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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border camp closed, Haitians 
there face mixed f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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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 RIO, Texas, Sept 24 (Reuters) - An 
impromptu border camp that roiled U.S. 
politics was emptied of thousands of Hai-
tian migrants by Friday, with most remain-
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now and others 
expelled on deportation flights or returned 
to Mexico.

Reuters witnesses said the shanty town-
like jumble of makeshift shelters and tents 
had all but disappeared from Del Rio, Tex-
as, with workers clearing the last debris 
from the banks of the Rio Grande border-
ing Mexico. Texas State Troopers lined the 
river bank to discourage new crossings.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Alejandro Mayorkas said nearly 
30,000 migrants had been encountered in 
Del Rio in the past two weeks.

More than 12,000 will have a chance to 
make their case for protection before a 
U.S. immigration judge, an estimated 
8,000 voluntarily returned to Mexico, and 
2,000 were expelled to Haiti. The fate of 
others detained is to be decided.

Seeking to balance outrage about treat-
ment of the migrants at the weekend by 
some border guards on horseback, Del Rio 
Mayor Bruno Lozano praised the agents 
for trying to provide food and medical 
care in tough circumstances.

“To have no fatalities when we had 15,000 
people is a phenomenon, I am just very 
grateful,” Lozano said, citing the camp 
population at its highest.

Mayorkas vowed a swift investigation of 
an incident in which the mounted guards 
used reins like whips.

As well a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con-
tentious use of expulsion flights back to 
instability in Haiti, Mexico has sought to 
bus and fly Haitians to its southern states, 
far from the U.S. border.

On Friday, Reuters reported that the Inter-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had formally asked Brazil to receive some 
of the Haitians from the camp, according 
to two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the 
request. read more

Many of the Haitians arriving at the U.S. 
border had previously lived in Brazil and 
Chile, while others have transited through 
the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has faced criti-
cism in recent days over the expulsions to 
Haiti, including in a sternly worded resig-
nation letter from the U.S. Special En-
voy to Haiti, Daniel Foote, who said the 
Caribbean nation was a collapsed state.

The U.S. government in May extended 
temporary protection from deportation 
to Hait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iting a 
political crisis, rights abuses, crime and 
lack of access to food, water and health-
car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s poorest 
country.

Since then, Haiti’s president has been 
assassinated and it suffered a destructive 
earthquake.

Despite the pressure, the 
Biden government has 
kept up flights, aware that letting in more 
Haitians will encourage others to try.

At least five more flights taking Haitians 
from the border camp were scheduled 
on Friday, flight tracking website Flight-
Aware showed.

Thousands more Haitians were on the 
road through Central America, with others 
among around 16,000 awaiting boats into 
the jungles of the Darien Gap in Panama, 

a crucial bottleneck on the journey 
north.

PUSHED SOUTH

The Haitians who crossed back to 
Mexico in recent days were met by 
Mexican officials who urged them to 
return to Mexico’s southern border 
with Guatemala to request asylum in 
Mexico.

“We’re not taking them out of the 
country,” INM chief Francisco Gar-
duno told Reuters. “We’re bringing 
them away from the border so there 
are no hygiene and overcrowding 
problems.”

Mexico’s refugee agency Mexico’s 
Commission for Refugee Assistance 
(COMAR) is overwhelmed and 
scheduling appointments months 
away. It is expecting a record of 
around 100,000 applications this 
year.

Official data show Haitians are far 
less likely to have asylum claims 
approved in Mexico compared with 
many nationalities.

Last year, of all asylum claims that 
were formally resolved, only 22% of 
Haitian cases won approval, com-

pared with 98% for Venezuelans, 
85% of Hondurans, 83% of Sal-
vadorans and 44% of Cubans. So 
far this year, the Haitian number 
is up to 31%.

Willy Jean, who spent two fruit-
less months in the Mexican city 
of Tapachula, said if Mexico real-
ly wanted to help, it should allow 
them to make their applications 
elsewhere.

“Tapachula’s really tough, really 
small, there’s lots of people,” he 
told an INM agent trying to per-
suade him to go south. “There’s 
no work, there’s nothing.”

Migrants stand grouped together 
at the request of Mexican police 
officers in a makeshift camp 
near the border with the U.S., in 
Ciudad Acuna, Mexico Septem-
ber 24, 2021. REUTERS/Daniel 
Becer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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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Climate activist Lea Bonasera looks on during a hunger strike, in a small camp 
near the Chancellery in Berlin, Germany, September 24, 2021. REUTERS/
Christian Mang

A woman wearing a mask that says “Cologne for Climate” takes part in the Global Climate 
Strike of the movement Fridays for Future in Cologne, Germany, September 24, 2021. REU-
TERS/Wolfgang Rattay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Climate Strike of the movement Fridays for Future in 
Vienna, Austria September 24, 2021. REUTERS/Leonhard Foeger

Swedish environmental activist 
Greta Thunberg attends the 
Global Climate Strike of the 
movement Fridays for Future 
in Berlin, Germany, September 
24, 2021. REUTERS/Christian 
Ma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peaks remotely 
during the general assem-
bly, September 21, 2021. 
Spencer Platt/Pool via 
REUTERS

Greek students and activists of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hold placards during a Glob-
al Climate Strike rally of the 
movement Fridays for Future, in 
Athens, Greece, September 24, 
2021. REUTERS/Alkis Konstan-
tinidis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Professor Yang Chen-Ning is
celebrating his 100th birthday
today. He was born on
September 22, 1922, in
Anhwei, China. He is a
physicist whose research with
Dr. Lee Tsing-Dao showed
that parity of the symmetry
between physical phenomena
occurring in the right-handed
and left-handed coordinate
system is violated when
certain elementary particles
decay.

This discovery earned both of
them the Nobel Prize for
physics for 1957.

Since 1965, Dr. Yang has
been a professor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at Long Island,
New York.

Professor Yang met his wife
Weng Fan for the first time at
Shantou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95.
Later, Yang was
accompanied by his late wife
and daughter Li Tu to meet
the KMT general.

When he was 82, he
re-married to 28-year-old
Weng Fan. Yang called it a
final blessing from God.

In 2003, Dr. Yang went back

to China to continue his work
in education until the present.

We really want to
congratulate this outstanding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Happy birthday, Dr. Yang,
and many happy times to
come.

0909//2424//20212021

Professor Yang Celebrates OneProfessor Yang Celebrates One
Hundred-Year-Old BirthdayHundred-Year-Old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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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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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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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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为了鼓

