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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J&J COVID shot gets expert 
backing; FDA looking at lowering age 
for Pfizer bo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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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5 (Reuters) - Outside advisers to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n Friday unanimously recom-
mended the agency authorize a second shot of Johnson 
& Johnson’s (JNJ.N) COVID-19 vaccine for all recipients 
of the one-dose inoculation.

The agency is also considering lowering the recommend-
ed age for booster shots of the Pfizer (PFE.N)/BioNTech 
vaccine to people as young as 40, FDA official Dr. Peter 
Marks told the advisory panel.

The FDA’s Vaccines and Related Biological Products Ad-
visory Committee backed the shots for all J&J recipients 
aged 18 and older at least two months after their first dose.
The FDA is not bound to follow the recommendation, but 
typically does.
After hearing presentations from J&J and FDA scientists, 
many members of the advisory panel asked if J&J’s sin-
gle-dose vaccine should actually be considered a two-dose 
shot for everyone.

They pointed to the lower levels of virus neutralizing anti-
bodies it provokes compared to vaccines using messenger 
RNA (mRNA) technology from Moderna Inc (MRNA.O) 
and Pfizer/BioNTech.
“There is a public health imperative. What we’re seeing 
is this is a group with overall lower efficacy than we have 

Inside C2

seen with the mRNA vaccine, and so there is some urgency 
to do something,” said Dr. Arnold Monto,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who 
chaired the meeting.

The FDA authorized boosters of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last month for Americans aged 65 and older and those at high 
risk of severe illness or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the virus.

Marks, director of the FDA’s 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said data from Israel, where Pfizer booster shots 
have already been administered broadly, suggests that the 
vaccine’s efficacy is waning and makes a compelling case for 
lowering the age for receiving booster shots to 40.
Concerns about rare cases of heart inflammation in younger 
men who receive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also made 40 a 
good cutoff point for the additional shots, Marks said.

CONCERNS OVER J&J DATA

Marks raised concerns that the data presented by J&J did not 
reflect all of the information on the vaccine’s performance.
“There are some real challenges here. All of the data do not 
fully align with this being a vaccine that retains excellent 
activity over time, against all forms of disease or even against 
severe forms of disease,” Marks said.

J&J scientists said their vaccine was more durable than the 

mRNA vaccines.

“If the vaccine isn’t adequate, it should be boosted and every-
body should get it,” said Dr. Eric Rubin, an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at the Harvard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fter the vote, Rubin said he expects that getting the second 
J&J dose later than two months after the first should 
be safe. While the data are scarce, he said, “there 
isn’t much to suspect that it’s wrong,” adding, “I 
certainly am supportive of those individuals getting 
another dose.”

Once the FDA signs off on the second dose,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ill make specific recom-
mendations on who should get the shots. CDC advisers are 
scheduled to meet to discuss the boosters next week.

On Thursday, the panel unanimously backed booster shots of 
Moderna’s COVID-19 vaccine for Americans aged 65 and 
older and those at high risk of severe illness or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the virus.
U.S. health officials have been under pressure to authorize 
the additional shots after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d plans in 
August for a widespread booster campaign pending approvals 
from the FDA and the CDC.

A healthcare clinician 
prepares a dose of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
cine for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for 
a commuter during the 
opening of MTA’s public 
vaccination program at 
the 179th Street subway 
station in the Queens bor-
ough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May 12, 
2021. REUTERS/Shan-
non Stapleton
New York, U.S., May 12, 
2021. REUTERS/Shan-
non Stap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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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police officer offers a prayer to his weapon as part of a ritual at their head-
quarters on the occasion of Dussehra, or Vijaya Dashami, festival in Ahmed-
abad, India. REUTERS/Amit Dave

Supporters of Lebanon’s Hezbollah attend a funeral of people who were killed in violence in 
Beirut on Thursday, in Beirut’s southern suburbs, Lebanon. REUTERS/Mohamed Azakir

Hillary Clinton leaves in a car after it was announced that former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was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Medical Center in Orange, California.  REU-
TERS/David Swanson

A combination picture shows 
a man who is shot and rescued 
after trying to fire a rocket-pro-
pelled grenade, during a gunfire 
in Beirut, Lebanon. REUTERS/
Aziz Taher

People ride on a vehicle 
past a damaged residential 
building following a fire in 
Kaohsiung, Taiwan. REU-
TERS/I-Hwa Cheng

Customers play Squid Game’s 
honeycomb toffee game at 
Strawberry Cafe in Jakarta, In-
donesia. REUTERS/Ajeng Dinar 
Ulfiana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oday millions of shipping containers are
stacked up at American ports from the
west coast to the east coast. President
Biden has stepped up the efforts to
relieve the supply chain nightmare that
has led to the untimely delays and
storage of goods. And now as a result,
prices will be going up and will threaten
to slow down the economic recovery.

The White House is trying to work with
companies and the ports to alleviate

bottlenecks and the port of Los. Angles
will now be open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bringing it into line with
operations at the port of Long Beach.
Those two west coast ports are handling
40 % of the container traffic into the US.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recovery, the
ports around the world are very
congested. Shipping costs have soared
and companies wanting to move goods
around the world are struggling because

there are just not enough ships or
containers available.

President Biden met with a group of
business executives and union
representatives and discussed collective
efforts to address the global problem.

Another pressing issue is that a shortage
of truck drivers has added to the supply
chain constraints making the delivery of
goods to consumers even more costly.

We think this is a worldwide issue since
the pandemic has attacked all of the
countries. All of the factories have faced
many very difficult problems. The world
is a global village now and we are all
interdependent on each other. Unless we
can all work together, we are going to
face even mor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1010//1515//20212021

Stalled Ship Cargos And TheStalled Ship Cargos And The
Supply Chain CrisisSupply Chai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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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has triggered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in 
the tourism economy, given the immediate 
and immense shock to the sector. Revised 
OECD estimates on the COVID-19 impact 
point to 60% decline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2020. This could rise to 80% 
if recovery is delayed until December. 

geographic-regions (e.g. in the European 

Domestic tourism, which accounts for 
around 75% of the tourism economy in 
OECD countries, is expected to recover 
more quickly. It offers the main chance 
for driving recovery, particularly in 
countries, regions and cities where the 
sector supports many jobs and businesses.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is being felt 
throughout the entire tourism ecosys-
tem, and reopening and rebuilding 
destinations will require a joined up ap-

proach. Tourism businesses and workers 
-

lus packages, with many governments also 

Governments and industry are focusing 
their efforts on:
Lifting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work-
ing with businesses to access liquidity 
supports, apply new health protocols for 
safe travel, and help to diversify their 
markets. Restoring
and stimulating demand with new safe 
and clean labels for the sector, infor-
mation apps for visitors and domestic 
tourism promotion campaigns. Preparing 
comprehensive tourism recovery plans, to 
rebuild destinations,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and rethink the tourism 
sector. These actions are essential, but to 
reopen the tourism economy successfully 
and get businesses up and running, more 
needs to be done in a coordinated way 

as tourism services are very interdependent. The travel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reinforce their coordi-
nation mechanisms to accompany the businesses, notably the smallest 
ones, and the workers. Particular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also to the 
most sensitive/vulnerable destinations in the recovery phase.
Looking ahead, the measures put in place today will shape 
tourism of tomorrow. Governments need to already consider the 
longer term implications of the crisis, while staying ahead of the 
digital curve, supporting the low carbon transition, and 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needed to build a stronger, more sustain-
able and resilient tourism economy. The crisis is an opportunity to 
rethink tourism for the future.

(Courtesy ips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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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Nations Of The World Handle
The Coronavirus Health Crisis

Impacts Their Tourism Favorability

KEY POINTS
Tourism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The tourism economy has been heavily hit by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and measures introduced to contain its spread. Depending on the duration of the crisis, 

revised scenarios indicate that the potential shock could range between a 60-80% 
decline in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economy in 2020. Beyond immediate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tourism sector, countries are also shifting to develop recovery measures. 

and rethinking the tourism sector for the future.

