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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crossed 30 million coronavirus cases on Wednesda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as states ac-
celerate the vaccination process by lowering age limits.

Health authorities are racing to vaccinate in the face of the first uptick in new cases on a weekly basis since January. Against 
the advice of health experts, several states have lifted mask mandates and more infectious variants have also spread across the 
nation.

Although cases are trending higher in 30 out of 50 stat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week, health officials hope the vacci- na-
tions will prevent a rise in death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st a total of 544,000 lives to the virus. (Graphic: tmsnrt.rs/2W-
TOZDR)
New York on Monday joined Florida and a handful of other states that have made vaccines available to people who are at least 
50 years old.

In the past two weeks, many states including Alaska, Arizona and Texas have lowered down their eligibility age for corona- virus 
vaccines.

Arizona lowered the eligibility age to 16 at state-run vaccination sites in three populous southern counties, effective Wednes- day. 
Three other counties already have eligibility at 16, but most are at 55.

ADVERTISEMENT

Earlier this month, Alaska became the first U.S. state to make vaccine available to everyone 16 and older and currently has one 
of the highest vaccination rates in the country, with 31.5% of its residents having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early one-fourth of Americans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while about 13% of the population is fully vacc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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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Election 
officials in conservative and liber-
al parts of Georgia say a new law 
allowing a Republican-controlled 
state agency to take over local voting 
operations could make the process too 
partisan.

FILE PHOTO: Kimberly Latrice 
Jones speaks during a gathering 
outside of the Georgia State Capitol 
to protest HB 531, which would place 
tougher restrictions on voting in Geor-
gia, in Atlanta, Georgia, U.S. March 4, 
2021. REUTERS/Dustin Chambers//
File Photo
Voting rights advocates have also 
warned that the provision, part of 
sweeping voting restrictions signed 
into law last week by Governor Brian 
Kemp, targets Democratic bastions 
such as Atlanta’s Fulton County that 
helped deliver the party control of the 
White House and Congress in recent 
elections.

The new law has mostly gained at-
tention for its measures to strengthen 
absentee ballot identification require-
ments, curtail ballot drop box use and 
penalize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offer food and water to voters in line.

Months after former Republican Pres-
ident Donald Trump falsely claimed 
voter fraud in the 2020 elections, 
Republican backers say Georgia’s 
law is needed to restore confidence in 
election integrity. Civil rights groups 
have filed three lawsuits asserting the 
law illegally restricts voting rights, 
particularly for minority voters.

The legislation authorizes the Repub-
lican-majority legislature to appoint 
the state election board’s majority 
while demoting the elected secretary 
of state, Georgia’s top election offi-
cial, to a non-voting position.

It also allows the state board to 
remove local supervisors it deems der-
elict and replace them with individuals 
of its choosing.

That power has alarmed Democrats 
and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 in light 
of Trump’s unprecedented pressure 
campaign to overturn the results in 
key Democratic counties.

But even some election officials from 
Republican-leaning counties said they 

opposed allowing the state board 
to take over local elections, a 
Reuters survey of the state’s 159 
counties found.

‘DANGEROUS PATH’

Of the 55 that responded, officials 
in 11 counties of varying sizes 
and political leanings - Bartow, 
Macon-Bibb, Cobb, DeKalb, 
Floyd, Heard, Jones, Murray, 
Paulding, Quitman and Tattnall 
- said the law gave the state 
too much control over election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ally, 
locally appointed nonpartisan 
or bipartisan boards and judges 
oversee issues such as voter eligi-
bility, polling place locations and 
vote certification.

“If we don’t rely on and hire 
smart people with institution-
al knowledge, and the process 
becomes politicized, then we go 
down a very dangerous path,” 
said Baoky Vu, a Republican 
on the DeKalb County elections 
board.

Election officials in 12 other 
counties did not express concerns 
with the law, while 32 officials 
declined to comment.

Georgia is among several battle-
ground states, including Florida and 
Arizona, where Republican lawmak-
ers have pushed new voting restric-
tions they say will curb voting fraud, 
despite research showing such in-
stances are r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Voting rights advocates say some 
efforts are intended to punish election 
officials who, like Georgia Secretary 
of State Brad Raffensperger, a Re-
publican, rebuffed Trump’s demand 
to change the election outcome.

Asked for comment, Kemp’s spokes-
woman pointed to a Fox News 
column the Republican governor 
published on Wednesday, arguing 
that the law “makes it easy to vote 
by expanding access to the polls and 
harder to cheat.”

The bill’s main Republican sponsors 
in the legislature did no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The law underscores how deeply 
Trump’s fraud assertions have pene-
trated his party. A Reuters/Ipsos poll 
in February found 62% of Repub-
licans were “very concerned” that 
elections were tainted by ineligible 
voters.

‘FRANKLY SCARY’

Some election officials said that far from improv-
ing trust in elections, the law could diminish local 
oversight.
Joseph Kirk, the elections supervisor in Bartow 
County, which Trump won by 50 percentage points 
in 2020, said he found it “frankly scary” the state 
would replace a bipartisan local board with a polit-
ical appointee.

“You’re basically allowing the general assembly 
to appoint people who may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running elections,” said Deidre Holden, the 
elections supervisor in heavily Republican Pauld-
ing County.
But in rural Lowndes County, elections supervi-
sor Deb Cox told Reuters the new measure would 
improve upon the current oversight procedures for 
election mismanagement.

Aklima Khondoker, Georgia state director of All 
Voting is Local, a voting rights group, said she has 
heard from election officials that some are afraid 
to criticize a measure that effectively allows state 
lawmakers to remove them from their jobs.
The law, she said, is “holding our counties hos-
tage.”
Amy Steigerwalt, a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said unproven voter 
fraud allegations could theoretically serve as the 
basis for suspending a local official. The law cites 
long lines as a reason for possible intervention, 
though its other provisions will likely worsen 
waits in populous counties, she added.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these decisions going 
to be made?” Steigerwalt said. “What type of 
‘malfeasance’ or ‘nonfeasance’ might someone be 
accuse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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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e are so glad to have joined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at Emancipation
Park to express our anger at
the

“Call to Action” rally to
save our districts now.

In my speech, I told
supporters that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were able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n southwest Houston
because we got such great
assistance from our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have since been able to build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establish a multi-language
voting system in the district.
Now we need to protect our
rights and we most definitely
want to stay in District 9!

Chairman Kenneth Li and
Stafford Deputy Mayor Alice
Chen and Dr. Helen Shih
from the United Chinese
Alliance also expressed their
full support.

We so much regret the
ambitions of some politicians.
As a consequence, we the
voters will suffer.

Today we urge all of our
community people to wake up
and say No! to these
proposed changes. This is
our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ur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next generation.

This is another civil rights
movement we are looking at.
Unless we all are united,
otherwise, we are going to
lose our basic rights.

1010//0808//20212021

Call To Action RallyCall To Action Rally

Editor’s Choice

First lady Jill Biden waves next to Second Gentleman Doug Emhoff as they wait for the 
arrival of President Joe Biden. Pushing a vision of more government investment funded 
by the wealthy,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 urged Republicans who have so far resolutely 
opposed him to help pass a wide array of contentious legislation from taxes to police 
reform to gun control and immigration. Jim Watson/Pool via REUTERS

Biden appeared in the chamber at an event scaled back this year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with 
a small, specially selected group of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lawmakers arrayed before him. 
Chip Somodevilla/Pool via REUTERS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greets Speaker of the House Nancy Pelosi before President Joe 
Biden speaks, April 28, 2021. Jim Watson/Pool via REUTERS

President Joe Biden addresses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s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and Speaker of the House Rep. 
Nancy Pelosi react in the U.S. 
Capitol in Washington, April 
28, 2021. Biden proposed a 
sweeping new $1.8 trillion plan 
in the speech, pleading with 
Republican lawmakers to work 
with him on divisive issues and 
to meet the stiff competition 
posed by China. Chip So-

Rep. Brenda Lawrence, 
wearing a mask that reads 
“Everybody vs. Injustice”, 
looks on before President 
Joe Biden speaks. Jim Wat-
son/Pool via REUTERS

President Joe Biden arrives to 
deliver his first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REUTERS/
Jonathan Ernst/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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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combines 
three City of Houston departments (Li-
brary, Parks, & Health) to create a civic 
center at the heart of the redeveloped 37-
acre urban park. Raised out of the flood-
plain, the building’s elevated ‘front porch’ 
frames a space for the diverse community 
to come together, share ideas, and express 
an identity unique to Alief. The Center is 
a model for resilient design in a post-hur-
ricane Harvey environment – a ‘Lilly-pad’ 
for those seeki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BUILDING AWARDS-                                                                                                                
Rethinking The Future Awards 2020
First Award | Public Building (Concept)
The $52 million, 63,000-square-foot 
multi-purpose facility at 11903 Bellaire 
will combine a health clinic, commu-
nity center and library into one space. 
The structure, which will sit in 37-acre 
Alief Park, will consolidate the Hen-
nington-Alief Regional Library at 7979 
South Kirkwood and the park’s existing 
community center, both of which are ag-
ing. It also will replace the area’s Wom-
en, Infants and Children Center, which 
today leases space at 12660 Beechnut.                                                                                                                              
City council passed one item appropriat-
ing $4.8 million for contractor EYP Inc. to 
begin construction on the new center, and 
another item giving Manhattan Constric-
tion $100,000 for construction manage-
ment services. 
The 70,000sf 2-story new building is ele-
vated over a parking area providing con-
venient access to the building programs di-
rectly above. Health Department programs 
provided include W.I.C. (Special Supple-
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DAWN (Diabetes 

Aw a r e n e s s 
N e t w o r k ) 
that pro-
vides sup-
port for a 
variety of 
chronic ill-
nesses, and 
a Senior 
Center. The 
Parks De-
p a r t m e n t 
p r o g r a m s 
include a 
f u l l - s i z e 
competition 
g y m n a s i -
um with a 
p e r i m e t e r 
e l e v a t e d 
w a l k i n g 
track above, 
a commu-
nity fitness 
center and 
spaces to 
support youth after-school and summer 
programs. 

The library, located on the second 
floor, and accessed through a grand 
‘stair-a-torium’ in the lobby contains 
light-filled stack-space and reading 

areas with expansive views both to the 
park to the south and to the existing 
grove of preserved trees on the north. 
Directly adjacent to the library, HPL’s 
technology-rich TechLINK youth mak-
er-doer program contains spaces for col-
laboration, the ‘Tiny Techs’ children’s 
area, music recording studio, virtual 
reality stations, photo/video lab, and a 
maker space. 

Site amenities include a competition 
soccer field, two full-size practice 
soccer fields, two futsal courts (fast-
paced soccer played on a hard-surfaced 
smaller court) baseball field, skate 
park, tennis courts, children’s play-
ground, outdoor swimming pool facil-
ity, community gardens, a marketplace 
venue, and outdoor event space areas.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is 

scheduled to open in early 2022.             

The Mission Of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To Foster A Culture Of Health          

To Create A Heart For Civic Engage-
ment

All In A Spirit of Share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Biggest Front Porch I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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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Represents Future Cultural Reality Of Area 

Sponsored by the ITC Com-
munity Empowerment Orga-
nizatio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SEONE Corporation,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
ter opens its door on Tuesday, 
April 6, 2021,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ing. 
The mission of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is to serve as a 
“one stop-shop” for the under-
served minority population in 
the southwest area of Houston. 
The Center will provide mem-
bers of the community with 
information that will empower 
them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o also serve as a 
way for participants to access 
the rich pool of resources avail-

able to them.

Southern News Group, 
Houston, Tex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have questions about any 
of the variety of issues the Cen-
ter will address are encouraged 
to schedule interviews with the 
Center. The Center will link the 
person with a professional who 
can best address their needs. 

The areas the Center will ad-
dress include disaster assis-
tance, loans and grant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tax 
information, immigration, le-
gal issues, workforce, housing 
and renting, veterans issues,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 
educ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children and child welfare and 
city services.
The Center’s services will be 
led by senior educator, Dr. Tina 
Agosa and many other assis-
tants.

Related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Opens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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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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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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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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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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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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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to quickly stamp out its 
latest outbreak.