励全民积极参加运动，健身健体，特意设

定每年的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

但是，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健身

强体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很多人从高

中时期就开始踏入健身房。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电影

里都是些肌肉发达的角色，美国的老头

老太太看起来头发花白，但是身体却依

旧硬朗。

喜欢健身，喜欢体育运动，这也是

了解美国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了解美国文化：全民健身和肥胖问

题严重，哪个才是真实的美国？

在美国如何快速跟人social？

不妨从上周末的一场球赛开始。

这可比“How are you?”“I’ m

fine, thank you. And you?”好使多了。

为什么很多学生在国外留学了几年，

还是感觉没法和外国朋友进行深入的交流？

当你能开始和一个美国人谈论体育

时，你才有机会真正地认识和结交他。

美国人究竟有多爱健身？

凌晨四点开车去健身房不是玩笑话

，早上五六点和下午五六点这两个时间

段，健身房几乎不会空闲，就连上班日

的大中午，也有人趁着休息的时间去撸

两下铁。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健身已经成为

了生活的必需品。

无论是清晨五六点的街道，还是深

夜十一二点的公园，无论是三十多度的

酷暑，还是零下十多度的寒冬，一定有

人在跑步、骑车、打球，或者做点别的

体育运动。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健身？

这大概跟他们的体育文化有直接的

联系。

美国是个重视体育和体育教育的国

家，普通家庭也很重视培养孩子的体育

特长和挖掘孩子的体育天赋。美国的职

业运动员，不仅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而且也是一个比较赚钱的职业。

除此之外，体育特长和出色的体育

天赋也是进入美国大学的一张最有效的

入场券，尤其是综合实力和排名都很高

的名校。

很多美国小孩的第一任“健身教练

”，就是自己的爸爸。尽管大人的工作

有时候很忙，但他们每天下班后，或者

每个周末都会尽量抽出时间带着孩子打

球、跑步，或者干脆泡健身房。

有钱一些的家庭，可能会给孩子请

专业的教练，或者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

的运动队训练，这可能跟我们习惯把孩

子送到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相似。要是孩

子有一场运动比赛，不管是学校组织的

还是国家组织的，家长铁定都会想办法

请假或者抽空去看。

另外，美国社会上的体育设施也比

较健全，很多都是免费开放给当地的居

民。学校里的一些体育场所或设施，课

外时间也免费对外开放。就连写字楼里

，也几乎都会有一家健身房。

这也在无形之中加深了大众对健身

的意识。

当然，看病贵也许也是导致美国人

喜欢健身的原因之一，看病贵这一点留

学生一定是大有体会的。

经常运动能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免

受一些疾病的侵扰。所以，初到美国的

留学生们，不妨像当地人一样，大胆踏

入健身房，或者加入一些运动类的社团

，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帮助你克服水土

不服的问题，还有机会认识新朋友。

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胖子？

美国人重视健身是真的，然而，美

国的肥胖率高也是众所周知的。

其实，不光美国，在英国、爱尔兰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高收入

的国家，肥胖的人也多。

近几年，我们国内的肥胖人数也有

增加。前些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2005年和2011年之间，国内体重

超重人数增加了4倍。体重超重者中有

20%生活在大城市里，在高收入和受教

育程度高的家庭出身的男孩中，体重超

重现象尤为常见。

这其实说明一个问题——肥胖人群

的数量，跟地区经济有很大的联系。

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均

收入更高，人们每日摄入的营养更丰富

。如果平时不重视，或者因为工作等原

因缺少锻炼，肥胖的人群就会增多。

了解美国文化：全民健身和肥胖问

题严重，哪个才是真实的美国？

另外，饮食习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美国食物虽然做法相对简单，但是

抵不住热量高啊。

像汉堡包、炸薯条、芝士蛋糕、巧

克力等等都是热量很高的食物，而美国

人却经常用来当作正餐或日常零食。

吃多了高热量的食物，如果代谢不

够，很容易就一口一口吃成胖子。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跟国内是一样

的——“幸福肥”。

舒适、安逸的婚后生活，使人放松

，也可能让人疏于对身材的管理。

总之，造成一个地区肥胖人群增多

的原因是多样的。

美国人爱运动、爱健身，但是并不

代表每一个美国人都是这样。

所以，在美国依然会有很多胖子。

这些人群可能是先天肥胖，也可能是后

天造成的。

全民健身和肥胖问题严重哪个才是真实的美国？

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人

吃 饭 习 惯 是 是 “ 怎 么 习 惯 就 怎 么

吃 ” 。 但 他 们 在 正 式 场 合 用 餐 是

很 讲 究 的 。 与 美 国 人 用 餐 时 ， 如

果 能 得 体 的 使 用 餐 具 ， 享 用 食 物

， 得 体 的 坐 立 。 不 仅 能 拉 近 彼 此

的 距 离 ， 而 且 会 提 升 你 的 专 业 形

象。

如何做到得体的吃?首先要知道

如何做。入席就坐时，上体正直，

不可前倾。手不要放在桌子上，以

免影响其他人进餐。男士应为女士

拉出座椅。

其次，要知道正确使用刀和叉。

美国人用刀叉的方法有两种：“美

国式”和“大陆式”。

美 国 式 的 刀 叉

用 法 ： 左 手 拿 叉

子 ， 右 手 持 刀 ，

切 食 物 。 切 完 食

物 ， 刀 要 横 放 在

盘 子 上 ， 刀 刃 朝

里 。 然 后 把 叉 子

换 到 右 手 ， 再 用

叉 子 取 食 。 用 叉

子 叉 起 食 物 时 ，

叉 子 的 尖 向 上 ，

把 食 物 放 到 口 中

。

大 陆 式 的 刀 叉

用 法 和 美 国 式 几

乎 一 样 。 区 别 是

不 把 叉 子 换 到 右

手 ， 叉 取 食 物 时

， 叉 子 尖 朝 下 。

吃 饭 时 ， 刀 拿 在

手 上 。 如 果 要 放

下 ， 也 是 刀 刃 朝

里 ， 横 放 在 盘 子

上。用刀叉时，不要发出声响。如

果用叉子吃面条，要卷起来，不要

挑起来。用餐完毕，把刀叉一起放

在一旁即可。如果中途放下刀叉，

应该摆成八字形放在盘子里。

另外，注意餐巾的使用。餐巾有

大有小。如果用的餐巾较大，把它

叠放在腿上，如果餐巾较小，可以

展开。餐巾只可用来擦去嘴上的油

渍，切不可用来擦拭餐具。

如果要取面包，用手，不用叉子

。取来的面包放在专门的碟子边缘

，取黄油时要用黄油刀，取来的黄

油放在小碟子里。不要把黄油涂在

一整块面包上。应该撕下一小块面

包，取一块，涂一快。

美国人排队，让人赞叹不已。他

们不但自觉有序，而且队伍中前后

两个人之间都自动保持一定私人距

离，从不会出现人贴人的现象;如果

是在银行，邮局等场所，柜台前一

位顾客正在处理事情，他身后的队

伍必定离他几步远，不需要划线，

不需要有人指挥，大家都觉得尊重

别人的隐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管是在大学里为买球票搭帐篷

排队过夜，还是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几万人排队，很少发现过插队和推

挤的现象。

美国人排队排得这么好，不光是

排队人的功劳，服务机构也努力推

出了许多便民措施，让排队更舒服

，容易。

喊客人吃饭的“餐馆呼叫机”

生意好的餐馆常常满座，如果遇

到满座的情况，前台的服务员会在

一张表格登记下客人的名字和人数

，然后递给客人一个“塑料盒子”

，盒子上面有一个号码，服务员在

客人的名字后面登记下这个号码。

可别小看这个塑料盒子，它可是

美国稍微有一点档次的餐馆在满座

以后，安排客人等候的法宝-“餐馆

呼叫机”。它跟传呼机的道理类似

，拿着这个呼叫机，客人就可以在

一定范围内随意走动。既可以在餐

馆的等候区坐下，也离开餐馆去附

近的商店逛一逛，或者去室外溜达

。

当客人的位置准备好时，呼叫器

会开始闪光，而且使劲儿振动，并

且大声说“您的餐桌已经准备好，

请回餐馆入座。”原来服务台在轮

到某客人的时候，会根据他呼叫器

的号码，向这个呼叫器“传呼”，

喊客人回来吃饭。当客人回到餐馆

，把闪烁的呼叫机交还给前台，一

位服务生小姐已经手持菜单，等候

带领入座了。

政府部门的排队网站

去政府部门办事，总免不了排队

。如果你需要去美国机动车管理局

(DMV)处理事情，但是只有一个小时

的空档，不知道这个队要排多长。

不用担心，只需要先到 DMV 网站，

找到最近的办事处的连结，一点击

，上面显示出现在那个办事处里的

队排了 32 分钟。然后也可以查查附

近其他几个办事处，稍微远一点的

另一个办事处的队只排了 17分钟。

告诉你美国人的这些习惯你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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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名導馬丁史柯西斯監製，金棕櫚

得主達頓兄弟製片，強強聯手共同打造的

《大象與蝴蝶》，是新銳導演艾蜜莉范艾姆

伯特充滿靈氣詩意之作，她的首部長片《從

頭開始》便在坎城影展ACID單元大放異彩，

當時她自己擔任製片，在拍攝及製作上擁有

全然的自由，這次新作與金棕櫚獎導演達頓

兄弟合作，拍攝條件大不相同，艾蜜莉導演

認為這是一種學習的過程，而她會選得達頓

兄弟的「河流電影製片公司」，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辦公室給人一種「家庭」的感

覺。艾蜜莉導演笑著表示：「我喜歡拍片可

以是一種家務事的想法。」另一個原因，艾

蜜莉導演喜

歡按照時間

序的拍攝手

法，達頓兄

弟也表示認同，所以雙方一拍即合，艾蜜莉

導演：「我想對他們來說，他們之所以選擇

跟我合作，是因為我在我的電影中所處理的

主題令他們感到親近。」而在金獎導演的監

製及製作加持之下，艾蜜莉導演一展自然且

細膩的故事，透過片中男人與女孩讀的故事

書《大象與蝴蝶》，展開各自人生最幽微秘

密的心情，舉重若輕的揭開父女關係，拍出

最動容如「阿飛與小蝴蝶」般愛意無盡頭的

故事，也獲得了美國哈特蘭電影節最佳劇情

長片的肯定，本片將於10月 1日在台上映。

無論在虛構世界或現實生活中，艾蜜莉導

演喜歡在他工作時觀察人際關係的形成，這也

是為什麼她喜歡按照時間序拍攝的原因。「在

我們實際拍攝之前，湯瑪斯只見過麗娜一次。

」因為在片中設定就是一名從未見過親生女兒

的父親，因此艾蜜莉認為湯瑪斯必須學會跟麗

娜接觸並建立關係，這樣才能以最真實的互動

及感情呈現。「這種做法當然總是有些風險，

但這就是挑戰。如果他們的相遇不順利，我就

會徹底重寫劇本。如此一來，本片就會處理一

對父女之間的失敗會面，對我來說故事一樣會

很精彩。我喜歡讓事情遊走在這種邊界上緩慢

發展，以便增添外來的要素，好讓我們不只是

照著劇本拍攝或是製造情感。我比較喜歡讓電

影喘息，讓現實生活進入畫面之中。」而導演

也非常感謝飾演父親角色的湯瑪斯：「我第一

次看到湯瑪斯是在安東凱珀斯的電影《家庭之

殤》中。我對他的演出深感佩服，所以我想要

跟他見面。我喜歡湯瑪斯的地方在於他願意冒

險投入一部作品。他知道本片的拍攝過程會有

點不同，跟他從未見過面的小孩一起合演電影

是一大風險，但他同意接演並且接受挑戰。他

也帶有一種孩子氣的特質，這正是我希望安東

這個角色所具備的。」

《大象與蝴蝶》故事講述離開多年後的

安東下定決心要面對自己的過去，他造訪了

卡蜜兒的家，與曾深愛過的人重逢，而此時

，她身邊已有個小女孩艾莎。安東來訪時，

卡蜜兒正有趟重要出差行程準備出門，手忙

腳亂之際仍遲遲等不到保姆。情急之下，卡

蜜兒不得不把女兒請託給安東幫忙，轉身趕

緊出門趕班機。一時措手不及的安東，勉為

其難接下了請求，但他怎麼也沒想到，不僅

保姆來不了，就此和眼前素未謀面的小女孩

共度了他最難忘的夏天，也解開了他心中最

放不下的秘密。

金獎導演馬丁史科西斯監製、達頓兄弟製片

聯手打造聯手打造《《大象與蝴蝶大象與蝴蝶》》

《X戰警》系列製片打造科幻新片《2067

：逆轉未來》（英文片名：2067）即將在台推

出，本片由特效動畫師出身的澳洲導演賽斯拉

尼（Seth Larney）執導，主要演員有《X戰警

：黑鳳凰》寇帝史密麥菲（Kodi Smit-McPhee

）和《玩命颶風》萊恩昆坦（Ryan Kwanten）

。本片故事背景設定在因植物消失而缺乏氧氣

的地球上，一個男子要前往未來世界尋找拯救

人類的方法。《2067：逆轉未來》日前在澳洲

和紐西蘭的Netflix上架當天，立刻登上熱門排

行榜第一名，更有影評把它譽為「《復仇者聯

盟：終局之戰》之後最好的時間旅行電影」！

科幻鉅作《2067：逆轉未來》9月10日在台將

於GP+線上影音、中華電信MOD、HamiVideo

獨家首播！

自從五歲那年看到電影《霹靂五號》之

後，賽斯拉尼就一直想要投入電影行業，成

年之後，他成為特效動畫師，參與《X戰警

：金鋼狼》、《駭客任務：重裝上陣》等片

的後期工作，偶爾也擔任導演，《2067：逆

轉未來》是他的第二部劇情長片。賽斯拉尼

擔心過度砍伐和氣候變遷，會導致後代子孫

無法接觸到大自然，而他將電影視為跟觀眾

對話的機會。「我相信電影是為了觀眾而存

在的，所以無論如何它們應該要很有趣，但

我認為對於那些想要更深入思考的觀眾，應

該要給他們更大的問題挑戰。」賽斯拉尼舉

《異星入境》為例，他認為這部艾美亞當斯

（Amy Adams）主演的經典科幻片跟《2067

：逆轉未來》有著同樣的主題：「如果我們

得到第二次機會，我們還會作出同樣的決定

嗎？」

主演《2067：逆轉未來》的澳洲男星寇

帝史密麥菲（Kodi Smit-McPhee）是童星出身

，孩提時期就曾經參演過《噬血童話》、

《末路浩劫》等片，他最近一次廣為人知的

演出，是在《X戰警：黑鳳凰》中飾演年輕

版的「藍魔鬼」。談到為什麼會接下這部片

，他表示自己從以前就很熱愛《2001 太空漫

遊》或《駭客任務》這類的科幻電影，同時

也很關心大自然，「我覺得他（導演）提出

了一個跟我信仰和熱衷的事物相當接近的概

念。」

談到拍攝《2067：逆轉未來》最困難的地

方，寇帝史密麥菲表示是裡面大量的科幻對白

，「當你吐出像這樣大段的對白時，你真的很

難保持頭腦清醒。」最後他決定專注於角色的

情緒和慾望，順利完成拍攝。因為演過《X戰警

》系列，寇帝史密麥菲見識過好萊塢大片如何

運用特效，但他仍然稱讚《2067：逆轉未來》

的特效表現，「這部片當然有一定預算，但是

比不上像是《猩球崛起》這類大片，所以看看

他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達到想要的效果很有趣

。」

《2067：逆轉未來》故事描述2067年，地

球遭逢巨大的氣候變遷，森林與植物消失殆盡

，人類為了生存被迫使用人造氧氣，與此同時

，神祕疾病肆虐各地。某日，全球氧氣供應商

收到一封來自未來的訊息，指名一位名叫伊森

的男子前往未來。伊森將不惜跨越時空前往未

知的未來，只為了找出治癒神祕疾病的方法，

拯救地球與垂死的妻子……《2067：逆轉未來

》9月10日將於GP+線上影音、中華電信MOD

、HamiVideo獨家首播！

《X戰警》製片打造科幻鉅片《2067：逆轉未來》
被譽為《復仇者4》後最佳時間旅行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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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替補兵射門欠準狂攻不入 英聯盃遭韋斯咸復仇淘汰賽程頻密加上C朗拿度也已屆36歲

“足球高齡”，曼聯領隊蘇斯克查總不能將這

位天王巨星場場“用到盡”。23日凌晨英格蘭聯賽

盃正是輪換陣容的好機會，C朗回巢後首次被收起

休息，“紅魔”卻即告入球乏術，瘋狂射門27次

卻得勢不得分，反被日前聯賽的手下敗將

韋斯咸淘汰出局，32強止步，早早便

退出一個爭冠行列。看來，“紅魔”