BUSINESS

Dr. Scott Gottlieb told CNBC last Friday 
he believes the coronavirus is significantly 
more widespread in the U.S. than official 
case counts reflect as the highly contagious 
delta variant sweeps the nation.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on the whole, 
we’re infecting up to a million people a day 
right now, and we’re just picking up maybe 
a 10th of that or less than a 10th of that,” the 
former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om-
missioner said in an interview on “Squawk 
Box.” Gottlieb now serves on the board of 

Covid vaccine maker Pfizer.
The current seven-day average of new 
daily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U.S. is 
roughly 67,000, according to a CNBC 
analysis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ata. That’s up 53% compared with a 
week ago, as the country grapples with 
a surge in new infections driven largely 
by delta, first discovered in India and now 
the dominant variant in the U.S.
“What it reflects is a reality where you 
have a highly transmissible variant that’s 

widely spread across the U.S. right now 
that’s spreading mostly in a population 
that’s either vaccinated and developing 
mild symptoms or no symptoms at all; or 
spreading in a younger population that’s 
also less likely to develop symptoms be-
cause they’re younger, healthier,” Gottlieb 
said, when asked by “Squawk Box” co-
host Andrew Ross Sorkin how the physi-
cian arrived at his “staggering” estimation 
of 1 million new infections a day. 

“Most of the spread and most of the peo-
ple who are showing up in the hospital are 
younger people. If that’s where the infec-
tion is occurring, then there must be a lot 
more infection underneath the small nu-
merator that’s showing up in the hospital,” 
added Gottlieb, who led the FDA from 
2017 to 2019 in the Trump administra-
tion. He’s become a closely watched voice 
during the pandemic, routinely appearing 
on CNBC and other media outlets to offer 
his analysis on the health crisis. 
The highest seven-day day average of 
new Covid cases recorded in the U.S. 
was roughly 251,000 on Jan. 8, accord-
ing to CNBC’s analysis. Case counts had 
dropped off dramatically in the spring as 
the country’s vaccination campaign picked 
up speed.
But in recent weeks, as U.S. cases again 
started to accelerate, Gottlieb has said a 
large number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were likely going unreported, partly be-
cause the testing landscape is different 
now than at previous stages in the pandem-
ic. In the early days, Gottlieb suggested 
the actual case counts were much higher 
than official tallies due to scarce testing 
resources. Now, he has said it’s a different 
situation, where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case counts and true infection levels stems 
from people who remain asymptomatic or 
develop only mild symptoms not going to 
get tested. Additionally, Gottlieb previous-
ly told CNBC people can now complete 
at-home tests and those results are unlikely 
to make their way to health authorities and 
then show up in official case counts.

Last Friday, 
Gottlieb re-
iterated his 
view that the 
U.S. is much 
further into 
the surge of 

delta-driven infections than others believe. 
“This delta wave will pass, probably at 
some point in September,” he predicted. 
(Courtesy cnbc.com)
Related

Major Medical Groups Call for 
Mandatory COVID-19 Vaccinations for 

All Health Workers
Dozens of major medical groups, including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re call-
ing for employers to mandate COVID-19 
vaccines for all health care workers.
“Our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
ies advocate that all health care and long-
term care employers require their workers 
to receive the COVID-19 vaccine. This is 
the logical fulfillment of the ethical com-
mitment of all health care workers to put 
patients as well as residents of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first and take all steps neces-
sary to ensure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 groups wrote in a July 26 statement 
(pdf).

A health care worker administers a shot 
of the Moderna COVID-19 vaccine to 
a woman at a pop-up vaccination site 
operated by SOMOS Community Car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Manhattan in New York City, on Jan. 
29, 2021. (Mike Segar/Reuters) 
They argued that because of the “Delta” 
variant,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more con-
tagious, and more reports of COVID-19 
hospitalizations, health care settings should 
make vaccines mandatory. An increase in 
vaccinations, the statement says, will pre-
vent the possibility of more lockdowns 
or other COVID-19-related orders. Their 
statement made no mention of individuals 
who had already contracted COVID-19 
but recovered and developed natural im-
munity. Because health care workers come 
into frequent contact with COVID-19 cas-
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contracted the virus.
Another study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howed that those who recovered 
from the virus had a “lasting immunity” to 
the pathogen because, as the agency noted, 
“after people recover from infection with a 
virus, the immune system retains a mem-
ory of it” and “immune cells and proteins 
that circulate in the body can recognize and 

kill the pathogen if it’s encountered again, 
protecting against disease and reducing ill-
ness severity.”

M e a n w h i l e , 
a number of 
workers in the 
health care field 
aren’t vaccinat-
ed, according 

to data collected by the Centers for Medi-
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and analyzed 
by LeadingAge, reported the Washington 
Post. About 38 percent of nursing home 
staff, for example, weren’t vaccinated as of 
July 11, the data shows.
A recent analysis by WebMD and Med-
scape revealed that an estimated 25 percent 
of hospital workers who had regular con-
tact with patients weren’t fully vaccinated. 
About 56 percent of Americans aged 12 
and older are fully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July.
Ezekiel Emanuel, a University of Pennsyl-
vania bioethicist who organized the joint 
statement released on July 26,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he believes mandat-
ing vaccines among health care workers 
will boost the overall uptake in Americans 
getting the vaccine.
“Despite everything—cajoling, making 
access readily available at any pharma-
cy, making it free, having the president 
plead—all of this hasn’t really moved the 
needle very much in the nation,” he told 
the paper on July 26.
Weeks ago, the largest union of health care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199SEIU, 
said it opposed mandatory COVID-19 vac-
cines for employees.

“ W h e t h e r 
there is a legal 
challenge that 
we can make, 
or whether it’s 
just a pure or-
ganizational 

challenge that we can make, we are not go-
ing to just give in,” George Gresham, the 
head of the union, told local news website 
Gothamist in June. The Epoch Times has 
contacted the 1199SEIU for comment.
It comes as protests erupted across the UK, 
Ireland, Italy, France, Greece, and else-
where over the past weekend over vaccine 
mandates. European leaders have proposed 
vaccine passport-like systems to mandate 
that people show whether they’re vaccinat-
ed or have tested negative for COVID-19 
before entering certain businesses or pub-
lic spaces. (Courtesy https://www.usnew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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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Scott Gottlieb:
One Million Americans Daily 

Possibly Infected With COVID 
As Delta Variant spreads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on the whole, we’re infecting up to a million 
people a day right now, and we’re just picking up maybe a 10th of that or 
less than a 10th of that.” – Dr. Scott Gottlieb, Former Head of the FDA.

KEY POINTS
The highly transmissible delta variant is driving a surge                                                     

in Covid cases across the U.S.
However, Dr. Scott Gottlieb told CNBC on Friday he believes

the coronavirus is significantly more widespread in the                                                   
U.S. than official case counts reflect.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on the whole, we’re infecting up to                                               
a million people a day right now,” the former FDA chief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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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
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8年11月15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
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8年03月22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
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0年03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11月22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
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9年02月01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
碩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8年04月01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
能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0年05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5年12月15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4年12
月01日中國大陸2014年12月01日
第二A優先：有名額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5年09

月22日中國大陸2015年09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8年11月
22日中國大陸2008年11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7年03月
22日中國大陸2007年03月22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年05
月15日中國大陸2016年05月15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21年06
月01日中國大陸2021年06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6年09
月22日中國大陸2016年09月22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9年08月
22日中國大陸2009年08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7年10月
01日中國大陸2007年10月01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歲以下未
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8月9日宣布，申請人可在遞交綠
卡申請的最後一步的同時申請社安號。移民局批
準綠卡後，會將相關信息自動轉到社會安全局，
申請人可以免去親自到社會安全局申請的舟車勞
頓。
2. 美國移民局在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為今
年的H1b工作簽證進行了第二次抽簽。雖然2021
年3月30日移民局就已經發布消息，表示已經收
到了足夠數量的電子註冊申請，今年的H-1B名
額已經用完，但是顯然，第一次抽簽結束後，移
民局收到的申請沒有達到本財年的名額上限，所
以進行了第二次抽簽。
3. 根據最近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消息，2021和
2022財政年度的職業移民名額有望翻倍。這將大
大緩解職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的局面。
4. 美國移民局5月13日宣布，自2021年5月
17日起，將暫停部分I-539申請的打指模要求，
包括延期或轉換身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的申請。這項新政策適用於已經提交的但到
5月17日還沒收到打指模預約通知的申請以及在
5月17日當天和以後提交的申請。自2021年5月
17日起，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的打指模費
用。

