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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pushes U.S. COVID hospitaliza-
tions toward record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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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Jan 7 (Reuters) - 
COVID-19 hospital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poised to hit a new 
high as early as Frida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surpassing the record set 
in January of last year as the highly 
contagious Omicron variant fuels a 
surg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Hospitalizations have increased 
steadily since late December as 
Omicron quickly overtook Delta as 
the dominant strain of the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experts 
say Omicron will likely prove less 
deadly than prior variants.

While deemed less severe, health of-
ficials have nevertheless warned that 
the sheer number of infections caused 
Deaths, an indicator that lags behind 
hospitalizations, remain fairly steady 
at 1,400 a day, according to the 
tally, well below last year’s record 
numbers, although they typically lag 
behind case numbers and hospitaliza-
tions.

“We are still seeing those numbers ris-
ing,” Walensky said, noting that while 
cases outpaced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rising hospitalizat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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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ily among the unvaccinated.

Delaware, Illinois, Maryland, Pennsyl-
vania, Ohio, Vermont and Washington, 
D.C., all 
reported 
record 
levels of 
hospitalized 
COVID 
patients in 
recent days, 
according to 
the Reuters 
analysis.

Hospital-
ization data, 
however, 
does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cases of 
people 
admitted to hospitals for COVID-19 and 
so-called incidental positives: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and treated for issues 
other than COVID-19 and contracted 
the virus while in the hospital and are 
counted in coronavirus hospitalization 
numbers.

Incidental infections have occurred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but might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now due to the 
staggering pace of Omicron’s spread - a 

phenomenon that has prompted state 
health departments to consider altering 
their disclosures.

Starting next week, Massachusetts 
hospitals will report whether admissions 
are primary or incidental to COVID-19, 
Kathleen Conti, a spokesperson for the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said.

Rising cases have forced hospital 
systems in nearly half of U.S. states to 

postpone elective surgeries. read more

While many school systems have vowed 
to continue in-person instruction, some 
have faced ad hoc closures as cases rise. 
Chicago Public Schools, the third-largest 
U.S. education district, were closed for a 
third day on Friday amid a teacher walk-

out over COVID-19 
protections. read more

U.S. and other officials have said schools 
can be safely opened, especially amid 
widely available vaccines and boost-
ers, and the CDC on Thursday issued 
new guidelines for schools on isolation 
policie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fighting a 
surge right now, the country will have 
to face the long-term impacts, Walensky 
said.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at a time 
ahead of us where COVID ... will be an 
endemic virus,” the CDC director told 
NBC.

Officials continue to press vaccinations 
as the best protection against COVID, al-
though federal mandates requiring them 
have become politically contentious.

Later on Friday, the U.S. Supreme Court 
will weigh requests to block President 
Joe Biden’s vaccine mandate for larger 
employers and a separate similar require-
ment for healthcare facilities. read more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n Friday shortened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primary series of the Moderna (MR-
NA.O) COVID-19 vaccine and a booster 
dose by a month for people aged 18 or 
above to at least five months.

The regulatory decision comes days after 
the agency made a similar move and cut 
the interval for booster shot eligibility 
to five months from six for the Pfizer 
(PFE.N) and 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The Pfizer booster shot has also 
been authorized for use in children aged 
12 to 15.

A member of the 
Ohio National Guard 
assists with admin-
istering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tests in Columbus, 
Ohio, U.S., January 
5, 2022. REUTERS/
Gaelen M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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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Rohingya child looks on near a window of a bus during an evacuation after 
they arrive by boat at a port in Krueng Geukuh near Lhokseumawe, North 
Aceh, Indonesia, December 31, 2021. REUTERS/Hidayatullah Tahjuddin

President Joe Biden wipes his eyes as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delivers remarks in the 
Statuary Hall of the U.S. Capitol during a ceremony on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January 6, 
2021 attack on the U.S. Capitol by supporters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Washing-
ton, D.C., January 6, 2022. Drew Angerer/Pool via REUTERS

A protestor holds signs outside the Park Hotel, where Serbian tennis player Novak Djokovic is 
believed to be held, in Melbourne, Australia January 6, 2022. REUTERS/Sandra Sanders

Medical staff treat a corona-
virus patient in their isolation 
room o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at Western Reserve 
Hospital in Cuyahoga Falls, 
Ohio, January 4, 2022. REU-
TERS/Shannon Stapleton

Gck Motorsport’s Guerlain 
Chicherit and co-driver 
Alex Winocq crash during 
stage 4 of the Dakar Rally 
from Al Qaysumah to 
Riyadh, Saudi Arabia, Jan-
uary 5, 2022. REUTERS/
Hamad I Mohammed

A protester holds a banner at a 
rally against mandates for the 
vaccine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outside the New York State Capi-
tol in Albany, New York, January 
5, 2022. REUTERS/Mike Segar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army of the post-Soviet
military alliance led by Russia
is preparing to enter
Kazakhstan to help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y quell
civil unrest. Since Thursday,
more than twelve policemen

and demonstrators have been
killed and hundreds have
been injured.

Police in the capital city of
Almaty said that the
demonstrators were attacking

the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and police station. They
rushed into the airport and set
fires and also interrupted the
national internet service.

Kazakhstan is the nineteenth

lar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1991, due to rich domestic
resources, it has grown
rapidly, but because of the
corrupt government, inflation
and high fuel prices, the
people started protesting in
the streets.

President Biden is bound to
face another challenge with
Russia. These two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raine, are not
only extremely important
politically, but also they are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ir
strategic security locations.

The pandemic has seriously
hit the people’s livelihoods.
Prices are soaring and people
are in poverty. That will cause
the unrest.

The leaders of all the nations
must learn their lesson.
Otherwise, the tragedies will
continue to happen.

0101//0707//20212021

Turmoil in KazakhstanTurmoil in Kazakh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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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a phrase we like to use at the foundation: 
Progress is possible, but not inevitable. Change 
happens because groups of people get together and 
decide to make things better. It might not happen 
as quickly as you want or need it. But if you have 
enough smart, thoughtful, and passionate people 
pushing for it, progress will eventually come.
I was blown away by the enthusiasm and intense 
engagementat the climate conference in Glasgow, 
especially compared to the last major COP con-
ference in 2015. Everywhere you looked, you saw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including lo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EOs—eager to make real 
commitments. The biggest change I saw compared 
to 2015 was the focus on innovation. There is now 
a broad understanding that innovation needs t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any plan to get to zero emissions by 
2050. The private sector is playing a central and nec-
essary role alongside governments and nonprofits. It 
was encouraging to hear leaders from various indus-
tries that need to be part of the transition—including 
shipping, min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talk about 
their practical plans to decarbonize and to support 
innovation.

Even if the world hits its 
goal of net-zero by 2050, 
we’ll still experience sig-
nificant warming. That 
will create huge problems 

for peopl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un-
less we take steps now to help them, such as devel-
oping new crops that are more productive and can 
withstand weather changes. In short, this conferenc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world is engaged and making 
progress. The result was a number of important con-

crete steps, like new commitments to investing in 
clean technologies, pledges to cut methane emis-
sions and end deforestation by the end of the de-
cade, and the creation of a coalition that will help 
farmers adapt.

2021 gave us a preview of our more digitized 
future

Even after this pandemic ends, it’s clear that much 
of the digitization it brought on is here to stay. 
The last two years have led to monumental leaps 
forward in how we use technology, accelerating 
changes that would’ve taken years—if not a de-
cade or longer—otherwise. We’ve seen rapid, 
widespread adoption of services that already exist-
ed, like ordering groceries online or having meet-
ings over video chat. And we’ve seen the creation 
of new innovations that I think only represen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what’s to come in the years 
ahead. Digitization is here to stay, but the technol-
ogies we’re using will continue to get better over 
time. We’re just at the start of how software will 
enable innovation. It’ll take at least a decade to un-
derstand the full scope of the pandemic’s impact 
on digitization, but I predict we’ll see big changes 
in three areas.
The first and perhaps most significant is office 
work. The pandemic has revolutionized how com-
panies think about productivity and presence in the 
workplac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once-discrete 
areas of work—brainstorming, team meetings, 
casual conversations in the hallway—are collaps-
ing. We’re starting to see structures evolve that we 
thought were essential to office culture, and those 
changes will only intensify in the years to come as 
businesses and employees settle into new perma-
nent ways of working.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experi-
mentation. Expectations around what productivity 
looks like have been upended. I see lots of opportu-
nity to rethink things and find out what is working 
and what isn’t.
 I’m also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technology can 
create more spontaneity with remote work moving 
forward. This is the biggest thing you lose when 
you’re not in the office. Let’s say you used to work 
in an open space with six other people. You could 
look up at any time and see what they were up to. 
You could tell whether they felt like talking, giving 
you advice, or just taking a break to chat about non-
work stuff. That kind of spontaneous interaction 
stopped when many of us began working from 
home—you aren’t exactly going to have an un-

planned conversation with a colleague about your 
last meeting in your living room. But there are a 
lot of innovations in the pipeline to replicate that 
experience at home.

The idea is that you will eventually use your avatar 
to meet with people in a virtual space that replicates 
the feeling of being in an actual room with them. 
To do this, you’ll need something like VR goggles 
and motion capture gloves to accurately capture 
your expressions, body language, and the quality 
of your voice. Most people don’t own these tools 
yet, which will slow adoption somewha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enabled the rapid change to video 
meetings was the fact that many people already 
had PCs or phones with cameras.)
The second area where we’ll see the lasting ef-
fects of digitization is education. Unlike offices, 
schools will go back to only in-person instruction 
except maybe for some limited remote options 
for olde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at will change, 
though, is how we use digital tools to enhance the 
way kids learn.

The ability of new digital education tools to trans-
form the classroom is, of course, dependent on kids 
having access to technology at home. The access 
gap has narrow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and will continue to narrow, but a lot of kids still 
don’t have a decent computer or reliable, fast inter-
net at home. Finding ways to expand access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nova-
tions. The pandemic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curricula, as more teachers had to rely 
on digital tools to give students assignments during 
the periods when schools were closed. 
If you’re a student, you’ll be able to get feedback 
from the software while you do your homework 
online. The content will be more interactive and 
personalized to you, helping you focus on areas 
where you need a bit more help while boosting 
your confidence by giving you problems you’re 
more comfortable solving. If you’re a teacher, 
you’ll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r 

students are doing. A simple button click will show 
you that student X might need more help on a par-
ticular type of question while telling you that stu-
dent Y is ready to take on a more advanced reading 
assignment.

Some of the biggest leaps forward have been in 
math curricula. A lot of kids develop a self-image 
of not being good at math. It’s a big problem that 
I’m optimistic we can solve with technology. Our 
foundation is also working with partners on new 
curricula that help kids become more confident in 
their math skills. 
The final area where digitization is here to 
stay is in health care. Telehealth isn’t new, but 
its popularity during the pandemic wa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we’ve seen more people opting for 
virtual appointments instead of in-person care. The 
technologies that facilitate these appointments are 
already getting much better, and I expect huge 
improvements over time. Although some medical 
fields have gone back to mostly in-person visits, 
one area that I predict is forever changed is behav-
ioral health. Virtual appointments have so many 
upsides that I think the new model is here to stay. 
Sessions can be as long or as short as needed—a 
15-minute session might not feel worth it if you 
have to go to a doctor’s office, but it makes a lot 
more sense from home. Plus, many people feel 
more comfortable in their own spaces than in a 
clinical setting.
What if you could get your blood tested at a conve-
nient place in your neighborhood—maybe at your 
local pharmacy—that sends the results directly to 
your doctor? What if you could keep seeing a pri-
mary care physician you like even if you moved to 
another state?

As unbelievable as it 
sounds, we’re only start-
ing to see how digitiza-
tion is going to change 
our lives. There is so 

much potential for technology to create more flex-
ibility and options for people. I’m hesitant to sug-
gest that anything abou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been positive. But when we look back at this 
period, I suspect history will view it as a time of 
terrible devastation and loss that also sparked lots 
of massiv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Reasons for optimism in 2022
We can’t afford to repeat the suffering of the last 
two years. The world had a chance to invest in 
the tools and systems that could’ve prevented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we didn’t take it. 
Now is the time to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and 
take steps to prevent this terrible experience from 
ever happening again. I’m hopeful that we’ll see 
broad support 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efforts, 
and I plan o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advocating for 
them. This is the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I’m going to work on in 2022. I think we’ll 
see plenty of other reasons for optimism in 2022 

as well, especially on the innovation front. I expect 
lots of progress as R&D that was put on hold by 
the pandemic picks up steam.

One of the things I’m 
most excited to track 
is the clinical trials for 
a promising new HIV 
preventative called is-
latravir. Today, you can 

reduce your risk of getting infected by either taking 
a pill every day or what’s called “on-demand pro-
phylaxis.” Although both current options provide 
terrific protection, the former relies on the ability 
to take it regularly, and the latter requires planning 
ahead. Islatravir is a pill that you take just once a 
month. The first results from the Phase II trials 
were released this summer, and they’re terrific so 
far. Another area to watch for in 2022 is Alzhei-
mer’s diagnostics. Hug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this front recently, and there’s a decent chance 
that the first affordable, accessible blood test for 
Alzheimer’s will get approved next year. Although 
this won’t be a gamechanger yet for people who 
have the disease—which currently has no cure or 
even a way to slow it down—this test will accel-
erate progress in the quest for a treatment break-
through.

Settling into a new normal
I’ve never been a big New Year’s resolution per-
son. I don’t have any specific goal in mind for 2022 
(although I guess I still have a couple more weeks 
to think of one). But what I do hope is that next 
year is a lot more settled than this one. Human be-
ings are naturally resistant to change. Whether it’s 
the massive global upheaval of the last two years or 
transitions closer to home, it’s never easy to adjust 
to new ways of living.

I think 2022 
will be a year 
when many of 
us finally settle 
into a post-pan-
demic new 
normal. For 

me, that will mean going into the office a bit more 
as COVID cases hopefully go down. I’m looking 
forward to spending more time engaging with peo-
ple through my blog and other channels. I’d like 
to keep up my COVID-era habit of watching lots 
of educational videos on YouTube and subscrip-
tion services because they’re a really great way 
to learn about obscure topics. (I now know more 
about glassmaking, birdwatching,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amoa than I ever expected.)
I hope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also find a way 
to create new routines.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pandemic will create huge, lasting changes 
that will take years to fully understand, which can 
feel scary. One of my favorite authors, Yuval Noah 
Harari, once wrote that, “people are usually afraid 
of change because they fear the unknown. But the 
single greatest constant of history is that everything 
changes.”
The world has adapted to big disruptions before, 
and we’ll do it again. In the meantime, I wish you a 
very happy holiday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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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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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 can learn about 
progress from the 

climate conversation

What we can learn about 
progress from the 

climate conversation

By Bill Gates

When Paul Allen and I were starting Microsoft, we had 
a vision that personal computers would one day play a 

-
ther of us ever foresaw a future where they would be 
your only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Like many people, 
there were entire days this year when the only human 
interaction I had was through a screen. The result has 

suspect a lot of the people reading this might say the 
same.) 2020 had a brief period of relative normalcy 
before COVID-19 upended everything. In 2021, the 
pandemic has dominated our lives since day one. We’ve 
all had to adapt to a “new normal,” although what that 
looks like is different for every person. For me, the result 
has been a year spent mostly online. I had stretches of 
time without any face-to-face social interaction. If I had 
a break between meetings, I’d walk around my yard just 
to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After work, I’d play bridge 
with friends online or hang out with them over video 
chat. Once I got vaccinated, I started having some small 
in-person get-togethers, but my social life is still a lot 
more digital than it used to be. It’s been a strange and 
disorienting experience. My personal world has never 
felt smaller than it did over the last twelve months.

