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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ays Kabul drone strike killed 10 civil-
ians, including children, in ‘tragic mi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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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Sept 17 (Reuters) - A 
drone strike in Kabul last month killed 
as many as 10 civilians, including seven 
children, the U.S. military said on Friday, 
apologizing for what it said was a tragic 
mistake.

The Pentagon had said the Aug. 29 strike 
targeted an Islamic State suicide bomber 
who posed an imminent threat to U.S.-led 
troops at the airport as they completed 
the last stages of their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Even as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emerged, the top U.S. general had de-
scribed the attack as “righteous”.

“At the time of the strike, I was confident 
that the strike had averted an imminent 
threat to our forces at the airport,” Marine 
Corps General Frank McKenzie, the head 
of U.S. Central Command, told reporters. 
“Our investigation now concludes that the 
strike was a tragic mistake.”
He said he now believed it unlikely that 
those killed were members of the local 
Islamic State affiliate, ISIS-Khorasan, or 
posed a direct threat to U.S. forces. The 
Pentagon was considering reparations, 
McKenzie said.

In a statement, Defense Secretary Lloyd 
Austin said the drone strike had killed a 
Mr. Ahmadi who worked for a non-profit 
called Nutrition and Education Interna-
tional.

“We now know that there was no connec-
tion between Mr. Ahmadi and ISIS-Kho-
rasan, that his activities on that day were 
completely harmless and not at all related 
to the imminent threat we believed we 
faced,” Austin said in the statement.

“We apologize, and we will endeavor to 
learn from this horrible mistake.”
While it is rare for senior Pentagon offi-
cials, including the defense secretary, to 
apologize personally for civilians killed in 
military strikes, the U.S. military does put 
out reports on civilians killed in ope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Reports had emerged almost immediately 
that the drone strike had killed civilians 
including children. A spokesman for 
Afghanistan’s new Taliban rulers, Zabihul-
lah Mujahid, had said at the time that the 
attack had killed seven people.

The strike came three days 
after an Islamic State sui-
cide bomber killed 13 U.S. 
troops and scores of Afghan 
civilians who had crowded 
outside the airport, desperate 
to secure seats on evacuation 
flights, after U.S.-trained Af-
ghan forces melted away and 
the Taliban swept to power in 
the capital.

Following the suicide bomb-
ing at the airport, the U.S. 
military launched a drone 
strike in eastern Afghanistan 
that it said killed two Islam-
ic State militants, and the 
Pentagon had warned that 
it expected more attacks on 
the airport including from 
rockets and vehicle-borne 
explosive devices.

The Pentagon logo is seen behind the podium in the briefing room at the Pen-
tagon in Arlington, Virginia, U.S., January 8, 2020. REUTERS/Al Drago

General view of a residence house destroyed after a rocket attack in Kabul, Afghanistan 
August 29, 2021.REUTERS/St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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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welcomes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for a working dinner at the Elysee Palace in Paris, France, September 
16. REUTERS/Gonzalo Fuentes

Migrants seeking asylum in the U.S. walk in the Rio Grande river near the International Bridge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S., as they wait to be processed, in Ciudad Acuna, Mexico, Septem-
ber 16, 2021. According to officials, some migrants cross back and forth into Mexico to buy 
food and supplies. REUTERS/Go Naka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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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spiration 4 civilian crew 
aboard a Crew Dragon capsule 
and SpaceX Falcon 9 rocket 
launches from Pad 39A at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in Cape 
Canaveral, Florida, September 
15. REUTERS/Joe Skipper

A Syrian shop owner 
carries the broken door of 
his shop after a crowd of 
Turks attacked shops and 
homes belonging to Syri-
ans overnight, in the wake 
of a street fight that led 
to a Turkish youth being 
fatally stabbed, in Ankara, 
Turkey. REUTERS/Cagla 
Gurdogan

Icebergs are seen at the mouth of 
the Jakobshavns ice fjord during 
sunset near Ilulissat, Greenland, 
September 16. REUTERS/Han-
nibal Hansc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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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Boston Mayoral
candidates Michelle
Wu and Annissa
Essaibi George both
belong to the
Democratic Party. Both
will advance to the
November election and
one will make history
as the first person of
color to become the city
’s mayor. Over the
last two centuries,
Boston has elected

only one white man as
mayor.

The current polling
results show Wu was
leading with 33% and
George was at about
22% of the votes.

Wu told her supporters
that it’s been an
honor to be part of this
historic field. She
promised to keep up

the energy
and get out
to every
single
voter by
knocking
on doors
and having
conversa-
tions about
what’s
possible in
the city.
Senator Elizabeth
Warren is backing Wu
who was one of her
students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Wu’s parents are
from Taiwan. She was
born in Chicago and
later went to study at
Harvard.

Today we are really
proud of Michelle Wu
and her
accomplishments in
the mayoral race in
Boston.

We as Asian American
a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period. Many
of us also have
experienced the
so-called “hate
crimes.”

America is really a
nation of immigrants.
We ca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Many groups of
hard-working people
made this country and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he Boston election
message is really
telling people that your
success depends on
your hard work.

We really need to
support Michelle Wu,
not just with the vote.
We also need to
support her financially
too.

She is also setting the
role model for the rest
of our Asian young
people in the future.

0909//1717//20212021

A Change In BostonA Change In Boston
Politics Is ComingPolitics Is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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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nda and Bill Gates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hose 
advice guided much of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Covid pandemic, has seemingly washed its 
hands of one virus while warning the world isn’t 
prepared to deal with the next big pandemic.                                                                                                                                        
The foundation’s annual report, released last 
Tuesday, bemoaned the poverty increases 
wrought “by Covid-19” – omitting that much 
of the damage linked to the virus stemmed from 
economic shutdowns imposed by governments 
which were often taking their advice from the 
Gates Foundation and associated entities.
However, the report ultimately put an optimistic 
spin on the damage, noting things c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Childhood vaccinations had 
only dropped half as much as predicted, and 
some wealthy countries’ economies were already 
on the rebound, it noted. The mRNA vaccine 
companies were seeing the light and investing in 
Africa and other impoverished areas of the world, 
the report added, after presumably realizing how 
much economic opportunity awaited them there.

Placing its well-
known vaccine 
evangelism front 
and center, the 
foundation’s re-
port credited ex-
tensive vaccine 

infrastructure (much of which it has helped fund 
over the preceding decades) for the world’s suc-
cess in fighting the virus, even as the companies 
behind the headline-grabbing mRNA formulas 

have admitted they do not prevent Covid-19 
transmission and might require additional 
booster shots.
But the report mostly treated Covid-19 as a 
thing of the past, all but declaring victory over 
the virus and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to 
step up long-ter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so 
as to be prepared for the next pandemic. Many 
countries are still knee deep in Covid-19 cases, 
while others have kept the virus under control 
but had their economies wrecked or given up 
many freedoms in the process.

Ironically, the foundation warned readers 
against such efforts to move on from the re-
covery effort, writing of the “very real risk that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communities will 
begin to treat Covid-19 as another epidem-
ic of poverty: Not our problem.” However, 
high-income countries – specifically the En-
glish-speaking Five Eyes nations – have shown 
no sign of growing weary of the social controls 
Covid-19 has allowed them to introduce, indi-
cating the virus (or at least fear of it) may hang 

around for a good while yet. (Courtesy rt.com)
Related

Vaccine Politics
The West Will Hoard 1.2bn Doses Of Spare                  

Vaccines By Year’s End, Analysis Says,                
While Pressure Mounts To Share With             
Poor Countries And Outshine China

The supply of Covid-19 vaccines that rich 
Western countries have secured for themselves 
is so big that it can cover their possible needs by 
a large margin. So it’s time to share some with 
the poor and curb China’s diplomacy.
This appears to be the message coming on Sun-
day from leading Western media outlets, which 
report on an analysis of Covid-19 vaccine pro-
duction capacities and supply contracts released 
by the London-based analytics firm Airfinity. 

Empty vials of As-
traZeneca/Oxford 
vaccine, donated to 
Kenya by the UK. 
(Photo©REUTERS 

/ Baz Ratner )
Rich nations have some 500 million doses that 
they can safely redistribute today. The number 
will increase to 1.2 b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to 2.2 billion by the middle of 2022, 
the company estimated. That is a conservativ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US, 
the UK and the EU vaccinate 80% of their own 
populations, including children over 12, and 
launch booster shot programs.
The notion that rich countries have to choose 
between protecting their own people from 
Covid-19 and helping out nations that don’t 
have the money and political clout to secure 
vaccine supplies is now “a false dichotomy,” 
Airfinity chief Rasmus Bech Hansen told 
Bloomberg. “You can do both.”
The looming “glut of vaccines,” as The Econo-
mist described it, is a product of rapidly increas-
ing production capacities. This year, the global 
produc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12 billion dos-
es, with the same amount produced next year 
by June. Rich nations can feel safe about their 
needs being met, Airfinity said.
So the moment has come for the West to show 
moral leadership and vaccinate the world, for-
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Gordon Brown 
wrote in The Mirror.

“It’s time to act 
to end what has 
become a moral 
outrage and we 
must act now,”         
he said, direct-
ing his call on 

the leaders of the US, the UK, Germany and 
France. “Only Biden, Johnson, Merkel and Ma-
cron can bridge the growing divide between the 
world’s vaccine rich and vaccine poor.”
“These leaders are holding all the cards.              
They have the monopoly on vaccine order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UK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nd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
cron will discuss vaccine redistribution with 
leaders of other G7 nations at a meeting of the 
group, which may happen as soon as Septem-
ber 20,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st. Washing-
ton is expected to try and lead a Western effort 
“in sorting out the global vaccine supply.”
America’s “early vaccine nationalism allowed 
China to project itself as a benevolent global 
leader by sending an abundance of vaccines 
overseas,” the British magazine remarked. “A 
geopolitical win for America would be espe-
cially useful after the debacle in Afghanistan.”
Airfinity estimates that the global supply of 
redistributed vaccines will be dominated by 
Western-made shots, with Pfizer/BioNTech’s 
comprising about 45% of the stockpile and 
Moderna’s taking up some 25%.
The Economist assessed that it was “fair-
ly clear” that Western “mRNA vaccines are 
widely seen a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desirable 
around the world, whereas Chinese vaccines 
are seen as an inferior product that works less 
well.”
“By supporting American mRNA manufac-
turing,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help these 

vaccines win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 to 
come.”

The glaring inequality in vaccine distribution 
is partially to blame for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COVAX, a UN-backed donations-driven 
vaccine-sharing initiative. It has managed to 
buy and ship only 230 million doses this year, 
compared to its target of 1.3 billion delivered by 
the end of 2021.
Billionaire Bill Gates, who is a leading driving 
force behind COVAX, is a vocal opponent of 
opening up vaccine patents, a move that its ad-
vocates argue would have greatly benefited the 
poorer nations by making the jabs cheaper and 
more readily available. Gates’ position is shared 
by Merkel and Macron. Biden’s June promise 
to consider patent waivers has so far produced 
no concrete results.

Vaccine manufacturers and people like Gates, 
who suppo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protec-
tions for inoculations, claim factor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proper production capa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logistical bottlenecks are 
holding back the global vaccination effort. Lift-
ing patent protections won’t fix that and may 
make the rollout slower, not faster, they argued.
Meanwhile, as of April, nine individuals linked 
to Big Pharma became billionaires on the back 
of the vaccine rollouts while eight others, who 

were already above the cap, saw their wealth 
grow significantly. (Courtesy rt.com)
“Vaccine Producers Could Have Funded 
Jabs For All Of Africa, Instead Shareholder 
Payouts And Sluggish ‘Charity’ Efforts Are 

The Priority.”
The three largest producers of Covid-19 vac-
cines could have funded the entire cost of vac-
cinating Africa with the money they paid stock-
holders this year – and vaccine-sharing charity 
COVAX isn’t bridging the gap, analysis shows.
Pfizer, Johnson & Johnson, and AstraZeneca, 
the three top producers of Covid-19 vaccines, 
could fund the vaccination of the entire conti-
nent of Africa, some 1.3 billion people, vaccine 
advocacy group the People’s Vaccine Alliance 
revealed on Thursday.
Or rather, they could have funded all those jabs 
if they hadn’t spent that money to pay out $26 
billion in stock buybacks and dividends to their 
shareholders. The vaccines have largely been 
sold to wealthy countries, netting Pfizer/BioN-
Tech and fellow mRNA vaccine producer Mod-
erna a whopping $33.5 billion, and many of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bought so many extra shots 
that their citizens are – in the case of Canada, at 
least – expected to be covered as many as five 
or more times over.