5. 隨著新總統拜登入主白宮，移民政策有很大
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恢復夢想法案
（DACA）。取消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國土
安全部將與其他機構合作，製定最能保護美國人
民並與美國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移民執法政策。
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在美國生活多年的
利比裏亞人將被允許在美國停留更長時間。為
1100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移民的渠道。
6. 最近美國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急劇增加，加上
新冠期間為了保護移民局工作人員健康安全而導
致的人員減少，使得發放收據的時間大大延遲。
甚至出現了申請遞交之後兩個多月還沒有收到收
據的情況。通常移民局在收到申請後，會初步審
核一下申請文件。 如果正確提交了表格，支票和
相關證明材料，一般會在30天內收到書面的收據
通知。如果您交的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不
完整或不正確，會收到退件通知，被視為沒有按
時正確的遞交申請。
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在2020年
7月下旬突然關閉，原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的
事務由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接
管。認證程序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8. 近日，拜登總統撤銷了川普總統2020年4月
22日頒布的法案。6月份頒布的法案也已經過期
。2020年4月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簽署移民
暫停法案。法案主要內容包括：美國暫停發放以
下移民簽證六十天：抽簽移民簽證；職業移民簽
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移民簽證；綠卡
申請配偶和孩子的移民簽證。6月22日周一下午
，川普總統再次簽發總統令，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四月份簽發的總統移民禁令延長到年底；暫停
境外的H1B、H4、L1、L2、J1、J2簽證的發放
；要求製定法規使H1B、EB2、EB3的申請不影
響美國工人；境內H1B、H4、L1、L2、J1、J2
的延期和雇主轉換暫時不受影響；護照上有相關
有效簽證者和持有回美證的人士不受影響。
9.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務院做出以下
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2020年3月1日到2021
年9月30日之間所發出的所有補件(RFE),拒絕意
向書(NOID),N14,和上訴（290B）的回復，在原
有的截止日期基礎上，給予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20日起接受申請
文件的電子簽名。
10.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官員，必須
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
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
內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上學或找
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官便可以推定

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
，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
，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
。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
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
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
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
(11-1月下午5點)在電臺調頻AM1050時代華語
廣播電臺播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
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臺
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
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
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
約,生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
，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
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
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
anlaw.com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
10:00AM-1:00PM.

1111月份移民排期月份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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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高雄 「城中城」社區大火，造成46人
死亡、41人輕重傷，面對這起嚴重火災事件，繼總統蔡
英文、副總統賴清德皆以個人身分分別捐出1個月所得
，據了解，內政部長徐國勇也要以個人身分捐出1個月
所得。

城中城大火引發外界對老舊建築安全管理關注，根
據內政部統計，1995年《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以前
已興建7樓以上建築物，全國總棟數為18195棟，依據
法規無法強制要求成立管理委員會，經過地方政府輔導
後，已報備成立管委會有9689棟，尚有8506棟未成立
管委會。

城中城大火後，內政部已立即發函要求各地方政府
即刻啟動全面清查盤點高風險建築物，並依據原有合法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研擬應改善
項目暨落實執行分類分期改善計畫，維護公共安全。

對於老舊大樓建物，營建署每年對各地方政府進行
執法成效督考，其中包括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5
條輔導條例施行前老舊大樓成立管理組織績效蒐集；依
據今年最新統計資料，全台屬於條例施行前已興建完成
七樓以上建築物且尚未成立管理組織的建築物，約有
8506棟；內政部除將繼續督促地方政府強化辦理相關輔
導機制外，並將研議修法將特定建築物列為優先輔導對
象，強制要求地方政府必須積極介入。

為強化複合用途建築物共同防火管理及整體避難訓
練要求，內政部已提出消防法第13 條修正案，定明共
同防火管理人的定位、遴用方式、訓練課程內容與資格
，並將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升至法律位階。

另為完善消防設備師(士)管理，有效確保公共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能維持正常運作，內政部已提出消防設備
人員法草案，目前正由立法院審議。

高雄城中城大火高雄城中城大火
內政部長徐國勇捐一個月所得內政部長徐國勇捐一個月所得

不可不知五倍券詐騙技倆！
中市四分警強力 「放送」 阻詐

（中央社）坊間詐騙如影隨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
因應中央政府推出振興五倍券，使用信用卡、電子票證及行動支
付等方式綁定及全國超商受理預訂作業、領取；為防制不肖集團
趕搭此時事進行詐騙行為，南屯派出所副所長周明勳至南屯區慈
濟靜思堂疫苗快打站，向民眾進行防詐宣導，提醒在場民眾勿輕
易受騙上當。

南屯派出所副所長周明勳至南屯區慈濟靜思堂疫苗快打站，
向民眾進行防詐宣導，藉由 「假代辦真詐騙」、 「假藉領取流程

有誤」、 「傳
送不明網址要
你點擊」等詐
騙手段，提醒

民眾勿輕易受騙上當。
警方指出，因長者對3C產品使用不熟悉，多數仍以領取紙

本券為主，警員張雅惠、偵查佐林佩君亦深入地方，以說學逗唱
方式至大誠里的里民辦公室向高齡者宣導 「五倍券反詐騙」，獲
得現場長者熱烈回應。

有鑑於五倍券開始流通於市面，為保護運送途中及民眾領取
時之安全，針對配送路線編排專責警力進行護送，規畫 「護券」
專責巡邏線，複試巡簽郵局、超商等領券處所，提高巡邏密度，

加強該處所維安，同時兼顧處所內、外安全維護，防範不法案件
發生，讓民眾能安心領券。警方同時檢視超商五倍券存放是否有
保護措施，勿成為歹徒覬覦目標。

警方除運用實體宣導外，為防制不肖詐騙集團以通訊軟體進
行詐騙，亦透過分局臉書粉絲頁，加強宣導領取振興五倍券的管
道和措施，應以政府官方公告為主，不要聽從陌生訊息指示匯款
、轉帳或填寫個人資料，透過多方管道強力宣導，阻斷詐騙。

所長江松泳表示，詐騙無孔不入且手法多元，歹徒常利用時
下話題行騙，最近新興的五倍券釣魚詐騙陷阱，也常透過手機簡
訊中獎、加碼優惠訊息，甚至宣稱紙本預購審核未通過等方式，
欲騙取民眾財物與個資，如有詐騙相關疑問，可撥打110或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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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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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好好生活》：
透過陽光看清生活的斑斕和酸澀
“我叫吳憂，無憂草的憂。”女主角爽朗的自白

