直接與內地頂尖
選手交流，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體育界：推動香港本地運動發展良機

●●東奧帶起香港市民對體育的關注東奧帶起香港市民對體育的關注。。
圖為市民夾道歡迎巡遊的東奧香港代圖為市民夾道歡迎巡遊的東奧香港代
表團表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余翠怡不氣餒 續戰團體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過去4次出戰

殘疾人奧運會都能為香港爭光的“七金劍后”余翠
怡，26日首次在“2020東京殘疾人奧運會”出戰
女子A級重劍個人賽，最終不敵中國國家隊名將榮
靜於8強止步。

儘管對未能奪取獎牌感到失望，但這位“五朝
元老”表示會收拾心情，在餘下賽事全力出擊。她
接下來先會與隊友吳舒婷及鍾婉萍轉戰女子重劍團
體賽小組賽，稍後亦會在花劍個人及團體賽亮相。

冀市民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
余翠怡在過去4屆殘奧都有牌落袋，共獲7

金3銀1銅。上屆在女子A級花劍個人賽及女子

重劍團體賽贏得兩銀的她，26日於女子A級重劍
個人賽小組賽首戰以4：5僅負俄羅斯奧委會劍
手Iuliia Maya，幸其餘3場都順利取勝，以3勝
1負的成績晉級16強淘汰賽。

16強對手為小組曾贏過的烏克蘭劍手Na-
taliia Mandryk，結果余翠怡再以15：10將對手
擊倒晉級；8強硬撼去屆女重團體賽金牌得主、
國家隊名將榮靜。

5年前，港隊就是在女重團體賽決賽不敵國
家隊獲得銀牌，今次余翠怡與榮靜再度在女重個
人賽相遇，戰況依然激烈。雙方早段一直拉鋸，
不過打成4：4後，榮靜便開始掌握節奏，大部
分時間保持領先。當比分拉開至12：9之後，便

一直保持3、4分距離，最終以15：11取勝。
對於未能晉級4強及贏取獎牌，余翠恰賽後

表示失望：“小組賽時狀態不錯，但8強對榮靜
時，戰術上未能發揮出賽前部署，自己心態上也
有點患得患失。8強止步的確有點失望，始終殘
奧是大型比賽，難得今屆香港有直播，但我們未
能走到獎牌戰⋯⋯希望香港市民能夠繼續支持香
港輪椅劍擊隊出戰團體賽，以及支持其他港
將。”
余翠怡其後與隊友吳舒婷及鍾婉萍轉戰女

子重劍團體賽，前者26日在A級個人賽止步
16強，後者在B級個人賽小組1勝5負未能晉
級。●余翠怡（左）與榮靜先禮後兵。 香港殘奧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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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家的兒女》引發觀眾沈浸式追劇
笑淚齊飛感動升級

電視劇《喬家的兒女》以三十

年社會發展變遷為背景，描寫了喬

家五個孩子在艱苦的歲月裏彼此扶

持、相依為命的故事，展現了平凡

生活中的堅韌與美好。自8月17日

開播一周以來，該劇不僅掀起了一

波收視高潮，也在全網引發熱議，

從臺詞打磨、年代質感到人物塑造

、劇情吸睛等多維度均備受關註，

口碑持續走高。

“從第一個鏡頭起，就讓人再

也走不出這條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南

京老街……”，如觀眾所言，劇中

大到始終半幹半濕沾著潮氣的南京

街道，小到屋子裏老花暖壺、臉盆

、破蚊帳、以及獨具特色的“神仙

湯”等服化道置景細節，讓無數網

友高呼“這才是讓人沈浸式追劇的

正確打開方式”。

除了“硬件”方面年代感拉

滿，劇中對人物和劇情的細節把

控也盡顯誠意。因家境拮據，年

幼的喬一成只能整宿整宿地給繈

褓中的七七熬著米湯，二強和四

美連三麗病時的“甜”藥湯都忍

不住要偷喝，四美曾經那句“七

七喝米湯，我舔碗好不好”，不

僅讓劇中大哥心碎，也讓劇外觀

眾瞬間“破防”；小四美獨自從

蘇州養父母家逃回南京後的第一

件事竟是讓大哥把她掉的下牙高

高地扔上房頂，而大哥笑眼含淚

說出一句“這樣的家有什麼可想

的”再次直戳觀眾淚點，彈幕上

滑過一片“原來家就是家，再爛

也是家”，耐人尋味……在社交

平臺上很多人說《喬家的兒女》

更適合全家一起追，於很多觀眾

而言，喬家的“煙火氣”太真實

太細膩，他們這一代人就是這樣

長大的，最大的孩子承擔了父母

的責任，拉扯弟妹，吵鬧著生活，

“這不是電視劇，這就是我們兒

時的生活”，酸澀卻彌足珍貴的

陳年記憶讓如今熒幕外的父母們

沒少唏噓，而於身邊追劇的 90、

00後而言，最難得的便是“真正”

體驗了一把父輩的青蔥歲月，那

些年聽到耳朵長繭的“不容易”