Ni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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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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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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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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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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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Blankets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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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lined in bold type in each caption under the photo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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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多妻，为了更加接近神

在美国，保守估计，有大概6万人践

行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

他们有一些是苗裔，有一些是穆斯林

，更大的群体是摩门教教徒。

犹他州则是这种现象发生的重点区域。

这个州人口约有250万，八成左右居

民都生活在首府盐湖城，居民大部分是摩

门教（正式称呼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信众的后代，而摩门教与“一夫多妻制

”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盐湖城面积并不大，城市主要建筑大

多集中在摩门教会广场附近，那里有摩门教

圣殿、办公楼、大会堂、名人故居等，城内

几乎每条街道都会通向这里。

在广场中心位置，每隔一小时，就有

志愿者举着不同国家语言的牌子，吸引着

前来的游客。他们都是摩门教徒，免费为

游客讲解摩门教的历史及相关建筑。

中文解说员是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

人女孩，她在美国工作，假期来这里当义

务解说员。

“这里的男人真的可以一夫多妻吗？

”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

“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的，不过应该都

在偏远地区，在盐湖城里很少会有。”她

笑着说道，似乎面对这样的好奇她早已习

以为常。

不过，在盐湖城内，我曾参加了一场

小型的草地演唱会，不远处就有三个女人围

着一个男人，场面和谐，明显是一家子。

有当地人告诉我，这些仍实行“一夫

多妻制”的摩门教徒，大多属于摩门教一

些教会的分支，并不代表主流。

但在外人看来，很少有人能将教会的

主流与分支梳理得清楚，而在历史上，即

便是主流，摩门教也确实有过一段时期的

“一夫多妻制”。

在摩门教早期发展过程中，教会认可

成员一夫多妻，甚至是鼓励一夫多妻，曾

经担任过教会领袖的约瑟夫· 史密斯、杨

百翰等人都曾同时拥有多位妻子。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姻制度，既有宗

教原因，也有现实需求。

根据教义，该教教徒若想获得更多荣

耀，更加接近神，方法之一便是让自己拥

有更多的妻子与子女。

而现实需求则是多妻和多子可以增加

早期摩门教家族人口，扩大信众数量。

姐妹妻子

游览途中，一项重要的参观便是杨百

翰的住所——蜂巢屋，杨百翰在摩门教会

创始人约瑟夫· 史密斯去世后，便担任教

会首领一职，同时也担任犹他州州长，蜂

巢屋是杨百翰在犹他州担任州长和教长时

与一位妻子和家人的主要居所。

不过游客们更加关心的是蜂巢屋旁边

的另一栋小房子——狮屋，屋子里面陈设相

当讲究，能感受到当年的生活非常富足。

据介绍，杨百翰与19名妻子及56个

儿女曾在这几栋房子里生活过，想象一下

这一家人共进晚餐的场景，就足够让人惊

叹。

19世纪末，美国联邦政府因摩门教

“一夫多妻制”曾监禁过教会会友，没收

教会财产。1890年，摩门教在巨大的压力

下宣布放弃“一夫多妻制”。

6年之后，作为加入美国联邦的条件

，犹他州通过立法禁止“一夫多妻制”，

且从1904年开始摩门教将实行一夫多妻制

的会友开除教籍或禁止他们加入教会。

但还是有部分独立的分支教派认为

“一夫多妻”是神圣的教旨。

2016年3月7日的文件照片，“一夫

多妻制”倡导者乔· 达格在犹他州议会大

厦前的一次聚会上发表讲话。图源：ABC

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边界的希尔代尔及

科罗拉多城中，约7000名居民中，相当一

部分仍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基

本教义派信徒。

在犹他州的南部地区，也仍能找到不

少“一夫多妻”的痕迹。

面对既存的事实，又由于犹他州大部

分人信奉摩门教，因此多年来州政府对

“一夫多妻”的做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对于这样的婚姻制度，这些多妻的丈

夫们也从来不遮遮掩掩，有的甚至上了电

视。美国真人秀节目《姐妹妻子》记录了

科迪· 布朗和他的四个妻子的生活。

而且，在美国其他地方，“一夫一妻

”的婚姻制度也正遭到冲击。

前不久，《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很长

的文章，探讨“一夫多妻”背后，家庭文

化的变化。

这篇文章中提到，就在犹他州将“一

夫多妻”轻罪化四个月后，马萨诸塞州萨

默维尔市通过一项法令，承认那些“认为

自己是一家人”的三人或三人以上的团体

为家庭伴侣。今年三月，马萨诸塞州的剑

桥市也效仿，通过了一项更广泛的法令，

承认多伙伴关系。

同时，一些LGBT运动的支持者，也

在呼吁多元关系，和其他亲密关系实验。

比如耶鲁大学女性、性别和性研究副教授

约瑟夫· J· 菲舍尔就认为，亲密关系应该

自主判定，而不用考虑“性别、数量或情

感依恋”。

当然，反对的声音更大。毕竟“一夫

一妻”制才是当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

即便在犹他州，也仍有不少民间组织，不

断提出抗议。

现实中，通过“一夫多妻”的形式曾

有过女性甚至幼女被性侵案件发生。

另据媒体报道，一名摩门教徒娶了5

个妻子，育有24个孩子。2000年后，他慢

慢地离开了摩门教，但其依然信奉“一夫

多妻制”，恐怕这就与宗教信仰无关了。

她们为何愿意共侍一夫

听到这些时，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曾

有过不解——那些“妻子们”真的会心甘

情愿地共侍一夫吗？

当地一名摩门教教徒告诉我，这些一

夫多妻家庭里的妻子，大多数小时候也是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对于这种婚姻

形式早已认同，并且这些妻子们大多受教

育程度不高，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这

也就是为什么一夫多妻常会出现在一些相

对偏远的地区。

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不少人在质疑

这种因宗教原因而遗留下来的婚姻制度时

，盐湖城却成了美国离婚率、犯罪率双低

的城市。

摩门教的教友告诉我，教会强调以家

庭为核心，而不是领袖，认为任何成功都

不能弥补家庭的失败。

恐怕正是源于宗教对于家庭的重视，

强调亲人关系的紧密，才得以让这里的婚

姻显得更加稳固，也让一夫多妻的婚姻形

式看上去还算“不错”。

在美国，至少60000人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

“一夫可以多妻”想必是很

多男人心里想但是又不能说的愿

望。

这样的事情若是发生在一百

年前，或是在非洲某处原始部落

是不会让人感到惊奇。可就是没

想到，它竟发生在当下，而且还

是在号称现代化文明的美国。

2020年，美国犹他州参议院

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一夫多妻

制”在自愿的成年人当中不算重

罪——基本和违章停车差不多，

最高处罚750美元罚款，或者社区

服务。

这基本相当于，一夫多妻，

在这个州算是得到承认了。

为何这里的男人们可以如此

“逍遥”？带着这样的好奇，我

来到了犹他州的盐湖城。

常常有即将登陆美国的小伙伴问我：

“在美国生活容易吗？”美国的生活容不

容易，关键还是要看美国的生活成本到底

有多高。今天小编就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

来给大家详细计算下美国的日常生活开销

，看完你心里就有底啦！

一、美国生活成本之“衣”

美国人花在服饰上面的费用真的不高

，一家三口一个季度的穿着费用差不多

300美元就够了。美国的衣服鞋子很多都

是进口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很多同款的

衣服，质量可能比出口国还要好，但是价

格却要美丽很多。儿童服装，美国人都很

青睐Carters和Place这两个品牌，质量好

价格还便宜。夏天的T恤一般5、6美元一

件，甚至3美元的都有。长袖的T恤或者

再稍微高档一点的牌子也只要10美元左右

。冬季的棉衣，花上30-50美元就可以买

到质量很不错的。

成人的服装也贵不到哪里去。运动类

的服装，以Nike来看的话，一件T恤十几

美元就能搞定。女士时装类可以选择的品

牌很多，价格也很吸引人。比如专为职场

人士准备的通勤款在Ann Taylor和Jcrew

这两个本土品牌店就可以找到，优惠的时

候基本能打对折，衬衣和T恤只要十几美

元左右，牛仔裤30美元左右，休闲外套

50美元左右。

买鞋子的话，如果你想实惠一点，可

以去光顾Nike的工厂店。一双Nike的鞋子

在国内买可能要六七百块，但是在美国买

只要一半的价格。所以如果你看到美国

Nike工厂店人满为患的样子，千万不要觉

得惊讶。另外，美国人经常逛的品牌折扣

连锁店famous footwear里面的阿迪、耐克

、斯凯奇的鞋子都不超过70美元。

二、美国生活成本之“食”

三四年前在美国生活的单身朋友说他

一个月的饮食费用大概在200美金左右，

这是很正常的。随着物价的上涨，现在如

果按照饭菜肉奶均衡摄入的标准来看，一

个单身人士在美国一月的伙食费大概300

美金。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一个月在饮

食方面大概花600-700美元，这里面包括

日常食用的鸡肉、牛肉、鱼类、蔬菜、牛

奶、鸡蛋、果汁等。

值得称道的是，这边在食品安全方面

做得非常好，你极少会买到有瑕疵的食材

，所以采购的时候只要信手拈来就好，不

需要精挑细选。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很快就

会售空，商品更新的速度很快，所以买到

的基本都是当天上架的新食材。如果买到

不合意的商品，只要不开封就可以凭小票

直接退换。

说说超市里常见食材的价格吧。牛奶

（普通，1升）0.83美元，一条白面包（500

克）2.59美元，大米（1千克）3.89美元，

鸡蛋（普通，12个）2.3美元，当地奶酪（1

千克）10.65美元，鸡胸肉（无骨、去皮，1

千克）8.49美元，牛后腰肉（1千克）或同

等的牛羊后腿肉 11.46美元，苹果（1千克

）4.35美元，香蕉（1千克）1.50美元，西

红柿（1千克）4美元，马铃薯（1千克）

2.49美元，洋葱（1千克）2.48美元。

三、美国生活成本之“住”

无论在哪座城市，住宿都是生活开销

里的大头。这里我们以最贵的城市纽约为

例，聊聊美国买房和租房的价格。单身人

士或者情侣一般都会选择一居室或者是单

间，每月租金从800-1500美元不等。如果

你们是三口之家，一般会选择两居室或是

分 租 house 中 的 两 个 房 间 ， 租 金 在

1800-2200，每月的水电、煤气、网络费用

大概在200-300美金，有的包括在租金内

，有的可能要另算。如果是在曼哈顿，可

能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增加300-500美金。

如果是在美国南部城市，2000美金以

上基本上可以租到一整栋house。所以说

美国不同区域不同地段的租金差异还是很

大的。同样一栋精装修的房子，在纽约市

可能要150万美金左右，在德州休斯顿市

区可能只需要三四十万美金就能买到。很

多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宁愿凑够

首付买房，因为真正算起来，在美国买房

比租房要划算很多。每个月的租金差不多

都可以用来还按揭了，最后还能拿到房子

的永久产权。

四、美国生活成本之“行”

在像纽约这样公共交通比较完善的城

市里，坐公交地铁出行远比开车要方便。

但是公共交通并不算便宜，公交、地铁每

刷一次卡2.75美元，短距离内再次乘坐免

费。按照日常出行的频率来算的话，一个

月的交通费大概在50-70美金之间。

不过众所周知的是，美国的车子实在

是太便宜了，所以远距离出行的时候，很

多人还是选择开私家车。在美国，越贵的

车子跟国内的差价就越大，有的甚至会比

国内便宜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车子的质量

超级好，开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没什么变化

，所以那些保养得很好的二手车也是很受

欢迎的。另外，美国的油价也还可以，一

加仑差不多3美元多一点。

如此算来，一个住在纽约的三口之家

，按照中等的生活水平，每月花在衣食住

行这几个方面的费用差不多在3000美元左

右。这还是在纽约，去到相邻的新泽西州

，开销也会小一点；去到更远的俄勒冈州

，由于没有那8%-10%的消费税，开销会

更低。

在美国生活容易吗？看完以上的分析

，相信大家心里应该有谱了。很多人在看

的时候估计会习惯性地把美元折合成人民

币来算，然后觉得压力很大。其实按照

2018年公布的全美50个州的人均年收入来

看，纽约排在第10名，人均年收入有7万

多美金，月平均收入在5800美金左右。即

使是排在最后一名的伯灵顿州，月平均收

入也有4600美金。也就是说，一个家庭里

一个人的收入足够一家的生活开销。

在美国生活容易吗？从衣食住行看美国人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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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影業年度史詩鉅作《最後的決鬥》在威尼斯影展掀起