AstraZeneca 
vaccines off-
loaded in Gha-
na.  (Photo/© 
Reuters / Fran-
cis Kokoroko)

Many of the frontrunner companies prom-
ised to pick up the cost of vaccinating less 
wealthy n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vac-
cine research, a promise which helped secure 
funding from governments and charitable 
initiatives. However, touting their unusually 
charitable behavior in the early days of vac-
cine purchasing and development has largely 
evaporated now that the moneyed West has 
its supplies locked down and third world 
countries are finally able to get in line for 
theirs. Pfizer and its colleagues are starting to 
talk about upping their prices again – “once 
we get beyond the pandemic environment,” 
in the words of chairman Albert Bourla.
Given that infection and death rates for 
Covid-19 in Africa never reached the level of 
a “global disaster,” early on in the epidemic, 
it seems they’re plotting to gouge the en-
tire continent for a medicine it doesn’t need 
nearly as badly as other countries, except in 
the eyes of the WHO. Given the continent’s 
familiarity with less expensive drugs like 
chloroquine – a familiar and comparatively 
safe remedy for malaria – many doctors had 
already been using that off-patent formula-
tion rather than twiddling their thumbs and 
watching patients die for months awaiting 
the arrival of the much-lauded Western mira-
cle vaccine. (Courtesy 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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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Response Continues  
  To Snarl The World Economy

Gates Foundation Warns About 
Future Pandemic Threats 

COMMUNITY

India 

After India’s brutal coronavirus wave, two-thirds of population has been 
exposed to SARS-CoV2. 

Russia

Russia’s COVID-19 response slowed by population reluctant to take domestic 
vaccine.

UK
          

UK COVID cases have fallen  dramatically – but another wave is likely.
Italy

Italy – once overwhelmed by COVID-19 –turns to a health pass and stricter 
measures to contain virus.

Mexico

Mexico, facing its third COVID-19 
wave, shows the dangers of weak fed-
eral coordination.

                                                      China

From ground zero to zero tolerance 
– how China learnt from its COVID 

response to quickly stamp out its 
latest outbreak.

Nigeria

Nigeria isn’t ready to deal with rising 
COVID-19 cases. 

Kenya

      What Kenya needs to do bet-
ter as it braces for fourth wave of 

COVID-19. 

Myanmar
How a perfect storm of events is turn-
ing Myanmar into a ‘super-spreader’ 
COVID state. 

Indonesia
Indonesia records its highest increase 
in COVID cases – and numbers are 
likely to rise again before they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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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Blankets The World

Quick Look
This curated list of photos and captions is just a snapshot of the 
 global coverage on the pandemic, written by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experts. For additional details, Google the “key words” \

underlined in bold type in each caption under the photo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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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昨天看了一篇文章《没有仪式感的

家庭，很难养出有幸福感的孩子》，讲

的是仪式感对于家庭和孩子成长的重要

性，看完之后深受感动。

说实话，中国家庭对这块基本上不

在意，不够重视，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需要很多仪式感的设置，这可以将家中

所有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家人平

常难以言说的情感表达出来，彼此接纳

、认可，并从中获得力量。

为什么仪式感有这么神奇的作用？

在《小王子》里，圣埃克苏佩里通

过狐狸和小王子的对话，精妙地解释了

“仪式感”：

你最好是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

，比如说你是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点

开始，我就会变得非常快乐。越是接近

我们约好的时间，我就越觉得幸福。到

了四点，我已经又激动又有点紧张了：

这时候我领略到的，是幸福的代价！假

如你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那么我永远都

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给自己的心穿上一件

外衣……

由此，我们看到：仪式感演化出来

的是时间感、存在感和被需要感。

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是平淡无奇的，

今天和昨天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苦恼

的依然苦恼，烦心的依然烦心。但因为

某个“仪式”的存在，让你觉得一切又

重新开始了，仿佛与过去的时光做了一

个了断，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我想，

这就是仪式感的心理学意义。

《纽约时报》曾经评选出美国十大

经典家庭传统，这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

提示。

1.生日帽

准备一顶特

殊的生日帽，

无论家里谁过

生日，都要带

这顶生日帽。

一起吹蜡烛、

一起吃蛋糕，

一定还要拍下

全家福。

等多年之后

，一家人再坐

在一起，回忆

过往时，那顶

帽子肯定是重

点，必将戳中

每个人的泪点

。

2.开心罐

开心的事情有时候很容易忘记，而

伤心的事情往往又难以度过。那就，创

造一个家庭开心罐吧！

遇到开心事的时候，把它写下来，

存储在开心罐里。等到伤心的时候，取

出存储的开心回忆，疗愈心灵。

3.固定的吃饭时间

邻居家小男孩几乎每个周五下午都

会在我们家孩子一起玩，但我知道他家

有Friday pizza night（周五披萨夜）的传

统。

每次快到饭点爸爸妈妈来接他回家

，看他还不太想走就会提醒他，“要回

家吃晚饭了，今天是我们的family pizza

night（家庭披萨夜）哦！”

刚刚还贪玩不想走的小男孩听完后

立马站起来乖乖地和我们说拜拜了。

4.秘密的拉手方式

与家人手拉手，漫步街头、公园、

海滩，想想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我们还

可以有意或无意地创造专属家人的秘密

拉手方式。

5.家庭的时间胶囊

在很多电影都看过相似的桥段，但

每次还是被感动的稀里哗啦的。我们也

学起来吧，给孩子写一封信，让孩子画

一幅给爸爸妈妈的画，放在玻璃或金属

盒子里，找个地方埋起来。

十年、二十年后再一起打开，那会

是什么样的情景，光是想想眼泪就要流

下来了。

6.固定的家庭活动

找个固定的时间，一家人一起来

Happy！什么都可以，游乐场里疯玩几个

小时、公园里搭个帐篷野餐，或者即使

在家里围在一起看电影、侃大山。

多年以后，这都会是我们和孩子美

好的回忆。当然，如果这个家庭传统活

动能够一直延续下去，那就更好了。

7.每年问同样的问题

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有一个

时期孩子会把一切东西都视为有生命、

有思想感情和活动能力的。因此，我们

常看到这个时期的孩子与枕头“谈心”

，与布娃娃、布熊等玩偶“讲话”……

爸爸妈妈准备几个问题，从孩子懂

事起，每年都问问他这些问题，比如

“今年爸爸最让你生气的一件事？”学

校里有什么开心的事？“你长大挣了钱

后想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并记

录他的回答，等孩子长大了翻出来一起

读，肯定会笑翻。

8.开学第一天的留影

孩子成长速度，快的惊人，特别是

他开始上学之后。刚刚不还是一个走路

歪歪扭扭的幼儿园小豆包吗，怎么马上

就要离开家，自己一个人上学去了？

不想忘记他的成长变化，那就赶快

给他拍照留存吧。

9.特别节日的全家福

我有一个朋友，每到结婚纪念日的

时候，都要拉着全家人去中国照相馆或

者是大北照相馆去拍全家福，然后冲洗

出来放入特殊的相框。

每次去她家看到照片墙上历年的全

家福，都被他们的幸福感动着。羡慕之

下，我们今年也开始这样做了，再怎么

忙，拍一张全家福的时间还是能挤出来

的。

10.和爸爸妈妈的单独约会

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一家三口集体

行动。但有时候，我也会和儿子两个人

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逛街、逛书店。

每次回来的时候，儿子都会神神秘

秘地撩爸爸：“爸爸，今天我和妈妈又

一起出去约会啦！就不告诉你，我们干

嘛啦！哈哈哈哈！”

将这些能给带给孩子美好记忆的事

情当成家庭小仪式后，慢慢地，它会印

刻到孩子和我们的生命之中，成为孩子

成长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

部分。

美国十大经典家庭传统
这些仪式让你的孩子更有幸福感

中美一洋之隔，小到饮食、起居

、婚嫁、丧葬，大到政治、教育、语

言、伦理、风俗各自不同。有趣的是

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好，也有许多美

国人认为中国好，各有其趣，各有其

长。任何风俗习惯文化观念都有它深

厚的历史渊源和存在的土壤，有值得

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年社会

的国家，由于出生率低，人的平均寿

命又在延长，多年来，美国的老年人

口比例在持续增加，2018年 65岁以上

老人数量为5172万，占全国人口总数

的15.8%。

美国有比较健全的社会养老机制

和较好的物质基础，绝大多数老年人

的生活不存在问题。他们普遍有自己

的退休金或养老金，其数量多少和自

己退休前工作的企业效益相关。即使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老年人也会得到

政府提供的基本生活保证（这样的老

年人数量很少），吃、穿、住不成问

题，还可以养一辆赖以行动和生活的

汽车。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即使一生

中没有医保，此时也不再为治病发愁

，政府有为65岁以上老年人医疗买单

的规定。

我接触到的美国老人，普遍是老

两口或个人独居，热情乐观，都非常

健谈。如果你问美国老人的生活怎么

样，回答都会是很好，他自己也很忙

，是不是真的很好，不知道？但给人

的感觉很好。多次与美国老人的接触

中，从未听到他们自怨自艾的话语，

对生活似乎充满了信心。但谈话的中

心总是老人自己的生活，工作、读书

、学习、旅游、慈善……只要你不特

别提问，几乎不会谈到自己的儿女和

孙辈。在他（她）们看来，生活是自

己的、独立的，与儿女长达几年不见

面的老人有的是。别以为这些老人与

儿女的关系不好，这才是美国人家庭

关系的正常情况。我对中美两国家庭

代际关系的观念都不完全欣赏，美国

人代际之间联系不那么紧密，俨然是

两家人，少了中国人那种亲密温馨。

而中国人代际之间太近了，完全是一

家人，居住、经济、生活、孙辈的管

理教育等，几乎黏在一起，因而矛盾

也多。美国人觉得中国人的家庭关系

怪怪的，隔代之间还把亲情还看得那

么重，好像离开这样的亲情就没法生

活似的。中国人对美国人这种家庭关

系也难以理解，特别是老年人，觉得

人老了就是活儿孙，没有了亲情还活

个什么劲？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个度

，过犹不及，代际之间有一定距离关

系才能处得更好，也对子孙的健康成

长有益。也许中美两个民族在这方面

应该互相学习。

美国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

锻炼、旅游、娱乐，海滨、公园、

赌场都有他们的身影。如何消遣休

闲娱乐，由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爱好

决定，但大多数老人还是呆在家里

，看电视，上网游戏是众多老人的

生活习惯。

美国针对老年人的终身学习培训

项目（有点类似我们国内的老年大学

）也办得红红火火，学习范围涵盖历

史、艺术、文学、自然科学、上网培

训等。不考试，没有学分要求，不少

老人都定时开车去参加学习。“活到

老，学到老”是一种精神状态，这些

努力学习的老人身上散发着青春的气

息，有着追求，带给人们满满的正能

量，他们生活中也充满了幸福，这是

人们欣赏的那种老年人精神状态。

美国老年人怎样生活？
美国人的传统婚礼庄重热烈，并

不奢华。婚礼仪式在女方家举行，只

邀请双方父母、亲戚和最亲密的朋友

参加，费用由女方家长支付。参加婚

礼的人适当送点礼物，多如炊具或餐

具之类的实用物品，花费很少。美国

人不讲究礼品的价值，而重视友谊。

举行婚礼前，未婚夫妇邀请平时

要好的朋友在一起聚会，朋友们祝贺

他们开始新的生活。这种聚会，大多

数是主人预备一些饮料和几个菜，朋

友们也纷纷自带一些酒和菜来。美国

食品丰富多彩，包装精美，携带方便

，只要花点钱，便可轻而易举地筹备

一桌丰盛的宴席。

聚会上，主人与朋友之间无拘无

束地吃喝谈笑，吃饱喝足后便一道唱

歌跳舞。这种告别单身汉生活的聚会

，花钱未几，气氛热烈，显得宾主之

间亲密无间。

举行婚礼那一天，新郎新娘在双

方亲戚的代表和证婚人陪同下，来到

所在地区法院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

名法官向新婚夫妇宣读事先拟好的祝

贺辞，新郎新娘各自宣誓。接着，双

方证婚人在结婚证书上签字，表明这

桩婚姻已取得法律效力并得到双方亲

属和社会的承认。最后，新娘和新郎

交换结婚戒指，相互将戒指戴在对方

的无名指上。

结婚登记仪式结束，新婚夫妇驱

车来到女方家，参加新婚宴会。双方

家长、亲戚、朋友们在那里迎候。

当新婚夫妇出现在婚宴上的时候

，新郎一身礼服打扮，新娘的装束可

用“有新、有旧、有借、有蓝”几个

字来描绘。“新”是指新娘的白色婚

礼服装是新做的，意味着新的生活开

始;“旧”是指新娘头上披的婚纱是自

己母亲用过的，表示永远不会忘记父

母特别是母亲的养育之恩;“借”是指

新娘手里拿着的手帕是从知心的女朋

友那里借来的，预示着自己虽然做了

人家的媳妇，但不会忘记当姑娘时的

朋友;“蓝”是指新娘身上披的缎带是

蓝颜色的，象征着自己是忠诚于爱情

的。

婚宴的规格及食品的种类，是根

据新郎新娘的文化传统以及新娘家的

喜爱和经济条件决定的。

美国人饮酒注意礼节，喝什么样

的酒用什么样的杯子，不可乱了规矩

而闹出笑话。客人自己选择一种喜欢

的酒类或其他饮料，服务人员添酒时

，看你用什么杯子就添什么样的酒。

美国人的婚宴上，有两种菜肴一般是

不会缺少的，因这两种菜肴普遍受到

美国人喜爱。一种是水果或蔬菜色拉

，一种是烤乳猪。

|婚宴结束时，新婚夫妇同客人们

告别，客人们纷纷往他们身上撒生米

粒，祝愿他们今后儿孙满堂。新婚夫

妇在热烈的气氛中驱车离去，婚礼全

过程到此结束。

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到某一地

方旅行，度蜜月。当今美国人度

蜜月差距很大，主要取决于新婚

夫妇的时间、爱好和新郎的经济

条件，美国人的习惯是新婚蜜月

旅行的费用由男方承担。在美国

，可以说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很

少见到新婚夫妇真正甜甜蜜蜜地

玩一个月的。

美国人喜欢在6月份喜结良缘，

因而在美国有“六月新郎”的说法，

此话的含义是每年6月份在美国各地

都可以遇见新郎。

事实上，每年6月份结婚的人数

几乎占全年的一半。出现这种现象，

是英语里的“六月”同“罗马女神”