不再只是傳奇的故事。

《喬家的兒女》不僅在年代

質感和細節刻畫層面不負眾望，

劇中鮮活立體的人物演繹和跌宕

吸睛的劇情發展也是其被觀眾贊

為“高質量年代劇”的關鍵所在

。昨晚劇情中，飾演喬四美的宋

祖兒和飾演喬三麗的毛曉彤先後

亮相，至此喬家除幼弟七七外的

四兄妹均已“長大”，青年演員

白宇、宋祖兒、毛曉彤和張晚意

全部上線，繼續“披荊斬棘的兄

妹生活”。

大哥喬一成自幼扛起全家重擔

，他想為自己好好活也想拼勁全力

讓喬家兒女都能更好的生活。他能

敏感地發現長大後的弟弟妹妹應盡

早分房睡，但也會逮到機會就擠兌

表哥齊唯民逞口舌之快；他在考研

深造的選擇上自信堅定，但給家境

不凡的文居岸當家教時還是會謹慎

拘束……不得不說，白宇將大學時

期集成熟與幼稚、好強與自卑等矛

盾內核於一身的喬一成詮釋得恰到

好處。與大哥相比，喬二強性格更

溫和，不善讀書卻精通廚藝，是個

善良耿直的愛家“暖男”。不論是

被大哥訓斥時的低眉順眼，還是看

到參加“黑舞會”的小夥伴被警察

抓走時的驚慌失措，還是得到師父

馬素芹暖心維護時的真摯憨笑，張

晚意所演繹的“鐵憨憨”喬二強圈

粉無數。“老天是公平的，不如三

麗懂事又沒有四美機靈的我，又怎

配擁有喬家兩位哥哥呢”，很多網

友調侃稱，喬家的孩子們統統是

“國欠哥/妹”系列代表人物，兩位

妹妹長大後不但顏值依舊能打，性

格也愈發討人喜歡。從不好八卦專

心學習，到遊刃有余地調和兄妹矛

盾，幫忙家中瑣事，毛曉彤將喬三

麗的乖巧懂事、自立自律演繹地讓

人又愛又疼；而宋祖兒也將幺妹喬

四美的鬼馬精靈展現得淋漓盡致，

她可以光明正大地敲二哥竹杠，也

可以肆無忌憚地掛在大哥身上撒嬌

求和，手足溫暖讓她在最窘迫的環

境裏長成了最美好的樣子，對未來

永遠是滿眼期待。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觀眾表示

長大後的喬家兄妹不僅個人形象更

加飽滿，其互動的畫風也愈加親切

有趣。當小四美收到情書，大哥邊

念邊斥“這寫的是你麼？這是武松

！”引發彈幕區笑聲一片，“一成

訓人時越生氣，我就越忍不住想笑

……”，如觀眾所言，孩童時期的

喬家兄妹全員長在觀眾淚點上，而

如今的他們則能讓觀眾笑中帶淚，

又氣又憐。

昨晚，二強和三麗的情感線都出

現了重要轉折。馬素芹丈夫到工廠找

她要錢，並對其大打出手，喬二強為

保護師父受傷，看到師父一直以來受

的委屈，二強十分心疼，終於忍不住

向師父表露心意卻被拒絕，二強的這

份情感將何去何從？另一邊，喬三麗

也結識了老實憨厚、機修技術出眾的

王一丁，因童年陰影一直對愛情避而

遠之的三麗，能否在感情上有治愈的

機會？接下來，喬家兄妹又將面臨哪

些新的成長煩惱？更多精彩劇情，今

晚19:30敬請鎖定浙江衛視、江蘇衛

視、騰訊視頻！

《陪你很久很久》曝“敢浪敢愛”預告海報
告白99赴陪伴之約

今日，由賴孟傑執導，李淳、邵雨薇、

蔡瑞雪主演的青春愛情電影《陪你很久很久

》釋出“敢浪敢愛”版主題預告，盡顯學生

時代少男少女們的熱情與活力，同時也勾勒

出他們在愛情萌芽階段的種種戀戀心事，再

一次將人拉回那段對未來充滿遐想的時光。

同時曝光的海報中，藍天白雲的背景、放飛

的紙飛機和歡笑的男女主，更是讓人瞬間回

到那段稚嫩卻不失美好的青春時期。影片將

於2021年9月9日正式登陸院線，在這個寓意

長長久久的日子裏，帶上陪你很久的人，一

起去看這部超適合表白的愛情電影吧！

青春就要“敢浪敢愛”
喜歡就要大聲說出來
本次曝光的“敢浪敢愛”版主題預告，

將少年人的純粹真摯和他們對愛情的憧憬展

現得淋漓盡致，分分鐘讓人回憶起當初那個

很傻很天真的自己。九餅面對青梅竹馬的薄

荷被學長搶走，他會吃醋，會生氣，也會遭

受各種“麥子PTSD”折磨，正如青春期每一

個陷入愛情的我們一樣。而在夏天的指導下

，他鼓起勇氣對薄荷表白，並許下“永遠保

護薄荷”的承諾，如此炙熱純粹、奮不顧身

的情感，與夏天喊出的那句“青春就是要談

一場會痛的戀愛”形成絕佳的互文。就算心

痛，也會一路不離不棄地深情陪伴，在青春

這場註定沒有勝算的追愛旅途中，無畏孤勇

才是最純粹動人的愛情模樣。

而一同釋出的海報，則勾畫出青春的唯

美氛圍。藍天白雲之下，穿著校服的九餅與

薄荷無憂無慮地放飛著五彩斑斕的紙飛機，

寄托著兩人彼此之間清新純凈的思緒，青梅

竹馬、兩小無猜的他們，所面對的夢想和未

來都熠熠生輝，簡單幾筆便突顯出本片獨特

的清新校園氣質。

把票根當成情書 共赴99“陪伴之約”
影片以“陪伴”為主線，串聯起九餅、

薄荷與夏天三位少男少女在青春成長路上最

真實的愛與痛。當從小到大摯愛的女孩碰到

渣男受到傷害，當久久放在心上的她因失戀

流淚心碎，當癡心守護的你遭到冷眼受盡奚

落，當躲在角落的你只能默默暗戀掩藏心事

……每一個青春裏因愛生“痛”的瞬間，都

能讓無數人找到當初即使沒有結果也要勇敢

為愛奔赴的自己。

片名“陪你很久很久”所傳達的，是青

春裏最美好的懷念，也是生命中最篤定的承

諾。“她開心的時候我要陪她，她不開心的

時候我更要陪她”，“薄荷，我會永遠保護

你”。即使會痛也要護你周全，這就是青春

裏最為赤誠勇敢的愛。2021年9月9日，在這

個意味著“愛你很久很久”的日子裏，記得

一定要和陪你很久很久的人一起，共赴這場

久久不忘、儀式感爆表的“陪伴之約”，把

寫有“陪你很久很久”的票根，當成你最妙

的情書！

電影《陪你很久很久》由嘉揚電影有限

公司出品，海寧鐵幕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滿滿額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中環國際娛樂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貴金影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思美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海寧夢生影視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喔沃娛樂傳媒有限

公司、薩摩亞商羚邦亞洲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聯合出品，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口，華夏

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發行，萬達影視傳媒

有限公司協助推廣。9月9日奔向你，敢愛上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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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2021香
港小姐競選決賽》將於9月12日假紅館舉行，
今年12強佳麗中有3位擁有碩士學位，分別是
王嘉慧（Cathy）、關楓馨（Fabienne）及梁
凱晴（Carina），至於梁菁琳（Katerina）則
持有雙重一級榮譽，學歷可謂近年最高峰。

