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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OVID-19 death toll hits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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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 (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surpassed 700,000 coronavirus-re-
lated deaths on Frida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as officials roll out 
booster doses of vaccines to protect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orking in 
high-risk professions.

The country has reported an average 
of more than 2,000 deaths per day 
over the past week, which represents 
about 60% of the peak in fatalities in 
January, a Reuters analysis of public 
health data showed.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leads the 
world in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accounting for 19% and 14% of all 
reported infections and fatalities, ac-
cording to Reuters tally. Globally, the 
pandemic is set to surpass 5 million 
deaths.

The highly transmissible Delta vari-
ant has driven a surge in COVID-19 
cases that peaked around mid-Sep-
tember before falling to the current 
level of about 117,625 cases per day, 
based on a seven-day rolling average.

That is still well above the 10,000 
cases a day that top U.S.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Dr. Anthony Fauci 
has said needs to be reached to end 

Inside C2

the health crisis. read more

While national hospitalization num-
bers have fallen in recent weeks, some 
states, particularly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are bucking that trend to 
record big rises, putting pressure on 
healthcare systems.

 Volunteer Sarah Wagner works on 
geolocating flags as part of Suzanne 
Brennan Firstenberg’s “In America: 
Remember”, a memorial for Ameri-
cans who di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s the national 
death toll nears 700,000, next to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n Washington, 
U.S., October 1, 2021. REUTERS/
Leah Millis  
People visit Suzanne Brennan 
Firstenberg’s “In America: Remem-
ber”, a memorial for Americans who 
di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s the national death toll 
nears 700,000, next to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n Washington, U.S., Octo-
ber 1, 2021. REUTERS/Leah Millis
Notes to loved ones who died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re written on white flags 
as part of Suzanne Brennan Firsten-
berg’s “In America: Remember”, a 
memorial for Americans who died due 
to the disease as the national death toll 
nears 700,000, next to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n Washington, U.S., Octo-

ber 1, 2021. 
REUTERS/
Leah Millis   

VACCINE 
BOOSTER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received a 
booster shot 
on Monday, 
hoping to 
provide an 
example for 
Americans 
on the need 
to get the 
extra shot 
even as millions go without their first. 
read more

While scientists are divided over the 
need for booster shots when so many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remain unvaccinated, Biden 
announced the push in August as part of 
an effort to shore up protection against 
the highly transmissible Delta variant. 
read more

About 56% of the U.S. population has 

been fully 
vaccinated, 
with around 
65% receiv-

ing at least one dose, 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ew York hospitals on Monday began 
firing or suspending healthcare workers 
for defying a state order to be vaccinated, 
while a federal judge ruled in favor of an 
Ohio private healthcare provider that had 
mandated shots for its staff. read more

Vaccination rates in some parts of the 
Midwest and South are lagging those in 
the Northeast and parts of the West Coast, 

People visit Suzanne Bren-
nan Firstenberg's "In Ameri-
ca: Remember", a memorial 
for Americans who di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s the national 
death toll nears 700,000, 
next to the Washington Mon-
ument in Washington, U.S., 
October 1, 2021. REUTERS/
Leah Millis

according to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 indicating a divide between 
the rural and urban parts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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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aramilitary police officers keep watch as people climb the Great Wall on Na-
tional Day holiday following an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in Beijing, China, 
October 1, 2021. REUTERS/Thomas Peter

Pro-China supporters hold a giant Chinese flag on Chinese National Day, in Hong Kong, China, 
October 1, 2021. REUTERS/Tyrone Siu

Participants stand in front of a giant flower basket arrangement set up ahead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Day, before a ceremony at 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on Tiananmen Square to mark Martyrs’ Day, in Beijing, China September 30, 2021.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A giant Chinese flag is seen on 
Chinese National Day, in Hong 
Kong, China, October 1, 2021. 
REUTERS/Tyrone Siu

A pro-China supporter pushes 
a doll with a Chinese flag 
on Chinese National Day, in 
Hong Kong, China, October 
1, 2021. REUTERS/Tyrone 
Siu

People climb the Great Wall on 
National Day holiday in Beijing, 
China, October 1, 2021. REU-
TERS/Thomas Peter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wenty-three suspects,
including five Houston
residents, were charged in an
international fraud scheme
and conspiracy to steal at
least 17 million dollars.

According to the U.S. Attorney
’s office they are also being
charged with conspiracy to
commit wire fraud and money
launde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2017, the suspects
used a multitude of fraudulent
schemes to obtain money
from their victims including
online romance scams and
emails including investor
fraud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raud.

The suspects are accused of
targeting older people and
used various schemes such

as a dating service website.
Once they obtained money
from their victims, it was then
wired overseas.

If these people are convicted,
they could face up to 20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We urge all peopl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on the various
social media websites. Many
of them are misleading and

are only trying to cheat their
victims.

Today we are living in a
global village. Now the
internet age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but also has created
a lot of problems. We want to
urge people to watch and be
careful on what is being
shown on the internet. A lot of
the offers are too good to be
true.

1010//0101//20212021

Twenty-Three Charged In SchemeTwenty-Three Charged In Scheme
To Steal $To Steal $1717 Million DollarsMillion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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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Joe Biden on Tuesday unveiled new initiatives aimed 

at the one-third of the eligible U.S. population that has not gotten 

any COVID-19 vaccine shots, focusing on providing easier ac-

cess. Two days after his administration came up short in its goal 

to have 70% of U.S. adults at least partially vaccinated by July 4 

– the current figure is 67% – Biden lauded the progress the nation 

has mad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but warned about the dangers 

the highly transmissible delta variant presents.

The president outlined several areas his team is emphasizing to 

ramp up vaccination efforts, including door-to-door outreach, 

sending vaccines to health care providers and pediatricians who 

can encourage adolescents to get shots, wider availability at phar-

macies and expanding mobile clinics and vaccination sites for 

workers. Biden also highlighted that by the end of the week, the 

U.S. is expected to have fully vaccinated 160 million residents, 

more than 55% of the eligible population.

“We are emerging from one of the darkest years in our nation’s 

history into a summer of hope and joy,’’ Biden said. “We can’t 

get complacent now.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and the people you care about the most is to get 

vaccinated.’

Also in the news

►The CDC says the delta variant is now the dominant strain in 

the U.S., accounting for nearly 52% of new infections.

About 7,550 out of 19.5 million fully vaccinated Californians 

have contracted the coronavirus, a rate of infection of one in 2,582 

that’s a testament to the vaccines’ effectivenes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CalMatters of state data through June 23.

►Hundreds of Italian health care workers have sued local 

health authorities to avoid being suspended after they refused 

to be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Germany will ease strict rules on travel from Britain, Portu-

gal, Russia, India and Nepal that were imposed because of a 

surge in cases from the delta variant.

*Today’s numbers: The U.S. has more than 33.7 million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and more than 605,800 deaths, 

according t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ata. The global to-

tals: More than 184.3 million cases and nearly 3.99 million 

deaths. More than 157.3  million Americans have been fully 

vaccinated – 47.4% of the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DC.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a third of the 64 peo-

ple who oversee the nation’s vaccination programs have left 

their jobs. In the midst of the largest vaccination effort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the nation lost a staggering amount of insti-

tutional knowledge.

Vaccines could get full FDA approval in 4-5 weeks, ex-

White House official says

A former top pandemic-response official for the Biden ad-

ministration believes the Pfizer and Moderna vaccines will 

get full approval from the Federal Drug Administration in a 

matter of weeks, which might help win over some vaccine 

skeptics. 

Andy Slavitt, who in early June ended his run as senior ad-

viser to the White House for  COVID response, told CNN on 

Tuesday that he expects the Pfizer vaccine to be approved in 

four to five weeks, followed shortly afterward by the Moder-

na inoculation. Both vaccines, which have been shown to be 

more than 90% effectiv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are being 

administered under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rom the 

FDA. Getting full approval requires passing a higher level of 

scrutiny. 

“For many of the people … who are on the fence, that will be 

a tell-tale sign for them to say, ‘Why am I on the fence any 

longer? This is now fully approved by the FDA,’’’ Slavitt said. 

“Even though it’s got a great record already, that will I think 

be another stamp of approval.’’

He also said the increased risk presented by the delta variant, 

which is already the dominant strain in some states, might 

motivate some to get the vaccine.

Houston camp outbreak: 125-plus infected

More than 125 children and adults who attended a five-day 

camp run by a Houston-area church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Clear Creek Community Church, which has four 

locations in and around Houston, canceled services this week 

because of the outbreak.  Authorities have confirmed the high-

ly infectious delta variant was detected among those infected.

The camp, held June 23-27, had more than 450 participants, 

a large number of them middle schoolers and high schoolers. 

The church acknowledged the amount of infections stemming 

from the event may increase beyond what’s currently known.

“Hundreds more were exposed to COVID-19 at camp,’’ the 

church said on its website. “And hundreds of others were like-

ly exposed when infected people returned home from camp.

“We are surprised and saddened by this turn of events,’’ the 

statement continued. “Our hearts break for those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Infections rising in nearly half of states

COVID-19 cases were up in nearly half of U.S. states, a USA TO-

DAY Network analysis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ata shows. 

Alaska and Arkansas more than doubled cases in just the last 

week. South Carolina and Kansas are up more than 50%. 

In Missouri,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ed COVID-19 patients 

jumped by nearly 30% over the Fourth of July weekend in a hard-

hit area where immunization rates are low, leading to a temporary 

ventilator shortage and a public call for help from respiratory 

therapists. The delta variant, first identified in India, is spreading 

rapidly throughout the state, straining hospitals in Springfield and 

raising fresh fears that the situation could soon grow worse as hol-

iday gatherings seed fresh cases. Missouri leads the nation with 

the most new cases per capita in the past 14 days; 39.4% of resi-

dents there are fully vaccinated. COVID-19 cases in Mississippi 

increased by almost 15% in June. Mississippi’s fully vaccinated 

rate of 31% is the lowest in the nation.

“It feels very reminiscent of where we were in an early part of the 

pandemic,” State Epidemiologist Paul Byers said during a June 

29 press conference. “It feels like we’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now 

with the delta variant.” (Courtesy usatoday.com)

Related

Highly Infectious Delta Variant Is Now The 
Dominant Covid Strain In U.S., CDC Says

The Delta variant is causing outbreaks among kids in some 

countries. (GETTY IMAGES)

The highly infectious Delta variant is now the dominant corona-

virus strain in the U.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stimates,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untry’s Covid-19 infections over the last two weeks and 

risking new waves of infection as the country fully reopens de-

spite dangerously low levels of vaccine uptake in some areas and 

groups, including children.  

The Delta variant, which was first detected in India and is also 

known as B.1.617.2, now accounts for 51.7% of Covid-19 cases in 

the U.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DC estimates from the two week 

period between Jun. 20 and Jul. 3.

The Alpha or B.1.1.7 variant, which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the 

U.K. and became the dominant U.S. strain in April, now makes 

up 28.7% of cases. 

The Delta variant has spread rapidly to become the dominant U.S. 

variant: It represented just 10% of cases around a month ago and 

around 30% of cases between Jun. 6 and Jun 19. In two of 10 re-

gions the CDC monitors—one covering Iowa, Kansas, Missouri, 

and Nebraska, and the other Colorado, Montana,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Utah and Wyoming—the Delta variant already ac-

counts for 80.7% and 74.3% of cases respectively. Though Delta 

has driven a wave of new infections among unvaccinated groups 

in highly vaccinated countries—notably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the CDC has so far declined to follow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encouraging vaccinated Americans to 

wear masks and the White House has said it will leave decisions 

on new pandemic restrictions to individual states.

Vaccines appear to be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serious disease 

from Delta, but coverage is uneven, uptake is falling and hes-

itancy remains high, with five states—Mississippi, Louisiana, 

Idaho, Wyoming and Alabama—still not having given at least 

one vaccine to more than 40% of residents. 

KEY BACKGROUND

Public health expert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Delta could 

undermine American efforts to manage Covid-19, especially 

given the vast disparities in vaccine uptake as the U.S. is al-

most fully reopened. The variant has caused a surge in cases 

in highly vaccinated countries that had already asserted control 

over the virus, pushing parts of Europe and Australia back into 

lockdown and driving a surge in cases in the U.K. and Israel. 

Delta is more contagious than other variants circulating and 

is between 40% to 60%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Alpha, itself 

already 50%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the original strain first 

detected in Wuhan. 

While an increase in infections alone is troubling and can lead 

to more deaths—both through the increase in cases and by over-

whelming the health system—early research suggests Delta is 

possibly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Alpha variant and twice as 

likely to lead to hospitalization. However, data from the U.K., 

where almost all cases are now driven by Delta, indicates high 

vaccination rates are driving a possible decoupling between in-

fection, severe illness and death, prompting the government to 

forge ahead with controversial plans to drop almost all social 

restrictions on July 19, despite the country having one of high-

est rates of new cases in the world.   

WHAT TO WATCH FOR

Even if vaccine coverage is able to protect Americans from 

serious illness, there is a lot that remains unknown about 

Covid-19 infections. Long Covid, identified as persistent and 

lingering symptoms long after the infection has passed, threat-

ens to leave millions chronically ill. Research suggests children 

are not immune to this, and a significant number could already 

be these Covid “long haulers.” 

BIG NUMBER

47%. That’s how much of the U.S. population has been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according to the CDC. Given the 

diminished protection of just one dose against Delta, getting 

this figure up is a priority for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Courtesy 

https://www.forb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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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ectious Delta Variant Is Now
The Dominant Covid Strain In U.S.

President Biden Ramps Up
Vax Drive With New Initiatives

President Joe Biden

COMMUNITY

Look around the space where you are sitting. How many 

of the things you see were not available to you as a 

child? Perhaps you note a laptop, smart phone or Wi-Fi 

connection? Now imagine these things vanished. What 

would your life be like? Think back to when you were a 

child. Could you have imagined the items you now can’t 

live without? This same dynamic may soon be on the 

horizon for jobs on Mars—we may one day wonder how 

we ever confined our human activities to Earth.

Advancing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create more unique 

and interesting jobs—for now, all of them based on plan-

et Earth. But change may be upon us.

If the human race is to continue for another million 

years, we will have to boldly go where no one has 

gone before,” the late Stephen Hawking argued.