震撼好評，除了震撼戰爭場面與題材改編自法國歷史司法決鬥真人

真事，最特別在於《最後的決鬥》為了詮釋這段歷史爭議公案的不

同真相，特地採取三位主人翁不同角度敘事觀點來展現這場決鬥的

黑暗與光明，為此，班艾佛列克與麥特戴蒙這對金童搭檔特邀女編

劇妮可哈洛芙珊娜各編寫其中一段，以黑澤明《羅生門》三段式論

證手法致敬捍衛女權的歷史女英雄。《最後的決鬥》將於10月15日

全台隆重登場。

史詩鉅作《最後的決鬥》描述騎士「尚」之妻「瑪格麗特」遭到

騎士「賈克」性侵，面對當時社會歧視女性的壓力，瑪格麗特決定抗

告尋求正義，而「尚」與「賈克」決鬥的勝利者將是審判勝利者；麥

特戴蒙與小班表示當時歷史只從男性角度探討是非對錯，卻沒人想過

，若「尚」贏是男人榮耀，若「尚」輸卻是女人承受苦果，瑪格麗特

身為受害者竟可能被判誣告活活燒死，「她在審判中展現出不可思議

的勇氣，她的故事才應該值得歷史傳頌。」

麥特戴蒙與小班想出「透視法」闡述公案，「電影前三分之二從

兩男人出發，最後揭曉女人才是整個故事英雄。」他們找來女編劇妮

可哈洛芙珊娜進行三人編劇，各從「尚」、「賈克」、「瑪格麗特」

角度詮釋，「小班和我各從兩位男性視角寫前兩幕，妮可從女性視角

寫第三幕。」「我能夠補充我作為女性的觀點。」曾師從馬丁史柯西

斯的女編劇妮可表示：「尚與賈克是自己故事中的英雄，但他們眼中

事件並不可靠。瑪格麗特觀點才能糾正男性沙文的觀點。」

雖然《最後的決鬥》以三章不同觀點型式致敬黑澤明，卻不像

《羅生門》模糊「性侵」議題，反而強化三個人物角色主觀階級意識

造成他們錯誤命運：麥特戴蒙飾演「尚」標榜自己是忠君俠義的無辜

受難英雄，亞當崔佛飾演「賈克」認為自己風流萬人迷是女人的性福

，直到最後一章「真相」才讓沉默「瑪格麗特」為自己發聲，威尼斯

影評一致讚賞艾美獎視后茱蒂康默演技氣勢十足。

綜藝報Variety形容《最後的決鬥》麥特戴蒙「有若勇者無懼的無

情戰士」，亞當崔佛則像「留著飄逸長髮的搖滾風流三劍客達太安」

，讚賞茱蒂康默以「極其平靜的內斂怒火在大銀幕留下鮮明印記」；

銀幕報形容「雷利導演給予茱蒂康默發光的銀幕空間」；好萊塢報導

讚賞「劇本擊中『特權重男輕女』和『譴責受害者』現象」。難怪女

星康默相信「很多女性看這部片時會產生共鳴。」

值得一提的是，《最後的決鬥》探討中世紀女權議題#metoo，片

廠劇組不僅諮詢相關倡導組織，還請來《性愛自修室》親密協調員

Ita O'Brien在拍攝期間協助相關成員，希望「謹慎處理銀幕性暴力以

及對女性暴力行為的刻畫，也確定讓每位演員在拍攝前感到自在」，

而劇本與拍攝表更詳細標明每場戲的拍攝視角，「觀眾可以從不同角

度理解是哪個角色觀點」，麥特解釋：「這真的很有趣。也有點令人

眼花繚亂，因為有時你會在同一天拍攝三個視角。」

史詩鉅作《最後的決鬥》
三段敘事手法致敬黑澤明《羅生門》

巴基斯坦動畫電影代表之作《驢子當家》為

巴基斯坦新銳導演阿齊茲金達尼（Aziz Jindani）

自編自導之作，講述一隻微不足道的驢子洗衣工

曼古，總是夢想著自己有天能一夕爆紅、發大財

、吃好料，甚至幻想自己成為位高權重的國王驢

！與此同時，年邁的獅子國王決定退休並以民主

的形式開放人民競選下一屆的國王，在激烈的競

選當中，曼古以親民的形象擄獲人民的心，成為

「新國王」！不過，個性懶散的他在得到王位後

卻好吃懶做、怠忽職守，直到皇宮內一場神秘的

陰謀爆發、危機步步逼近，曼古才意識到自己背

離了兒時的夢想，痛下覺悟的他將扛著眾人的期

待，以自己的力量化解國家大事，當隻稱職的

「國王驢」！《驢子當家》在上映之後備受好評

更是創下當地動畫片影史最

高票房紀錄，更在西班牙、

韓國、土耳其等國家創下好

成績吸金2.5億巴基斯坦盧

比，《驢子當家》成為巴基

斯坦影史上「最賣座動畫電

影」。不僅票房亮眼，故事

中對於主人翁曼古驢政治生

涯的諷刺，不僅讓全球觀眾

都感同身受，影評也盛讚「《驢子當家》搞笑十

足！青少年及大人都會喜歡」「不僅是政治嘲諷

《驢子當家》無疑是至今最優秀的巴基斯坦動畫

」「動畫流暢、歌曲洗腦，誇張的肢體語言營造

出強烈的視覺感染力，與故事相輔相乘」。《驢

子當家》佳績不斷，成為首部在歐洲及亞洲國家

發行的巴基斯坦動畫。

《驢子當家》由《熔岩毒蛛》視覺特效師

傾心打造，找來巴基斯坦「王牌電影配樂大師

」沙尼阿沙德（Shani Arshad）量身訂製主題曲

榮獲印度唱片藝術獎（Indian Recording Arts

Awards）最佳音效獎；本作更以可愛又荒唐的

「動物萌力」席捲全球，不但被翻譯成西班牙

語、韓語、土耳其語等多國語言！除此之外，

朗朗上口、極致洗腦的主題曲「驢子國王」

（Donkey Raja）在 YouTube 上點閱率破億，成

為巴基斯坦迄今點閱率最高的電影原聲之一！

導演阿齊茲金達尼表示：「《驢子當家》獲得

全球認可真的在意料之外，卻也證明了一部電

影的生成可以跨越地域和語言！當我得知本作

已經被超過10種語言重新配音詮釋，內心真的

十分感動！」《驢子當家》將在10月22日歡樂

國語版正式上映！

《驢子當家》主題曲創破億觀看
全球票房破2.5億登巴基斯坦影史最賣座動畫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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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據北京冬奧組委消息，隨着北京2022年冬
奧會和冬殘奧會主題口號發布，冬奧會和冬殘
奧會口號藝術字體（冬奧專用藝術字體）正式
亮相並投入使用。

在奧運會的舉辦過程中，會徽、吉祥物、
色彩、核心圖形、口號、藝術字體等奧運元素
都發揮着重要的品牌傳播作用。其中，冬奧專
用藝術字體應用更加廣泛，已逐漸成為推動奧
運形象景觀設計的重要視覺元素。

據悉，2019年8月，內地專業研究機構、

專業院校聯合致函北京冬奧組委，商請為北京
冬奧會設計開發一套專業字體，並無償提供給
北京冬奧組委使用。2021年5月，在文字研究
專家、書法界名家的指導下，設計團隊進一步
提升了冬奧藝術字體的書法藝術內涵，逐步完
善形成了冬奧專用藝術字體。

未來，冬奧專用藝術字體將被展示在口
號、標題、宣傳語等奧運元素中，廣泛應用於
城市及大型活動中，並將在賽後成為重要的冬
奧文化遺產。 ●新華社

主席：蔡業煇

秘書：古嘉揚

司庫：冼家裕

外務副主席：陳曉明

內務副主席：歐陽君毅

福利統籌：沈皓暉

傳媒及公關：陳思駿

香
港
足
球
教
練
協
會
臨
時
執
委

●足總五人足球教練蔡業煇擔任協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香港足球教練協香港足球教練協會會””77日正式成立日正式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全港學生三人籃球賽接受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全港學生

三人籃球賽2021”即日起接受報名。賽事將於
今年11月初揭開戰幔，疫後重“見”近千名青
少年學生同場比拚球技的場面。比賽組別分男
女子組U10、 U12、 U16及U18，預計超過
200隊（1,000名）學生參賽。11月14日決賽日
更設有獅子會盃及工商盃賽，獅子會盃勝出隊
伍將與明星隊對決。學生三人籃球賽冠、亞、
季軍及最有價值球員獎將於11月 14 日假筲箕
灣官立中學決賽日誕生。中國乒乓球協會網站消息，中國乒協已選

派5名男子運動員與2名女子運動員參加下月舉
行的2021年WTT（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
斯洛文尼亞賽事匯。

WTT斯洛文尼亞賽事匯將於11月1日至

14日舉行。中國乒協表示，在充分統籌2021年
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備戰需求，綜合考慮斯洛文
尼亞、美國簽證辦理時間衝突的實際情況後，
中國乒協根據隊伍簽證持有情況將有計劃地選
派部分世界排名高、國內外大賽成績優異、參

賽參訓表現突出的運動員赴斯洛文尼亞參賽。
經國乒男女隊教練研究，林高遠、梁靖

崑、王楚欽、周啟豪、劉丁碩5名選手將出戰
男子比賽，王藝迪和劉煒珊將代表女隊參賽。
國乒還選派劉國正、劉志強和邱貽可3位教練
員帶隊赴斯參賽。

中國乒協表示，本次派隊參賽旨在以賽代
練，通過積極參賽適應國際大賽氛圍，進一步
獲取世界排名積分，並以實際參賽為契機考察
青年運動員的實戰水平。目前國乒隊員正在山
東威海參加乒超聯賽，將在聯賽結束後轉入休
斯敦世乒賽的封閉集訓。

2021年世乒賽將於11月23日至29日在美
國休斯敦舉行。國際乒聯當日宣布，中國運動
員樊振東和陳夢已確認參加該項賽事。

●新華社

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期，不少香港本地足球教練均
被迫停工，甚至要轉行維持生計。為了凝聚業界

力量爭取權益、收集意見並提供更多支援，由陳曉明、
郭嘉諾及陳婉婷等知名本地教練發起的“香港足球教練
協會”7日正式成立，協會由足總五人足球教練蔡業煇
擔任主席，港超球隊理文主帥陳曉明及歐陽君毅出任副
主席，而其餘臨時委員會成員則有冼家裕、陳思駿、古
嘉揚及沈皓暉。

協會望助本地足球發展
蔡業煇及陳曉明表示，“香港足球教練協會”的成

立並非一時興起，而是經過近一年的籌備，事前已與足
總及其他足壇持份者作過溝通：“曾經和足總行政總裁
談論過，得到的回應也很正面，協會最主要的目的是加

強本地教練的凝聚力，協助本地足球發展，無論兼職、
全職、職業隊、草根、球會還是學校教練，我們都會顧
及到，具體措施會在正式招收會員後，收集他們意見再
作商討。”

陳曉明亦坦言要提高協會的認受性，必須擁有足夠
多的會員，之前的臨時會員大會上已有超過80名教練表
達了加入意向。

盼獲熱心人士金錢資助
目前協會尚未正式註冊及招收會員，經費方面只能

暫時由發起人及臨時委員出資，陳曉明希望未來有熱心
人士以贊助會員身份，在金錢或資源上支持協會，亦會
嘗試與保險公司商討提供教練保險優惠，以及在訓練器
材上支援本地教練，讓業界在更好的環境下穩定發展。

香港足球教練協會成立

國乒派7選手競逐斯洛文尼亞賽 短說
長話

北京冬奧專用藝術字體亮相

●●陳夢陳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上年疫情爆

發一度令香港體壇陷入停

擺，體育設施的關閉令本

地足球教練生計受到嚴重

打擊。為了凝聚業界力量爭取權益，由多

名香港足球教練發起的“香港足球教練協

會”7日正式成立。協會希望能成為教練們

與足總溝通的橋樑，首要目標是提高協會

的認受性，為香港足球發展作出貢獻。

●●去年疫情嚴重時去年疫情嚴重時，，球場球場
被封被封，，不少本地足球教練不少本地足球教練
被迫停工被迫停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凝聚力量爭權益 冀充當與足總溝通橋樑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5

●●樊振東樊振東

●●北京冬奧口號北京冬奧口號：：一起向未來一起向未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女兒出生百日 惠若琪秀幸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已結婚3年

半的前中國女排名將、奧運冠軍惠若琪10月6日
在個人社交平台微博貼出自己一家三口的照片。
惠若琪的女兒於今年6月誕生，10月6日正是孩
子出生100天。由照片所見，小女兒躺在媽媽懷
裏睡着，惠若琪與老公楊臻博則是笑容燦爛，滿
臉幸福。而在4
張照片的最後
一張，兩夫妻
更狂秀恩愛，
來了深深一吻
（右圖）。不
少網友紛紛留
言送上祝福：
“ 女 神 幸 福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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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津湖》憑何引人熱追？林超賢：基本采用實景拍攝
擱置再重啓，曆經近200

天拍攝。臨近上映又延期，動

用1萬2千人，這部突破國産電

影制作“天花板”的巨制，電

影《長津湖》終于在9月30日

國慶檔與觀衆見面。176分鍾

的長篇大作在大銀幕徐徐展開

，把觀衆帶回到抗美援朝長津

湖戰役的場景之中。

革命曆史題材作品《長津

湖》啓用黃建新作爲總監制，

陳凱歌、徐克、林超賢三位各

具特色的導演監制並執導，吳

京、易烊千玺、朱亞文、李晨、

胡軍、段奕宏、韓東君等一衆

實力派演員出演。不論是執

導、拍攝還是表演都堪稱豪

華陣容，也正因如此，影片

從立項之初便吸引觀衆關注

並引發強烈期待。日前，導

演林超賢接受采訪，揭開電

影制作的面紗。

導：三大導演聯手強在
哪？

導演陳凱歌、徐克和林超

賢共同執導卻又分工明確。電

影全景式的展現了抗美援朝中

的長津湖之戰，爲了真實再現

當時的場景，史料背景必須紮

實，爲此主創人員查閱了衆多

曆史資料，通過劇本討論形成

統一完整的曆史觀和價值觀。

“不管是書本還是紀錄片，我

們全都拿來，把這段曆史再理

解一次。”林超賢說，“這些

曆史資料就像是給我們的血液

增添了‘養分’，在討論劇本

的時候，把吸收的‘營養’吐

出來”。

三位導演聯合執導對林超

賢來說也是一次非常大膽的嘗

試，“要跟另外兩位導演溝通

，用什麽角度去講這段曆史？

故事的主題是什麽？人物如何

設定？”最終，主創團隊決定

由陳凱歌爲主線人物定調。片

中第七穿插連的人物性格、成

長改變由陳凱歌導演統一把關

，另外兩位導演則根據確定的

人物主線來呈現人物的性格特

點。

三位導演共同執導的背

後具有更深的意義，即探索

主旋律電影與商業類型電影

的融合，“電影還是需要用

電影本身的身份去呈現這段

曆史，我們三個導演走在一

起就是爲了這個點，陳凱歌

導演和黃建新監制把握規矩

，我就盡力去把很激烈的部

分做好。”陳凱歌與徐克、

林超賢的合作可謂是靈與肉

的結合，爲《長津湖》帶來

全新的市場試驗。

拍：長津湖之戰難在哪？
“就是碰上最冷的時候去

拍電影，可能就是讓我們親自

用身體的感受來向這段曆史致

敬。”電影拍攝時最冷氣溫零

下20多度，林超賢感歎，“以

往我們拍電影一天可以拍五六

十個鏡頭，現在因爲天氣的原

因，一天也拍不到20個，所以

整體的速度都是有影響的。演

員就更痛苦了，因爲他們穿的

衣服都是要還原當年志願軍穿

的，也不夠多，還要做很複雜

的動作。”