Although COVID-19 
has been a huge fo-
cus, our foundation 
continues to make 
progress in other areas. 
Our U.S. Program is 
working with partners 

to help students and teachers navigate the strange new 
world of pandemic-era education, and my colleagues 

-
uitable global recovery. The global health and devel-
opment teams have found creative ways to protect ad-
vancements on diseases like polio, TB, and HIV and 
continue progress in reducing childhood mortality.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things that happened was 

kills nearly 650,000 people every year—more than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 
We funded late-stage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the vac-
cine between 2001 and 2015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research into how to optimize its effectiveness. This 
new vaccine is giving us insights into how to devel-
op second-generation vaccines and preventative tools 
that can be used on all ages, are even more effective, 
and can help us reach the goal of eradication.

My family also experienced a lot of changes beyond 
what you probably saw in the news. My oldest daugh-
ter, Jenn, got married this fall, and her wedding was 
the highlight of my year. Our youngest, Phoebe, grad-
uated from high school and went off to college. Since 
my son Rory is also away at school, that means I’m 

without a bunch of teenagers hanging around all the 
time. I miss having them at home, even if it is easier 
to focus on reading a book or getting work done these 
days. 2021 has been a year of big transitions for me, 
but it hasn’t changed why I love the work I do. As it 
comes to a close, I wanted to sit down and write about 
four things that are top of mind heading into 2022: the 
latest progress toward ending the COVID-19 pan-
demic, why decreased trust in institutions might be the 
biggest obstacle standing in our way, what the climate 
conversation can teach us about making progress, and 
how the rapid digitization brought on by the pandemic 
will shape our future.

Why I’m hopeful the 
                                   91-DIVOC eht fo dne

sight
In my previous end-of-

year post, I wrote that I thought we’d be able to look 
back and say that 2021 was an improvement on 2020 
but the improvement hasn’t been as dramatic as I had 
hoped. More people died from COVID in 2021 than in 

2020. If you’re one of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lost 
a loved one to the virus over the last twelve months, 
you certainly don’t think this year was any better than 
last. Because of the Delta variant and challenges with 
vaccine uptake, we’re not as close to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as I hoped by now. I didn’t foresee that such 
a highly transmissible variant would come along, and 
I underestimated how tough it would be to convince 
people to take the vaccine and continue to use masks.

might be foolish to make another prediction, but I do 
think the acute phase of the pandemic will come to 
a close some time in 2022.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Omicron variant is con-
cerning. But here’s what we do know: The world is 
better prepared to tackle potentially bad variants than 
at any other point in the pandemic so far. We caught 
this variant earlier than we discovered Delta because 
South Africa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genomic se-
quencing capabilities, and we’re in a much better 
position to create updated vaccines if they’re needed.
It’s troubling any time a new variant of concern 
emerges, but I’m still hopeful that, at some point next 
year, COVID-19 will become an endemic disease in 
most places. Although it is currently about 10 times 

that number by half or more. Communities will still 
see occasional outbreaks, but new drugs will be avail-
able that could take care of most cases and hospitals 
will be able to handle the rest. Your individual risk 
level will be low enough that you won’t need to factor 
it into your decision-making as much. 

Now that we’re starting to move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pandemic, I’ve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what went right and what went wrong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We can learn important les-
sons from the world’s COVID-19 response that will 
make us better prepared next time. Even though the 
pandemic has dragged on longer than anticipated, a lot 
has gone well. To start, the progress we’ve made on 
vaccines is remarkable. The world has never made 
and distributed a vaccine for a disease faster than it did 
for COVID-19. The fact that we had one—let alone 

-
demic is miraculous.
I think mRNA vaccines will ultimately be seen 
a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breakthrough of the 
pandemic. Proving that mRNA works as a vaccine 
platform has been a massive gamechanger—not just 
for this pandemic, but for the next one too. Now that 
mRNA is well-established, we’ll be able to develop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s super-fast in the future. We 
also learned a lot about non-pharmaceutical inter-
ventions (or NPIs) that will inform disease response 
moving forward. NPIs include things like mask man-
dates, quarantine procedures,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The last two years have given us the opportunity to 
see how effective different strategies are against a re-
spiratory disease like COVID.  
The last two years have shown us that individu-
als can make a real impact. We’ve seen incredible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ep up to do heroic 
work protecting their communities—from teachers 

who took time to drop off class materials on their stu-
dents’ doorsteps to health workers who went house to 
house making sure everyon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et vaccinated. 
One area that’s been a mixed bag is therapeutics. Up 
until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 was disappointed by 
the lack of progress we’d made on the treatment front. 
Remdesivir is expensive, and it just didn’t have that 
big an effect. Dexamethasone is cheaper and helped 
a bit, but not enough to make a huge dent in stopping 
disease early. 

The reason I’m now feeling much better about ther-
apeutics is the recent news about two new antiviral 
drugs. These are the therapeutics we needed in 2020. 
One of them—a drug called molnupiravir from Mer-
ck—just got the seal of approval from the FDA for 

your chances of being hospitalized or dying from 
COVID-19 (although not as much as we’d initially 
hoped), it’s relatively cheap to make, and it’s an oral 
medication that’s easy to distribute. Earlier this year, 
before we knew the drug worked, the foundation sup-
ported an effort to streamline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molnupiravir in order to bring costs down. Merck is 

formulation, which will make the drug accessible to 
a lot more people. We also recently committed $120 
million to making sure the drug is available in low-
er-income countries where it will save a lot of lives. I 
just wish it had come along sooner. Another antiviral 

interim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rug was 85 percent 

symptoms. The F.D.A. could authorize it by year’s 
end.
The other area where there is huge room for improve-
ment is in  
As I mentioned, I thought demand for vaccines would 
be way higher than it has been in places like the Unit-
ed States. It’s clear that disinformation (inclu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that unfortunately involve me) is 
having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get vaccinated. This is part of a larger trend toward 
distrust in institutions, and it’s one of the issues I’m 
most worried about heading into 2022.
Declining trust makes it harder to tackle big 
challenges
I’ve had a lot of people ask me recently if I’m still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While the answer is yes, 
being an optimist doesn’t mean ignoring problems. 
I am deeply troubled by one challenge in particular.

The pandemic has been a massive test of governance. 

be a tribute to the power of global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era has shown us 
how declining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s creating 
tangible problems and complicating our efforts to re-
spond to challenges. Based on what I’ve seen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I’m more worried than I’ve ever 
been about 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s to get big things 
done. We need governments to take action if we’re 
going to make progress on challenges like avoiding a 
climate disaster or preventing the next pandemic. But 
declining trust makes it harder for them to be effec-
tive. If your people don’t trust you, they’re not going 
to support major new initiatives. And when a major 
crisis emerges, they’re less likely to follow guidance 
necessary to weather the storm. This decline in trust is 
happening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growing divide, in-
cluding a 24-hour news cycle, a political climate that 
rewards headline generation over substantive debate, 
and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I’m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latter, since it’s the most techno-
logically driven.

of helping people collaborate, stay in touch, and share 
things with each other. But social media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spreading misinformation that makes 
people suspicious of their governments. Social media 
feeds have become so personalized that you don’t see 

I believe that governments need to regulate what 
you can and can’t use social media f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topic has raised a lot of free speech ques-
tions.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our government already 
has all sorts of norms around communication. As peo-
ple become more polarized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politicians are incentivized to take increasingly ex-
treme positions. In the past, if you didn’t like the way 
a government agency was operating, you’d run on a 

get elected on the promise of abandoning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utright. When your government leaders 
are the ones telling you not to trust government, who 
are you supposed to believe? 
This is usually where I’d lay out my ideas for how we 

I plan to keep seeking out and reading others’ ideas, 
especially from young people. I’m hopeful that the 
generations who grew up online will have fresh ideas 
about how to tackle a problem that is so deeply rooted 
in the Internet. This problem requires more than just 
innovation to solv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teps we 
can take (especially around e-governance and making 
data mor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o make modest 
improvement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ways that great 

-
litical ideas, the pathways are not as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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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Bill Gates
(Editor’s Note): Like 2020, 2021 was heavi-

to the emergence of multiple COVID-19 
variants. The major global rollout of 
COVID-19 vaccines, which began at the 
end of 2020, continued in 2021. Most major 
events scheduled for 2020 that were post-
poned due to the pandemic were hosted in 
2021. Bill Gates has had his hand on the 
pulse of world events and global health for 
many years. In this “end of the year” review 
he shares his insights and thoughts for the 

new year and for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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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ncluding Myself, But I’m Hopeful That 
2022 Will B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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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的階層化
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很多人羨慕美式教

育。似乎在那種教育中，學生的個性就能得到充
分的解放，充滿創造性，培養出來的都是喬布斯
那樣的人物。但是你真的了解美國各階層的教
育嗎？

旅美作家、教育問題研究者萬維鋼（筆名同
人於野）在他的《智識分子——做個複雜的現代
人》中，基於自己的親身感受，分析了美國不同
階層的教育，指出了國內大多數人在中美教育
上的一些不太全面的認知，值得一讀。
美國的教育是分層的

美國是個有嚴重階層區分的國家，各社區
按房價自然分開，在某種意義上是事實上的種
族和貧富隔離。公立中小學的經費主要由所在
學區的房產稅而來，這意味著兩點：
第一，富人區的學校更有錢，可以請更好的老師
、用更好的設備、有更高的教學水平；
第二，學生們其實是在跟自己同階層的人一起
上學。
如果你考察美國學生的數學平均成績，那的確
比中國上海市學生的差很多。但美國這個平均
成績其實是被貧困社區中的黑人和墨西哥移民
拖了後腿。
如果你考察美國富裕白人社區學生的數學成績
，可並不比上海學生的差。
但成績還不是主要問題。

中國一個城市內好學區和差學區的區別僅
僅是考試成績高一點兒或者低一點兒、考上重
點中學的學生多一些或者少一些，都是“量”的
差距，而美國不同學區的教育卻是“質”的差異。
如果你上greatschools.com之類的網站查一個美
國中小學校的綜合評分，網站首先告訴你的是
這個學校學生的種族構成，如有多少白人、多少
墨西哥裔、多少亞裔等；然後是貧困學生比例，
如有多少學生使用了政府資助的免費午餐；最
後才是學習成績。階層比分數重要，因為各階層
的教學方法和培養目標完全不同。

教育研究者Jean Anyon，曾在20世紀70年
代末，全程跟班考察了不同階層的幾個小學的
四年級和五年級教學情況，然後在1980年發表
了一篇至今看來都毫不過時的經典論文《社會
階層與隱含教案》。

如果中國的應試教育體制讓你感到憤怒，
想要改革的話，Anyon 這項研究所揭示的美國
教育體制，也許會讓你感到深深的失望。
Anyon說，哪怕是在四、五年級這個距離起跑線
沒多遠的地方，不同階層的學生事實上就已經
在為他們將來要從事的一一不同階層的——工
作做準備了。正所謂“龍生龍，風生風，老鼠的兒
子會打洞”。
普通工人階級的教育

普通工人階層的學校強調遵守規章流程。
整個教學充滿死記硬背的機械式程序，幾乎沒
有做選擇和做決定的機會。
老師教任何東西，哪怕是解數學題，都是用向學
生灌輸規則的方法。

這些規則通常包括若干個步驟，而學生必

須熟記每一個步驟，老師常常不看你的最終結
果對不對，而是看你是否背熟了步驟！
比如老師教兩位數除法，就會直接告訴學生第
一步幹什麼、第二步幹什麼，既不解釋為什麼非
得選擇這個做法，也不告訴學生這麼做的最終
目的是什麼。如果學生提出更好的辦法，很可能
會被否決，須按老師的方法來。我的小學教育大
概比這個好不了多少。做數學應用題如果不先
寫一個“解”字，無論對錯都會被扣分。老師非常
糾結於“乘”和“乘以”的區別，到底是3×5還是
5×3，寫反了就是錯。

我的初中是在哈爾濱市道里區最好的中學
讀的，遇到整個學校最好的數學老師，結果數學
課仍然強調對步驟的死記硬背——我至今還記
得解一元一次方程共分五步，去分母、去括號、
移項、合併同類項、解方程——其實有些題不按
這個步驟做更好，但上數學課經常要考背誦。我
上學的時候對這些教法感到非常不理解，現在
知道了階級分析這個工具，才恍然大悟：這哪裡
是在教數學？這分明是在訓練工人。

工人幹活，可不就是必須嚴格遵守流程步
驟嗎？你只要按規定步驟去做好該做的，至於最
終產品如何，不是生產線上一個工人應該關心
的事。這個階層的學校裡自然和社會科學課程
也都是死記硬背的方法。學生們並不被鼓勵閱
讀什麼課外書，也很少會把所學內容跟真實世
界聯繫起來，甚至連課本都不怎麼用——教法
是讓學生直接抄老師寫在黑板上的筆記！這些
筆記就是考試內容。

紀律是嚴格的，學生沒有什麼自由，教室裡
任何東西都“屬於”老師，絕對不能隨便碰。
老師對學生說話非常不客氣，經常有“閉嘴”之
類的命令，時不時地制止學生亂動。不過老師自
己並不遵守什麼紀律、經常拖堂，根本不在乎下
課鈴。

社會科學課上老師會給一些閱讀材料，並
配以問題，這些問題都有明確的答案，其根本目
的在於考察你是否真正學習了那些材料。
學校教學很強調課本的權威性，你絕對不能對
課本結論提出質疑。如果你喜歡批判式思維、對
有爭議的話題有自己的看法，老師則認為你是
危險的。

這種小學，使我想起我當年讀的高中。那是
一所黑龍江省的省重點高中，雲集了哈爾濱相
當一部分最好的老師和學生。

除了沒有質疑課本的自由，整個教學的確
是非常靈活的，老師有時候還會講講笑話。
我們根本就沒有家庭作業，有時間可以搞點個
人針對性訓練。我們非常明白來這裡上學的目
的：如果能學到實用的知識當然好，但最重要的
是必須考上大學。
中產階級的教育

美國一般中產階層的學校也是這樣，一切
為找工作和上大學服務。
老師仍然控制學生，但這種學校的老師人品都
很好，自己也能遵守制度，至少不會拖堂。
專業人士階層的學校強調創造性和獨立性。

美國的所謂“專業人士”，是指醫生和
律師這種需要長期學習和訓練才能入職的
人物，他們擁有專門的技能，他們只有考取
一個資格認證才能工作，而且還有自己的
職業準則。

這些人是中產階級中的上層，收入不菲，對生活
和職業都有很好的規劃。這種人的子女所能得
到的，才是中國人心中神話般的美式教育。

雖然還是小學生，學校已經要求學生有獨
立思考和表達的能力。課堂作業常常是寫文章
和做演講，你必須能夠自己找到素材、選擇方法
、組織語言、描述想法。

這基本上是我當初的大學所在的層次，而
這些三、四年級的小學生已經開始搞獨立調研
了！比如，一個任務是每人回家統計自己家有多
少台電視、冰箱及多少輛汽車等物件，在課堂上
每人負責統計其中一項物件的數字、計算全班
平均值。機械化的計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師給你
提供計算器——但是你必須把調研部分搞好，
會有另一個學生檢查你的工作。統計完成之後，
有的學生甚至還提出建議，跟別的班比較一下
數字。