As Elon Musk, Jeff Bezos, NASA scientists and others 

continue to bring the possibility of living on another 

planet into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reality of an inter-

planetary economy and job market could b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By 2024, Musk’s SpaceX aims to send the first astro-

nauts to Mars. President Trump’s 2020 budget includes 

funding for a manned Mars mission to launch as soon as 

2026, with a goal of bringing back samples of the Red 

Planet. Such studies of rock, soil and atmosphere sam-

ples could bring new insights into the sphere’s geology 

and water presence, and may even locate evidence of 

past or current life.

In fact, multiplanet settlements maybe crucial for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humans. Amazon’s found-

er and CEO Jeff Bezos believes that expanding our 

living options in our solar system “is not some-

thing that we may choose to do; this is something 

we must do.”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natural 

resource constraint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potentially deadly asteroids or other natural di-

sasters could leave Mother Earth with a limited 

capacity to sustain our continued growth. Colo-

nizing another planet could lift the barriers Earth 

may present to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humani-

ty.                                                                                                                                                                                                                                                             

Why Mars?

While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are subject 

to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the dangerous el-

ements of space, Mars 

has some similarities to 

Earth. It is also in what 

is called the Habitable 

Zone, an area where 

conditions might poten-

tially support life. While its air is too thin to breathe 

and its surface temperature too cold for unsheltered 

life, Mars—unlike other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has the benefit of a 24-hour day, four seasons, can-

yons, volcanoes, polar ice caps, river beds, dried lakes 

and even some liquid water. Based on our current ex-

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our solar system, there 

is no planet better suited to interplanetary migration 

than Mars.

What Jobs Will Be Available On Mars?

Initially, a strong background in science and mathe-

matics will be most desirable. However, as a yearn-

ing to see more of Mars accelerates, films,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reality shows marketed on Earth will 

attract talent of all kinds to the Red Planet.

The opportunity to be highly innovative on Mars will 

be another aspect of work on the planet and a strong 

additional talent attractor. An early Mars colony could 

generate a lot of income by being an inventors colony. 

Isolated from the distractions of Earth and challenged 

to come up with solutions to problems on the planet, 

Mars will be a pressure cooker for innovation with 

inhabitants being free to innovate without the bureau-

cracy on Earth,” explains Dr. Robert Zubrin, founder 

of the Mars Society and author of the new book The 

Case for Space.

How Do I Apply For Interplanetary Work?

Interplanetary job seekers can apply for desired op-

portunities on the career web pages of organizations 

such as SpaceX, Bezos’s Blue Origin and NASA. 

Also helpful will be specialized industry job sites like 

Space Individuals and Space Careers. NASA has even 

released poste advertising jobs on Mars for surveyors, 

farmers, teachers and technicians. While most jobs 

working in space are currently based on Earth, space 

exploration companies require people in every career 

discipline. Opportunities in engineering, design, soft-

ware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human resources, 

finance, IT, legal, marketing, sales and many other 

jobs that exist on our planet will be available.  

How Will I Get To My New Job?

To make Mars a viable option for a new economy, 

affordable, safe, reliable and frequent transportation 

must be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Reusable rock-

et technology like Musk’s will be essential to creating 

the equivalent of an airline industry in space. Initial 

passenger rockets could potentially carry up to 100 

people or more and 450 tons of cargo. 

Will It Be Safe To Live And Work On Mars?

If terraforming, or any other transformative process, 

is used in an attempt to alter the environment to make 

Mars habitable, 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a positive out-

come. Warming the planet could awaken previous or 

current Martian life forms, with unknown consequenc-

es. A lower gravitational pull could weaken our bones 

and muscles, and increased radiation may heighten 

our chances of cancer. In all cases, safety is a concern 

and the loss of life is a distinct possibility for early 

settlers. Initial isolation from larger groups of people 

or a sustained dramatic change to social, living and 

dietary conditions, along with sleep disorders due to 

slightly longer days, could present a challenge to the 

ment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of those living and 

working on Mars. 

How Will I Communicate With Those On Earth?

Eventually, near-real-time holoportation capable of 

virtually placing people in the same room, even if they 

are on different planets, will make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y, friends and co-workers on Earth a natural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As image and personal bot 

technologies advance, your physical location may not 

matter all that much.     

Are Earth Visits An Option?

With the doubling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bout every 12 to 18 months, return visits to Earth will 

certainly be in the cards someday. Until then, holo-

gram room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could provide vir-

tual reality visits that come fairly close to feeling like 

you are back on Earth. If you decide to break up your 

travels and live on the moon first, as Bezos advises, the 

chances of an Earth holiday are pretty good.

Where Will I Live, Eat and Shop?

Initially, all living, eating and shopping spaces will be 

indoors to insulate humans from unbreathable air and 

cold temperatures. If the planet behaves favorably in 

our attempts to inhabit it, future communities could 

mirror those on Earth, and familiar activities could 

even include grabbing lunch at McDonalds.  But con-

sidering the likely cost of raising cattle on Mars or de-

veloping and producing lab-grown meat, you should 

expect to pay a lot more for your Big Mac. Vegetables 

will most likely be the first crops grown on Mars, so 

a salad may be the best choice for your budget. As for 

shopping, Amazon could still be your desired option: 

Bezos is already planning deliveries to the moon.

Healthcare On Mars?

Recruitment decisions will need to be thoughtful and 

measured, and contingencies must be in place for re-

deploying skills and talents to other meaningful work 

when a person no longer fulfills his or her job respon-

sibilities or the position isn’t needed. This will also 

lead to considerations of disability and retirement. To 

ensure a high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Mars citizens, pro-

grams must be in place to house and care for those 

who can no longer do these things for themselves, and 

a universal health care an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model could guarantee health care and a minimum liv-

able income t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circumstance. 

However, the social-economic dynamic on the Red 

Planet could change as a space airline industry devel-

ops, as noted earlier.

Will I Feel Like I Belong On Mars?

Once a homogenous Martian population evolves, will 

those from Earth be welcome on Mars? Will an inde-

pendent Mars economy evolve, or will Earth be fiscal-

ly strengthened and positioned as the central economic 

hub of our solar system?                                 

If Mars does develop an independent economy with 

little to no reliance on an import/export market, will 

it become sovereign from Earth? Will such sovereign-

ty create political and power struggles, divided ideals 

and, ultimately, lead to a scenario like that in H.G. 

Wells’ War of the Worlds?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

ing will be key as humans seek to inhabit other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and, perhaps someday, beyond. 

Organizations like the National Space Society, a non-

profit group dedicated to the creation of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has been leading the charge in this area 

since 1974 and is a good source for research, articles, 

publications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ose 

on Earth can leverage “the vast resources of space 

for the dramatic betterment of humanity.” The Mars 

Society, founded in 1998, is another helpful source of 

information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human settlement 

on the Red Planet.

On Mars, humans will discover unique ways to con-

tribute meaningfully to our cosmos and perhaps even 

sustain the human race. (Courtesy forb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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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Work: Will Your Career
Of Tomorrow Be On Mars?

By Louis Ef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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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除了印第安文明的影响，美国文

化的起源，或许更多还是和一艘小船

有关。

1620年，五月花号轮船到达北美

洲普利茅斯殖民地，这艘船后来成为

了英国移民驶往北美的一艘最为著名

的船只。船上的清教徒踏上北美大陆

后，其信仰对美国文化产生了不可磨

灭的影响。

清教徒在美洲殖民地上开拓疆土

，清教主义也逐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发芽，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主要包括：

虔敬上帝、谦卑、勤俭等，教导世人

尊敬上帝的旨意，通过个人努力工作

实现现世价值，在这基础上孕育出了

美式的个人主义，强调了个人的作用。

而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这一

标语让"民主""自由"和"平等"成为了美国社会发展的另一块

基石，也正是这种信念赋予了美国社会发展的活力，让其

日后一举成为世界大国。

但是，仔细想想，个人主义，民主和自由，似乎在19

世纪美国社会中只是白人男性的特权。需要指出的是，美

国是一个由庞大移民所组成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熔炉

"这一概念被创造出来，用以代指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人在

美国社会中不断融合，使美国成为一个新的国度。

当然，这种说法在后来也遭到了质疑，因为"融合"一

词本身就暗含了将原有的身份、文化背景清除后再创造新

的身份，多少带有霸权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后面学者更

愿意用"沙拉碗"和"织锦"来形容美国文化多样，且各组成部

分各有其特点。

除此之外，女性的声音也越来越强。19世纪美国掀起"

女性主义"的浪潮，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女性在美国文化中

不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追求属于女性的平等和自由。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文化本身多样且复杂，移民和文

化多样性给美国带来了不竭的活力，在文学、科技、艺术

等软实力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美国人所追崇的"民主"和"平等"

至今仍是被父权和白人所控制，种族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

。那么，美国人向世界输出的价值观，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的。

所谓"人人生而平等"，是需要加上限定词的。而随着

社会的进步，民众文化程度的提高，部分人的"民主"和"平

等"必然也会引起不满。

如今的美国社会，似乎也正在被这一现象所割裂，黑

人和女性要求平等的权利，但得益者似乎并没有梦醒，"白

人至上"的右翼势力逐渐强大，两方形成对峙局面，游行、

暴乱甚至枪击案时有发生。

原本"平等""民主"这一立国之基，在经过不断地宣传后

，终成为了边缘群体的枪，瞄准的，是当初制定这一口号

的白人男性，这也不禁让人感叹：美国社会，真是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

理性拆解美国文化的"包装"
在韦氏大词典中，对于"文明"一词给予了以下定义：

"文明，指的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某种文化特征。"

而考古学界认为：

"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是人类脱离动物

界后进一步脱离了原始野蛮状态的阶段。"

平日里谈到这个词，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华夏文明"、

"欧洲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等等，说明考古学界对"

文明"一词的定义，更加被大众认可。

但是，这个词若是和"美国"搭配起来，就显得十分的

怪异。"文明"一词似乎多和历史悠久且有所成就的国家相

联系，与其相比，美国太年轻，担不起这个词语的重量。

但也有人反驳。作为如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在

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也是尤为突出。"美

国文明"一词的存在，是合理的。

那么，美国究竟有没有文明呢？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

史的美国，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明。

在15、16世纪之前，印第安人的足迹遍布美洲大陆，创造了繁

盛的印第安文明。

不同于其他的文明，印第安文明体系庞大且复杂。印第安人没

有形成一个统一共同体，而是分散在各地，形成了600多个部落，

发展出了200多种不同的语言，部族文化各异但却各有特点，共同

组成瑰丽的印第安文明。

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 摩尔根的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

社会组织属于古代氏族制度。而大多数部落主要处在母权制氏族社

会发展阶段，个别部落则实行父权制。

这也说明了，印第安文明发展的步伐相对较慢，15世纪的时候

，整个文明还处在缓慢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候，哥伦布带着欧洲先

进武器和技术来到了这片陆地上，从此掐断了印第安文明发展的幼

苗。

如果把印第安文明这一原生文明算入纳入讨论范围，用"美国"

广义的概念去探讨这个问题，那么美国是有文明的。

因为当代美国社会中，仍旧有印第安人的存在，即使这个种族

人数不到美国总人口的1%，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也不应该被忽

视，被遗忘。

与此同时，印第安文明虽然被入侵的欧洲文明所取代，但仍旧对美国社会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量的美国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对原住民的描写；美国很多山脉、河流等

等地名仍旧采用印第安语的名称；连美国人每年都庆祝的"感恩节"，都和印第

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有，毕竟当初欧洲人"新大陆"的开发和后来美国"西进

运动"就是对印第安人生存空间赤裸裸的剥夺和侵略，无数印第安人也因此流

离失所，甚至丧命。

欧洲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入侵美洲大陆的强盗，在搜刮这片大陆

上的资源的同时，凭借自己的技术易主江山。严格来讲，美国应该是欧洲文

明为主，再加上国家历史只有短短的几百年，谈论"美国文明"，未免有点过

于可笑。

笔者认为，融合的欧洲文化的确中断了印第安文明的生长，而印第安文明

的重要性和对后来美国社会发展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两种文明还是有较大的差异，还是需要将两者分开进行讨论，也就是说

，不能以印第安文明的存在作为美国有文明的论据支撑。

那么，在欧洲文明到达新大陆并建立国家之后，美国是否有文明呢？

美
洲
大
陆
原
生
文
明
︱
印
第
安
文
明

1776年美国成立，之后通过不断的发展迅速崛起，成

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在这短短两百年间，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

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更是产生了众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于是有人提出，这两百多年间的时间，其就是美国文明的

发展的见证。

但笔者无法认同这一说法。

王尔德曾经说过："美国是从唯一一个从野蛮到堕落的

国家，这期间并无任何文明。"这一见解就和考古学界的定

义不谋而合。在对印第安人进行驱逐和杀戮之后，欧洲人

在美洲大陆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帝国。

得益于欧洲带来的先进技术经验和美洲丰富的原材料

，美国可以说是直接步入到了更高一级的社会状态，并没

有经历文明建立的过程。在这个更加高级、现代的社会之

中，用"文化"一词替代文明，或许更为合适。

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文化并不如中华传统文化一样

具有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特点。美国历史和社会的复杂

性决定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

如今主流的美国文化，被很多人抨击只站在了男性白

人的立场之上而忽略了其他边缘群体。美国文化不应该只

有一种声音，应该呈现出多元包容的特点。

那么，何为美国文化？

美国不文明，文化却繁盛

拆解美国文化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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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種誘惑》找來《魔戒》艾瑪霍爾芙、