要打破冠軍荒，鋒線過於依賴C朗也

絕非長久之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迪姆華拿(左)終於斬獲新球季的第一個入球。 路透社

曼聯數天前才在英超反勝韋斯咸2：1，
23日英聯盃第3圈回師主場，再與

“鎚仔幫”短兵相接。由於接下來個多星
期還有兩場英超及一場歐洲聯賽冠軍盃比
賽，蘇斯克查這輪本土盃賽也得安排主力
休息，與日前聯賽相比正選陣容11人全數

輪換，回歸後3戰無一缺席的C朗首度被收起，剛後備絕
殺韋斯咸的連格則擔正，與查頓辛祖、桑馬達和安東尼
馬迪爾組成攻擊線。雖說輪換，但無論是這4位前場攻擊
手，還是中後場的雲迪碧克、尼曼查馬迪與連迪路夫，
都是具上佳級數甚至高昂身價的名將，可惜一旦沒有了C
朗，曼聯在臨門一腳的把握力便即見分野。

辛祖腳頭無靈 馬迪爾續低迷
“紅魔”全場搶得61％控球時間，27次射門更遠遠

多於客隊的9次，惟僅得6腳射正，命中率奇差。桑馬達
上半場的窄角度抽射差點能為曼聯扳平，但中楣不入。

其他球員方面，查頓辛祖全場5射0射正，今夏轉會
以來4場正選3場後備仍是入球或助攻皆欠奉，還未踢出
與其8千500萬歐元高昂轉會身價相符的表現。馬迪爾沒
把握住難得的正選機會，表現乏善可陳，其中上半場的
斜射，球迷只能目送皮球掠門而過，算起來這位法國前
鋒已有7個月未有再為“紅魔”取得“士哥”。上季外借
韋斯咸谷底翻身的連格，是役卻當不成贏波英雄，然而4
次射門2次射正表現已算不錯。

延續任內冠軍荒 蘇帥要想辦法
C朗回歸曼聯後頭3場比賽全部正選披甲共4度破

網，當中幾個入球都體現出其機敏的反應以及處理臨門
一腳的過人能力。《每日鏡報》稱，其實C朗今場賽前亦
有向蘇斯克查請戰，但沒獲應允。蘇帥解釋：“如果球
隊要取得佳績，便需要更多球員參與。”誠然，如果曼
聯希望打破蘇帥接掌兵符以來延續了3個球季的冠軍荒，
過於依賴個別球員並非長久之計。之前依賴般奴費南迪
斯策動入球，結果其面對強隊往往易被盯死的弱點，令
到“紅魔”失了不少分數。蘇帥新賽季首場盃賽角逐便
早早出局，他賽後坦言：“這是個糟糕的起步，必須將
問題解決。”
韋斯咸全場3腳射正，便憑蘭仙尼開賽9分鐘接應隊

友右路突破橫傳射入，以1：0取得近14年來作客奧脫福
的首勝，經抽籤後下一圈將主場硬撼衛冕冠軍曼城。

紅紅紅魔魔魔須慎用須慎用須慎用CCC朗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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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
達）與曼聯同樣於第3圈加入英格
蘭聯賽盃戰團，雖然車路士和熱刺
都無法在90分鐘內解決同屬英超
的對手，然而兩支倫敦豪門都成功
射贏12碼晉級，各自的頭號中鋒
更成功打破入球荒。

開季首輪已領軍戰勝舊東家，
熱刺新任教頭紐奴在英聯盃再遇狼
隊，在作客下領先兩球卻被扳平，
其中季初曾陷轉會風波的王牌射手
哈利卡尼先拔頭籌，時隔一個月再
為熱刺建功。

雙方踢成2：2，結果熱刺互
射12碼贏3：2晉級，16強將作
客般尼。“他（卡尼）還可貢獻
更多，這與比賽有關，一起進步
和成長。”紐奴賽後談到卡尼時
說。

德國前鋒迪姆華拿本賽季首度
為車路士破網，主隊被阿士東維拉
逼和1：1後互射12碼贏4：3，艾
度亞文迪受傷下連續兩場頂替把關
的阿列沙巴拿加，為“車仔”救出
了第3輪納卡巴的12碼。下圈他們
主場會與修咸頓爭入8強。

●查頓辛祖全
場有5次射門，卻
無一射中門框，為曼
聯踢了6場比賽，入
球或助攻數依然為

零。 美聯社

●●馬迪爾馬迪爾((紅衫紅衫))面對大門的黃金機會面對大門的黃金機會，，最後最後
一射皮球卻掠門而過斜出底線一射皮球卻掠門而過斜出底線。。 路透社路透社

●蘭仙尼(10號)助韋斯咸一箭定江山。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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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
道）飽受肩傷困擾的奧運
名將肖若騰，23日在第十
四屆全運會上發揮出色，
奪得體操男子個人全能決

賽冠軍，彌補了東京奧運會無緣金牌的
遺憾。經過六輪激烈的比拚，最終肖若
騰以87.532分的成績奪金，湖南“00
後”新星張博恒以0.067分的微弱差距
排名第二，江蘇隊孫煒獲得第三名。
此次體操男子個人全能決賽上演巔

峰對決，共有21位選手進行角逐，精彩
不斷。在預賽中排名前三的張博恒、肖
若騰和孫煒，更是在決賽中進行激烈廝
殺。當天的比賽共分自由體操、鞍馬、吊
環、跳馬、雙槓和單槓六個項目，分四組
進行。
首輪比賽，張博恒發揮出色，在自由

體操項目上拿到了15分的高分，排名第
一；肖若騰獲得14.800分，河南隊的張宋
泓浩憑借在跳馬項目上拿到的14.533分暫
列第三，孫煒以14.133分暫列第七。
第二輪比賽後，肖若騰憑借在鞍馬

上拿到的15.066分（難度分6.4分、完
成分8.666分），以總分29.866分，躍

升至第一；張博恒以總分29.600分退居
第二；孫煒則憑借與肖若騰同樣的得分
躍升至總分第三名。

此後幾輪比賽，孫煒成績一度跌至
第五，但肖若騰和張博恒二人的成績始
終不相上下，冠軍之爭異常激烈。

六個項目 兩個獲第一
當比賽進入最後一輪單槓比拚時，

肖若騰遇到了一點問題，但他還是頑強
頂了下來，最終穩穩落地。雖然只拿到
13.700分，惟由於此前的領先優勢，最
終肖若騰如願奪金。

自全運會體操項目開賽以來，肖若
騰的人氣一直居高不下。在此前的男子
預賽中，因為肩傷的影響，他曾在吊環
比賽中露出吃力的表情。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亦表示，肩
傷雖不影響生活，但在吊環比賽中做一
些動作時還是有些疼，再加上奧運會後
的訓練不是特別系統，狀態肯定沒有奧
運會好。

而在同日的男子個人全能決賽現
場，肖若騰卻展現出了驚人的毅力和實
力。在六個項目的比拚中，他有兩個項
目獲得第一，分別是鞍馬和跳馬。

摘體操男子個人摘體操男子個人全能金牌全能金牌肖
若
騰

●●肖若騰在自由體肖若騰在自由體
操比賽獲得操比賽獲得1414..800800
分分。。 新華社新華社

●●肖若騰勝出後向觀肖若騰勝出後向觀
眾致意眾致意。。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由參加東
京奧運女足比賽球員組成的中國女足聯合
隊，23日在十四運女足準決賽以4：0大勝北
京隊，25日晚7時將與上海對陝西一役的勝
方爭奪冠軍寶座。
聯合隊在晉級4強前，僅僅踢了兩場比

賽，分別以1：0及2：1艱難地挫陝西和江蘇
隊，整個戰鬥力與其他省隊相比並沒有明顯
的優勢。反觀北京女足，則表現出非常好的
競技狀態。她們首場比賽雖以0：2不敵山東
隊，但在第二場比賽以1：0勝四川；第三場
更是反敗為勝，以2：1戰勝山東隊。
不過23日的準決賽，聯合隊則積極主

動，展示出極強的求勝慾。開賽僅6分鐘，聯
合隊左側角球，楊莉娜頭球破門，聯合隊以
1：0取得領先。第17分鐘，聯合隊進攻，李
夢雯突破小禁區右側，射門被門將撲出，北
京隊後衛呂禹廷擺烏龍球送禮，聯合隊將領
先優勢擴大至2：0，並帶着這一比分進入休
息室。
下半場雙方易邊再戰。第48分鐘，王霜

長傳禁區中路，門將出擊把球沒收。第57分
鐘，奧運聯合隊左路進攻，王霜帶球吸引防
守後再分到右側，張馨搶點射門，聯合隊領
先至3：0。第83分鐘，劉靖前場中路拿球後
斜傳到禁區左側，王妍雯包抄迎球推射，聯
合隊最終以4：0淘汰北京晉級決賽。
賽後聯合隊主力王霜表示，現在的女足

是一支年輕的球隊，需要更多時間和高質量
比賽去進步。

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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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由田壯壯監製，劉翔執導，範

偉、竇驍、張頌文領銜主演，梁

超、胡明、高尚主演，朱珠、蔡鷺

特別出演的懸疑喜劇電影《不速來

客》將於10月22日正式登陸全國

各大院線。日前，影片發布角色海

報，人物關系懸念升級。眾位來客

究竟為何突然一起出現在同一房間

內？彼此之間是真的素不相識還是

早已預謀串通？

眾位來客意外相遇
彼此註視透露神秘關系
日前，影片發布角色海報，

各位來客相互註視卻只露出其中

一人的神情，彼此之間的微妙關

系初見端倪。老李（範偉 飾）神

情冷漠，將手中的煙遞向張耀忠

（胡明 飾）口中，老李的這一動

作是在傳遞友好善意還是另有深

意？馬明亮（竇驍 飾）看向老李

面露膽怯，難道他真的只是偶然

闖入的膽小過客？閻正（張頌文

飾）微微低頭，眼神卻傾斜上挑

充滿挑釁，他為何如此有膽量？

莉莉（朱珠 飾）則極其平靜的看

向馬明亮，仿佛與他並不陌生，

他們二人是否在此之前早已相識？

這個神秘房間裏的眾人之間似乎

充滿秘密，他們在尋找製造命案

真兇的同時，各自的身份與關系

或許也將隨之揭曉......