爲了真實再現當年的場景

，電影基本采用實景拍攝，

“有一點機會能真實地拍，我

們就必須追求真實地拍”，但

實景拍攝除了遭遇惡劣天氣條

件外，道具、人員也面臨巨大

困難。“我們拍的是那個年代

（的作戰），那些槍動不動就

不響，有時候反應彈也有一定

的危險，每天都不知道要遇到

多少次這種情況。”

劇組動用了累計超過7萬

人次的群衆演員，搭建了超百

公裏的戰役戰術設計，“每一

個細節都是克服重重難關呈現

出來的，我們希望盡量可以不

用特效來做這些畫面。”即便

如此，電影後期還是花10個月

只爲做出2個特效鏡頭，“這

種特效我們要麽不用，要用就

要用到很驚歎的效果。”林超

賢說。

演：吳京易烊千璽好在哪？
影片表現了抗美援朝那段

悲壯的曆史和偉大的英烈先

輩，這些英雄先烈的身影也

經過演員的表演進行了深情

演繹。其中，吳京飾演的七

連連長伍千裏和易烊千玺飾

演的七連新兵伍萬裏因戰爭

動作表演得“超有經驗”和

“缺少經驗”與角色達到了

巧妙的契合。

“吳京是電影界的前輩，

動作片的經驗非常豐富，而且

他跟香港電影也合作了非常長

的時間，對工作的方法都很了

解，跟他合作是非常輕松的，

他很懂動作應該怎麽走，爆點

在哪裏，計算得很清楚，太有

經驗了，現場那種感覺就可能

會小了一點，要表演再加上去

，但是千玺他完全不懂，他反

應真的就是這樣。他在槍林彈

雨底下走的時候特別真實，真

的連走帶跌要爬到牆邊躲起來

。”林超賢說，“但是這很配

合他的身份，他是一個新兵，

所以這種反應是好的。吳京是

一個老兵，老兵就不應該有這

種反應了。”

不論是導演還是演員都希

望通過這部電影向曆史致敬，

向先烈致敬，向祖國致敬，

“我們爲什麽能有今天，我們

的先輩用犧牲換來國家的安穩

與和平，希望大家都可以到電

影院裏去向這段曆史致敬，這

是屬于我們中國人的故事。”

徐帆、許亞軍首次合作默契如老友
做好當下不預設未來

由趙天宇導演，徐帆、張婧儀、許

亞軍領銜主演的電影《關于我媽的一切

》日前上映，該片講述的是一位忍著病

痛，在生命的倒計時裏仍舊爲家人操心

的普通母親的故事，片中徐帆飾演這位

母親季佩珍，許亞軍飾演她的丈夫李文

舫。

這樣一部聚焦一位以家庭爲重的母

親的平凡生活、用真實情感觸動觀衆內

心的影片，賺足眼淚，片中一句“媽媽

等不了了”更是令不少觀衆淚奔。感動

之余，也引發了觀衆對母愛、對奉獻、

對生與死的思考和探討。

作爲片中的主演，徐帆在接到劇本

時就已被深深吸引，她坦言，好的作品

通過劇本就能引發演員的創作欲望，

“看完這個（劇本）之後我腦子裏就停

不下來了，一直在想這場戲要怎麽樣，

（那場戲）怎麽樣。其實可能到了現場

都會有調整，但是在什麽都沒有的情況

下，就會在腦子裏不停地轉。”

而本片對許亞軍的吸引則是來自于

父親這個角色所擁有的真摯情感，“這

個爸爸從一開始看似是享受著安逸生活

，但自打愛人生病以後，看著自己的太

太（的痛苦）那種束手無策，他決定要

想改變這些的時候，這個男人把他內心

的一種潛力激發出來，這是這個人物特

別吸引我的地方。”

這部電影是徐帆與許亞軍的初次合

作，但兩人默契十足，如同共事過多年

的老友一般，“這是我們倆第一次合作

拍戲，但好像似乎已經認識幾十年了，

特別的融洽、沒有任何的隔閡，從我們

第一次在一起拍戲、第一天進入同一個

現場的時候就是這樣。”許亞軍說。

“我是覺得要合作就要迅速地熟悉

起來，這是對于有經驗的演員的必備要

求，”徐帆表示，“因爲本身拍攝時間

就沒有多長，要是再去培養感情，那就

太初級了。”

演戲至今，徐帆從未給自己的演藝

生涯做過目標規劃，“因爲我覺得那些

沒有太大意義，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

第一步就是正在做的事情，把這件事情

做好了，就有以後的事情，做不好，就

沒有將來了。”

好劇本能引發演員創作欲望
記者：接觸這部電影的時候，這個

故事最打動你的是什麽？

徐帆：我看到劇本的時候就挺感動

的，我覺得它能夠讓我把自己腦子裏存

的東西全都願意往外送，把自己經曆過

的、或者想過的這些事情和感情都一股

腦的拿出來。我覺得好的作品就是能通

過劇本勾起演員的創作欲望，這個劇本

做到了。

所以我看完之後就腦子裏停不下來

，一直在想這場戲要怎麽樣怎麽樣。其

實可能到了現場都會有調整，但是在什

麽都沒有的情況下，就會在腦子裏不停

地轉。

許亞軍：接這部戲的時候，我一開

始看那個戲的名字《關于我媽的一切》

，我覺得是一個講女人的故事，這個家

裏有媽媽、奶奶、女兒，只有爸爸一個

男性，好像在家裏邊是一個特別不起眼

的人物，但恰恰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個

家庭的組成，各個成員都非常的重要。

這個爸爸他是從一開始，看似一個

在家裏邊享受著自己的妻子把家庭照顧

得非常好，享受這樣一個安逸的生活

（的樣子），但他其實在工作上面有一

些不如意的地方。妻子生病以後，看著

自己的太太（痛苦），然後那種束手無

策，他決定要想改變這些命運的時候，

這個男人會把他內心的一種潛力激發出

來，這是這個人物特別吸引我的地方。

我喜歡去塑造這種與衆不同，或者

跟我過去所扮演的人物完全不一樣的這

麽一個人。而且我覺得這種親情愛情、

這種家人之間的一種感情，特別的真摯

，這也是他的最大的優點。

記者：本片中出演的母親形象與以

往相比有何變化？

徐帆：我覺得世界上的媽媽大部分

都是相同的，不一樣的地方是一些細節

。就像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家庭裏有

父母有孩子，都會是這樣，但是會有細

小的地方不一樣。我說不出來，我不知

道該怎麽跟大家去介紹劇情，我還是希

望大家去看（電影），可以看到的。其

實更多的是我沒有追求有什麽不一樣，

我追求的是一樣，因爲一樣，你才可以

量出你身邊的這些准還是不准的這種感

受。

與孩子相處感覺新鮮有朝氣
記者：對年輕人的叛逆怎樣看待？

如何理解這種代際矛盾？

徐帆：我其實是通過這部片子在一

點點的給自己敲打，雖然我的女兒還沒

有到叛逆期，但是我看到了這個片中的

李小美的這樣子，我從這一刻我就開始

提醒自己，要體諒她，這麽大的孩子，

她會有什麽樣的想法，我覺得這一部片

子其實對于我的人生來說有一個很好的

敲打課，讓我先不著急，要有耐心，所

以我現在一步一步都是照著季佩珍的這

種跟女兒去磨合去靠近的方式去做。

我就覺得因爲自己是女兒的時候，

體會不到母親的這種這種艱難，現在自

己是母親了，我也盡量去體會孩子的不

容易，所以正好這是一個點，給我先上

一課。

許亞軍：我有兩個兒子，小兒子現

在才11歲多一點，但也開始進入叛逆期

。大兒子好一些，已經上大三了，他可

能關注學習上會更多一些。舉個例子來

說，小兒子住校，回到家裏邊以後終于

可以放松一下了，他會看看手機，他有

他自己的朋友圈。你跟他說愛護自己的

眼睛，不要去看手機時間過長，他就會

說“那爸爸媽媽你們爲什麽要看手機？

你們爲什麽要看電腦？你們爲什麽只管

我。”

其實他才11歲，他問出這樣的話，

作爲大人我們就要考慮在跟孩子提出一

些要求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要求自己，

同時在遇上一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會不

會更多的站在孩子的立場上去來考慮這

個問題。

記者：你心中理想的親子關系是什

麽樣的？生活中孩子給你的最好的禮物

是什麽？

許亞軍：有一天我特別的開心，我

覺得那就是我兒子帶給我最好的禮物。

那會兒他上高中寄宿，我去接他，然後

回來的路上我們要開一個小時的車，兒

子突然跟我說爸爸要不今天別回家了，

找個地方坐坐。

我們坐了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在

聊什麽？他在跟我聊他自己對未來人生

的想法，爲什麽說是一個特別好的禮物

呢，他願意跟我溝通。他把他這一個下

午兩個小時送給我，我覺得開心之極。

徐帆：我和我孩子現在的關系就是

我最想要的，我覺得每天都是有禮物有

驚喜，因爲孩子現在是對什麽東西都是

有興趣的，哪怕這些興趣我都經曆過，

但是站在她的角度去去看問題的時候，

我就覺得跟我自己看問題的方式不一樣

，會讓我覺得新鮮有朝氣。

拍戲配合默契如同老友
記者：兩位都是經驗豐富演技過硬

的演員，現場搭戲有何感受？

許亞軍：其實在拍戲的時候，因爲

劇本展示的是一種文字上面的東西，剩

下的必須要有二度創作，所以我覺得跟

帆姐在一起合作，特別好的一點在于我

們倆人雖然第一次合作拍戲，但是好像

似乎已經認識幾十年了，在一起工作過

很多的戲了，特別的融洽，沒有任何的

隔閡，從我們第一次在一起拍戲，第一

天進入同一個現場的時候，就會是這樣

的。

徐帆：以前他是我的“星”，我一

直追他來著，追著追著就成了合作夥

伴。我是覺得是這樣子，雖然我們沒

怎麽見過面，但總是在屏幕上能見到

，其實這樣子的話也算是間接的能夠

了解嘛。因爲喜歡看他演戲，所以就會

更會了解。

我是覺得要合作就要迅速的熟悉起

來，要不然的話你要特意要用很長時間

去打磨，我覺得那是很沒有經驗的演員

要這麽做。對于有經驗的演員的必備要

求，就是迅速熟悉，因爲本身的拍攝時

間就沒有多長，你再要去培養感情，我

覺得那都太初級了。對于我們這樣的演

員不用，要迅速。我覺得好像這也算是

常年的培訓，見了面就會很熟。

記者：兩位表演經驗都已經成進

入了比較成熟的階段，對以後還有何

規劃？

徐帆：我從一開始拍戲，就沒有給

自己的演藝生涯定過目標什麽的，因爲

我覺得那些沒有太大意義，因爲我設計

不了，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第一步就

是正在做的這件事情，把這件事情做好

了，就有以後，這件事情做不好，就沒

有將來。

許亞軍：我覺得我跟帆姐就這一

點特別像，我們不會給自己的未來設

定一個框框，設定一個模式，但也絕

不是那種隨遇而安，因爲演藝生涯有

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作爲演員來說，

這是一個相對被動的職業，可能我們

會隨時隨刻准備好自己，然後爲下一個

人物投入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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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父輩》內
地票房破十億

章子怡
執導演

筒

繼《我和我的祖國》及
《我和我的家鄉》，

《我和我的父輩》接棒成為國慶第三部曲，
並由吳京、章子怡、徐崢、沈騰分別炮製《乘
風》、《詩》、《鴨先知》及《少年行》四個感
動人心的單元故事，其中章子怡首度自導自演的
《詩》，被譽為“最催淚”的單元。