的发音相似，而古罗马人视“罗马女

神”为“婚姻女神”，美国人便认为

，在6月举行婚礼，“婚姻女神”就

会给新婚夫妇带来欢乐和幸福。

美国婚姻习俗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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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生死交戰》是詹姆斯龐德系列第25部影也

是丹尼爾克雷格(Daniel Craig)最後一次飾演詹姆斯龐

德，故事敘述詹姆斯龐德（丹尼爾克雷格 飾）在牙

買加過著平靜的退休生活，然而中央情報局老友菲力

克斯雷特（傑佛瑞萊特 飾）前來請求他的協助，希

望龐德拯救一名被綁架的科學家，但過程比預期更加

危險，更導致龐德遭遇到擁有危險新科技的神秘反派

。除了老班底雷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蕾雅瑟杜

(Léa Seydoux)和班維蕭(Ben Whishaw)繼續演出同樣角

色之外，本集的主要反派將由新加入的奧斯卡影帝雷

米馬利克(Rami Malek)，以及在2015年《007惡魔四伏

》中飾演惡魔黨首腦的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克里斯多夫

沃茲(Christoph Waltz)擔任。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在《007生死交戰》中還有

兩名全新女探員，作為詹姆斯龐德的盟友，一位是已

擔任00號情報員兩年的諾咪（拉莎娜林區《驚奇隊長

》飾演），技藝高超，態度有點臭屁，拉莎娜林區說

：「我接受真正的軍事訓練，對我來說非常受用，能

和特技動作團隊一起訓練是最好玩的部分。」另外一

名是年輕古巴女探員帕洛瑪（安娜德哈瑪斯《銀翼殺

手𝟗𝟗𝟗𝟗》飾演），身手不凡相當厲害。安娜德哈

瑪斯說：「帕洛瑪有很多場動作戲份，幸好有很棒的

特效動作團隊幫我，我真的想要演得很到位，看起來

像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拉莎娜林區表示，《007

生死交戰》這部電影與時俱進，在片中可以看到很多

不同的女強人，而且看起來就是狠角色。

9月13日(星期一)官方詹姆斯龐德PODCAST有最

新00號情報員拉莎娜林區的訪談，敬請鎖定收聽。

《007生死交戰》詹姆斯龐德獲神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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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電影經典《駭客任務》（The Matrix）

在睽違十八年、熬過了疫情延檔潮後，最新第

四部續作《駭客任務：復活》（The Matrix Res-

surection）總算要在今年底與粉絲見面，而華納

兄弟影業保密多時的首支預告片也於近日發佈

，引起一陣熱潮。本次預告釋出後引起不少觀

眾拋出許多問題，關於如何接在《駭客任務：

最終戰役》（The Matrix Revolutions）後？以及

預告片中如何致敬前作？本文章整理出十大預

告片中的細節與線索，一起來解密。

1、黑貓：在預告片剛開始不久，由尼爾派

屈克哈里斯(Neil Patrick Harris)飾演的未知角色

的桌上有一隻黑貓一瞥而過，而黑貓在原本的

三部曲中，也代表著「母體錯誤」(Glitch in

the Matrix)，在第一集中曾出現過此現象，也讓

由基努李維(Keanu Reeves)飾演的尼歐在此時產

生了既視感。

2、子彈時間：在《駭客任務》中，最經典

也讓後世不少電影致敬的，便是「子彈時間」

，華卓斯基姊妹(The Wachowskis)當初運用了

360度的旋轉運鏡搭配上動作場景，讓觀眾感受

到隨著鏡頭圍繞的慢動作。在預告片中，此橋

段短短的在尼歐的夢境中一閃而過。

3、藍色藥丸：「紅色藥丸」與「藍色藥丸

」也是極其經典的一幕，在首部曲中，藍色代

表著留在安逸的普通生活，而紅色代表著脫離

母體去理解更為殘酷的母體與人類的戰爭。在

預告片中，尼歐將大量藍色藥丸倒進水槽中，

似乎也代表著他已意識到如今已身處母體之中

，進而解放自己的自由意識。

4、紅色藥丸：而除了把藍色藥丸倒進水槽

中，紅色藥丸怎麼能不缺席呢？雖然本次勞倫斯

費許朋(Lawrence Fishburne)並未回歸飾演莫斐斯

，但由葉海阿杜馬丁二世(Yahya Abdul Mateen

ll)所飾演全新版

本的莫斐斯則同

樣給了尼歐紅藍

藥丸的選擇，而

尼歐再次選擇紅

色藥丸後，莫斐

斯 告 訴 了 他 ：

「該起飛了」。

5、 愛 麗 絲
夢遊仙境：在第

一集中，尼歐在

電 腦 中 收 到 了

「跟著白兔走」

的訊息，進而找

到 凱 莉 安 摩 斯

(Carrie-Ann Moss)

飾演的崔妮蒂等

人。預告中的歌

曲是由傑佛森飛船合唱團(Jefferson Airplane)所

演唱的歌曲「White Rabbit」是一首受到《愛麗

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影響的歌曲，預告片中也曾特寫了琵豔卡喬

普拉(Priyanka Chopra)的那本《愛麗絲夢遊仙境

》小說。

6、白兔：講到了《愛麗絲夢遊仙境》，就

不得不提到更多關於「白兔」的細節。《駭客任

務》中，由艾達妮科德莫(Ada Nicodemou)飾演的

女駭客肩上便有著白兔的刺青，而在《駭客任務

：復活》中則變成了由《鐵拳俠》(Iron Fist)女星

潔西卡漢維克(Jessica Henwick)飾演的全新角色，

重新帶領尼歐回到母體開啟新旅程。

7、鏡中之人：預告當中有一幕是尼歐看著

鏡子，並看到了另一個不同的人，此處也像是

《駭客任務》中服用了紅色藥丸後，鏡子液化

並吞噬尼歐，最後進到真實世界的經典片段。

8：功夫：《駭客任務》三部曲當中的其中

一個特色，就是由袁和平擔任動作設計執導，

而在第一集中，便有一段莫斐斯準備開發尼歐

潛力的訓練段落，而其中過程尼歐說出了「我

學會功夫了」。在首支預告中，同樣也是新的

莫斐斯與尼歐在像是道館的地方與尼歐對打，

尼歐在打出一拳後便疑似恢復了這段記憶。

9：會變形分身的探員：由雨果威明(Hugo

Weaving)飾演的史密斯探員，是舊三部曲最經典

且重要的反派，大量的展開分身攻擊只為了不

要讓母體的真相給外洩。儘管史密斯探員在

《駭客任務：最後戰役》最終戰敗，但在全新

的預告中，可以看到疑似新的探員同樣擁有著

變形和分身的能力，出現在這部續作。

10：高度的指望：在預告的尾聲，可以

在一場動作戲中看到尼歐與崔妮蒂從一棟高

樓跳了下來，但目前尚無線索能夠推斷他們

為何能逃過垂直落下後的死亡。在《駭客任

務：重裝上陣》的開場戲中，崔妮蒂從高樓

墜下的場面使人印象深刻，但最大的問題仍

是，尼歐是否在這部電影中，能否保留第一

集中飛行的能力，而這也將成了這場戲他們

存亡的關鍵。

看完以上十個重點預告彩蛋整理，是不是

對這部睽違已久的續集的預告片有著更多的認

識了呢？相信華納兄弟仍對正片有更多正片上

的驚喜要獻給粉絲。《駭客任務：復活》本次

將由拉娜華卓斯基（Lana Wachowskis）獨挑大

梁執導，電影預計在12/22聖誕節檔期於美國院

線和HBO MAX同步上架，目前台灣檔期尚未

敲定。

十大《駭客任務：復活》彩蛋！
新莫斐斯和史密斯探員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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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運開幕式後誕首金
山東一隊10米氣手槍混合團體賽登頂

“輸給更優秀、更年輕的石宇奇，沒有
什麼遺憾。只要雄心壯志還在，就沒什麼問
題。”16日，里約奧運會羽毛球男單冠軍諶
龍在第十四屆全運會男單準決賽上，遭遇25
歲的隊友石宇奇，最終以11：21、9：21不
敵，就此告別十四運會。
這是諶龍第五次征戰全運。此前的團體

賽，諶龍幫助福建男隊奪金。遺憾的是，連續
五屆全運會，諶龍都沒能站在男單決賽舞台。
此番準決賽，被外界視為“國羽一哥”

的一次新老交接。更年輕的石宇奇笑到了最
後，而面對接二連三的失誤，諶龍坦言，
“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夠好。”
談及十四運之旅，諶龍言語中依舊略顯

遺憾。“人生總有遺憾，要說遺憾，奧運會
決賽輸了可能更遺憾。雖然十四運會沒有進
入決賽，但這一路走來，感覺自己做得還是
不錯的，這點我還是非常自信。”

賽後，諶龍表示希望彌補一下多年來沒
有陪在父母、妻兒身邊的遺憾。下半年將繼
續調整狀態進行恢復性訓練。“雖然十四運
生涯結束了，但我的職業生涯還沒到終點，
明年會繼續征戰杭州亞運會。至於三年後的
巴黎，還是交給更年輕的石宇奇他們吧。”
32歲的諶龍說。 ●中新社

第十四屆全運會女排成年組首
場比賽16日開打，最終，上海隊直
落三局擊敗河南隊。中國女排隊長
朱婷在本場比賽中未代表河南登
場。賽後河南隊主教練焦帥接受採
訪時表示，朱婷不會打後面的十四
運比賽。
東京奧運會中國女排止步小組

賽，朱婷的手腕傷勢頗受外界關
注。而在15日晚的十四運開幕式
上，朱婷作為河南代表團旗手登場
時，手腕依舊纏着繃帶。河南女排
的首場比賽，朱婷手腕纏着繃帶站
在場邊，並沒有上場。河南隊主教
練焦帥賽後表示，要讓朱婷“緩一
緩”，在被問及是否不會讓朱婷打
後面的比賽時，焦帥給出肯定回
答。 ●中新網

張家朗訓練受傷 退賽返港治理

朱婷因傷棄打十四運比賽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即將出戰陝西十四運的香港男子花劍
隊傳來壞消息，東京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在訓練中不慎弄傷膝蓋，決定退
出十四運並已返港接受治理，幸好傷勢不算嚴重已無大礙，算是不幸中之
大幸。
張家朗完成東京奧運後隨即飛往深圳進行隔離以及備戰十四運，原定

他與其餘男子花劍隊成員於16日前往天津準備9月19日舉行的十四運個人
賽，不過張家朗在日前訓練中膝蓋受傷，出發前決定退賽，並於16日返回
香港治理，幸好接受磁力共振檢查後傷勢並無大礙。張家朗表示會專心養
傷爭取盡快復出：“謝謝大家關心，傷勢還好，不是很嚴重，我會專心養
傷，希望快點康復。”而張小倫、蔡俊彥及楊子加則按原定計劃出發參
賽，上屆香港男子花劍隊一共奪得兩面獎牌，分別是崔浩然的個人賽銀牌
及團體賽銅牌。
而16日舉行的十四運佩劍項目於天津薊州體育訓練中心展開，港隊

派出羅浩天、何思朗、陳卓謙、林衍蕙、歐倩瑩及馬暤孜分戰男女子賽
事，雖然悉數晉身淘汰賽，可惜之後未能再進一步均32強止步。6位港
將17日夥陳智軒及劉穎怡轉戰團體賽，男佩團體賽共9隊參加，女佩團
體賽則有10隊參加。其中出戰7月東京奧運團體賽的中國國家女佩隊成
員楊恒郁、邵雅琦、郭怡琪及錢佳睿將組成聯合隊參賽。