之前被指家境富裕的Cathy，隨驚人
學歷曝光，加上談吐得體、動靜皆宜，熱門
指數一直攀升！於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
的Cathy，透過英國公開試GCE AL中的5*
成績考入倫敦大學學院（UCL）修讀著名學
科心理學，並考獲一級榮譽及曾兩度殺入
Dean's list（每個級別的學科排名Top 10學
生），之後再於中文大學攻讀法律博士（Ju-
ris Doctor）。無論身處英國或香港，Cathy

均被選中獲發獎學金，學習潛力不容置疑。
對此Cathy謙稱自己只是宅女，直認以往確
實花了不少時間學習，並會定立溫習時間
表：“家人自小都緊張我讀書，得99分會
問：‘你那分錯在哪？’但我都多謝他們，
因為我培養努力同盡心讀書的習慣，否則我
可能好懶。”

Katerina以雙重一級榮譽於世界排名前50
名的The University of Sydney畢業（澳洲悉尼
大學），主攻Bachelor of Veterinary Science
（BVSc）及Bachelor of Science（Veterinary）
（BScVet）。Katerina透露完成四年BVSc課
程後，專誠擱置原本學科，並轉至BScVet作
了為期一年與雀鳥胃部真菌感染有關的學術研
究，之後再重返原本學科進行實習。

楊紫瓊在《尚氣與十環幫傳奇》（下稱《尚氣》）中飾演“尚氣
阿姨”，她連續兩日在社交網上載與劇組的合照，見相中她與

戲中多位演員如男主角“尚氣”劉思慕、“尚氣妹”張夢兒，以及
Awkwafina、Florian Munteanu一起合照，還見元華身穿戲服站在後
方，楊紫瓊留言：“我可愛的寶貝和伙伴！尚氣，壯觀！”言下之
意，似暗示元華亦有參演，那今次將會是她與元華繼《警察故事III
超級警察》接近30年後再合作。

外國影迷對元華不陌生
元華因曾演周星馳的《功夫》中“包租公”一角而大受外國影迷

歡迎，加上元華此前也曾拍過好萊塢電影，包括1978年的《荷京喋
血》（The Amsterdam Kill） ；2008 年他也在妮歌潔曼（Nicole
Kidman）和曉積文（Hugh Jackman）合演的電影《澳大利亞》
（Australia） 亮相，所以外國觀眾對他的印象也不算陌生。

而照片曝光後，不少外國粉絲對元華可能有份參演紛紛留言表示
驚喜及期待。

早在月初，《尚氣》導演Destin Daniel Cretton也曾在社交網分
享與元華的合照，當時已有猜測元華是否也會參演該片。

《怒火》拍攝引爆汽油彈
霆鋒感覺後背似烘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25日38歲
生日的2006年港姐亞軍周家蔚，日前與老公
洪天明撐枱腳慶祝後，連日來都忙與好友慶
祝，而跟她同屆的港姐冠軍陳茵媺，更相約家
蔚及同屆落選的謝穎珊兩位八月壽星女一起慶
祝，並送上兩個同款蛋糕及兩束鮮花。事後周
家蔚與陳茵媺亦有在社交平台分享約會相片，
周家蔚就發文多謝陳茵媺的款待，並把她們寵
壞了，依然懷念當年選美時互相幫助及互相支
持，如今大家都已成為人母了。

而2020年港姐冠軍謝嘉怡（Lisa）26日
26歲生日，謝嘉怡在社交平台上載了3張
相，素顏的她手捧小蛋糕，而床上就放滿
彩色Happy Birthday氣球，並以英文留言感

謝大家：“謝謝大家這麼可愛的生日祝福！
今年我被寵壞了，在過去的幾周裏有很多慶
祝活動。這比生日更像是一個生日月份。又
一年了”！卸任在即的Lisa，決定留港發展
演藝事業，最近並加入處境喜劇《愛．回家
之開心速遞》演出。

陳茵媺為周家蔚謝穎珊慶生
憶同屆選港姐互相扶持

香港文匯報訊由陳木勝（Benny）執導的電影《怒
火》已於香港公映，累積已勁破千萬大關；內地則蟬聯
27日票房冠軍（截至26日），最新票房突破10億元人民
幣，同時更獲國際性影展肯定，近日喜訊再傳，《怒
火》榮獲參展法國詭奇電影節及蘇黎世電影節，聯同之
前入圍蒙特利爾奇幻電影節及紐約亞洲電影節，接連獲
四大影展垂青，揚威海外。霆鋒視《怒火》為近年最滿
意作品，他總結道：“我相信，我和Benny導演都是無憾
的！”

《怒火》其中最為觀眾津津樂道的重大場景，首推
甄子丹與謝霆鋒分別帶領其手下，在繁華名店林立的尖
沙咀北京道及廣東道實景拍攝激烈武裝巷戰，飛車撞舖
等刺激場面。劇組於大清早到現場封街拍攝，霆鋒對處
理爆破鏡頭甚有經驗，但工作人員都不敢怠慢，最近爆
破位置的霆鋒以至攝影師均有燒傷風險，為確保安全，
劇組反覆測試及仔細計算，霆鋒說：“拍攝當日，我身
後設置一個很大的汽油彈，我扔手榴彈時後面就爆，當
然每次都是靠經驗，不知它會爆在哪個點，亦不會知道
爆炸時有什麼反應，我只知道要保持外貌無損，我扔的
時候只記得很熱，似烘多士一樣，幸好子丹哥都很滿意
效果。”霆鋒指，每次拍攝爆炸場面前，均需安排數個
小時，炸完之後又要執拾數個小時，幸好今次一take完成
拍攝。

十二強候選港姐學歷近年最高

Marvel《尚氣》拍攝花絮曝光

楊紫瓊元華
隔30年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好萊塢電影、Marvel首套由華裔

人士當主角的超級英雄電影《尚氣與十環幫傳奇》

（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將

上映，片中除了有梁朝偉、陳法拉及楊紫瓊等為港人熟

悉的演員外，在楊紫瓊26日於社交網貼出的照片中還見

到元華，似劇透元華有份參演，這是楊紫瓊與元華相隔

30年再度合作，默契仍在。

●●《《尚氣尚氣》》導演月初分享與元華的合照導演月初分享與元華的合照。。

●●楊紫瓊晒與梁朝偉的同框相。

●●激烈武裝巷戰戲於廣東道拍攝激烈武裝巷戰戲於廣東道拍攝。。●●霆鋒對處理爆破鏡頭甚有經驗霆鋒對處理爆破鏡頭甚有經驗。。

●● 楊紫瓊於片中楊紫瓊於片中
飾演尚氣阿姨飾演尚氣阿姨。。

●● 楊紫瓊與楊紫瓊與《《尚氣尚氣》》一眾一眾
演員合照演員合照，，見元華也身穿戲見元華也身穿戲
服站在後方服站在後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謝嘉怡慶祝謝嘉怡慶祝
2626歲生日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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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很多人在说到英国身份的时候，常