正是新劇《好好生活》的主基調。由林雨申、蔡文

靜、鄒廷威、姜妍等主演的治愈輕喜劇《好好生活》

近日在湖南衛視開播，憑借輕松歡喜的節奏與真實趣

味的劇情吸引了不少目光。乘著此前同類型熱播都市

劇的東風，作品依舊將目光鎖定于職場生活與女性群

像，同時透過一雙熱忱的眼睛，書寫了一則帶有童話色

彩的生活啓示錄。

歡喜冤家相遇，溫暖是生活不變的底色
“怎麽兩年了，還在做這個夢。”一場關于

車禍的夢境拉開了《好好生活》的大幕，因意外

與男友分手的陰影始終停留在主角吳憂的記憶深

處。回到現實世界，吳憂是一家電商平台的客服

部組長。如同名字一般輕快利落，吳憂對待生活

積極樂觀，在職場上見招拆招，處理起顧客的差

評得心應手。

男女主角的相遇總是充滿戲劇性，吳憂被派去處

理一樁棘手的大客戶差評事件，陰差陽錯與某生物科

技創始人何西亞相識，一個熱情如火，一個冷若冰霜

，兩人可謂“不打不相識”，一場“冰與火”的碰撞

就此展開，二人的事業和感情開始逐漸交織在一起。

《好好生活》的劇情雙線展開，吳憂的職場生活也得

到重點刻畫，在被上司“明升暗降”調入銷售部後，

她並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全新的崗位上一步步摸索

，最終獲得了認可。

與此同時，此前的車禍也爲何西亞與吳憂的感情故

事埋下伏筆，原來車禍的另一方居然是何西亞的前女友

，隨著劇情深入，二人塵封在心中的秘密逐漸解開。雖

然各自都有不完美之處，但愛讓他們學會與自我和解，

共同面對生活的逆風局，印證了那句“喜歡是棋逢對手

，愛是甘拜下風”。

與當下無縫銜接，刻畫真實生活
自信爽朗的鄰家女孩吳憂、甜美通透的企業繼承

人陸蔓、幹練冷靜的主管錢加一、鮮活熱烈的主播蘇

菲……多角度、多層次地刻畫當代都市女性是近年來

熒屏上的熱潮，在《好好生活》中，觀衆也能看到一

幅生動的女性群像圖漸次展開。性格如同燦爛陽光的

吳憂毫無疑問是“閨蜜團”的核心人物，她像“打不

死的小強”一般，一面正義爲同事解圍，一面智鬥上

司肖俊秀，爲一個又一個目標不懈奮鬥著，用與生俱

來的勇敢和樂觀爲身邊的人源源不斷地注入熱烈的能

量。

值得關注的是，《好好生活》的女性人物更爲

大膽、更直接地與生活接軌，角色設定不再局限于

女強人、家庭主婦等，四閨蜜中蘇菲的職業正是時

下流行的帶貨主播，讓人看到了職場生活的不同方

面。豐富的人物色彩也讓四個人的愛情線有了更多

看點，除了吳憂與何西亞外，家族繼承人與勵志學

霸、電台主播與文藝攝影師、精英高管與都

市暖男的搭配組合讓觀衆頗有代入感，劇本

從平凡生活的細節出發，在一個又一個現實

議題裏，講述他們的愛情與友情，他們的焦

慮與夢想，如多棱鏡般，折射出當代青年面

臨的矛盾與困境。

四個性格各異的女孩在生活中分享喜悲，

像鏡子般照見彼此的黑暗和光芒，在事業上互

相扶持，讓彼此成爲微苦人生中的那顆糖。在

主人公的成長與蛻變過程中，作品始終在傳遞

一份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無論身處何種境

遇，都要心向陽光、好好生活。

影史最難拍的電影被他搞定
《沙丘》會成為新一代的科幻經典嗎

好萊塢科幻巨制《沙丘》即將于下周

在全國上映，影片發布全新“大銀幕情

書”特輯，導演丹尼斯· 維倫紐瓦、主演

提莫西· 查拉梅、麗貝卡· 弗格森、奧斯卡·

伊薩克、喬什· 布洛林、傑森· 莫瑪、哈維

爾· 巴登以及電影的美術指導、攝影指導等

一衆台前幕後的主創共同出鏡，講述他們

如何通過努力將“不可能改編的小說”成

功搬上銀幕。

從“不可能被改編的小說”到“下一
部時代經典”

《沙丘》改編自弗蘭克· 赫伯特所著的

同名經典科幻IP，過去半個多世紀，《沙

丘》的電影改編因耗費幾代好萊塢電影人

的心力卻遲遲未能交出完美答卷而被認爲

是“不可能被改編爲電影的小說”，直到

此次丹尼斯· 維倫紐瓦出手。

因拍出《降臨》《銀翼殺手2049》等

作品而被視爲好萊塢科幻新教父的維倫紐

瓦毫不諱言《沙丘》才是他拍過的最雄心

勃勃的電影。影片講述少年英雄保羅· 厄崔

迪接受命運的召喚，去到神秘危險的沙丘

星球，開啓一段冒險之旅的故事。而這樣

一個以未來異星冒險爲主線的電影，必然

包含不計其數的宏大場景。

面對顯而易見的高難度設定，導演維

倫紐瓦絲毫沒有放過自己，而是選擇了更

大的挑戰：盡可能多地進行實景拍攝。這

位自嘲“老派“的導演，希望電影離科學

更近一些，他堅信真實的場景與環境會影

響到表演，影響到演員的想象力，也會影

響到導演。

爲此，《沙丘》真的搭建出了沙丘星

球上獨特的，猶如堡壘般堅固的建築，

他們的攝影棚甚至有兩個足球場那麽大

。整個電影中有將近一半是在沙漠中拍

攝完成，導演和主創深入約旦的沙漠取景

。因爲沙漠中的高溫，他們只能在清晨和

半夜拍攝。而最終整個《沙丘》劇組的付

出也得到了回報。正如奧斯卡· 伊薩克所說

的那樣，“《沙丘》和以往的的任何電影

都不一樣，它是一部純粹的電影。”無論

是出演了電影的演員還是普通觀衆，都因

電影帶來的全方位震撼而驚歎，媒體認定

《沙丘》正是大家正在期待的“下一部時

代經典”。

從少年時的夢想到“寫給大銀幕的
情書”

維倫紐瓦不止一次地提到過，他還是

少年時就被《沙丘》小說迷住了。在片中

出演鄧肯· 艾達荷的傑森· 莫瑪透露，導演

心裏完全清楚他要什麽，“他一生都在腦

海中構思這部電影。”

從沙蟲應該是什麽樣子，到撲翼機、

蒸餾服等《沙丘》世界獨有的物品應該怎

麽設計，導演和曾經兩次獲得奧斯卡提名

的美術指導帕特裏特· 維梅特以及整個幕後

團隊，一同打造出讓演員大衛· 達斯馬齊連

也覺得“瞠目結舌”的世界，而這個世界

，正是導演一開始的初衷。

對維倫紐瓦來說，《沙丘》是他寫

給大銀幕的情書，是他夢想中的樣子，

也是他希望人們來觀賞它的樣子。一個

少年的夢想，終于以最完美的樣子呈現

在大銀幕上，這是只有電影才能達成的

“神話”。每個時代的科幻有每個時代

的烙印，《沙丘》就是屬于當下這一代

人的科幻電影。

10月22日，這部科幻新經典即將于全

國獻映。在大銀幕觀看《沙丘》，感受它

將帶給你的極致沈浸與震撼體驗，見證傳

奇誕生！

周
澄
奧
《
而
你
剛
好
發
光
》
開
播
開
播

杜
昂D

u
a n

g

自
帶
氣
氛b

u
f f

由付聰執導，龔俊、王子璇、周澄奧等青年演員主演的青春校

園偶像勵志劇《而你剛好發光》今日于騰訊視頻正式播出。其中，

周澄奧在劇中飾演表演系萌新杜昂，擁有“Duang”音效的角色名

，自帶搞笑點給觀衆留下深刻印象。

《而你剛好發光》聚焦于一群藝術生身上，講述他們在

大學生活時期所面臨的困惑以及喜怒哀樂。劇中，周澄奧飾

演的杜昂穿著陽光帥氣，在劇中不僅是一名表演系學生，同

時也是男生宿舍團的主心骨。爲人神經大條心思單純，典型

的白羊座大男孩，因從小父母忙于工作，痞帥外表的他隱藏

著自己敏感細膩的內心。作爲藝術生，杜昂能歌善舞，全身

上下充滿藝術細胞，一路升級打怪，不被困難左右，個人魅

力值MAX。

戲裏秀才藝，戲外周澄奧更有著專業的音樂才能，曾多次在參

演的影視劇中獻唱歌曲，並發布個人單曲《溫暖你悲傷》，溫柔嗓

音扣人心弦。 曾在《你好，舊時光》《流淌的美好時光》《三十

而已》《理想照耀中國》等影視劇中有著精彩表現的他是新晉歌手

，更是塑造衆多精彩角色的好演員。

當杜昂與鐵哥們兒方岩（龔俊 飾）一同喜歡上陸七一（王子

璇 飾）時，他該如何抉擇呢？內心孤獨的杜昂能否收獲一份專屬

他的甜蜜愛情？10月11日起，每周一、周二12點騰訊視頻更新2

集，敬請期待。

由付聰執導，龔俊、王子璇、周澄奧等青年演員主演的青春校

園偶像勵志劇《而你剛好發光》今日于騰訊視頻正式播出。其中，

周澄奧在劇中飾演表演系萌新杜昂，擁有“Duang”音效的角色名

，自帶搞笑點給觀衆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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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己是年過七十之長者。古人有云：
「人到中年萬事休」，更何況我早己跨過中

年門檻，更應該是萬事悠閒、萬事皆休。不
過我終生有志以筆墨為伍，甘願每天在完成
美國校區業務之餘，賈其餘勇，續為海內外
媒體撰寫政情文章。坦白而言，如此一來，
偶爾也會有疲倦之感，早天的中秋佳節，我
就錯過撰寫詩句，回敬濠江詩友。