諶龍無緣決賽：續征杭州亞運

●●諶龍諶龍（（右右））與石與石
宇奇識英雄重英宇奇識英雄重英
雄雄。。 中新社中新社

●●河南隊主教河南隊主教
練焦帥確認練焦帥確認，，
朱婷不會打後朱婷不會打後
面的全運會比面的全運會比
賽賽。。 新華社新華社

●在東京奧運為港摘得唯一金牌的張
家朗，因傷退出十四運。 資料圖片

●●香港選手羅浩香港選手羅浩天天（（左左））力力戰戰
下以下以 88：：1515不敵江蘇選手林不敵江蘇選手林
霄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剛剛結束的東京奧運會上，中國射擊隊在
15個射擊小項中，共獲得4金1銀6銅的

好成績，11枚獎牌的總數也創下了中國射擊隊
奧運參賽史上的新紀錄。本屆全運會射擊比
賽，冠軍雲集，特別是10米氣手槍混合團體比
賽，眾多高手齊聚一堂。東京奧運會該項目金
牌得主姜冉馨、龐偉組成的聯合一隊，東京奧
運會第6名、陝西運動員王倩和河南何正陽組
成的聯合二隊等都是本場比賽的奪冠熱門。

奧運冠軍組合止步資格賽
當日上午資格賽階段，便接連爆出冷門，

由姜冉馨和龐偉組成的聯合一隊並沒有延續奧
運會上的良好狀態，3組比賽結束，僅以總成績
572環排名第17，無緣前8，這也是龐偉職業生
涯的謝幕之戰。而由北京奧運會和倫敦奧運會
女子10米氣手槍冠軍郭文珺領銜的陝西組合，
總成績排名15位，同樣遭遇淘汰。第一階段比
賽，福建一隊的林月美與張秉琛表現最為出
色，二人多次打出98環，以總成績581環名列
第1進入第二階段的爭奪。張夢雪和張博文則
以總成績578環排名第3，順利晉級。
按照十四運射擊比賽規則，10米氣手槍混

合團體賽第二階段比賽，要先從8強隊伍中選
取前4進入銅牌賽和金牌賽的爭奪。比賽開始
後，第一階段排名首位的福建一隊雖然與貴州

一隊和聯合二隊打出同為384環的成績，但在
10環以上的命中數上不及後兩者，最終排名第
5止步第二階段。山東組合張夢雪和張博文狀態
神勇，發揮出色，特別是此前已經獲得十四運
男子10米氣手槍亞軍的張博文在兩組比賽中均
打出98環，最終兩人以總成績385環排名第1
進入金牌決賽，與浙江一隊馮思璇、劉軍輝展
開角逐。而貴州一隊錢微、謝瑜則與聯合二隊
王倩、何正陽進入銅牌賽，最終，貴州一隊憑
借更為穩定的發揮，摘得本次比賽的銅牌。

張夢雪首槍滿環最終奪冠
在接下來的金牌決賽中，山東和浙江兩隊

選手很快就進入狀態，沒有任何試探，第一槍
張夢雪便打出10.9環的滿環。隨後，浙江隊毫
不示弱，接連打出高環數，兩隊交替領先，進
入拉鋸戰。不過在最後三槍的比拚中，山東隊
兩位選手發揮更為穩定。最終，以16：10獲得
本場比賽的金牌，全運會開幕式後的“首金”
也就此誕生。
“我在賽前並沒有想過這枚金牌就是全運會

開幕式後的首金，只想着好好去打每一場比
賽。”賽後，張夢雪表示，能奪冠非常高興，這
枚金牌對自己來說也是意義非凡的。“或許是我
和張博文也太熟悉了，相互信任是我們這次能夠
取勝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十四屆運動會15日晚在陝西省西安市隆重開幕。16日，十四運射

擊（步手槍）比賽進入第4個比賽日，在10米氣手槍混合團體決

賽中，里約奧運會女子10米氣手槍冠軍得主張夢雪和隊友張博文

組成的山東一隊，經過兩輪激烈比拚，以16：10戰勝浙江一隊收穫金牌。這也是

十四運開幕式後的“首金”，浙江一隊獲得銀牌，貴州一隊獲得銅牌。

●●龐偉止步龐偉止步
資格賽資格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博文張博文（（右右））
與張夢雪在決賽與張夢雪在決賽
迅速進入狀態迅速進入狀態。。

新華社新華社

●●張夢雪與張張夢雪與張
博文博文（（左左））最最
終奪冠終奪冠。。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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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殺青官宣陣容
靳東王誌文上演諜戰風雲

靳東、王麗坤、張誌堅領銜主演，王誌文

特別主演的諜戰大劇《無間》於近日殺青。該

劇講述了日本投降前夕1944年間，共產黨人為

探求家國信仰，與敵對力量展開的一場充滿膽

識與智慧的生死博弈。

主演陣容首度官宣 懸疑諜戰戲骨雲集
在昨日《無間》釋出的殺青現場照中，眾

主創悉數到場，手捧鮮花告別長達半年多的拍

攝，一並曝光的大合照也彰顯出劇組溫暖、合

作融洽的氛圍。據悉，靳東此次在劇中飾演沈

穩內斂、心思縝密的陸風，王誌文飾演城府極

深、運籌帷幄的牧溪鶴，王麗坤飾演遇事果決

、八面玲瓏的花向雨，張誌堅飾演老謀深算、

心狠手辣的閃官，啜妮飾演外冷內熱、敢愛敢

恨的藍冰。

除了角色立體豐富之外，該劇劇情走向更

是獨特、不落俗套，區別於以往單向追逐的諜

戰劇，《無間》可謂是“諜中諜中諜”！自小

父母雙亡的陸風被閃官撫養成人，留日受訓兩

年後奉命進入76號“特密組”臥底待命，險象

環生的時局之下，陸風憑借自己的智慧與勇氣

同多方勢力進行周旋，同時伴隨親情、友情、

愛情的大起大落，不斷成長不斷探尋，最終堅

定了屬於自己的信仰。劇中

人物身份多重變化，關系錯

綜復雜，家國信仰與愛恨情

仇環環相扣，情節設置上更

是在抽絲剝繭中始終保持懸

疑感，通過不斷的反轉給觀

眾驚喜，讓諜戰劇愛好者耳

目一新。

電影班底匠心打造
品質正劇實力扛鼎
近年來，觀眾對高質量

年代諜戰劇的興趣依舊相當高昂，相信製作精

良的《無間》可以滿足這部分觀眾的期待。國

民男神靳東、顏值與實力並存的王麗坤，以及

王誌文、張誌堅等戲骨演員實力出演的強大陣

容，在演技與質感上的雙重保證為劇集口碑保

駕護航；另一方面這也是靳東繼《偽裝者》明

樓後再度飾演隱蔽戰線的戰士，同一職業的兩

個角色，其間的異同也令不少粉絲和觀眾翹首

以盼，期待值拉滿。

另外，在目前的影視環境下，《無間》這

樣集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為一體的精品劇

集也正是市場趨勢。《無間》劇組秉承著匠心

精神，集結豪華的製作班底，包括《白日焰

火》的攝影指導董勁松、《偽裝者》的美術指

導邵昌勇、《我不是藥神》的燈光指導毛偉良

等，歷經半年多的拍攝，始終嚴格按照電影標

準打造《無間》。為確保劇集品質，該劇除了

在橫店取景之外，也去到了上海、雲南等地進

行實景拍攝，力求在服化道和場景搭建上均貼

近年代風格，優質的劇本配合精良的製作，全

體演職人員明確“立正守身，以身作則”的標

準，用心打造諜戰正劇的扛鼎之作。

據悉，《無間》已進入後期製作階段，是

非有間，正義《無間》，期待早日相見！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舉辦西安首映

作家賈平凹對談導演賈樟柯
由賈樟柯導演，賈平凹、

余華和梁鴻為主要人物的電

影《一直遊到海水變藍》將

於9月19日全國上映。9月12

日影片在西安舉辦首映活

動，導演賈樟柯和影片主

要人物、陜西籍著名作家

賈平凹出席活動，同時多

位當地文學家、作家也到

現場觀影對這部文學紀錄

片表示支持。放映間隙，

賈樟柯導演還與濟南的觀

影現場進行了線上連線互

動，分享了他的拍攝故事

和創作體會，並稱“這是

一部對人有信心的影片，

給出了‘國人的信心是由

國人創造的’這一回答。”

西安首映會當日，片中

主要人物、作家賈平凹和導

演賈樟柯在電影放映後進行

了簡單的對談，暢談文學和

電影的關系，以及《一直遊

到海水變藍》對文學和電影

的融合。賈平凹表示電影帶

給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直

遊到海水變藍說了這麼一個

道理，人最大的問題是情感

問題。”賈樟柯指出，《一

直遊到海水變藍》不止是一

部文學紀錄片，更展現透過

個體經驗、文學尋根，對年

輕人來說是可以幫助他們通

過回顧家族與時代的歷史，

有機會了解自己的“身世之

謎”，建立起一個歷史的意

識觀念。

賈平凹現場透露，這是

自導演在19年的拍攝後他首

次看到影片，在驚喜之余給

予了影片高度評價“這不是

一個娛樂化的作品，給予了

很多思考，在裏面可以看到

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

態”，並稱賈樟柯是“很有

中國味道”的導演。

觀眾提問環節，被問到

選擇與陜西籍作家賈平凹

合作的原因時，賈樟柯表

示，因為賈平凹是幾位作

家裏在情感和經歷上最靠

近他的，片中賈平凹敘述

的自己家庭與父親的關系

，完全就是他自己父親的

樣子，還笑稱可能都因為

姓“賈”有了一種天然的

親緣感。

面對觀眾提問文學在現

在社會中的作用和意義，賈

樟柯認為文學一直是重要的

，他談到：“大眾熱衷於新

媒體的信息交互，被碎片化

的信息包圍。文學因此顯得

更為重要，因為優秀作品總

是有著明顯的系統性思考，

呈現出來自社會維度和歷史

維度的雙重視線。”

而賈平凹的作品無疑具

有這樣的思考，他從80年代

開始有意識地以故鄉商州為

出發點進行文學創作，致力

於對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挖

掘，以“商州系列”小說和

散文創作成為“尋根文學”

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秦

腔》《古爐》《帶燈》等始

終關註鄉土中國，真實而生

動地再現了中國社會大轉型

給農村帶來的激烈沖擊和變

化。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

以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60

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賈

平凹、余華和梁鴻作為最重

要的敘述者，他們與已故作

家馬烽之女段惠芳一起，重

新註視社會變遷中的個人與

家庭，展現了1949年以來的

“中國往事”。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

是 繼 關 於 畫 家 劉 曉 東 的

《東》（2006年）和關於服

裝設計師馬可的《無用》

（2007）之後，賈樟柯將關註

點又一次投向藝術家群體，

可稱為賈樟柯“藝術家三部

曲”的最終章。《一直遊到

海水變藍》由賈樟柯經典班

底製作，余力為擔任攝影指

導，張陽擔任錄音指導，孔

勁蕾擔任剪輯指導。電影曾

在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

第4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第58

屆紐約電影節等多個國內外

電影節展映，均取得熱烈反

響。《紐約時報》將影片列

為2020年紐約電影節十部必

看佳片。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

由山西西河星匯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華夏電影發行有限

責任公司、上海電影製片廠、

山西影視（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北京華信麒麟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北京無限自在文

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華誼

兄弟電影有限公司出品，十

點（天津）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廈門大家影業有限公司、

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

司、阿裏巴巴影業（北京）

有限公司、阿那亞影視文化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將於9月

19日全國公映。

《親愛的吾兄》定檔
趙英博芊盈攜手開啟仙俠之旅

由芒果TV、深藍影業出品，

邱鈺執導，玉潔、高慧、宋陽、

朱璇、鄭錦風編劇，趙英博、代

雲帆、吳芊盈領銜主演，趙文浩

特別主演，高梓淇特別出演，戴

蕥琪、劉芷微、張子健、吳逸迦

、劉因然、矯昊等主演的古裝仙

俠輕喜劇《親愛的吾兄》定檔9月

15日，在芒果TV獨家播出。

意外墜落仙俠世界
呆萌少女撞上神仙哥哥爆笑

不停
《親愛的吾兄》主要講述了

聰慧軟萌的天才少女時夏（吳芊

盈 飾），為了尋找失蹤哥哥意外

來到陌生的仙俠世界，與妹控哥

哥魔尊時冬（代雲帆 飾）和玉華

派高冷仙尊後池（趙英博 飾）之

間發生的搞笑溫情的相處日常，

自此展開了一段兩個哥哥共同

“守護”妹妹的爆笑故事。

與定檔信息同步曝光的還有

初遇版預告、時空交錯海報等全

新物料。預告中，在現實世界尋

找哥哥時冬的萌妹時夏，意外落

水墜入仙俠世界，出現在仙人後

池的庭院中，不曉世事的後池頻

頻對她示好。後池曖昧的態度讓

時夏誤以為要被表白，畫風一變

，這個已然兩百歲的神仙竟要認

時夏作妹妹！出乎意料的反轉十

分有趣，戛然而止的預告也讓觀

眾意猶未盡。

而緊接著釋出的時空交錯海報

則更添趣味，一個是來自現代社會

的人類少女，一個是自幼修行的仙

界長老，現代與仙俠的分隔，還會

碰撞出哪些妙趣橫生的故事？圍觀

網友紛紛表示非常期待。

高顏值演員齊聚
仙俠古裝輕喜劇反套路出擊
在《親愛的吾兄》中，領銜

主演的趙英博、代雲帆和吳芊盈

都是影視行業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以往出演的作品中都有著非常

好的表現，尤其是飾演哥哥時冬

的代雲帆，在前不久熱播的《我

在他鄉挺好的》中引起了不少網

友的關註。年輕的面孔、不俗的

演技，《親愛的吾兄》在選角上

搶先抓住新一代網生用戶，期待

值飆升。

不用於以往的仙俠虐戀題材，

在目前已露出的物料中不難看出，

《親愛的吾兄》更偏向仙俠古裝輕

喜劇的方向。歡樂有趣的故事內容

、反套路的故事情節，足以給觀眾

帶來輕松無壓力的追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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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豪先後跟黃智雯11次合作，
演過五六次情侶，他笑稱今次