常会将永居身份和英国国籍混淆，认为

二者是同一回事。尽管两者之间有很多

相似之处，但依然有很多重要的差异不

容忽视。

那么你该如何选择呢？今天小编就

来为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1、基本概念

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ILR) 就

是我们常说的英国永居身份。它可以使

您有权利在英国工作和生活，享有和英

国本地人一样的福利待遇，包括教育、

就业、收入保障和医疗服务等等。您也

可以自由地进出英国。

而想要申请英国国籍（UK citizen-

ship），获得永居身份只是您的第一步

，您只有达到一定条件，例如符合内政

部的连续居住要求、语言测试、收入要

求等才能够申请成为英国公民。

二、永居和入籍的区别

1. 身份永久性

持有永居身份的人离开英国两年，

永居身份有可能会被取消，除非申请re-

turning residents回迁许可，证明您和英

国的紧密关系。

但是入籍则意味着已经成为英国人

，除非主动放弃英籍，不然无论在英国

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呆多长时间都依然是

英国人，没有这种限制，可以自由进出

英国的。

2、遣返情况

持有永居身份的人一旦犯有刑事记

录，在英国被判12个月以上，您的永居

身份也有可能被取消并被遣返回国。

但是拥有英国国籍的人一般都不会

被取消国籍，即使是犯有刑事罪行也不

会遣返的，除非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3、福利方面

持有永居身份的人在本质

上还是外国人，所以不能享受

英国的选举投票权利，也不能

在英国以外的欧洲其它国家自

由旅行或者寻找工作，如果要

去这些欧洲国家也要申请申根

签证。

如果您拥有了英国国籍，

您将可以享受很多因为这一身

份带来的福利。例如，可以持

英国护照进入许多对英国免签

的国家。在英国可以让孩子免

费上公立学校也是入籍的优点

之一。

三、应该选择永居还是入籍

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建议大家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

例如有的人是经常要回国的，比如

国内有企业或是家庭，因为国内的发展

而不能加入英国国籍。因为一旦入籍英

国就等于放弃中国国籍，那么每次到中

国就要办理签证，相对比较麻烦。

而有些人在国内没有任何发展和关

联，尤其是希望更加便利地抵达世界各

地，比如欧洲等国旅游或是商务往来，

那么无疑一本英国护照的优势就非常强

大了。

英国永居vs入籍，你该怎么选？

移民的种类有很多，根据不同的移

民政策，可以分为投资移民、创业移民

、团聚移民、技术移民、自雇移民、雇

主担保移民等等。在了解不同种类的移

民过程中，很多投资人经常会遇到陌生

的词汇，下面就带大家对移民常见词汇

做一些简单的了解。

护照 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

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时，由本

国发给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

合法证件。

护照其实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国籍和

身份。比如中国人拥有中国护照，美国

人拥有美国护照。而护照可以用于证明

自然人的国籍以及身份来进行出入境的

活动。

拥有护照等于拥有这个护照国家的国

籍，享有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以及公民福

利。而要注意，绿卡则没有这些权利。

入籍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提出申请

，并经某国批准而取得该国国籍；或因

结婚，被收养等而取得某国国籍。

入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拿护照，

拥有哪个国家的护照就是哪个国家的人

，有的国家允许多重国籍，但是在中国

是不允许的。

签证 签证：一个国家的出入境管

理机构对外国公民表示批准入境所签发

的一种文件。出入境管理机构通常为移

民局或驻外使领馆。签证根据停留时间

的长短可分为短期签证和长期签证；根

据入境次数，可分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

次往返签证；根据申请的类别可以分为

旅游、探亲、商考、留学、工作等。

免签 免签：无需办理任何签证或

入境许可，持有因私护照就可以入境该

国，在该国境内进行短暂停留。

落地签 落地签：无需提前办理签

证，只要去国家的口岸办理签证即可入

境。有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允许中国游客

落地签，但并不代表持因私护照的公民

买了机票就能出境。像越南、文莱，要

去这些落地签国家旅游，必须要随有资

质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

居留签证 居留签证：又称 TR

（Temporary Residence）或临时居留签

，持有这种签证的人可以在该国临时居

留一段时间，比如留学签证和工作签证

，期间可以在该国工作和学习。

永居/绿卡 永居：也称为PR（Per-

manent Residence），例如美国称为绿卡

，在加拿大称为枫叶卡。永久居留是一

种权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可以在该

国永远居住下去，并在许多方面与该国

公民享受同等待遇，可以享受该国各种

福利。但没有该国国籍，不享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不享有该国护照及免签国

待遇。

公民 公民：指加入该国的国籍，

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务的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可

以享有该国护照及免签国待遇。

双重/多重国籍 双重/多重国籍：

指一个人拥有两个或以上国家的合法公

民身份，世界上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有

加拿大、美国（默许）、墨西哥、澳大

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等。

移民监 移民监：顾名思义，申请

人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后要像“蹲监狱”

