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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Reuters) - Facebook
Inc. is taking down any content that claims to
name the anonymous whistleblower who ignited
an impeachment inquiry in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social network said on Fri-
day.

The company’ s statement follows right-wing
Breitbart News’ publication of an article that
said it identified the whistleblower.

Breitbart, which former Trump adviser Steve
Bannon once headed, reported that Facebook
users attempting to view the article received a
message saying the content was not available,
and administrators of its Facebook page began
receiving notifications on Wednesday evening
that its page is “at risk of being unpublished.”

“Any mention of the potential whistleblower’
s name violates our coordinating harm policy,
which prohibits content ‘outing of witness, in-
formant, or activist,’”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ment, initially provided in response to Breit-
bart.

“We are removing any and all mentions of the
potential whistleblower’s name and will revisit
this decision should their name be widely pub-
lished in the media or used by public figures in
debate.”

The whistleblower, a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
who complained about Trump’s July 25 tele-
phone call with Ukraine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has in recent days become a target of
attacks by Trump, his allies in Congress and the
conservative media, who have pushed for the
person to be publicly identified.

Breitbart is one of the top-performing publish-
ers on Facebook and was recently designated as
an official Facebook News partner. Facebook
said in response to criticism of that decision that
Breitbart is an unpaid partner, unlike some out-
lets in the section.

Facebook bars content claiming to name
Trump impeachment whistleblower

BALTIMORE (Reuters) - When Maricruz Abarca learned three years ago that she had been given the le-
gal right under a U.S. government program called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void deportation, she started to cry.

After years of living illegally in the shadows after mov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Mexico at age 15
to join relatives in New Jersey, she finally could make concrete plans for the future.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be legal and without fear of deportation, it was just a big plus - and going to
sleep every night without thinking about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with my kids,” Abarca, 31, said in an
interview on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where she is studying with aspirations of becom-
ing a lawyer.

Abarca is one of roughly 660,000 people, dubbed “Dreamers,” covered by DACA, which was cre-
ated to protect immigrants who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 illegally or overstayed a visa as children. DACA
was implemented in 2012 by Democratic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publica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2017 moved to rescind the program, though he was blocked by various court rulings.

For Abarca, DACA has provided concrete benefits. It helped her become eligible for lower in-state

college tuition and obtain a license as a used-car dealer. It also provided security for her family, including
her three children - all American citizens by virtue of being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barca dreams of
one day becoming mayor of Baltimore.

But Abarca’s status - along with all the others protected by DACA - is under threat. The U.S. Su-
preme Court, whose 5-4 conservative majority includes two justices appointed by Trump, is scheduled to
hear arguments on Tuesday to decide the legality of Trump’s plan to rescind the program and expose the
DACA recipients once again to the threat of deportation.

The justices will hea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ppeals of three lower court rulings - in Califor-
nia, New York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 that found that the president violated a U.S. law called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in seeking to kill DACA. Trump has made his hardline policies cracking
down on legal and illegal immigration a centerpiece of his presidency.

Abarca is one of the DACA recipients who sued the administration. She said she plans to participate
in a rally outside the Supreme Court on Tuesday, her 32nd birthday.

Maricruz Abarca, who is part of a lawsuit against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effort to end a program
that protects "Dreamer" immigrants from deportation, is picture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where she is a student, Baltimore, Maryland, U.S., November 5, 2019. REUTERS/Lawrence Hurley
“The future of thousands of ‘Dreamers’ ... are basically in their hands,” Abarca said of the justices.
“We are just right there in limbo not knowing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our lives.”

If the program is terminated, “I’m going back to the shadows,” Abarca added.
Adonia Simpson, a lawyer for the Miami-based immigrant rights group Americans for Immigrant Jus-

tice, said some DACA recipients are worried that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y gave the government when
they enrolled in DACA now could be used to target them or relatives for potential deportation.

“There’s a lot of uncertainty and fear. A lot of folks are uncertain about what happens if the pro-
gram ends,” Simpson said.

The DACA recipients received backing from various business groups and companies including Mi-
crosoft Corp and Apple Inc that filed briefs with the Supreme Court opposing Trump’s move.

Cece, a 33-year-old Microsoft employee in Washington state who spoke on condition of being
identified by just her first name, said DACA paved the way for her to work for the company as a security
and service engineer. S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er mother from Mexico when she was 4 years
old and now has a 9-year-old son who is a U.S. citizen.

When Trump announced his plan to end DACA, “I remember feeling like my dream had ended,”
she sai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 which has around 1,700
“Dreamers” enrolled - also oppose Trump’s move.

“They’re working. They’re starting families. They’re paying taxes. They’re contributing in
every way,” Janet Napolitan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who served as U.S.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under Obama when DACA was created, told Reuters.

Forsaken by Trump, immigrant 'Dreamers' seek U.S. Supreme Court repr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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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 Celebrates 40 Years Of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1979 - 2019

~A Photo Essay~
Photo Credits: Linda Toyota ~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Traces Of The Past, 
Guides To The Future”

Build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From Scratch

Advancing With Time And Pro-
gressing Into The New Media EraCivic Diplomacy

Building The Future On The 
Glories Of The Past



EnTech Consulting Corporation 
seeks Mechanical Engineer

Support the greenhouse gas field survey using infrared camera, soil/ ground 
water remediation, marine vapor combustion, leak detection and repair event 
field survey, database management, data QA/QC and other project engineering 
tasks. Use AutoCAD, SolidWorks and TurboCAD engineering drawing 
skills to create engineering figures/models. Monitor, analyze and improve 
flare and combustor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 marine loading terminal and 
tank farm. Manage and tracking emergency generator and fire water pump 
maintenance and weekly test. Using software to model tanks long-term and 
short-term emission and emission composition. Barge and vessel loading 
data analysis and data management. Prepare compliance report for client's 
facilities. Master’s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required. Send resume 
to: 281715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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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T National Bank  
A SBA PLP Lender 
Recently Closed Loans 

SBA Loan-Motel SBA Loan-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3,3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Loan Amount: $4,055,000 (Total Five Loans)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 

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 Working Capital 

Conventional-Gas Station SBA Loan-Motel 
Loan Amount: $1,8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Loan Amount: $2,5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Conventional: Retail Condominiums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4,350,000 

Term: 8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Tenant Improvement/ Term 
CRE Investor Program 

Loan Amount: $3,450,000 (Total 2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Gas 
Stations purchasing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Conventional: Builder line of credit 
Loan Amount: $3,7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ing and Extra Equity for 

Land Purchasing 
 

Loan Amount: $1,7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Purpose: SFR Construction 
Builder Line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inquiry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 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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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of the world’s richest companies 
are pouring a collective $5 billion into 
housing on the West Coast, raising an 
expectation that companies will serve 
as part financier, part philanthropist as 
tech hubs try to add more supply to tight 
housing markets.
Driving the news: Apple this week 
pledged $2.5 billion to housing initia-
tives in Silicon Valley, where even high-
paid tech workers — let alone teachers, 
nurses and police officers — are strug-
gling to find houses they can afford.
Apple on Monday Nov. 4 announced 
a comprehensive $2.5 billion plan to 
help address the housing availa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crisis in California. As 
costs skyrocket for renters and potential 
homebuyers — and as the availability 
of affordable housing fails to keep pace 
with the region’s growth — community 
members like teachers, firefighters, first 
responders and service workers are in-
creasingly having to make the difficult 
choice to leave behind the communi-
ty they have long called home. Nearly 

30,000 people left San Francisco be-
tween April and June of this year1 and 
homeownership in the Bay Area is at a 
seven-year low.2
“Before the world knew the name Sili-
con Valley, and long before we carried 
technology in our pockets, Apple called 
this region home, and we feel a profound 
civic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it remains 
a vibrant place where people can live, 
have a family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m-
munity,” said Tim Cook, Apple’s CEO. 
“Affordable housing means stability and 
dignity, opportunity and pride. When 
these things fall out of reach for too 
many, we know the course we are on is 
unsustainable, and Apple is committed to 
being part of the solution.”