正感心有不安情緒之際，文友又己有秋
後寒露詩句送達： 寒露有題

蘆絮飄飄入客舟，寒蟾初上柳梢頭。江
天萬里凝霜露，遍地黃花又晚秋。

到了此刻，本人再也不敢怠慢，馬上挑
燈夜書：

節序寒露：

飄香桂子菊初黃，抽穗揚花稻灌漿。大
豆收成蔬菜綠，民豐物阜是家鄉。

今年 10 月 8 號週五，校區 「皇恩浩蕩
」，一口氣讓我們教職員工由當天起，一共
有 5 天 休 假 ， 說 是 「秋 季 小 休 」 （Fall
Break), 主要是有感我們在新冠病毒肆虐之

下，仍然是一心一德、全力地每天上班，面
對有感染風險之危。

我夫妻兩人向來對疾病皆有慎防之徑。
不過對於今次有格外休憇之日，也樂於離家
外出，正是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二話不說，馬上約上好友陳氏夫婦，從城外
驅車30 公里，來到華埠百利大道上的金冠
酒家之內，享受一頓怡然的晚餐。

我們兩對夫妻，一行四人，皆由兩位女
仕負責發辦。先來一碟香煎蠔餅，引起食慾
。繼而叫上一窩蚧肉魚肚羹，作為當晚開胃
湯水。金冠酒家的蚧肉魚肚羹中的蚧肉，乃
是真材實料的 「無腸公子」的肉身，而不像
坊間市面上有些酒家，以紅白兩色的人造假
蚧肉來代替；食之無味。金冠的魚肚羹是貨
真價實的正貨魚肚，配上雪白的蛋白來調湯
，十分受用。

嚐試過可口的湯水後，三度正菜才陸續
一一送上。那是腰果蝦仁、梅菜扣肉、半隻
菜膽上湯雞來佐飯。這三度菜式，乃家父之
撚手名菜。他是澳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陶
陶居及中國飯店的頭㕑。及後輚聘至南美洲
首都利馬市內之唐山大酒家任頭廚一職，手

下統領30 多位廚房工作人員作業，上述三
菜，經仙父發揚光大，在秘魯利馬也賣個熱
門，甚受當地華人、日本人及秘魯市民歡迎
。七十年代我移民來美，追隨家父拓展唐餐
業務時，此三度名菜，亦是我緊隨家父手藝
而常煮之菜式，深受休市中外食客歡迎。當
晚點來佐餐，睹物思人，再嚐金冠名菜，深
慶金冠廚師廚技，也是獨步休城！

當天是週末之夜，疫情下降之時，金冠
乃大型酒家，堂上座上客固然不少，而它的
外賣生意，認真不錯，來電叫餐，不絕於耳
。以至馮老闆及堂上經理William, 幾乎應接
不下。幸好他倆經已是能征慣戰之 「手快腳
快」之勇士，因此 「任隨風浪起、穩坐釣魚
船」。

當晚我們所點來享受的菜式，十分可口
精良。

金冠師父炒出來的腰果蝦丁，香滑可口
，腰果炸得恰當， 「卟卟脆」。梅菜扣肉乃
我休斯頓 「頤康講座」創辦人何天祐老師的
心頭所好的廣東名菜，細嗜之下，肥肉入口
香滑，頓時想起己逝世三年的恩師來。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秋後寒露上金冠秋後寒露上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西班牙火山噴發瞬間西班牙火山噴發瞬間
巖漿順勢吞噬山間房屋巖漿順勢吞噬山間房屋

陜西發現北周豆盧恩家族墓園陜西發現北周豆盧恩家族墓園

近日近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項考古成果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項考古成果。。20192019年年1111月至月至20202020
年年44月月，，考古人員在陜西西鹹新區空港新城發現北周豆盧恩家族墓園考古人員在陜西西鹹新區空港新城發現北周豆盧恩家族墓園。。
圖為豆盧恩碑首出土現場圖為豆盧恩碑首出土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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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考古學家發現以色列考古學家發現27002700年前私人廁所年前私人廁所

以色列考古學家表示以色列考古學家表示，，他們在耶路撒冷發現了一處罕見的古代廁所他們在耶路撒冷發現了一處罕見的古代廁所
，，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其歷史可以追溯到27002700年前年前。。當時在這座城市裏當時在這座城市裏，，私人廁所還是一私人廁所還是一
種奢侈品種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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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世界

《好好生活》：
透過陽光看清生活的斑斕和酸澀
“我叫吳憂，無憂草的憂。”女主角爽朗的自白

正是新劇《好好生活》的主基調。由林雨申、蔡文

靜、鄒廷威、姜妍等主演的治愈輕喜劇《好好生活》

近日在湖南衛視開播，憑借輕松歡喜的節奏與真實趣

味的劇情吸引了不少目光。乘著此前同類型熱播都市

劇的東風，作品依舊將目光鎖定于職場生活與女性群

像，同時透過一雙熱忱的眼睛，書寫了一則帶有童話色

彩的生活啓示錄。

歡喜冤家相遇，溫暖是生活不變的底色
“怎麽兩年了，還在做這個夢。”一場關于

車禍的夢境拉開了《好好生活》的大幕，因意外

與男友分手的陰影始終停留在主角吳憂的記憶深

處。回到現實世界，吳憂是一家電商平台的客服

部組長。如同名字一般輕快利落，吳憂對待生活

積極樂觀，在職場上見招拆招，處理起顧客的差

評得心應手。

男女主角的相遇總是充滿戲劇性，吳憂被派去處

理一樁棘手的大客戶差評事件，陰差陽錯與某生物科

技創始人何西亞相識，一個熱情如火，一個冷若冰霜

，兩人可謂“不打不相識”，一場“冰與火”的碰撞

就此展開，二人的事業和感情開始逐漸交織在一起。

《好好生活》的劇情雙線展開，吳憂的職場生活也得

到重點刻畫，在被上司“明升暗降”調入銷售部後，

她並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全新的崗位上一步步摸索

，最終獲得了認可。

與此同時，此前的車禍也爲何西亞與吳憂的感情故

事埋下伏筆，原來車禍的另一方居然是何西亞的前女友

，隨著劇情深入，二人塵封在心中的秘密逐漸解開。雖

然各自都有不完美之處，但愛讓他們學會與自我和解，

共同面對生活的逆風局，印證了那句“喜歡是棋逢對手

，愛是甘拜下風”。

與當下無縫銜接，刻畫真實生活
自信爽朗的鄰家女孩吳憂、甜美通透的企業繼承

人陸蔓、幹練冷靜的主管錢加一、鮮活熱烈的主播蘇

菲……多角度、多層次地刻畫當代都市女性是近年來

熒屏上的熱潮，在《好好生活》中，觀衆也能看到一

幅生動的女性群像圖漸次展開。性格如同燦爛陽光的

吳憂毫無疑問是“閨蜜團”的核心人物，她像“打不

死的小強”一般，一面正義爲同事解圍，一面智鬥上

司肖俊秀，爲一個又一個目標不懈奮鬥著，用與生俱

來的勇敢和樂觀爲身邊的人源源不斷地注入熱烈的能

量。

值得關注的是，《好好生活》的女性人物更爲

大膽、更直接地與生活接軌，角色設定不再局限于

女強人、家庭主婦等，四閨蜜中蘇菲的職業正是時

下流行的帶貨主播，讓人看到了職場生活的不同方

面。豐富的人物色彩也讓四個人的愛情線有了更多

看點，除了吳憂與何西亞外，家族繼承人與勵志學

霸、電台主播與文藝攝影師、精英高管與都

市暖男的搭配組合讓觀衆頗有代入感，劇本

從平凡生活的細節出發，在一個又一個現實

議題裏，講述他們的愛情與友情，他們的焦

慮與夢想，如多棱鏡般，折射出當代青年面

臨的矛盾與困境。

四個性格各異的女孩在生活中分享喜悲，

像鏡子般照見彼此的黑暗和光芒，在事業上互

相扶持，讓彼此成爲微苦人生中的那顆糖。在

主人公的成長與蛻變過程中，作品始終在傳遞

一份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無論身處何種境

遇，都要心向陽光、好好生活。

影史最難拍的電影被他搞定
《沙丘》會成為新一代的科幻經典嗎

好萊塢科幻巨制《沙丘》即將于下周

在全國上映，影片發布全新“大銀幕情

書”特輯，導演丹尼斯· 維倫紐瓦、主演

提莫西· 查拉梅、麗貝卡· 弗格森、奧斯卡·

伊薩克、喬什· 布洛林、傑森· 莫瑪、哈維

爾· 巴登以及電影的美術指導、攝影指導等

一衆台前幕後的主創共同出鏡，講述他們

如何通過努力將“不可能改編的小說”成

功搬上銀幕。

從“不可能被改編的小說”到“下一
部時代經典”