一样不能长期离开该国家（短期可以）

，如果长期离开，就不能申请入籍或者

会失去永久居留身份。比如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国家都有明确的移民监要求。

落地生 落地生：也叫落地国籍，

是指无论父母的国籍是什么，只要孩子

出生在该国就自动成为该国的公民。美

国、加拿大都是承认落地生的国家。

华人 华人：国籍是外国的，但具

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华人在另一种角

度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统称。

华侨 华侨：有中国国籍，但居住

在外国，在国外长期生活的人。

华裔 华裔：英文是Ethnic Chinese

，指有中国血统的华侨在侨居国所生并

取得侨居国国籍的子女。

华侨生联考 华侨生联考：全称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院校联合招收

华侨及港澳台地区学生考试》。这是由中

国教育部单独为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学生设

计的专门高考，以满足海外华侨及港澳台

学生回祖国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为

他们提供入读内地大学的机会。

申根国/申根签 申根国/申根签：

申根（Schengen）是卢森堡东南端一个

人口不足450人的宁静小城。1985年，

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五

国在这里共同签署了《关于逐步取消边

界检查的条约》，即《申根协定》，目

的是取消相互之间的边境检查点，并协

调对申根区之外边境控制。加入该条约

的国家即简称为申根国家，取得申根国

家的签证就是申根签证。根据该协定，

旅游者如果持有其中一国的有效身份或

签证即可合法地到所有其他申根国家参

观。申根目前共有26个成员国。

值得注意的是，申根国≠欧盟国≠

欧元国。

欧盟国 欧盟国：欧洲联盟，简称

欧盟（EU），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创

始成员国有6个，分别为德国、法国、

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现拥

有27个会员国，正式官方语言有24种。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

欧元国 欧元国：指欧洲联盟成员

中使用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的国家

区域。1999年1月1日，欧盟国家开始实

施统一货币政策。2002年7月，欧元成

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目前欧元区

共有19个成员国。

全球征税 全球征税：全球征税制

度是指某个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和永久居

民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

入进行征税的税收制度。世界上大多数

大国都是采取全球征税制度，包括：中

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区域征税 区域征税：区域征税制

度是指某个国家对公民或永久居民仅对

来自本国范围的收入征税，而对于来自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不征税的制度。

实行区域征税的主要是一些小国家或地

区，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一些小岛

国，主要是通过税收优惠来吸引投资。

想移民？这些移民行业常见词必须先搞明白

八月份的休市華人社區，幾乎全
集中在兩宗新聞大事上來。首宗當然
是日本東奧大會的舉行、次宗應是美
國物價大升對民生的影響。本人既然
是 「為食書生」，對於祖國今次在東
奧會上的戰績，格外興奮。 日前跟來
自越南的一位長者在金冠酒樓飲茶時
，他笑問我何有詩句報效中國。我剛
剛為此草寫有詩乙首，即供方家指正
：

卅八金牌顯壯圖，刀鋒出匣世驚
呼。

紅鬍碧眼爭相語，龍是人間偉丈
夫。

吟罷詩句，我倆隨即要討論起民
生問題來。諸君應該都會感受到，現
在的生活成本，是近10年以來最高，
我可以稱它為 「乾隆皇契妹...萬貴郡姐
」！為的是近期百物皆升、眾物皆貴
。拿 7 月份的整體通脹指標來看，是
3.7%，美國統計局表示，這是自 2011
年5月以來，最高同比的漲幅，原因是
7 月價格漲幅，又較6月有所加速。此
一通脹數據，應該讓休市國民感到擔

憂，許多人都抱怨食品和住房價格一
路上升，屋價食價飛漲，刺痛國民。

由於通脹飆升的勢頭沒有減弱的
跡象，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成為最
重要的民生議題。今年7月的通脹率飆
升至3.7%，為10年最高水平，連續第4
個月同比增幅超過3%。雖然汽油價格
和住房成本出現了大幅上漲，但更昂
貴的食物價格和餐廳用膳費用，也在
擠壓國民的錢包。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顯示，7月份餐廳菜單價格較去年同期
上漲 3.1%。此外，儘管食品雜貨店的
價格僅上漲1%，但總體數字顯示，某
些特定類別的商品價格，出現了大幅
上漲，跟去年7月相比，肉類價格上漲
3.1%，乳製品價格上漲了3.5%。

整體美國糧食價格，今年至今，
已較去年上升近三成。食品價格上漲
的問題也與近期的氣候變化問題有關
。奎爾夫大學（University of Guelph）
一位食品、農業和資源經濟系的教授
馬索（Michael von Massow）指出：
今夏北美西部地區的火災和乾旱，讓
人對秋季餐廳和雜貨店食物的價格感

到 擔 心，這是由於加西的牧場主被迫
減少禽畜養殖數量，造成肉類的價格
可能也會飆升。

在疫情反覆及物價飛漲的情況下
，休市金冠大酒家迎難而上，繼續以
合理穩當的加價，來為各族裔食客服
務。當天在金冠大堂之上，聽到有位
仁兄手拿餐牌 在點菜時，喃喃自語地
說： 「各樣菜色、點心都加價了！」
與我同行的畢先生，即時心平氣和地
跟他對話： 「即使有加價，也是微調
，以午市特價餐為例，也只需 7 元2 角
5 仙，連7 元5 角也不到，較舊餐價錢
，略升5 角而矣。」大家談得興起，我
也加嘴表示： 「金冠今次加價真是輕
微得很！你去超市買菜，以前7 角5 仙
一束的青剛菜，現在要價1 元5 角！人
家是升幅7 角，漲幅為百分之八十有多
！可見金冠仍然是益食家！真正做到
價廉物美。」

講到這裡，鄰座的先生已急不及
待地說： 「兩位言之有理，讓大家各
自點菜，填飽五臟廟再言！」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金冠品茗論漲風金冠品茗論漲風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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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的經典片單，邀請影迷透過大銀幕親炙國