歷史課上學到某古代文明，作業是學生們
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為題拍個電影！
有人負責寫劇本，有人負責演，有人負責拍攝
——當時還沒有數字設備，所以家長得幫著剪
輯8毫米膠片。學生們要時不時在班級裡播報一
下新聞時事，老師偶爾還引導他們發現事件之
間的聯繫。

寫作強調創意，科學強調第一手的實驗感
覺。答案對錯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真正
理解這個內容到底是什麼意思。老師不再直接
控制學生，而是通過與學生交流來引導班級去
做什麼。任何學生都可以在任何時候去圖書館
拿本書，而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簽個名，哪怕上課
中途也可以不經允許離開教室。哪些內容要多
講點，哪些內容要少講點，老師都能聽從學生的
意見。然而，這還不是美國最牛的小學。
統治階層的學校教育

這個階層就是所謂的資本家階層，學生家
長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和擁有者，他們當然沒
必要訓練怎麼遵守別人的章程，他們不用關心
怎麼用漂亮的簡歷取悅雇主。
這個階層的學生學的不是怎麼遵守規則，而是
怎麼制定規則。
教育的核心目標，是決策和選擇。

哪怕在數學課上學除法，老師問學生的第
一個問題不是怎麼算，而是“如果你面對這麼一
個例子，你的第一個決定是什麼。”
你會提出解決問題自己打算從哪兒著手。老師
就會說你這個決定不錯，然後引導你進一步說
出自己的計劃。然後讓全班一起看看你這個決
定和計劃的結果如何。

老師不主動提供任何解題方法，而是鼓勵
學生自己去製定公式，也就是規則。
老師不問對和錯，而是問“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
？”如果全班都發現你錯了，老師告訴你的是“他
們不同意你……當然，你對老師講的東西，也可
以隨時不同意”。

這種統治階層的教育，已經不是追求什麼
表達能力、藝術效果、漂亮的PPT之類了，而是

追求分析問題。
這種小學同樣學到古希臘歷史的時候，不

是讓學生會表演個什麼歷史人物的電影，而是
問學生“你認為伯里克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
犯了什麼錯誤？雅典公民又犯了什麼錯誤？”這
種問題！

這些注定成為未來領袖的小學生從四、五
年級起就已經開始在課堂上對當前問題發表看
法。工人為什麼罷工？他們這麼做對嗎？我們怎
麼阻止通貨膨脹？老師說，你不知道答案沒關係
，我提問題只是讓你學會怎麼想。

這些學生不是為了考試而學習。他們如果
學習了一種複雜語法，單單在考試中答對還不
行，必須在此後的寫作中用到這種語法，否則老
師就不干。

寫作課也不是追求什麼創意、感情描寫，而
是強調故事結構和邏輯，並且直接用於社會課
和科學實驗報告的寫作中。

學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每個學生都
有機會當一次老師。然後老師和其他學生對他
進行全方位的評判。

紀律上沒有什麼要求，任何人都可以隨便
離開教室，可以不經允許使用學校的任何東西，
集體行動也不用排隊。

學生學到的是選擇和責任。你可以給自己
設定優先目標、你自己決定乾什麼，你對自己所
做的事負責，你自己管自己。

老師說：“你是你這輛汽車唯一的司機，只
有你能決定它的速度。”
這些是我出國以後讀研究生時才享受到的待遇
然而階層不是一切

我們大概可以說，現代教育可以簡單地分
三個層次，對應三個階層：底層家庭對教育的期
待是培養工具、以找工作為目的。
中層家庭對教育的期待是培養工藝品，以提升
個人價值為目的。上層家庭對教育的期待是培
養主人翁，以欣賞、選擇和改變周圍世界為目的
。現代流水線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一層；想
要進入第二層，家庭必須出力，爭取去精英大學
；而第三層，則幾乎完全是家庭和個人的事情，
學校教育的作用很小。

這麼說來，如果生錯了階層，尤其在美國，
上學豈不成了無比憋屈的一件事情？用美國這
套標準對照，我的小學的確是在工人階層。就連
在教學樓裡從哪邊走、上課怎麼舉手學校都有
明確規定。

但是我們有好幾個同學根本不在乎這些規
定，經常跟學校對著幹，老師“誇”我們有“造反
精神”——我們這幫工人子弟，做事常常帶有統
治階級的風格。

素質的確是可以遺傳的。現在科學家有充
分的證據證明智商可以遺傳，再考慮到家庭環
境的作用，大多數情況下，人不太容易超越自己
父母的階層。

但人之所以不是機器，就是因為人在根本
上是自由的。基因加環境也不能把人完全定死，
人總有自由意志。大多數情況下如此，但每人都
可以不必如此！

是的，人很難突破客觀條件的限制。可是如
果人人都按照這個劇本演出，世界就太沒意思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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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虎媽”聯想教育問題

前幾年，美國有一位華裔母親因為她教育子女的自傳書《虎
媽戰歌》而出名，這本書連續多次位居美國暢銷書榜首，“虎媽”
以嚴格到有點殘酷的教育方式引發了美國教育界乃至整個社會
的激烈討論。

在以崇尚個人自由和權利的美國，《虎媽戰歌》之所以引起
關注，是因為虎媽的教育方式讓很多美國孩子的父母大跌眼鏡，
一度被評價為“虐待兒童”。比如通過辱罵、恐嚇和體罰的方式教
育兩個女兒，小女兒在練習小提琴的時候，被要求一直從傍晚練
習到深夜，期間不能休息，不能上廁所。

隨著兩個女兒的長大，兩個人都表現的非常優秀，先後考入
耶魯和哈佛，成為天之嬌女。從結果來看，虎媽的教育是非常出
色的。

無獨有偶，前幾年國內上映了一部描寫國內教育題材的電
視劇《虎媽貓爸》，劇中趙薇扮演的媽媽，望女成鳳，為了讓6歲的
女兒能夠順利地幼升小，嚴格到有點“變態”，這反映了國內小學
教育階段普遍存在的家長焦慮：學區房，學前教育，父母的時間
和資金的大量投入等等。
國內外教育現狀

作者作為兩個女兒的父親，看著女兒健康快樂長大是最大
的心願，然而隨著女兒們先後進入幼兒園和小學，和周圍的小朋
友家長們接觸越多，我們開始感覺到壓力，比如這個同學鋼琴8
級了，那個同學作文比賽得獎了，誰的演講太厲害了，還有誰報
了多少門課外課。

各類培訓公司的Slogan口號越來越醒目，比如一直在談的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幼兒園MBA課程，學前掌握1000
英語單詞，這些與其說在宣傳培訓的價值，不如說是在製造焦慮
，讓家長們為課外補課和學習“加餐”買單。
反過來，如果有相當部分的家長加入了培訓和補課大軍，留給剩
下的家長們的問題就不是參加與否，可能是要參加更多的培訓

才行，這樣才能讓自己的孩子們不在學場落後。
誰家的孩子都是寶，我們也不能讓女兒表現落後，孩子媽全

力開動，先後報名輔導班和興趣班，週末最忙，暑假寒假也都報
了名。一段時間下來孩子們確實能學到不少知識，但是課外遊戲
時間大量減少，也影響孩子的全面發展。

家長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從上下課接送到課外輔導，真不
知道這樣做是否得不償失。
這是上海的情況，國外怎麼樣呢？

作者有幾個同學在美國，目前孩子都在就讀美國的中小學，
據同學講，跟國內教育競爭一樣，在美國同樣也有升學競爭的壓
力，比如說美國加州的公立小學，都是以教育局公佈API指數（公
立學校學術表現指數）作為參考標準確定學校的教育水平，指數
越高，學校越受歡迎。

比如好學區和差學區的房價可以相差兩倍以上。或者可以
選擇教育水平普遍更高的私立小學，不過跟公立小學的學費免
費不同，美國私立小學，尤其是私立精英小學的收費都非常高，
有些高達5萬美金/年，這不是普通家庭能夠負擔的。

很多人都認為，美國的學校教育就是老師帶著學生玩，學生
沒有什麼壓力，其實這完全是誤解，誠然，在美國的某些學校，比
如在黑色族裔社區，由於經濟水平和學校資源不佳，確實存在學
生散養和放任的狀態，但是這絕不是美國的教育現狀，尤其是在
中產階級和精英階級內，對教育同樣是非常重視和投資的，跟國
內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家可能看到過一張圖：哈佛大學凌晨4點的圖書館，燈火
通明，座無虛席。可見美國的精英學生們對於讀書和學習的熱衷
程度。
應試教育還是主流

現在上海的公立小學都在推行給學生和家長的減負政
策，教育局也三令五申，不允許學校和老師給學生佈置過多作業

和辦課外輔導班，應該說初衷是為了讓孩子們有更多的時
間和機會，更自由和快樂的發展自己喜歡的愛好或者專長
，為什麼效果不佳，反而會變成各類培訓公司大賺其錢，值
得深思。
個人覺得有兩個原因不容忽視：
（1）考試還是應試教育主要的“升級打怪”方式。
不管怎麼詬病應試教育，存在即合理，在應試教育之外，還
真找不到更加合理公平的方式。所以不管是國內升學體制
，還是走國際學校的國外教育方向，在強調考察孩子們的
綜合素質之外，都是以考試分數為主要的衡量標準。

在我們這一代，簡單講就是應試教育，通過一次或
者幾次考試，決定可以上什麼樣的初中、高中和大學。現在
的考試更加複雜，除了拉長了考試的周期，還增加了比如
音樂特長、體育特長等等方面的考核，這樣讓綜合素質的
考察更加全面的同時，確實也變相的增加了家長和孩子們
的負擔。
（2）教育資源不均衡

不可否認的是，優秀的老師大多分佈在頭部的學
校，國內外皆是如此。反過來，學生素質的不同也反過來影
響了學校整體的表現，這個觀點可能有人不贊同。
今年上海一所著名的公立小學發生了一件事情，因為一個
學生的學習成績實在太差，學校出面和家長溝通，希望家
長轉學，可以私下里給與10萬的補償。這樣同樣說明，好的
公立學校是非常注重對就讀學生生源素質的考察，這直接
影響到學校畢業生的升學表現。
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應當並行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認為“美國的基礎教育沒有中
國好”，巴菲特等相當多的美國精英也提到中國的基礎教育，也
就是中小學教育做得比美國要好。我們或許需要對我們歷來認
為應試教育的弊端做重新思考。
我們看一下在2012年基礎能力國際測評（PISA)中，上海中小學
學生的能力測評結果在所有三個方面都排在全球第一，美國學
生連前十名都擠不進。

我們國家的教育系統這些年在不斷探索和改進如何提高應
試教育中體現孩子們素質教育的部分，比如增加更多的科目，比
如改變考試的形式，更多考察孩子們的個人特色和能力，而不是
千篇一律的死記硬背，這些都是很好的改進。

這裡要提一下所謂的快樂教育，誠然，讓孩子們在學習過程
中感受到興趣和快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情況下，要防止快
樂教育變成放任孩子玩樂的懶惰教育和教育不作為的藉口，這
是絕對不可取的。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是關係到國家未來可持續發展
的重中之重，世界的經濟強國都不遺餘力的將教育作為國家戰
略，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我們充分相信政府和國家的教育體系，會繼續改善目前教
育中資源不均衡和應試教育的不足，提升基礎教育尤其是中小
學教育的效率效果，通過國家的資源投入和改善，在現有基礎上
更進一步，為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持續注入動力和活力。

對於我們家長來說，教育是一場馬拉松，過度地強調考試分
數不可取，但是以快樂教育為藉口，放羊式的培養同樣不對。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長和潛力，結合素質教育，把孩子的興趣
和潛質挖掘出來，在全面成長的基礎上有所側重，培養特長，這
應該是一個理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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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鬼認證》金獎幕後團隊、