《72小時前哨救援》特雷塔克及《美國派系列》

米娜蘇瓦利擔綱主演，媲美《噤界》結合《異種

》，講述16歲的莉比（艾瑪霍爾芙飾）從夏令營

回到家後，發現媽媽（娜蘇瓦利 飾）交了新男

友並且決定結婚，新男友充滿魅力、聰明又性感

。而在這看似完美的表現下，莉比卻逐漸懷疑這

個男人並非人類。《異種誘惑》在海外復活節假

期上映，在強檔電影環伺下，卻在首播日榮登恐

怖電影觀影冠軍！也因此引起不小熱議，不僅推

特上千人討論最後結局走向，《恐懼基地》

（DreadCentral）影評人更盛讚『《異種誘惑》是

成功的性感科幻驚悚片』。

導演布蘭登杜姆勒也因此與《娛樂週刊》

（Entertainment Weekly）進行專訪，深入探討整

個故事結尾，並且表示能有越多人討論這部電

影，他十分滿足。《異種誘惑》為布蘭登杜姆

勒首部長篇自編自導之作，而在這之前他曾與

漫威宇宙《黑豹2》導演萊恩庫格勒共同合作拍

攝他的短片電影，杜姆勒表示當初與萊恩庫格

勒合作是非常棒的經驗，並且十分受用。他說

到：「當時我在南加大讀書，並且和他一起合

作拍攝他的短片。我從萊恩那學到許多當導演

的方式，就算當時他才剛起步，也可以感受到

他的特別，他以不同角度去看待是並且擁有極

大的同理心」。

《異種誘惑》女主角莉比從夏令營回家，

發現母親交了新男友約翰，穿著三角泳褲露出

小麥色肌膚及姣好身材登場，而在預告片中約

翰的出場則讓海外網友留言『最性感繼父』

『認識90天就訂婚的未婚夫』『我以為是平常

的繼父引誘女兒的恐怖片，但預告片卻隱喻了

其他東西，我很期待！』等熱議。《娛樂週刊

》則評論《異種誘惑》為非常情色的電影。

《異種誘惑》雖沒有太直接的裸露，但是透過

鏡頭將「約翰」物化，並且希望透過女性凝視

的拍攝方法讓「約翰」成為「慾望」的象徵。

而導演則表示在前三十分鐘會感受到那股吸引

力和一個年輕女孩如何迷戀三十歲的男人，但

在後面三十分鐘當觀眾了解全貌後就會完全清

醒。

艾瑪霍爾芙在演出《異種誘惑》以純熟的演

技及甜美笑容擄獲大眾喜愛，並且也透露自己將

在堪稱史上最昂貴的影集《魔戒》中演出。而在

電影中飾演「母親」一角的米娜蘇瓦利以《美國

派》中的形象深植人心，甚至成為許多人的螢幕

初戀，艾瑪霍爾芙此次與她共演兩人在電影中飾

演母女情深的單親家庭，艾瑪霍爾芙則說到：

「我在開拍的前兩天才與她本人見面，她非常專

業人也很好」。《異種誘惑》將在10月 1日於

GP+線上影音、中華電信MOD、HamiVideo獨家

首播！

「最性感繼父」 引誘艾瑪霍爾芙

《《異種誘惑異種誘惑》》結局結局
大翻轉嚇壞眾人大翻轉嚇壞眾人！！

《 追 憶 人 》 （RE-

MINSCENCE）將在 10月

4日（一）於HBO GO上

線。《追憶人》由《星際

效應》主創之一的強納森

諾 蘭 （Jonathan Nolan）

擔任製片，攜手身兼編劇

、導演與製片人的麗莎喬

伊（Lisa Joy），共同打

造兼具動作、懸疑與愛情

等多種類型的動作科幻強

檔。

《追憶人》劇情圍繞在一位專門透過探索過

去，以協助客戶找回逝去記憶的私家偵探尼克班

尼斯特（休傑克曼飾）。然而就在他接到梅（蕾

貝卡弗格森飾）的案件委託之後，他的人生卻就

此改變，起初看似單純的協尋任務，沒想到竟是

一段危險的愛戀。當他抽絲剝繭試圖探究梅失蹤

真相的同時，竟意外揭開進一起暴力犯罪陰謀，

這也迫使他不得不面臨選擇︰以愛之名，你願意

付出多少？

主要演員陣容有曾獲奧斯卡提名的休傑克

曼（《悲慘世界》、《大娛樂家》）、蕾貝卡

弗格森（《沙丘》、《不可能的任務》系列作

品）、譚蒂紐頓（HBO《西方極樂園》），參

與演出的演員名單還包括克里夫柯提斯（《巨

齒鯊》、《玩命關頭：特別行動》）、曾入圍

奧斯卡的瑪莉娜德塔維拉、吳彥祖（《魔獸：

崛起》）、莫贊艾瑞亞、布雷特庫倫（《小丑

》）、娜塔莉瑪汀納絲（《末日逼近》）、安

潔拉薩拉費恩（HBO《西方極樂園》）和妮可

帕克（《小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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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全新電影《永恆族》（Eternals）只剩下

1個多月，許多人早已好奇該片的電影片長，最

近傳出片長僅次於《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將是「漫威史上第2久」的片長，或許對一些觀

眾來說，可能看片前要先上個廁所，避免在看片

過程憋尿，影響觀影心情。

根據提供俄羅斯電影業界資訊的《METRO-

POLITAN MEDIA》網站指出，漫威全新電影

《永恆族》片長為2小時36分鐘（156分鐘）。

實際查詢中華民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的《電影片分級資訊查詢網》網站，目前尚未公

告，似乎尚未完成審片。

假設《永恆族》片長真的是2小時36分鐘

（156分鐘），超越《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2

小時29分鐘（149分鐘）、《美國隊長3：英雄

內戰》2小時27分鐘（147分鐘），僅次於《復

仇者聯盟：終局之戰》片長3小時2分鐘（182分

鐘），成為「史上第2長的漫威電影」。

事實上，《永恆族》有超過10個主要角色，

包括《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理察麥登（Rich-

ard Madden）飾演男主角「伊卡利斯」（Ikaris）

、《瘋狂亞洲富豪》華裔女星陳嘉瑪（Gemma

Chan）飾演的女主角「瑟西」（Sersi）、安潔莉

娜裘莉（Angelina Jolie）飾演的「蒂娜」（Thena

）、《屍速列車》南韓演員馬東石飾演的「吉爾

伽美什」（Gilgamesh）等，龐大陣容幾乎如同

《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加上故事橫跨7000多

年的時間，因此片長2小時36分鐘（156分鐘）

並不意外。

不過，目前台灣各大影城有規定片長超過2

小時30分鐘，票價加收10元，即使《永恆族》

只有多了6分鐘，也要依規定多收10元。

此外，《永恆族》最近被《美國電影學院》

（MPAA）列為「PG-13」（美國輔13級，台灣

分級尚未公布），美國電影分級網站《FilmRat-

ings.com》描述該片為「奇幻的暴力動作，一些

不雅言語，以及簡短涉及性的場面」。

至於《永恆族》為何會涉及「性」的場面？

有網友猜測是安潔莉娜裘莉飾演的「蒂娜」可能

如同漫畫一樣與「異變族」克羅（Kro）產生一

段禁忌戀情，也有人猜布萊恩泰瑞亨利（Brian

Tyree Henry）飾演的同志超級英雄『斐斯托斯』

（暫譯，Phastos）在片中與老公說不定有段火辣

的「男男性愛場面」，然而級數只有「PG-13」

，或許也不用太過期待尺度有多大。

《永恆族》預計11月5日上映。

《永恆族》片長驚爆
「漫威史上第2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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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乒乓球隊
近日正在多哈出戰亞洲乒乓球錦標賽，其中香港
女隊在日前團體賽擊敗中國台北殺入4強，可惜於
9月30日準決賽不敵日本，未能報卻之前東京奧
運一敗之仇，在不設季軍戰下得銅牌。

由兩名東奧銅牌功臣杜凱琹、李皓晴和小將
朱成竹作代表的港隊，於日前8強賽面對中國台
北。

打頭陣的杜凱琹首場表現出色，以局數3：
0輕取劉馨尹；第2場李皓晴雖以局數2：3不敵
陳思羽，但朱成竹在第3場以局數3：1反勝李
昱諄，替港隊叫糊，結果杜凱琹在第4場再以直
落3局輕取陳思羽，替港隊贏3：1殺入4強。

港隊準決賽對手為日本，雙方在早前東京奧
運女團比賽曾碰頭，結果港隊落敗無緣決賽。不

過日本今次比賽未有派出主力出戰，改為選上年
輕的早田希娜、安藤南及佐藤瞳等出擊。

首場比賽，港隊派出朱成竹對戰安藤南，朱成
竹雖在兩度落後下追平，但仍於決勝局輸8：11，未
能取得首勝；第2場港隊派出杜凱琹出擊，但面對年
僅21歲的早田希娜，杜凱琹未能發揮水準以直落3
局敗陣，港隊落後至0：2；第3場港隊由吳穎嵐對佐
藤瞳，結果吳穎嵐同樣未能抵擋對手攻勢，同樣以
直落3局敗陣，未能助港隊晉級決賽。

男團方面，在8強起出戰的港隊首戰面對韓
國，結果林兆恆以1：3不敵張禹珍，黃鎮廷之後雖
以3：1擊敗李相秀扳平，但何鈞傑第3場不敵林鐘
勳，黃鎮廷於第4場亦受挫於張禹珍，港隊以場數
1：3落敗，只能於9月30日和伊朗在5至8名賽相
遇，結果港隊以場數2：3落敗，爭7至8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2021蘇
迪曼盃日前進行小組賽第3輪比賽，結果中
國國家羽毛球隊以3：2反勝泰國，以3戰全
勝、小組第一之姿晉級8強。
國羽在首場男雙比賽遇上困難，何濟

霆/譚強組合對戰泰國的蘇帕克/基丁柳
蓬。國羽竟在先取一局下反輸1：2；何濟
霆/譚強賽後表示，兩人賽前做了很多準
備，但作為團體賽的開場賽，感覺有些壓
力，出球時不像平時自然。到之後遇到問
題時，兩人一直溝通調整，但沒有找到很
好的解決辦法，最終敗下陣來。第2場女
單，東奧冠軍陳雨菲對戰恩布魯龐，以局
數2：0順利勝出，並為國羽扳平，陳雨菲
賽後表示：“只要上場，我便會全力以赴
對待每一個對手。團體賽每個人都要守好
自己的這一分，不管是誰上場目標都是一
致的，在場上把自己的位置守好，把細節
做好，這是最重要的。”第3場男單，國羽
派出世界排名第10的石宇奇對戰第25位的
昆拉武特，可惜石宇奇以兩局17：21落
敗，場數變回落後1：2。石宇奇賽後表示
對自己表現其實算滿意，只是團體賽十分
考驗心理狀態和臨場發揮，亦可能遇到對
手出現超水平發揮。
雖然男單、男雙敗陣，但國羽在第4

場女雙和第5場混雙表現出色，女雙世界排
名第2的陳清晨/賈一凡組合，面對世界第
8的古迪特拉恭/巴宗哉組合以直落兩局勝
出。混雙比賽，東奧冠軍王懿律/黃東萍以
2：0戰勝世界排名第3的保烏拉努科/德拉
達那猜，為國羽鎖定勝利晉級8強。

未能報卻東奧之仇 港乒亞錦賽女團4強負日本

中國國家女籃闖入亞洲盃4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國家女子

籃球隊9月30日於約旦舉行的女籃亞洲盃小組賽
最後一場賽事，以82：64力克世界排名第3位的
澳洲隊，以小組賽3戰3勝姿態順利闖入準決賽。

雖然澳洲未有選上全數主力出戰亞洲盃，但
國家女籃是役仍一度陷入苦戰，上半場兩節比賽
後僅贏40：39領先1分。幸而國家隊下半場表現

較早前放開得多，成功利用內線優勢壓制對手，
加上澳洲隊球員在第4節有體力下滑跡象，國家
女籃終以82：64勝出，以小組賽3戰3勝姿態順
利闖入準決賽。數據方面，國家女籃是役共搶到
47個籃板，比澳洲多了17個，證明在籃底下完
全佔優；至於韓旭是役拿到全隊最高的16分和
11個籃板，黃思靜亦有12分、8個籃板和4次助

攻。
主力楊力維賽後表示，賽前已深明必須更為

強硬，才能擊敗像澳洲這種強勁的球隊，她們在
之後賽事也將會全力爭勝。至於主教練許利民表
示，球隊有效壓制了澳洲的特點，在投籃、籃板
球和快攻等方面均做得比對手出色，而球隊在下
半場成功取得主動，亦體現出這支年輕隊伍的確
逐步成熟起來。

而在本場比賽中球員心態上出現的起伏，其
實會幫助她們思考如何更準確拿捏心態、更堅定
信心面對之後的比賽。

國
羽
晉
蘇
迪
曼
盃
8
強

●杜凱琹未能助港隊獲勝。 新華社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日前主持召開國際
奧委會執行委員會會議，國際殘奧委

會主席帕森斯列席。會議審議了北京冬奧
會疫情防控關鍵政策。面對新冠疫情蔓延
的不確定性，北京冬奧組委與國際奧委會
建立了會商工作機制，與各利益相關方密
切溝通，本着對運動員、對奧林匹克大家
庭等所有利益相關方生命健康高度負責的
態度，始終堅守安全底線，把疫情防控放
在首位，以實現安全如期辦賽的目標。在
與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共同研究討
論後，決定對各利益相關方關注的幾個重
點問題進行說明。

疫苗接種鼓勵“應接盡接”
新冠疫苗接種方面，將執行嚴格的疫

苗接種政策。北京冬奧會參賽運動員疫苗
接種“應接盡接”。其他人員執行“二選
一”政策，即來華前14天完成全程疫苗
接種者，入境後直接進入閉環管理；未接
種或未完成全程接種的，入境後進行21
天集中隔離觀察。世界衞生組織或相關國
際組織認可，或相關國家/地區官方批准
的所有新冠疫苗均被承認。

賽時閉環管理方面，從2022年1月
23日至北京冬殘奧會結束，將實施閉環
管理，以確保北京冬奧會的安全舉辦。

閉環管理涵蓋抵離、交通、住宿、餐
飲、競賽、開閉幕式等所有涉冬奧場
所。在閉環內，參與者將只能在北京冬
奧會場地間活動，參加與本人訓練、比
賽和工作等有關活動。閉環內將使用北
京冬奧會專用交通系統。鑒於目前全球
新冠疫情防控形勢依舊嚴峻複雜，為防
止可能出現的疫情傳播，保證參賽各方
安全，北京冬奧會不面向境外觀眾售
票，僅面向境內符合疫情防控相關要求
的觀眾售票。境內觀眾需要遵守的具體
疫情防控要求以及票務工作具體安排正
在研究制定中，確定後將適時向社會發
布。

註冊賓客政策方面，北京冬奧組委和
國際奧委會正在評估和優化所有活動，貫
徹非必要不來華原則。各利益相關方在組
團和開展工作計劃中也將採用這一原則。
根據這一原則，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決定取
消所有利益相關方的隨賓註冊類別。