 

Tim Cook and California Governor 

Gavin Newsom, discussing the San 
Jose land Apple is making available 

for affordable housing.
Apple designed its initiative to acceler-
ate and expand new housing production; 
jump-start long-term developments that 
would otherwise not be possible; help 
first-time buyers purchase homes; and 
support new housing and programs to 
reduce homelessness, after extensively 
studying the issue and listening to dif-
ferent perspectives. In partnership with 
Governor Gavin Newsom,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community-based organi-
zations, Apple is providing a significant 
investment that offers statewide housing 
support as well as funding for projects in 
Silicon Valley and the Bay Area.
“This unparalleled financial commitment 
to affordable housing, and the innovative 
strategies at the heart of this initiative, are 
proof that Apple is serious about solving 
this issue. I hope other companies follow 
their lead,” said Gavin Newsom, gov-
ernor of California. “The sky-high cost 
of housing — both for homeowners and 
renters — is the defining quality-of-life 
concern for millions of families across 
this state, one that can only be fixed by 
building more housing. This partnership 
with Apple will allow the state of Cali-
fornia to do just that.”
Apple’s commitment to the state of Cali-
fornia includes:
•$1 billion affordable housing invest-
ment fund: The $1 billion commitment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s a first-of-its-
kind affordable housing fund that will 
provide the state and others with an open 
line of credit to develop and build ad-
ditional new, very low- to moderate-in-
come housing faster and at a lower cost.
•$1 billion first-time homebuyer mort-
gage assistance fund: Working with 
the state, this first-time homebuyer fund 
will provide aspiring homebuyers with 
financing and down payment assistance. 
Apple and the state will explore strat-
egies to increase access to first-time 
homeownership opportunities for essen-
tial service personnel, school employees 
and veterans.
•$300 million Apple-owned land will 

be available for affordable housing: 
Apple intends to make available land it 
owns in San Jose worth approximately 
$300 mill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ffordable housing.
 

The funding commitment to California 
is expected to take approximately two 
years to be fully utilized depending on 
the availability of projects. Capital re-
turned to Apple will be reinvested in fu-
ture project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n addition to these initiatives, Apple is 
working to identify private developers 
who, with the right financing and invest-
ment, are ready to start construction on 
affordable housing projects in the Bay 
Area immediately.
Apple will also provide $200 million to 
support new lower-income housing and 
help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popu-
lations in the Bay Area: 
•$150 million Bay Area housing fund: 
In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pple is 
launching a new $150 million affordable 
housing fund with partners including 
Housing Trust Silicon Valley to support 
new affordable housing projects. The 
fund will consist of long-term forgivable 
loans and grants.
•$50 million to support vulnerable pop-
ulations: Apple will donate $50 million 
to support Destination: Home’s efforts 
to address homelessness in Silicon Val-
ley. Apple will focus its contribution on 
driving systemic change across th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homelessness. Apple 
will also be identifying similar effort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alifornia, 
focusing on strategies that both end and 
prevent homelessness.
“We’re so grateful that Apple has made 
this significant philanthropic commit-
ment towards solving Silicon Valley’s 
growing homelessness crisis,” said Jen-

nifer Loving, Destination: Home’s CEO. 
“With this generous contribution, we’ll 
be able to scale two proven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homelessness in our com-
munity: the production of more perma-
nently affordable housing for our most 
vulnerable residents and an expansion 
of prevention programs that help at-risk 
families remain stably housed. Apple’s 
contribution serves as an example of 
how Silicon Valley companies can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ublic and non-
profit sectors to address this huge chal-
lenge, and I hope others will follow their 
lead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ahead.”
One of the first projects Apple will fund 
as part of its philanthropic commitment 
to Destination: Home will be an expan-
s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Homeless-
ness Preven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service providers offering employment 
assistance, legal aid, rent subsidy, case 
management and other support to reduce 
homelessness.
By putting its $2.5 billion investment to 
use across multiple initiatives and part-
ners, Apple’s housing initiative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address some of the most 
urgent challenges facing affordable 
housing in California. This initiative is 
a major step, and Apple will continue 
looking for ways to support communities 
and affordable housing.
The big picture: Other tech compa-
nies have announced efforts over the 
past year to alleviate the housing crisis 
around their headquarters.

The bottom line: “Local communities 
have to be much more positive about 
approving housing construction. The 
biggest problem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s been the shortage of housing, espe-
cially rental housing,” said Ken Rosen, 
chairman of the Berkeley Fisher Center 
for Real Estate and Urban Economics. 
(Courtesy axios.com and https://www.
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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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Commits $2.5 Billion To Combat
Housing Crisis In California

Big Tech Spends Billions 
To Help Housing Crisis

Developed by First Community Housing, North San Pedro is the type 
of project Apple funds will support, and when completed, will provide 
housing for extremely low-income adults, veterans and disabled formerly 

homeless individuals in San 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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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

的河流，谁会是你灵魂的

摆渡人？

这是小说《摆渡人》

里的一句话，也是一个值

得深思的灵魂叩问。

什么是摆渡人？

顾名思义，就是在码

头摆渡的船夫，用船将河

岸这边的人送到河对岸。

搞懂了什么是摆渡人

，人生的摆渡人自然也就

不难理解了，往往是指生

命中出现的那些贵人，那

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人

。

我相信，没有人不希

望生命中能多遇几个贵人

，多几个摆渡人。

但是，如果一个人足

够成熟的话，他就会明白

：

很多事，可遇不可求

，人生中最好的摆渡人，

往往是我们自己。

求人不如求己，靠人不如靠己

苏东坡和佛印禅师是好友。

有一次，俩人同游杭州灵隐寺，苏

东坡见大殿上的观世音菩萨手中挂着念

珠，觉得很奇怪。

苏东坡便问佛印禅师：“世人都在

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希望能得到她的

护佑，为什么她手上也挂着一串念珠，

她念谁的名号呢？

佛印禅师说：“也是念观世音菩萨

。”

这回答让苏东坡就更不解了，为什

么观世音菩萨要念自己呢？

佛印禅师解释道，因为她比世人清

楚，求人不如求己，靠人不如靠自己。

真正成熟的人，真正见过世面的人

，往往都有这样的认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四点原因。

即便别人想渡你，你也未必真能上

船。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里，小克里

斯托弗给爸爸讲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一个落水者在水里快要淹

死了，一艘船过来了，问他需不需要帮

忙。

他回答说，不了，谢谢，上帝会来

救我的。

过了不久，又有一艘船过来问他需

不需要帮忙，落水者仍以同样的回答谢

绝了。

后来，落水者淹死了，上了天堂，

他问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救我？

上帝说，我已经派了两艘大船过去

了啊，笨蛋！

很多时候，即便你能幸运地遇到摆

渡人，遇到想帮助你，想拉你一把的人

，但你未必真能上岸。

与其求贵人出现，不如求求自己，

别蠢到贵人伸出援手时，你看不到或者

抓不住。

这世界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

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会找人倾

诉，希望对方能够知你冷暖，懂你的悲

欢。

但我想泼盆冷水，这世界上有真感

情，但没有感同身受。

有些事，你觉得很重要，对方可能

会认为稀松平常；有些痛，你觉得痛彻

心扉，撕心裂肺，对方可能会认为无关

紧要......