《羅根》、《惡棍英雄：死侍》製片

群傾力打造的全新諜報動作鉅片

《355：諜影特攻》（英文片名：

The 355）確定將於 2022 年 1月 19 日

登台上映，車庫娛樂也於今日公佈定

檔板電影海報和預告。《355：諜影

特攻》除了由金獎影后潔西卡雀絲坦

(Jessica Chastain)坦率潘妮洛普克魯茲

(Penelope Cruz)、黛安克魯格 (Diane

Kruger)、 露 琵 塔 尼 詠 歐 (Lupita

Nyong'o)、范冰冰等眾女星一同出任

務外，不少眼尖的觀眾也發現「酷寒

戰士」賽巴斯汀史坦(Sebastian Stan)也

現身其中，這也是賽巴斯汀斯坦與潔

西卡雀絲坦兩人繼2015年的《絕地救

援》後，再度攜手合作的作品。賽巴

斯汀斯坦近期接受專訪時，就打趣向

潔西卡雀絲坦問道：「再度跟我合作

感覺怎麼樣？我想知道在地球上而不

是太空中跟我拍片感覺如何？」。潔

西卡雀絲坦則妙回：「我們首度次合

作是在無重力的情況下，跟現在的情

況大不同，當時移動起來十分困難，

還有很多塵土，因為我們在火星上，

然後我們還得在太空中漂浮。而這次

拍攝《355：諜影特攻》我可以說非

常開心、過程也是樂趣十足……你只

是在試圖想要引誘我誇獎你吧！賽巴

斯汀？」，幽默回應令在場的其他演

員全部笑翻。

《355：諜影特攻》的「355」源

自於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流傳的傳說，

據傳是喬治華盛頓所創立的美國史上

第一個間諜組織「庫爾珀組」（Culp-

er Ring）裡有一名女性特務，她負責

向美國軍事將領傳遞有關英軍的情報

，為了確保她的安全，這名女性特務

被代稱為「355」，因為隱藏的太好了

，至今我們仍無法得知她的真實姓名

。「這個片名真的很重要，因為

每個領域都有很多女性在幕後孜

孜不倦地工作，但是從未被認可

。」潔西卡雀絲坦表示：「即使

你翻閱各種歷史書籍，你也很難

找到女性的故事和她們的成就。

這部名為《355：諜影特攻》的電

影，是對那些不被承認的女性的

致敬，發揚她們的力量、精神力

、成就，並且說聲『謝謝』。」

《355：諜影特攻》導演賽門

金柏格(Simon Kinberg)談論創作

源起時也表示：「我熱愛間諜電

影，我一直想做些像是嶄新版本

的間諜電影之類的東西。潔西卡想拍

一部全女性陣容諜報片的點子感覺很

新穎，我一開始覺得有人拍過類似的

電影了，但是我絞盡腦汁回顧過去我

看過的間諜電影，卻發現竟然沒有人

拍過類似題材。我對這個點子很興奮

，小潔和我一起開始發展這個計畫，

我們開始討論故事以及希望找哪些演

員來飾演這些角色。我們希望《355：

諜影特攻》讓人感覺國際化、有獨特

性而且真實。」。

《355：諜影特攻》故事描述當可

怕的毀滅性武器落入跨國犯罪組織的

手中，CIA探員「梅絲」（潔西卡雀

絲坦 飾）決定找來各國的情報組織菁

英，組成一支超越國界的間諜團隊

「355」，試圖力挽狂瀾阻止第三次世

界大戰發生……

睽違七年再合體
《355：諜影特攻》
「酷寒戰士」 向潔西卡雀絲坦 「討讚」

由「唐老大」馮迪索（Vin Diesel

）主演的賣座電影《玩命關頭》系列

，今年推出最新續集《玩命關頭9》

依然席捲全球票房，人氣不墜。不過

，從第5集一路拍到第8集的要角巨

石 強 森 （Dwayne Johnson） 卻 缺 席

《玩命關頭9》，再掀馮迪索、巨石

強森不合之說，日前馮迪索公開向他

溫情喊話回歸，對此，巨石強森最近

在專訪中，鄭重表明自己「絕對不會

回歸演出」，更痛批馮迪索「發文帶

風向」，動不動就搬出小孩和已故的

保羅沃克說嘴，以情緒勒所方式要他

回歸。

馮迪索11月初時曾在IG貼文寫道

，「我的小老弟德韋恩（Dwayne）…是

時候了。全世界都在等《玩命關頭10》

的結局，你知道我的孩子們都叫你德韋

恩叔叔。多年前我跟你說過，我會兌現

對保羅沃克的承諾，我發誓要拍出最好

的大結局。我是出於愛向你喊話，你必

須出現，不要丟下這個系列，你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演，哈

柏非你不可，我希望你挺

身而出，完成你的使命！

」

然而，巨石強森近

期接受《CNN》專訪，

被問到是否會回歸《玩

命關頭》系列，他直接

表示，對馮迪索日前的

貼文感到驚訝，透露兩

人早在今年6月就私下見

面聊過此事，「我很直

接、堅定且有禮的告訴

他，我不會回歸了。」

他也與片商環球影業談

過，劇組都支持並理解

他的決定。

巨石強森痛批表示

：「馮的公開貼文就是他很愛操弄

的一個例子，我不喜歡他把他的小

孩和保羅沃克的死扯進來，讓他們

遠離這一切吧！」他也說，在 6 月

的談話裡，早就有他不會回歸的結

論，他一直以來都想帶著感激之情

，並優雅的離開《玩命關頭》系列

，但馮的公開發文卻讓一切都變了

調，「無論如何，我都會祝福《玩

命關頭》曾經一起合作的夥伴們，

拍攝續集一切順利。」

回歸《玩命關頭》確定破局！
巨石強森痛批馮迪索 「發文帶風向、消費保羅沃克」

Disney+漫威影集《鷹眼

》（Hawkeye）結局播出後

，飾演「黑寡婦」妹妹葉蓮

娜的佛羅倫斯普伊（Flor-

ence Pugh），與「鷹眼」克

林特巴頓（Clint Barton）終

於解開誤會，成為不少影迷

最愛的一場戲。

在《鷹眼》影集中，葉

蓮娜受僱刺殺鷹眼克林特巴

頓，當然也帶著私人情緒，

她被誤導認為鷹眼害死了姊姊娜塔莎

，就在雙方纏鬥的最後關頭，鷹眼模

仿姐妹倆獨特的口哨聲，讓葉蓮娜冷

靜了下來，因為這個秘密，娜塔莎只

會告訴最信任的人，因此她相信鷹眼

並沒有害死姊姊。

《鷹眼》的結局，葉蓮娜得知了

娜塔莎與鷹眼的感情，以及「復仇者

聯盟」對姊姊的重要性，很可能推動

葉蓮娜接下「黑寡婦」的遺志。雖然

凱文費吉曾表示葉蓮娜有屬於自己的

角色，但讓她承接黑寡婦，對於MCU

第四階段、第五階段都是完美的設定

。除了是配得上「黑寡婦」稱號的絕

佳人選，也符合她的對於正義的追求

，因為她一直努力解救被紅屋控制的

女孩們。

而海莉史坦菲德（Hailee Steinfeld

）飾演的「凱特畢夏普」，明顯將會

成為下一任鷹眼，她與葉蓮娜在影集

中多有互動，雖然一直處於敵對狀態

，但兩人欣賞彼此，也許之後會有更

多的交集與交手。而影集《鷹眼》，

確實為葉蓮娜成為「黑寡婦」打下了

完美的基礎。

但葉蓮娜可能如凱文費吉所說

，找到她自己獨特的位置，葉蓮娜

的「黑寡婦」，可能會是一個獨立

的英雄，在戰鬥中協助新的復仇者

，但她不會成為團隊的一份子，因

為她始終懷疑美化與崇拜超級英雄

的危險性，這意味著，即使她最終

成為了黑寡婦，但不代表她會加入

復仇者聯盟。

Disney+《鷹眼》結局
葉蓮娜成為黑寡婦？
但可能跟粉絲想的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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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隋文靜靜（（上上））//韓聰韓聰
在訓練中在訓練中。。 新華社新華社

●●徐夢桃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盃奪冠徐夢桃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盃奪冠。。 美聯社美聯社

短說
長話

目前，在世界排名前五的選手中，
除了隋文靜/韓聰和彭程/金楊之

外，另外三對都來自俄羅斯，北京冬奧
會雙人滑金牌之爭很可能是中俄之爭。
趙宏博在談到對手的情況和中國

隊的策略時說：“奧運會還是穩定為
第一，我們的對手還是很強，他們在
奧運會的歷史上統治了46年的冠軍
（指雙人滑）。我們也看到了他們國
內的一個隊內測試，整體的狀態都比
較好。有兩對比較年輕，而且衝勁十
足。”

趙宏博：發揮最高質量
趙宏博表示，每對選手其實都在

和自己比，中國隊的兩對選手還是要
把自己的東西練得更踏實、質量更
高。“在奧運會上肯定是以穩為主，
你要把兩套節目最高質量地在奧運會

賽場上發揮出來。至於誰贏誰輸，那
不是我們的事了，我們就盡到最大的
能力。”他說。
在談到動作難度的問題時，趙宏

博說，他希望運動員把自己最好的狀
態拿出來。只要具備條件，會上自己
的最高難度。
此前，隋文靜/韓聰和彭程/金楊

這兩對組合都曾在單跳動作上出現失
誤。在5日的訓練中，他們也偶有失
誤。趙宏博表示，目前單個動作的整
體成功率還是比較高的。針對單跳的
薄弱環節，也加大了訓練力度。
“現在每天運動員是三場冰，晚

上還有加練。尤其在自己比較薄弱的
單跳上，現在已經加到了最大的力
度。運動員從體能訓練，包括針對性
的爆發力的訓練，都有了明確的訓練
計劃。現在臨近賽前了，我們要盡到

最大的努力。”

大獎賽後發現很多問題
趙宏博透露，雙人滑整個賽季的

訓練都是以問題為導向。在大獎賽意
大利和加拿大站的比賽之後，發現了
很多問題，現在的備戰和隊內的測試
賽也是希望及時發現問題，然後解決
問題。
“到最後奧運會，多多少少都會

有一些壓力和狀態的調整。我們教練
團隊也會及時地對他們給予幫助，希
望他們能夠有一個平常心態，穩定地
把訓練的最高水平在奧運會賽場發揮
出來。”
在2018年平昌冬奧會上，隋文靜/

韓聰獲得雙人滑銀牌。在北京冬奧會
花樣滑冰比賽中，雙人滑是中國隊最
有希望衝擊金牌的項目。 ●新華社

中國花樣滑冰隊雙

人組主教練趙宏博表示，雙人滑項目

在北京冬奧會的衝刺備戰中將立足自

我、以穩為主。5日下午，中國花樣

滑冰隊雙人組的三對選手進行了公開

訓練，已經鎖定冬奧會參賽席位的隋

文靜/韓聰和彭程/金楊也在其中。

日前進行的2021-22賽季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世界盃加拿大站比賽，
女子組中國選手徐夢桃以103.92分奪
得個人本賽季第二個單項冠軍，孫佳
旭以120.81分獲得男子組冠軍。
女子組，中國隊派出徐夢桃、孔

凡鈺、邵琪和許諾四人出戰。資格
賽，徐夢桃以97.29分排名第一進入
決賽。孔凡鈺同樣的動作，獲得
90.94分位列第三晉級。兩輪決賽，
徐夢桃延續強勢表現。其中在第二輪
比賽中，她使出難度系數 4.03 的
bLFF動作，最終以103.92分獲得冠

軍，拿到個人本賽季的第二冠，孔凡
鈺獲得銅牌。
男子組決賽，齊廣璞首輪以

128.76分排名第一過關，王心迪以
126.99分位列第二，孫佳旭以120.36
分排名第四，楊龍嘯以118.10分位列
第六，四人攜手闖進第二輪。
孫佳旭在決勝輪展現出高水準、

難度系數為4.53的 bdFFF動作，以
120.81的高分為中國男隊拿到本賽季
的首個分站賽冠軍。楊龍嘯拿到
119.91分獲得亞軍。齊廣璞獲得第
四，未能登上領獎台。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29歲的李
磊轉投瑞士球會草蜢，成為現役第二位旅歐的
中國國腳。剛完成首課操練的他獲主帥孔蒂尼
予高度評價，認為這名中國後衛可於下半季為
球隊帶來很大幫助。

李磊加盟瑞士球隊草蜢，成為繼武磊之
後第二位旅歐的現役中國球員，他在1月5日
與球隊會合後隨即在翌日參加首課操練。草
蜢主帥孔蒂尼讚揚李磊是一名紀律性很強而
且經驗豐富的球員：“李磊紀律性很強，能
適應三後衛或四後衛陣式，在左路能發揮很
大的作用，他雖然不是一名年輕球員，但勝
在國際賽經驗豐富，能為隊內的年輕球員帶
來正面影響。”孔蒂尼亦表示在李磊加盟前
已看過很多他的比賽片段，相信他可以在聯

賽下半季幫助球隊。
作為一名外援球員，李磊當務之急是盡快

適應及融入球隊，孔蒂尼表示全隊上下都會向
他提供協助：“李磊能和隊友教練在語言上溝
通很重要，之前日本球員川邊駿在這裏適應得
很好，我相信李磊也會喜歡瑞士的生活。”

李磊未滿18歲時已在中超亮相，代表南
昌八一上演職業生涯首秀。其後他先後効力過
上海申鑫、河南建業、北京國安，職業聯賽出
場超過200次；2018年，協助北京國安收穫足
協盃冠軍。2019年，李磊入選19賽季中超最
佳陣容。

2019年3月，李磊首次代表中國國家隊出
戰，迄今共代表國家隊出場5次，收穫2次助
攻。

李磊隨草蜢訓練 獲主帥高度評價

●●彭程彭程//金金楊楊（（左左））看看
視頻回放視頻回放。。新華社新華社

●●主教練趙宏博主教練趙宏博（（右二右二））
指導隋文靜指導隋文靜（（左二左二））、、韓韓
聰聰（（左一左一））訓練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王瑀王瑀晨晨（（左左））//黃一航黃一航
出席公開訓練出席公開訓練。。新華社新華社

徐夢桃 孫佳旭
奪空中技巧世盃冠軍

●●李磊出席蘇黎世草蜢隊訓練李磊出席蘇黎世草蜢隊訓練。。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盃U型場地技巧賽美
國猛獁山站將於當地時間本周末開始比賽，積分榜上處於領先
地位的中國選手谷愛凌向奪取賽季總冠軍進發。
這位18歲的新星在本賽季的U型場地技巧賽中保持不

敗，取得完美的三連勝。其中在上一站的加拿大卡爾加里站，
谷愛凌在狂風中奮力拚搏，以92.80分的成績完成了比賽，為
卡爾加里雪地競技賽畫上圓滿的句號，並以積300分的成績位
居U型場地技巧賽世界盃積分榜榜首。因此，若谷愛凌在美
國站仍延續其好狀態，相信奪賽季總冠軍指日可待。
根據賽程，在猛獁山舉行的自由式滑雪世界盃除U型

場地技巧賽外，還包括坡面障礙比賽，以及單板滑雪運動
員的U型場地技巧和坡面障礙技巧比賽。資格賽將於當地
時間周五展開，決賽則定於周五和周六舉行。

●●谷愛凌進行賽前練習谷愛凌進行賽前練習。。 法新社法新社

世盃美國站
谷愛凌衝年度總冠軍

中國國乒頭號削球手馬特宣布離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東京奧運會

後，中國乒隊新老交替，女隊已經形成陳夢、孫
穎莎、王曼昱三足鼎立態勢，男隊的樊振東經歷
全運會及世乒賽洗禮後也正式接棒馬龍。在年輕
選手逐漸成長的情況下，國乒男隊頭號削球手馬
特7日宣布離隊。馬特身為削球陪練，一直為國
乒默默耕耘，他7日在個人社交網站寫道：“隨
着年齡的增加，競爭力下降是不爭的事實，再加
上傷病的困擾和其他瑣碎的事情，讓我確實不能
在系統的訓練去提高自己。”繼丁寧、方博、周
雨、閆安、馮亞蘭等人之後，馬特已是國乒巴黎
周期第14位宣布離隊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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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丙燕：“別老說教科書般的演技 一說這個我就臉紅”
現代諜戰劇《對手》即將在央視八

套收官。近日，主演顔丙燕接受記者采

訪。談及自己此番演繹的國安戰士段迎

九，顔丙燕直言，這次以接地氣、生活

化的方式來演繹，希望大家看完，能感

歎一句：“這個女人真不容易！”

“段迎九就是一個普通中年女人”
《對手》講述的是一個和平年代的

“諜戰”故事，然則與以往間諜題材電

視劇不一樣，它看起來更像一部生活劇

。顔丙燕在劇中出演國安戰士、偵查組

組長段迎九。顔丙燕表示，當初拿到劇

本的時候，段迎九這個角色原本是個男

性角色，“我看劇本的時候，完全像看

小說一樣，寫得太有意思了，太好玩了

。這個過程當中，我已經開始想：如果

把這個男性角色變成女的會是怎麽樣？

如果我來演這個角色會是怎麽樣？這些

特別刺激我的創作欲望。”

劇中的段迎九，上有老下有小，病

痛纏身，可是她眼裏只有工作，其他的

事情壓根無暇顧及，顔丙燕將之稱作

“八爪魚似的生活”。在她看來，段迎

九其實就是一個普通中年女人，“她不

是女超人，但是她做了一份不普通的職

業，她肩膀上扛著的是國門，戰友的生

命，國家和人民的安全，責任重大。她

的一個失誤，很可能會讓國家和人民蒙

受損失。加上她的性格當中的較真、一

絲不苟、一根兒筋，導致她只能顧得了

工作，然後疏忽了對家庭、丈夫以及孩

子的照顧。家庭就是她的短板，她做不

到裏裏外外都能兼顧到。”

事實上，國安戰士實際生活常態狀

況，比劇中有過之而無不及，“真的應該

向國安戰士以及他們的家屬致敬，他們太

不容易了”。同時，顔丙燕希望通過這部

劇，大家能提高防範意識，“很多間諜就

是生活在我們當中，可能他們就是你幾十

年的老鄰居，一些你看著很正常的行爲，

實際上，那就是間諜獲取情報。”

以往影視劇當中，這類型的女領導

、女幹部或者職業性比較強的女強人形

象都比較“高大全”。顔丙燕多年以來

的一個願望，就是想用特別接地氣、特

別貼近普通人的生活化的方式去演繹這

類型的人物。“特別完美的角色，離觀

衆太遠了。”顔丙燕希望觀衆能與之共

情，跟著角色一起哭一起笑。段迎九的

出現，可謂是圓了顔丙燕的這個夢想。

“我參與到塑造這個角色的過程中，最

終段迎九比較接近我想要的那種接地氣

的感覺。我希望大家看了也會感歎一句

，這個女人真不容易！”