克服難關有成就感
首度自導自演的章子怡，笑言沒有特別期待

過有一天自己做導演，如果不是這一部特殊的影
片，她恐怕不會打開這一扇門，這個機會來了，
她覺得就要勇敢面對，然後竭盡所能，全力以赴
去弄好劇本，再體驗生活，把角色抓緊。她又透
露最初有七、八個不同的故事，但她希望由孩子
的視角，去述說一個真實生動的家庭故事，選好
劇本後（講述研製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
一號”背後的航天家庭故事），便專誠向恩師張
藝謀導演取經，並獲對方盛讚劇本非常出色，有
他的認同，令她的心裏踏實了很多。

不過張藝謀卻擔心子怡這位新手導演拍好孩
子是大難題，子怡憶述說：“張藝謀導演說‘這

個 題 材
很好，你也適合

演母親，但是要拍孩子，
太難了！’雖然拍攝過程當中是挺

難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沒有什麼事情是難
的，以前拍那些戲，我自己都說很難很難，但最
後還不是走過來了？有時候我跟女兒在家玩遊
戲，我們一起去闖關，她不高興說‘這個太難，
我弄不了！’我把東西放下，跟她說‘這樣就不
挑戰了？是不是遊戲就此結束了呢？’她卻說想
繼續玩，真的闖過去的時候，她就說‘媽媽，我
們過（關）了！’她的那種喜悅，可能遠遠超過
給她買一份禮物，因為她會有一種成就感！”

吳京自編自導的《乘風》則是公認“最熱
血”的單元，他補充更是“最痛”的單元：“我
的部分是最熱血的，還有另一種感覺，就是最
痛，我們劇組遇到了山洪、大雨、颱風，最忙碌
的是兩台救護車和醫護人員，我是第一個進醫院
的，還沒開機我就從馬上摔了下來，大概（總
計）有八十多人進入醫院，不過還好，大家都沒
有出大事情！”為免大家擔心，他更嚴禁將他的
墮馬片段往外放，尤其不能告訴他老婆。專業的
吳京更待完成一天拍攝工作收工後，才去醫院檢
查身體。

《長津湖》破國慶檔紀錄
《乘風》是講述抗日時期冀中騎兵團英勇抗

敵的故事，除了熱血之外，吳京與吳磊合演的一
段父子情，亦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吳京有感而
發說：“我當了父親之後，覺得中國式的父親，

把愛都放在心裏，不願意去表達什麼，但是他把
所有的愛都放在行動，真正有事的時候，就會像
一頭瘋狂的老虎，去保護自己的兒子！希望年輕
人看完這部電影，能夠換一個角度去看，父親對
你的批評、質疑、嚴厲，其實都是一種愛！我也
在嘗試，跟我的孩子成為朋友，也希望我們的父
親們，能夠更坦誠去溝通。”

此外，國家電影局初步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10月 7日 17時，2021年中國國慶檔總票房達
42.46億元，其中《長津湖》以30.9億元票房領
跑，打破國慶檔影片票房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由吳京、章子怡、徐崢、沈騰聯合執

導兼領銜主演的英皇電影《我和我的父輩》，在內地國慶黃金檔贏得絕佳

口碑，上映後更一直維持超逾一億（人民幣，下同）的單日收

入，目前累積票房已勁破十億大關，影片將於本月

14日在香港公映。影片其中一單元故事

《詩》是章子怡首次執導，她更

專誠向恩師張藝謀導

演取經。

問道恩
師張藝

謀

問道恩
師張藝

謀

●●吳京戲中展馬上英姿吳京戲中展馬上英姿。。

●●章子怡在單元章子怡在單元《《詩詩》》中飾演母親中飾演母親。。

●●張藝謀張藝謀((左左))參演參演
徐 崢 執 導 單 元徐 崢 執 導 單 元
《《鴨先知鴨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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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張武孝（大
AL）、露雲娜、方伊琪及歐信希7日為下周
二舉行的《風行的音樂永續演唱會》綵排，
其間演唱會出品人兼監製鍾慧慧向大AL送
上型格歌衫，祝願他唱到90歲，她又向露雲
娜送上一包米，寓意供應她食一世白飯。
大AL表示上世紀七十年代與露雲娜屬同

一唱片公司，大家對上一次同台演出是主題
公園開張，之後幾十年沒有再合作，今次是
他們第二次同台演出：“記得露雲娜當年還
穿着校服，由大導演吳宇森和她一起來。”
露雲娜表示記得是吳導演教她寫自己的中文
名：“我當時不懂中文，名字又多筆劃，導
演說我這麼紅要會寫自己的名字，所以一直
很感謝他。”
問到大AL是否會唱到90歲？他說：“唱

到為什麼不唱？音樂是養生四大元素之
一。”露雲娜亦非常認同音樂是健康良藥，
並笑說：“人們問我為何整天都 keep到這麼
年輕，我沒有打針，之前有人找搵我打Bo-
tox我都沒打。”她又笑言自小便聽大AL的
歌，但自己5歲便入行，算是他的前輩。大
AL即說：“我們同方伊琪3個，不計歐信
希，唱歌年資加起來都有一百多年。”
另外，問到他們會否在演唱會上跳舞？大

AL笑說：“ 我記好歌詞就算喇，這些勁爆
的東西留給年輕人。”露雲娜則透露演唱會
上會與一群班7至10歲的小朋友合唱。

冀“文體旅局”資源調配一視同仁

香港青年藝人極需表演機會及平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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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大AL、方伊琪、露雲娜及歐信希參
與綵排。

●●唐詩詠指香港很唐詩詠指香港很
多地方都不批准取多地方都不批准取
景拍攝景拍攝。。

●泳兒望有更多新
人可獲培訓。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黃依江、梁
靜儀）香港特首林鄭月娥6日在施政報告提出設
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文體旅局），專門統籌
創意產業及旅遊政策，相關業界人士十分期待
能推進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他
們支持盡快成立！

歌手關心妍認為文化和體育方面一直能夠
帶給社會一個不屈不撓的精神，今年香港運動
員能在東奧摘金又拿到多面獎牌，對體育界是
很大鼓舞，未來培訓更是重要。而文化演藝界
亦都需要花多些資源去支援，投資文化演藝界
和體育如同做生意般，未必立刻可以得到回
報，所以很需要政府給予更多資源去做，這樣
才能衝出香港，面向世界！她說：“因音樂業
界很困難，例如出一張唱片，從前可能會賣到
幾萬張，現在能夠賣幾千張已經是很好的事
情，因此也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資源和資
助，推動中外文化多作交流，這樣對娛樂圈來
說也能夠多製作出好音樂、好作品。”

望放寬取景拍攝限制
鄭融作為流行歌手希望政府除了

可多些資助流行音樂發展外，亦可舉
辦多些不同類型音樂活動及節目，提
供演出平台給歌手，從而讓更多人
認識本地音樂，以及推進文化藝術
交流。有好多獨立歌手與另類音樂
表演者都很有心去做好音樂或演
出，但就係少演出平台，希望政
府可多舉辦音樂活動。

泳兒也期待文體旅局可以多
支持音樂界，“現在的娛樂圈要
求越來越高，新人都要唱得跳得
競爭又多，所以增加對想加入演

藝界人士的培訓，絕對應該。記得自己出道的
時候想學跳舞，卻因為沒收入也不能去學，否
則現在已經可以成為一個唱跳歌手，如果現在
有更多資源給予大家培訓，下一代就更幸福
了。”

唐詩詠同樣指演藝界和體育界未來培訓人
才是絕對需要，“影視界在拍攝上會遇上很多
難度和問題，例如很多地方都不批准取景拍
攝，其實要介紹香港特色的地方，有時就真的
需要透過影視作品去呈現給世界觀眾看香港是
個怎樣的地方，所以也希望未來當局同影視界
爭取在拍攝上能夠得到幫助，協助演員獲得應
有保障，因為香港演員一直沒有獲得特別的保
障，首先是女演員方面希望能跟男演員同工同
酬，因為香港也和好萊塢一樣，女演員是較低
酬勞，無論男或女演員拍打戲，都是一樣要自
己上陣拍。”

電台主持鄭啟泰直指成立文體旅局一定是
好事！他解釋說：“香港在文化方面向來在東
南亞、甚至全世界都影響很寬廣，包括李小龍
的電影、上世紀八十年代邵氏的電影或者音
樂等，但是這些年我們落後了很多。如果
文體旅局一旦成立，對於香港、尤其是
電影業方面必然有很大幫助。這些年
可以看到很多新晉的導演水準都相當
之高，而且他們拍攝的題材都很有
香港味道，但缺的就是資源和資
金。文體旅局成立之後，就能有
更多的資源去幫助這些年輕人。
不過，將來分工就要小心一點，
畢竟文化與體育始終是兩件事，
需要分開不同班子去進行推動和管
理，最擔心就是行外人去推動甚
至管理行內人，所以必須很聰明

地去安排和調整。”

葉惠民建議設立分組
資深廣告人紀文鳳支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在香港成立，她認為這樣有助於香港在“德智
體群美”五育方面發展更為完善：“憑此架構
令香港政府和民間團體可以專心發展文化和體
育事務，而民政事務處就專門負責民生、社區
和青年發展等問題。”

著名評論員馬鼎盛認為成立文體旅局最好
是為香港文化服務，並指市民會關注他們能做
什麼事情。

香港茶道總會創會會長葉惠民博士說︰
“過去香港政府在文化藝術所做的事，實在太
片面，有很多文化工作者在默默地做，完全沒
有得到支援，例如我從事茶文化藝術工作30多
年，政府不聞不問，希望將來文體旅局能多了
解和關心我們。明白政府資源有限，故將文
化、體育、旅遊合併成局，但期望當局能設立
多一些分組，藉以多深入了解不同組別的情
況，並給予支援！”

●●關心妍認為音樂關心妍認為音樂
業界愈做愈困難業界愈做愈困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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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国是一个“全球征税”的国家，

同时采用“属人”原则，而非“属地”

原则。也就是说，只要身份被视为美国

公民或永久居民，您的全球财产都要缴

税，而不管您的财产是在美国，还是在

中国、香港或是其它国家。特别是移民

美国的朋友，如果你的资产量很大，就

一定要仔细了解美国的遗产税，做好财

产传承的规划。现在财产继承的规划不

再只是那些家产万贯的千万富翁、亿万

富翁必须要做的，拥有一、二百万资产

的中产阶级也需要了解。因为继承规划

不仅仅意味着少缴或不缴遗产税，还是

会与税务及资产配置有密切相关的。那

么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地讲一讲，移民

美国哪些资产需要缴纳遗产税。

我们先来了解下为什么美国要征收

遗产税？

美国设立遗产税的目的，是期望

通过对富人遗产的高额征税，来减少

不劳而获“接力”传富的行为，意在

实现代际接替的平等化，不致使富人

的下一代过度地赢在起跑线上。而且

征得的遗产税款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从而对弱势群体进行补贴，以增进

社会的整体效益。

那什么是遗产税？

美国联邦遗产税(Estate Tax)是对有

生之年赠与财产和死后继承财产征收的

一种税，也就是说有赠与税和遗产税两

部分，所以也称为“遗赠税”。

美国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纳税主体是

赠与人（送钱的人），也就是谁赠送谁

缴税。而且接受者收到的赠与或者继承

的财产，不算作收入，也不需要缴纳个

人收入所得税。

那发生什么情况，会被征收遗产

税？

a)、美国居民向任何人、赠与、传

承任何资产，都受美国遗产税与赠与税

的约束。

b)、非美国居民向美国纳税人赠与

美国境外资产。（注意：美国税务居民

在一年内收到的境外赠与总额达到10万

美元时，需要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同时向税务局做申报这些赠与，但这不

会增加其税负。）

c)、非美国居民赠送美国境内资产

。

哪些资产需要被征收遗产税？

遗产的定义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有

形和无形的个人财产等。

比如现金是有形资产，而公司股份

、债券、保险单、退休金、知识产权中

的财产权益是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中的各项一般都按当时的

市场价格来确定其价值，比如房产究竟

值多少钱，就得按照当时的市价来确定

。

除了死者全部财产，住房，存款外

，还包含以下 (含死者去世时并未实际

享有部分) :

去世者配偶继承的财产

去世者去世前三年转移他人之财产

去世者某些权利转移到受赠者手中

的部分

去世者生前要转移的财产被终止转

移的部分

去世者给子女的保险金( 这些保险

金实际并不是去世者”享有”,但必须计

算在遗产之内 )

去世者与他人合资部分的财产

联邦遗产税与遗产总值直接相关，

遗产越多，税率越高。

不过并不是遗产总额的每一分钱都

必须缴纳遗产税。从遗产总值中扣除债

务、丧葬费用、配偶继承的数额，捐献

给慈善机构的数额，再扣除“免税额”