僅能入住冬奧村或簽約飯店
住宿政策方面，除運動員和部分隨隊

官員入住冬奧村外，所有註冊人員都將入

住北京冬奧組委簽約飯
店，遵守北京冬奧會疫
情防控要求。

核酸檢測方面，所
有進入閉環內的境內外
冬奧參與人員和工作人
員都將進行每日核酸檢
測。此外，北京冬奧組
委還將為無法獨立預定
賽前或賽時航班的北京
冬奧會各利益相關方提
供幫助。按計劃，北京
冬奧組委將於10月下旬發布第一版防疫手
冊，12月發布第二版。相關政策將在防疫
手冊中得到更為詳細的說明。

截至目前，北京冬奧會各項籌備工作
正在積極有序推進。2020年年底，所有
競賽場館已如期完工；今年年內，所有非
競賽場館也將如期交付。今年10月至12
月，還計劃組織10項國際測試賽、2項國
內測試活動，以及3個國際訓練周活動，
對籌辦工作進行全要素測試，為北京冬奧
會賽時運行積累更多成功經驗。

●中新社

將實施閉環管理將實施閉環管理將實施閉環管理
北京冬奧北京冬奧北京冬奧

為防止可能出現的新冠肺炎疫

情傳播，保證參賽各方安全，北

京 2022 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

（下稱北京冬奧會）將實施

閉環管理，不面向境外觀

眾售票，僅面向境內

符合疫情防控相關

要求的觀眾售

票。

以冬奧為主題的城市公園北京冬奧公園，日前在石景山區
舉行開園儀式。今日起市民可預約免費入園瀏覽。
據施工參建單位中鐵建設項目負責人張鍇介紹，北京冬奧公園總

面積約1,142公頃，是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的近兩倍，其中水面面積326
公頃，綠地面積506公頃。
冬奧公園最大的亮點之一是非市政空間的全程42公里馬拉松跑道，

建設在園區內，舉行賽事時不用進行交通管制，減少對市民出行的影響。
整個馬拉松線路分為“智慧跑、濱水跑、公園跑、堤上跑”。其中，馬拉
松“濱水跑”是冬奧公園最佳體驗路段，本次提升改造將蓮石湖區段內原
有4米寬透水磚慢步道路擴寬為6米瀝青跑道，更舒適的柔性跑道面層將
為跑步愛好者提供安全舒適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在馬拉松跑道上注入了冬奧元素“小雪花”路面標
識，陪伴着長跑愛好者奔向終點，參賽者可根據雪花數量判斷完賽的
距離。本次開放的冬奧公園蓮石湖段由中鐵建設負責施工。其中，
“京華水韻”節點位於永定河蓮石湖西岸，這裏可以縱觀元、
明、清北京城水系圖。“蓮花逐水”節點，層層疊落、流線
型設計的觀景平台，與蓮石湖水的律動相結合，給人靈
動之美。 ●中新社

北京冬奧公園開園

僅向境內觀眾售票僅向境內觀眾售票

●巴赫在日
前會議審議了北
京冬奧會疫情防
控關鍵政策。

法新社

●“相約北京”活動在今年4月舉
行，測試開放讓觀眾入場。 路透社

●北京冬
奧公園正式開
園。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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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長津湖》北京首映獲贊“奇迹”
宋時輪之女宋崇實：拍出了鋼少氣多的氣概！

電影《長津湖》9月25日于北京舉

辦盛大首映禮，長沙、成都、廣州、大

連、烏魯木齊等地同步舉辦超前引爆場

，33城觀衆同時觀影，並在映後與北京

現場實時連線，反響強烈！影片總制片

人于冬，總監制黃建新，監制及導演陳

凱歌、徐克、林超賢，制片人陳紅、梁

鳳英，演員吳京、易烊千玺、朱亞文、

胡軍、韓東君、李岷城、石昊正出席了

首映禮，與觀衆們互動交流。當天時任

九兵團司令的宋時輪之女——宋崇實莅

臨北京首映現場，她盛贊影片“拍出了

中國人民志願軍鋼少氣多的氣概”！奧

運冠軍張家齊、陳艾森到場觀影，表示

影片中的一幕讓人“心靈相通”，這份

跨越時空的共情彰顯出了中國人精神的

傳承。徐峥、楊瀾、陳寶國、倪大紅、

劉琳等重量級嘉賓莅臨現場，深情稱贊

“感動到詞窮”“這是偉大的曆史、偉

大的戰爭、偉大的電影”！影片總制片

人于冬表示，《長津湖》毫無疑問是當

下最需要的電影：“這部電影可以振奮

2021年的電影市場，它所講述的故事、

故事中的每一個人、以及這部電影所傳

遞的精神和信仰，都是這個時代最迫切

需要的精神食糧。”

北京首映禮當天，《長津湖》還在

網絡同步舉辦了雲首映禮，開播後接連

打破記錄，電影相關話題霸榜！首映過

後，想看指數炸裂式增長，影片預售票

房迅速突破5000萬，並蟬聯同檔期首映

日綜合票房、場均人次、總人次冠軍！

電影獲贊“你們是一個奇迹”，更有觀

衆稱“三個小時沒有一個鏡頭是廢的”。

如潮好評令網友們愈加期待，有網友表

示：“光看影評就像沈浸雲觀影了。”

“已經預定了上映首日的電影票，看了

影評後，現在一刷還沒開始就已經想二

刷。”影片將于9月30日重磅獻映，國

慶佳節，致敬“最可愛的人”！

《長津湖》首映獲評“奇迹”奧運
冠軍點贊：令我感到心靈相通

電影《長津湖》于9月25日于北京

舉辦盛大首映禮，與此同時，長沙、成

都等33座城市同步首映，全國各地觀衆

同時觀影，致敬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當天奧運冠軍張家齊、陳艾森莅臨北京

首映現場，他們在看完電影後難掩激動

之情，張家齊表示：“志願軍在奔赴戰

場的火車上，看到祖國的大好河山，這

一幕氣勢磅礴、非常唯美。我出國比賽

時，也曾在飛機上往下看。所以看到這

裏時，有一種和電影裏的人心靈相通的

感覺，被觸動到了。”陳艾森表示：

“71年前，是志願軍們不遠萬裏奔赴抗

美援朝戰場，他們把自己的青春、熱血

與生命化作守護祖國的銅牆鐵壁。謝謝

先輩們換來和平年代，讓我們沒有後顧

之憂。”

在這個重要的日子裏，衆主創也向

大家分享了拍攝中遇到的困難，及此時

此刻的心情。影片總監制黃建新表示：

“做了一輩子電影，從來沒這麽忐忑不

安過。字幕上的工作人員超過12000人，

劇本總共37稿。每一位導演、每一個工

作人員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那些

精益求精的細節都是一點點堆起來的。

我們挑戰了中國電影的極限，我的朋友

對我說‘你們是一個奇迹’，這部電影

是爲了中國人那份最偉大的精神而拍攝

的。”

陳凱歌導演用八個字形容這次拍攝：

“合作愉快，狀況良好。”並表示“我

們所有主創都把心放在了這部電影裏，

因此它在我們的創作中才那麽珍貴。”

徐克導演稱：“這不是一部簡單的劇情

片，這背後是一段真實的曆史，我們一

定要讓觀衆覺得真實。”面對首映觀衆

，林超賢導演致謝：“這麽寒冷的天氣

中拍戲，是一個天大的難題，幸好一步

一步走過來了。這部戲很不簡單，希望

你們也能感受到這其中的不簡單。”

宋時輪女兒：拍出了鋼少氣多的氣
概！徐峥“感動到詞窮”

當天一衆重量級人物莅臨觀影：中

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司令、長津湖戰

役總指揮宋時輪之女——宋崇實莅臨北

京首映現場，令觀衆沸騰！她稱贊影片

“拍出了中國人民志願軍鋼少氣多的氣

概，非常適時非常棒！”著名導演、演

員徐峥也在觀影後深情致敬：“看完這

樣的電影覺得語言特別蒼白無力。這是

偉大的曆史，也是偉大的戰爭。最後看

到字幕特別感動，這麽大的一個劇組全

世界都不可能有，深深地爲中國的電影

人驕傲！”著名演員陳寶國觀影過程中

一直流淚，他說：“我們的前輩、電影

裏的每個人物都是英雄，這部電影的主

創也都是電影屆的英雄。”著名主持人

楊瀾表示：“這個戲拍得太不容易了，

遇到種種困難，但我從電影裏看到巨大

的勇氣。無論電影場面還是人物內心表

達，都讓人感動和震撼。”著名演員倪

大紅久久無法平複，並向主創鞠躬：

“我還沈浸在激動中，再讓我沈浸一會

兒吧。”著名演員劉琳表示：“每個主

創也像英雄一樣深深印在我心裏，我知

道你們拍這部戲有多艱難。”

當天下午及晚上，影片《長津湖》

相關話題在多個平台迅速登上熱搜，觀

衆寫下諸多飽含深情的長評：“每一個

鏡頭掃過的人臉上都寫滿了堅毅，寫滿

了保家衛國的決心，真的就像片尾曲唱

的‘我身後是祖國’。長津湖這一戰，

不僅贏得了戰役，贏得了敵人對中國巨

人的敬佩，更是贏得了世界對新中國的

尊重！生于華夏，何其有幸！”影片壯

觀的場面震撼到觀衆：“我們都知道自

己不在戰場，但《長津湖》能讓我們‘身

臨其境’。空投你去戰場的既視感，沒

有比近距離體驗更好的了解方式了。精

彩，刺激，振奮，悲壯，讓人繃緊神經，

目不轉睛！”“戰爭戲絕對拿出來壓箱

底的彈藥和鏡頭！每一幀都可以做成海

報的程度！多少票價都值得回來。”還

有觀衆表示：“根本不必擔心會盲目提

高期待導致有落差，因爲它只能比你期

待的更好看！這部電影應該是中國抗戰

電影史上裏程碑史詩級的一部。”“三

個小時，沒有一個鏡頭是廢的！”

吳京從“打得最好”到“哭得最好”
鋼七連兄弟戲裏戲外真情流露

電影《長津湖》中，七連戰士們鮮

活的形象給觀衆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多觀衆在觀影後表示被吳京的“哭戲

”深深觸動，對此吳京笑著表示：“謝

謝導演們讓我‘轉型’了，原來我不是

打得最好的，是哭得最好的。”隨後他

透露，其實自己只是用真實的情感演繹

這個角色：“拍伍千裏回家探親的戲時，

我父親腦血栓住院，家裏人都瞞著我，

事後才告訴我。其實天下千千萬萬父母

兒女的心都是一樣的。不需要去刻意演

什麽，真情自然就流露了。”對于戲中

飾演弟弟伍萬裏的易烊千玺，吳京贊不

絕口：“他對電影很真誠，看到他就像

看到我當年的樣子，所以拍戲的時候就

直接把他當成自己的親弟弟了。”易烊

千玺回憶道：“一開始見京哥的時候很

忐忑，後來發現京哥不僅很男人，也很

溫柔。”他還表示：“希望大家可以銘

記這段曆史，能夠更加了解今天的和平

幸福有多麽來之不易。”

片中飾演指導員梅生的朱亞文透露，

這個角色從一開始就打動了自己：“這

個角色身上有一種革命浪漫情懷，他是

許許多多志願軍戰士的縮影。電影裏他

一直珍藏著自己女兒的照片，那其實是

他面對絕境時的決心。”隨後他表示：

“能夠出演這部電影是人生一大幸事。影

片中呈現出來的艱難，還有恢弘的場面，

都是爲了讓大家記住‘最可愛的人’。”

飾演雷公的胡軍稱：“作爲一個演員，

對于能夠出演這部電影感到光榮。”飾

演神槍手平河的韓東君透露，自己爲了

這個角色特意向吳京取經，並表示：

“我們一定要珍惜當下，因爲當下的幸

福是先輩們用熱血換來的。”

除了戲中團結一心，戲外“七連戰

士們”也表現出非凡的凝聚力。幾位演

員透露，拍攝期間，他們常在收工後，

聚集到一個編號爲520的房間中，一邊

吃涮羊肉一邊討論拍戲。甚至幾位導演

也都曾到這個“小食堂”蹭飯。在火鍋

滾燙的氛圍裏，七連兄弟情更加滾燙。

電影即將于9月30日隆重獻映！銘記偉

大勝利，致敬英雄先輩！

“說不盡的曹禺，演不完的《雷雨》。”每年

北京人藝上演曹禺經典名劇《雷雨》，都會趕上雨

天。曹禺誕辰111周年紀念日當天，由濮存昕、唐

烨導演，龔麗君、白荟、李洪濤、王俊淇、陳紅旭

等組成全新主創陣容的北京人藝新排《雷雨》，在

新落成不久的北京國際戲劇中心曹禺劇場首演，雷

雨再次如約而至。這一版的《雷雨》在舞台表達上

有很多新意，就連看了無數不同版本《雷雨》的曹

禺女兒、著名劇作家萬方，看完首演之後也感歎道：

“今晚的《雷雨》，讓我觸摸到深深埋藏的愛。”

主要角色和人物關系“升級”
選擇曹禺誕辰日在新劇場上演新《雷雨》，不

僅代表著北京人藝對老院長曹禺先生的致敬，同時

也代表了北京人藝不斷探索，賦予經典的無限可能。

用首次在北京人藝擔任導演的濮存昕的話說，此番

新排，不單純是重新解讀一次這個故事，更多的是

深入挖掘北京人藝的文本資源，“老院長的這個劇

本，要一直演下去。”曾經在老版《雷雨》中飾演

過周萍的濮存昕，一直有一個自己心中的“雷雨”夢

：“動念是在四年以前了，兩年前真正著手籌備。我

們曾經引進過白俄羅斯國家模範劇院的《婚禮》，

是他們劇團爲這個劇排的第17個版本。我覺得我

們人藝，也可以有很多版本、不同解讀的《雷雨》。

這才是我們人藝的態度。”