没有亲身经历过，往往就不会有感

同身受，哪怕是一起经历了，感受也未

必会一样。

我并不是让你不要和别人交心，而

是希望你能明白：

所有的苦，最终都得靠你自己去承受

；所有的痛，都得靠你自己去消化，与其

求能遇到知己，不如求自己变得强大。

有一种现实，叫真没几个人希望你

好。

谁都希望这个世界多点真善美，但

并不是我悲观，在这世界上，真正希望

你过得好的人，没有几个。

而且更现实的是，越是身边的人，

往往越见不得你好。

管理学上有个“螃蟹效应”，就是

说，竹篓里仅一只螃蟹的话，是需要将

竹篓盖子盖上的，因为螃蟹会爬出来，

但如果竹篓里有多只螃蟹，盖子就不用

盖了，它们是爬不出来的。

为什么数量多了反而爬不出来了呢

？

因为当多只螃蟹在一起时，每一只

都想爬出去，一只螃蟹向上爬，下面的

螃蟹就会用自己的两个大钳把它拉下来

，踩在它的身上往上爬，互不相让。

人往往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与其

求能遇到贵人，不如求自己别遇到使绊

子的小人。

成年人的世界，大家往往都是“泥

菩萨”。

一个很现实的情况，一个人处于什

么样的层次，身边的人往往大多也都处

于这样的层次。

有道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有时当你有求于别人，对方没有伸

出援手，未必是人家不想帮你，不想做

摆渡人，往往是出于现实的原因，有心

无力罢了。

一个人变得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

能慢慢理解生命中所遇到的人和事，通

透、理智且温和。

那些真正成熟的人，最后都会默默

地做自己生命中的摆渡人。

真正的成熟，就是不动声色地做自

己的摆渡人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句话：

人呐，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我们这辈子活得是好是坏，决定权

往往就在我们自己手里，这也是我为什

么说成熟的人都在做自己生命中的摆渡

人。

如何才能靠谱地摆渡这一生呢？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修炼成一个靠

谱的摆渡人，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点。

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阴沟，

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阶段、层次，一定

会遭遇到各种暴击，会遇到很多糟心的

事，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经历这样的过

程，但每个人最后的境遇又

有所不同，有人扛过去了，

有人被击垮在地。

往后余生，请修炼自己的

内心，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不情绪化，不轻言放弃，

不玻璃心。

遇事别四处抱怨，别对谁

都掏心掏肺，对于成年人来

讲，自我消化往往比倾诉更

靠谱。

做一个经济独立的人。

张爱玲说：“我喜欢钱，

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

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

处。”

人活在世上，可以没有很

多钱，但真的不能缺钱，如

果你有吃过没钱的苦，就能

明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苦

楚与无奈。

往后余生，请做一个经济

独立的人，不要假装不喜欢

钱，别为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找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

只有经济独立，往往才能人格独立

，才能活得有底气，有尊严，才能更好

地度过余生。

做一个自律的人。

自律的人生，才会真正拥有自由。

我是相信因果的，你想拥有一个幸

福轻松的余生，就不要在前半生透支安

逸；你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不要

透支健康，糟践自己...

往后余生，做一个自律的人，管住

自己的惰性，管住自己的任性，管住一

切让自己向下走的东西。

做一个豁达通透，灵魂丰盈的人。

人生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衡量一

个人幸福和成功的标志，并不是金钱和

权利，而是他的灵魂是否有趣，是否丰

盈。

如果你的修养，修行，无法驾驭财

富和权力，如果你不能很好地面对生命

中闯进来的人和事，那么你的人生终将

很难真正有质感。

往后余生，做一个灵魂丰盈，精神

饱满，内心通透的人。

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

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

，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

在未来的路上，希望我们都不动声

色地成长，努力，做好人生的摆渡。

真正的成熟，就是做自己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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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老猎手波岩桑闯荡山林四十多年