終與對方結婚生仔，也滿足了粉絲多
年願望，見證他們劇中修成正果。提

到Ben錯口說穿了黃智雯已成人妻，
他解釋道：“只是朋友之間的開玩
笑，有時見到一對朋友，都會問對方
的老公或老婆有沒有來，她什麼結婚

就要留給她自己答。我覺得她很享受
和我互相踐踏的狀態，如果她有
hard feeling都會直接拿出來講，這是
好朋友互相信任的基礎。”

王敏奕解釋劇中因調任到Ben的部
門，成為對方和其他同僚的假想敵，
說：“只是不明白為何每次跟Ben在一
起，就有音樂響起，令人以為會種下
情根，但真的沒有。”問到劇情推進
會否做小三介入Ben與黃智雯之間，王
敏奕說：“不會，我角色只是性格上
有缺陷，不懂得與人相處，但與Ben認
識後就學會處理自己的情感。”

劉穎鏇最難忘超短髮Look
劉穎鏇與丁子朗會飾演海關學員，

拍攝時有到訪真實學堂學習。劉穎鏇最
難忘為劇集要剪掉多年長髮，說：“要
短到見耳朵的位置，是我人生中最短的
一次，雖然剪短後沒有想像中恐怖，但

我都會留長髮，覺得長髮可以有多些變
化。”丁子朗最難忘劇中拍攝學堂場
景，他與其他演員要一起練步操，說：
“因為我是學員中最好的一個，步操最
重要是整齊，但步操時我看不到其他

人，結果動作不齊整要拍很多次，單是
簡單行路都拍下10多take。”至於二
人有沒有感情戲，他們為免劇透都大
賣關子，推說相比以往的演出，
如有親熱戲都是小兒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袁偉豪（Ben）、王敏奕、劉佩玥、劉穎鏇、丁子朗等人

16日宣傳以海關工作為題材的新劇《把關者們》，眾人分組玩遊戲考驗各自的急智和解

難能力。劇集播出以來，每逢王敏奕與Ben同場就會響起音樂，令人聯想二人會有感情發

生，不過他們就否認，Ben稱劇中與黃智雯演一對並會結婚生孩子，而王敏奕也稱不會做

“小三”，只是她的角色性格有缺陷，與Ben相處後學會了處理情感。

與袁偉豪劇中關係引人遐想

王敏奕寧劇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呂珊、李麗霞
（黑妹）、威利及馮素波將於10月3日假香港九
龍灣舉行《金曲盛宴2021演唱會》，16日眾人出
席記者會，而有份演出的麥潔文及陳浩德則未有
現身。當晚演唱會，眾人除獻唱多首經典金曲
外，演唱會更特意安排向已故的李香琴和譚炳文
致敬的環節，感謝他們曾經對經典金曲界的付
出。

呂珊與黑妹表示自疫情後已很久未有開秀，所
以這次能夠跟一班朋友開秀感到很開心，而他們最
期待是結束之後的慶功宴，呂珊表示因開秀當日早
上食過早餐便不進食，直至表演完後才吃；黑妹則
表示慶功宴對歌手來說是好重要的聚會。

呂珊貼錢請樂隊開Live
呂珊自爆疫情期間沒工開，幾乎沒有收入，

便開Live娛樂大家：“覺得天天問候都沒意思，

不如給點娛樂大家，就開Live唱歌娛樂給大家，
但唱完聽不到掌聲，自問自答好似白癡般。”黑
妹大爆呂珊開Live是自費邀請樂隊，可謂出錢又
出力。

呂珊又表示有十幾個演出工作受疫情影響取
消，疫情爆發前她去了美國做秀，本來想留在當
地玩玩，豈料幾日後便封關，如果當時留下玩，
她可能今日仍未能返港，不過今年11月她便會去
美國還債，會去美國羅省、西雅圖及三藩市等地
方登台。問到可擔心疫情持續？她說：“都擔心
不來，自己都打了疫苗。”

過去3年先後因頸椎腫瘤、肺癌及腦部腫瘤入
院進行手術的黑妹，早前又入院接受手術，她
說：“由2017年開始每年都開一刀，上個月又做
了手術，因為左邊肩膀長了接近3吋長的粉瘤，幸
好是良性，但之後做身體檢查醫生說右邊肺有
影，原來是有兩種菌，食了抗生素已經沒事。”

李麗霞肩膀長3吋腫瘤
照跟圈中友開秀唱金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電影《媽媽的
神奇小子》上映至今已進入第六周，票房超過
2,400萬港元，由監製吳君如及導演尹志文率領
的神奇謝票團隊走遍多間戲院謝票超過120場。
日前君如更號召片中一班演員梁仲恒、吳肇軒、
馮皓揚等重返兩年前拍攝的運動場，為電影“奔
跑”慶功，而前殘奧金牌得主蘇樺偉更於現場進
行指導，讚劇組“個個都跑得好好”！

吳君如坦言與偉仔在同一跑道上競賽是等了
很久的機會，更難得的是一呼百應下，一眾演員以
及蘇媽也踴躍到場支持，君如感激大家上下一條心
繼續為電影作賽。導演尹志文也難得輕鬆地說：

“重臨兩年前拍攝的主景，跑一場熱血的，讓自己
輕鬆一下！”雖然沒有觀眾在場，但君如跟大家對
今次簡單而娛樂性豐富的競賽卻認真對待，賽前跟
偉仔一齊做熱身運動，絕不馬虎。

而賽後偉仔對眾人的表現，調皮地評論說：
“個個都跑得好好，手手腳腳都非常協調！”總算
給大家一個獎勵。

而戲中分別飾演少年和成年偉仔的馮皓揚
（羊羊）、梁仲恒與好友吳肇軒，再踏足闊別了
兩年的球場，各有滋味。羊羊興奮地說：“好開
心，跑幾個圈，跑到抽筋也等閒事！最重要是勾
起當日拍攝時的種種記憶。”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杜莎夫人蠟
像館再度迎來了一位內地著名實力派
演員─胡歌。繼上海之後，是次杜莎
夫人蠟像館為胡歌打造的第二尊現代
風格蠟像，也是胡歌蠟像首次入駐香
港杜莎夫人蠟像館。胡歌的全新蠟像
身穿 Emporio Armani 深藍色暗紋西
裝，左手插袋，右手自然垂下，淺露
笑容，盡顯張弛有度的精緻及迷人魅
力。

對於其蠟像此次入駐香港杜莎，
胡歌表示：“非常感謝杜莎夫人蠟像
館為我精心製作的蠟像，很高興我的
第二尊現代版蠟像有機會在香港杜莎
夫人蠟像館展出，與更多粉絲‘見
面’。平時很難與大家真正面對面交
流，這次大家可以隨時去香港與我近
距離互動了。有時在網上看到粉絲們
分享與我蠟像互動的照片，覺得很溫
馨。” 2005年，胡歌因在電視劇
《仙劍奇俠傳》中成功塑造了豪爽深
情的“李逍遙”一角而成名，並於
2011年參演歷史題材電影《辛亥革
命》獲提名第 31屆大眾電影百花獎
“最佳新人獎”。由他主演的諜戰劇
《偽裝者》、古裝劇《瑯琊榜》、都
市劇《大好時光》在 2015、2016年
相繼獲得第 30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
“優秀男演員提名獎”、第 22屆上

海電視節白玉蘭
獎“最佳男主角
獎”、第 11屆中
國金鷹電視藝術
節暨第 28屆中國
電視金鷹獎頒獎
典禮“觀眾最喜
愛的男演員獎”
以及“最具人氣
男演員獎”等獎
項。

《神奇小子》票房破2400萬 君如號召劇組奔跑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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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呂珊、李麗霞、馮素波及威利將一起開秀。

●君如號召劇組重返運動場，蘇樺偉亦於現場指導。 ●●胡歌蠟像栩栩如生胡歌蠟像栩栩如生。。

●劉穎鏇與丁子朗拍攝
時有到訪真實學堂學
習。

●中秋節將至，一班演員手拿燈籠應節。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6

●袁偉豪與
王敏奕齊否
認劇中感情
有進一步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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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对美国移民有所了解的朋友应该都