因此，這一版《雷雨》不僅增加了序幕和尾聲，

更在角色及人物關系上有了新創造。在這個新排版

本中，曾經飾演周萍的濮存昕“升級”爲老爺周樸

園，同時“升級”的還有曾經飾演繁漪的龔麗君和

曾經飾演四鳳的白荟，這次，她們分別成爲了魯侍

萍和繁漪。熟悉的演員，熟悉的角色，但是演員與

角色，角色與角色的關系，都給了觀衆想象之中，

卻又意料之外的感覺。“每個人都是溫暖的。”在

濮存昕看來，曹禺用詩化的語言，賦予了筆下每個

人物無限的愛與悲憫，“劇場是一個産生奇迹的地

方，觀衆是爲了尋求奇迹才走進劇場。”

本劇另一位導演唐烨講述此次創作的目標，是

“解密曹禺在作品中體現的情懷和精神內涵”：

“比如，周樸園爲什麽要搬家？其實是揭示了一個

大主題，暗示了他對家庭風波的知曉。比如魯侍萍

在劇中唯一一次叫了‘樸園’，這背後又是怎樣的

情感？還有周萍手裏的槍又是誰給的？這些細節我

們都是從曹禺先生1934年的未刪改的劇本中找到

的。他們就像一個個線索，把它們串起來，讓我們

生發出對角色的不同解釋。”

新版周樸園既開放又壓抑
新版《雷雨》中，濮存昕飾演的周樸園，作爲

一個曾經有過留洋經曆的封建家長，在教育孩子等

很多方面又具有西式思想，讓人看到的不再是以往

認識中冷漠、刻板的周樸園，而是一個開放與壓抑

交織在一起的複雜人物。已經演了三十多年《雷雨》、

被譽爲“天字一號蘩漪”的龔麗君，這一次以全新

的“魯侍萍”身份亮相，給人帶來了更大的驚喜，

甚至讓人感到，正是由于她的出場揭開了所有的秘

密，激化了所有的矛盾；而她的隱忍、堅韌、倔強

、包容、呐喊、爆發，也具有著強烈的“雷雨精神”。

白荟飾演的蘩漪，則以外放和近乎瘋狂的表現，诠

釋著人物的悲劇力量。人藝老演員李洪濤飾演的魯

貴，不再只有小人物的奸猾，而是多了跟四鳳之間

的父女親情，多了這個人物在自己立場上生發出的

合理性。而一衆年輕演員的加入，也讓人看到北京

人藝新生代在塑造角色方面的能力，王俊淇飾演的

大少爺周萍，膽怯懦弱；陳紅旭飾演的四鳳，質樸

善良；徐督飾演的周衝，充滿理想；解天飾演的魯

大海，憨直勇武，無一不讓人心生憐憫。

不僅演員的表演，新版《雷雨》的整個舞台呈

現都突出了“詩”的概念，寫實與寫意的意境相融

，充滿著強烈的視聽衝擊力。著名舞美設計師王琛

、燈光設計師孟彬和作曲周娟爲《雷雨》設計的舞

美燈光與音樂，一起參與到了表演當中。舞台上方

層巒疊嶂、雲波詭谲的“烏雲”成爲舞美設計的視

覺中心，讓舞台時刻湧動著風雨欲來的情感能量。

位于舞台中央的，是一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無錫

當地古董長沙發，它作爲一個重要的舞台意向，代

表著也見證著愛與恨的滋生。周家客廳裏一層壓一

層的晦暗紗簾，似乎隱藏著所有的秘密，也讓人感

到似乎要吞噬一切令人窒息的濕熱潮氣。同時，按

照曹禺先生原作中本身就寫有的音樂提示，劇中既

使用了評彈《钗頭鳳》片段的鋪墊，又將古典音樂

和民族音樂的元素相融合貫穿其中，最後則以鋼琴

和弦樂作爲結尾。“這是一種天堂般的聲音，是曹

禺先生詩情的憐憫。”兩位導演如是說。

萬方觀劇感受到“深藏的愛”
謝幕時，觀衆席如潮的掌聲和歡呼聲表達了對

新版《雷雨》的欣賞與認可。濮存昕向主創和觀衆

們表示感謝同時，也重申了北京人藝的藝術標准：

“深刻的思想內涵、深厚的生活體驗、鮮明的表現

力量、完美的舞台演出質量。我們會繼續努力，讓

經典作品永遠演下去。”

曹禺女兒萬方看完戲後感慨道：“在我不同年

齡階段，從《雷雨》這部戲中的不同人物身上，對

人生有了不同的感悟。我覺得這一版《雷雨》讓我

更深的觸摸到了曾經埋藏在周樸園和侍萍這兩個人

物深處的生命力，或者說是愛的力量。這個戲中的

人物缺少愛，渴望愛，但是求愛而不得，尤其從周

樸園和侍萍身上，我感受到了這樣一種極大的人生

缺憾。其實我們何嘗不是以不同的方式愛過又失去？

這是我看這一版《雷雨》更深的感受。”

北京人藝人也都表示，“2021年9月24日是曹

禺先生誕辰111周年紀念日，也是首都劇場建成六十

五周年紀念日。紀念一位劇作家最好的方式是演出他

的戲，首都劇場裏正在演出巴金原著曹禺編劇的

《家》，在新建的北京國際戲劇中心的曹禺劇場裏演出

曹禺的經典劇作《雷雨》。大日子、大雨，大喜。”

濮存昕版《雷雨》首演
全新角色解讀打動全場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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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憲過去的精彩演出讓他獲得不少獎項，
他曾在十個不同的電影獎項上獲得最佳男

主角的名銜，包括於2016年憑《寒流黑金》同時
贏得韓國最重要的兩個電影獎項──大鐘獎及青
龍獎。除了在韓國和其他亞洲地區，李炳憲在國
際上也備受肯定。他曾獲邀參加2015年奧斯卡頒
獎典禮並頒發最佳外語電影，成為首位擔任奧斯
卡頒獎嘉賓的亞洲演員。李炳憲曾出演美國荷里
活賣座鉅片《義勇群英之毒蛇風暴》（2009）及
《七俠蕩寇誌》（2016），他的成功激勵了一眾
正在美國荷里活爭取演出機會的韓國演員。

在眾多獲得的獎項中，李炳憲憑住《寒流黑
金》（2015）及《南山的部長們》（2020）的出
色演技兩度獲得亞洲電影大獎最佳男主角。最
近，他憑藉新作品《緊急迫降》獲邀參加第74屆
康城影展並出席閉幕儀式。展望未來，李炳憲將

繼續嘗試更多不同類型的挑戰，包括他正在替
Netflix 製作並參與演出的電影《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第2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主席李庸觀表示：
“亞洲電影大獎學院很榮幸向李炳憲頒發‘卓越
亞洲電影人大獎’。李炳憲對亞洲以至全世界電
影業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他在每一部電影中都
能演繹截然不同的人物角色，高度展示了李炳憲
對揣摩角色的能力與敬業精神！在他精彩的演藝
生涯中，李炳憲不斷磨練演技與鑽研不同的演繹
技巧，致力提高電影的藝術水平，只要看看他的
精湛演出和熱誠，便知道他獲得卓越亞洲電影人
大獎是實至名歸。”

《一個和四個》入圍東京影展
此外，第34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東京影

展）主競賽入圍名單近日公布，現年24歲的內地
藏族青年導演久美成列執導的長片處女作《一個
和四個》成功入圍，並將與本屆東京國際電影節
主競賽單元其他入圍作品一起角逐“金麒麟”最
佳影片大獎。

電影《一個和四個》改編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讓
的同名短篇小說，萬瑪才旦和王磊擔綱製片人。影
片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某天。暴
風雪即將降臨青藏高原某原始林場，護林員的木屋
先後闖進了三名不速之客。隨之，護林員被捲進

了一起警察追擊盜獵分子的案件當中。林海
雪原，一時間殺機四起，真相變得撲

朔迷離……
另外，內

地電影《異鄉來客》入圍了亞洲未來競賽單
元。該片由青年導演大飛執導，梅峰監製，電
影故事梗概為：兒子的死讓老賈就此鎖上了心
門，他放下一切來到兇手的家鄉等待着他出
獄，鄰居少女小七的出現又使他陷入了新的困
境。

台灣電影《美國女孩》入圍東京影展亞
洲未來競賽單元，影片改編自真實事件，以
母女故事為核心闡述成長中的陣痛。2002
年，芳儀與妹妹隨同罹癌母親自美返台治
療，景氣低迷使長期分隔兩地的父母貌合
神離，隨着SARS疫情逐漸擴散，
母親的一個決定讓芳儀的不滿
爆發，將一個分崩離析
的家庭推往崩潰邊
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受新
冠疫情影響，最新“占士邦”片《007：
生死有時》（No Time To Die）日前在
倫敦舉行盛大的世界首映禮。今次更是
五度扮演占士邦的丹尼爾基克（Daniel
Craig）最後一次扮演此角色，更讓影迷
期待。

據消息指，電影將在明年才開始找
新占士邦接任人選，不過《雷神奇俠3：
諸神黃昏》（Thor:：Ragnarok）的紐西
蘭反斗導演兼演員Taika Waititi已等不
及，近日在社交網自薦任新占士邦。

不過，曾被看好接任占士邦的熱門
人選“超人”亨利卡維爾（Henry Cav-
ill），近日受訪時亦被問到會否成為下
一任占士邦？他表示如果007監製對他
有興趣，他希望扮演占士邦的對頭人。

另外，丹尼爾不演占士邦也不愁失
業，他即將主演莎士比亞（莎翁）著名百
老匯舞台劇《馬克白》（Macbeth），跟
《星際任務》女星露絲奈嘉（Ruth Neg-
ga）合演夫婦，《007：生死有時》監製
Barbara Broccoli亦會參與製作。其實丹
尼爾已有多次演舞台劇的經驗。Barbara
大讚丹尼爾：“不單是偉大的電影明星，
也是出色的舞台劇演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泳兒與林欣彤早
前合作做《聲夢傳奇》而結緣，二人日前受王梓軒邀
請上《演鬥聽》節目玩音樂，二人對戰時不單沒有火
藥味，反而互相笠高帽恭維對方。

泳兒表示事前沒有與林欣彤夾過，表演完全出於
即興，她也特別喜歡對方的新歌《林中鳥》，林欣彤
就笑言最妒忌泳兒食極不肥的體質。對於上《演鬥
聽》節目的感受，林欣彤大讚節目做得很有心機，完
全由音樂做出發點：“例如我要重新作歌、remix、
編曲，就算opening和ending部分都有好多參與性，

雖然相對用多很多時間，但我很享受。”
泳兒也認同節目夠創新，正是樂壇需要的新事

物，高興見王梓軒肯踏出第一步，讓不同類型的音樂
人可以聚首玩音樂。

另一對嘉賓曾樂彤與洪嘉豪就不及泳兒與林欣彤
般融洽，二人音樂對戰像打交一樣，曾樂彤笑稱是完
全豁出去，洪嘉豪就表示做歌手難免在鏡頭前要正經
一點，節目中可以讓觀眾見到歌手真實的一面。王梓
軒也認同節目的目的就是從音樂中見到歌手的性格，
也讓觀眾知道他們做音樂的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王
君馨與胡杏兒相識了十多年，從工作
上合作成為好朋友，王君馨感恩大家
的相遇，她於社交平台分享了跟杏兒
的合照並回憶彼此的相識：“由《舞
動奇蹟》，到你第一個演唱會，到
《耀舞長安》，到今日已經10幾年
啦！除咗你家結咗婚同埋生咗三個
小朋友，你一啲都冇變，仲係嗰個好

有理想，好有義氣，同好照顧人的大
姐姐。”

君馨又表示很高興看到杏兒有美
滿的家庭和事業，更獲得祝福，也期
待她們的下一次“盛宴”，可以再度
合作。杏兒也回覆：“看看那些老照
片，是如此珍貴的回憶，謝謝親愛的
你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急不及
待想看你的演唱會！”

丹
尼
爾
基
克
演
莎
翁
舞
台
劇

揣摩角色能力高超

揣摩角色能力高超 富敬業精神
富敬業精神

香港

文匯報訊 亞洲電

影大獎學院（AFAA）宣布

頒發今屆“卓越亞洲電影人大獎”予

著名韓國演員李炳憲 。李炳憲將出席10月8日

於釜山舉行的頒獎典禮，接受榮譽與祝賀。“卓越亞洲電

影人大獎”旨在表揚出眾的電影人才，肯定他們的成就和對亞洲電影

產業與文化的貢獻。李炳憲不單富敬業精神，揣摩角色能力亦十分高超。

王君馨胡杏兒惺惺相惜

泳兒林欣彤鬥歌互派高帽

李炳憲
獲卓越

亞洲電
影人大

獎

李炳憲
獲卓越

亞洲電
影人大

獎

●王君馨與胡杏兒（右）
相識十數載。

●●王君馨於社交平台分享了跟王君馨於社交平台分享了跟
杏兒在杏兒在《《舞動奇蹟舞動奇蹟》》合照合照。。

●●丹尼爾主丹尼爾主
演的演的《《007007：：
生死有時生死有時》》
近日舉行盛近日舉行盛
大首映禮大首映禮。。

●●林欣彤妒林欣彤妒
忌泳兒食極忌泳兒食極
不肥不肥。。

●泳兒歌唱實
力不用懷疑。

●●李炳憲在李炳憲在
三十多年的三十多年的
輝煌演藝生輝煌演藝生
涯中展現了涯中展現了
他出眾的才他出眾的才
華華。。

●《一個和四個》由藏族青年
導演久美成列執導。

●李炳憲在電
影《MASTER》
中染白頭髮。

●●

李
炳
憲
憑
主
演

李
炳
憲
憑
主
演
《《
寒
流
黑
金

寒
流
黑
金
》》
同
時
同
時

贏
得
韓
國
大
鐘
獎
及
青
龍
獎

贏
得
韓
國
大
鐘
獎
及
青
龍
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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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和四個一個和四個》》
有着羅生門般的敘有着羅生門般的敘
事結構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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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美国取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33国赴美禁令。