，打死过老虎、豹子、野猪、马鹿，还打

过一头大象。他有一手绝活，就是善于打

马鹿，回回狩猎，马鹿都逃不过他的手心

，因此别人都称他是"马鹿克星"。然而，

这位"马鹿克星"却卖掉猎枪，当了养鹿场

的职工。他把一百多头马鹿养得膘肥体壮

，成了远近闻名的劳动模范。要问波岩桑

为什么会从"马鹿克星"变成养鹿能手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呢！

五年前，波岩桑进山狩猎，在山谷

里的一个臭水塘边发现了一头金色的母

马鹿。母鹿肚子滚圆，里面有个小生命

在蠕动。洛岩桑一见就动心了。

他想杀了这头母鹿，然后取出鹿胎

，熬成鹿胎胶，这样可以赚一大笔钱。

鹿胎胶是名贵的补药。那时，波岩

桑家里正借钱盖房，他多么需要钱！虽

然他明知道马鹿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不准猎杀，但为了钱，他不顾一切地把

猎枪对准了母鹿。

母鹿的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它闻

到了人的气味和铁的气味。它正想逃走

，"勾嗒"一声，猎枪扳机一响，母鹿愣

住了。可惜，波岩桑并没有打中母鹿，

火药受潮，猎枪并没有打响。母鹿愣了

一下，赶紧向前逃去。波岩桑想重新装

火药已来不及了。他急了，呼地一下把

铜炮枪砸向母鹿，母鹿惨叫一声，右腿

被砸伤了，一个趔趄倒在地上，波岩桑

扑上去想活捉它。

母鹿竟顽强地站起来，拖着伤腿，

一步一颤地向森林奔跑。波岩桑顾不上

捡火药枪，紧紧追上去。

当追到一块草地上时，波岩桑纵身

一跳，扑上了母鹿的背，母鹿惊叫一声

，拼足力气向前一跃，突然，"轰"的一

声，洛岩桑被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肋骨

撞在坚硬的石头上，疼得他差点晕过去

。他抬头一看，糟糕！该死的母鹿竟带

着他一起跌进了捕象的陷阱里。

波岩桑自己也在山里挖过陷阱，捕

到一头活象。这种陷阱有一丈多深，大

象掉进来是很难爬出去的。今天自己也

跌进陷阱里，波岩桑又羞又恼，忍住剧

疼，挣扎着坐起来，恨不得将母鹿撕碎

。母鹿跌得也很重，两条腿皮开肉绽，

疼得发抖。

波岩桑仰头四面打量着陷阱，看能不

能爬出去。他扭头一看，忽然全身一阵颤

抖。天哪！母鹿背后的草叶间正卧着一头

云豹！这头云豹又老又丑，饿得曲蜷成一

团，它掉进陷阱里起码有三四天了。当它

看见母鹿和波岩桑后，干枯的双眼立刻放

出凶恶贪婪的光芒，它抖抖瘦骨嶙峋的身

体，站了起来。波岩桑赶紧去摸腰里的匕

首。不好！匕首不见了！准是在追扑母鹿

时掉进草丛了。就在他惊慌不定时，豹子

已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了。

波岩桑无处藏身，他想逃，可洞太

深，爬不上去。豹子睨视了波岩桑和母

鹿一眼，决定先吃母鹿。母鹿吓得嗷嗷

乱叫，朝波岩桑逃来。波岩桑本能地后

退一步，母鹿突然扑通一声，趴在他面

前，泪眼汪汪地哀叫着。

波岩桑震惊了。他和豹子都是母鹿

的死敌，可在豹子面前，通人性的母鹿

竟会趴倒在猎手面前求生！波岩桑心里

突然产生一种对弱小动物的同情之心。

铁石心肠的猎人大声对母鹿说："别怕

，有我呢！"母鹿好像听懂了他的话，

跪着爬到他身后。

豹子恶狠狠地瞪了波岩桑一眼，张

牙舞爪向他扑来。波岩桑横下一条心，

为了保护母鹿，更为了保护自己，他不

能等豹子吃饱了母鹿后再来吃掉他，他

要趁它饥饿乏力时，和它拼个死活！

豹子大吼一声，想让波岩桑让开。

波岩桑一动不动地挡在母鹿前，豹子跳

起来扑向他，两只豹爪压在他肩上，恶

狠狠张开嘴，波岩桑腾出双手死死掐住

豹子的脖子。

豹子被掐得喘不过气来，四只豹爪

在波岩桑身上乱抓，波岩桑忍住剧痛，

和豹子扭打在一起。他想把豹子压倒在

地，可惜他老了，刚才追母鹿，跌入陷

阱，已耗尽了力气，现在又受了伤，渐

渐地，他力气不支

，终于被这只衰老

瘦弱的饿豹打翻在

地。眼看尖利的豹

牙就要触到他的喉

结，就在这时，突

然豹子皱着鼻子嗷

嗷急叫，原来母鹿

爬上豹背，在豹皮

上使劲啃咬。母鹿

在帮助波岩桑呢。

豹子放开波岩桑

，想甩掉背上的母

鹿，波岩桑顺势爬

起来，重新按住豹

头，紧紧掐住它的

脖子。豹子四爪乱

舞，狂叫怒吼，爪

子狠狠地撕扯波岩

桑的胸口，鲜血一

滴一滴渗出来。这

时，母鹿一口咬住

豹子的爪子，任凭

豹子挣扎，死死地

咬住不放。波岩桑

使出最后一点力气

，紧掐豹脖子，渐

渐地，豹子瘫软了

，两眼翻白，嘴角

抽搐，吐着白沫，

死了。

波岩桑累得躺在

地上，喘了好一会儿气才放心地拍拍母

鹿说："朋友，松口吧，豹子死了！"

母鹿抬起恐惧的眼光，松了口。由

于用力猛，加上豹子挣扎，它的牙齿断了

四颗，嘴唇也裂开了，鲜血直流。聪明的

母鹿为了救猎人，用吃草的牙齿撕咬豹子

。波岩桑感激地拍着母鹿的头说："别怕

，我们是共患难的朋友了，我若是能活下

去，再也不伤害你们了。"

母鹿仿佛听懂了他的话，安静地蹲在

地上，舔着脚上的伤口。波岩桑全身也伤

痕累累，疼痛难忍。他发誓逃出陷阱以后

一定要为母鹿治好伤，把它放归山林。

可是怎么出去呢？波岩桑用手指在

陷阱的土壁上抠洞，希望能抠出台阶，

但坚硬的山土把他的手指磨烂了也没抠

出个小洞。波岩桑发现土壁东面有棵三

叶草藤，他跌跌撞撞跑过去，踮起脚试

了试，唉，还差一米多高才能够得着。

波岩桑只能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也许

，陷阱的主人要十天半月才来看一次，

这样，他只能呆在陷阱里等死了。

陷阱里没有吃的，饥饿的母鹿嚼光

了铺在洞里的几蓬茅草，昏倒在角落里

，哀哀呻吟。波岩桑也饿得口吐黄水。

他们在陷阱里呆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黄昏，母鹿在洞里生下一头小

鹿，"妙--妙--"陷阱里响起小鹿欢快的叫声

。这是一头金黄色的小公鹿，小家伙毛茸

茸的脑袋直往母鹿怀里钻，叼住母鹿的奶

头，拼命吸吮。母鹿躺在污血中，温柔地

舔着小鹿的背脊，眼里蓄满了深深的哀愁

。它没有奶水喂养小宝贝。

小鹿饿得嗷嗷直叫，母鹿的奶头被咬

破了，流着血，而它却甘愿用鲜血喂养小

鹿。波岩桑看不下去，他真恨自己罪孽深

重，他要是不捉母鹿，现在这母子俩一定

很幸福地生活在自由的森林里。

又过了一天，小鹿饿得不行了，有

气无力地叫唤着，母鹿痛苦地望着小鹿

。波岩桑真希望母鹿死在小鹿前面，免

得它遭受痛失爱子的感情折磨。波岩桑

也不行了，他昏昏沉沉，仿佛在地狱门

口徘徊。

他饿得头昏眼花，只好闭目养神。

正当他处在迷糊之中，忽然觉得有什么

东西在拉他的衣裳。波岩桑睁眼一看，

原来是母鹿正咬着他的衣襟。母鹿把小

鹿拖到他面前，在他脚上吻了吻，然后

轻轻衔起他的右手放在小鹿身上。

波岩桑明白了，母鹿要把小鹿托付

给他，可他也饿了四天四夜快要死了，

他就缩回手。母鹿执拗地重新衔起他的

右手，放在小鹿身上，干枯的眼睛放出

兴奋的光，波岩桑只好把小鹿抱起来。

母鹿咬住他的裤腿，把他引到陷阱

东面的土壁下，伸长脖颈，望着那根三

叶草藤。

波岩桑怦然心动，母鹿是要他带着

小鹿逃出陷阱。波岩桑伤心地对母鹿说

："我年纪老了，爬不上去呀！"

母鹿扑通一声跪下来，像一块垫脚

石，它要波岩桑踩着它的背脊爬上去。

波岩桑犹豫了，他五十多公斤的身

体踩在母鹿身上，母鹿受得住吗？

母鹿咬住他的裤腿，十分焦急地催

促他。为了活下去，波岩桑狠狠心，抱

着小鹿踩到母鹿背上。母鹿猛地一立，

仰天长啸一声，顶着波岩桑站起来。

波岩桑的一只手终于抓到三叶藤了

，他使足力气，一点一点往上爬，快要

爬上坑沿时，波岩桑身子一歪，眼看着

又要掉迸陷阱里，这时，母鹿趴在土壁

上，紧紧地用脑袋顶住他的脚，波岩桑

终于爬出了陷阱。

他的眼睛湿润了，把小鹿紧紧抱在

怀里，大声对陷阱里的母鹿说："你等

着，我马上叫人来救你。"可惜，母鹿

哀鸣一声，猛然倒下，僵然不动了。

它死了，它用回光返照的最后一口

气救了小鹿，救了波岩桑。波岩桑流着

激动的泪水，依依不舍地抱着小鹿回寨

子去了。

从此，波岩桑卖掉猎枪，不再打猎

了。他精心喂养小公鹿。并给它起了一

个动人的名字--召光，就是"鹿的王子"

的意思。波岩桑在家养好伤，就带着"

召光"到附近的一个养鹿场工作去了。

陷阱里的母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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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金融正向我們走來

正在打造“數字經濟第壹城”的杭

州，最近有了新的坐標和使命——全球

數字金融中心。這個冠以“全球”的新

擡頭足夠高大上，不僅讓杭州和世界金

融中心拉近了距離，更讓數字金融走近

了人們的生活。

數字金融是什麼
數字金融是指利用互聯網和當代

信息技術手段和傳統金融服務業態結

合而成的新壹代金融服務。易觀智庫

依據產業結構將數字金融分為互聯網

支付、網上銀行、移動支付、金融服

務外包以及網上保險、基金和網上貸

款等金融服務。數字金融與中國人民

銀行等十部委定義的“互聯網金融”