知道，移民申请人取得绿卡以后，虽然

获得了美国永久居民的合法身份，但并

不意味着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前往美国以

外的其它国家随意居住，想住多久就住

多久。

美国移民法虽然没有像加拿大那样

有硬性强制要求永久居民必须居住满一

定的时间才能维持住PR身份（也就是

我们俗称的“移民监”），但对于绿卡

持有人的离境时间却有相关规定。

按照美国移民法规定，外籍人士如

果要成为美国居民（获得绿卡），必须

要有把美国当做家的意图。也就是说，

如果移民局发现绿卡持有人只是为了获

得一个移民身份，并没有实际的移民需

求，那极有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有意放弃

永居权。

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单次离境时间

超过6个月的，再返回美国要经过海关

的批准入境（admission）才可以登陆，

并且海关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取消绿

卡持有人的绿卡。

如果在不申请返美证的情况下，离

开美国超过一年以上，则被视为放弃把

美国作为家的意图。

海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没收其

绿卡。当然，绿卡持有人也可以举证证

明自己并未丧失意图，比如说明自己是

因为疾病或者其它客观因素造成的原因

导致无法及时返回美国，证明自己想要

永久居住在美国的想法并未发生改变。

有利于证明绿卡持有人有意愿在美

国长居的强有力的证据包括不仅限于在

美国有房产、有工作、家人定居美国、

纳税记录等。

此外，在美国办理的有效驾照、储

蓄账户、信用卡、人寿保险等也可以起

到辅助作用，必要的情况下，这些都可

以用来作为挽救绿卡的支持性文件。

当然了，让移民局信服的最安全的

方法肯定是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在美国

停留的时间比在其它任何国家所停留的

时间都要长。

考虑到单次离境超过6个月以及一

年以上会带来的法律风险，所以在实践

过程中，美移建议绿卡持有人每次离开

美国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个月。如果

因为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要在美国境

外停留一年以上，大家一定要提前向美

国移民局申请返美证（Re-entry Permit

）。

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返美

证。返美证是允许持有绿卡或有条件绿

卡的移民在离开美国一段时间后，再返

回美国时不需要到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

办理回美签证的一种文件。如果绿卡持

有者在离开美国前就已经知道自己会在

美国境外停留超过一年时间的话，可以

在离开美国之前申请返美证。

如果绿卡持有人在美国境外停留的

时间少于一年，原则上不需要申请返美

证，直接凭借绿卡就可以重新入境美国

。移民在申请返美证以后，美国移民局

会通知申请人前往当地的 Application

Support Center打指模的时间。

返美证允许其持有人在境外停留时

间从发证日期起不超过两年的时间，对

于持有有条件绿卡的申请者，返美证有

效期的计算方式略有不同，两年境外停

留有效时间或从发返美证之日算起，或

申请取消条件之日算起，但是以最早的

日期为准。

这里特别提醒一点，两年有效境外

停留是返美证的最长有效期，有效期无

法申请延长。

那么问题来了，申请返美证需要满

足什么条件呢？

首先先来说一下哪些情况下有必要

申请返美证，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取得了

绿卡的合法永久居民，那么至少有三种

情况比较适合申请回美证：

如果要在国外待一年或以上；

如果连续两年中将有6个月以上在

国外；

如果已经收到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

护局官员做出的放弃身份风险警告。

返美证申请条件（美国移民局官员

会根据自行判断准则，为符合下列要求

的申请人签发返美证）：

申请人已经以合法永久居民或有条

件居民的移民身份入境美国；

申请人没有放弃移民身份；

对于短期境外旅行，申请人有一个

真诚的意图；

申请之时人在美国，递交材料申请

后离开美国对申请不会有影响。

* 返美证的签发不会与美国国家利

益相矛盾。

返美证有效期最长为两年，除非有

些特殊情况，比如：

1.当有条件居民身份过期时，签发

给有条件居民的返美证也同样失效。这

个日期显示在I-551表或是I-751表。

2.如果成为合法永久居民的前5年

内有4个月不在美国，那么返美证有效

期将为一年（除非合法永久居民是职业

运动员，代表美国政府出行，或受雇于

公共国际组织，有效期则为两年）。

3.如果被美国放逐（如递解出境）

，那么返美证将无效。返美证的有效期

从签发日期算起，而不是申请之日。在

有效期内，返美证可以用于多次入境美

国，但不能延期，失效后可以递交下一

个申请。

正常情况下，办理返美证的时间会

在5~6个月，有办理需求的朋友最好可

以提前做好计划，合理安排申请时间。

返美证申请递交后，可以离开美

国，返美证可以寄到美国海外领事馆

或移民局办公室，如果还没有离开美

国的话，则可以寄到申请人在美国的

地址。

如果申请返美证被拒了，可以向内

布拉斯加移民服务中心提交上诉申请，结

果将由华盛顿移民局上诉办公室裁定。

拥有美国绿卡，无论是在就业、教

育、医疗等方面，还是贷款、失业保障

、养老等跟移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

有优势，而大家也都知道，对于中国大

陆地区出生的申请人而言，绿卡的获得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光是等候排期就

已经消磨了不少时间和耐心，希望大家

在拿到绿卡后都能好好珍惜，严格遵守

美国移民法的相关规定。

拿到美国绿卡后离境超过一年怎么办？返
美证了解一下

返美证的申请大致流程

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近期公布了

2021年9月移民排期公告，职业移民类

别中的EB-3雇主担保移民除了非技术

移民（Other Workers，EW-3）排期前进

了一个月，这类移民其它项目并没有变

化，处于原地踏步状态。

不少人最开始看到这份移民排期表

的时候都有点懵，EB-3移民为什么要用

Other Workers特别区分开？

这里就要简单科普一下，美国移民

局为了更好地引进移民，即使是同一大

类的移民也会再进行更精确的区分，比

如EB-3雇主担保移民如果细分的话，

可以分为专业技术工、技术工和非技术

工三类。

按照移民局的规定，专业技术工

主要是指那些取得了美国学士学位/其

它国家相等的学位和相当的英语能力

以及工作经验的申请人士，在某一领

域的相同岗位，收入明显高于他人的

人士；技术工是指拥有两年以上的工

作经历、相应的纳税证明和一定的英

语能力的申请人；非技术工则对申请

人的学历、工作经历、性别、英语能

力等都没有要求，只要申请人年满18

周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就满足

办理条件。

专业技术工和技术工都可以划分到

EB-3技术类别的移民，而非技术工则被

单独列为一项，即我们看到的 Other

Workers。

它们的共同点是，不管申请哪一类

移民都需要提供劳工卡和全日制雇佣证

明，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申请人的要求

，比如技术类的有学历要求、语言要求

或工作经验要求等，非技术工类别的移

民则没有这些申请要求，只要满足最基

本的要求，获得美国雇主长期的工作担

保许可，就可以获得劳工卡并申请移民

美国。换句话说，只要找到可靠的雇主

，可以说美国绿卡就是十拿九稳的事了

。

获得Job Offer（雇佣许可）, 是整

个EB-3项目申请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雇佣许可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美国雇主

获得担保资格，并向申请人提供担保名

额，在有名额的前提下，申请人才可以

启动整个移民项目，才能向劳工部递交

劳工卡申请。

雇主在发出Job Offer之前还要按照

规定做大量的前期工作：

1. 首 先 要 在 当 地 的 SWA （state

workforce agency）上进行招聘广告，为

期一个月。

2.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行量最大的报

纸，连续做2周的招聘广告。还得是两

个以上的当地著名的周报里进行招聘广

告。

3.在公司的宣传栏公示招聘告示和

岗位。

在做完这些并向美国劳工部提交公

司财务报表后，劳工部批准雇主公司的

雇佣海外申请人的资格，获得相关资格

后，雇主才可以发Job Offer。

如果是招聘非专业人员，要求如下

：

1.如果职位不需要学士或更高的学

历，雇主可以根据 20 CFR 656.17(e)规

定招聘此学历以下的非专业人员。

2.雇主至少在当地的 SWA（state

workforce agency）上进行为期一个月的

招聘广告、在星期日报做2周广告、还

必须是在申请劳工卡的30天之前（但不

要多于180天）打广告。

招聘可在申请劳工卡的30天~180

天之间进行。如果是专业类职位，其中

一步可在申请劳工卡的30天内进行。

由于美国劳工部需要优先保护当地

人就业，雇主要充分证明自己已经尽了

最大努力（发布招聘广告）而无法在美

国国内招到足够的员工才需要招聘海外

劳工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

审批的要求会比较严格，当然，这

也充分体现了Job Offer的宝贵和重要性

。

雇主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扮演的角

色非常重要，为了保证移民申请万无

一失，大家一定要找实力强大、经营

稳固、职员较多的雇主来办理移民，

而不是随便找一个美国雇主雇佣这么

简单。

尤其是人在中国境内的朋友办理这

个移民项目，要格外注意您找的雇主是

否有能力帮助拿到绿卡。因为在广领馆

面试的时候，需要携带雇主再确认函。

为什么要雇主再确认函呢？主要原

因是项目申请周期过长，申请人在提交

P4文件包的时候，需要确认雇主公司依

然正常运作，以及为申请人做担保，保

证申请人入境美国后可以正常开始工作

，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经济负担。

简单来说就是经过漫长的申请期，

美国雇主还是愿意雇佣这位申请人，该

申请人的岗位还存在，雇主财政稳定，

有能力承担申请人的正常薪资。

整个EB-3非技术移民办理流程中

，对雇主资格的审核主要有三个阶段：

1.获得雇佣岗位时：在当地发布招

聘广告

2.移民局阶段：移民局将会对雇主

的资格（主要是财政能力）进行严格审

核，并且将会审查该雇主之前是否有过

违反移民相关法律的记录

3.客户面试之前，雇主再确认函内

容可以涉及到（三项选一）

1）财务报告（Financial Statement）

2）已发放过的员工的工资单

3）CFO在公司公文里叙述公司财

务方面的全面情况

这里顺便给大家提个醒，可能有

些申请人在国内从事的是白领金领工

作，到了美国从事蓝领工作会有落差

感，最好还是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克

服这种情绪，因为您是通过雇主担保

的形式获得的美国绿卡，如果登陆美

国获得绿卡之后没有前往为您担保的

雇主工作，雇主是有权向移民局投诉

的，那您的绿卡将会被取消，并被遣

送回中国。

EB-3非技术移民的大致流程是准

备好身份材料，递交劳工部申请劳工

卡（ETA-9089），劳工卡批准，递交

移民局（I-140），如果您是在中国境

内申请办理，拿到劳工卡后，大概1年

左右就会获得移民局的批准，之后就

会到NVC国家签证中心，签证中心会

发出NVC收件通知，告知客户等待排

期。等到排期之后，需根据要求交纳

签证费用，提交P3文件包，前往广领

馆面试并提交P4文件包，体检通知和

面试通过后获得职业移民签证，登陆

美国，获得绿卡。如果是在美国境内

申请，流程相对会更简单：I-485申请

——移民局通知录指纹——FBI无犯罪

调查等。

美国EB-3非技术移民办理成功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早上起來，想要知道全球哪一個國
家國民打 「滿二劑」完全接種疫苗，這
樣就會平安大吉。因為只有這樣做，它
的覆蓋範圍可以超過80%，現在全球均
是 Delta 病毒在侵犯民眾，按照一位重
症醫學專科醫師、胸腔內科專科醫師黃
軒的精心分析數據後表示：很失望， 現

在根本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有八成的兩劑疫苗覆蓋率。只
有八成以上的人有接種疫苗，
才能保護群體免疫！
截至9 月10 號為止，世界上能
夠接種疫苗” 滿二劑 " 的前三
名國家 是葡萄牙( 78.75%) 、新
加坡 ( 76.51%)、阿拉伯大公國
(77.11%)那就難怪， 「Delta 病
毒，依舊是全球最大、橫行霸
道的惡魔了！」
更奇怪的是，幾乎每一個國家
的領導人，政客都會說。我們
什麼已經快要 or 什至已達70%
、80%，或 60%以上的接重率
矣...
他們說的數字， 其實大部分都
是 「一劑 + 二劑」，加起來的
數據，全說出最高的%數字，

殊不知 Delta 變種病毒，不吃這套戲路
！

只有滿滿二劑接種疫苗，才能抵抗
住Delta病毒...

最新一期《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NEJM）的研究發現：

打了2劑BNT疫苗對Alpha和Delta

病毒株的有效性是93.7%和88%；
打了2劑AZ疫苗對Alpha和Delta病

毒株的有效性則是74.5%和67%；
但若只打 1 劑，對 Alpha 和 Delta 病

毒株的有效性則只有48.7%和30.7%，結
論就是，不論打哪一種都好，一定要打
好打滿兩劑，效果才會好在pandemic 仍
然流行下，在Delta病毒侵犯下
我 們 需 要 的 是 ， 群 體 免 疫 是 要 達
80-87.5%，才能有效控制Delta 病毒！

但是很多國家都認為自己，只要有
60%或70%的覆蓋率就安全了！

最要命的，還有些國家，會把 「一
劑 + 二劑」的接種%，全都算在一起，
比較容易達成好%數據！

這樣分數會容易比較高一點！
殊不知，Delta 病毒，R值是6-8，

且變種病毒是需要完全滿二劑才能算有
效！

在 Delta 乾擾之下，需要人民滿二
劑，又滿14天後，且又必須要80%以上
覆蓋率才能有效控制疫情！

但是很多國家，卻只要是達到60%
或70%的覆蓋率，就會大大宣傳自己的
政績，什至 「拆口罩、開放群眾聚會
」...

在 Delta 病毒下，這些做的好像很
安全，事實上不足安全的措施，其實是
很危險的！那是一場危險的 「防疫劇場
」美國的作家德納克（Derek Thompson
） 在去年 7 月 27 日，在給大西洋（the
Atlantic) 雜誌報導一篇文章，已經使用
了 「防疫劇場, Hygiene Theater」一詞：
主要是指當局採取一系列防疫措施，旨
在給人民帶來一種，提高安全防疫錯覺
，而實際上.這些防疫措施你去做了，但
在科學上卻幾乎沒有減少 COVID19 的
風險，什至會使疫情更糟。

且讓我們以荷蘭為例荷蘭在今年 7
月 3-4 日 ， 舉 辦 了 大 型 音 樂 活 動 叫
Verknipt Festival 2021 ！共有二萬人左右
參與。

進入會塲者，需要遵守防疫規定：
1.疫苗接種完成證明
2.沒疫苗接種或未完成二劑疫苗，

得持72小時內的陰性證明入埸但是節慶
結束後，當地馬上新增了1000名以上的
病例，這些人當時都是在Verknipt Fes-
tival 2021 音樂會現場狂歡的人呢！

3 不同變種病毒，需要不同覆蓋率
真 正 pandemic 仍 然 在 地 球 上 ， 對 於
Delta 病毒，你明明需要至少80%-87.5%

的完整二劑接種疫苗的覆蓋率，才算有
效啊！
但是大家頭腦，卻一直停在，60%就算
可以了！
你大學的level，也許60%算及格！
( 60% 那是對去年初原始病毒有效 )
(75%那是對去年底Alpha病毒有效 )

如今 Delta 病毒，已經變種，晉升
到在研究所level，現在80%才算及格呀
！

其實，全球很多國家，正在上演一
埸又一場的 「防疫劇場, Hygiene Theater
」，在科學角度看：人類對自己撤謊，
這是一場很危險的遊戲，不是嗎？

最後大家都記得 :
1. 「救個體 」：
不論打哪種疫苗都好，一定要打好

打滿兩劑 + 14 天以上。
2. 「救全球/全民 」：
對 於 Delta 病 毒 ， 需 要 至 少

80%-87.5%的完整二劑接種疫苗的覆蓋
率。

如果記不得，你就不知道，地球上
，還有哪個人類正對自己撤謊，這不也
是一場很危險的遊戲了嗎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為何全球均敗給為何全球均敗給DeltaDelta 病毒病毒 ？？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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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屆「2021台中國際動畫影展」，