周一，白宫表示：飞往美国的外国

公民，在登机前出示3天内核酸阴性检

测报告和全面接种疫苗证明，就可以入

境美国。

该指南适用于所有国际航空旅行。

该旅行禁令一共涉及到了全球33个

国家，其中不少华人最为关心的中国游

客来美也正式放开。

消息一出，还有很多华人担心，如

果是在国内接种的疫苗，美国不承认，

是不是还是来不了。

美国承认国产疫苗

现在，好消息来了。打了中国国药

、科兴等被世卫组织紧急批准的疫苗，

可以顺利进入美国，探望亲友了！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疾控中心发言

人称，美国承认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

认证的疫苗，包括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

苗，国内已打两针的都可以被视为“完

全接种”。

也就是说，在国内接种2剂科兴或

者国药的华人们，11月初以后，就可以

前往美国了。

其他被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的疫

苗还有：辉瑞/生物科技疫苗、 阿斯利

康-SK Bio疫苗、印度血清研究所疫苗

、阿斯利康（欧盟）疫苗、强生疫苗、

和莫德纳疫苗。

对于接种其他国家疫苗的人士能否

入境中国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

示，中方愿意在充分照顾彼此关切和友

好协商的基础上，与各国探讨建立灵活

多样的互惠机制。在互认内容和互惠措

施上，中方持开放立场，将根据专家论

证的意见做出妥善安排。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中美互认疫

苗，外籍华人能回家探亲。

撤销旅行禁令，你关心的6个问题

取消入境禁令意味着，华人的父母

、亲友来美国，不用再瞎折腾、去第三

地待满14天后才能入境。

01.对美国人有什么影响？

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只需要出示

在出发前72小时内进行的病毒测试阴性

证明。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

永久居民，仍将能够飞往美国，但他们

将接受更严格的测试和接触者追踪协议

。

他们将需要在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

后24小时内接受测试，并在回国后再次

测试。联邦政府将如何执行回国后的测

试要求，还有待观察。

02.对儿童有什么影响？

美国的新政策只要求成年外国公民

在进入美国时完全接种疫苗。白宫没有

立即说明，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在飞往美

国时是否会面临不同的测试要求。

03.新政如何影响机票价格？

旅行研究公司Hopper的经济学家阿

迪特-达莫达兰（Adit Damodaran）预测

，不断增长的需求，可能会导致来自欧

洲的机票价格上涨，尽管预订航班的热

潮可能会因美国delta病毒和高感染率而

放缓。

04.航空公司会收集乘客的数据吗？

疾控中心将要求航空公司收集乘客

信息，并在卫生机构需要进行接触者追

踪时提供给中心。

航空公司去年曾抵制过类似的变化

，当时疾控中心提出的建议最终被川普

政府阻止。

05.陆路旅行，如何处理？

美国政府对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

美国的陆地边界的旅行限制，暂时保持

不变。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来自

这两个邻国的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将很

快能够飞往美国，但可能无法进行汽车

旅行。

06.将如何影响旅游行业？

分析家和行业官员认为这将帮助旅

游业复苏。

美国商会说，取消目前对国际旅行

者的限制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久复苏

。根据美国旅游协会的数据，在周一之

前，美国今年从国际游客获得的出口收

入将减少1750亿美元。

法航-荷航首席执行官史密斯表示，

由于美国宣布放宽外国旅行限制，该航

空公司最快将于周二增加运力。

在疫情发生之前，连接美国和欧洲

的北大西洋走廊，是全球航空市场最赚

钱的航线，不少高端旅客为头等舱和商

务舱座位支付高票价。

01.美国的大门终于向受旅行禁令影

响的国家敞开

在大流行初期实施的旅行禁令禁止

来自中国、伊朗、欧洲申根区、英国、

爱尔兰共和国、巴西、南非和印度的外

国人入境。

这是一年多以来的首次，在进入美

国之前的14天内曾在以上这些国家/地

区接种过疫苗的外国人将在提供疫苗接

种证明和在三天内进行的新冠测试呈阴

性的情况下被允许入境美国。

02.美国将不再允许来自其他国家未

接种疫苗的旅客

11月后新规定将要求成年外国国民

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以及在飞行三天内获

得的阴性检测结果。

因此未接种疫苗的国际旅行者将不

再被允许进入美国。

03.未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

民仍将被允许入境，并进行更严格的测

试

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例外，但他们

将“受到更严格的测试要求”，包括在

航班启程前一天进行测试，以及抵达后

进行额外测试。

04.未接种疫苗的儿童也被允许入境

，并进行额外测试

白宫新闻秘书 Jen Psaki 在周一新

闻发布会上说，上述对“此时未接种疫

苗的美国人”的更严格要求也适用于儿

童。

同样的规则是否适用于来自其他国

家的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尚不清楚。

05.所有国际航空旅客提供信息以进

行接触者追踪

CDC 即将发布的接触者追踪令，

“将要求航空公司收集每位抵达美国的

乘客的全面联系信息，并应要求及时

向 CDC 提供该信息，以进行接触者追

踪”。

06.仍然禁止跨越美国陆地边界

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陆地边境政

策不会立即改变。美国陆地边境政策继

续限制与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跨境旅

行，一直持续到10月21日。

出于非必要原因，不允许从墨西哥

或加拿大开车进入美国。

美国解禁，对于想赴美探亲访友的

华人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此前曾

经有不少网友咨询我们转第三国赴美哪

个国家相对容易，不少人也尝试新加坡

等东南亚国家的路线，但是毕竟不少探

亲老人年事已高又不懂外语，这样的路

线一圈下来确实不易，如今这样繁琐的

程序终于要结束了。

小帮已经在后台收到网友留言，家

中的老人已经在购买机票准备赴美了，

这里也为她等待这么久终于家人团聚感

到高兴。

我们也知道虽然赴美行程已经开始

松绑，其实，在美华人也思乡深切，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国内入境和隔离政策

也能稍微松绑，让海外游子“回家看看

。”

美国承认科兴+国药疫苗！
美旅行禁令11月解除后有这些改变

英国脱欧以后，爱尔兰护照成

为少有的能同时在英国和欧盟自由

通行的护照，如今，拥有一本爱尔

兰护照相当于同时拥有了欧盟护照

、英国永居、美国永久签证三重高

含金量身份。而且，作为一个高度

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爱尔兰

的教育、福利、养老、医疗等各方

面也非常完善，因此，众多投资者

纷纷选择爱尔兰作为投资欧洲的目

的地。

众所周知爱尔兰是欧洲养老圣

地，在养老福利及医疗护理等方面

有着非常好的口碑。爱尔兰设有三

种养老金计划，不仅覆盖上班一族

，个人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养老账户

，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所有公民的利

益，让居民老无所忧。

同时政府为在爱尔兰居住的所

有老年人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住

院病人护理服务、疗养院护理服务

、降压和康复护理、日常服务、复

原、社区服务、家庭护理和家庭帮

助等。而对于私人疗养院开支，爱

尔兰政府会提供一定的补助，政策

加持下近些年爱尔兰的养老产业发

展迅猛。

虽然 2020 年爆发的新冠病毒为

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带来重创

，但是爱尔兰政府在面对疫情做出

了及时应对，使病毒传播得到了有

效控制，同时加强了专家和政府对

医疗护理和长期护理居住条件的一

系列审核，加大了对养老院行业的

运营支持，也使得爱尔兰当地的养

老院市场前景一片光明！

爱尔兰当地的养老院市场前景

，真的一片光明吗？

一、据爱尔兰银行发布的《养

老院领域 2020/2021 洞察与前景》报

告显示：由私人/非营利组织（NFP

）和公共部门提供的长期护理养老

院数量，从 2020 年的 585 家合并为现

有的 572 家，共 3,2067 张登记床位，

自 2020 年 1月以来净增 98张床位。

预计截至 2036 年，爱尔兰 80 岁

以上人口将从 17 万增至 34.3 万，增

长率 102%，直接导致长期居住医护

需求增长 39%，家庭护理需求增长

70%。

爱尔兰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老龄

化比例与现在市场供给的养老床位

大幅不匹配， 未来️预计每年需要

7500 床位才能满足需求。爱尔兰有

利的人口比例结构和不断改进的行

业模式和行业监管会导致行业产值

增长和投资的扩大。

二、近些年爱尔兰养老院行业

大宗收购行为频发，海外投资者和

运营商对爱尔兰养老院行业保持浓

厚兴趣，这一变化反映在所有权结

构的数据上，约 30%的私人疗养院

现在由爱尔兰和国际投资者和境外

基金拥有。欧洲其他大型私募基金

、康养集团都在进行现有养老院的

收购扩建工作，经得起多个不同机

构的背调证明对行业未来发展的认

可。

同时疫情导致养老院运营成本

的增加，包括护理人员激增，加班

时 长 ， 额 外 的 清 洁 要 求 ， 和 购 置

PPE 装置等支出。一些养老院需要

减少入住率，为保证单人病房隔离

， 政 府 为 此 出 台 了 临 时 援 助 计 划

（DOH），增加对养老院经营者的

财务支持，有效期延至 2021 年 6 月

。

例如都柏林科克地区，这里养

老院收费标准对持有者有很大的利

润空间（不管是 ntpf 基金补贴还是

国家的 nhss 计划付钱）所以这个市

场持续会有资本流入，并且多方资

金流入保证了市场的活跃性，退出

时候如果考虑转卖是非常灵活的。

三、私募基金和投资者对养老

院行业的持续兴趣会使 2021 年成为

又一个频繁交易财年。

如何移民爱尔兰？

目前移民爱尔兰有两种途径：

100 万欧投资移民和 40 万欧捐赠。

其中 100 万欧投资移民获批后保持 3

年投资状态。如需申请爱尔兰护照

，需满足居住 5 年，并满足其他的

一些简单要求，例如需购买医疗保

险、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持生活等

即可入籍，就可以同时拿到欧盟、

英国、美国 3 个高含金量身份，资

金、时间的投入也少，可行性和性

价比非常高。

· 爱尔兰 100 万欧投资移民申请

条件：

1、主申请人年满 18岁；

2、拥有 100 万欧元以上投资资

金；

3、家庭资产达到 200 万欧元；

4、获批后 1个月内完成投资；

5、投资保持至少 3年；

6、全球无犯罪记录；

7、 全 家 移 民 (18 岁 以 下 、 或

18-24 岁未婚，经济未独立子女可跟

随）。

· 爱尔兰 40 万欧捐赠移民申请

条件：

1、申请人年满 18岁

2、家庭净资产达到 200 万欧元

，其中，含 40 万欧元可变现投资的

资产

3、一次性投资于爱尔兰艺术、

体育、健康、文化、教育领域的社

会福利机构

注：按照爱尔兰移民法规，标

准单人名额捐赠项目，捐赠申请门

槛为 50 万欧，对于 4 人及以上名额

的捐赠项目，捐赠金额要求仅为 40

万欧。

· 项目优势：

1、批复时间快: 从准备文件到

获批 6个月左右的时间；

2、投资者先获得移民局原则性

批复, 再投资, 身份获得有保证；

3、通过率高: 移民帮爱尔兰投

资移民申请目前保持 100%获批；

4、无语言要求/无面试/无体检/

无移民监；

5、客户获得 Stamp4 居留许可之

后，只需要每个自然年登陆爱尔兰

一次(每年居住一天), 便可满足维持

身份的居住要求；

6、配偶以及 18 岁以下的子女无

条件随同申请, 18-24 岁经济未独立

子女也可随同申请；

7、Stamp4 允许持有者在爱尔兰

境内生活、工作、学习；随同申请

的子女可以免费在公立学校接受教

育(小学到高中阶段)。

爱尔兰当地的养老院市场前景，真的一片光明吗？

9 月24 日，被扣押在加拿大溫
哥華幾達3 年的 中國華為副董事長
孟晚舟，終於與美國政府達成暫緩
起訴協議，美國法院即時中止其引
渡聆訊，她即時獲釋回國。她晚間
馬上乘坐臨時安排的中國國航包機
飛回中國。而在孟晚舟返華之際，
被中國監禁的兩個加拿大人康明凱
和斯帕弗也在返加途中。至此，經
過近3年的加中美多國的政治角力
的事件，終於皆大歡喜，畫上句點
。

今次在加拿大卑詩省最高法院
做出中止引渡聆訊裁決前，孟晚舟
已與美國檢方達成暫緩起訴協議，
避免詐欺重罪指控。是以 49 歲的
孟晚舟於翌日下午4時29分，安然
乘坐臨時安排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波音777包機，飛離溫哥華國際機
場，飛回中國深圳。

美國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的
法官 24 日下午批准了暫緩起訴協
議，並簽署了讓孟晚舟以個人名義
擔保而不必繳納保釋金的具結保釋
令。這意味著美國政府針對孟晚舟
的欺詐案，實際上已經結束。孟晚

舟在加拿大透過視頻出席了庭訊，
並對她的指控表示不認罪。

美國助理檢察官大衛．凱斯勒
（David Kessler）在聽證上對法官
說，美國聯邦檢察官與孟晚舟達成
了一份暫緩起訴協議。如果孟晚舟
滿足某些條件，美國政府將在2022
年12月1日，即暫緩期結束時撤銷
對她的指控。如果她未能履行這項
協議的規定，那麼她將受到起訴。
孟晚舟在聽證上通過翻譯表示，就
她所知，有關這個案件的事實陳述
是真實的。她還同意她不會說或暗
示暫緩起訴協議是 「非自願的、不
知情的或受脅迫的」，如果這樣做
就違反了暫緩起訴協議的規定。

根據這份協議，檢方建議讓孟
晚舟具結保釋，並將這個協議知會
加拿大司法當局。

儘管孟晚舟在聽證上對她的銀
行欺詐指控表示不認罪，但她對檢
方有關此案的事實陳述不提出異議
，表明她承認在華為與伊朗的業務
往來時，誤導了國際金融機構滙豐
銀行，而美國司法部在聽證結束後
發表的一份聲明中，也特別強調了

這一點。
美國紐約東區聯邦法院代理美

國 檢 察 官 妮 可 ． 博 克 曼 (Nicole
Boeckmann)說，通過簽署暫緩起訴
協議，孟晚舟對她在實施一項欺詐
國際金融機構的計劃中所扮演的主
要角色，需要負上責任。

數小時後，孟晚舟在溫哥華出
庭，代表政府的律師申請中止引渡
孟晚舟到美國的聆訊，得到卑詩最
高 法 院 副 首 席 大 法 官 霍 姆 斯
（Heather Holmes）接納，正式中
止引渡聆訊，並取消孟晚舟的保釋
條件。孟晚舟即時獲釋和可以自由
離境。