及金融穩定理事會定義的“金融科技”

相似。但從直觀上來說，金融科技更

具有技術特性，而互聯網金融則更多

被理解為互聯網公司運作金融業務。

對比來說，數字金融這個概念更加合

理，所覆蓋的面也更加廣泛。我國數

字金融起始於21世紀初的支付寶體系

，但是業內壹般將 2013年的余額寶開

張看作中國數字金融發展的開端。如

今，中國數字金融已發展成為引領全

球的旗幟。支付寶的螞蟻金服、京東

金融等，還有壹些第三方支付平臺、

網絡貸款、數字保險以及貨幣等諸多

業務的迅猛發展已居世界前列。

數字金融的模式
我國現有數字金融模式分為四類：

銀行類、電商類、社交類和運營商類。

銀行類以“四大行”中的工商銀行為

例 ， 2015 年 初 ， 工 商 銀 行 發 布 了

“e-ICBC”戰略，倡導“三大平臺和

產品線”的規劃，又在年末推行2.0版

本，搭建了包含在線電子商務、金融

理財和生活社交的整體框架。2017 年

初對外發布了個人信用消費貸產品

“融e借”，該產品全面應用了銀行多

年積累的龐大數據，利用大數據技術

為客戶供給全方位信貸服務。阿裏巴

巴作為電商類的巨頭，其運用數字金

融的案例可稱之為經典。2004 年成立

了支付寶，完美解決了信任問題，更

促使以淘寶和天貓為首的線上平臺迅

猛發展。2014 年“螞蟻金服”上線，

旗下擁有“芝麻信用”“螞蟻花唄和

借唄”“螞蟻保險”為代表的諸多產

品，涵蓋了不同收入的群體。2019 年

初，支付寶全球用戶已超過 10億，標

誌網上支付邁入壹個新時代。

近年來，騰訊的數字金融發展迅

速，其推出了“QQ錢包”和“微信支

付”，給廣大用戶提供了便捷的支付

體驗，壹舉成為社交與支付深度融合

的基礎。當社交支付平臺發展相對成

熟後，“理財通”產品又推入市場，

該產品包含了證券、基金、保險等諸

多板塊。電信運營商開展數字金融主

要是與銀行、貸款公司及金融服務機

構合作，創建了壹套“創新互聯網金

融生態環境與服務模式”體系。在

OTO、線下和電子渠道發展存款、證

券、基金、保險和信托等理財業務，

還包括信用卡和網絡貸款業務。

為何會花落杭州
打造全球數字金融中心，杭州擁有

先發優勢，作為“全球移動支付之城”

、第壹個采用“數據大腦”助推政府管

理的城市，杭州在金融創新發展上亮點

頻頻，對金融服務業壹直高度重視，近

年來，杭州密集出臺了20余項金融科技

專項扶持政策。

在浙江大學發布的《2018全球金融科

技中心城市報告》中，杭州以91.5%的

金融科技使用覆蓋率，在全球金融科技

體驗上名列榜首。在綜合評分中，杭州

超越深圳位列“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

”第六，僅次於北京、舊金山、紐約、

倫敦和上海。以科技驅動金融，杭州顯

現出成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潛質。杭

州走的這條路，就是通過高度集聚的科

技要素，超越港口物流和傳統金融機構

的物理限制，連接散落全球的金融要素

，形成新興的金融中心。

未來該如何發展
打造全球數字金融中心，杭州面臨

著壹些亟待補齊的短板。

壹是牢牢把握創新這壹驅動發展

的根本動力，發揮數字經濟先行、金

融機構集聚的優勢，推動金融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高起點推進先進技術在

金融領域的創新應用，高水平搭建促

進金融科技發展的支撐平臺，高效率

推動傳統金融機構數字化發展。二是

大力支持銀行理財、信托理財、公募

基金等傳統財富管理方式發展，提高

財富保全增值水平，形成較為完善的

財富管理生態體系。三是積極推進金

融機構為跨境貿易提供支付與結算服

務，為跨境電商進出口企業提供全產

業鏈的互聯網融資服務，建設“壹帶

壹路”國際新金融服務樞紐。

電子煙線上監管升級 多數電商平臺仍未徹底下架
據報道，國家煙草專賣局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

總局近日發布通告，敦促相關企業或個人關閉網絡

上的電子煙銷售渠道、下架網絡上的電子煙產品、

撤回網絡上的電子煙廣告。《通告》下發近壹周，

壹些平臺上，仍有電子煙在售。日前，北京市有關

監管部門對9家互聯網平臺企業進行了約談。平臺

方表示，有很多電子煙品牌未履約訂單，將采取先

屏蔽再下架的方式陸續清理。

電子煙產品在多數電商平臺都沒有徹底下架
在本月1號國家煙草專賣局和國家市場監督管

理總局聯合下發的通告中，除了對電子煙企業提出

要求之外，還敦促電商平臺及時關閉電子煙店鋪，

並將電子煙產品及時下架。截至發稿，記者搜索發

現，除了蘇寧等少數電商平臺外，電子煙產品在多

數電商平臺都沒有徹底下架。

針對外界對於部分電商平臺履行主體責任遲緩

的質疑，京東企業代表孔凡軍在約談會上表示，未

履約訂單等因素的存在讓下架電子煙難以壹蹴而就

：“很多電子煙品牌與京東還有合同和庫存存在，

並且有很多沒有履約的訂單。目前也確實沒有下架

電子煙，但是對於電子煙的監管工作，京東也是繼

續會全力配合。”

這位負責人表示，京東將盡快通過先屏蔽再下

架的方式陸續清理電子煙。截至發稿，記者在京東

平臺上輸入“電子煙”這個關鍵詞、或具體電子煙

品牌，已經搜索不到相關內容。而輸入“加熱不燃

燒”等關鍵詞，仍會搜索到大量電子煙產品，京東

方面確實已經屏蔽壹些關鍵詞，但並未下架相關產

品。

對於社交平臺上個人賬戶的推銷，監管部門表

示，相關行為也將被視為廣告，同樣需要清理。與

會的快手企業代表劉蒙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平臺會

集中治理在直播中推薦電子煙的行為。

北京市煙草專賣局監督管理處處長羅明錄表示

，約談會之後，還會督促相關企業反饋具體措施。

此前《通告》並非強制命令，具體做法還需電
商和有關部門協商

距離《通告》發布已近壹周，電子煙還能在網

上輕易買到，壹些電子煙品牌甚至還加入了即將到

來的“雙十壹”促銷大戰。電商平臺業內人士向記

者坦言，因為此次國家煙草專賣局和國家市場監督

管理總局聯合下發的《通告》並不是強制性的行政

命令，所以電商平臺在具體執行上還需要與有關部

門和電子煙企業協商處理。

除了電商平臺，電子煙企業也是執行電子煙

網上下架的重要壹環，在《通告》發布後，不少

電子煙企業表示支持並執行電子煙網上禁售決定

。悅刻電子煙公關負責人郭光東表示，因為涉及

到未履約訂單多、庫存多、合作商戶多等問題，

淘寶、天貓平臺上的悅刻電子煙還在正常銷售，

需要壹定時間來解決消化：“我們在11月1號看

到通告之後，當天下午已經全部下架了微信商城

和悅刻客官方網站等所有的自有渠道的銷售。截

止到現在，我們已經在京東、拼多多、唯品會全

部都下架了。淘寶也會盡快的去下架。因為淘寶

做了非常多的電商資源的投放，而且已經開始預

售。在《通告》之前，已經有非常多的用戶來來

下了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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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菊梓
喬（HANA）、洪卓立和吳浩康等人6
日晚錄影遊戲節目《娛樂大家》，早
前被Do姐鄭裕玲稱為“喬妹”的HA-
NA，笑言希望大家叫回她做梓喬，因
為感覺較好不想被稱呼做“菊姐”，
也不認為自己是公司一姐。