《沙丘》改編自弗蘭克· 赫伯特所著的

同名經典科幻IP，過去半個多世紀，《沙

丘》的電影改編因耗費幾代好萊塢電影人

的心力卻遲遲未能交出完美答卷而被認爲

是“不可能被改編爲電影的小說”，直到

此次丹尼斯· 維倫紐瓦出手。

因拍出《降臨》《銀翼殺手2049》等

作品而被視爲好萊塢科幻新教父的維倫紐

瓦毫不諱言《沙丘》才是他拍過的最雄心

勃勃的電影。影片講述少年英雄保羅· 厄崔

迪接受命運的召喚，去到神秘危險的沙丘

星球，開啓一段冒險之旅的故事。而這樣

一個以未來異星冒險爲主線的電影，必然

包含不計其數的宏大場景。

面對顯而易見的高難度設定，導演維

倫紐瓦絲毫沒有放過自己，而是選擇了更

大的挑戰：盡可能多地進行實景拍攝。這

位自嘲“老派“的導演，希望電影離科學

更近一些，他堅信真實的場景與環境會影

響到表演，影響到演員的想象力，也會影

響到導演。

爲此，《沙丘》真的搭建出了沙丘星

球上獨特的，猶如堡壘般堅固的建築，

他們的攝影棚甚至有兩個足球場那麽大

。整個電影中有將近一半是在沙漠中拍

攝完成，導演和主創深入約旦的沙漠取景

。因爲沙漠中的高溫，他們只能在清晨和

半夜拍攝。而最終整個《沙丘》劇組的付

出也得到了回報。正如奧斯卡· 伊薩克所說

的那樣，“《沙丘》和以往的的任何電影

都不一樣，它是一部純粹的電影。”無論

是出演了電影的演員還是普通觀衆，都因

電影帶來的全方位震撼而驚歎，媒體認定

《沙丘》正是大家正在期待的“下一部時

代經典”。

從少年時的夢想到“寫給大銀幕的
情書”

維倫紐瓦不止一次地提到過，他還是

少年時就被《沙丘》小說迷住了。在片中

出演鄧肯· 艾達荷的傑森· 莫瑪透露，導演

心裏完全清楚他要什麽，“他一生都在腦

海中構思這部電影。”

從沙蟲應該是什麽樣子，到撲翼機、

蒸餾服等《沙丘》世界獨有的物品應該怎

麽設計，導演和曾經兩次獲得奧斯卡提名

的美術指導帕特裏特· 維梅特以及整個幕後

團隊，一同打造出讓演員大衛· 達斯馬齊連

也覺得“瞠目結舌”的世界，而這個世界

，正是導演一開始的初衷。

對維倫紐瓦來說，《沙丘》是他寫

給大銀幕的情書，是他夢想中的樣子，

也是他希望人們來觀賞它的樣子。一個

少年的夢想，終于以最完美的樣子呈現

在大銀幕上，這是只有電影才能達成的

“神話”。每個時代的科幻有每個時代

的烙印，《沙丘》就是屬于當下這一代

人的科幻電影。

10月22日，這部科幻新經典即將于全

國獻映。在大銀幕觀看《沙丘》，感受它

將帶給你的極致沈浸與震撼體驗，見證傳

奇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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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付聰執導，龔俊、王子璇、周澄奧等青年演員主演的青春校

園偶像勵志劇《而你剛好發光》今日于騰訊視頻正式播出。其中，

周澄奧在劇中飾演表演系萌新杜昂，擁有“Duang”音效的角色名

，自帶搞笑點給觀衆留下深刻印象。

《而你剛好發光》聚焦于一群藝術生身上，講述他們在

大學生活時期所面臨的困惑以及喜怒哀樂。劇中，周澄奧飾

演的杜昂穿著陽光帥氣，在劇中不僅是一名表演系學生，同

時也是男生宿舍團的主心骨。爲人神經大條心思單純，典型

的白羊座大男孩，因從小父母忙于工作，痞帥外表的他隱藏

著自己敏感細膩的內心。作爲藝術生，杜昂能歌善舞，全身

上下充滿藝術細胞，一路升級打怪，不被困難左右，個人魅

力值MAX。

戲裏秀才藝，戲外周澄奧更有著專業的音樂才能，曾多次在參

演的影視劇中獻唱歌曲，並發布個人單曲《溫暖你悲傷》，溫柔嗓

音扣人心弦。 曾在《你好，舊時光》《流淌的美好時光》《三十

而已》《理想照耀中國》等影視劇中有著精彩表現的他是新晉歌手

，更是塑造衆多精彩角色的好演員。

當杜昂與鐵哥們兒方岩（龔俊 飾）一同喜歡上陸七一（王子

璇 飾）時，他該如何抉擇呢？內心孤獨的杜昂能否收獲一份專屬

他的甜蜜愛情？10月11日起，每周一、周二12點騰訊視頻更新2

集，敬請期待。

由付聰執導，龔俊、王子璇、周澄奧等青年演員主演的青春校

園偶像勵志劇《而你剛好發光》今日于騰訊視頻正式播出。其中，

周澄奧在劇中飾演表演系萌新杜昂，擁有“Duang”音效的角色名

，自帶搞笑點給觀衆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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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名導鍾孟宏執導，今年最受矚目