即將在10月8日至13日於台中新時代凱擘

影城登場。繼日前公布首波長片片單引起

熱烈關注後，今（16）日再公布第二波觀

摩片單。特別的是，今年影展首度與希臘

知名的塞薩洛尼基動畫影展（TAF）合作

交換節目片單，將選映多部來自巴爾幹半

島國家的代表作品，另外還有來自全球動

畫故事及影音媒材使用大異其趣的作品，

均會以不同單元呈現，讓台灣觀眾在台中

就能享受各國多元動畫作品、體驗全新的

觀影感受。

在台中市政府新聞局及台中市影視發

展基金會共同推動下，「2021台中國際動

畫影展」已成為台中市城市影展特有品牌

，也提升台中的國際能見度。此次也特別

邀請台灣動畫專家學者共同擔任節目策劃

，16日公布的片單包括「新時代療癒厭世

風」、「距離之愛」、「奇異時空裡的情

感作用力」及「巴爾幹世界的美麗與哀愁

」等精采單元，內容涵蓋短影音創作趨勢

及情感生命議題等。

台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執行長林筱淇

表示，今年影展與同樣頗負盛名的希臘塞

薩洛尼基動畫影展（TAF）合作交換節目

片單，塞薩洛尼基和台中兩個城市都充滿

著豐富的建築及文化歷史，單元中選映多

部來自巴爾幹半島國家的代表作品，特別

放映2020希臘塞薩洛尼基動畫影展一般組

首獎《世界末日之間》（At the End of

the World）和學生組首獎《去他X的意外

》（Sh_t Happens）等精彩動畫短片，並

特別規劃為免費放映場次，邀請市民朋友

們一同探索來自希臘文化底蘊的優秀創作

作品。

「奇異時空裡的情感作用力」單元中

，策展人張晏榕表示，本屆影展以動畫呈

現世界各地歷史文化觀點，還有對未來的

想像，也展現動畫故事與影音媒材，在時

空與情感的非凡想像和強烈張力。其中

《狂熱小鎮》（Congregation）透過夜店和

日常的對比，描繪人們對於匯聚的強烈渴

望；《月光光心灰灰》（People in Motion

）則是1989年曾榮獲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

的德國勞恩斯特恩兄弟（Lauenstein），以

停格技術和類似的架空世界設定闡述人性

的貪婪爭奪。

「新時代療癒厭世風」單元，則由動

畫與紀錄片雙棲的導演馮偉中策劃，以時

下年輕人喜愛錄製的網路短影片為發想。

其中瑞典動畫導演安德烈亞斯萬納施泰特

，結合藝術與循環動作的謎之滿足系列

(Oddly Satisfying Series)，以單一物體的固

定節奏搭配完美的運動線條，再配以充滿

少女時尚感配色，完美回應單元主題既療

癒又厭世；另外以《不安之身》(Anxious

Body)入圍坎城影展的日本導演水尻自子

作品將在台灣首映，整個單元反映現今手

機與網路充斥的生活，療癒系影片成為

「厭」世代的人們的良方

曾獲德國德勒斯登短片影展「國際評

審團特別推薦獎」及台北電影節「最佳動

畫獎」的導演林青萱，則策劃此次「發現

新視角：距離之愛」觀摩單元。選映各種

不同敘事手法與表現媒材的動畫短片，講

述生活中忽遠忽近的情感及生命距離。節

目內容包含曾獲「廣島動畫影展評審團特

別獎」、「德勒斯登電影節最佳動畫短片

」及「KROK動畫影展特別提及」的《脊

與脊之愛》(Backbone Tale)，描述背脊彎

曲的男子和頭僅能上仰的女子，在城市中

尋找真愛故事；以及透過實驗技法在塗有

凡士林的玻璃板上，描繪擺動的鐘擺，巧

妙運用停格動畫的形式探索萬物的因與果

的《彈珠鐘擺》(Marbles)。

「2021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將於10月

8日至13日在新時代凱擘影城舉行，放映

多部屢獲國際獎項肯定的動畫作品，更將

在9月25日率先辦理「TIAF戶外大影院」

活動開跑暖身，於圓滿戶外劇場及文心森

林公園展開影展選片指南及動畫體驗活動

，現場將有精美小禮物要送給影迷，請勿

錯過！

影展活動期間會全面配合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滾動式調整防疫措施，也

請民眾配合於入場前測量體溫、實名制

登記，另外影廳內全面禁止飲食並全程

配戴口罩，做好防疫看電影好安心。更

多精彩片單及週邊活動詳情，敬請密切

鎖定「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官方網站tw-

tiaf.com 及臉書粉絲專頁 facebook.com/tiaf.

taichung

台灣首映入圍坎城影展
最強動畫短片《不安之身》

台灣電影出國爭光好消息不斷！

《迴光奏鳴曲》導演錢翔細火慢燉的第

二部長片《修行》今天（9/15）公佈正式

入選第26屆釜山國際影展「亞洲電影之

窗」單元。導演錢翔表示非常榮幸自己

的新作品能獲得肯定，也感謝所有工作

人員與演員的齊心努力，讓這部深刻探

討婚姻本質的電影能夠順利問世。此片

剛剛熱騰騰地完成後製，即將在下個月

於亞洲電影聖地釜山進行世界首映，

「亞洲電影之窗」另外兩部入選的台灣

電影為鍾孟宏導演的《瀑布》與新銳導

演張騰元的《徘徊年代》。

改編自作家王定國的短篇小說《妖精

》，電影《修行》卡司堅強，由金馬影帝

陳以文與金馬影后陳湘琪聯手出擊飾演夫

妻，探討中年婚姻危機與人生課題，以細

膩而詩意的影像語言剖析情感，堪稱今年

金馬獎的最大黑馬。看過電影初剪的業界

人士表示，陳湘琪的演技更上層樓，連鼻

涕都有戲，而陳以文細膩刻畫中年男性對

自由的渴望，內斂飽滿，雙雙入圍金馬的

呼聲再起。電影公司今日也發佈首張電影

劇照，光是夫妻倆坐在公車上的眼神，就

已經讓人萬分期待兩位演員彼此之間精彩

飆戲的火花。

金馬獎最大黑馬！
《修行》入選釜山影展
金馬影后陳湘琪與金馬影帝陳以文大飆戲！

八大與華文創共同打造首部原創影集

《她和她的她》，14日正式公布主創團

隊，女主角網羅許瑋甯，男主角則由李程

彬出任，其他演員包括温貞菱、李霈瑜、

賈靜雯、吳慷仁等，葉如芬擔任監製，卓

立是導演執導、劇本由金鐘編劇溫郁芳操

刀。

《她和她的她》60分鐘共計八集，葉

如芬首次跨界電視小螢幕，她表示，過往

參與電影拍攝時，很多故事礙於篇幅長度

，說不夠清楚明白，會有些遺憾，而影集

可以彌補這些，以一種說滿豐富的故事型

態跟觀眾更為接近，「這也是我願意參與

《她和她的她》以女性角色為出發點的初

衷」。

擔任創意總監的溫郁芳，過去寫過各

類題材的她，包括《波麗士大人》、《含

苞欲墜的每一天》等，溫郁芳表示，籌備

多時的《她和她的她》透過類型包裝議題

的影集，主要想探討的是女性在台灣社會

面對的各種困難與侵害，也是一個關於後

來怎麼了的故事。故事試圖從各方面去拆

解身為女性所受到的箝制之外，故事主線

也因女主角「林晨曦」曾遭受身體上的傷

害變得深沉複雜許多。

《她和她的她》於今年5月初開拍，

因疫情升溫，團隊一度暫緩拍攝工作，8

月初劇組復工，預計10月殺青。這次在

《她》劇有吃重演出的女主角許瑋甯，劇

情設定她在國中求學時遭遇性侵，原是對

未來充滿期待的少女，自此被推入無止盡

的創傷深淵。許瑋甯表示，每個人碰到壓

力、創傷的承受度、成長狀態反應不一樣

，這部作品吸引她的地方，「其實這種壓

力的創傷百百種，詮釋出一種是大家看到

後會有心理的連結，甚至是可以帶著大家

從壓力創傷慢慢走出來，你得自己先有陽

光才能照亮別人，所以我這角色就是帶領

大家走向陽光、感受溫暖的角色」。

許瑋甯收到劇本後，透露在開拍前的

兩個月一直帶著角色生活，並看各種與角

色相關的書籍，兩個月時間慢慢跟這個人

物貼近，以前曾扮演類似療癒者的角色，

但這次是純粹自己從內心開始破碎之後再

完整回來，是一個進入到心裡面的角色，

非常大的挑戰。

故事裡陪伴許瑋甯走過高中時期的同

學温貞菱、李霈瑜，分別談到各自詮釋的

角色。温貞菱飾演富家千金，她觀察身邊

家境優渥的朋友，調整自己肢體儀態跟說

話方式，「我平時沒注重自己的坐姿站姿

，這段過程即使下戲後也逼自己在日常生

活中盡量像個 lady」。飾演性格熱血、耿

直，且勇於和體制衝撞的李霈瑜一直在等

待這個故事出現，所以看到劇本時非常感

動，「讀了一些創傷症後群的文件，身邊

的確有這樣的朋友，希望這故事可以療癒

破碎的心及需要幫助的人」。

許瑋甯曝 「內心破碎」 兩個月
角色遭性侵掉入無盡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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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石器时期，温岭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

衍，而濒海的石塘镇原是一个古老的渔村集镇，

旧称石塘山，那时这儿还是个海中山，一个人迹

稀少的海岛。

到了明朝，倭寇常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于是，

朱元璋命令将夏侯周德兴在“松门卫”、“松门隘

”、“石塘港”一带设置“卫所”（明朝使用的一

种军队编制制度），石塘作为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那时候居民还很少。

当时福建泉州府惠安陈氏族人迫于福建地少

人多只得外迁，他们看到石塘地形和故乡惠安海

边很相似，是天然的避风良港，遂在此定居。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郑克塽投降大清

，海禁解除，海疆恢复了平静。而许多外迁的福

建惠安陈氏族人回到故土，这次又带上了朱、郭

、胡、黄等姓渔民一同定居石塘。一时间，石塘

镇渔业资源丰富，渔民安居乐业，吸引了大量福

建人迁移，占石塘原有居民的“十之七八”。

人越来越多，用地不足，人们因地制宜，向

山坡发展。筑房建村选址一般都会依山而建，面

向大海，屋与屋之间间隔较小，密度较大，这种

布局主要是减弱风力对建筑的影响。

由于石塘属海洋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

，7-9月常有台风侵袭，台风和海风带来的降水中

含大量的盐碱，导致土壤呈碱性，沙粒较多。这

样的土壤并不适合烧制砖材，而单纯的木结构也

不能抵挡强台风的侵袭，且若木材直接暴露在多

雨潮湿的气候环境中则容易腐烂。于是石塘居民

以石为料造房，房屋墙面、地面、楼面、乃至梁

柱、屋面都用石块石板拼接对缝，屋顶用石头和

岩块砌成。外墙勒脚部分石块之间用当地贝壳烧

成砺灰粘结，达到防水防潮防风的目的。

石屋门槛则由整块的长条石块构成，高有20

多厘米，能很好地起到的防止屋外的雨水进屋。

石屋大多数前后有窗，外墙窗户为木窗，木

材的导热系数比较小，可以阻止热流通过；窗户

和内墙平齐，这样厚厚的墙体就可在窗口处投下

阴影，更好地保护木窗，使其免受日晒雨淋，延

长使用寿命。

石建筑既能防海风，又能保护建筑内部的木

结构，夏季可通风趋热，冬季可适当御寒、避西

晒，还能防风、防雨、防潮、防洪，而且历经数

百年都不会损坏。当地居民显然发现并利用了石

材的这些优点，房用石砌，路用石铺，街用石造

，将其作为建材广泛使用。

灰白石屋间，有个七彩渔村

小箬村，位于浙江温岭市石塘镇西南部，这里原是深藏在峭壁和大海之间的小渔村，村民沿
袭着祖辈的“讨海”生活，前几年，他们下定决心，拿起刷子，给房子外墙粉刷了不同的颜色，
一夜之间，这里成为了七彩渔村，引人注目。

当海水退潮时，石塘与松门之间的大陆会露

出水面，人才可涉水通行。后来，为解决两地需

渡海而至、潮退不得归的交通问题，当地官府从

南闸至南塘头，铺了一条五六里长的砂路，进而

又修建了避潮台，方便行人通行。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地图中曾清楚标明石塘山是岛屿,之后因为滩