日前推出新歌《逆光飛翔》的
HANA，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心愛的
人，一起攜手追光延續愛，問到她是
否已找到一起追光的人，HANA
說：“希望會找到，如果一起去看北
極光都好浪漫，生日就快到，到時都
會和粉絲一起玩。”HANA坦言生
日願望想找到男友錫她，問到自張景
淳後是否已很久沒拍拖，她說：“這
個是傳聞，現在工作排第一，如果有
時間就去Speed Dating，這個我接受
到，因為大家目的都想結識異性，反
而交友程式就不會玩，覺得好恐怖，
又不可以見真人。”至於HANA的
擇偶條件，她笑言要求很高，要心地
好不能存有一點壞思想，樣貌則是其
次，年齡比她小的更不是問題，總之

不要有女朋友或老婆就好。見她列舉
的要求不算太難時，她補充道：“都
難，因為我這個年紀可以匹配到的，
大部分都已婚或者有穩定的另一
半。”

洪卓立穿衞衣踩單車中暑
洪 卓 立 （Ken） 及 吳 浩 康

（Deep）上節目前有惡補玩遊戲，
笑稱綵排時大家玩到不斷尖叫。而有
份拍攝新劇《逆天奇案》的Ken，雖
然只是客串，但日前拍攝踩單車戲份
中暑差點暈倒，說：“沒想過會中
暑，還要穿絨衞衣踩，熱到內褲都濕
透，感覺到自己好暈，拍完要上車休
息一會。”Deep就忙於籌備年底舉
行的音樂會，表示因修例風波引起的
社會問題，會確保入場觀眾安全才會
開騷，所以都要和大會、場地緊密聯
繫，提早開騷也是考慮之一。提到
Ken之前的演唱會被取消，現在未知
何時會補辦，笑稱可以先做Deep的
表演嘉賓，到時他再開騷時可以邀請
對方上台一起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梁靖琪（Toby）、
韓君婷、何紫綸與郭少芸7日出席醫學美容宣傳活
動，早前宣佈懷有男胎的Toby，仍愛靚穿露肩貼身
裙配高跟鞋，她稱老公對她穿高跟鞋有微言，雙方
一度爭拗廿分鐘，最後答應老公只穿一會就換掉。

預計明年初會順產的Toby，透露懷孕後情緒尚
算不錯，只曾喊過兩次，說：“第一次是執拾BB用
品時，感覺執極都執不完，而且我有少少潔癖，就
算老公幫手，我都會自己處理好。第二次就是昨日
（6日）一直試衫，好多裙都穿不下，抑鬱到喊出
來，老公又氹我穿什麼鞋都靚，但他不會明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叮噹）由甄子丹主
演、葉偉信導演、黃百鳴監製的功夫打造《葉
問4：完結篇》，落實今個聖誕12月20日上
映。今集甄子丹選擇隨心的方法去演，說：
“去到第四集，我已經好了解葉問這個人物，
導演亦想我隨心一點，所以都是開拍前兩天才
給我劇本，再結合現場給我的感覺琢磨，結果
演出來的效果，我和導演都很滿意。”

7日公佈的首條預告，看到年少曾經在英
文學校讀書的葉問，以簡單英語回答外籍校長
提問，帶出今集故事以外國為背景。繼而葉問
與飾演中華總會會長萬宗華的吳樾大打出手，
二人以玻璃轉盤切磋武術；同時看到葉問與曾

參演《奇異博士》的英國動作演員Scott Ad-
kins飾演的海軍陸戰隊軍官，在軍營對決，同
樣新加入的吳建豪就飾演華籍軍官，短短分半
鐘的《葉問4》預告已戲味十足。

明年初預產期 梁靖琪穿不下裙抑鬱到喊

甄子丹跳出劇本演活葉問生日願望想找到男友
菊梓喬自爆去Speed Dating

阿嬌記得拍攝時正是夏天，要上山跑來跑去，
但這不算辛苦，她指最困難的是開始拍了不

久，中間遇到“山竹”襲港，所拍的森林場景樹
全倒了，結果要轉了一次景。阿嬌說：“其實今
次無話最辛苦，大家都沒將‘辛苦’拿出來講，
不過我試身時要穿爬山裝，一直怨言條爬山褲好
厚又無款，但一去到好感謝，因為我對鞋站得最
穩，個個就跌晒落水，我自己無事。”

大讚余安安是好媽媽
但在大熱天時，這樣上山下水，對於平時沒

體力勞動的她會否瘦了很多？阿嬌笑說：“你咁
了解我，哈哈哈，有瘦的，因為我同時拍兩部
戲，也是為支持新導演，今次《失蹤》和另一部
《女子監獄》題材我都未拍過，也覺得拍得辛苦
的，會在想當初為何咁傻要答應，但出來效果很
好，也開心和一班認真工作的人合作。”

阿嬌跟余安安已第二次合作演母女，今次要
演為尋找失蹤的父親而母女意見分歧，阿嬌說：

“其實對我來說是難的，因為我細細個已經無爸
爸，和我媽咪的溝通又不是很多，但這部戲飾演
的母女關係好緊密。”是否有相依為命的感覺？
自小沒父親的阿嬌有點感觸說：“我無處於過一
個我媽咪有老公的時候，我又不知怎去處理，對
我來講是難的。”現實中會與媽媽意見不合而爭
吵？阿嬌直認：“我和我媽媽都有鬧交的，哈哈
哈，不過安安姐是個好好媽咪，帶到我入戲。”
戲中要力竭聲嘶去吵架？阿嬌坦言：“會呀，看
演員之間會否為對方付出，尤其凌文龍每一場
戲，安安姐也在場，她真的很好。”凌文龍笑
謂：“她是契媽和經理人，一定要在場啦！”

凌文龍拍戲做足功課
能夠爆發內心戲爆喊，阿嬌覺得對手肯俾戲

時，自然會投入，今次有幾場她跟安安姐都哭到
收不到聲，她最記得躺在醫院的一場戲：“安安
姐給我感覺到一個母親在不同情況之下的表現，
她好出色，感受到媽咪給予的關心，兩母女的感

情在不鬧交時，可以盡在不言中，這是我要學
習，但現實中我與媽咪鬧交，是我講她都不明那
種，哈哈哈，通常也會覺得阿媽是這樣，是不明
白自己，但又不可以去話她，哈哈！”

凌文龍（小龍）在戲中因工作壓力以及要照
顧患有老人痴呆（腦退化）的媽媽顧美華，抵受
不了壓力底下爆煲精神出了問題，他坦言角色雖
有一步步鋪排，但也是難演的，因上次《黃金
花》他是演被照顧者，今次去照顧人，演出前試
過資料搜集，但所得不多，幸上次拍《黃金花》
認識有一位心理學博士，他曾接觸過很多這類個
案，給了他很多有關病人的心理狀況的意見，讓
他有層次地演出角色。小龍與阿嬌戲中有不少對
手戲，他都大讚阿嬌演得不錯，主要是她演的社
工幫人處理情緒又要處理自己的情緒，面對失蹤
七年的爸爸可能尋回得到，那是一種很大的情
緒，可是回家面對媽媽又不想她尋人，阿嬌都表
現得很好。阿嬌笑答：“要假面，要做兩面
人！”