的電影《瀑布》在國際影展廣獲好評之外

，更獲得金馬獎11項入圍肯定，更將代表

台灣角逐第94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賈

靜雯與王淨更同時獲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的提名，讓電影成為討論度極高的作品，

今天公佈電影終極版正式預告，可從預告

中看到賈靜雯與王淨演技爆發，各自將角

色詮釋出豐富層次，展現高難度的演技，

而這次電影在去年拍攝，總製作費高達七

千萬，精緻的影像美學，令人目不暇給，

劇情甚至神準預測了今年台灣疫情的情況

，預見未來的提出了疫情後人心該如何自

處的方法，據看完提前試片的觀眾反饋心

情，電影極大程度地療癒了自疫情以來，

幾乎壓力大到喘不過去的我們，看完電影

，除了感動，更有衝擊心靈的作用，堪稱

最有效的療癒電影。

《瀑布》是2021年台灣最重要的電影

作品之一，在國際影展廣獲好評，並成為

今年金馬獎入圍後最手矚目的電影之一，

更是鍾導繼《陽光普照》後連續第二年代

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其中賈

靜雯與王淨的優秀演出，在電影中相愛相

殺的精彩互動，兩

人雙雙獲得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賈靜雯曾以話題

電視劇《我們與惡

的距離》在金鐘獎

封 后 ， 而 王 淨 以

《返校》的演出獲

得台北電影節最佳

女主角，導演選擇

兩人演出的原因是

兩人同樣貌美，充

滿高貴的明星氣質

，更有著強大的演

技實力。

從今天公佈的終極

版正式預告中可以

看到賈靜雯與王淨

精彩的表現，賈靜

雯角色有如落沒的

貴族，從意氣風發

的女強人媽媽，隨

著際遇轉變，心中

的壓抑爆發，心神

似乎都出狀況，她

的演出從眼神到肢

體都有大幅度的轉

變，看到表演層次

豐富，賈靜雯回憶：「當初導演告訴我，

媽媽的母性讓照顧小孩顯得天經地義，但

媽媽也是需要被呵護的，要是媽媽一旦生

病，兩人角色轉變，要去看到小女孩心理

要承受的力量有多大，媽媽心理會想改變

，也會不想女兒背負這些壓力，這個角度

很打動我。」

而王淨則是演出面對媽媽的轉變，讓

她從叛逆的少女被逼一夕長大，演技表現

收放自如，王淨表示因為導演在現場搭建

出來的環境，自己與賈靜雯的住家場景實

在太真實，讓她自然而然的入戲，「我一

走到房間裡，便不由自主直接躺平在床上

，鍾導看見說，『很好，就是要把這裡當

家，要有住了十多年的樣子。』所以要謝

謝鍾導，還有靜雯姊對我的幫助很大，好

像自然而然就變成角色入戲了。」賈靜雯

與王淨在電影中的演出同場較勁，更是相

輔相成，讓電影衝擊力道更上層樓。

終極版正式預告中也看到華麗的實力

派卡司加盟，像是金曲歌后魏如萱、還在

教人家倒車的金馬影帝陳以文，實力派超

強卡司如李李仁、楊麗音、劉亮佐、宋少

卿、許瑋甯等，還有上周剛獲得台北電影

節最佳男配角的劉冠廷，在片中再扮消防

隊員角色，驚喜現身，都讓觀眾眼睛一亮

，預告前半段出現母女衝突，氣氛緊繃，

但隨著陳珊妮以溫柔嗓音唱出主題曲《抉

擇》，讓氣氛轉為溫暖，淡淡哀愁間又帶

著療癒感，讓人感動。

對於終極版預告的釋出，兩位女主角

充滿期待，也都覺得與平常的自己有極大

的不同，還開玩笑擔心影迷認不出來，而

另一位被譽為是本屆金馬獎女配角入圍者

最大的遺珠娃娃魏如萱，更是覺得觀眾到

時候可能真的要好好留意，才能察覺原來

娃娃演出的是這個角色。王淨覺得雖然預

告驚悚又神秘，但細細品味，還是看到這

其中有多大的愛包覆在其中。賈靜雯對於

鍾導第一次拍女性視角的電影，更是對他

的細膩溫柔讚嘆不已，而電影劇情更是深

入人心，深具療癒之效。

《瀑布》由索尼影業發行，這將是繼

《當男人戀愛時》之後，索尼影業再度發

行強檔國片，更被視為今年金馬獎最強作

品之一，由本地風光、氧氣電影、鏡文學

、三皇生技、百聿數碼、華映娛樂聯合出

品，將於10月29日正式上映，10月22日

至24日搶先口碑場，更多電影資訊，請上

電影《瀑布》官方粉專查詢

《瀑布》賈靜雯與王淨獲金馬影后雙入圍

兩人正面對決力拼金馬封后

由滿滿額娛樂、風尚國際文化聯合出

品及製作，集結是元介 、 吳可熙 、 鄭

人碩、 楊丞琳 、 禾浩辰 、 石知田 、

丁寧等金牌卡司同台飆戲的年度靈異懸疑

驚悚國片《靈語》，將於10月22日全台上

映！電影《靈語》故事圍繞在女童失蹤與

箱屍命案，片中飾演夫妻的鄭人碩與楊丞

琳因為女兒失蹤而憔悴度日，兩人首度合

作就挑戰如此苦情的夫妻關係，需要醞釀

大量情緒，詮釋出彼此相愛卻又自責內疚

的情感，因此鄭人碩選擇主動和楊丞琳保

持距離，更貼心地說：「丞琳是個很敬業

的演員，我們在現場其實沒有太多交集，

因為不想打擾她入戲。」楊丞琳則回誇鄭

人碩每次互動都能幫助進入角色，直喊：

「這次真的還演不過癮，一直很希望未來

再跟他合作。」然而看似單純的案情有了

變化，在刑警拍檔是元介、禾浩辰連日緝

查之下，卻發現鄭人碩竟捲入另一起女童

失蹤案，成為警方眼中的頭號嫌疑犯，街

頭追捕場面驚險刺激，電影場景設定在宜

蘭社區一處，鄭人碩、是元介、禾浩辰三

人在大太陽底下不斷來回奔跑，鄭人碩最

後更親自挑戰跳樓戲，無力雙腳踏在樓頂

邊緣，威脅警方限時內找出失蹤女兒，讓

是元介、禾浩辰跟著心驚膽跳，逼真程度

嚇壞路過居民。有趣的是，戲外鄭人碩和

是元介為了持續進入角色情緒，拍攝過程

中都特地不和對方打照面，維持關係疏離

的真實感，直到是元介有一天帶著自己特

別準備的特殊造型露營椅到現場，吸引鄭

人碩忍不住好奇心詢問才破冰暢聊，流露

兩人大男孩的一面。

《靈語》苦情夫妻檔三秒落淚飆演技 楊丞

琳心情悲痛倒地不起

年度靈異懸疑驚悚國片《靈語》結合

連環失蹤案、箱屍命案與靈異元素，成為

萬眾期待的話題之作，除了劇情糾結難解

，華麗卡司演技更是一大看點！片中飾演

夫妻的鄭人碩與楊丞琳因為女兒失蹤而憔

悴度日，夫妻倆能在三秒內落淚的精湛演

技驚艷全劇組，被楊丞琳稱為「暖男」的

鄭人碩近期憑藉《角頭–浪流連》角逐金

馬影帝，以鐵漢柔情形象征服全台觀眾的

他，曾表示自己面對親情比誰都還脆弱，

不管外表看起來多硬派，遇上這種無法割

捨的情感，任誰心裡都過不去，以自身對

兒子的情感投射，詮釋片中為失蹤愛女心

力交瘁的父親，為大家帶來更加催淚的深

情演出，片場的開心果禾浩辰就坦言常常

偷觀察鄭人碩的表演，稱讚其演出「像行

雲流水一樣，非常有感染力。」片中妻子

楊丞琳同樣展現神級演技，不但在開拍前

刻意節食，一場在醫院情緒崩潰的哭戲渲

染力極強，敬業的楊丞琳完美演出失魂落

魄的悲傷狀態，直到導演喊「卡！」前都

坐在醫院地板上不曾休息，讓人為之動容

，飾演另外一位心碎母親的吳可熙也對楊

丞琳演技印象深刻：「她在開拍後馬上進

入狀態，她的角色真的很難演，需要很強

大的能量。」兩位母親哭得撕心裂肺，全

片的流淚崩潰情節超過30分鐘之多，吳可

熙回憶當時哭得無法自己時，楊丞琳立刻

給了她一個擁抱，讓她感覺非常溫暖、印

象深刻，大讚楊丞琳是個很真誠的人，雙

后同台飆戲也讓粉絲格外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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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人碩冒命登頂樓遊走死亡邊緣

是元介、禾浩辰驚險目擊

▲鄭人碩親自挑戰跳樓戲，威脅警
方限時內找出失蹤女兒

《靈語》楊丞琳遊走崩潰與理智演
技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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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很多因水而兴的城市，有的位于河流