內外影史名作。包括楊祐寧與Duncan周群達

主演的台灣首部同志喜劇《17歲的天空》

（Formula 17）4K數位修復版，這次將重回

十七年前世界首映的台北電影節，再掀一波

青春愛戀！法國電影巨匠克萊兒．德尼

（Claire DENIS）執導、美國《村聲》雜誌

票選 2000 年最佳電影的《軍中禁戀》

（Beau Travail），以女性視角凝視男性愛與

慾；以及甫獲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韓國影后

尹汝貞出道之作《火女》（Woman of Fire）

、日本電影新浪潮導演增村保造大膽呈現女

性慾望的《刺青》、以及非洲電影大師吉布

里 ． 迪 歐 普 ． 蒙 貝 提 （Djibril DIOP

MAMBÉTY）遺作《平民大富翁》（The

Franc）、《販售太陽的女孩》（The Little

Girl Who Sold the Sun）。

台灣首部同志喜劇《17歲的天空》，在

同性婚姻尚未合法的年代，形塑台北為同志

烏托邦的城市樣貌， 以無畏的精神渲染年

輕世代，更勇奪2004年本土電影票房冠軍。

十七年後經過4K數位修復，成為第一部眾籌

成功重新上映的台灣本土電影，即將原汁原

味回到台北電影節首映！今年台北電影獎入

圍影帝楊祐寧首度在劇情長片獨挑大樑，在

離家尋愛過程中，相遇鹹濕春夢裡的男神，

展開一段癡纏愛戀。並憑本片拿下第41屆金

馬獎最佳新演員，奠定往後電影之路。得知

電影將回到北影放映，三位主演楊祐寧、

Duncan周群達、金勤都表示非常開心與期待

，當年同為北影首位代言人的楊祐寧更邀請

觀眾進戲院支持這部「很青春、很陽光、很

勇敢的電影，一起找回十七年前初心的悸動

。」

同樣呈現同性愛戀，《軍中禁戀》則將

視角放入法國駐東非殖民地的鐵血營隊，描

述新兵桑丹的到來，為營區的權力體系投下

一顆不安定的未爆彈，攪動軍中被禁錮的性

與慾望。法國女性電影巨匠克萊兒．德尼，

以獨特的女性視角刻畫陽性崇拜，在2000年

被美國《村聲》雜誌票選為年度最佳電影。

此次台北電影節力邀4K修復的版本放映，觀

眾不但可以細細品味導演冷峻節制的電影美

學，法國性格男星丹尼．拉馮（Denis LA-

VANT）壓抑與暴力的高張力演出更是一大

看點。

影響奉俊昊、朴贊郁甚鉅的韓國鬼才導

演金綺泳，繼代表作《下女》，在1971年端

出最暴力、破格的女性復仇電影《火女》，

堪稱韓國影史上邪典電影經典，其扭曲歪斜

的攝影構圖、華麗怪誕的美術風格，50年後

依舊令人血脈賁張。以《夢想之地》勇奪奧

斯卡最佳女配角的尹汝貞，在片中從壓抑的

鄉下女僕進化成為愛瘋魔的復仇女子，驚心

動魄的三角關係，讓她甫出道便震驚影壇，

一舉拿下青龍獎最佳女主角。

曾任溝口健二與市川崑助理導演的日本

新浪潮大師增村保造，其1966年的作品《刺

青》改編自谷崎潤一郎短篇小說《刺青》及

《艷殺》，劇情描述當舖女兒阿艷與學徒相

約私奔，卻遭綁架被賣到藝妓屋，而背上的

刺青，竟喚起了她的魔性和慾念。導演將谷

崎異色的女性崇拜與官能美學視覺化，在洋

溢著日本古典氣質的影像氛圍中創造出具有

強烈個性及自主意識的女主角。

從未受過正規電影訓練的非洲電影大師

吉布里．迪歐普．蒙貝提，長期關注在地，

擅於描寫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一生僅創作兩

部長片、五部短片，卻為世界帶來深遠的影

響。2015年台北電影節首次將他入選坎城影

展的《逃離非洲》引介給台灣觀眾，本次將

放映他未完成的「凡人故事三部曲」首部

《平民大富翁》以及第二部《販售太陽的女

孩》。《平民大富翁》裡積欠房租的歌手被

房東扣下樂器抵債，決心靠彩券一決生死，

在窮人的生命韌性中看見希望；《販售太陽

的女孩》裡患有小兒麻痺的女孩與家人一同

行乞，她看著男孩們滿街兜售報紙，決心不

向命運低頭，成為第一位賣報紙的女孩。

1998年吉布里．迪歐普．蒙貝提在製作「凡

人故事三部曲」期間病逝，我們仍能從這兩

部遺作中，看見魔幻寫實的西非大地。

2021第23屆台北電影節將於9月23日至

10月9日在信義威秀影城、京站威秀影城、

光點華山電影館展開，單場早鳥票將於9月

13日中午十二點在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

開賣，各項活動則將視疫情變化，進行滾動

式調整。詳情請密切注意台北電影節官方網

站 （https://www.taipeiff.taipei） 、 Instagram

（https://instagram.com/taipeiff）、FACEBOOK

粉絲專頁（https://fb.me/TaipeiFilmFestival）。

台北電影節招牌鉅獻台北電影節招牌鉅獻
影史必看經典重現

《17歲的天空》數位修復重現楊祐寧、Duncan周群達青澀模樣

奧斯卡最佳女配角尹汝貞（圖右）首次演出便震驚影壇獲青龍獎最佳女主角之作《火女》

日本新浪潮情色大師增村保造異色之作《刺青》將在台北電影節放映

滿身的刺青，眼神充滿無措和好奇

，他是「鱷魚」，但大家都叫他「小魚

」；她是陳芝平，因為爸爸的一句話，

她堅定地守護自家的農地，兩個完全不

相干的人，從初相識的互看不順眼，到

面對外來勢力後攜手尋求解決方法，卻

發現愛情在相處過程中不知不覺的發生

。柯震東今年作品不斷，打頭陣的是顛

覆他以往形象，即將於10/8日全台上映

的《鱷魚》，他在電影裡中飾演一位

「迎接新生活」的年輕人余大偉，綽號

「鱷魚」，因有著不同於常人的背景及

遭遇，在片中總是能適時的挺身而出給

予鄰家大姊姊李心潔滿滿的保護感。柯

震東自《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之

後星路大開，期間嘗試多種不同風格的

電影作品， 2016年以《再見瓦城》中

頹喪、憂傷，並談了場悲劇性愛情的

「阿國」一角入圍「金馬獎最佳男主角

」，而後，柯震東進入沉澱期磨練演技

，新作品《鱷魚》既有他在《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青澀，又有些

《再見瓦城》中的憂愁，也讓柯震東坦

言：「是我眾多作品中，十分特別的存

在。」

電影《鱷魚》是柯震東與大馬女

神、金馬影后李心潔首次同台飆戲，

兩人的合作讓影后稱讚柯震東：「除

了聰明還有用心」。提到當初選角過

程，影后真誠表示，不敢相信當時導

演陳大璞會找上她。李心潔直接詢問

導演，知不知道自己跟柯震東有些

「差距」，沒想到導演很誠懇地表示

他都想得很清楚，男、女主角之間的

差距正是他要描繪的愛情樣貌。一想

到要談一段有差距的戀愛，李心潔點

出她的疑慮，「感覺自己比對方年紀

大很多」、「是兩個活在不一樣世界

的人」，到底是什麼原因，會促成這

段看似不可能的戀愛呢？她開始在拍

片過程中尋找愛上「小魚」的原因：

「我以為她是在哪一個瞬間突然對小

魚有感覺。但後來發現，愛上那個人

的瞬間，不是在一個多麼重要或者是

特別的時刻，而是一個很簡單不自覺

過程。」除了與柯震東合作的不可置

信外，提到跟李康生的合作，李心潔

難掩興奮：「他有一種很特殊的節奏

，可以產生很特別的幽默感，我捉摸

不到他的情緒，他的演出跟你在劇本

裡面看的時候，完全不一樣，真的很

有趣。」陳大璞導演說在撰寫這個故

事的時候，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

，一對有些差距、有困難需要共同克

服的戀人，但這個「含金量」超高的

組合，還是造成了他不小的壓力，但

他卻也能在三者之間找到平衡，最後

還是笑笑地說出那句經典名言：「他

們三位是騎著金馬而來的演員」。

鱷魚這種動物，只要確定了目標就

會緊咬不放，立志成為鱷魚的小魚（柯

震東飾演），在17歲那年，為了義氣

曾走過歪路，回歸社會後，在當初大哥

劉主任（李康生 飾演）的協助下留在

議員辦公室做事。某天，他接受劉主任

指派的里民服務，為最讓人頭痛的青農

陳芝平（李心潔飾演）處理農地水源的

問題。陳芝平的農地，是整片農地裡唯

一不願意被徵收的「釘子戶」，直到農

地上的灌溉水突然被切斷，堅守家園的

她四處陳情，卻也四處碰壁，難搞的陳

芝平遇上初出社會的小魚，兩人在摩擦

中找到革命情感，也在寂寞中找到新的

寄託，但在劉主任介入了農地沒水的陰

謀後，小魚陷入了愛情與事業的掙扎

……《鱷魚》由滿滿額娛樂股份有限公

司、鹿路電影有限公司出品及製作。台

灣大哥大myVideo、中環國際娛樂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真好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台興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崴森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人聯合出品，《鱷

魚》10月8日全台上映，台北双喜電影

發行。

柯震東透過《鱷魚》展現成長
堅毅性格打動李心潔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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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太行山，为什么是一段段的？