周五的聆訊歷時不夠 15 分鐘
，霍姆斯在整個聆訊中表示： 「你
一直都很合作和有禮貌，法庭對此
表示讚賞和感謝。」

孟晚舟在法官下令後情緒激動
，並且擁抱律師致謝。在法庭外，
孟晚舟在她的法律團隊的陪同下讀
出準備好的感言，感謝霍姆斯在訴
訟過程中的公平，也感謝法院的專
業精神和加拿大政府維護法治，同
時感謝加拿大人民和媒體朋友的包

容。加國聯邦司法部周五證實孟晚
舟可以自由離開加國。

孟晚舟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
女兒，2018年12月1日在溫哥華機
場被加拿大依據美國司法部要求逮
捕，交付保釋金後，在位於溫哥華
的豪宅中接受監視居住。有關引渡
案的加拿大司法聽證8月結束，原
定在10月21日作出裁決。

孟晚舟被捕事件引發一場中加
外交風暴，中國以涉嫌 「刺探情報
」為由，強行拘留了加拿大前外交
官康明凱和商人斯帕弗。孟晚舟獲
釋後，總理杜魯多即表示，兩名遭
中方關押的加拿大人，也將於9 月
25日上午返國。

在麥吉爾大學教授中國法律的
柏 格 德 謝 培 （Jerome Beau-
grand-Champagne）表示，這筆交
易無疑得到了北京當局的批准。如
果中國共產黨不同意，這項延後起
訴協議就不會被接受，因為該協議
對中國與加拿大和美國的關係均有
一定的影響。

((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快刀斬亂麻快刀斬亂麻 孟晚舟終於獲釋孟晚舟終於獲釋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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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至今，納豆坦言騎上金馬之後、

以為戲約會接不完：「事實上不是。可能

疫情的關係，到目前為止我只拍了一部劇

情長片、一個短片，還有一齣延擋到明年

的電視劇。」其中會有一部和《同學麥娜

絲》完全不一樣的作品，是納豆沒有想像

過的劇型嘗試。

聊起演戲這件事，納豆感嘆：「年輕

時覺得要把角色帶回家、才算是有演好戲

。例如演殺人犯、那平時可能會隨時隨地

都想欺負人、殺人，這種走火入魔的程度

。我只是舉例。演員們會老生常談那一句

『戲結束之後，角色有一部分留在我身體

裡面』，我覺得這確實是有可能的。年紀

大了以後，現在我會跳脫，會去看一個角

色看事情的方法和方向，有沒有是我沒想

過的部分？」

如今身心狀態已然不同，納豆很清楚

自己現在要的是什麼：「現在長大了。我

現在會這樣去感受到另一個人的存在，當

然演戲就會希望是被上身、或者是附身到

另一個角色狀態，但演員會希望是跟角色

分開的。」但難免也有情緒重場戲、演完

無法收拾的時候：「當然一個哭戲喊cut

之後我還是會繼續哭，因為那項濃痰一樣

、無法一口氣完全吐掉。但可能到上車以

後、我還是可以跟朋友打屁哈啦，我覺得

這樣或許比較健康。」

所謂健康的演員，納豆認為就是當一

部戲演員演完殺不需要做角色扮演時，就

應該還是可以回家當一個孝順的小孩：

「一部戲可能要拍一個月，在那之前好不

容易找到的角色狀態當然不能不見，但就

要盡量讓他潛伏在日常生活中就好，要不

然無形中可能會傷害到身邊重要的人。沒

有必要這樣。盡量跟角色保持（彈性的）

關係，最好就是隔天要拍戲時，角色可以

像貞子一樣爬出來。我覺得演員可以演到

這樣很厲害。」但納豆會稱讚一個演員連

下戲以後都是角色的這樣子的「入魔」壯

代，但他現在追求的是「要讓角色出來他

就出來的境界」。

提到《同學麥娜絲》，公認納豆的得

獎場在於他離開女神接客處時，邊走邊哭

的那場戲。納豆更提到那份男生對心中女

神的不敢碰觸是一種常有的現象：「對男

生來說都會有這樣子的人存在。你跟沒那

麼喜歡的人可以亂講話，但對很喜歡的人

就是什麼都不敢做。我小學有喜歡一個女

生，喜歡到覺得連靠近都會玷污她。其實

小學生怎麼會髒？但是覺得靠近會污衊她

的神聖性。我就是把那份感覺做出來。」

納豆說好姐妹安心亞也曾經見證過他對喜

歡的人不知所措的樣子：「有一次我打電

話給喜歡的女生，一隻手在車上摸來摸去

，汗還從手上滴下來！安心亞笑我說一個

男生這樣「好像笨蛋好可愛」。但其實對

方也看不到。」

眾所周知的是，《同學麥娜絲》導演

黃信堯也是片中一角，常在攝影機後面聽

鄭人碩講話，直到最後受不了、才衝出攝

影機外頭。納豆補充其實拍戲時也有多場

其他兄弟和攝影機（阿堯導演）互動的戲

，不只是最後留下的定剪版只有碩哥能跟

攝影機聊天而已：「在我沒有和女神發生

關係後，有一場兄弟們大家彼此坦承都有

去我女神家消費過的戲，每個人都承認了

，包括攝影機也點頭了！」只是這場別出

心裁的戲，最後保留沒有用上，但也因此

讓結局時阿堯導演的暴衝有了更大的劇情

張力。

台北電影獎即將於 10/9（六）舉辦頒

獎典禮，納豆將與一同入圍到最佳男配角

項目的劉冠廷（《同學麥娜絲》）、金玄

彬（《無聲》）、劉冠廷（《詭扯》）和

鄭志偉（《親愛的殺手》）一同競獎。

納豆演出魯蛇靈魂騎上金馬
多棲藝人納豆在去年憑《同學麥娜絲》獲得金馬獎最佳男配

角獎以後，如今以同部電影作品入圍到台北電影獎，企圖心依然
旺盛，面對到以同片入圍的片中兄弟劉冠廷，納豆認為劉冠廷已
經入圍過金馬獎最佳男主角了，希望冠廷可以把北影獎座讓給他
！

提起像是義父一樣存在的鍾孟宏，納豆說得到金馬獎以後有
被開釋： 「他有一次問我， 『你知道你為什麼那麼晚拿金馬獎？
因為你心思被分散了！』 」 但納豆也俏皮發表內心話： 「我以為
我算早（40歲之前拿到金馬獎）了！」 納豆更大的困擾來自於
有看過網友說他 「不論怎麼演，都是演魯蛇」 這件事。作為一魯
蛇專業戶，納豆說： 「我本來一開始有點難過，其實只是沒人找
我去演其他類型的角色。但是我確實沒有其他角色能被看到。但
現在我會覺得至少我已經做到一個專業戶，至少有把魯蛇靈魂演
出來。我可以期待接下來，把自己擴充到兩個專業戶。今天一個
演員在一個地方展現出表演成果了，那就表示他是會演戲的，那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演員放到其他的位置試試看呢？」 納豆有著滿
滿想要嘗試自己更多表演可能性的企圖心。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辦理2021遇見南

國紀實影展-南部七縣市巡迴自9月起開跑

囉！總計27部精選影片、6場線上影展及

13場現場播映，現場播映還有映後座談，

讓觀眾有近距離與導演對談的機會。場場

免費觀賞，嘉義場次將於10月1日(週五)

展開，歡迎大家一起感受紀實影展獨特的

影像魅力！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黃瓊瑩館長表示

，為了讓更多地方議題被喚起及討論，巡

迴影展放映地點擴及山、海及市區，並精

心挑選與在地生活議題扣合的影片，希望

透過居民的參與，凝聚社區共識、一起規

劃社區願景。

2021年「遇見南國紀實影展」分為地

方巡迴及線上影展。除了影片播放，每場

皆有精彩映後座談活動，由策展人、多部

紀錄片導演、媒體人與現場觀眾面對面分

享交流。10月1日(週五)至10月3日(週日)

，連續3天將於嘉義文創園區勇氣書房辦

理中型影展，包含3場影片播映及2場主題

論壇。影片包含：《金興方舟》及《書店

學》(10月1日週五19:00)、《再會啦白宮

》(10月2日週六19:00)、《迷航》(10月3

日週日17:30)等5部紀錄片。邀請策展人管

中祥及奚浩、導演李建成、導演蔡順仁、

媒體人李志德、仁偉書局負責人羅宜芬等

人於映後和民眾暢談駐臺北的美國海軍第

二醫學研究所的歷史淵源、老書局嬗遞、

土地抗爭等議題。2場主題論壇(10月2日

15:00及10月3日14:00)由策展人管中祥主

持，將聚焦「公民影像」及「嘉義新生代

文化工作」等議題與參與民眾分享探討。

其中導演蔡順仁2021年最新作品《金

興方舟》更為第一次首映，蔡順仁超過10

年投入雲嘉一帶社區，陪伴居民拍攝與思

考在地故事。在一次偶然機會下，接觸嘉

義民雄金興社區；金興位於民雄市郊，俗

稱「金世界」，複雜而多元的人口組為該

社區一大特色。然而，「金世界」在嘉義

人心中最大的印象，卻是來自於它的另一

個外號—「水世界」。金興舊名「湖來」

，原為溪埔地，地勢低窪，每逢豪雨常淹

水，這塊土地的故事便一直浸染著水患的

色彩。導演蔡順仁以影像娓娓道來社區故

事，也因此產生這部可貴的社區紀錄片，

誠摯邀請大家一起來觀影，細細體會在地

大小事。

「2021遇見南國紀實影展」自9月3

日起至10月31日止，包含地方巡迴及線

上影展，完整播映場次表請查詢主題網站

southern.tncsec.gov.tw。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遇見南國紀實影展」
10月嘉義巡迴影展 《金興方舟》精彩首映！

動物系個性派愛情電影《鱷魚》，由金

馬新人柯震東、金馬影后李心潔、金馬影帝

李康生主演，千萬票房導演陳大璞執導。李

康生在《鱷魚》裡首度挑戰演出壞人，還和

柯震東一起獻出首次的「螢幕鼻吻」，在拍

攝時兩人激烈拉扯並相互攻擊，卻因咬鼻子

橋段像極了接吻而笑場，下戲後李康生鼻子

還真的被柯震東咬出齒痕，柯震東回憶拍攝

過程：「其實蠻戰戰兢兢的，但能咬到影帝

的鼻子真是個『里程碑』啊！」。今天李康

生與柯震東、陳大璞導演也出席媒體聯訪，

大聊合作拍攝時的趣味過程。

李康生的殺青戲，被他自己戲稱為

「鼻子的螢幕初吻」，同時也是和柯震東

展現最大衝突的演出，對立的兩人在情緒

一觸即發下，由柯震東展開攻擊，奮力撲

向李康生後更直接咬住他的鼻子，這場戲

也讓柯震東印象深刻：「這是我第一次要

咬別人鼻子，在畫面上其實很像接吻，所

以要保有足夠情緒張力與對立感，我跟康

哥當時試了蠻多次，前面幾次其實我們都

有笑場，真的太尷尬了，還好後面漸入佳

境。」原本有設計讓柯震東戴著牙套演出

，好保護李康生的鼻子，但因為拍攝時牙

套都會鬆脫，影響演出的情況下才改成真

咬，他笑說：「有在康哥的鼻子上留下一

些齒痕，能夠咬金馬影帝的鼻子，算是人

生的一個里程碑吧！」。

李康生無奈笑說，演這場戲前還特別

提醒柯震東要漱口和刷牙：「沒想到柯震

東一來片場，就跟我說他吃了蒜泥白肉…

」，拍攝接近尾聲時，李康生更驚訝發現

自己和柯震東是同一所高中畢業，只是畢

業時間相隔甚遠，意外相認也成為殺青的

趣談。對於能跟影帝級的前輩合作愉快，

柯震東開心說：「康哥節奏很酷，每一次

拍攝都會有不一樣的丟接球狀態，所以要

很專注在他的每次狀態的細微變化。」，

同樣也是首度與李康生合作的李心潔，也

有同感：「我很欣賞康哥，也看了他好多

電影，雖說這次在《鱷魚》只有合作一場

戲，但他有一種很特殊的節奏，可以產生

很特別的幽默感與節奏感，一種深藏不露

的感覺，真的很有趣。」

演藝經歷豐富的李康生，近年來跳脫

以往藝術片演出，積極拓展戲路，嘗試演

繹出更多類型的角色，這次在《鱷魚》裡

飾演議員服務處的劉主任，看似專門為地

方喬事情為民服務，私下卻有更多的秘辛

，角色厚度十足。李康生對於角色背景設

定上，有一番見解：「他是一個黑道背景

的大哥，漂白之後就來做議員辦公室主任

喬事情，因為我的造型幾乎都是穿西裝，

造型師還特地設計讓我戴眼鏡，是我在其

他作品裡幾乎沒有過的造型。」，他對這

「道貌岸然」的裝扮很滿意，同時也覺得

跟以往有落差，相當有新鮮感。另外在細

節表現上，李康生也有一些小巧思：「因

為我在戲裡都是笑臉迎人，在辦公室的時

候偏文戲，所以在眼神或者是較小的肢體

動作，特別設計一些抽煙或吃花生的行為

，盡量讓動作多一點，才會比較生動。」

《鱷魚》由滿滿額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鹿路電影有限公司出品及製作。台灣大

哥大myVideo、中環國際娛樂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真

好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台興化學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崴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人聯合出品，《鱷魚》10月8日全

台上映，台北双喜電影發行。

《鱷魚》柯震東男女通吃 竟對影帝李康生激情 「鼻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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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座城市的一般方式，不是翻阅书籍和

旅游杂志，就是实地去走走。

但在云浮，你还能享受第三种——以上帝视

角，从高空上一跃而下，穿越云层，让城市的全

貌逐渐展现在你眼前。

2015年。鹰飞跳伞广东罗定基地成立，是中

国最早的全年跳伞基地之一。这里主营USPA

（UNITED STATES PARACHUTE ASSOCIATION

，美国降落伞协会）跳伞A证培训课程，同时也

有面向跳伞爱好者的体验项目。天气和空域允许

的情况下，这里每天的跳伞架次至少有8个，单

架次跳伞人数13-15人，也就是说，云浮至少被人

从上空欣赏了100多次。

从云端上俯瞰这座名为“云浮”的云端之城

，听起来就格外浪漫。

这些“上帝观景台”的游客，会看到一个怎

样的云浮呢？

云雾之下，首先映入眼帘的可能是粤西大地

的“龙图腾”——北东—南西走向的云雾山脉。

云雾山脉长175千米，有80多座千米以上高

山，山顶常有云雾笼罩。随着高度下降，可见它

的支脉云开大山中，有三列大山天露山、云雾山

、同乐山，挟持两列同向谷地，自西北往东南方

向延伸，高度逐渐下降，如同三道中原向南展开

的翠绿门户。三山围护的中部，正是云浮的所在

地。

山是城市的原点。目前广东省内发现年代最

早的古人类遗址正在云浮郁南磨刀山中。磨刀山

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发现，被列为2014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意味着，在60万年至