鍾欣潼（阿嬌）在電影《失蹤》中飾演社工去

幫助學生及精神上出現問題的鄰居凌文龍，然而自

己亦背負上山尋找在結界失蹤父親的壓力，今次角

色是她從沒演過，對她來說是很有挑戰性。阿嬌大

談拍戲難忘事，她表示電影在拍攝時，碰巧遇到

“山竹”襲港而要轉景拍攝，又指她戲中和母親關

係緊密，說到現實中的父親時，阿嬌更顯得有點感

觸。 ■採、攝：李慶全

拍戲遇颱風 樹木全倒要轉景

阿嬌談及父親
一時感觸一時感觸

■■余安安余安安（（左二左二））跟阿嬌在戲中飾演母女跟阿嬌在戲中飾演母女。。

■■甄子丹指自己已很了解甄子丹指自己已很了解
葉問這角色葉問這角色。。

■■阿嬌在電影中飾演社工阿嬌在電影中飾演社工。。

■■阿嬌指今阿嬌指今
次角色很有次角色很有
挑戰性挑戰性。。

■小龍與阿
嬌在戲中有
不 少 對 手
戲。

■HANA指和情人看北極光會很
浪漫。

■■梁靖琪梁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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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4 5 6 7 8 9 10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1/2/2019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35~3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現場面對面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6~1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35~39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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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光鹽健康園地 現場面對面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6~1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早上8：30首播，晚上22:30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 節目截圖

《檔案》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 檔案, 系檔紀
實欄目, 由一個特定嘅, 極具個性化的講述者 (主持人) 現場講述和展
示為基本形態, 節目形式以案件和事件現場實錄回放為線索, 首次披
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等; 其內涵深外延廣。 
節目貼近百姓生活, 緊跟時代脈搏, 展現人生百態, 透視社會萬象。 
以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力同 "新奇特" 角度探索世界, 找尋曾經嘅真
實所在同鮮為人知嘅事實真相。 
本期節目主題: 大太監李蓮英在宮裏的高升之路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六       2019年11月9日       Saturday, November 9, 2019



CC1010中國影壇
星期六       2019年11月9日       Saturday, November 9, 2019

徐崢喜劇《囧媽》
發布套娃版海報

徐崢經典“囧”系列喜劇最新作《囧

媽》再度曝光海報。徐崢套娃版海報中，

數個色彩絢麗、造型各異的套娃組合排布

，凸顯出濃郁俄式風情。徐崢冬日造型表

情逗趣，“完美融入”套娃之中，吸睛十

足，呼應出暌違四年囧途旅程的最新目的

地—俄羅斯。

徐崢的每壹次囧途，都充滿了琳瑯滿

目的異國風物貫穿其中，加之奇妙豐滿的

角色組合，經典戲劇沖突，幽默的旅程中

，透露出深厚的人文表達。壹趟與“媽”

同行的異國之行，徐崢為何陰差陽錯踏上

這趟前往俄羅斯的列車？徐崢和媽媽之間

又有哪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笑料？此前曝光

的演員袁泉、沈騰又有何精彩表現？據悉

，影片將於2020大年初壹上映，囧途神秘

面紗即將揭曉。

徐崢變身套娃“毫無違和”
俄羅斯囧途走入心靈
作為徐崢招牌囧系列喜劇的第三部

曲《囧媽》，11月 4日發布徐崢套娃版

海報。此次曝光海報中，徐崢壹襲冬日造

型，面帶兩團“高原紅”，巧妙隱藏在眾

多套娃之中，堪稱“毫無違和感”，影片

詼諧風趣氣質可窺壹二，更展示出此次囧

途目的地俄羅斯的風土人情。而在俄國文

化中，套娃的最初意義即為母親，表達出

對母愛和生育的歌頌，似也在暗喻電影

《囧媽》與媽同行的內容主旨；而套娃層

層嵌套的形式，是傳承的過程，也是抽絲

剝繭、打開驚喜的過程，更呼應了電影

《囧媽》是經典喜劇風格的傳承，也是將

奇遇旅途裹挾其中，徐徐展開的過程。

“囧”系列慣以旅行目的地為命名，

此次《囧媽》突破出新，將人物融入標

題，如同海報中徐崢“迷失”在母親套娃

中，更加凸顯出角色的重要性。即與異國

冒險相比，人物的心路歷程才是影片真正

的內在看點。影片最初創意來自於壹個簡

單的設想——妳會和父母壹起去旅遊嗎？

而後延展出壹個成年男人，與媽媽壹起，

六天六夜，同在壹個火車車廂裏，會發生

什麼囧事？而關於其背後的主題，徐崢認

為：“它可以投射很多當代人的處境，妳

是如何與媽媽相處的？ 同時，它又涉及

到另外壹個議題，妳和媽媽的關系，映射

出妳對待這個世界的關系，那麼就變成了

這樣壹個故事。”

《囧媽》中實現自我療愈
徐崢革新經典喜劇表達
近年來，諸多關於“原生家庭”的影

視劇熱映，引發了眾多觀眾共鳴與思考，

卻鮮少有作品以幽默筆觸，解構中國式親

情關系。電影《囧媽》選擇以家庭關系為

切入點，將普世性的親情融入“囧系列”

經典公路喜劇的骨架中。在《囧媽》中，

徐崢不僅希望可以傳遞給觀眾快樂，同時

也要讓他們在電影中找到“代入感”，為

代際發聲。在歷經過現實主義類型題材

《我不是藥神》的角色塑造後，憑借電影

《囧媽》，徐崢再度回歸到自己熟悉的經

典喜劇領域，他坦言：“喜劇並不再是壹

個單純的喜劇，它已經變成壹個能夠吸納

非常多其他類型元素的類型。”

電影《受益人》
申奧對寧浩風格的致敬與抽離
青年導演申奧執導，大鵬、柳巖主演

，即將於11月8日上映的電影《受益人》

走入人們的視線。沒有超級華麗的主創陣

容，沒有強勢的宣傳陣勢，只有寧浩監制

才讓這部電影沾了點“名氣”味，但這都

不影響《受益人》是壹部好電影。

電影《受益人》講述了代駕司機吳海

（大鵬 飾）為了給患有哮喘的6歲兒子治

病，在好友鐘振江（張子賢 飾）的慫恿下

，刻意結識了壹個與他同樣身處邊緣和底

層的網絡女主播渺渺（柳巖 飾），決心醞

釀壹場別有用心的婚姻騙保的故事。

導演申奧雖然是導演界新秀但實力

絕對不容小覷，2010 年他曾憑借短片

《河龍川崗》斬獲首屆中國國際新媒體

短片節最高獎項金鵬最佳短片獎。之後

，申奧被寧浩“相中”，成為“壞猴子

72變電影計劃”的簽約導演，而《受益

人》正是其在該計劃中的處女作，也是

該計劃繼《繡春刀2》《我不是藥神》後

推出的第三部作品。

致敬寧浩 像與不像的辯證關系

導演申奧說這部電影是百分百致敬

寧浩，荒誕喜劇風格、劇情邏輯嚴謹、

關照現實情懷、邊緣人物呈現、重慶實

景拍攝，電影中充滿了寧浩的影子。從

劇本壹稿到後面數稿的修改，寧浩全程

把關，為新導演“保駕護航”。例如片

中“代駕司機”和“網絡女主播”這兩

個職業的選擇，就是在寧浩壹稿壹稿地

指導下改出來的。“當代性”是申奧最

終選擇這兩個職業的原因，“全世界都

不見得像中國有這麼多的代駕和這麼多

的主播，而且它是近幾年才衍生出來的

新興行業。”