辣椒与湖南：爱你爱得火辣辣

中国爱吃辣的地方有很多。有一

句流传甚广的话说，“四川人不怕辣

，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

可见湖南人对辣椒爱得最为热烈：没

了辣椒，就茶饭不思，生活也失去乐

趣和盼头了。

然而，辣椒与湖南并非青梅竹马

、天生一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两者结缘不过300余年。从陌不相识，

到怦然心动，再到如胶似漆、相互成

就，辣椒与湖南演绎了一部火辣辣的

爱情大片。

辣椒原产于美洲。五六千年前，

印第安人就已开始驯化栽培野生辣椒

，作为日常食物。15世纪，哥伦布发

现了新大陆，同时发现了辣椒等人们

从未见过的物种。之后，辣椒跟随着

欧洲商船辗转来到了中国，那时已是

17世纪晚期。

据史料记载，辣椒登陆中国的第

一站是浙江杭州附近，很快随着移民

的脚步来到了湖南。仿佛冥冥注定，

辣椒在杭州并没有扎下根来，但与湖

南相遇后却迅速擦出奇妙的火花，产

生猛烈的“化学反应”，势如破竹般

栽遍了三湘大地，而湖南人也纷纷抛

弃“旧爱”，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辣椒

。

湖南人还有“旧爱”？是的，在

辣椒到来之前，湖南人嗜辣已久。湖

南三面环山，北有浩瀚洞庭，境内河

流密布。夏季气温高，烈日加剧河湖

蒸发，三湘大地湿热郁积而不得散发

。冬季北方冷空气长驱直入，大雾弥

漫，湿冷逼人，自古被称为“卑湿之

地”。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湖南人一

直喜欢吃辛辣食物，用以发郁去湿、

抵御风寒。在没有辣椒的漫长岁月中

，花椒、茱萸和姜三种辛香料主管了

湖南人的舌尖，尤其是中国土生土长

的花椒，在上千年间都是湖南人的最

爱。在公元前300年屈原所写的《楚辞

》中，便可以看到大量花椒等辛香料

的身影。

辣椒有何等魅力，能成为湖南人

吃辣的“正宫”？从使用角度来说，

辣椒更易保存，方便易食，并且口味

更好更丰富；从种植角度说，辣椒更

易种植，适应性强，产量也较高。辣

椒当年种当年就可以收成，收成后可

以放火烧山，可以防治土传病虫害，

而花椒和茱萸等多年生植物就经不起

这番折腾。从感官角度来看，辣椒颜

色鲜艳，红黄绿色彩丰富。所谓“色

香味”俱全，色排第一位。综合来说

，辣椒不仅长得好看，而且不傲娇，

又很有内涵，如此“尤物”何人不爱

呢？

自从辣椒与湖南情定终身，湖南

成了中国最早形成吃辣椒习俗的地区

，也是最早把辣椒作为主要蔬菜的地

方。辣椒也极大地满足了湖南人的胃

口，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真爱万岁，湖南人送辣椒去远方

辣椒在湖南站稳脚跟后，并没有

停止去熨帖更多人的胃口；湖南也没

有把辣椒捆在自己身边，而是尊重她

的意愿——更新其他嗜辣地区人们的

菜谱。于是，以湖南为中心，辣椒开

始征服神州大地。

我国西南四川、贵州、云南、广

西等地，气候环境与湖南颇为相似，

它们的相同特征都是日照少、雾气大

、湿度大，因此这里的人们也有共同

的生活习性：爱吃辛辣食物或香料来

祛湿发郁。这样的地区被统称为“重

辣带”。

随着对西南山区的垦殖开发，辣

椒从湘西传入贵州。不久，跟着“湖

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辣椒大举进

军四川，迅速俘虏

了天府之国人们的

心。继而向西向南

征服云南和广西，

西南大好河山“一

片红”。其间，虽

然也有其他地方的

辣椒传入四川等地，但只有经过了湖

南潮湿环境考验的辣椒才最终生存下

来。

如今，除了西南重辣带，我国所

有省份都有辣椒种植，辣椒成了中国

种植范围最广的蔬菜之一。在这个过

程中，湖南成了辣椒传播最坚实的靠

山。这一次不再依靠人口的迁移，而

是依靠种子的力量——湖南建立了中

国最大的辣椒种质资源库，全国人民

都爱来湖南买辣椒种子。

由于对辣椒浓厚的感情，湖南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便奔赴城乡各

地搜集辣椒品种，奠定了在全国领先

的地位。但湖南的气候环境其实并不

特别适合种辣椒，因为夏季炎热，冬

季湿冷，病虫害多，很多地方土质也

不好。但偏偏湖南人爱吃辣椒，也爱

种辣椒，严酷的环境反而成了辣椒变

异进化和培育新种的试验田，由此产

生了很多适应性和抗病性强的良种。

具有湖南血统的辣椒种子一度占了全

国辣椒种植面积的80%。

除了种辣椒，湖南对于让国人爱

上吃辣椒可能帮助更大。除了西南重

辣带，中国其他地方尤其沿海地区的

人们原本并不怎么爱吃辣椒，毕竟这

种火辣辣的刺痛感并非人们天生喜悦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严

格的吃辣和不吃辣的地域之分了。口

味清淡的广东，大街小巷的饭馆中也

随处可见各种辣菜。这很大程度要拜

湖南人与湘菜之功。

湘菜原本在八大菜系中排名垫底

，然而近二三十年已成为风头无俩的

国民菜系。1993年，藉毛泽东百年诞

辰之际，火辣的毛氏菜系红遍全国；

1998年，口味虾从长沙的夜宵摊突然

跳到全国人民的大排档上，成为各大

城市人们夜生活的压轴小吃；2002年

，湖南人发明的酱椒鱼头，带动了剁