為角色幾乎全程素顏出鏡
看過劇集的人都會感歎，顔丙燕這

次的造型太酷帥了。由于追、打、抓捕

等行動的戲份很多，顔丙燕把長及腰部

的頭發剪短了，並嘗試了很多短發造型

，最終定了劇中的短發造型。同時，爲

了更貼近真實，顔丙燕幾乎全程素顔出

鏡，“段迎九哪有時間描眉畫眼，能洗

把臉、刷個牙就不錯了。現代機器清晰

度那麽高，即使化淡妝觀衆也是看得出

來的，所以就直接素顔了。一切都是爲

了角色。”

毋庸置疑，在《對手》中，“影後”

顔丙燕呈現了教科書般的演技，很多觀衆

紛紛表示，顔丙燕生活化的表演，將段迎

九的無奈和辛酸演繹得絲絲入扣，讓人忍

不住淚目。她本人則謙虛表示，“別老說

教科書般的演技，一說這個我就臉紅。”

她說，自己只是業余選手、普通演員，

“我是一個很笨的演員，我屬于那種盡可

能地去捕捉自己內心真實感受的。比較直

接，沒有什麽方法、技巧。”在決定接演

一個角色之後，顔丙燕會花很長時間去准

備，通常都在三個月左右，那基本是一部

電視劇拍攝完成的時間。譬如這次的《對

手》，顔丙燕在接到段迎九這個角色就開

始准備——加強健身，練習舉鐵，並請了

一個搏擊教練練習專業搏擊。

顔丙燕平常保持健身的習慣，以前也

練過拳擊，加上本身是舞蹈演員出身，打

戲完全沒問題。“但我身高只有163厘米

，90多斤，又矮又瘦，如果遇到一個180

厘米的嫌疑男性，我一翻手把人家撂地上

了，誰信啊？”于是乎，爲了努力讓自己

變壯，顔丙燕開始每天吃肉，戒碳水，戒

糖，壯得結實而不油膩。顔丙燕更笑言，

“進組以後沒精力鍛煉，我也長胖了，

劇中段迎九有糖尿病，所以後期胖得還

挺像一個糖尿病病人的。”

因爲段迎九，這次顔丙燕“壯”得

不一般。不過，顔丙燕絲毫不介意外界

對她體型、外貌的評價，“正因爲你演

的角色生動了，看的人多了，大家才會

有評論。如果演的不疼不癢的話，也沒

人管你胖了還是瘦了。”

表演訣竅：“真聽，真看，真感覺”
近年來，衆多中年女演員屢屢發出

“遭遇生存困境”等感歎。顔丙燕說，自

己大抵沒有這種感覺，“有這些感受的演

員，可能大多是因爲她們之前工作量特別

大。而我産量本身就特別低。一年能接一

個戲就不錯了，所以我沒有什麽感覺。通

常是遇到好的角色，我才會接。”

顔丙燕的“挑三揀四”，只源于一

個標准，那就是起碼自己認爲自己選的

角色不是平庸的。她刻意選擇自己沒演

過的角色類型，比如這次《對手》的段

迎九，“我已經參與到段迎九的生命、

情感線當中，她打動了我，我才會接這

個角色。”在顔丙燕看來，選擇角色、

演戲切忌摻雜功利性，“恰恰是什麽都

沒有的時候，你愛的是角色本身，心裏

想的都是自己還可以給予角色什麽，這

種情況下，你會越來越愛這份工作。這

麽多年，我也是在保護這種工作熱情，

所以我不會爲了錢，或者是爲了拿獎，

或者一些其他的條件去接角色。”

問及生活化表演的訣竅，顔丙燕直

言，“我覺得最簡單也是效果最好的一

個方法：真聽，真看，真感覺。”她說

，最初的階段回看自己出演的片子，才

知道哪裏有問題。發現自己說話吐字不

清楚，就有意識地跟著新聞聯播練習。

再譬如因爲跳舞走路八字腳，于是盡可

能改掉這個習慣性的動作，“表演並不

是天生的，自然的表演會隨著你的不斷

積累經驗升級的。如果希望盡可能多的

觀衆跟你一起哭，一起笑的話，那你需

要做很多練習。”

有些演員演戲會尋找角色與自己身

上的共同點。顔丙燕卻是刻意地剝離自

己的很多個性、特點和習慣，“生活當

中你越透明越幹淨，扔到人群裏頭沒有

特點，你拿到的每一個角色，才可能更

多地貼近角色本身。”此前的一部電

影，顔丙燕出演在山裏拉豬的大貨車司

機，爲此，她增肥到120多斤，“一切

都要以角色的需求和真實爲主。只有你

演得像了，真實感比較強的時候，才達

到了你這份工作的意義。”

顔丙燕總是給人很低調的感覺，宣

傳少，更幾乎沒在綜藝節目中亮相。不

以角色與觀衆見面的日子裏，她都是

“松散”的，種種花花草草，養養魚，

並且跟著接演的不同的角色學習新技能

，比如《借槍》的時候學習京韻大鼓、

古琴、京劇；在一個戲演咖啡店老板娘

的時候又學習了全套的衝咖啡技能，演

醫生的戲就拿一個冬瓜套個絲襪，天天

練縫合。還有諸如學打拳，上鋼琴課和

吉他課，甚至打網遊，“反正就是一一

學起來。一練起來的時候，就老覺得時

間不夠用。”

《奇跡》易烊千璽集結奇人
笑迎暖夢發光發熱

由文牧野執導，甯浩監制，易烊千玺

領銜主演的電影《奇迹》釋出“發光發熱”

版預告片與“笑迎暖夢”版終極海報。預

告片中，易烊千玺領銜主演的景浩爲了招

工建廠，同田雨飾演的梁叔到人才市場招

兵買馬，與齊溪、公磊、許君聰、王甯、

鞏金國飾演的一衆“奇咖怪俠”機緣組

隊，看似各有缺陷、充滿喜感的一群平凡

小人物，卻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向不可能發

起挑戰。而海報中“奇迹小隊”如家人般

簇擁團聚、歡樂祥和的景象，也洋溢出春

節檔阖家歡樂、溫暖幸福的喜慶氛圍。此

外，海報中除此前曝光的主創外，還首度

公布田壯壯特別出演，徐峥、詠梅友情出

演，助力奇迹故事，三位實力影人傾情加

盟碰撞火花令人期待。

電影《奇迹》由周楚岑、修夢迪、文

牧野、韓曉邯、鍾偉聯手編劇，講述一群

各自不完美的平凡小人物凝聚一起，依靠

不懈的堅持與努力，在大城市追逐幸福的

故事。影片已正式定檔2022年 2月1日大

年初一。

《奇迹》預告海報雙發
易烊千璽集結奇人發光發熱
日前，電影《奇迹》發布“發光發熱”

版預告片與“笑迎暖夢”版終極海報。預

告片中，易烊千玺領銜主演的景浩爲了建

廠，來到人才市場招兵買馬，與一衆不同

身份特點的“奇咖”們進行組隊，喜感十

足。其中，田雨飾演的梁永誠作爲養老院

護工，年紀大但經驗足，擁有豐富的生活

小智慧，也是景浩最得以信賴的人；齊溪

飾演的汪春梅雖然是個聽障患者，卻保有

一顆勤奮樂觀的心；公磊飾演的張龍豪外

冷內熱，對生活依舊充滿鬥志；許君聰與

王甯則飾演了一對迷途知返的“網吧大

神”，自诩最大的特點就是能“熬”；

鞏金國飾演年紀最長的鍾偉原本是位表匠

，精通拆卸技術，寶刀未老。奇迹小隊的

成員們雖然各有不足，但在景浩的帶領下

各展所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起向不可

能的任務發起挑戰，發光發熱。

談及此次與衆多實力演技派的表演前

輩組隊合作，易烊千玺透露：“拆機小隊

的演員們其實在開拍前就和專業老師一起

從頭到尾學習拆機流程，團隊感在這時候

就已經建立起來了。片中景浩說的‘只要

努力就沒什麽不可能’這句台詞也是小隊

成員共同的信念。”而對于影片中喜劇元

素的表達，導演文牧野坦言：“片中許君

聰、王甯等演員雖然爲角色賦予了很多喜

感，但同時也承載了更多的現實質感，向

觀衆傳遞出每一個努力追求幸福的人，都

是奇迹。”

田壯壯徐峥詠梅加盟出演
平凡人物共築“奇迹之城”
此次電影《奇迹》發布的海報中，易

烊千玺、田雨、齊溪、公磊、許君聰、王

甯、鞏金國組成的“奇迹小隊”簇擁一團

，緊密相連親如家人。對于奇迹小隊中戲

裏戲外的這種凝聚感，田雨坦言：“實際

上就是個大家庭，通過景浩組隊建廠將各

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召集在一起，這過程

中每個人也都實現了自我的成長。”齊溪

表示：“因爲在外務工，汪春梅的工作夥

伴就像家人，而在戲外演員們也一起相互

打氣、克服困難，無論戲裏戲外都是個真

正的團隊。”易烊千玺也稱：“奇迹小隊

的每位成員彼此都有同一個目標和信念，

奇迹因相信而存在，相信只要我們去努力

，就能夠追求到想要的幸福。”

談及影片中的奇迹與故事的發生地深

圳，導演文牧野還坦言：“奇迹小隊的每

個人都在追求幸福，對幸福都有著強烈的

欲望，面對困難永不放棄，而深圳這座城

市本身就有‘沒有什麽不可能’的基因，

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只要肯努力都能完

成個體的奇迹，當每個人都完成個體的奇

迹，就有了城市概念的奇迹，才能讓深圳

在 40 年間從一個漁村發展成今天的樣

貌。”此外，終極海報中還首度公布了

《奇迹》將由田壯壯特別出演，徐峥、詠

梅友情出演，雖然暫未揭曉飾演角色，但

此前徐峥作爲《我不是藥神》的主演，此

次同“藥神小隊”再度重聚，將與易烊千

玺領銜的“奇迹小隊”碰撞怎樣的火花令

人期待。

電影《奇迹》由易烊千玺領銜主

演，田雨、陳哈琳、齊溪、公磊、許君

聰、王甯、黃堯、鞏金國主演，田壯

壯、王傳君特別出演，徐峥、章宇、張

志堅、詠梅、楊新鳴、朱俊麟、賈弘逍

友情出演，壞猴子（上海）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夢將軍（上海）影業有限公司

、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中國電影股

份有限公司、阿裏巴巴影業（北京）有

限公司、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

上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麥特影業（湖

北）有限公司出品。影片已正式定檔

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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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派對嚴格防疫劉麗萍獲麥德羅送鑽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廣東電
影交出的靚麗成績單，背後不乏香港影視從業人員的
辛勤耕耘。記者5日從第3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廣州獲
獎影片媒體分享會上獲悉，廣州在本屆金雞獎獲得6
項提名，最終收穫最佳戲劇片獎《南越宮詞》、最佳
剪輯獎《拆彈專家2》、最佳音樂獎《中國醫生》3
項大獎。

廣州英明文化傳播項目負責人吳蔚在分享最佳剪
輯獎影片時指出，《拆彈專家2》是一部粵港合拍
片，影片公映票房突破13億元人民幣，獲得貓眼評
分9.3分的佳績。

吳蔚表示，廣州市英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在影視
行業耕耘超過20年，曾參與出品《逃出生天》、
《危城》、《掃毒》及《拆彈專家》系列等多部大賣
作品，在大灣區電影合拍、尤其是粵港合拍片方面經
驗豐富。

吳蔚感慨，獲獎帶來最大的啟發就是，粵港影視
產業合作如何進一步繼續拓展。接下來，她期盼攜手
香港影視精英一起為大灣區電影工業的發展，從現有
的廣東出品、香港出品到大灣區出品，探索新的發展
模式。

影片《中國醫生》獲得了金雞獎最佳音樂獎。來
自香港的音樂人陳光榮因疫情未能到場，用視頻的形
式分享了他的獲獎感受。他也期盼未來能和廣東影視
企業更多合作。

廣東省委宣傳部電影管理處處長夏青文在分享中
表示，廣東是影視票房糧倉，連續20年位居全國第
一。除了影院、銀幕數量領跑全國之外，廣東在電影
產出方面也開始交出靚麗成績單，捧回各類大獎也為

行業人士提振信心。

籲影視企業項目來粵立項
他亦指出，廣東在影視創作生產方面，粵港合作

是最大的亮點。比如《拆彈專家2》是粵港合拍片票
房最高紀錄現有保持者。夏青文說，好作品不斷，廣
東省電影局在專項獎勵方面也突破新紀錄，僅票房獎
勵，2021年獎補超3,500萬元人民幣。為了繼續出品
更多優質廣東電影，夏青文說，廣東也在不斷修訂相
關標準，力求在制度頂層設計層面進一步優化。隨
後，他也現場呼籲，希望優質的影視企業、影片項目
來粵立項。

夏青文透露，2022年廣東正在籌備的
大製作電影項目中，有不少是粵港合
作，同時有不少歷史題材項目正在
有序推進中。

記者獲悉，講述
東深供水題材、潮
汕紅色交通線以及
為慶祝香港回歸25
周年的香港青年抗
日紅色題材片都將在
2022 年陸續與觀眾見
面。

當下，大灣區影視產業的東風已經颳起，頭部影
視企業陸續落戶大灣區。夏青文表示，在大灣區一體
化發展機遇下，粵港澳影視業三方合作，需要進一步
加強創作人才資源的交流和合作，“共建，才是最強
音”。

木
村
光
希
處
女
作
東
京
首
映

賈玲賈玲黃渤黃渤
積極樂觀精神積極樂觀精神

這部電影講述了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普通市
民守望相助的故事。在眾多人物角色中，黃

渤飾演的快遞員“阿勇”和賈玲飾演的騎手“武
哥”，作為影片的兩大主角，成為推動影片故事
發展的關鍵。

日前，影片的主演黃渤和賈玲接受了訪問。
在他們看來，影片兼具喜劇色彩和現實主義人文
關懷，用身處困境時的一絲幽默，帶給觀眾更多
信心和感動。“電影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武漢的故
事，影片的拍攝過程勾起了我許多回憶。”黃渤
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我們既為生活在武
漢的同胞揪心，也為大家彼此支撐、相互扶持、
共渡難關所感動。就像影片中所呈現的那樣，每
個普通人都有自己的閃光點，匯聚到一起就變成
了閃耀光芒的一大片，大家也因此重拾信心、重
燃希望。”

對於身為湖北人的賈玲而言，參演這部電影
也多了些感同身受。“能夠通過這樣一部電影，
去展現我們面對災難時的積極樂觀和堅毅勇敢，
於我而言是非常榮幸的。”

用幽默傳遞鎮定和溫情
近年來，以新冠肺炎疫情為背景的影片不

少，但該片仍然有自身的特點。影片通過“平民
視角”進行故事講述，在故事結構上選擇以人物
為章，通過一個個看似獨立，又彼此關聯的人物
故事，刻畫了退休醫生、廚師、快遞員、教師、
中年商人夫婦

等不同職業群體的人物群像。
“導演在劇本創作階段進行了大量調研，影

片中很多角色也都有現實人物原型。”賈玲介
紹，她所飾演的“武哥”，其實就是一個大大咧
咧的女生，堅守在平凡的崗位，卻作出了不凡的
貢獻。“在疫情期間，正是千千萬萬個‘武哥’
的堅守，積蓄起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強大力
量。”在賈玲看來，這是一部真真切切和武漢人
“同呼吸”的電影。“影片在武漢實地拍攝，人
物對話也使用了武漢方言。”