之后的数目，才是可征税遗产。可征税

遗产的总额越大，税率越高，继承人需

要先缴纳的税款也越多。

这里提到的“免税额”是指联邦政

府遗产税的免税额度，2020年的免税额

度是1158万美元。也就是说，每人一生

（生前）有1158万的赠与额，生前赠与

掉多少身故后就从你的遗产免税额中扣

掉多少。当然，如果你每年都为超额的

部分交了赠与税，那就不会影响您身故

后的遗产免税额。2020年的遗产免税额

是1158万，如果你生前一共赠与出去了

100万，那么去世时你的遗产免税额还

剩下958万，因为你生前已经用赠与了

100万。

按照目前税法，最高需要缴纳联邦

遗产税率可达40%，而且很多州还有自

己的遗产税和继承税, 而且起征额一般

在1百万， 税率大概在16%左右。

美国遗产税怎么能合理规避？

虽然美国实施遗产税政策，但是，

美国每年实际缴纳遗产税税额的人并不

多。美国前财长劳伦斯· 萨默斯说，美

国每年继承的财产有1.2万亿美元，而

2012年遗产税仅收上来140亿美元，大

概相当于总继承额的1%。另据统计，美

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的遗产税收入总额仅

相当于1998财政年度的个人所得税。

造成征收数额如此低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富人们深谙避税之道，比如 家族

就曾规避了大量遗产税。

在美国富豪通常会使用设立信托的

形式来规避遗产税。

这里提到的避税工具信托是什么？

在中国，信托是理财工具，类似一

个资金池，人们把钱放进信托，然后进

行统一的投资以期获得收益。而在美国

，信托更是一个法律意义的概念。信托

，由专业的律师设立，是美国人常用的

规避遗产税，躲避债务的工具。

资产规划的过程中，信托是一个非

常有用的工具。信托，在美国有一点像

是遗嘱的概念，但是又比一般的遗嘱要

复杂，具有更强有力的作用。一份符合

家族财富规划的信托，应该是在开始规

划的时候就同美国专业的律师共同策划

完成的，什么要放在信托里面，什么不

应该放在信托里面，信托的收益人是谁

，这些都是需要提前规划的。

移民美国哪些资产需要缴纳遗产税？

说起欧洲移民热，不得不提“网红

项目”希腊：购买25万欧元房产能够拿

到希腊永居，全家尽享欧洲通行自由，

超低门槛将欧盟规格的居住、教育、医

疗、养老福利尽数收入囊中。

2021年，是体现各国经济复苏能力

最重要的第一年。今年上半年，希腊除

了在旅游方面取得全球瞩目的成绩之外

，房产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成绩亦非常亮

眼。

日本投资买房、移民...有N个问题

？如何一同解决？这里有份宝典免费领

！私信小帮即可领取。

房价3年内上涨25%

希腊银行今年第二季度的价格数据

显示，住宅市场的复苏正在加速。与

2020年第二季度相比，雅典的房价大幅

上涨了6.4%，而塞萨洛尼基的房价上涨

了4.1%。在希腊的其他主要城市，它们

增长了3.2%，而在该国其他地区则同比

增长了2.6%。4 月至6月，整个希腊的

住宅物业价格以4.4%的年率增长。

希腊央行还上调了2020年一季度和

全年房价变化：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

1-3月房价年均上涨3.5%（由3.2%修正

），去年涨幅为到 4.4%（之前认为是

4.3%）。继 2019 年增长 7.2% 之后。

在 2021年 4月至6 月这一季度，

新建公寓的价格上涨了4.7%，而5年或

以上的公寓价格上涨了4.6%。这是在去

年第二季度分别增长 3.4% 和 3.6% 之

后。

值得一提的是，2018-2020年雅典房

价上涨了20%，如果今年余下时间不出

现不可预见的情况，2018-2021年涨幅将

超过25%，接近30%。这种发展也将影

响交易量，因为外国投资者的预期回报

，主要是从2022 年开始，不会构成交

易飙升，因为价格远高于 2019 年，这

是房地产收购资金流入的创纪录年份

（ 14.5 亿欧元）。

由于希腊房地产价格远低于其他南

欧国家，而且价格仍低于2007年的峰值

，因此许多外国投资者已将自己定位于

希腊市场以获取资本收益。房地产市场

估计，与 2007年相比，资产价格被低

估了27%至38%。然而，随着价格的上

涨，这种差距不断缩小，而且还在快速

缩小。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6.2%

据中希时报报道，近日希腊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在消费、私

人投资和出口的带动下希腊2021年第二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6.2%。

希腊国家银行经济学家尼克斯· 马

吉纳斯说：“希腊经济第二季度的表现

超出了预期，我们此前预计的第二季度

的年增长率为13.0%。”他将希腊经济

在今年第二季度的出色表现归因于消费

者支出的增加和强劲的投资活动的复苏

。他指出，第二季度的GDP增长尚未受

到旅游业推动的影响，但这种效果预计

将在第三季度体现出来。

希腊直系亲属财产转让80万欧元免

税

当地时间9月14日，希腊财政部副

部长阿波斯托洛斯 · 维西洛普洛斯

（Apostolos Vesyropoulos）宣布，从 10

月1日起，每位纳税人将能够向一级直

系亲属（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转

让价值高达80万欧元的资产和不动产，

而无需缴纳任何税费。例如，父亲可以

向其子女让转让值高达80万欧元的资产

，而子女的母亲也可以再向他们转让他

们80万欧元而无需缴税。

与此同时，希腊财政部正在努力将

补充财产税与单一物业税ENFIA合并。

消息人士称，新的ENFIA税收改革最困

难的部分将是使其更加公平，让业主缴

纳更少的税，但对于价值超过25万到30

万欧元的房产，税收将增加，具体富人

纳税额度取决于区域税率和决定房产价

值的其他特征。

消息人士表示，拥有10处房产，每

处价值5万欧元（总计50万欧元）的业

主将比拥有一套价值为50万欧元房产的

业主缴纳更少的房产税。

希腊财政部长赫里斯托斯· 斯泰库

拉斯（Christos Staikouras）也在周一表

示，政府正在着手进行ENFIA费率降低

的工作，新的ENFIA税率计算将在2022

年生效。他补充说，这项工作旨在更公

平地分配税款，同时为大多数民众减少

缴税压力。

如此看来，希腊不仅美不胜收的地

中海风光令人心驰神往，宽松友好的投

资政策和财产免税传承的优势也将俘获

无数投资者的心。

近日，又有中国名企——复兴旅游扩

大对希腊投资，引领新一轮投资热潮。

据环球旅讯报道，中国复星旅游宣

布将在希腊萨莫斯岛设立一家全新的

Casa Cook酒店。

这家全新的高档精品酒店坐落于历

史悠久的毕达哥拉斯村附近，设有128

间客房，将于明年5月开业。

据悉，复星旅游计划在希腊投资4

家全新的Casa Cook品牌酒店。

一张希腊永居卡，可以一次性解决

海外身份配置、资产升值、财富传承、

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多重诉求，难怪

许多投资人拿到居留卡后纷纷称赞，希

腊是欧盟投资门槛具性价比的项目！如

果您仍有海外身份、资产配置、子女教

育、度假养老等需求，快来联系移民帮

提前行动起来吧！

· 申请条件：

1、申请人年满18周岁，无犯罪记

录，无学历及语言要求；

2、希腊购买25万欧元或以上的房

产，

· 项目优势：

1、高性价比：欧洲性价比高，购

房获绿卡；

2、投资额度较：仅需25万欧元购

房，一步到位获得绿卡；

3、无居住要求：获得绿卡之后无

任何居住要求；

4、审批速度快：希腊移民流程简

单，审批速度快，最快3个月就可办理

完毕；

5、身份含金量高：希腊是申根国成

员，拥有希腊身份可畅行26个申根国；

6、申请要求简单：无需证明学历

、管理经验、资金来源以及体检；

7、房价增值潜力大：希腊经济回

暖，房产市场触底回升，房价回升空间

大。

房价3年内上涨25%，财产免税传承，希腊最近利好
消息不断

近日我所相熟的休斯敦陳帆律
師事務所，收到不少來自中國一方
家長的電話、微信、電郵的求助。
他們一致關心其經己成功報考入讀
美國四方八面的高級學校的子女，
採取那一個美國城市作為入境較為
理想？

中方家長有這樣的想法是十分
合理合情的。為的是近日

赴美升學的中國留學生，若是
取道美國德州第一大都市、美國第
四大城市休斯敦入境時，竟然發生
海關人員盤查達到 50 小時之長的
對待，甚至有些中國留學生被機場
中的美國移民局工作人員，即時遣
返，究竟內情若何？

陳帆律師暨事務所中的律政人
員，馬上進行瞭解，及跟美國華府
內的中國駐美國使領館聯繫。初步
得到訊息來向中方家長提醒，中國
赴美留學生在登機之前，先要提高
安全意識，謹慎選擇暫時不可取道
德州休斯敦航線作為入境美國的途
徑。改為應該挑選美國東岸的紐約
、波士頓、西岸的三藩市、洛杉磯
、西雅圖為宜。

事緣近日有數名中國留學生，
在休斯敦機場入境時，遭遇上長時
間盤查，並翻查所攜帶的行李、隨
身的硬碟、電腦、手機，甚至有人
被限制人身自由，長達 50 多個小
時，最終被無理遣返回國。對此中
國駐美使館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

中國駐美國使館發言人9 月29
日指出，相關學生獲得合法簽證，
在入境時遭到美方無理盤查滋擾，
「在一處狹小空間內被限制人身自

由長達 50 多個小時，期間正常飲
食和休息均無法保障」，最終被美
方以莫須有的理由經第三國遣返。
美方此舉嚴重侵犯中國赴美留學人
員合法權益，導致當事人及其父母
的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中方對此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
嚴正交涉。

一段時間以來，美方持續干擾
阻撓中美教育、人文等領域交流合
作， 「接連發生執法人員對中國赴
美留學生進行無端、粗暴盤問甚至
遣返的惡劣事件，嚴重侵害當事人
人權」。美方做法嚴重破壞中美正

常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與美方自
我標榜的開放自由等理念背道而馳
，注定不得人心，損人不利己。

發言人最後說，中方敦促美方
將歡迎中國留學生的表態落到實處
，立即停止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停
止遣返、盤查、滋擾中國赴美留學
人員，停止侵犯中國公民合法權益
，確保此類事件不再發生，為中美
人文交流與教育合作營造良好氛圍
。

除此之外，中國駐美國大使館
9 月28日也在官網刊登公告，提醒
出國留學人員謹慎選擇赴休士頓航
線入境，提高安全意識，慎重考慮
赴美留學入境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加強防範，妥善應對等。

中國駐美大使館並未透露一些
留學生被遣返的具體原因，但近段
時間以來，美方加強了對中國赴美
留學生的審查，並且已有多名背景
不同的中國留學生被遣返回國。上
月15日，中國也有3名留學生打算
經休斯敦機場入境，但被懷疑有中
國軍方背景，可能危害到美國的國
家安全，隨即被遣返。中國外交部

當時也曾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美國之音早前報道指，美國前

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為了
防止北京獲取可以軍用的美國技術
，曾制定一項限制中國學生簽證的
政策。中國政府聲稱至少有500名
中國留學生由於這一政策而導致簽
證申請被拒。留學生表示，這一政
策應用太廣而且他們為被指控為間
諜而感到憤怒。

據中國媒體《澎拜新聞》的報
道，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Wen-
dy Sherman）7 月訪華時，中方官
員曾呼籲美方解除簽證限制。美國
駐北京的大使館在一項聲明中指出
，這一政策對 「保護美國國家安全
利益」很有必要。聲明說，這一政
策是針對 「簽證程序遭濫用」而作
出的反應，而且 「目標狹窄」。

根據美國政府數據，中國是美
國最大的外國學生來源國。中國學
生人數2020年比前一年減少20%，
但是仍有 38 萬人，比排名第二的
印度幾乎多出一倍。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華生入境美國宜有所注意華生入境美國宜有所注意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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暌違五年再推新作的導演樓一安，新