椒鱼头迅速霸占中国各地餐桌的主位

；近十几年，平民出身的湖南小炒肉

一跃成为广大城市青年的最爱，工作

忙碌之余，一份火辣鲜香的小炒肉让

人吃得大汗淋漓，内心暗暗叫爽！

当代人喜欢吃辣，或与人们压力

倍增而辣椒能减压活血有关。但湖南

人发明的这一道道辣味美食，无疑不

是一剂剂强大的催化剂，让国人都拜

倒在辣椒裙下。

共苦同甘，难忘辣椒结发情

辣椒借着湖南第一次在中国扎根

，又通过湖南走向全国，对湖南人不

可谓不感恩戴德。而湖南人对于辣椒

也是一往情深，经历岁月沧桑而初心

不改。

与其他地方相比，湖南人对辣椒

爱得很纯粹——四川人的辣是搭配花

椒的麻辣，贵州、广西人的辣是腌制

后的酸辣，云南人的辣是把辣椒炸熟

之后的焦辣，而湖南人的辣是原始的

鲜辣，把辣椒直接当作蔬菜全部吃掉

。

辣椒最初跟随垦荒移民从江西、

江浙等地来到湖南。这些移民来到湖

南后主要从事坡地、山地开垦，过着

艰难的“棚民”生活。再加上湖南很

多地方山高水阻，资源匮乏，没有条

件种植其他蔬菜，于是适应能力强、

廉价易得的辣椒成了人们日常的主打

蔬菜。在辣椒的加持下，再怎么难吃

的饭也能够很快下咽。

辣椒与湖南人一同走过了最艰苦

的岁月，也使湖南人养成了吃辣椒

“下饭”的饮食习惯，这份情感与习

惯一直保留至今。同样爱吃辣的四川

，虽然也有移民记忆，但这里是天府

之国，物产丰饶，人们可选的蔬菜有

很多。在四川火锅或者炒菜中，辣椒

一般只是一种佐料或者配料，而经典

湘菜小炒肉、虎皮尖椒等，辣椒就是

这道菜的主力食材。

湖南人大量鲜食辣椒，也跟古代

缺盐有关。湖南没有主要产盐地，食

盐多从外地进口。在没有盐的日子，

人们便用辣椒代替，一辣盖百味。

湖南内部吃辣程度也有地域区分

，越贫穷闭塞的地方似乎越爱吃辣，

湘西最重，湘南次之，湘北最轻。这

跟上面所说的物资缺乏和缺盐程度有

关系，也跟贫穷闭塞的地方一般为山

区，海拔更高、湿度更大有关系。

辣出精彩，湖南人与辣椒心相合

辣椒与湖南爱得如胶似漆，更深层

次的原因是，辣椒之辣与湖南人火辣刚

烈的性格完美合一，两者相互成就，堪

称最佳CP。吃着辣椒的湖南人改变了

近代中国的命运，而辣椒也借着走向全

国舞台的湖南人收获了无上殊荣。

辣椒在清初进入湖南，到了道光

年间开始广泛种植。在这之前的上千

年中，地形封闭的湖南一直被视为

“荒陋之区”，湖南人在中国历史舞

台上也一直默默无闻。然而，在道光

年间吃着辣椒长大的一批湖南人，打

破了这个僵局，他们中的代表是曾国

藩和左宗棠。适逢太平天国起义，清

王朝内忧外患摇摇欲坠，曾、左等人

带领大批湖湘子弟，走出三面重山，

开始平定叛乱。最终，骁勇善战的湘

军一举成功，并使中国的政治和军事

领域出现“无湘不成军”的“湖南人

现象”。此后，湖南政治、军事、文

化各领域人才群体层出不穷，成了近

代中国最闪耀的一个群体。

曾左之后，最有名的湖南人便是

说着“不吃辣椒不革命”的毛泽东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

有三位是湖南人，十位大将中有6位是

湖南人。为何湖南人如此勇猛？有人

分析，辣椒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生于山区的湖南人性格本来就倔强顽

强，在辣椒的刺激下，更加激发了他

们的血性与无畏，面对困难百折不挠

，勇往直前。湖南最能吃辣的地方是

邵阳一带，这里的人们也以“刚烈尚

武，重义轻死”闻名。

当代社会，爱吃辣的湖南人将他

们的锐意与激情释放在了娱乐领域。

君不见，湖南卫视是中国最会玩的卫

视，引领中国电视娱乐20余年；而湖

南省会长沙也成了年轻人最爱去的网

红城市。这背后，也有辣椒的一丝催

化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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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新娘新娘Sampada AcharyaSampada Acharya與新郎與新郎Shan XuShan Xu
新婚大吉新婚大吉！！幸福美滿幸福美滿！！

（本報記者黃梅子）2021年8月20日下
午，風和日麗、艷陽高照。休斯頓完整修車
廠董事長徐雲女士的兒子 Shan Xu 與新娘

Sampada Acharya在徐氏農莊舉行了別開生
面的印度教古法婚禮。新郎是華裔，新娘是
尼泊爾裔，這場婚禮按照新娘家的傳統印度

教習俗在新郎家的休假農莊舉行，雙方親屬
出席，共同祝福新人新婚快樂，白頭到老！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辦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辦”” 社區安全與法律權益社區安全與法律權益””
線上會議線上會議，，4646個社團組織和總會長個社團組織和總會長&&會長們共襄盛舉會長們共襄盛舉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新到任王新到任王
韋龍副處長與會致詞韋龍副處長與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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