在電影中，“阿勇”和“武哥”串聯起一組
組人物關係，並且用幽默去化解新冠肺炎疫情所
帶來的痛苦。黃渤說，“面對災難，當大家內心
慌亂無比的時候，我們用幽默來傳遞一種鎮定和
溫情，這代表了應對困難的坦然和自信。”“我們
用這部電影向各行各業的‘逆行者’致敬，也希
望影片可以在寒冷的冬天，帶給大家更多溫
暖。”賈玲說。

新作致敬創造抗疫奇跡的逆行者

香港文匯報訊 日劇
天王木村拓哉的18歲細女
木村光希，2018年以模特
兒身份出道，近年再殺入
影壇，而她首次擔正女一
的恐怖片《牛首村》將於
2月18日上映，5日該片
在東京舉行首映禮，光希
偕戲中拍檔萩原利久、高
橋文哉及導演清水崇一起
現身造勢。

《牛首村》是清水崇
繼《犬鳴村》及《樹海
村》之後的又一恐怖題材
力作，光希飾演捲入恐怖
事件的高中生，又悲又怕
地尋找失蹤的雙胞胎妹
妹，她一人分飾姊妹兩
角，相當有挑戰性。首次
拍戲的她，表示看到電影
成品時感動得眼濕濕，又
踢爆家姐心美看試片時被
嚇得大叫。她又謂自己從
演出過程中學到許多，也
體會到爸爸工作的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電影局4日發布的統計數據顯

示，中國2022年元旦檔電影票房達10.2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影片

《穿過寒冬擁抱你》以3.19億元的成績，成為今年元旦檔票房冠軍。這部由賈玲及

黃渤主演的作品，不單向觀眾傳遞積極樂觀主義精神，並向創造抗疫奇跡的逆行者

致敬。

●黃渤表示，
當大家穿過寒冬
擁抱愛的時候，所
有的恐懼都會煙
消雲散。

●●黃渤在電影飾演快遞員黃渤在電影飾演快遞員““阿勇阿勇”。”。

●對於身為
湖北人的賈玲而
言，參演這部電
影也多了些感

同身受。

●●廣州英明文化傳播項目負責人吳蔚致廣州英明文化傳播項目負責人吳蔚致
辭辭。。 胡若璋胡若璋 攝攝

●●獲獎企業代表大合影獲獎企業代表大合影。。 胡若璋胡若璋 攝攝

●廣東省委
宣傳部電影管理
處處長夏青文發
表講話。

胡若璋攝

●●賈玲在電影飾演的騎手賈玲在電影飾演的騎手““武哥武哥”。”。

傳 遞

2022粵港將合拍多部歷史題材片

●●《《穿過寒冬擁抱你穿過寒冬擁抱你》》成為今年元旦檔票房成為今年元旦檔票房
冠軍冠軍。。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2年1月7日（星期五）6

●●木村光希在新作中一人演兩角木村光希在新作中一人演兩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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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 12 月 16 日公布了

2022 年 1 月移民排期。亲属移民除 F2A 类表 B

小幅推进外，其他类别均无变化。职业移民

EB-1 依然无排期，EB-2 类表 A 放缓，表 B 停

滞，EB-类表 A 表 B 继续停滞。EB-5 直投无排

期。

2022年1月美国职业移民表A

在美国移民2022年1月排期表表A职业移民中

，EB-1类2022财年第四个月仍然无排期，EB-2前

进 21天，EB-3 无变化，EB-5 直投项目无排期，

EB-5区域中心计划依然暂停。

根据2022年1月美国职业移民排期表A，对于

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来说：

EB-1类别（EB-1A、EB-1B、EB-1C）2022年 1

月仍然无排期。

EB-2类别2021年12月排期为2019年1月1日，

2022年1月排期前进21天，到了2019年1月22日。

EB-3类别技术类2021年 12月排期为2018年 3

月22日，2022年1月排期为2018年3月22日，排期

无变化；非技术劳工2021年 12月排期为2012年 3

月1日，2022年1月排期为2012年3月1日，排期不

变。

EB-4有名额，无需排期。

EB-5类别非区域中心（直投）2021年12月无

排期，2022年1月依然无排期。EB-5(区域中心)因

法案暂停暂无授权名额，状态为为U（unauthor-

ized 尚未授权）。原因是此前延期的EB-5区域中

心计划进入暂停状态。出于法律上的严谨，暂标为

“U”，需要正式延期或者颁布新政之后，才能恢

复成日期标注。

根据2022年1月职业移民排期表B，对于中国

大陆出生的申请人来说：

EB-1类别2022年1月继续无排期。

EB-2类别2021年12月排期为2019年4月1日，

2022年1月排期无变化，依然是2019年4月1日。

EB-3技术类2021年12月排期为2018年4月1日

，2022年1月排期无变化，依然是2018年4月1日

；非技术劳工2021年12月排期为2015年5月1日，

2022年1月排期仍然是2015年5月1日，无变化。

EB-4有名额，无需排期；

EB-5类别直投2022年1月无排期；区域中心12

月排期为2015年12月15日，2022年1月排期无变

化，依旧为2015年12月15日。

2022年1月美国亲属移民表A

在2022年1月的签证公告中，中国大陆申请人

亲属移民各类别均无变化。

根据2022年1月美国亲属移民排期表A，对于

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来说：

F1（公民的21岁以上未婚成年子女）：2021

年12月排期为2014年12月1日，2022年1月排期无

变化，依然是2014年12月1日。

F2A（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婚21岁以下未成

年子女）：继续有名额，无排期，即审即通过。

2022 年 1 月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同时递交 I-130、

I-485表格。

F2B（永久居民的21岁以上未婚成年子女）：

2021年12月排期为2015年9月22日，2022年1月排

期无变化，依旧为2015年9月22日。

F3（公民的成年已婚子女）：2021年12月排

期为2008年11月22日，2022年1月排期无变化，

依然是2008年11月22日。

F4（公民的兄弟姊妹）：2021年12月排期为

2007年3月22日，2022年1月排期无变化，依然是

2007年3月22日。

在2022年1月的签证公告中，中国大陆申请人

亲属移民表B各类别中，除了F2A前进前进30天以

外，F1\F2B\F3\F4均无变化。

根据2022年1月美国亲属移民排期表B，对于

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来说：

F1（公民的21岁以上未婚成年子女）：2021

年12月排期为2016年5月15日，2022年1月排期无

变化，仍然是2016年5月15日。

F2A（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婚21岁以下未成年

子女）：2021年12月排期为2021年9月1日，2022

年1月排期前进30天，排期为2021年10月1日。

F2B（永久居民的21岁以上未婚成年子女）：

2021年12月排期为2016年9月22日，2022年1月排

期无变化，依然是2016年9月22日。

F3（公民的成年已婚子女）：2021年12月排

期为2009年8月22日，2022年1月排期无变化，依

旧是2009年8月22日。

F4（公民的兄弟姊妹）：2021年12月排期为

2007年10月1日，2022年1月排期无变化，依旧是

2007年10月1日。

EB-1从2021年4月开始宣布取消排期，新财年

第四个月（2022年1月）表A 继续处于无排期状态

，EB-1成为所有职业移民申请中最快拿到绿卡的类

别。

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申请条件如下

曾经获得过一项或一项以上的重大国际知名奖

励，或满足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三项即可：

1. 收到其领域的次一级的国家或国际认可的

因卓越而颁发的奖项或者奖励

2. 其领域的协会的会员资格

3. 提交其在该专业或领域的主要出版物或者

其他主要媒体发表的材料

4. 曾参与其领域的研讨会，或者曾评判其领

域的别人的成果

5. 原创的科学、学术、艺术、体育或者商业

相关的在该领域有重要意义的贡献

6. 在其专业的学术期刊或主要贸易出版物或

其他主要媒体的发表的学术文章

7. 展示此人在艺术展览或展示里面的工作

8. 在杰出声誉的组织或机构里有领导角色的

证明

9. 享有高薪酬或者其他服务报酬的证明

10. 在商业艺术的成功的证明，比如票房收入

的记录、光盘或者视频的销售

最新！2022年1月美国移民排期出炉

近期土耳其里拉汇率走低一度登上热搜，与

此相对的是2021年以来土耳其房产成交量和房价

持续上涨，据土耳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1

月土耳其房产销售同比增长59%。

今年以来，随着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包括土

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多地房价持续

上涨，截止2021年第三季度，房价同比上涨超过

35%。土耳其本国居民及外国投资者中考虑购买

房产进行资产保值与升值的人数不断增多。

土耳其目前的房价涨势很像十年前的中国北

京，北京作为与伊斯坦布尔同样的一线千万人口

大城市，其房价从2003年-2012年十年时间，涨

幅超过365%。在2010-2020十年时间里，房价从

均价1万+人民币上涨至10万+。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如果早几年在北京

买几套房，现在可能已经财务自由”，无疑凸显

了房产作为硬通货和抵抗通胀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随着土耳其里拉的下跌，土耳其

当地居民不想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里拉缩水

，也纷纷考虑投资房产来进行资产的保值，当地

房地产中介出现了每两天就要进行一次调价的现

象。里拉的贬值，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投资升

值的同时，在当地生活成本进一步降低，近期就

有许多外国投资者前往土耳其扫货。

在土耳其政府层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

月20日公布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里拉贬值带来的

压力。规定一旦里拉兑硬通货币的汇率超过银行

承诺的利率水平，政府就会给持有里拉存款的人

补偿因为里拉贬值而蒙受的损失。

埃尔多安称，从现在起，任何一位土耳其国

民都不需要因为担心汇率“波动可能抹去所有利

息收入”而将里拉存款兑换成外币。埃尔多安公

布的一系列措施还包括：政府提供无本金交割远

期外汇(NDF)这一衍生品工具，帮助出口商缓和

汇率波动高带来的风险；将投资政府发行的里拉

国债所缴纳税率从10%将至零；并且土耳其政府

承诺关于个人养老金的国家补贴比例将从5%大

幅提升至30%。

在土耳其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目前来

看土耳其经济正在呈现上涨趋势，根据土耳其政

府官网信息披露，2021年第三季度，土耳其GDP

上升了7.4%。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里拉的贬值

，房价的上涨，是投资在增值。同时购买房产之

后，其他消费降低，变相降低了投资成本。

推动房地产市场

通过投资入籍项目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是吸

引外国人在土耳其购买房产的最大因素之一。

土耳其护照移民法案于2012年年中生效，最

初需要通过投资至少100万美元在土耳其购买房

产，在 2018 年，为了促进对经济的投资并支撑

里拉，土耳其公民身份所需的金额降至25万美元

，引发外国投资者的争相涌入。

位于欧洲和亚洲十字路口的战略位置使该国成

为理想的区域商业中心，疫情之下，土耳其投资入

籍项目依然坚挺和倍受欢迎，被视为安全港口的土

耳其房地产业仍然是海外投资的优先选项。

通过购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高品质房产，坐

享投资收益，抵御通货膨胀，实现资产的保值和

增值，有海外资产配置想法的你是不是已经开始

跃跃欲试了呢？

除了房产本身的投资价值，由房产获得土耳

其身份的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者选择在

这里置业。

1.全家同步获得大国身份，高性价比

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均实行欧洲模式，是欧盟的 候选国

、北约成员国，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始会

员国和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之一，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

国家之一。

申请土耳其身份的材料及其简单，无相关背

景要求，投资金额仅为25万美元购房，远远低于

很多移民国家，申请阶段可以更改姓名，最终不

显示曾用名。全程无需登陆，线上快速办理，3-6

个月即可获得身份。

主申请人、配偶和未满18岁的子女可以与主

申请人同时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 ，申请程序简

单，无学历以及语言要求，而且没有移民监。

2.申请条件简单

无语言要求、无居住要求、无资金来源要求

，仅需年满18周岁，满足投资条件，即可一步到

位获批土耳其公民身份 。

3.一步到位，无需登陆

土耳其是一步到位拿身份的投资入籍项目，

没有移民监，无需在当地居住。除了加勒比海区

域的快速护照项目外，土耳其护照是目前所有欧

洲项目里、疫情期间唯一可以全程线上办理的大

国护照。

而这种全程线上办理的属性，更是满足了在

疫情影响下，投资人对于安全、高效、零接触的

办理方式的需求。

4.可实现资本退出

获得身份3年后，即可出售房产，实现资本

退出。

5.进入美国的跳板

土耳其与美国是E2签证缔约国，拿到土耳

其公民身份可申请美国E2。

用土耳其身份申请的美国E2签证有效期为5

年，而且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

土耳其身份成功申请美国E类签

证的人数呈良好发展趋势，2016

年为 687人，2017年为 629人，

2018年为 598人，2019年 617人

，2020年受疫情影响成功获批人

数为227人。

E2签证具有申请迅速、可带

配偶及子女、对语言要求不高、

在美居住时间灵活，不被全球征

税等特点。申请人可在美经商、

定居、旅行，配偶可在美工作，

子女可享美国免费公立教育等。

6.进入英国的跳板

英国针对土耳其公民出台土

耳其企业家签证，在英国设立公

司，获得企业家签证后，进入英

国生活5年，可转英国永居。

7.世界通行证，便捷出行

后疫情时代，全球多国都施

行了入境限制，对于有商务出行

、出境留学需求的人群来说十分

不便。土耳其身份免签全球111个

国家/地区，包括日本、新加坡、

中国香港等，不因签证办理程序

复杂耗费时间，能使投资人实现

全球自由出行。

此外，土耳其航空公司拥有

全球第四大飞行网络，57个机场

可以飞往116个国家的400余个

目的地，4小时飞行范围能覆盖

13亿的消费人员。这为欧洲到中东地区提供了交

通枢纽，同时也为非洲、亚洲太平洋和洲际市场

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对于想打开欧洲、中东市场

的中国投资者而言，土耳其是好的选择之一。

8.优质投资标的

土耳其与欧盟建立关税同盟，并与21个国

家 / 地区建立自由贸易，与欧盟国家相比，土耳

其年轻人口多，一半人口年龄小于31.7岁，是欧

洲具有潜力的房地产投资国家之一。

9.子女教育的捷径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子女教育是他们选

择第二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土耳其身份

的 另一个实际用途就是为子女的教育提供另

一条捷径。土耳其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多样化

，注重外语教学，为土耳其的学生们创造国际

化的环境。学生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法

语、意大利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俄语或者汉语等等。

此外，获得土耳其身份也可以让子女以外籍

身份轻松进入国内国际学校，也方便进入国内知

名大学。

10.无外汇管制，便捷海外开户

土耳其无外汇管制，公民可自由持有外币，

可凭借土耳其身份便捷的在海外开设账户，为全

球资产配置和税务规划提供便捷条件。

另外，土耳其有着经合组织（OECD）国家

中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税收制度，实行属地税法与

属人税法相结合的税收体系，外国投资者与土耳

其当地公司和自然人一样同等纳税，并且拥有多

项优惠政策，是企业家营商的优选目的地。

总之，投资房产所取得的土耳其护照没有任

何隐性的不平等条款，可以获得投资回报，还能

成为投资者通向英美大国的跳板国家，随着信息

的扩散，将会有大量的投资者入场，土耳其房价

也会随之水涨船高，有投资房产需求的朋友还请

尽早打算！

土耳其里拉汇率走低，外国投资者增加，一房难求

香港國安處於12 月29日清晨發動突襲，逮
捕 香港報章《立場新聞》高層與前董事，甚至
出動200名國安人員去搜查《立場新聞》辦公室
。當中，國安處以〈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為名，在沒有提出任何事實證明之下，便貿然逮
捕共6人，包括：《立場新聞》現任董事和前總
編輯鍾沛權、《立場新聞》代理總編輯林紹桐
（已宣布即刻辭去總編職位），以及《立場新聞
》4名前董事成員周達智、吳靄儀、方敏生、何
韻詩。並帶走大量證物資料。