範偉竇驍同頻自扇耳光
戲外互動歡樂不斷
電影《不速來客》中的範偉

飾演的老李和竇驍飾演的馬明亮

在房間內意外相遇，臨時組合上

演了一幕幕笑料百出的精彩好戲

。戲外的範偉和竇驍同樣歡樂不

斷，兩人在拍攝自扇耳光戲份的

時候，為保證身體律動和聲音節

奏的一致，不斷地配合調整以保

證呈現出最佳的拍攝效果，經過

不斷練習最終達到了完美的“同

頻”，成為“節奏大師”組合。

二人還會在戲中碰撞出什麽驚喜

笑料，令人期待。

電影《不速來客》講述了竊賊

老李進入一處破舊的居民樓內行竊

時目擊了一場命案，神秘女子莉莉

離奇被殺，就在老李拼命製伏兇手

閻正之際，外賣員馬明亮突然也莫

名其妙地出現在這個房間之內，三

人一頭霧水，在全然不知對方身份

情況下上演了一幕幕反轉好戲，最

終揭開層層真相的故事。

田壯壯監製《不速來客》發布海報
範偉張頌文登場

電影《第一爐香》定檔10.22
馬思純彭於晏上演話題愛情大戲

由許鞍華執導、王安憶編劇的

電影《第一爐香》今日正式宣布定

檔10月22日，正式開啟上映30天

倒計時；同時也曝光“愛而不得”

版定檔海報，實力演員馬思純、俞

飛鴻、彭於晏、張鈞寧、範偉、梁

洛施、張佳寧、尹昉、秦沛、白冰

等聯合主演。影片講述了女學生葛

薇龍被姑媽梁太太利用，與花花公

子喬琪喬展開了剪不斷、理還亂的

愛情拉鋸，一出愛情大戲令人難掩

期待。

電影《第一爐香》接連入圍第

7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第25屆釜

山國際電影節和第33屆東京電影節

，國際載譽頗豐。而影片主角葛薇

龍的命運沈浮和個人抉擇，也有望

為目前女性議題日漸增多的環境帶

來更深層次的思考價值，相信電影

上映後也將掀起一輪關於愛情話題

討論的熱潮。

定檔10.22！實力演員呈現灼
熱撩人愛情世界

電影《第一爐香》講述了上海

女學生葛薇龍（馬思純 飾）到香

港求學時，被梁太太（俞飛鴻 飾

）利用，當作誘餌展開欲擒故縱社

交遊戲的故事，此間葛薇龍無可自

拔地愛上花花公子喬琪喬（彭於

晏 飾），以身謀愛，墜入一個摻

雜著算計與企圖的愛情漩渦中。影

片此次公布了兩張海報，人物關系

耐人尋味：葛薇龍與喬琪喬前後同

行卻垂眸靜默，梁太太與葛薇龍一

站一坐各懷心事……雖然兩兩同框

，但似乎又都有著無法逾越的間隙

隔閡。

同時，電影也公布了其他主演

的劇照，睨兒（張鈞寧 飾）、吉

婕（梁洛施 飾）、睇睇（張佳寧

飾）、新太太（白冰 飾）或聰敏

或天真或精明或美艷，展現氣質風

格迥異的女性狀態；喬琪喬、司徒

協（範偉 飾）、盧兆麟（尹昉

飾）、喬誠（秦沛 飾）等男性角

色或神采斐然或威嚴十足，戲骨齊

聚直擊人心，一場令人回味無窮的

愛情大戲即將上演。

銀幕巨製！夢幻陣容打造精致
奢華感官盛宴

電影《第一爐香》由世界首位

威尼斯終身成就金獅獎女導演許鞍

華執導，同時集結了眾多國際大獎

傍身的幕後大師保駕護航。曾獲茅

盾文學獎、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

勛章的王安憶擔任編劇，屢獲金

像獎、金馬獎、威尼斯國際電影

節最佳攝影獎的杜可風擔任攝影

指導，服裝及造型設計由奧斯卡

獎獲得者和田惠美擔任，音樂監

製阪本龍一同樣奧斯卡、金球獎

及格萊美獎等眾多獎項在身，與

美術指導趙海，錄音指導杜篤之

，剪輯指導鄺誌良和剪輯雪蓮聯

手，打造一場精彩紛呈的大銀幕

感官盛宴。

影片在國際電影節的展映中收

獲諸多好評，“意猶未盡，每個人

看了都會有不同解讀”“看到許鞍

華、阪本龍一和杜可風合作真是

‘有生之年’系列”等走心影評層

出不窮，此番國內定檔引人翹首以

待。

電影《第一爐香》作為阿裏影

業“錦橙合製計劃”的全新力作，

阿裏影業，禾和影業，青鳥影業出

品，東臺壹尺文化、星魅力影視、

影窩文化、力禾欣文化、樂朝程影

視、峨眉電影集團、桃河影業聯合

出品，淘票票發行，禾和影業聯合

發行，正式定檔10月 22日，敬請

期待！

今年6月，舞劇《五星出東方》完成首輪演

出，由國家一級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

織錦護臂引發的跨越千年的傳奇故事令人動容。

9月25日至9月27日，這部經過精心打磨的舞劇

將再度登臺天橋藝術中心。與上一輪相比，第二

輪演出將有不少細節上的調整。總編導王舸透露

，調整主要體現在具體舞段的修改，包括奉的犧

牲都有很大的變化，“舞臺就是遺憾的藝術，如

果說上一輪演出有什麼遺憾的話，可能是一直找

不到奉是怎麼犧牲的，但這次我們找到了，在這

個部分會有很大的變化。”

一部“從無到有”的舞劇
舞劇《五星出東方》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傳

部、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出品，

北京演藝集團聯合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揮部、和田

地委宣傳部共同製作，北京歌劇舞劇院、新疆新

玉歌舞團演出，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優秀舞臺藝術作品展演劇目。

該劇以新疆和田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

方利中國”織錦護臂為題材，講述了漢朝戍邊將

領奉在精絕古城與北人首領之子建特、精絕首領

之女春君之間，從劍拔弩張到並肩攜手、從素不

相識到深深認同，結下深厚情誼的動人故事。

作為一部“從無到有”的舞劇，主創一致認

為，《五星出東方》的創作過程非常難，最難的

就在於“可參考的東西太少”。

為了更好地突出文物背後所蘊含的深厚文化

內涵，讓舞臺上的文物“活”起來，用舞蹈講述

歷史故事，去年6月，《五星出東方》主創團隊

深入到新疆采風。主創一行人到了喀什，驅車

50公裏，一直到了塔克拉瑪幹沙漠的腹地，來

到了千年前絲綢之路上的精絕古國。舞美設計劉

科棟表示，“遺址所剩無幾，有一座佛塔在千年

的自然雕刻下也是面目全非，我們看到一些建築

遺址，還有一個相對完整的牛棚。”雖然歷史留

給我們的是只言片語，但在采風的過程中，直觀

的感受對主創來說有非常大的沖擊。

打破傳統方式增加可看性

舞劇《五星出東方》從

奉、建特和春君三人的命運

講到民族大愛。如此宏大的主

題如何用一部舞劇來表現？又

如何讓觀眾看得津津有味呢？

主創團隊達成了共識：讓歷史

故事落地，表現出真實的生

活、真摯的情感。王舸對這部

舞劇的要求是接地氣、大眾很

容易能看懂。所以在情節設置

和舞蹈設計上，著重於用輕松

的情節來講故事。

“這麼宏大的題材，看似

很正，但是我們會用輕喜劇色

彩，打破傳統舞劇的方式，增

加可看性。我希望這部劇帶給

觀眾的是輕松、愉悅的感覺。”

此外，在演員的選擇上，王舸

也表示，除了業務能力之外，

“女主角選擇古麗米娜首先因為她是民族民間舞

的演員，而且她具備西域面孔。”

將推出主題曲《毋相忘》
音樂素有“舞蹈的靈魂”之稱。《五星出

東方》的音樂創作也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

“最難的在於音樂風格的把握。”作曲楊帆表

示，“西域音樂非常豐富，有像寶藏一般的

音樂素材，但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西域音樂

大部分都停留在隋唐期間。創作音樂最難的

是主題，我的理念很簡單，交響化，具有史詩

性的歷史沈澱感，同時要用東方的、兩漢時期

的音樂。”

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楊帆在樂器的運用上

也費盡心思，“我用了箜篌這個樂器，跟豎琴非

常像，但這是我們漢民族傳統的古樂器，還有像

古箏、二胡這類的民族樂器。”

從《天路》開始，這已是楊帆和王舸的第四

次合作，創作上非常默契。楊帆透露，本輪

演出，音樂上的調整不多，但會推出主題曲

《毋相忘》，由阿雲嘎和譚維維演唱。

再
演
《
五
星
出
東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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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六合彩贏錢
承認偕連詩雅玩水上運動

陳家樂倒貼請食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任賢齊（小
齊）主演的新片《烈探》，在中秋節於西雙版
納殺青，但小齊對劇組及各位台前幕後人員仍
依依不捨。小齊近個多月來一直於內地取景拍
攝新片，其間他曾抽空參與東方衛視的《中秋
夢幻夜》，跟楊千嬅合唱《花好月圓夜》，小
齊表示跟老朋友千嬅一起，有種開心和幸福的
感覺。

其後返回西雙版納繼續為電影埋尾，並於中

秋節當日終於殺青，小齊22日於社交平台上表示
中秋節當日仍要開工，今次他的動作演出是前所
未有，拍攝前要接受特訓：“拍這種戲太不容易
了……希望能帶來震撼的畫面！”直到電影順利
完成，小齊也很有感受：“昨晚（21日）電影順
利殺青了！和劇組的夥伴們一起過了中秋，今天
大家要各奔西東，謝謝你們這些日子和我並肩奮
鬥！祝福每個人都有更美好的未來！也謝謝美麗
浪漫的西雙版納！後會有期！”

北影節舉行開幕論壇
黃建新：電影需符合主流價值

任賢齊新動作片殺青 難捨西雙版納的美麗

新作成香港亞洲電影節開幕片
周秀娜演出獲張繼聰讚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黃建東在近日播出的新劇《把關者
們》中，飾演版權及商標調查科高級監督海鋒（袁偉豪飾）下屬趙子
龍，劇中二人經常拍檔出外查案，其中一場戲講述二人出動緝
私，負責揸車的黃建東，搞到全場戒備，幸得拍檔袁偉豪兼任
駕駛師傅。

阿東表示十多幾年前已有駕駛執照，因為沒有買車，所
以不是有太多駕駛經驗，這次為了拍戲，事前他都有“補
鐘”，但第一日揸車拍戲時依然好緊張，知道自己的技術
很嚇人，更差一點點就撞，幸好拍檔袁偉豪兼任駕駛師傅
就很有耐性地教導他，是很好的前輩。袁偉豪就大讚“雪藏牌”的
阿東雖然平日少駕駛，但技術還可以。阿東又稱都想買車代步：
“自己想買部平車，因為就算刮花都唔會太心痛，但袁偉豪就
話應該買貴價車。”袁偉豪認為買貴車可以令阿東駕駛時更
小心，就不會有意外，技術就會好。

首次飾演海關督察的袁偉豪，表示角色讓他更了解海
關的日常工作，而同樣是首次飾海關的阿東，表示以往
多是飾演警察，感覺海關的工作比較輕鬆點。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達 里 ） 陳 家

樂、黃智雯、

袁偉豪、陳自

瑤等人 23 日

宣傳劇集《把

關者們》，眾

人分組玩投籃

及夾波遊戲，

輸掉的男演員要接

受懲罰，被女演員坐在

背上做掌上壓，場面惹

笑。陳家樂日前夾份買

六合彩並贏得幾千港

元，但他笑稱要倒貼

請食飯。而他亦承認

了早前曾跟連詩雅一

起玩水上運動。

陳家樂日前在六合彩中秋金多寶中贏
得四千多港元，他笑稱要倒貼請吃

飯，他說：“我們電影《分手專家》劇組
廿多人夾份買，葉念琛導演太幸運，每次
夾份他都中獎的。”自言沒橫財運的家
樂，只試過兩年贏得公司大抽獎，笑指他
情場、賭場都得意時，家樂謙稱各方面都
要努力。提到緋聞女友連詩雅自揭曾患情
緒病，靠做運動走出陰霾，問到家樂是否
鼓勵女友多做運動，他說：“我們都是各
自做運動，因為我玩健身多，水上運動有
一起玩過，我不會否認。”

黃智雯就笑稱家樂為人害羞，合照時
更察覺對方會面紅，家樂稱一直渴望與智
雯合作，可惜劇中只有在對方與袁偉豪結
婚的一場戲中碰頭，連對白也沒有。家樂
之後化身記者追問智雯何時會結婚，智雯

說：“未有打算，劇中我和袁偉
豪搞了一場大龍鳳的世紀大婚
禮，所以現實中未必會一樣，可能
找家樂幫手，因為他有很多鬼主
意。”提到袁偉豪當年也是拍劇中途結
婚，智雯說：“我和袁偉豪不同，因為
他安排得好，而且女仔要扮靚和調整心
情。”至於智雯近期多演madam角色，
她笑道：“真是好人難做，自己都期待可
以演邪惡或瘋婦角色，下部新劇相信可以
一反常態。”