涂淤塞,石塘岛才成为大陆的一部分，形成如今的

半岛形态。据小箬村村民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

代，小箬村才从孤岛变成半岛，与大陆连接，成

为了三面朝海的半岛了。

石塘镇目前有54个渔村，小箬村只是其中之

一。小箬村村庄不大，总面积0.26平方千米，现

在住在这里的大多数人是渔民，他们依然靠在海

上捕鱼为生，村内共有140多户农户，500人左右

。比起其他渔村，小箬村过去因交通不便，一直

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船只设备更新速度跟不上

时代，经济条件相对较落后。

作为浙江省渔业重镇、全国著名渔业乡镇的

石塘镇，现登记在册的各类海洋捕捞船达到1600

多艘，这其中小箬村只有20艘渔船。渔业竞争力

不足，收入偏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村外出打

工谋生。

小箬村与意大利五渔村颇为相似，都是处

在由陡峭山坡地带上的渔村，村中都以石建筑

为主，有了别人的成功经验，当地开始对小箬

村房屋进行保护和修复，有人提出，仿效五渔

村将外墙上漆刷成彩色，既可以保护墙体，又

能在众多渔村中打造自己的特色。于是，村民

们尝试着拿起刷子，给自家房子刷上自己喜欢

的颜色。

当地人请来老师，教人们画画，刚开始的时

候，在纸上画，后来在墙上画，再后来，墙上、

地上、台阶、花瓶……连废弃的轮胎也有惊喜，

整个小箬村“佳作”随处可见。传统民居和文化

景观在这样的保护与复原中焕发新生。

村里有位年轻姑娘，她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

，村里很多陶罐绘画就是出自她的手笔。有位老

渔民，日常喜欢做船模型，模型上还插着几个不

同颜色的船帆，他盘算着把自家屋檐涂上粉红色

，窗户涂上蓝色……他说，大海是五彩斑斓的。

现在，岛上的每座石头房子都被涂上了各种

颜色和主题图画。白天，在阳光的衬托下，小箬

村明艳多彩。傍晚时，咸咸的海风扑面而来，一

望无际的大海，倒映着霞光万丈，小箬村有着石

塘镇最美的夕阳。入夜后石屋错落，斑斓的建筑

在天幕和路灯下静静伫立，耳边是涛声和鸟鸣。

在这一动一静里，又是一天。

长年的封闭，让这里的建筑和生态环境得到

了很好的保护。渔民们风平浪静时忙着出海打渔

，闲暇时，趁着哪天阳光明媚，在家撑网晒起海

鲜鱼干，感受大自然的暖意。有时还会两三围坐

，一边修复渔网，一边话话家常。渔家淳朴生活

并没有太多改变，日子过得安稳、惬意。在这里

，听的是规律的潮声，看的是平静的渔家生活。

旅人们上岛放慢脚步，欣赏幢幢石屋，享受岛上

的安闲生活，下岛口耳相传，来来走走间，“七

彩渔村”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向往、来访并传

扬。小箬村对石屋民居的保护和复原初见成效，

小渔村里的老石屋在越来越多的关注中，涅槃重

生，继续屹立在山海之角，迎接着未来更多的目

光。

独特的渔村文化、石文化、闽文化、饮食文

化在小箬村交织，蓝天白云之下，夕阳大海之间

，悠闲的渔村生活，古老与现实的结合，成为小

箬村独有的风光。这里有多彩中透着质拙的古老

石屋，色彩斑斓的梦幻世界，还有向往的生活。

前世，由海水和石头共同书写

今生，灰白变彩色，渔村依旧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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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0110年年
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出席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的貴賓出席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的貴賓。。

雙十國慶籌備會人員合影雙十國慶籌備會人員合影。。

美國政界友人在開幕典禮上表達支持台美國政界友人在開幕典禮上表達支持台
灣參與聯合國灣參與聯合國。。

出席的貴賓及僑務榮譽職人員共同主持開出席的貴賓及僑務榮譽職人員共同主持開
幕剪綵儀式幕剪綵儀式。。

糖城市市議員糖城市市議員CarolCarol
McCutcheonMcCutcheon 表示表示：：她很榮幸她很榮幸
來參加中華民國國慶活動來參加中華民國國慶活動。。

斯坦福市副巿長譚秋晴表斯坦福市副巿長譚秋晴表
示示：：我很榮幸我很榮幸，，生在台灣生在台灣
，，很高興很高興Pete OlsonPete Olson 能與能與

我同來我同來，，共祝國慶共祝國慶。。

前國會議員前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祝祝
賀中國人民在台灣享受自由賀中國人民在台灣享受自由

、、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政治。。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
未來我們也一樣堅強未來我們也一樣堅強、、堅韌堅韌
，，面對不同形式的挑戰面對不同形式的挑戰。。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致羅復文處長致
詞詞，，感謝大家的付出感謝大家的付出，，深信今深信今
後各項活動會順利後各項活動會順利、、圓滿圓滿。。

出席開幕典禮的貴賓及社團負責人出席開幕典禮的貴賓及社團負責人。。

「「國慶系列活動籌備會國慶系列活動籌備會」」 主主
任委員劉志忠致詞任委員劉志忠致詞。。

國慶開幕典禮的司國慶開幕典禮的司
儀孫玉玟儀孫玉玟。。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22
S corporationS corporation 和和 C corporationC corporation 的比較的比較

從國稅局的的定義上看C corpora-
tion是公司的標準版。 S corporation是
公司的變異版，因此具有一些稅務上
的優惠。C corporation和 S corporation
的名字都是來源於國稅局稅法的章節
。C corporation以次章節C 的規定課稅
，S corporation以次章節 S的規定來課
稅。以此來澄清一個錯誤概念，S cor-

poration 是小型公司，因為 S 是小
small 的縮寫。其實很大一部分C cor-
poration也是小型公司。

既然同為公司，他們有很多相同
的特點。

1. 責任有限。公司的債務和責任
有公司內部資產來償還，與股東或者
會員的私有財產無關。如發生資不抵
債，公司可選擇破產保護或直接破產
。

2. 法律獨立。在法律意義上 C
corporation和 S corporation都是各自獨
立的實體。根據各種所在州的公司法
進行運營及管理。

3. 公司申請程序相同。公司成立
需要在州內遞交申請。州政府的批文
為 Certificate of Filing 和 Certificate of
Formation. 有了這兩個文件之後向聯邦
的國稅局申請稅號。三份文件齊備之
後既可到銀行開戶。此後公司便可開
業大吉。

4. 公司結構相同。S corporation和
Ccorporation都主要是由股東（會員）
、董事及公司管理層組成。股東（會

員）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業務由公
司擁有。股東（會員）選舉董事。董
事局監控、引領公司運營並對決定性
事務做出決策。董事局選舉公司管理
人員。管理層對公司的日常業務及工
作人員進行管理。

雖同為公司，他們也有不同之處
。

1. 課稅不同。
C corporation 是稅法意義上的獨立實
體。其稅表為1120表，公司層面獨立
算稅並繳稅。繳稅後的凈盈利以分紅
形式發給股東。股東在個人還有上繳
分紅稅。所以這就是大家熟知的雙重
繳稅。這種形式的公司比較適合需要
大量使用資金的企業，如製造業、貿
易公司等。尤其是2017年稅改之後，
公司稅率降為21%。為擴大公司業務，
股東選擇不分紅。這樣只需要繳納21%
的稅，剩余資金可用於在生產。

S corporation 本身不需要繳稅。 S
corporation的凈盈利以K1表的形式連
同股東個人的其他收入一起在個人稅
表上計算並繳納。所以公司的層面不

需要繳稅，可所謂的單重付稅。個人
稅率目前最高為37%。2017年稅改之
後還有公司凈盈利20%的減免。這種
公司形式比較適合服務業，如醫生、
律師、會計師、建築設計師。主要以
技能賺錢，而不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的
行業。因為總的來說 如果C corpora-
tion的股東拿走分紅的話，S corpora-
tion的稅比C corporation的稅要低一些
。 但這種公司形式納稅的最大弊端是
無論股東是否將公司盈利拿到個人口
袋或者是留在公司繼續運轉，當年的
盈利必須在當年納稅。所以，有些股
東會有繳納不起稅金的現象，明明沒
有實實在在的拿到錢，卻要繳納一大
筆稅金。

2. 股東（會員）擁有公司的形式
不同。

股東（會員）限製： S corporation
的股東（會員）不可以超過100個，而
且必須是公民、綠卡持有者或者是稅
法意義上的居民。不可以是任何形式
的公司。這使得S corporation在融資方
面受到限製。同時是股份買賣收到限

製。
C corporation沒有限製，甚至從來

沒有登陸到美國的外國人也可以成立
C corporation。股東可以是任何形式的
公司。這也為它在融資方面獲得便利
，並便於股票買賣。

股票形式： S corporation 只可以
是單一股票形式。C corporation可以有
多種股票形式。

公司上市： S corporation 不可以
上市，C corporation可以。

總之，兩種公司形式不分伯仲。
根據公司業務種類、財務狀況及融資
需求，權衡利弊，總有一款適合您。
無論從省稅到融資再到業務增長，希
望我們能協助您做出正確決定。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5858 自駕遊五大因素不可少自駕遊五大因素不可少
開上自己的愛車，帶上家人駛離

城市去遊山玩水，是件愜意的事。就
不能打無準備之仗，“列計劃、查車
況、備物品、巧駕駛、再保養”，是
必不可少的。

步驟及方法
計劃清晰 方向明確
一份詳盡周密的計劃書是安全自

駕遊的保證。自駕出行要遊覽的景區
景點、往返的行車路線都得在計劃內
，比如哪裡要維修封路，哪裡開通了
新路，都要提前做到心中有數，這樣
可以大大節約時間。

此外，選擇合適的行車路線和休
息站點是很關鍵的，它可以讓你對所
需時間、路途費用有一個大概的估算
，還能減少不必要的花費，最大限度
地節省時間和燃油。具體為：先確定
要去遊覽的景區景點，再選擇行車路
線。

1. 全車檢查 保障安全
如果你不想愛車在半路熄火，全

家人打道回府的話，那麼在出遊前對
愛車全面檢查是必不可少的。燃油、
機油、蓄電池和輪胎預備胎氣壓都在
檢查範圍內。此外還要檢查是否帶好
了備用車鑰匙，檢查照明燈、信號、
喇叭、後視鏡、門鎖是否有效，玻璃
水是否充足，噴水泵能否正常工作，
雨刷片彈性是否正常等，一個也別漏
掉。汽車的一些小傷小患在短途行車
中可能顯露不出，可一旦長途行車就
會顯露出來，成為安全隱患。一定要
消除隱患，確保車況良好才能上路。

2. 備齊物品 確保暢通
要出遠門就別怕麻煩，必備的行車裝
備一定要帶齊，以備急用。修車工具
、打足氣的備用胎、簡易補胎工具、
千斤頂、滅火器、停車警示牌都是必
不可少的。此外，水壺、手電和備用
電池、燈泡也不要忘記。旅途中一旦
生病，一些常備藥也能派上大用場，
如感冒藥、消炎藥、黃連素、止血繃
帶、創可貼、維生素藥片和紅花油都

要收羅進來。另外，相關的證件如保
險卡，身份證、駕駛證、養路費、車
船稅單據等等一個都不要落下。

3. 不同路況 不同技巧
自駕出遊面臨的路況比較多，高

速路上，大貨車比較多，一般都會在
外道行使，超車時，應先轉到超車道
上，打左轉向燈同時用大燈晃幾下並
鳴笛通過。在遇到霧天時，一定要把
全車所有的燈打開，同時打開雙閃並
在外道行使，減到每小時40英裏以下
。汽車高速行駛很容易對駕駛員造成
速度感、車距感的模糊，所以在行駛
中一定要保持好車距，同時註意高速
公路上的距離標誌。在長途行駛中，
車上最好有兩名以上會開車的人交替
駕駛，避免疲勞駕駛。
盤山路上，多轉彎多盲區，因此行駛
在盤山路段的時候，首先要控製好車
速，過彎的時候要特別註意提前觀察
轉彎盲區鏡，採取轉大彎、走緩彎的
辦法，不可急轉方向，更不可在彎中

製動或掛空擋。
4. 回程切記 愛車保養
輪胎：旅行歸來後，經過長途奔

波，車和人一樣需要得到及時的養護
和休整。首先要給輪胎來一次細心檢
查，建議做四輪定位，測胎壓以及檢
查輪胎的磨損情況，來確定輪胎使用
狀況。

底盤：由於對路況不熟，很多車
主在旅行過程中都有刮底盤的經歷，
有時會出現愛車有輕微異響、方向盤
抖動、車輛停放位置出現油漬等現象
，這就說明汽車的底盤已經受損。建
議最好做一次專業的底盤防銹護理或
者做一次底盤裝甲，以絕後患。

清潔：許多車主在自駕遊歸來之
後都會去洗車，大部分人只是註重汽
車錶面的清潔，而忘記車廂內部的清
潔。實際上，無論在什麼季節，汽車
經過長時間的行駛，都會在車廂內累
積不少塵土和細菌，尤其是地毯、車
頂和門飾板等部位。因此建議在洗車

的時候，最好同時做一個車廂內部的
清潔和殺菌，防止車廂內出現異味、
黴變的現象。

剛剛駕車來到一個相對陌生的城
市，對這座城市的路段和特殊街路並
不完全了解，在駕駛的時候就要勤看
路標，配備一個GPS導航會讓一切都
化繁為簡。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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