雖然在抓走的6人之中，除了被捕後立刻辭
職的代理總編林紹桐、與辭任後仍暫時列名董事
會的鍾沛權以外，其他人都已不在《立場》現職
。但香港警察仍然大動作地突襲《立場》辦公室
，並在媒體鏡頭前帶走大量 「證物資料」；與此
同時，國安警察也就《立場》本案，再次逮捕此
前已被收押的前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
——港警指控陳沛敏曾為丈夫鍾沛權的《立場》
寫 「煽動性」、 「意圖」使人仇視港府的犯罪專
欄文——鋪天蓋地的整肅壓力，最終才讓無法確
保員工人身安全的《立場》被迫解散。

在香港《蘋果日報》於去年6月被迫停刊之
後，外界皆喊話，希望《立場新聞》一定要撐住
」。但實際上，《立場》早就成為港府除之後快
的眼中，《立場新聞》也在6月28日做出最壞打

算，宣布暫停接受贊助、下架5月以前刊登過的
轉載和投稿評論文章，包括何韻詩在內的6名董
事也宣布辭去職務，鍾沛權也在11月1日宣布因
「家庭原因」辭去總編一職——這些做法都是為

了拉出一道防火牆，避免歷代同事、供稿人同遭
港府以 「國安法重罪清算」。但種種的最壞打算
，仍然不敵港府歲晚前夕的 「清晨大逮捕」，為
此馬上引起香港社會的不同層次的激烈反應。

兩天之內，立刻有香港中文大學交出一項民
調顯示，有43.9%受訪港人想移民，其中三分之
一近期已在為移民做準備，原因包括不滿政府，
以及人權狀況變壞等。。

中央社有報導，2019年，中共《逃犯條例》
和去年6月30日單方面通過並強製實施的“港版
國安法”之後，香港人的移民數量大幅增加，移
民的主要原因是不滿香港日益惡化的人權和醜劣
的政治環境。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日前訪問了737人
，主要調查受訪者認為香港是否適合居住與生活
。

43.9%受訪者表示，如果有機會，他們將打
算移民或移居外地，當中35%更表示，近期已為
移民作準備，相比去年 9 月的調查顯著增加。
46.8%表示沒有打算，其余的表示不知道或難說
等。

調查指出，最多受訪者提及的移居目的地是
英國（23.8%）、澳洲（11.6%）和臺灣（10.7%
）。

有意移民者最多提及的離港因素有4項，包
括“不滿特區政府／特首／高官／不滿政府政策
”（27.3%）、“香港政治爭拗（議）太多／太
煩／政治不穩定”（23.6%）、“香港自由（包
括言論自由）／人權情況變壞／喪失新聞自由”
（19.8%）和“香港政治不民主”（17.6%）。

此外，受訪市民對香港“宜居”城市的平均
評分為49.6分，較去年9月的54.4分顯著下降，
也是2017年以來的低點。

這次調查共訪問737位18歲或以上的市民，
結果顯示，有43.9%受訪者有移民或移居外地打
算，其中選擇英國作為目的地佔最多，達23.8%
；其次為澳洲（11.6%）及臺灣（10.7%），另有
15.7%不知道或未決定移民目的地。然而，大部
分受訪市民在訪問時尚未擁有外國居留權，比例
達到90.6%，僅9.4%已擁有外國居留權。

以樣本人數為基數，在考慮移民因素中，以
「不滿特區政府/特首/高官/不滿政府政策」佔

比 27.3%最高；其次是 「香港政治爭拗太多/太
煩/政治不穩定」，佔23.6%。另有19.8%及17.6%
有意移民的受訪者分別表示， 「香港自由（包括
言論自由）/人權情況變壞/喪失新聞自由」及

「香港政治不民主」。
至於選擇移民目的地因素中，有23.3%提及

「移民目的地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人權狀況
較好」；其次為 「移民目的地居住環境較寬敞」
，佔19.4%；認為 「該地政製較民主」和 「該地
放寬港人移民條件」分別佔18.7%和15.2%。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港人走為上着港人走為上着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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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選最浪漫愛情告白電影《再說

一次我願意》由推出票房鬼片《女鬼橋》的

皮諾丘電影製作，將於1月19日上映，是今

年情侶約會與閨蜜聚會首選電影。郭書瑤在

片中為了和蔡凡熙的戀情進展傷透腦筋，幸

好身邊總有「最甜閨密」莫莉作為後盾。身

為電影新人的莫莉表示，瑤瑤在片場給予她

極大的幫助，兩人因該片結為朋友，殺青後

還一起上表演課，今特地出席媒體茶敘進行

一場深入的閨密對談，深聊合作插曲和彼此

的感情，意外發現兩個人都想在迪士尼辦婚

禮，被建議以後可以「一起辦」！

莫莉在《再說一次我願意》為瑤瑤的

感情傷透腦筋，還成為蔡凡熙的求婚軍師

，提供打動瑤瑤芳心的大絕招，瑤瑤表示

現實中偏好低調的求婚，可是她認為「只

要是對的人，任何形式都可以！」即使高

調在101打燈光秀也會答應。談到夢想中

的婚禮，瑤瑤想過在迪士尼結婚，希望有

米奇、米妮陪在身邊，莫莉立刻表明自己

也是迪士尼控，「扮成阿拉丁和茉莉公主

坐飛毯出場！」被建議兩人可以去迪士尼

一起辦婚禮。

兩人被問是否和另一半玩過角色扮演

，莫莉笑言會直接扮演警察搜身臨檢，

「我們今天來身體檢查！」瑤瑤表示曾和

朋友去夜店扮演上班族，私下也很注重生

活情趣，被在場記者開玩笑說以為是說

「身體情趣」，她大方認：「也是啊！」

認為人的安全感就是來自被擁抱，在片中

和莫莉一度擦出曖昧情，她自曝常和女性

朋友親親抱抱，對於女女吻不忌諱。

莫莉認為這次和瑤瑤合作是個大挑戰

，「壓力很大，人家得過金馬！」瑤瑤則

是回想莫莉的殺青戲，情緒很重卻哭不出

來，莫莉忍不住問瑤瑤：「我就已經演不

出來了，為什麼妳還睡覺？」瑤瑤提醒莫

莉，「演情緒戲時，要懂的『放掉』。」

也半開玩笑說：「我沒辦法幫妳，只好睡

覺。」最後瑤瑤在開拍前抱了抱對方，她

認為有一些肢體上的碰觸，能夠讓拍的當

下更放鬆，「夠放鬆之後才能接收到（情

緒）。」

這場哭戲也最讓莫莉印象深刻，她表

示試戲時情緒來得很快，哭得很順利，未

料卻在特寫鏡頭卡關，「不知道是不是前

面哭太多次，反而情緒消失哭不出來，整

個人就變得更緊張更緊繃。」先是導演慢

慢開導，之後瑤瑤在旁觀察到她的狀況，

在拍攝前刻意抱抱她，讓她突然感到放鬆

，「瑤瑤突然手過來拍了我一下，給予一

個肢體上的接觸後，我的情緒就出來了。

」她格外感謝瑤瑤給予的幫助。

《再說一次我願意》此次和全家便利

商店合作的「翻轉愛情包」和「終結孤單

包」套票（https://linkby.tw/yesorno2021）

持續熱賣中，凡購買套票都能得到

ALUXE亞立詩美鑽抽獎券 1 張。該片擁

有幕前幕後黃金陣容，由資深製作人葉直

育監製，公視人生劇展《最美的風景》、

網劇《紅色氣球》導演稅成鐸執導、賣座

電影《女鬼橋》、《粽邪》、迷你劇集

《薛丁格的貓》張耿銘編劇，皮諾丘電影

事業有限公司出品，沅珅科技有限公司、

主雅映象有限公司、白色影像製作股份有

限公司聯合出品，1月19日上映。

《再說一次我願意》
郭書瑤、莫莉詮釋 「最甜閨密」

台灣首部政治劇集《國際橋牌社》上

週 六 (1/1) 適

逢元旦假期

，收視成績

依舊表現亮

眼；楊小黎

飾演潑辣女

政客突破以

往婉約形象

，拍戲空檔

與路斯明比

舌技模樣搞

笑。周末播

出收視最高

點落在安俊

朋等人馬祖

新兵剛入伍

，備受體能

考訓練的段

落，令不少網友直呼「好寫實！」。

楊小黎近年演戲、主持作品不斷，

2020年參與公視戲劇《我的婆婆怎麼那麼

可愛》飾演傻大姐個性的蘇家二媳婦令觀

眾印象深刻，這次在《國際橋牌社2》擺

脫過往清新溫柔婉約的形象，挑戰個性潑

辣的政壇新秀－李晴鳳，在劇中政論節目

展現伶牙俐齒的一流嘴上功夫，與敵對陣

營與蔡燦得，在節目中有多場對吵戲，錄

影結束後還裝一派和諧展現相當有心機的

一面；楊小黎自己也說：「一開始擔心她

(角色)會不會很嗆，台詞這麼一大串會不

會超級難駕馭，後來覺得她真是可愛的小

辣椒」，也提到笑稱每次拍攝都像是在

RAP，指出能把台詞唸的關鍵，其實是都

要靠大量的查閱歷史做功課，才能到最後

閉著眼都講得出來。

該角色在陽盛陰衰的政治圈也懂得善用

女性魅力當武器，在一場與路斯明的對手戲

，兩人飲茶間商討暗中操弄局勢的手段，還

不忘放電、拋媚眼，讓不少網友大讚「小黎

的電眼超媚的！」、「楊小黎也太美 明明

造型很復古」，而她自己也笑稱：「晴鳳可

能想說講完正事就可以釣一下男人，不過演

完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而這場看似火花四

射的戲，沒想到兩人在拍攝空檔竟是忙著互

尬才藝比舌技，在本週幕後花絮可見到路斯

明秀出蓮花舌，楊小黎則以彈舌技反擊，互

相佩服彼此的模樣也相當搞笑。

《國際橋牌社2》上週六播出適逢元

旦假連假收視成績仍表現亮眼，收視人口

數達45.72萬人，收視高點落在馬祖軍事

線，安俊朋、詹佳儒、方聖傑三位菜鳥新

兵，受撒基努所飾演的副砲長的”關照”

，練蛙跳操體力讓他們大喊吃不消。軍事

線播出後也勾起許多網友的當兵回憶，直

呼「這畫面直接想到第一天到單位報到

XDD」、「那畫面真的哭死」、「這演的

還滿寫實的」。

《國際橋牌社2》楊小黎放電路斯明PK比舌技
安俊朋新兵入伍操體能網友直呼 「好寫實！」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主

辦的2021「香港記憶香港情」香港影展，

挑選6部近代香港時局電影，包括影展開

幕片、由高子彬執導的《殺出個黃昏》，

以及《夜香．鴛鴦．深水埗》、《好好拍

電影》、《淪落人》、《金都》、《狂舞

派》等5部線上放映作品，帶領觀眾重返

昨日及今日的香港風華，影展將於12月

29日至2022年1月4日上線。國家電影及

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藍祖蔚指出，「儘管

因為政治、疫情，多數台灣人已經悄悄告

別香港，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不能，還

有好多的不捨，但這回，2021「香港記憶

香港情」線上影展卻提供了港式鄉愁的極

佳慰藉」。

藍祖蔚表示，香港電影從金馬獎第一屆

開始，從來沒有缺席，許多台灣影迷都是看

香港電影長大，儘管因為政治及時空環境，

港片、港星參與金馬獎的數量大減，但今年

金馬獎依舊有多處動人時刻，「其中最讓人

感動的聲音來自最佳改編劇本獎《濁水漂流

》得主李駿碩，以及最佳紀錄片得主《時代

革命》周威冠致詞時的粵語感言。」當他聽

見李駿碩、周威冠兩位香港人在舞台上用粵

語致詞時，讓他湧起一股莫名鄉愁，「香港

不是我的家，卻是多數台灣人「曾經眷戀深

深的青春回憶。感歎的不是得獎的艱難，而

在於日漸稀微，正逐漸失語的廣東話。」因

此，年底的香港影展，更能呼應歌手陳建年

曾經如此唱過：「鄉愁，不是在別後才湧起

的嗎？」

藍祖蔚特別推薦，由夫妻檔影人梁銘

佳與Kate Reilly攜手合作的《夜香．鴛鴦

．深水埗》，透過4段式電影以及片中各

種港式日常，雕塑出已經斑駁，卻依舊讓

人縈懷的美麗時光。「《夜香．鴛鴦．深

水埗》的魅力在於召喚舊香港的巧思。」

藍祖蔚指出「香港記憶香港情」線上影

展的另一個特色在於探討人的「自由」，而

且不約而同都採取了女性觀點，檢視個人與

自由、城市與自由的對話關係。「黃綺琳執

導的《金都》透過婚紗店工作女性面對婚姻

時的猶豫與反思，探索物質與精神拔河的生

命選擇，曾經為了收入（生存）接受與中國

男子假結婚，如今則是面對青春與壓力，要

否接受香港男子的婚約？」

藍祖蔚表示，類似《金都》的香港女

兒觀點，在文彥中執導的《好好拍電影》

中也能看見，「全片最精彩最重要的內容

，從女性的成長故事重新檢驗及審視當代

女性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影視市場中，掙得

一席之地，持續有新創作，又能夠在藝術

天平上與群雄論劍爭鋒，甚至堅持品味與

偏好，在重視商業回收的影音創作中，注

入極其罕見又饒富創意的人文觀點。」他

也剖析黃秋生主演的《淪落人》，他說，

「《淪落人》有兩個主題，一個是廢，一

個是夢。廢，是因為黃秋生下半身癱瘓，

需要有人照護，因此請了位菲傭。他們是

主僱？還是朋友？他們是敵人？還是知已

？陳小娟導演的劇本與角色設定讓黃秋生

的戲都在輪椅上，主要的空間亦都在那間

小房子裡，他的廢，可以解讀成當代平凡

香港人吶喊於心的苦悶，他的出路則在於

要讓自己的生活好過一點，前提就是讓照

顧你的人好過一些，懂了這個眉角，就懂

了《淪落人》的趣味。《淪落人》因為悲

憫，所以催淚；因為救贖，得著光明。

2021香港影展線上觀影僅限台灣地區

，從12月29日至2022年1月4日於「想映

電影院」線上平台播映(https://www.joint-

movies.com/ )，

2021香港影展 「香港記憶香港情」
撫慰台灣影迷的香港情懷與另類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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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故居、福康安宅院都与载涛贝勒
大有渊源

寻访从东四博物馆开始，贾英华坦言通过脚

下所在这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可以直观感受到四

合院的形制，也可以了解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由

来。他说从元代建都之初，北京对街巷规划得非

常严谨，“我们今天走的时候，依然能感受到元

代古都的规制，东西向全是胡同，南北向全是街

，按1.5米一步算的话，街基本有24步，胡同则

是6步，大体上在7米到9米3。”