陳自瑤否認情緒崩潰
陳自瑤（Yoyo）早前被拍到一臉愁

容去自然療法醫療中心求醫，有指她情緒
崩潰要接受“髗骶骨治療”，據說這是處
理負面情緒、針對心理病和情緒困擾的治
療。Yoyo 23日表示沒細看過該報道，但
不少朋友都關心她，她說：“標題寫到我
情緒崩潰，我要強調我沒事、我很好，我
行出來的狀態已經是最好的證明。”Yoyo
稱當日只是到醫療中心拿東西，沒有接受
治療，她說：“我去醫療中心多年，認識
我的人都知我喜歡養生，自然療法也是其
中之一的養生方法，都是想自己身體好，
看完報道自己都是得啖笑。”

黃建東持“雪藏牌”拍開車戲 袁偉豪兼任駕駛師傅

●●張繼聰及周秀娜在戲中相遇張繼聰及周秀娜在戲中相遇、、相愛相愛。。

●北影節
22 日 舉 辦
“恰是百年風
華－慶祝建黨
百年”電影主題
論壇，出席嘉賓合
影。

●● 黃建東在新劇黃建東在新劇
飾演海關關員飾演海關關員。。

●● 黃建東有駕駛黃建東有駕駛
執照執照，，但沒有太但沒有太
多駕駛經驗多駕駛經驗。。

●● 左起左起：：陳自瑤陳自瑤、、
陳家樂及黃智雯各處陳家樂及黃智雯各處
於不同感情階段於不同感情階段。。

●●連詩雅早前風騷地祝大家中秋快樂連詩雅早前風騷地祝大家中秋快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女藝員分成小組玩遊戲女藝員分成小組玩遊戲，，玩得十分投入玩得十分投入。。

●●袁偉豪被陳自瑤及黃智雯坐着做掌上壓袁偉豪被陳自瑤及黃智雯坐着做掌上壓。。

香港文匯報訊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北
影節）開幕論壇22日舉行，並以“恰是百年風
華—慶祝建黨百年”為主題，希望以電影為載
體，致敬電影人，致敬中國電影，並通過總結百
年來幾代中國電影人努力奮進取得的經驗成果，
繼往開來，助力中國電影的高質量發展。

在論壇上，《1921》導演、著名監製黃建新

指出電影是敘事藝術也是想像藝術，不能僅僅滿
足於內容真實，還要滿足人類想像的真實、期盼
的真實。而中國主流電影需要符合中國主流價
值，表現出民族的基本心態和嚮往。

著名演員湯唯從演員的個人體驗角度談到，
演員最重要的還是要回歸到最真實的生活中去，
要更多地體會生活細節回歸本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張繼聰（阿聰）
及周秀娜領銜主演的電影《馬達．蓮娜》，講述兩
個於澳門浮沉，各有過去的陌生人相遇、相愛、相
知的故事，電影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資助
拍攝。

該電影早前獲邀成為第23屆意大利烏甸尼
《遠東電影節》競賽電影並獲得高度評價外，亦為
第 55 屆《金馬創投會議》入圍作品，而《香港亞
洲電影節2021》23日亦公布該片為開幕電影，新
銳導演陳雅莉對此表示很榮幸，自己亦非常重視此
事，將會由澳門來港出席參與電影節活動，趁機與
張繼聰及周秀娜等演員好好敘舊。

張繼聰表示：“好開心《馬達．蓮娜》可以
在一個廣受關注的電影節中成為開幕電影。我們台
前幕後都花了很多心機去拍攝及做好這部電影，好
榮幸今次可以跟陳雅莉導演及周秀娜合作，周秀娜
在電影中演得很好，希望更多人見到她的努力。我
自己於這部電影中的演出亦是改變戲路之作，希望
大家鍾意。”

周秀娜表示：“當然好開心電影不斷有好消
息，尤其是我知道開拍這部電影有不少波折，多
謝導演堅持完成，並且讓世界各地不同人欣
賞。”她又提到跟阿聰過往合作過數次但戲種都
偏向輕鬆，這次二人在電影中的演繹很大程度上
要基於演員間互相信任及交流，這次阿聰在演出
上給她的感覺跟過往很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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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西当地时间 9 月 13 日，Forbes 新闻

报道，众议院新法案出炉！内容包括合法

移民可花钱豁免排期，以及为数百万没有

合法身份的美国移民提供合法身份。

该法案若通过，更多个人将更迅捷地

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许多家庭、高技能

移民和雇主目前的情况也将得到缓解。

提案解读

合法移民相关内容

排期超过 2 年以上的合法移民申请人

：

基于工作的移民申请人，支付 5000 美

元的补充费用，就可以立即调整为永久居

民，不受名额限制；

EB-5 投资移民的费用为 5 万美元（该

条款将于 2031 年到期）；

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可通过支付

2500 美元的补充费用调整为永久居民，不

受名额限制。

排期不在 2年以上的申请人：

需要支付 1500 美元的费用(儿童的费

用为 250 美元)，但他们需要在美国境内。

鉴于 2019 财政年度，只有 8%至 15%的

家庭移民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同期就

业型移民该比率为 94%）。因此，家庭移

民可以从该规定中大大受益。

而 考 虑 到 2019 财 政 年 度 只 有 3% 的

EB-5 类别的个人获得美国境内的永久居留

权。有律师建议采用V类签证，允许其家

庭进入美国，并使用法案中的身份调整条

款。

另外，该提案还将重新获得至少 22.6

万个在 1992 财政年度至 2021 财政年度期间

未使用的家庭和就业类移民签证名额。且

提案表示给移民局增加 28 亿的预算，以

增加人手，加快审批。

对于因此前的“穆斯林禁令”或与新

冠相关的政策而无法来美国的多样性签证

获得者，他们的绿卡将受到保护。

为数百万人提供合法移民身份

提供符合条件的Dreamer（梦想生）、

Essential Workers （必要工人）、TPS（临

时身份保护者）等以合法身份。

符合该法案规定的“必要工人”资格

（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和保健、电信、信息

技术系统、国防、食品和农业、运输和物

流、能源、执法等），雇主不需要获得劳

工证和 I-140 申请书，且他们可以在名额

限制之外获得绿卡，而无需支付 5000 美元

的费用。

法案还规定，在支付 1500 美元的补充

费用后，“自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连续实

际留在美国”并在 18 岁之前到达的个人

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梦想生和临时保护

身份的人群将因此获益。

根据以往统计，这三类人群总数额可

达数百万！

法案通过几率？

美国移民的排期问题一直是申请人必

然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能通过“花钱”

一劳永逸解决排期，或者某种程度加速排

期，那对于等待排期的申请人而言无疑都

是巨大利好。

根据 10 月份的最新排期，职业移民除

了 EB-1、EB-4（宗教人士）继续无排期，

其他类别或停滞、或倒退，排期情况仍旧

严峻。如该法案能通过，可说是解决了广

大申请人的难题。

那么该法案究竟有多大几率通过呢？

目 前 ， 民 主 党 已 经 取 得 了 预 算 案

Reconciliation 的 话 语 权 ， 只 要 民 主 党 内

部保持一致，同时需要说服 parliamentari-

an， 将 这 些 移 民 内 容 包 括 在 预 算 案 中

是 合 理 的 ， 那 么 该 法 案 还 是 有 很 大 胜

算的。

而且，此前在共和党任期内的 2005 年

，曾经有过在 Reconciliation 法案中重新拿

回职业签证的成功先例。

因此，各相关方面预判，该法案或大

概率获胜。未来，移民美国的前景也将愈

加明朗。

美国移民最新提案 合法移民可花钱豁免排期

首先恭喜各位申请人拿到移民面谈信，可

谓是万里长征，终于接近胜利。此时是非常关

键的。许多申请人认为自己的移民申请经过

USCIS批准、NVC也通过了所有的材料，到面

谈只是走一下过场。

其实，领事的权利很大，他们可以决定整个

移民申请的结果：有权要求申请人补充补料；对

一些有可疑背景的申请人进行行政调查；甚至可

以拒绝您的移民申请，把案件退回移民局。

简单来说，每一位收到面谈信的申请人在

面谈前必须完成以下的工作：在CGI官网登记

护照邮寄地址；预约体检；准备好面谈的材料

，然后准备参加移民面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在面谈阶段

的流程。

1、查看CEAC系统状态

因为疫情影响，有一些申请人的DS260填

写超过一年，这个时候通常我们会为客户登录

系统去确认DS260表格是否重新开放，要求更

新。通常这个时候会收到领事的邮件或者电话

，要求更改。如果这个DS260表格是重新打开

要求你填写的，是需要提前完成，然后提交之

后才能参加面试的。

大家可以先登录CEAC系统查看案件状态

，CEAC的网址大家请看下图，登录这个网址

，输入您本人的档案号码和Invoice Number,就

可以进入你自己的CEAC系统了。

这两个号码是可以在面试信上找到，登录

系统之后大家主要看的就是这个IV Application

这一栏了，如果没有显示红色的re-opened这种

状态，而是显示completed这种状态，这个状

态就说明你不需要

去重新提交这个表

格。

2、注册CGI账号

接下来第二步，就

是要登录CGI 这个

系统，然后进行

CGI 注册，登记护

照邮寄的地址。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是CGI 账户的注册

以及这个登记的工

作一定是要在面试

前完成的，并且大

家在登记过程当中,

要确保页面上面所

要求的每一项的信

息填写都是完整的

填写并是准确的。

这个登记地址的作用就是大家顺利通过面

试之后，领事馆印发了你的移民签证，就会把

护照和对应的一些移民材料寄到您所登记的这

个地址。如果填写有错可能会造成派送延误，

甚至无法派送。

3、预约移民体检

第三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预约移民

体检和进行移民体检。所有移民签证的申请人

，不论年龄大小都必须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

和接种疫苗的工作。在中国目前有四个城市可

以进行体检的，分别是广州、福州、上海和北

京，每个体检中心都是要提前预约的。

以下是关于在广州和福建体检的体检攻略

，大家点击下方链接即可跳转。实用干货丨美

国移民体检攻略（广州）福建丨美国移民体检

攻略，请查收！

在这里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不

能私自拆开体检报告。如果申请人不小心拆开

密封的体检报告，体检中心是不会擅自为申请

人重新密封。按照美国领事馆的要求，申请人

切勿打开体检报告。若不慎打开，申请人需要

自行向美领馆进行解释，争取领事馆官员酌情

处理。

4、准备移民面谈材料

这个是很关键的，需要注意的是广美领对

材料的要求是比NVC要严格的，面谈的材料也

分中国申请人和美国申请人两大部分的材料。

有一些材料是必须要带原件的。大家可以

在CGI官网上面下载这份官方的移民签证申请

说明，然后整理相关面谈所需材料（每个申请

人情况都不同，所需材料也有所不同的）我们

一般会从以下几点进行说明：

1）中国申请人需要准备的材料

（1）面谈信；

（2）护照原件（有效期8个月以上）；

（3）2张50mm*50mm的签证照片；

（4）DS-260确认页；

（5）CGI确认页；

（6）体检报告原件；

（7）所有适用的公证书原件：一般有出

生公证书、无犯罪公证书、结婚公证书、离婚

公证书等；

注：无犯罪公证书有效期是一年的，请留

意是否在有效期。

2）美国申请人必备文件

（1）身份证明文件：包括美国护照首页

、入籍纸复印件、绿卡正反面复印件等；

（2）一整套完整的经济担保材料：I-864

担保书、最新工作证明（或工资底单）、近2

年税单FORM1040（含W-2等附表）等；

（3）婚姻移民类别需要美国申请人的离

婚判决书（建议带原件或者公证件）

（4）IR5、F4类别需要美国申请人的出生

公证

3）与美国申请人的关系证据：

（1）与美国申请人的合照；

（2）聊天记录；

（3）汇款记录；

（4）户口本；

（5）亲生子女证据等。

5、如期参与面试

接着我们来说第五步，简单介绍一下面试

当天的流程：

1） 面试当天提早15到30分钟到达领事

馆门口排队，请排在移民签证队伍；

2） 报到拿号，在领事馆大楼三楼移民签

证大厅报到，确认您是移民签证面试，到取号

窗口取号。取号之后到签证大厅A区等候叫号

递交材料；

3） 领取号码后，留意自己的号码是几号

窗口递交材料。收取/查验材料的工作人员都

是中国，会在收取材料的时候进行一些简单的

提问。

4） 在B区等候叫号，期间会发一本家庭

暴力的小册子给申请者看。等待期间的号码跟

之前的号码是同一号码，所以需要从头到尾保

管好。然后进行打指纹--宣誓和面试。

收到美国移民面谈信后

中国申请人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2019年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 米佐塔基斯宣布启动一系