人物成型後，演員的選擇成為另壹

個關鍵要素，申奧並沒有直奔名氣加身

的壹線演員，也沒有追求流量藝人，而

是啟用最適合人物的演員。選擇大鵬和

柳巖是因為他們“身上的生命力”，

“我在采訪女主播，包括代駕師傅的時

候，我覺得他們都有壹種很蓬勃的生命

力，就是非常努力地生長，努力地拼搏

和生存。在他們身上有好多跟角色契合

的地方。”

大鵬和柳巖的表現沒有讓申奧失望

，而且產生了超出期望的化學反應，甚

至改變了電影原本的氣質。“兩位演員

進來了以後，包括另外壹位演員張子賢

，我不得不往喜劇的方向去做，那是壹

股浪潮在吹著我走。”影片最後由黑色

犯罪類型變成喜劇類型，這種轉變並非

刻意而是自然形成的。所有演員都在無

形中完成了喜劇表演，柳巖稱之為

“不擰巴的喜劇”。

申奧定義這種喜劇為“自然”，

“所有的喜劇梗都是會發生的，我不

是為了搞笑才去寫，才去這麼演。所

有的人都在很認真地、執著地做自己

的事情，但他們形成的化學反應是非

常好笑的。”

這種質感的喜劇也正是寧浩的風

格，面對“很像”寧浩的聲音，申奧有

自己的理解，“拍電影、寫劇本他是我

的師傅，徒弟像師傅這個是無可厚非的

。但其實《受益人》非常不‘寧浩’，

只是視聽語言，包括壹些審美趣味跟寧

浩很接近。但最核心的主題不是寧浩電

影裏會出現的主題，寧浩導演的作者性

跟我的作者性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作者性

。在我所有的創作中，我都非常重視情

感，其實跟他是不壹樣的。”

演技突破 大鵬體驗“表演開竅”

在電影中，大鵬和柳巖呈現出相反

卻又相生的表演方式，前者設計角色、

變成角色，後者本色出演、自然流露，

合作多年的默契讓兩人能在表演上時刻

保持在統壹頻率。對於角色塑造，申奧

對大鵬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找到適合

自己的表演方法，壹種具體的方法”，

為此大鵬在吳海身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我們真的經過了計算、彩排、造型

研究以及導演指導，包括我長時間地找

尋我在這個戲裏的樣貌，甚至氣質我都

希望能夠因此而轉變。”

為了更貼近角色，大鵬做了很多

“設計”，體型胖了壹些、有些駝背、

眼神呆滯，每次造型結束後，他會去重

慶街頭走來走去，甚至做到了連導演都

認不出的效果。

經過本次出演，大鵬直言“表演開

竅”了，其中壹場吳海哭的重頭戲，

“我壹直在醞釀，我從化妝的時候就在

想待會怎麼辦。”然而劇組的生日驚喜

打斷了準備好的情緒，“（吃完飯）返

回去演那個戲，我突然發現，我所有的

準備都無效了、忘掉了，我的武器已經

拿不出來了。”但正是這次打斷，讓大

鵬毫無準備地表演成功詮釋出人物的高

光時刻，“我突然壹下子就站那兒慌神

了，劇本裏其實沒有那句詞，我拽著大

家說‘她是我老婆，妳們看啊，這個女

的是我老婆’，劇本裏只是站在那兒感

動，哭，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站在那

兒（那樣表演），變成了壹次非常成功

的表演體驗。”

回想整個表演，大鵬感慨“在這個

戲裏，很多時刻，都對了。”

本色出演 柳巖與角色人戲難分

相較於大鵬的“設計”，柳巖則是

分不清是演角色還是演自己，大鵬評價

柳巖的表演是“純不演”，同時誇贊演

技，“最高的境界就是演了跟沒演壹樣

。”柳巖也坦言“私底下真的比較像嶽

渺渺”。戲裏戲外，柳巖都與主播有關

聯，她希望觀眾看完電影後能關註到主

播的多方面，少壹些偏見。為了演好角

色，柳巖“做了很大的妥協”，“就是

放棄我的審美，這個網絡主播為什麼不

紅，她的審美肯定有問題。”所以柳巖

在片中很多時候的裝扮都非常浮誇。

除了做出妥協，柳巖也做了很多突

破，包括吃辣椒和直播卸妝。吃辣椒的

片段更是把柳巖看哭，“那個辣椒裏面

我還加了化工的芥末，這樣眼淚才會有

直接噴出來的效果。”面對“吃的是甜

椒”“不敬業”的質疑，柳巖回擊“就

是真的辣椒”，更發出疑問，“我壹定

要在妳面前吃朝天椒才叫敬業嗎？”

全片最讓人意外的段落是柳巖對著

直播鏡頭卸妝，對此柳巖也是大呼“殘

忍”，“這是非常殘忍的，壹層壹層把

假睫毛撕掉，把假發摘掉，把妝擦掉。”

對於卸妝這場戲，申奧解釋是劇情情感

發展的結果，“不能說我為了這個（卸

妝）而去寫這麼壹場戲，那場戲就會變

得很單薄。當電影到那兒的時候，她該

做這個事情，人物會帶著劇情走。”

柳巖用“50%的本色表演和50%的演

技”完成了角色，她直言非常喜歡《受

益人》，“它是壹個非常接地氣，非常

能夠深入人心，讓妳進行生活思考的電

影。”

方言魅力 重慶話與湖南塑料普通話

的碰撞

電影全片使用方言，其中大鵬說的

是重慶方言，柳巖說的是湖南塑料普通

話。申奧與方言結緣是因為《瘋狂的石

頭》， “我第壹次看到《瘋狂的石頭》

印象太深刻了，從來沒想過電影可以用

另外壹種語言來說，當我看到它在銀幕

裏呈現出來的魅力和喜感時，我整個被

吸進去了。”

說重慶話成為“東北人”大鵬的壹

大挑戰，“重慶話對我確實有很大的難

度，很早的時候拿到劇本，劇組有壹個

老師，把全部的內容進行錄音，我每天

聽，做什麼都要聽，跑步聽，睡覺也聽

，然後標在劇本上。”每天不停地聽加

上拍攝時不停地說，大鵬從壹開始只能

按劇本走到可以現場即興發揮加詞，用

了壹個多月的時間，“那段時間是著魔

的，我自己做夢，夢裏不管是中國人還

是外國人，說的都是重慶話。”原本大

鵬只要實現川渝地區以外的人聽不出來

對錯，最後變成川渝地區的人也能接受。

起初，柳巖也要求說重慶話，但最後

申奧選擇讓她說湖南塑料普通話，“導演

聽了我的湖南塑料普通話之後，覺得非常

對，就讓我完全放棄講重慶話。”

不論是柳巖還是大鵬都借語言找到了

表演支點，“語言會讓妳更相信妳的人

物和角色。”

當下電影市場“捉摸不定”，橫生

“爆款”現象不斷，但大多數影片都逃

不過“坐冷板凳”的命運。作為新生導

演，申奧面對即將到來的市場考驗並不

擔憂，“它是個好電影，不是壹部糟糕

的電影，所以我不太擔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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