博物馆的南房正在办摄影展，孙永红指着墙

上的老照片说，很多年代久远的照片都是从社区

居民手中收集来的。穿过时光隧道一样的展廊，

西墙上摆放的六件古器十分吸引人，郑毅说那是

2018年大扫除时他在福康安府发现的文物，“当

时正往外运东西，我直觉这是个老物件，就把它

拉到街道办事处。第二天专家过来一看说这是厨

房门上边的装饰，金丝楠木的，而这个带花雕，

说明王府的等级比较高，”他又一指角落里，

“那次发现也让大伙意识到文物保护就在身边，

后来居民们陆续搜集到不少带字的旧砖、水缸等

老物件，放在这里对研究老城区的历史也起了重

要作用。”

从博物馆出来直奔东四头条，快走到胡同尽头

处，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个宅院映入眼帘，小门小院

，透出一种“繁花落尽小院幽”的宁静。贾英华在

门前站定，指着墙上的“侯宝林故居”五个字介绍

说是由著名漫画家方成题写的。有会友好奇地问：

“刚才您说线路时留了一个悬念，大家都好奇侯宝

林的爸爸是谁。”贾英华笑言，这个疑问最初是他

去参加溥杰追悼会时产生的，“当时我看到侯耀文

也来参加，而且吊唁时居然走在了前头，就挺纳闷

，心想他跟皇族是什么关系？”后来这个谜被载涛

的最后一任妻子王乃文解开。

贾英华讲起事情原委：想必大家都不知道王

乃文是谁，原来西单商场门口有两座人物雕像，

拉弦的男士，原型是中央广播说唱团的第一任团

长白凤鸣；唱大鼓的女士，原型就是王乃文。王

乃文跟侯宝林以前都在西单曲艺社。大家都知道

侯宝林小时候是孤儿，后来被收养,那侯宝林的

爸爸是谁？王乃文跟我说，有一次全国政协开会

，侯宝林和溥仪的七叔载涛走在一起，下台阶时

，侯宝林赶紧过去搀扶，说您慢着点儿，一直搀

下台阶。载涛说，侯老板您太客气了。侯宝林说

，我对您好是应该的，我是从小吃您的饭长大的

。载涛一听这话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就问此话怎

讲？侯宝林说您家是不是有一个姓侯的厨子，叫

老侯，那是我爸爸。载涛听了大吃一惊，敢情御

膳房出了名的老侯是侯宝林的爸爸。开完会侯宝

林跟载涛道别说，这回您知道了吧，我爸爸就是

老侯，我是小侯。载涛也是非常幽默的一个人，

他说，你爸爸老猴，你小猴，我是唱猴戏的，咱

们一窝猴。

据说载涛那天回到家，一进门难得地哈哈大

笑说，乃文你猜我今儿见着了谁？我见着侯宝林

了。王乃文说见着侯宝林有什么新鲜的，在西单

曲艺社我资格不比他差。可当载涛说出老侯是谁

，王乃文也大吃一惊。溥杰也感到吃惊,他说：

“老侯每次做好饭还给端上来，是很和善的一个

人，闹了半天是侯宝林的爸爸。”后来再开会时

，侯宝林又见到载涛,说我得改口叫您“老饭东”

了。载涛说我也别叫小侯了，叫你“一户侯”。

站在侯宝林故居前，回忆王乃文亲口讲的一

段故事，贾英华颇为感慨，“侯宝林经历过旧社

会的苦，后来进戏班学京剧，最后倒仓改学的相

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艺术家。咱们大伙都听过

侯宝林的相声，他的学，京平梆子，惟妙惟肖。

我的看法是，说相声得先说你会不会柳活儿，柳

活儿指的就是唱功。侯宝林非常刻苦，他不单柳

活儿好，还研究语言艺术，最后被北京大学聘为

客座教授，也印证了他对艺术的钻研。”

东四二条是一条很窄的胡同，走不远就到了

朱门大宅的福康安府邸。贾英华直言，一说福康

安，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他的特殊身世，但实际

上如果了解福康安的几个贡献，则会引发大家对

历史的深思。福康安自幼熟读兵法，文武全才，

他参与平定大小金川之乱，乾隆给他重奖，23岁

就已成为正一品的御前大臣，做到禁卫军首领的

第一把交椅，清廷平定三藩打了八年之久，在乾

隆时期福康安曾建立了卓越功勋，这是他的第一

大功绩。第二大功绩是平定了台湾的叛乱，当时

乾隆命福康安率军渡船过去，经过艰苦战斗，平

定了台湾叛乱。第三大功绩是平定西藏叛乱，解

决了困扰清廷百年来的一个难题。他最大的功绩

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避免发生更多的叛乱，他

后来搞出一套关于西藏治理的章程，为后世留下

重要线索和启迪。

福康安宅邸现在已成为民宅，从构造来看依

旧非常高妙。民国30年代，这里住着一位饱读

诗书的进士，后来却成了大汉奸。“日伪时期，

王揖唐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把手，日本人

想借他之手来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一天，一辆车

从这里开出去，直奔了载涛居住的西扬威胡同。

很多军警宪特随行，整条街都戒严了，王揖唐从

车上下来，进载涛屋里坐了很久。”贾英华说。

后来才知道，当时北京缺一任市长。虽然清

朝灭亡了，但皇权在老百姓当中还有很大影响，

日本人派王揖唐说服皇叔载涛出山担任北京市长

。王揖唐跟载涛说，您天天骑个自行车也不是事

儿，我给您换个卧车好不好？心知肚明的载涛说

，我骑我的自行车，坐卧车我这身子骨受不了。

最后送王揖唐出门时，载涛站在门槛里冲王揖唐

鞠了三个躬。送客回来王乃文问载涛，多大的贵

客，也没见您给鞠三个躬的！载涛说我什么意思

，以后你就知道了。日本投降后，1948年王揖唐

以汉奸罪被处以死刑。载涛跟王乃文解恨地说，

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给他鞠三个躬了吧？他是替

我死的。从载涛的独特举动，可以看出他对汉奸

头子的仇恨和鄙视。

同一个宅子，不同历史时空中发生的事，如

今听来，让人特别感慨。

清朝最美格格王敏彤直到去世还是待字
闺中的王大姑娘

一路走到松筠旧居前，“松筠是蒙古族人，

第一任伊犁将军，是一位民族英雄”，贾英华讲

道，“满族借助蒙古骑兵马上夺得天下后，作为

一种统治战略，成立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

院，从松筠将军身上可以看到满族统治的国策。

更有意思的是，松筠将军五代之后家族发生了变

化，不再从政从军，他的玄孙言菊朋创立了京剧

著名的言派。言菊朋的女儿言慧珠也是京剧的一

杆旗，她民国时的照片非常漂亮，可惜最后悲惨

而死。松筠将军家族最大的贡献，是收集了晚清

到民国的曲目曲本一千六百多种、四千多曲，使

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得以传承推广。”

在幽深的胡同里转，想要找到旧宅门的准确

位置并非易事，好在郑毅、孙永红对地形熟悉，

带领大家纵着、横着穿小胡同，使人有种解迷宫

的欣喜。

贾英华指着东四三条当街阳光下的一截墙说

：“墙上这个泰山石敢当相当于一处界碑，胡同

发生了很多变化，唯独这块界碑没变。从泰山石

敢当这一直到那棵槐树，清朝最美格格王敏彤她

们家就住在这儿。我从小就认识王敏彤，我们都

叫她王大姑娘。她的母亲是乾隆后人，父亲是金

代皇帝后人，王大姑娘和很多女眷，包括她姥姥

、妈妈也在这里住，一直住到2003年。”

在贾英华的记忆里，王敏彤不仅性格温婉，

而且从小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在行，“王大

姑娘搬来这住，跟冬皇孟小冬就隔着一个院，那

边喊吃饭，这边都能听见。她唱戏也非常好，还

得到了孟小冬、梅兰芳的赞赏。我小时候老能看

见，她每天很早起来，在老文化部门前舞剑。她

的剑舞得非常漂亮，我那时还是十来岁的孩子，

就觉得天下竟有如此的美人。”

清朝最美格格，却一生命途多舛，直到死去

还是待字闺中的王大姑娘。贾英华后来采访了很

多皇族后人，包括婉容的弟弟和溥仪的三妹等，

掌握了很多皇族人物的一手资料。在贾英华看来

，网上很多关于王敏彤的说法大都是以讹传讹，

“清朝最美格格为什么终生未嫁？究其本源来说

，是她一生追求皇上溥仪而始终未能得到。”

王大姑娘痴恋溥仪，自始至终却没有缘分，

“溥杰跟我说过，伪满时期溥仪选妃时王敏彤去

过长春，看相的人觉得她五官漂亮，唯独下巴短

了一点，就没选成。后来有人撮合她嫁给溥杰，

但相人说的话溥杰都知道，当然也不同意。1959

年，溥仪特赦回京，王大姑娘听到消息，欣喜若

狂地拜托润麒请溥仪来吃饭，就在这院里。润麒

知晓御膳房的诀窍，菜炒得好，还拿出最好的酒

，溥仪吃得非常高兴。没想到一提王大姑娘的事

，溥仪变了脸。王大姑娘还不死心，去医院开了

一张处女证明托人转给溥仪。溥仪最后跟润麒说

，我这皇上刚改造完放出来，找一对象是乾隆后

人，这事绝对不行。1964年溥仪确诊癌症，王大

姑娘知道了天天去医院拿牌，因为当时只能拿牌

进一个家属探望，结果溥仪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

到医院几次进不去，想办法进去一看，王敏彤在

呢，两人吵起来。这样的事发生不止一次，弄得

溥仪很气恼，有一次很不客气地对王敏彤吼：你

给我滚出去！”

2003年王敏彤搬到养老院，没多久，“大年

三十吃饺子，一高兴噎着了，不幸去世。”贾英

华老觉得特别遗憾，“王大姑娘临去世前给我发

了一封长信，希望能见到我，可是当时婉容的弟

弟润麒担心我陷入她的家族纷乱，劝我一定不要

去，没想到竟成了诀别。”

车郡王府天花板的五爪团龙至今鲜有人知

顺着胡同往东走，就到了车郡王府，单从建

筑遗存便可见这里保存得比较完整，从门口蹲着

的石鼓仍然可辨旧日王府的绵长气韵。在贾英华

看来，车郡王府对于文化的功绩是不可想象的，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有多种版本，鲜为人知

的是，最初的蒙文版本《红楼梦》就是车郡王府

收藏的，由载涛所藏，最后捐献给了国家。如果

没有蒙版《红楼梦》，学界将缺少非常重要的一

种版本，这是对文化抢救的一个重大贡献。”

郑毅告诉大家在车郡王府旧址里还藏着“宝

贝”。“宝贝”是真宝贝——正房天花板平棋上

画有30多个五爪龙，而且每一格平棋里的龙都

一模一样！现在由住户李大爷一家维护着，是他

们家在一次打扫卫生拆掉顶棚糊纸时发现的，保

存状态很好。

能亲眼见到五爪龙的不俗气势，大家都觉得

幸运。五爪龙难得一见，不知道车郡王府里为什

么有五爪龙？贾英华推测，“在北京来说，五爪

龙都在故宫所见，能在王府里头见到，到现在为

止我不敢说是唯一，但我所目及的还没有过，确

实非常珍贵。我刚才仔细看了，它的颜色不像金

色，却特别艳丽，而且彩画非常清楚细致，我推

测这个五爪龙是御赐的。”

李大爷家在车郡王府住了46年，他告诉大

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是对外文化委员会，

“这间正房就是当时的会议室，周恩来总理曾经

在这间屋里接见范文同，研究签署《中越友好条

约》”。

胡同套胡同地穿到了铁营南巷，在一个垂满

丝瓜花叶的小院门口停下，贾英华指着斜对面的

校园颇为动情地说：“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民国总

统徐世昌的故居弢园。弢园，原指弓袋，隐居之

意。斜对面原来是128中，我就是在128中上的

学。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学校是弢园的后花园

，以前有特别大、特别厚的一个大红门，正门对

面有个一字大影壁。”

贾英华认为，徐世昌是一个八面玲珑、十分

开明的人物，“徐世昌做的两件事让人佩服，首

先是袁世凯称帝时，他巧妙地退隐了。后来日本

人让他出山，他仍然予以拒绝。在袁世凯称帝的

大是大非面前，在民族大义面前，徐世昌的态度

非常明确，值得佩服。”徐世昌的重侄孙女婿郝

洪乐补充介绍道，徐世昌的故居大约有四五亩，

从1909年一直到1922年下野，他在弢园住了13

年。徐世昌去天津后由弟弟徐世光留守北京。弢

园是个大跨院，中间有过街楼连接。1882年徐世

昌进京考进士时，在南城拜了吕祖庙，哥俩都考

上了。他后来在东院建了吕祖庙，很私密，外人

一般进不来。后来徐世昌不想给袁世凯当差，在

后花园盖了风月馆，意思是只谈风月，平时自己

在这里看看书写写字。

100多年了，弢园变成了眼前的小杂院，面

目皆非，住户寥寥。贾英华说他小时候见到一块

练字石，卖家告诉他是徐世昌院里听松楼下的练

字石，他当时想民国总统也拿水蘸着在石头上写

字呀，“当时我特想买，我妈说十块钱够咱家吃

一阵子的了！直到现在都觉得特别遗憾。”越往

深处走，越杂乱，在一处搭着铁皮楼梯的小二楼

前停下，郝洪乐说这里就是原来弢园的西院，

“这个楼就是徐世昌的书楼，叫书髓楼，因为收

藏有苏东坡的石书髓而得名。”

由第一站侯宝林故居引出载涛，到最后一站

崇礼故居亦终止于载涛，故事有始有终，结束时

，贾英华感慨道：“这次应‘青睐’之邀讲述自

己所知道的一些历史人物，我觉得对保护东四地

区的古迹、文物有助益，更重要的是，也增强了

大家热爱北京、热爱祖国的爱国之心，同时对推

进祖国统一大业来说，这次活动也有现实意义。

”掌声响起，大家都感到意犹未尽。胡同还在，

便觉得时间在这里有了重量。

胡同犹在 时间在这里有了重量

众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数不胜数、积淀悠远的文化遗迹。为帮助居京或来京的朋友更切实

、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内涵，本报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线。我

们将以实地寻访的方式，带领读者用脚步丈量这座古老又崭新的城市，去阅读、品味、感受并触

摸它的肌理。我们期待，这样一条线一条线地交织起来，将呈现出一幅既有温度又有时代感的京

城文化地图。

东四位于古都内城皇城的东部，至今还能在众多胡同里看到不少齐整的四合院。10月23日，

初冬午后，阳光照得人暖洋洋的。下午两点，“青睐”会员在东四胡同博物馆准时集合，开启了

探访东四的人文之旅。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被著名晚清学者、百家讲坛主讲人贾英华娓娓道

来，大家边走边听，与眼前的景物交织呼应，像是触摸到了老北京时光深处的密码。

82岁的原钟鼓楼文保所老所长郑毅、民协副会长孙永红及徐世昌的重侄孙女婿郝洪乐等人专

程赶来，他们都生活和工作在这里，对东四怀有很深的感情。几位老街坊从头跟到尾，热情地向

大家介绍大宅门里真切的老物件，十分令人感动。这个午后，听着那些耳濡目染的皇城故事，触

摸它们晚清民国时的岁月纹样，看着房檐上晒太阳的花猫，以及在院里晒被子的大爷大妈，心头

平添了几许大气慈祥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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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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