列对房地产业的减免税政策，希望能够拉动投资，提振希

腊建筑业的发展，对新建筑物免征24%增值税的政策，范

围覆盖2006年后获发建筑许可证的房产，为期3年。

税收减免即将到期

2022年税收减免政策到期，那么新房产增值税率就是

24%，成本大大增加，未来是否继续减免不详。

其实希腊政府早早开始准备，建立网上房产交易平台

，在今年6月1号开始执行，所有房产交易必须在这个平台

在线申请！

房龄对价值的影响

希腊房产价值简单来讲，就是土地+房子。房产会有折

旧，到达一定年限，基本就要每年1%的折旧。房产从开始

申请建筑许可，房产+土地价值上升，到达一定年限，地皮

价值上升，房产价值下降，如果超过70年房龄，基本房产

价值只剩下土地价值。所以房产从房龄的因素考虑，当然

是越新越好!

希腊房源现状

1990年以前的房屋占近70%，而40年以上的房屋占

50%以上。

据新闻报道，希腊有75万套房屋的目标价值超过20万

欧元，约占希腊房屋总数的12%，客观价值超过30万欧元

的房屋数量不会超过30万。

只有5%的房产适合移民办理永居身份！

如果大家考虑希腊购房取得身份，同时买到物有所值

，起到保值增值的房产，建议大家尽快行动，在税收变更

之前购买，否则恢复24%的增值税后，就不划算了！

投资25万欧元起的房产，不仅可全家三代申请希腊永

久居留签证，畅行26个申根国，同时还能享受希腊教育、

医疗等社会福利待遇，而且还可收获希腊永久产权的房产

，建立海外第二家园，可谓一举多得。

希腊新房税
收减免即将到期

投资要趁早

上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根本上
只是一個商家佬、一位政治素人，
只是心有狂想症，意欲攀上華府白
宮寶座，一圓他的狂徒美夢。凑巧
四年前美國適逢 「亂世」，被他僥
幸入閣，當上4 任總統之期，一遂
他的春秋大夢。在他任內，不少政
策都是他指天篤地而行，其中向美
國高等學府及.政經機構四處找尋
「華人間諜」，正是最無聊的行徑

。
此一行動應該從二○一八年談

起。當年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中
國行動計劃”，在美高校四處搜尋
所謂的“中國學術間諜”。時至今
日，這項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計劃
，仍在繼續，不過一批又一批的美
國教授和學者，終於無法忍受、拯
身而出，怒而反抗。

三年前，美政府發起“中國行
動計劃”。美方聲稱，該計劃旨在
阻止商業機密和其他專利信息，向
太平洋彼岸的中國轉移，將重點關
注“接受美政府資助並在中國工作
或交流的美國研究人員”。

據路透社九月十三日報道，在

這一計劃實施的三年中，美國司法
部公佈了至少廿七宗相關案件細節
，其中一些案件已經結案、一些案
件被撤銷，還有一些案件仍在進行
中。

被指控的學者中，不乏麻省理
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教授，以及作
為訪問學者赴美的中國科學家。當
中着名學者及科學家華人胡安明，
經己獲判無罪。

九月九日，美國田納西州一位
聯邦法官宣判：美國田納西大學諾
克斯維爾分校華人教授胡安明無罪
。此前，胡安明被指控在申請美國
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個研究
項目的經費時，隱瞞了其在中國的
職務。

值得一提的是，胡安明是因
“中國行動計劃”控罪而出庭受審
的首名科學家，因此此案備受關注
。

近幾個月來，其他幾起類似案
件最終也是如此。今年七月，美國
檢方撤銷了對五名訪問學者的起訴
，後者曾無端被控隱瞞“與中國軍
方的關係”。七月晚些時候，數十

名民主黨議員要求美司法部長加蘭
德調查“反覆出現的針對亞裔個人
錯誤的行為”。

當地時間九月八日，一百七十
七名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職工聯
名致信美司法部長加蘭德，要求他
終止“中國行動計劃”。這封公開
信於十三日對外公佈。

公開信顯示，斯坦福大學教職
工指責“中國行動計劃”充滿種族
主義色彩，損害了美國的研究和技
術競爭力。美國針對華裔的不成比
例的調查，引發了“寒蟬效應”，
使得中國學者不願意前往美國。

信中寫道，針對學者的許多案
件都同涉及撥款項目或簽證表格的
“欺詐”相關，而非商業機密的竊
取。

在公開信最後，斯坦福教職工
強調：“為應對中美關係帶來的挑
戰，我們強烈敦促你終止‘中國行
動計劃’，轉而發展一段避免種族
定性的替代計劃，從而推動有意且
重要的合作和人才交流。”

當被問及對“中國行動計劃”
的批評時，美國司法部發言人仍舊

嘴硬，宣稱美國政府將繼續打擊
“（中國）政府破壞美國國家安全
和損害美國經濟的非法行為”。

對於美司法部的說辭，公開信
組織者之一、斯坦福大學自然科學
院高級副院長邁克爾遜不以為然。
他直言，美國聯邦調查局在大多數
情況下所做的是恐嚇他人。反效果
的是：削弱 了美國科學的地位

另一位組織者、斯坦福大學物
理學家基弗森說，他之所以參與聯
名，是因為他看到他的華裔同事因
為“中國行動計劃”而遭受惡劣環
境的折磨。

前美國能源部長、諾貝爾獎得
主、斯坦福大學教授朱棣文也是聯
名信的參與者之一。他在接受路透
社採訪時稱，“中國行動計劃”不
僅無助於保護美國技術優勢，而且
有可能削弱美國在科學方面的領先
地位。為此，眾多美國大學教職工
，紛紛發言呼籲： 美國應該馬上
停止去找“華諜”，因為此乃 「子
虛烏有」！

((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 疑神疑鬼找華疑神疑鬼找華..諜諜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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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演出《誰是被害者》後就備受關注，更因該片榮

獲金鐘獎最具潛力新人的李沐，此次首次擔綱電影《青春

弒戀》女主角。在最新釋出的花絮中，李沐分享電影中所

飾演的「陳玉芳」是一個很獨立、很有主見的人，但個性

卻不外顯或張揚，時常把情緒悶在心底，也因此角色需要

收放自如、內斂的演技，讓李沐備感壓力：「那種在劇本

上不能放出來的情緒，最難。」在接觸角色的過程中更時

常感受到角色很不真實但卻又很像自己的矛盾反應，讓她

時常懷疑：「我到底有沒有在演戲？」李沐也分析，因為

角色個性內斂，因此更看著身邊的人漸漸離去時總感到不

安：「我覺得那種感覺有一點像是玉芳在成長的過程裡，

就一直讓身邊的人為她付出，或者是為身邊的人付出感到

不安。」導演何蔚庭也分享：「玉芳在我的設定中就是一

個孤單孤獨的人，可能很大部份人都會有類似的背景或經

歷，她喜歡同情、關心、幫助別人，因為唯有同情別人，

才會受到肯定的回饋，所以她習慣給出去，並渴望著他人

的肯定。」而在電影中與李沐飾演閨蜜的陳庭妮也透露兩

人關係密切，加上電影中兩人又同為劇場演員，讓彼此關

係更貼近，陳庭妮也笑著表示：「有的時候我都覺得李沐

很像我的小寵物，就是我高高的、然後她小小隻的，個性

很可愛又很會關心人，拍完之後李沐在我心裡一直都是這

種溫暖的感覺。」

《青春弒戀》花絮中也透露李沐將與林哲熹將共組

CP，從學生時代就相識的兩人，卻因畢業而分離，多年

後再次相遇完成小時候未完成的愛情，其中一場李沐與

林哲熹兩人在雨中躲入電話亭的橋段，被雨水狼狽淋濕

身體的兩人，卻也因此讓彼此關係更靠近。兩人私底下

的俏皮互動也引起粉絲期待兩人合作產生的化學變化，

李沐也分享電影中與林哲熹兩人的愛情相當純真：「每

當小張（林哲熹 飾）出現的時候，都會給我一種很簡單

的感覺。會讓我覺得世界沒那麼複雜，跟他在一起的時

候我都能很放鬆。」林哲熹則形容李沐是個鬼靈精怪的

小女生，林哲熹：「李沐其實我以前跟她合作過，所以

我覺得這次合作蠻有趣的，就有點像是電影裡面的小張

跟玉芳，曾在多年前錯過彼此的關係。我也還記得以前

碰到李沐時，就覺得這小妹妹有很多面向蠻可愛的，然

後這次《青春弒戀》再碰到李沐，感覺她也變得不太一

樣了，有慢慢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哪裡，在鏡頭前更可以

發現很多她不一樣的面向，我還滿喜歡她的。」李沐也

表示，從拍攝《青春弒戀》之後，不管是表演還是生活

，常常在某個時刻發現自己很像電影中飾演的角色玉芳

，李沐：「玉芳讓我意識到「被愛」的慾望，也引導我

理解『愛』！因為玉芳我才驚覺，不管任何一個人、任

何一個角色有多複雜，他們其實都只是用不一樣的方式

渴望愛。」

電影《青春弒戀》獲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市文

化基金會、台北市電影委員會之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劃

投資。由風度國際有限公司、中環國際娛樂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長龢有限公司 、 阿榮影業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市電影委員會、星泰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菊地健