片《該死的阿修羅》找來金馬影帝莫子儀

、金鐘視后黃姵嘉合體，以及集結了新生

代矚目新星包括在《誰先愛上他的》入圍

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的黃聖球、2021台北

電影節非常新人潘綱大以及曾以《你的孩

子不是你的孩子》入圍金鐘獎新進演員獎

的王渝萱等。今(5日)公佈金馬獎入圍名

單，《該死的阿修羅》風光入圍「最佳原

著劇本」、「最佳女配角—王渝萱」、

「最佳新演員—潘綱大」三項大獎。導演

得知入圍後表示：「感謝評審的肯定。」

但也為其他主創包含演員黃姵嘉、賴澔哲

以及音樂、音效沒有入圍感到可惜，「他

們在片裡的表現都非常優秀，希望大家之

後可以進戲院看我們的電影作品。」

而公佈入圍名單時正在上課的王渝萱

，聽到入圍最佳女配角的訊息，又驚又喜

表示：「很感謝團隊，入圍不只是對我更

是對團隊的肯定，因為這並不是我一人能

做到的；同時能跟其他這樣好的演員一同

入圍，我深感榮幸。此時此刻正在上課，

接下來也會繼續做該做的事，明天也有報

告要交！怎麼辦！」

入圍最佳新演員的潘綱大，今年

也是台北電影節非常新人，得知入圍

金馬獎最佳新人後，感性表示：，

「我曾見過你們無法想像之事物，太

空戰艦在獵戶星座旁熊熊

燃燒，我注視著萬丈光芒

，在天國之門黑暗裡閃耀

，所有這些時刻，都將迷

失在時間的長河，如同淚

水消失在雨中，是時候走

向愛。謝謝金馬獎、謝謝

《該死的阿修羅》導演以

及全體工作人員、謝謝經

紀公司彥恩國際、謝謝家

、謝謝芹。」

《該死的阿修羅》由數

位奇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岸上影像有限公司、內容物

數位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出品

，故事以一啟夜市殺人案為

開端，六個人的人生而出現

轉折，詹文（黃聖球 飾）

在他18歲生日這天，以改造

的空氣槍犯下夜市隨機殺人

案，沒有人知道沉默寡言的

他為何犯案；每天跟他一起打電玩、畫漫

畫的阿興（潘綱大 飾），深信自己摯友

並不是故意要殺人，希望能為他找到證明

；全案唯一死者小盛（賴澔哲 飾）是個

沒存在感的小公務員，但在遊戲「王者世

界」中他卻是稀有的國王階級。這天小盛

是因為等候加班的未婚妻Vita（黃姵嘉

飾），這才在夜市遇上死劫，這讓Vita感

到很愧疚，重新思考自己每天加班到底為

了什麼，但同時，卻又意外察覺小盛生前

可能有出軌…；琳琳（王渝萱 飾）在

「王者世界」裡盜用網美照，魅惑小盛以

寶物相贈，在現實中她卻是住在黎明大廈

的小太妹；黴菌（莫子儀 飾）正打算做

黎明大廈的報導，跟琳琳約在夜市採訪卻

意外讓黴菌成了制伏詹文的目擊者…，他

們被迫面對各自生命中的缺陷與困境。被

迫面對各自生命中的缺陷與困境，並在

Vita的直播中又再度交會。不過，若一開

始詹文沒有犯案，這一切會不會有什麼不

一樣？電影更多資訊請參考《該死的阿修

羅 》 粉 絲 團 ： www.facebook.com/GOD-

DAMNED.ASURA。

樓一安導演新片《該死的阿修羅》
風光入圍金馬獎三項大獎

電影《靈語》故事圍繞在破解不了

的連環女童失蹤案與無名箱屍命案，束

手無策的警方和家屬必須依靠功力高深

的師父，透過一連串「靈語」指點拼湊

出破案線索，最新宣傳短影音在發行片

商甲上娛樂官方粉絲頁曝光，片中刑警

搭檔是元介、禾浩辰前進關鍵命案地點

，山林間謎樣氣氛令人毛骨悚然，紅色

皮箱載浮載沉，同時不斷傳出彷彿在人

耳邊低語的詭異聲音，最後更出現綁架

女童慘死臉孔，驚嚇指數破錶，讓網友

紛紛留言：「最後一幕讓我頭皮發麻」

、「嚇死」，直呼畫面太恐怖。此外，

甲上娛樂官方粉絲頁同步募集「有聲」

靈異故事，徵求台灣粉絲們最駭人的真

實經歷，並將於上映前攜手知名脫口秀

主持人黃豪平舉辦線上試膽大會。

而《靈語》也是楊丞琳繼《紅衣小女

孩2》後再度演出靈異驚悚電影，首次與影

帝鄭人碩合作就扮演苦命夫妻，為失蹤女兒

哭到肝腸寸斷，楊丞琳為詮釋失去愛女的悲

痛，需不斷重複呈現失神狀態，她特別減少

自己的睡眠時間跟刻意節食，甚至為角色寫

出長篇自傳，在描繪角色背景時還邊寫邊哭

，表示心情複雜，無法想像電影故事若發生

在真實社會中，這位母親會有多痛苦。戲外

育有一子的鄭人碩則心疼地說：「父母全心

都放在孩子身上，我曾經只是短短時間沒聯

絡到兒子，就心臟受不了了，更別說孩子失

蹤會有多折磨！光是揣摩那種忐忑不安和自

責的痛苦，我就立刻情緒爆發，在第一次排

戲時哭到泣不成聲。」

帥尪鄭人碩難掩父愛光芒
楊丞琳為演《靈語》慘受身心煎熬

年度強檔國片《靈語》劇情結合箱

屍命案、兒童綁架、懸疑推理與靈異的

元素，警方破不了的懸案，只能交給

「靈語」的神祕力量尋找線索破解，金

鐘及金獎影后提名的楊丞琳繼《紅衣小

女孩2》為救女兒赴湯蹈火後，在《靈語

》再次化身尋找失蹤愛女的悲傷母親，

她坦言這次演出彷彿從潛意識到身心靈

都徹底融入角色，卻也非常傷身：「演

戲當下腦壓很高且精神處於長期痛苦的

狀態，雖沒有刻意為了角色犧牲睡眠，

卻受角色影響變得有睡眠障礙。」強調

下戲後她一定會讓自己抽離角色。深情

守護著愛妻的鄭人碩同樣不輕鬆，這次

飾演一名心情慌張焦急、在妻子面前卻

又必須壓抑痛苦的父親，現實生活中沒

有女兒的他，在片中成了女兒傻瓜，與

飾演女兒澎澎的小童星林鈺芠一見如故

，兩人更打勾勾約定，萌言萌語地立下

誓言：「爸爸答應妳，以後每一場和妳

有關的戲，我都會為妳而哭。」拍攝過

程林鈺芠也溫馨準備了卡片送給媽媽楊

丞琳，讓楊丞琳忍不住喜極而泣，一家

人感情深厚，更顯愛女失蹤有多虐心。

解不了的謎，破不了的案，就
靠…靈語

刑警志凱(是元介飾)奉命調查一起無

名兒童連環箱屍命案，同時，他在國小任

教的姊姊美珍(吳可熙飾)在放學時發現女

兒慘遭歹徒綁架，志凱與搭檔嘉強(禾浩

辰飾)私下展開緊急救人行動。在查案過

程中循線追蹤到美珍的前鄰居明城(鄭人

碩飾)與慧嵐(楊丞琳飾)，意外發現他們的

女兒也已經失蹤一年，案情膠著找不到任

何線索，幾乎成了破不了的懸案，兩起看

似毫無關聯的案件背後似乎隱藏驚人的連

結。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外甥女命在旦夕

、連續箱屍命案案情撲朔迷離，只有鬼魂

知道真相，走投無路的志凱只能求助師姑

曾白石(丁寧飾)，她擁有特殊體質能夠接

收「靈語」，而一樁樁懸案的關鍵線索，

是否能借助「靈語」抽絲剝繭找到駭人真

相…。

《靈語》演夫妻真走心
女兒傻瓜鄭人碩父愛大爆發！

由mm2滿滿額娛樂、風尚國際文化聯合出品及製作，年度靈異懸疑
驚悚強檔國片《靈語》集結《老師，你會不會回來？》是元介、金馬影
后提名吳可熙、《角頭–浪流連》鄭人碩、 「三后」 金鐘及金獎影后提
名天后楊丞琳、金馬最佳女配角丁寧、《等一個人咖啡》禾浩辰與《比
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石知田等華麗卡司同台飆戲，正式公布將在10月22
日全台獻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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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从帝