80万年前当地就已有人迹。

优厚的自然环境，吸引古人类在此栖居。高

山屏障，既是云浮的天然防御工事，又是云浮气

候的重要调节器。这里是国内唯一树种郁南黄杞

的故乡，栖息着二类保护动物穿山甲、二类保护

植物桫椤，埋藏着珍稀、巨大药材，是巨大的天

然种植库。在人类只能靠采集生存的时期，大山

就是无私的馈赠者。

进入农耕社会后，云浮暖湿的气候、充足的

水源、适宜耕作的低洼地成为聚集人气的保障。

春秋战国时代当地人就开始种植稻米。山地、丘

陵富含有机土，最适宜种植亚热带水果。清代编

撰的《明史》中就有记载：“新兴橙，四会柑，

他邑远不能逮。”除了香甜的橙和柑，

还有清代贡品新兴香荔，以及如今声名

显赫的郁南无核黄皮。南越国王赵佗初

到此地时，也不禁被山中的清静、丰饶

吸引，结庐而居，何况民间百姓呢？

当下降至与山巅持平的高度，往下细看

，就会看见掌握城市脉搏的水路。

水源出于山，靠山面海之地必有丰富水源。

云浮境内有三大水系：西江干流水系、粤西水系

和珠江三角洲水系。除了西江干流外，集雨面积

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有30条，贯通全城

。其中的罗定江和新兴江，集雨面积超过1000平

方公里，是境内两条“主动脉”。

罗定江古称南江，主源于信宜鸡笼山顶，上

游支流罗镜河与太平河之间，有马埒口峡谷，就

像一扇窄门，形成激流，壮美无比。下游在郁南

南江口汇入西江，江口有长2.5公里湾口，可供船

舶停靠。

新兴江出自阳春春湾竹山顶，长流145千米

，在高要南岸注入西江，流程内森林密布，水量

充沛，是天赐的水利。

水不仅是生命之源，还是对外交流的窗口。

当历史行至唐代，商业逐渐将世界相连。这片山

中宝地以“云浮郡”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长

期担任中原-楚地、中原-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

南江边上，船夫克服险滩，每日穿行运输货

物。船上载来欧洲、亚洲地区的珠宝、香料和异

域药材，带来至今受南江人喜爱的番邦歌舞，又

大量运走丝绸、瓷器和茶叶。

贸易往来改变了生活，商业财富引来了更多

住民，渐渐孕育出实力宏厚的商家大户。至明清

，大族聚居，渐成村落。郁南大湾镇五星村便是

一条商户之村。如今村里留下了可观的商户李氏

大屋群，规模大、施工精，有精彩的灰塑、镬耳

附件，足显豪奢气派。

与外界的往来还引来了来自不同文化的新住

民。明中晚期，云浮曾迁入大量粤地原住民百越

族人，他们带来了广府与客家文化，并在郁南连

滩镇西坝村一带杂居，留下具有土客交融风格的

古建筑群。村中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光二大屋。

集防火、防盗、防洪功能于一身，是国内罕见的

大围屋建筑精品。今天我们尚能通过这些建筑，

感受土客文化相遇时的热闹。

与地面的距离继续拉近，这时，除了地表的

水路，位于云浮东北部的大断裂，会突然闯入你

的视线。

它是北东向的吴川—四会深大断裂，是地层发

育上的一条重要成矿带，有丰富的非金属矿藏。

在大工业时代到来之前，它默默无闻，谁能

想到，它会托起一座城市近现代工业的基础。

首先被人发现的，是云浮的石料矿产。大理

岩（云石）、石灰岩、白云岩、花岗岩（麻石

）……琳琅满目，还有石英石、砂岩等，共10多

种，遍布全市。

云浮最著名的石材，是被称为云石的大理岩

，是广东四大名石之一。经过加工打磨后，看上

去宛如一幅中国山水画，是真正的自然的鬼斧神

工。

有人爱转瞬间的体验，也有人喜欢更注重细

节体验的探索。同为极限运动，徒步越野似乎是

更多人钟爱的选择。

徒步越野，更正式的名字是越野行走，被引

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却在短时间内征服了许多

国人。如今，越野行走的主力军——驴友数量众

多，驴友群体所标榜的价值观，如体验式旅游、

低碳出行、重视精神体验等，已经为大众所接受

。但说到其中最基本和核心的理念，也是这项运

动能保持强大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应该是它强调

走向户外，与自然野性近距离接触，翻山越岭，

探索未知领域。这对文明社会的住民有着极大的

吸引力。

而在城市密集的广东，谈到值得征服的野性

领域，可能带来无限发现的徒步路线，资深的驴

友一定会想到云浮这几条线路。

在徒步新手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广东香格

里拉”八排山的短期穿越路线。八排山位于云浮

罗定船步镇，海拔1080.5米，到现在都没有开发

为景区，保留了原始的自然景观。徒步者可以沿

着八排山二级电站—机耕路—山路—水坝—松树

林—草原路线登山，大约2.5小时，就能到达山顶

。山路是石子路，遇上干泥沙还容易滑倒，对新

手来说是场考验。但是八排山的山顶，有着非常

吸引人的奖赏——被称为“天堂顶”的天然大花

园。这是一片让人豁然开朗的大草原，春季时绿

草如茵，遍开杜鹃。有当地农民放养的黄牛点缀

其间，构成恬静的田园景象。秋季时芒草满甸，

也别有一番萧索滋味。最早发现这片草原的驴友

是什么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条线路风靡广

东驴友圈十多年，几乎每个新手必刷，对驴友们

来说，这一定是不容错过的洗礼吧。

有一定徒步经验的驴友，习惯了崎岖的山路

，不需要一直关注着脚下的地面。此时，他们就

更有余裕，选择登山的时间，偶尔抬头仰望，寻

找天幕上的美景。也许罗定龙湾镇这条中长途路

线，正是一位追寻广东最美星空的徒步者发现的

。这条线路途经云盖山（又名风车山）-鸭兜山-

石角，海拔都在900—1100米左右。一般徒步者

在白天攀登，知道在云盖山上见白云缭绕、风车

成列；在鸭兜山上看优美的山势和盆地；在石角

感受废弃的石屋记录着曾有的人迹，享受小溪明

净、绿草如茵的恬静。但对于喜爱“追星”的夜

间徒步者，风车山还藏有另一种奖赏。晴天的夜

晚，肉眼可见银河闪烁，繁星映衬着风车的剪影

，被尽收眼底。对城市人已成奢侈的夜空繁星，

居然只需抬头即可遇见，也只有山中的夜空能赐

予我们这样的惊喜。

当然，提到去云浮徒步，资深驴友可能更多

会想到天露山-水源山2天穿越路线。天露山海拔

1250米，水源山海拔1137米，两山之间是连绵起

伏的山头，芳草披山，沿途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丛。每年清明时节，就会化身花海。这条路线全

程20公里，曾在2008年成为大型户外活动社区网

站的徒步穿越活动路线，因而为驴友熟知，直到

现在是不是还有驴友组队“刷”这条经典线路？

徒步越野伴随着风险。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会被前方的

美景吸引，坚持前行。

山野和行走带给人的快乐，只有亲身体验，

才能领会。

喜欢徒步越野的人，爱上的正是这种亲临现

场、不断探索然后有所发现的感觉。不过，徒步

探索不一定只是种瞬间体验，它也会产生许多副

产品，可能会经过时间沉淀，与生活融为一体。

深得自然护佑的云浮人，就是一个好例子：

在漫长的时光中，将“登山”和“探险”作为一

种本能沉淀下来，换了一种形式与云浮人的生活

融为一体。在云浮人身上，就有着古代“驴友们

”的印记。

山野自古就是民间采药师的领地。进山采药

，是云浮人的生活方式。走在云浮街头，随处可

见生草药铺子、地摊。它们的主人，通常也是大

山中的采药人。其中佼佼者，会被尊称为“药王

”。他们懂得养山，采集时不去伤害药材的根源

；也懂得养生，利用草药配合食疗。草药香，自

古以来就是云浮人生活里的烟火气味。

云浮人除了采药，还采石。民间的采石人不

只是大量采原料石材的匠人，还可能是追逐奇石

、美石的鉴石家，长期在户外攀山涉水，只为发

现云石这样的独特的美。有时候，他们还会成为

地理发现者。

云浮，一颗镶嵌在粤西山脉间的宝石，最后

一块中国大陆向南入海前的高地。和它的别名

“石城”一样，外表质朴，内在精彩。它的内外

反差和鲜为人知，就是新鲜感的源泉。如果说广

深是聚光灯下的明星，云浮可能就是纯朴、带着

原生态气息的田野男孩。

它可能是广东最后一座能给你新鲜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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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贸
易
时
代
的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珠
江
流
域
西
江
段
重
要
古
商
埠
；
从
工
业
化
浪
潮
中
的

石
城
，
到
如
今
的
极
限
运
动
胜
地
；
无
论
是
拥
抱
文
明
，
还
是
回
归
自
然
，
它
始
终
游
刃
有
余
。

它
就
是
云
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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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小說中的悲劇美國小說中的悲劇、、疏誰疏誰、、叛逆及浪漫—叛逆及浪漫— 佛克納佛克納、、海明威海明威、、史坦貝克史坦貝克
夏祖焯夏祖焯（（夏烈夏烈））教授主講教授主講 「「文學之美文學之美，，在於其悲劇性在於其悲劇性、、浪漫性及叛逆性浪漫性及叛逆性」」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夏祖焯教授介紹美國小說家佛克納夏祖焯教授介紹美國小說家佛克納、、海明威海明威、、史坦貝克作品史坦貝克作品。。

Ivy KuanIvy Kuan 關小姐提問關小姐提問。。 介紹德萊賽電影介紹德萊賽電影：： 「「郎心如鐵郎心如鐵」」 。。

海明威作品搬上銀幕海明威作品搬上銀幕。。

海明威作品電影海明威作品電影：： 「「戰地春夢戰地春夢」」 。。

海明威作品電影海明威作品電影：： 「「老人與海老人與海」」 。。

介紹作家史坦貝克個人背景介紹作家史坦貝克個人背景。。

史坦貝克及其作品～電影史坦貝克及其作品～電影 「「天倫夢覺天倫夢覺 」」 。。

由由 「「小紅馬小紅馬」」 小說拍攝成的電影小說拍攝成的電影。。

孟子學院孟子學院：：完整高質量的數學完整高質量的數學、、
理科理科（（STEMSTEM））課程體系課程體系

孟子學院 2021 秋季
學期的課程正在或即將
陸續開始了！孟子學院
的核心課程集中在數學
、科學（STEM）與 AP
中文三方面，這三大板
塊的課程有各自完整配
套的體系。

具體來說，孟子學院的三大板塊、60門課
程包括：

1）3-12年級所有的基礎數學課程：包括小
學的新加坡數學、初中的Pre-Algebra、Intro-
ductory Algebra，Algebra 1，高中的Geometry、
Algebra 2、Pre-Calculus

2）小學、初中與高中競賽數學課程：奧數
、 Math Kangaroo、 MathCounts、 AMC 8、
AMC10、AMC 12.

3）SAT/ACT的數學、科學和英語備考課程
4）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課程
5）數學、物理、化學、歷史等各種AP課

程
6）Pre-AP與AP中文課程
另外，孟子學院還為初中生們（6-8年級）

提供英文閱讀、寫作與趣味天文學等新課。
孟子學院師資力量強大，現擁有14位專業

教師，其中50%擁有博士學位。
感興趣的家長請上網註冊，網址（點擊文

末“閱讀原文”或Read More直接進入）：
DrMengAcademy.com

需要課程咨詢的家長請直接聯系孟博士：
電話864-906-6021. 微信ID: WGeorgeMeng
師資介紹

孟子學院簡介
孟維鋼，孟子學院創始

人, 是弗吉尼亞大學材料科學
博士、印第安納大學工商管
理碩士。孟博士一貫熱心公
益活動，曾任美國材料科學
協會Indianapolis分會主席、
GE 亞裔協會主席、華夏中文
學校董事、美國中西部華商
會董事、辛辛那提亞太聯盟
顧問、中文學校校報主編、
Greenville SC每年度乒乓球和
羽毛球慈善比賽 Founder &
Director、 GE 網 球 聯 盟
Founder & Director 等誌願者
職務。孟博士的大女兒畢業
於普林斯頓大學。

自 2010 年起， 孟博士在南卡羅來納州、俄
亥俄州與麻州教授小學、初中和高中各個年級
數學，並且義務組織學生參加Math Kangaroo、
Math League、MathCounts等數學競賽。孟博士
的學生參加MathCounts和Math Kangaroo等數
學賽事，在地區、州和國家級的數學比賽上屢
屢獲獎，包括全國冠軍。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
後，孟博士在 Cincinnati, Ohio 創辦孟子學院
（Dr. Meng Academy ）, 把他的數學教育以網課
的形式推向全美。

孟子學院現擁有誌同道合的 10 名創業員工
，14位專業的教師（50%擁有博士學位）。孟子
學院的60門核心課程集中在數學、科學（STEM
）與AP中文三方面，這三大板塊的課程有各自
完整配套的體系。

孟子學院的使
命：不讓每個學生
落後，發掘出每個
學生的內在潛力，
為他們提供高質量
的 數 學 、 科 學
（STEM）與其他課
外教育，為他們繼
續深造打下堅實的
基礎。為了實現我
們的理想，孟子學
院所有的課程都允
許學生免費試課，
直到他們找到最適
合自己的課程。孟子學院給學生每周提供免費
的輔導，孟老師也身體力行。對於經濟困難的
家庭，孟子學院可以全免、半免學費（5個學生
曾經獲得）。孟子學院還給優秀的高中生提供
誌願者或帶薪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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