興業有限公司 、天使放大股份有限公司、齊石傳播有限

公司聯合出品。長龢有限公司製作，星泰娛樂發行，何

蔚庭執導。電影主要描敘六位看似毫無關聯，卻相互影

響著彼此，最後捲入青少年隨機殺人案件的故事，將透

過愛情、情慾、犯罪情節，包裝6個角色背後賦予的任務

與概念，探討Z世代的生活環境，環繞著虛擬、線上遊

戲、網紅、社會輿論、家庭問題等等承載著這些來自虛

擬卻又真實的視線，一場人人畏懼的殺人案件中，讓我

們可以看見「沒有人是局外人」。電影《青春弒戀》預

計於2021年11月19日上映。

李沐、林哲熹《青春弒戀》組CP 有愛互動秒圈粉

林哲熹大膽認愛林哲熹大膽認愛：：我喜歡她我喜歡她
由林柏宏 、 林哲熹 、 李沐 、 陳庭妮、 丁寧 、 姚

愛寗主演，國際導演何蔚庭新作電影《青春弒戀》。不僅成為
今年金馬影展開幕片，入選 「多倫多國際影展」 ，更引來國際
影評的稱讚： 「這一群在《青春弑戀》集體演出的年輕演員們
的表演，也是電影的亮點；這表演是經過內在情感的深刻思考
，並分析而昇華後呈獻在觀眾面前。臉部的細微表情比對白還
重要。這群演員證明了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帶出有層次的表演。
」 ，未演先轟動。今（22）日釋出金鐘獎最具潛力新人李沐首
次擔任電影女主角的角色花絮。描述身兼舞台劇演員及咖啡店
店員的 「陳玉芳」 ，在追求愛與渴望被愛的過程中，找到屬於
自己的生活重心。首次擔綱女主角的李沐也坦言此次拍攝壓力
很大，尤其開拍第二天就面對在台北車站大廳拍攝的大場面，
讓李沐崩潰喊： 「拍台北車站前那天，我簡直快瘋了！」 樂於
與新演員合作的何蔚庭導演表示： 「李沐其實是我這次拍攝最
大的賭注，因為她是女主角，角色難度又很高，她過程中承受
的壓力真的很大，有幾次我也覺得她在崩潰邊緣，但是她心臟
夠強、很敢挑戰，也有拿出她身為演員該有的氣場，在最後呈
現在銀幕上的她是非常迷人且富有魅力的。」 李沐認為： 「對
生活有點迷惘的人應該蠻適合透過這部電影來思考，我相信迷
惘是來自對世界的熱愛，在探索中不免偶爾迷失方向。《青春
弒戀》是一個巨大的迷宮，看著我們幾個人尋找人生的道路，
也許能為正在迷惘的你帶來一些靈感。」

第13屆金馬電影學院今日（9/22）公布入選學員名單，今

年邀請黃綺琳擔任導師，她曾以《金都》入圍金馬獎並獲得香

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12名脫穎而出的學員，包括台灣的

林柏瑜、游翰庭、莊詠翔、陳彥宏、詹淳皓、潘建明、劉晉源

、黃泰誠，來自香港的陳淦熙，澳門的丁冠濠，以及馬來西亞

的嚴京威、李麟。全員將於10月30日齊聚台北，用將近一個月

的時間交流學習，包括劇本討論、勘景、拍攝、後製，以團隊

形式完成短片，並於金馬影展放映結業作品。

本屆金馬電影學院入選學員有多位在金穗獎、金鐘獎

表現出眾。林柏瑜、陳淦熙、莊詠翔分別以《少年阿堯》

、《三步》、《魚路》入圍金穗

獎最佳劇情片；嚴京威的《季候

風》更榮獲評審團特別獎及影評

人推薦獎。丁冠濠曾以《合十》

獲得上屆金穗獎學生組最佳劇情

片，游翰庭的《蟬鳴》則是上屆

金穗獎一般組首獎及最佳導演得

主。陳彥宏的《暴好人》、詹淳

皓的《殘值》在金鐘獎也有多項

入圍。至於扛下技術重任的攝影

，則入選潘建明、劉晉源、黃泰

誠與李麟共四位學員。

導師黃綺琳表示，這次來報

名電影學院的作品水準非常好，

本來只要選八名學員，但實在難

以割捨，經討論後金馬同意增加

預算，因此總共入選十二名學員

。身為導師，她也很想和學員一

同學習。因為疫情，她長時間關

在家裡，很久沒拍東西、接觸其他人，在這麼艱困的時期

，能和大家一起拍片是件很開心的事情，非常期待這次的

火花！

第13屆金馬電影學院將於10月30日至11月24日展開

，除了一系列精心安排的課程外，亦繼續與擁有專業電影

製作技術的中影股份有限公司、聲色盒子有限公司、完美

聲音有限公司合作，由他們提供器材、技術人員以及後製

資源；以及和碩聯合科技的贊助。本屆結業作品將於11

月24日於台北信義威秀影城放映，屆時將免費開放入場

，歡迎觀眾一同見證金馬電影學院學員的心血結晶。

2021金馬電影學院入選名單揭曉
《金都》導演黃綺琳出任導師

金鐘視帝龍劭華14

日晚間突然離世，享壽

68歲。龍劭華出道超過

40年，參與戲劇超過百

部，2019年好不容易以

《菜頭梗的滋味》夢寐

以求的金鐘獎最佳男主

角獎，龍劭華當時開心

表示不會漲價，要一直

演下去。之後他參與多

部電影演出，作品一部

接一部，預估身後留下

數千萬遺產給妻小。

龍劭華 2019 年以

《菜頭梗的滋味》第6

次競爭金鐘視帝，那一

次終於如願獲獎，他手握金鐘獎座笑得意氣風發，開心高呼

「爽！真的爽！」他堅定表示之後「不會漲價，有戲拍就很

高興了」更說自己要「演到不能演為止」，坦言要是放假太

多天，沒戲拍就會很憂鬱，有戲拍他就很爽。

龍劭華生前對經紀人提出要求「不要讓我停下來」，

近年作品更是一部接一部，在電影《陽光普照》、《角頭

》、《孤味》、《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複身犯》都能

看見他的身影。

據《鏡周刊》報導，龍劭華一家人目前住在桃園的百

坪豪宅中，含4個車位市價約2千萬元。龍劭華拍戲每集

行情約5萬上下，某年接下八點檔，年收直接破千萬，他

把所有酬勞都交給老婆打理，自己只領零用錢生活，平日

最大愛好就是跟朋友聚會，少有奢侈花費。估計留下數千

萬元遺產。

龍劭華拍戲拍不停
數千萬遺產留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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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征服岭南后设郡县直接管辖，