王将相到江湖客，攀

登终南山之人似乎不

是为了到山间别馆放

松，就是为寻个无人

之所安静躺平，美其

名“隐居”。终南山

本山，似乎从一开始

，就有那么点与众不

同。

地质地貌独特而复杂

位于秦岭中段，

在太白山、华山等一

众岩浆型花岗岩山峰

中，以沉积型花岗岩

为主的终南山鹤立鸡群。而沉积型花岗岩与围岩

的关系既有大量的渐变过渡关系，又有一部分是

断层接触的突变关系。因此，围岩的时代、岩性

多种多样，导致终南山地质构造极其复杂。

由于终南山地理位置特殊，是华北的鄂尔多

斯地块和华南的四川地块相互对挤的着力点(两

个地块的基底都是巨厚的太古变质岩层，是两个

巨大而坚硬的块体)。于是终南山在地质历史时

期（46亿年前至今）多次承受了比其它地段大得

多的挤压、剪切和揉搓的构造力，造就了这里极

其强烈和复杂的变质构造现象，并且也因此形成

了两条巨大的韧性剪切带。也因为沉积型花岗岩

的定向性、混合岩的揉皱性、碳酸盐岩变质后的

坚硬性和溶蚀性以及岩石蚀变后的光洁与璀璨，

终南山的地貌呈现出婀娜多姿、千奇百怪的外部

形态。

作为秦岭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终南山根据

其本身地质地貌特点的变化走向也可分为三部分

：蓝田段(东段)、长安段(中段)、户县—周至段(

西段)。

其中终南山中段，是整个秦岭最为狭窄的地

方，也是受南北地块挤压最严重、地壳经受构造

运动最为强烈的地段。在地质构造力的作用下，

岩石内普遍发育了斜向的共轭节理。长期遭受风

化剥蚀后，这种裂隙往往形成群峰并峙、多悬崖

峭壁的景象，蔚为大观。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

由特大地震触发，高耸的危峰就沿着裂开较宽的

高角度节理缝在重力作用下发生崩塌，形成庞大

的山崩地质景观。

终南山西段的岩石较中段多样，有巨厚的早

古生代（距今5.7亿年～4.09亿年）海底火山喷

发形成的蓝绿色变质火山岩，颇为奇观。终南山

东段山体一改西段和中段的近东西方向，而往东

北方向延伸，同时也不再是较狭窄的条带状，而

是变得越来越宽。蓝田玉和溶洞群就出现在这里

。

山川本无意，万古偶得之

构成一座山的最基本单元，石头在终南山这

里，开始了自由组合。它们或相互堆叠，或彼此

嵌合，或索性独自成趣。于是有，地上垒出山矗

立，风中削作崖耸峙，斧下凿出洞通达，孤石茕

置万古。

终南山地处西安市以南，是从周至到蓝田这

一段秦岭主脊及其北坡的总称。其间一座座峻峭

秀丽的山峰连绵不绝，犹如锦绣画屏，屹立在古

长安之南。这些山峦或在峪垴，或在两峪之间，

或在大粱，或在小岭的纵横交织处，星罗棋布，

错落于终南山区域。登上任意一座，都可以观览

山、林、水、天，云雾缭绕。眼前之景空间层次

分明，变化无穷。

王顺山，风景画中诗

位于蓝田县城20公里的蓝桥乡，王顺山因

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之一──王顺担土葬母于此而

得名，主峰东岩，高2339米。作为终南山东段的

主要山峰，它南依秦岭，北邻灞河，蓝水环绕，

景色宜人。

由一片巨大的沉积型二长花岗岩形成，被两

条大的峪河及其若干支流切割，王顺山上怪石嶙

峋、沟谷幽深、清潭点点。在沉积型花岗岩中，

常常夹有碳酸盐岩变质成的大理岩，在经过超深

变质作用以及与从地球内部上来的基性岩浆的硅

质热液发生交代作用后，形成了“蛇纹石化大理

岩”，即被称为“蓝田玉”的岩石。东岩从唐代

起就是蓝田玉的主产地。长于石中，这里的大理

岩，在蛇纹石化强烈时，局部已经变成与岫玉类

似、但色泽更加鲜艳且富于变化的玉石了。这种

玉石硬度虽不及真正的玉，但因蓝田地处古长安

附近，玉质硬度适中，易于加工，所以古人多采

集加工用做饰物。

由于东段碳酸盐岩发育，所以终南山的溶洞

群也出现在这里。天然岩洞，是王顺山的又一重

要特色。主要的岩洞有碧天洞与珍珠楼。位于蓝

桥乡西边石壁上，前者有3个洞厅，后者在碧天

洞上方200米处，洞分两层，是一个楼上楼，可

容百余人。凌云洞，位于辋川乡岩子村附近的照

壁山，全洞多厅多层，构造复杂，钟乳石造形奇

特，笋石林立，石花怒放，虽然纵深长度达520

余米，但洞内空气清新，是此地溶洞群中最大的

一个。此外又有卧虎洞、藏龙洞、哺乳洞、绣楼

洞等，多据洞中钟乳石的造型特点命名。锡水洞

，位于照壁山对面成仙岭山腰处，洞中有潭有楼

，幽静别致。考古发现，古人类曾在此居住过，

后来又成了道家的洞天福地。王顺山溶洞与全国

其他地方溶洞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是白云石质大

理岩，抗溶蚀能力较强，能够形成如此数量可观

，结构复杂的溶洞，实属奇观。

此外，王顺山上姐妹峰、孔雀梁、独秀峰等

二十多座山峰各具独韵；松石、七彩、龙虎等七

个池潭绿莹见底；白石栓帽、东羊等小河潺潺不

息，弯弯曲曲地穿流于山谷之间，形成了多处悬

流瀑布。景物深远不尽，四季各有诗意。

翠华山位于终南山中段的正中，太乙峪正流

与东支流之间。这一段的终南山，是整个秦岭最

为狭窄的地方。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特大地

震触发，高耸的危峰就沿着裂开较宽的高角度节

理缝在重力作用下发生崩塌，形成庞大的山崩地

质景观。翠华山就是山崩地质景观中最为典型的

例子，以其独特的地质景观成为了我国第一批国

家地质公园。

因为翠华山是山崩之后的残峰，岩石的新鲜

面完全裸露出来，所以这一带的花岗岩化比较彻

底，虽为沉积型花岗岩，但已同岩浆型花岗岩相

差无几。山东侧的石海，由于山崩，坠落石块巨

大，石堆中巨石相互叠置、堆砌，属实是石头的

海洋。人们给这些崩塌叠置的巨型岩石取了许多

引人联想的名字，如太乙观星、卧虎睨天、豹子

狩猎、玉兔醉卧等等，形态各异。

翠华山岩洞，同样也是山崩地质景观的一部

分，多是山崩巨石在崩落过程中相互交错堆叠，

自然搭建而成的，翠华山侧畔一些崩塌的巨大花

岗岩块体相互支撑，形成天洞、风洞、冰洞、蝙

蝠洞等。冰洞虽盛夏亦有坚冰，炎夏仍寒冷彻骨

。风洞高15米，深40米，由两大花岗岩夹峙而

成，一年四季，均有凉风飕飕出自洞中。夏季游

人如织。

终南山上的自然湖泊中，以太乙峪翠华山侧

的山崩堰塞湖最为出名。翠华山山崩垮落的乱石

堆形成山崩堰塞坝，堵塞了太乙峪东岔沟的河道

，从而形成天然水库。该湖古名太乙池，后名

“水湫池”，又名“翠华湖”，俗称“天池”。

占地百余亩，湖面波平如镜，翠华秀峰倒映湖中

，相映成趣。

紫阁晴岚

作为秦岭的一部分，终南山正位于中国南北

大陆板块碰撞拼合的主体部位，褶皱-断层结构

尤为明显。且在终南山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原先

覆盖在表面的岩层被阳光曝晒、雨水冲刷，逐渐

风化，底部坚硬的岩石裸露出来，在剥蚀力的作

用下更加陡峭，形成如今的陡崖。紫阁峰就是个

中翘楚。

位于终南山西段紫阁峪，紫阁峰，又名佛掌

峰，海拔2150米。每年晚春早秋之时，在朗朗晴

日之下，山顶三道紫色石层在阳光照射之下，紫

气氤氲升腾，紫阁峰由此得名。紫阁峰山势俊秀

，雄险无比，景色绝美。峰体两侧皆是千仞绝壁

，其西北面是岩层断裂后所形成的高500余米的

悬崖峭壁，翠如泼黛。紫阁峰之北有黄阁峰，其

南有白阁峰，其西有仙掌峰，俯仰皆景。

在这里，出现了第三种终南山岩洞，即山崖

边因岩石风化或构造原因形成的凹龛，而后又人

为地加以挖掘加工形成的石穴，多半是古代道人

所为，构成所谓的“神仙洞府”。位于紫阁峰峭

壁上的张良洞和无量洞，前者内有天然石炕、石

灶、石桌，石桌上有天然棋盘（中国象棋），相

传是汉代名人张良隐居的地方，最后一次有人结

伴进入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再无人至。后者

有碑文记载是张良和赤松子对弈避暑的山洞，也

称药王洞，相传药王孙思邈也曾在此炼药。

化用天地，离江湖不太远的躺平宝地

北邻古长安的终南山，凭借其独特地利，成

为上至帝王公卿，下至江湖隐士们一致的“心头

好”。

从气候条件看，终南山四季分明、热量充足

、温差大、相对干旱、降水变率大。且终南山区

自然生态优美，生物多样性丰富，气温垂直差异

大，造成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带植物应

有尽有。

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让终南山自古就成为长

安的后花园，乃帝王修建皇家园林、离宫别馆的

首选之地。园林杰作上林苑（今已无存）就将终

南山的中段和西段东端囊括在内。由秦始皇始建

，汉武帝时在秦基础上将之扩建，上林苑规模宏

伟，宫室众多，全苑开12门，括36苑、12宫、

25观。隋唐两代又在终南山中增建了不少离宫别

馆，如周至黑水峪内的隋之仙游宫（今为仙游寺

），周至境内的宜寿宫，位于户县太平峪口的太

平宫（宜寿、太平两宫如今皆已不复存在）；唐

代新建则有太和宫，在长安县太和峪黄峙村，贞

观二十一年(647年)改作翠微宫，附建太子宫，太

宗卒后改为翠微寺和龙田寺。这些馆苑宫阙，无

不占尽终南之形胜。

且除了皇家园林和离宫别馆之外，终南山中

还有大臣显贵的庄园别业和私第（以王维的辋川

别业为代表，今已不复存）。长安的官僚、文士

以及各地的迁客骚人常常在公务之余到此游赏娱

乐。即使在唐亡、政治中心东移之后，终南山作

为一个休沐文聚、遁世隐逸的胜地，其雅名一直

流传至今。

与繁华都市相比，终南山的确条件相对清

苦。但对于一个隐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上

的修炼，为此他们需要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安

静环境。如此的生态条件为隐居者提供了良好

的空气、水、食物和居住环境。再则如前所述

，终南山上的岩洞成为了隐居者修行的洞天福

地。于是种种情由之下，终南山成为了隐逸之

士的绝佳去处。

由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创造，这样一个躺

平宝地，或许才是真正的“终南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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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聯邦醫療保險聯邦醫療保險
開放註冊期你準備好了嗎開放註冊期你準備好了嗎??

（本報記者秦鴻鈞）聯邦醫
療（紅藍卡）保險計劃每年都可
能改變，使用紅藍卡的65歲及以
上長者，想要調整計劃，或個人
所使用的藥，在現有的保險不再
保障，請務必在 10 月 15 日至 12
月7日期，每年僅此一次，所有
參加聯邦醫療保險的人都可以變
更其明年的醫保和處方藥物的計
劃。你準備好了嗎? 你想了解更
多相關資訊？ 免費聯邦醫療教育
講座為您解惑，歡迎民眾踴躍參
加。

曾菲（Jasmin Tseng）擁有
執照超過十年以上的資深保險經
紀人，具有豐富專業保險資歷，
無論在長者醫療保險，還是長期
照顧、人壽和年金方面都有多年
豐富的經驗。在大休斯頓地區擁
有廣大的客戶群，常舉辦免費公
益講座服務社區，也是德州廣播
電台中文台的保險專題嘉賓，經
常在電臺上和大家分享及解答有
關各類保險的問題。

今年的年度 Open 註冊期即
將在 10 月 15 日開始到 12 月 7 日
結束，每家保險公司的計劃各有
特色，曾菲將舉辦數場不同計劃
的介紹， 以便提供給大家多了解

和比較。考量到疫情，選擇在有
2400 尺場地寬廣的文化中心，
且配合防疫規範，一定要戴口罩
，保持社交安全距離之下，讓每
位參與的朋友都能安心獲得切身
相關的醫療保險資訊。

10 月 15 日（星期五）早上 10：
00 到 11：30 Devoted 計劃的
介紹講座

10月15日（星期五）下午1：00
到 2：30 Wellcare 計劃的介
紹講座

10 月 22 月（星期五）早上 10:
00-11:30 Aetna計劃的介紹講座

10 月 22 日 （ 星 期 五 ） 下 午 1:
00 -2:30 Aetna計劃的介紹講座

講座地點：曾菲辦事處公室會議
室（能容納25人 ）
10333 Darwin Drive，Suite180

Houston ，TX77036
聯繫人：曾菲（菲菲）

281-777-7738
電郵：Jasmin.tseng@yahoo.

com

 

  

联邦医疗保险的年度

开放注册更改期间要

开始了 
         10 月 15 号到 12 月 7 号  

你好， 我是持有执照的保险经纪人， 代理各家保险公司。 今年

的年度打开注册期即将在 10 月 15 号开始到 12 月 7 号结束，每一

个保险公司的计划各有特色，我将办几场不同计划的介绍， 来让

大家多了解和比较。 这次外租的场地比较大， 有考量到疫情，因

此来的人士，一定要戴口罩，同时这次用的场地有 2400 尺大的空

间， 容许大家在见面下都还能保持适当的距离。 让大家能够安心

的来参加。 如果你有朋友能受惠，也欢迎您和他们一起来。谢谢

您 期待相见！！ 

 

以下时间邀请你 

 

10 月 15 日， 星期五 早上 10：00 到 11：30 我会有一个 Devoted 

计划的介绍讲座 

10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00 到 2：30 我会有一个 Wellcare 计

划的介绍讲座 

讲座地点是： 中华文化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 能容

纳 100 人） 

              9800 Town Park Drive #122  房间号 122  

               Houston, TX 77036 

联系人： 曾菲 （菲菲）281-777 7738 

                   jasmin.tseng@yahoo.com 

 

 JASMIN TSENG  

        曾菲 

  

Jasmin.tseng@yahoo.com 
  

 281 777 7738 

713 371 2491  

办公室： 10333 Harwin Drive  

              Ste 180  

             Houston, TX 77036  

 

 

 

*来参加讲座， 你没有义务要加入计

划！ 

 

 

 

10 月 22 日 , 星期五 早上 10：00 到 11：30 我会有一个 Aetna  计划的

介绍讲座 

10 月 22 日, 星期五 下午 1：00 到 2：30 我会有一个 Aetna 计划的介

绍讲座 

 

讲座地点是： 我的办公室会议室 （ *能容纳 25 人）  

              10333 Harwin Drive Ste 180 房间号 180  

               Houston, TX 77036 

联系人： 曾菲 （菲菲）281-777 7738 

                 jasmin.tseng@yahoo.com 

• 因空间较小，请电话联系看要那个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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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曾菲圖為曾菲（（Jasmin Tseng )Jasmin Tseng ) 的活動宣傳的活動宣傳。。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33
公司類型轉換
公司轉換主要有三種類型，公司類型轉換

、跨州公司轉換及稅務狀況轉換。本文主要簡
單介紹公司類型轉換。

公司類型轉換是由會員製的限責任公司轉
換成股東製的公司， 即LLC轉換成Corporation
。在公司最初成立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公司在將
來的某一天有上市的需求，所有就成立了會員
製的有限責任公司，LLC。但公司的業務日新月
異，蒸蒸日上。業務量擴大，勢必需要大量的
資金，上市是融資的最佳方式。這時公司類型
轉換就勢在必行了。

美國是聯邦製的國家，各州有各自的公司
法，每個州轉換的過程及所需文件不盡相同。
但無論哪一個州，有限責任公司的會員首先投
票，批準轉換為公司，LLC的大多數會員必須同
意轉換。會員必須就轉換的條款和條件達成一
致，包括將有限責任公司的會員權益轉換為公
司法人所有權的方式。之後起草一份新的公司
章程和轉換聲明。大多數州的州務秘書辦公室
不提供轉換公司章程的表格，系自擬格式，包
括新公司的名稱、目的陳述、公司代理人的姓
名和地址、公司授權發行的股份數量和轉換表

。將簽署的公司章程及轉換聲明並連同相應的
費用提交給州務秘書辦公室。經州務秘書辦公
室核實並審批後，正式文公司轉換證書會發放
下來，完成州內程序。將原始公司的資產及債
務轉換到新的公司，將所有的會員轉成股東。

有的州會自動將原始的有限責任公司LLC解
體，有的州需要原LLC會員自行填寫表格解體
LLC。 無論哪種形式解體原有公司，新成立的公
司需要完成以下步驟：

• 創建新的公司章程
• 選舉公司董事及公司管理人員
• 舉行初次董事局會員並做好會員紀要
• 簽發股東證書
• 申請新的公司稅號
一旦公司轉換成功，公司的各項日程必須

嚴格化，舉行定期的董事及股東會議，歸檔存
儲會議紀要，每年向州務辦公室申報公司董事
的人員變化。這些是與會員的有限責任公司不
同的地方。會員責任有限公司在這些方面的管
理會更隨意些。公司日常業務可以會員或第三
方管理，不需要嚴格的董事及股東會議。年審
只需要申報一下嘴基本的信息即可。

在稅務方面，會員製有限責任公司可以有

四種稅務申報選擇，單獨會員個稅下的Sched-
ule C、合夥人形式（partnership 1065）、S cor-
poration和C corporation。股東公司只有兩種報
稅 形 式 ： S corporation 1120S 和 C corporation
1120。

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股東公司的工作量遠遠
大於維持一個會員製的有限責任公司。如果您
沒有文章開頭的融資需求，將LLC轉換成股東公
司是得不償失的。LLC形式並不會阻撓公司的發
展，很多大型的公司依然保持著LLC的形式。所
以公司轉換之前一定要仔細斟酌。

一般情況下，公司類型轉換不會產生稅務
問題。但是如果在資產轉換的過程中有偏差或
者新公司的股東不再是原會員有限責任公司的
會員，就會產生稅務問題。所以公司類型轉換
最好是原班人馬、原套設備。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
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
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
、胸腔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
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
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
，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
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
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

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

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
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
，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
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
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
病情加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
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
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中
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
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
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第一次治
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
好轉，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
只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
，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
系，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

且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
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
醫生，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
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
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
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
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
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
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
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
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
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
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
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
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
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
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
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
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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