交汇处，有的位于江河入海口，有的位于海湾内

......在北方，有一座因泉水而兴的城市，它就是

山东省会济南。

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老舍的文章，名字就

叫《趵突泉》，具体内容忘了，但记住了趵突泉

是“天下第一泉”，也知道了济南有很多很多泉

。

济南到底有多少泉？这么多泉水是从哪里来

的？众泉给济南带来了什么？

济南，城在泉边建

一直以为济南是一座因黄河水运而兴的城市

，后来了解到黄河历史上多次改道，现在的河道

是19世纪下半叶才定型，而济南建城史已有两千

多年。而且黄河流到山东水量已经十分微弱，加

上河道淤塞，航运价值已经微乎其微。

如今作为山东省会，人口超过900

万的济南，最早是怎么兴起来的呢

？

在安阳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讲述

了这样一段经历：当时商纣王讨伐

东夷，来回都在一个叫“泺”的地

方停留驻扎。据考证，“泺”指古

泺水，正位于济南，而趵突泉正是

古泺水的源头。因为有源源不断的

泉水供应，古泺水奔涌不息，人们

在此耕作繁衍，军队也可以在此补

充给养。

经过商周两代的经营，“泺”地愈

发兴盛。据《春秋》记载，公元前

694年，鲁桓公与齐襄公两大巨头在

“泺”见面，商量齐鲁结盟的大事

。可见，当时“泺”已成为一座重

要的“国际城市”。

那“济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济南，顾名思义，在济水之南。济

水发源于今河南济源境内的王屋山

，向东流淌，经济南东入渤海，在

古代与长江、黄河、淮河并列为四

渎之一。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记载

“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眼，水出历

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

轮”。历城县即如今的济南，城西南奔涌而出的

泉水即趵突泉，涓涓流淌形成的即泺水，在济南

城东北的“泺口”与济水汇合。

但好景不长，北宋熙宁年间以来，黄河多次

改道，夺济水入海，济水消失后，黄河却又改道

南行。而泺水也被引导东行，成为流淌至今的小

清河。但济南并没有因此而走向衰败，反而愈发

欣欣向荣，原因就是济南立城的基础不在乎沿河

，而在于众泉聚集。

一个趵突泉便流淌出一条泺水。在此之外，

济南还有成百上千的泉眼。据统计，进入21世纪

后，济南市仍有近700处泉，其中老城区就有136

处，遍布城区各处。

今天，人们习惯将济南老城区的泉划分为四

大泉群，包括趵突泉泉群、珍珠泉泉群、黑虎泉

泉群、五龙潭泉群。趵突泉泉群位于老城区西南

，包括28处泉水，除了最有名的趵突泉，还有柳

絮泉和漱玉泉等，它们因为李清照曾在附近生活

而闻名于世。黑虎泉泉群位于老城区东南，是四

大泉群中流量最大的一个。黑虎泉也是济南仅次

于趵突泉的第二大泉。五龙潭泉群位于老城区北

部，是济南庞大泉水体系中最深的一个，终年涌

流不息，泉水碧绿。

位于老城区中部的珍珠泉泉群，整体呈长方

形，面积达1240平方米。这一带有济南保存最完

好的泉水聚落景观，泉水形态多样，不仅分布着

小王府池、南北芙蓉泉、刘氏泉、腾蛟泉等点状

泉井、泉池，曲水河、起凤河等线形水系自南向

北穿越整个城区，其间还散布着王府池子、百花

洲、珍池、泮池等面状水域。路面由青石板铺就

，泉水在临街人家的住宅前缓缓流淌，颇有一丝

江南水乡的韵味。

老城区众泉的泉水最终都流向北门外的大明

湖，因此北门被建为水门。从整体上看，济南老

城区东西南北四门互不对称，也没有处于中心的

十字路口，正是因为是依泉水而建，而非依“九

经九纬”的传统建筑法则。

济南核心城区如矗立在泉群之中，至今仍有

大量活泉，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泉

城”。

济南的泉水从哪里来？

中国这么大，为什么偏偏是位于华北的济南

成了最有名的“泉城”？济南的泉水又是从何而

来？

很多人以为济南的泉水来自于毗邻的黄河，

但正如前文所说，黄河历史上多次改道，19世纪

才改道到济南附近，而趵突泉等至少在2000多年

前就已在奔涌了。济南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降

水量不到800毫米，与降水充沛的江南水乡也无

法相比。这样的济南怎么成了一座遍布水泉，颇

具水乡特色的泉城呢？

北宋曾任济南地方官的著名文学家曾巩，也

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听说有人在城

南的黑水湾丢了一袋黑米糠，后来竟然在趵突泉

找到了。他受此启发猜想城南的黑水湾是否就是

趵突泉的水源地？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确认了

这个结论。黑水湾就是如今济南南部的锦阳川水

库。而现代科学研究和曾巩的结论不谋而合：济

南的地下水源正来自于南部山区。

济南南部地处泰山余脉，群山环抱，自南向

北地势逐渐降低，到市区时已变为平原，最高落

差达500多米，非常利于地下水和地表水向市区

汇聚。南部山区以“前震旦系变质岩”为基底，

上面分布可溶性灰岩，经构造运动和长期溶蚀而

发育为岩溶地貌，形成能够储存和输送地下水的

地下网道。雨水渗入地下后，顺着单斜岩层北流

，在老城区遇到不透水的火成岩阻挡，涌出地面

，形成了济南众多的泉水。

提到岩溶地貌，你或许会马上想到我国南方

广布的喀斯特。确实，在我国南方云贵川高原和

广西等地，这种岩溶泉水十分普遍。但你或许想

不到，在我国北方，这种岩溶泉水也曾广泛分布

——只要有合适的地质构造和地下水文条件，雨

水容易渗入地层，在地下亦易于流动，遇到合适

的地形条件就会涌出成泉。而在大的泉眼或者泉

群周边，地形合适就会形成乡村或城市聚落。

在我国北方，除了济南，山东淄博博山区、

山东临沂泗水县、河北邢台市、河南省新乡辉县

市、山西阳泉市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依泉水而兴

的城市，而围泉而居的乡村更是数不胜数。仔细

观察，北方的泉水聚落大都分布在山西、河南两

省交界的太行山脉和山东省境内的以泰山、鲁山

为主的鲁中山区周边。正是因为这一带满足了泉

水生产的条件。

在众多泉水形成的聚落当中，济南是最大的

一座城市，也是泉水聚落保存最完好的城市。这

是上天对济南的恩赐，也是济南人千百年来对泉

水的热爱而形成。

生活在泉城，是一种什么感觉？

济南依泉而建，因泉而兴，千百年来，这里

的人们已经与泉水融为一体，生死相依。或许正

因为此，在别处的泉水都相继枯竭或者城市形态

大为改变时，济南的泉水始终喷涌，济南人的生

活始终与泉水形影不离。

对外地游客来说，济南的泉只是旅游打卡的

胜地，趵突泉、大明湖等吸引着无数人慕名而来

。但济南的泉不仅仅分布在各大名胜区内，更多

分布在济南的街头巷尾以及居民区内，与人们的

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在夏天傍晚时分，漫步济南老城，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泉边乘凉、品茶、游玩。夏天泉水依旧

冰凉，济南人喜欢用泉水直接冰西瓜。从山区流

淌而来的泉水富含矿物质，可以直接饮用，也可

泡茶煮饭。护城河南岸的黑虎泉，至今仍是当地

人的一大取水点，从早到晚来泉边打水的市民络

绎不绝，构成了老城一道独特的风景。不仅如此

，如今济南的大街小巷和商场内，都出现了可以

直接饮用的饮水处。济南人对自家泉水质量的自

信和自豪可见一斑。

济南与泉水相关的街巷、宅院、园林、寺

庙遍布城区各处。比如，寺庙有汇泉寺、涌泉

庵等；街道有芙蓉街、趵突泉街、玉环泉街、

曲水亭街、王府池子街、平泉胡同等；公园有

趵突泉公园、大明湖公园等，如今济南的标志

性广场也被取名为“泉城广场”。在曲水亭街

，人们的生活用水基本上使用的仍是自家院子

里的泉水，延续着“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

古老传说。

不过，泉水也曾给济南人带来了困扰。1976

年3月30日，因地下水位过低，“天下第一泉”

趵突泉首次出现停喷，之后最长的停喷记录长达

926天。为了让喷涌千年的趵突泉不停歇，济南

采取了严控地下水开采、涵养水源等多种措施。

2003年9月6日，此前停喷548天的趵突泉再次复

涌，至今已持续喷涌近18年。

由于担心修建地铁会影响地下泉脉，济南的

第一条地铁始终未动工。经过专家的反复论证和

精密规划，在避开泉水敏感区域后，济南的第一

条地铁在2019年姗姗来迟。济南终于实现了地铁

和泉水和谐相处的局面。

如今的济南，经济越来越发达，城市越来越

多彩，然而，那一口口泉眼，仍是这座城市不变

的灵魂。

北方的省会，为啥它的水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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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10110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上上））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僑教中心前國慶升旗典禮現場僑教中心前國慶升旗典禮現場。。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劉志主委劉志
忠首先致詞忠首先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頒發新屆僑羅復文處長頒發新屆僑
務榮譽職人員聘書務榮譽職人員聘書。。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致詞羅復文處長致詞。。升旗典禮開始升旗典禮開始,,全體肅立全體肅立，，唱國歌唱國歌。。
升旗典禮開始升旗典禮開始,,全體肅立全體肅立，，唱國歌唱國歌。。

現場精彩舞獅表演現場精彩舞獅表演。。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五右五））頒發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有功團體及個人感謝狀頒發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有功團體及個人感謝狀。。

華僑協會休士頓分會進埸華僑協會休士頓分會進埸。。北一女校友會儀隊進場北一女校友會儀隊進場。。典禮由潮州會館本頭公廟醒典禮由潮州會館本頭公廟醒
獅團表演祥獅獻瑞揭幕獅團表演祥獅獻瑞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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