《史记索隐》：“秦所通越道。”秦

末南越武帝赵佗割据岭南，“佗即移

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

至，急绝道聚兵自守”，湘粤古道在

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

西汉时期，南越国与汉朝长期对

峙，赵佗在要道的险要位置修筑了不

少城堡和关隘。元鼎五年，汉武帝派

五路大军进攻南越，从连江直下广州

，平灭南越后，南岭南北已无人为障

碍，湘粤古道恢复畅通。那时候海上

丝绸之路已初成型，把中国与东南亚

、南亚甚至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联

系起来，大量海外珍奇异物、地方土

产源源不断地经过南岭走廊各通道进

入中原。

东汉时期，桂阳郡（今湖南郴州

）太守卫飒，花了很大力气改造湘粤

古道，“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

，设邮驿”。当时老百姓都住在深山

、溪谷中，只能带着货物走在崎岖的

道路上，风餐露宿，非常艰苦，于是

卫飒在道上增修亭馆，供往来行人食

宿，还建立了邮驿，方便官书传递。

熹平年间，太守周憬“开武溪，商船

至今称便”，对武水上游河道进行整

治，使北来的商船直达郴州乌石矶，

通过骡马托运到武江直达广东，水陆

两路彻底打通后，挑夫和骡马在湘粤

古道上日夜运货穿梭，当地经济和民

族融合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唐朝时期，万国朝拜，数不清的

贡品，便从这条古道送往长安。到了

清朝，《郴州直隶州乡土志》载“郴

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

拨运之所。道、咸之世，海舶未通，

南货运北，北货往南，悉由此经过。

故沿河一带，大店栈坊数十家。客货

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卸船只，络

绎不绝，诚南楚一大冲要也。”湘粤

古道的繁华盛况空前。

鸦片战争结束后，五口通商开放

，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国内最大的对外

贸易港口，新式火轮运力优势明显，

可通过长江黄金水道直达全国各地，

《郴州直隶州乡土志》载：“及东南

氛靖（指太平天国失败），海运既通

，百货遂徙而

之他，加以陆

运濡迟，夫骡

偷损，富商大

贾悉视郴道为

畏途。”从此

湘粤古道风光

不再，逐渐回

归宁静。

如 今 湘 粤

古道，北起湖

南省郴州市郴

州裕后街，南至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

坪石镇水牛湾。其中湖南段的历史建

筑古迹，现已被湖南省政府列为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漫步古道，

穿越千年百年，感受沧海桑田，探寻

历史岁月留下的印记。

走在湘粤古道上，每一块青石板，

每一个脚印，恍如穿越时光千年，无数

的商旅运货骡马和独轮手推车从这里经

过，他们大汗淋漓，脚踩坚硬的青石板

，日积月累，终留下深深的印记，从裕

后街到宜章县南关街三星桥，青石板路

上遍布了数不清的骡印，又称“九十里

大道”或“骡马古道”。

往昔繁华之时，不少赶路的途人

，会来到裕后街的一口神奇的井边，

喝一口水，稍作休息，以解一天的劳

累。这口井像大犀牛沉在水底嬉戏，

因此叫犀牛井，水清澈见底、冬暖夏

凉，甘甜解渴，从古至今当地人喜欢

用井水做豆腐、酿酒。

绕过后街来到龙门池村，一座清

代建筑的李家大屋坐落在这里，三进

两厅两天井，小青瓦，硬山顶，是国

共合作抗日谈判旧址，那时英雄齐聚

，号召民族团结，共同抵御外敌，各

展其能，吹响时代的号角。如今此处

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整体建

筑结构保存得比较好，可供游览参观

，回忆抗日故事。

出城后，顺着山岭南行，约四里

路，看到有泉水从石壁圆孔中流出，

在地面汇成一个圆形水潭。以前这里

的泉水一边暖一边冷，冷处极清绿，

暖处白且浊。唐代“茶神”陆羽和李

季卿在品评天下水抟时，给它起了个

威武的名字叫天下十八泉。

远望过去，看到万岁桥。遥想千年

前的秦时，艳阳高照，一个个汗流浃背

的粗汉子，用人力搬运一块又一块的大

石头，堆砌建桥。经历悠悠岁月，历朝

历代又派人继续修缮，清道光年间，桥

变为石拱桥，更加牢固，承重更好，这

里是骡马货运必经之路。日复日，年复

年，形成的骡迹脚印有两三公分深。如

今已不见货运，只有稀疏的路人走过，

但它仍是湖南最早的桥梁，是湘粤古道

的标志性建筑。

大约再走十里路，便是良田镇。

北有文昌宫戏台，中间有水星楼，再

往下走能看见德福楼。作为湘粤古道

上的重镇，古时是来往的驿站，粮铺

、米铺、盐铺、客舍、货栈、茶馆、

酒肆、饭馆等，错落林立，良田人曾

经很富裕，家家户户都有商铺。歌谣

里流传着“郴州的豆腐，宜章的酒，

良田的店铺家家有”的繁华景象，如

今良田已是重要的商品加工地，各地

商户来投资办厂，然后通过湘粤古道

外销到各地。在中街路口，还能找到

几家卖铁器的摊子，依然传承着古老

的工艺。

出良田镇，古道在田野间曲折迂回

，田间风光鸟语花香，一望无际的金黄

与翠绿，让人心旷神怡。来到枧石塘有

一口古井，井台宽阔，井口分为两格，

靠近泉眼的一格多用来饮用，另一格用

来饮马或洗漱。曾经很多途人来此饮水

解渴，如今井水多用来浇灌田园。拐入

清静的老街，依稀还可以看到昔日商铺

、驿站留下的踪迹。

南行至两路司村，路边250多岁的

椤木石楠依然挺拔屹立，虽然土坯房

多已败落，但青砖房与红砖房还在。

忆当年，来来往往的骡马、挑夫都曾

在此歇脚乘凉。两路司村处出现两条

支线，南向是过迎风亭、折岭头，直

达宜章；另一条偏向东南方向，古有

民谣“四十里两路司口岔平和”，经

翻山越岭，方能到达平和。

向古朴的亭子方向走，会感受到一

阵阵山间凉风，那就是迎风亭。因为地

处风口，所以特别多人在这里驻足。迎

风亭是由厚重的长条青石垒砌而成，木

石结构，小青瓦盖顶。类似于高速公路

上的 " 服务区 "。南方气候夏季闷热

多雨，冬天阴冷潮湿，沿途这些凉亭，

为途人遮风避雨、予其歇息方便。歌谣

传唱：“两里三里一拱桥，五里十里一

亭阁”以及“香花井旁凉亭坐，来往骡

子老数错”。回望那些年，很多人为了

生计翻山越岭，靠苦力挑担负重，风餐

露宿，住不起旅馆，沿途的凉亭就是他

们最佳的落脚地。五里、十里就有一座

凉亭，他们可能互不相识，却偶遇在同

一凉亭下。迎风而息，仰望蓝天白云、

明月星河，喝一口茶，干粮充饥，谈论

城里的义士能人，感叹生计琐事，然后

又继续踏上日夜往复的路。幸有地方官

勤政爱民，关怀穷苦百姓，修缮凉亭，

改善道路，为他们减轻几分辛劳。

过迎风亭，下腊园里，就是折岭

头。“三十折岭高万丈”，此段行走

非常艰辛，无平路可走，只能翻越山

岭，有些骡马体力不济，便会累倒在

此。山崖上钢钎的凿痕历历在目。这

里以前是粤汉铁路，但现在已经荒废

成遗迹。百年前，前方巨大的隧道还

有蒸汽机车隆隆驶过。

继续南行，沿途见有珍贵的艮岩

石刻、蒙岩石刻、野石铺石刻等真迹

。书法行云流水，石刻铿锵有力，从

古至今就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慕名前

来围观、鉴赏、临摹。那时的墨客一

盏茶，一只笔，茗香四溢，舞文弄墨

，高谈阔论，谈笑风生，硬是在这条

满是粗汗味的道路上辟出了一个书香

角，一方透出山河风光的书画小天地

。

来到宜章南门口，和南关街连为

一体的是三星桥。数百年来，风风雨

雨见证了这里的繁华与发展。明嘉靖

四十年山洪暴发，原有的桥被冲毁，

给两岸居民带来诸多不便。当地官员

带头捐钱修桥，百姓纷纷支持，当时

虽逢雨季，但直到桥拱落成，才有大

雨降临，如有天助，合天时地利，因

此又叫“三合桥”。那时站在桥上，

还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商铺，人流如织

，任岁月变迁，历春夏秋冬，看花开

花落。

三星桥下是玉溪河，河水穿宜章

县城而过，货物便转为水路运输。玉

溪河已属珠江水系，去往广东，走向

广阔的海洋。

随着时代的发展，公路、铁路的开

通，交通运输工具发生变迁，人们选择

更好走、更快捷的新道路。湘粤古道没

有了繁华喧哗，自然生态休养生息。土

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古道周边

村庄落地生根的村民以农耕和养殖为主

，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湘粤古道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

气候区，地势自东南向西北方向倾斜

，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山”字

箕形，地势相对较平缓。周边群山环

绕，降雨量充沛，依山傍水，水资源

丰富。地势平坦的土地可作农田，而

缓坡上则可开垦梯田。起伏多变的山

地地形，使地势较高处的河流分叉为

多条溪流，为当地居民的生活耕作用

水带来便利。

人们常说，有藏风聚气之势的山

环水抱之地是风水宝地。村落负阴抱

阳、背山面水，地处山地阳坡前，吸

收充足的阳光照射。三面有山环抱，

阻挡冬季西北寒风，夏季南风经过山

体，带来降雨，利于植物生长和农业

生产，保持水土肥沃。

这里有丰富的矿物资源。郴州是

全球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截止

2017年）发现各类矿产112种，其中钨

、铋储量全球分列第一和第二，钼储

量全国第一，石墨储量全国第一，白

银产量占全国1/3。这里中、高档石材

品种繁多、花色齐全，花岗石、大理

石储量近40亿立方米。

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空气

负氧离子含量高，适合茶树的生长。

其中，“生在高山上，长在去雾中”

的玲珑茶，索紧细卷曲，头状若环钩

匀整，香气高纯持久，汤色杏绿明亮

，滋味醇原鲜爽。这里充沛的降雨量

使柑橘种植出来色泽鲜艳、酸甜可口

。五盖山因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等

地理优势，种植出来的红薯香甜酥软

、色泽诱人。

东江渔翁撒网是郴州的标签，好

水产好鱼！东江江水清澈，是天然的

矿泉水。水温常年在8至12摄氏度左

右，鱼在冷水环境中生长较缓，富含

丰富的氨基酸和蛋白质。鱼在水质优

越的条件下生长，味道尤其鲜美。特

别是东江小鱼仔，加工成各种口味的

鱼制品，味道以香辣鲜美著称，是当

地的一道名产。

临武鸭是中国的八大名鸭之一，

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养殖历史，曾是朝

廷的贡品，享誉湘南粤北。其肉质细

嫩、味道鲜美，以“滋阴降火，美容

健身”而著称。“东江的鱼，临武的

鸭，大奎上的牛肉顶呱呱。”大奎上

牛肉，自清代以来就享誉郴城，以其

肉香、味美、回味悠长而闻名。马田

豆腐清醇而细腻，洁白柔嫩，或煎或

煮，加上小葱、辣椒、麻油等佐料，

芳香扑鼻，鲜甜无比。

这里曾是“兵家必争之地”。

赵子龙当年计取桂阳郡，驻守期间

治军抚民有方，军不扰民，深受老

百姓拥戴。百姓用猪肉皮和五花肉

放入方园五爪辣椒酱坛子里，用民

间传统工艺腌制数月后，赠送给子

龙将军下酒送饭。其味道又香又辣

，回味悠长，子龙将军不舍独享便

赠予主公刘备享用，刘备用后食欲

大开，赞口不绝，随即赐名“子龙

郡坛子肉”，又于明朝被选为宫廷

贡品而名扬天下。

古时郴州就有为朝廷酿制贡酒的

悠久历史，流传至今。每年白露节一

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家酿五谷

酒属谷香型白酒，由稻谷、小麦、玉

米、高粱、小米五谷调和，加上天然

山泉水酿制而成。酒温中含热，口味

细腻，略带甜，酒体丰满醇厚，回味

悠长，谷香不绝。倒缸酒属甜型黄酒

类，现代科学测定，倒缸酒中含有丰

富的氨基酸，种类大达18种以上，含

量是啤酒的5倍，除此以外，还含有丰

富的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等营

养成分，能滋补强身。

古时从中原乘船抵达郴州，然后

换陆路通过湘粤古道南下至宜章县，

接着继续乘船通过水路进入广东。如

今，探寻湘粤古道的商埠文化，建议

走骡马古道，从郴州裕后街，徒步南

下至宜章，或从宜章北上郴州。

湘粤古道上，细数千年的繁华印记
一千多年前，"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

年一款奢侈贡品——荔枝，就是从这条古道，千里加急，驰

运送到长安的宫廷。湘粤古道，最早源于秦始皇远征南越的

15万雄师硬踩出来的，两千年来，湘粤古道承载着丰富的

政治军事、文化传播、商贸往来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连接中

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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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 「「國慶盃高爾夫球賽國慶盃高爾夫球賽」」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球員車隊們列隊球員車隊們列隊，，準備往球場出發準備往球場出發。。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左左
一一））體貼的為球員們準備了午體貼的為球員們準備了午、、晚餐晚餐。。

（（左起左起））電腦專家游雪峰電腦專家游雪峰、、 「「亞商會亞商會
」」 會長喻斌也來參加高爾夫球賽會長喻斌也來參加高爾夫球賽。。

駱健明駱健明（（前排右一前排右一 ））打球首打球首
當前衝當前衝。。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右一右一））趕來趕來
參加高爾夫球賽參加高爾夫球賽。。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一右一））在開在開
球前致詞球前致詞。。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左二左二），），校校
長許勝弘長許勝弘（（右一右一））與貴賓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與貴賓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右二右二）、）、國國
慶籌備會主委劉志忠慶籌備會主委劉志忠（（中中 ）、）、副主委劉美玲副主委劉美玲（（左一左一））合影合影。。

所有與賽者大合照所有與賽者大合照，，準備開球準備開球。。

圖為圖為 「「國慶盃高爾夫球賽國慶盃高爾夫球賽」」 開球時開球時
鳴槍的剎那鳴槍的剎那。。

一位名中醫的翰墨人生一位名中醫的翰墨人生
專訪美國中醫針灸科學院院長專訪美國中醫針灸科學院院長、、書法收藏家王淑霞書法收藏家王淑霞

（本報訊）2021年9月22日，我
有幸再次采訪了休斯頓醫學中心治癌
名醫王淑霞，她不但是國際治療癌癥
的中醫權威，還是一位著名的書法收
藏愛好者。

采訪中得知，王淑霞12歲就開始
學習中醫，16歲拜師學習針灸醫術，
她畢業於黑龍江中醫學院，是中國著
名針灸專家孫申田的得意門生。1969
年王淑霞在給一個中耳炎患者治療中
，首次發現砒霜能夠治療白血病，她
為了尋找研究治療癌癥的廣譜藥，從
大興安嶺到雲南雨林，從長白山腳下
到吐魯番盆地，她走遍了中國的大江
南北，尋找藥源，1975年她研製發明
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及蛇精
01膠囊，1992年獲中國發明專利權。
她的重大發明使無數臨近死亡的癌癥
病人絕處逢生。

1996年，王淑霞的重大發明成果
代表中國應邀參加日內瓦第25屆國際
發明成果大會，在100多個國家的評選
中，蛇精抗癌註射液獲得癌癥專項最
高發明金獎，當時轟動了國際醫學界
。哈佛大學得知後，1997年邀請王淑
霞參加在哈佛召開的國際癌癥研討會
。會場外，有一個美國人正在焦急地
等待來自中國的名中醫王淑霞，這個

人就是美國著名的大收藏家安思遠先
生Robert Harfield Ellsworth，尋找王淑
霞為他治療多年的腰椎間盤疾病，當
時非常嚴重，走路都十分困難，會後
他的腰疾經王淑霞治愈後，安思遠親
自開車邀請王淑霞到他紐約曼哈頓第
五大道的豪宅參觀。整層樓多個房間
收藏著中國明、清時期的黃花梨家具
、還有宋、明、清的古瓷器、青銅佛
像等，每一件都價值連城。王淑霞感
到非常吃驚，安先生對她說，他能有
今天的發展規模應該感謝一個名叫王
方宇的中國學者，當年在他的啟蒙幫
助下，低價收購了大量的中國古瓷器
，才有了我安思遠的今天。

為了掌握更多的古董鑒別知識，
王教授利用在哈佛工作的業余時間，
經常打電話或面對面請教安思遠先生
，安思遠也很想通過王教授了解學習
到更多的中國古文化知識，為了報答
王教授治愈他的病痛，安先生把自己

多年掌握鑒別古瓷器的技巧傳教給了
王淑霞，在他的啟蒙指點下，王淑霞
鑒別古瓷器的眼力有了很快的提高，
王淑霞說，工作之余學習收藏也是我
的一點愛好。她的書法繪畫成就斐然
，她雖然沒有受過專業的教育和培訓
，多年來她的書法繪畫作品被多個國
家的首腦政要名人收藏。王淑霞做人
非常低調，她不隨意給別人書寫題詞
繪畫。她的書法繪畫作品，尤其是潑
墨抽象畫大多以花鳥蟲為主題，受到
美國上層收藏者的高度評價，被稱為
現代的齊白石，深受西方主流收藏者
的青睞，一畫難求。

王淑霞教授現任美國中醫針灸科
學院院長，加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
師，休斯頓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主任，
美國中華書法美術協會第一任會長，
她在國際醫學界、書法收藏界享有很
高的知名度，這就是治癌名醫王淑霞
教授的翰墨人生。

国际著名中医肿瘤权威 
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 
蛇精®桑黄抗癌系列发明人 

王淑霞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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