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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administration heads to court
to block release of Bolton memoir

(Reuters) -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heading to court on Friday afternoon to
urge a federal judge to block the publication
of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hn
Bolton’s memoir.

second term.
Trump tweeted on Thursday that the
book was “a compilation of lies and
made up stories,” which could undermine the argument that publication
could pose a threat.

FILE PHOTO: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hn Bolton listens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olds a Cabinet meet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April 9, 2018.
REUTERS/Kevin Lamarque
U.S. District Judge Royce Lamberth in
Washington will consider the government’s
emergency motion for a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and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to stop
the memoir’s release, because it contained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could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The government supported
its argument with filings from
several senior intelligence
officials who said publishing would damage national
security.
Simon & Schuster, Bolton’s publisher,
has rejected the government’s accusations, and lawyers for Bolton said
more than 200,000 copies of the book
have already been distributed.

Several excerpts have already been released
from the book,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 which is
scheduled for release on Tuesday.
The book has drawn attention for its withering portrayal of Trump, including alleged improprieties
far more extensive than the accusations underlying the
president’s impeachment trial, where he was acquitted in
February.
Bolton is a foreign policy hawk who was ousted last September after 17 months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 accused Trump in the memoir of exhibiting “fundamentally
unacceptable behavior” that erod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esidency, and being driven by his own political interests.
Bolton said Trump, who is seeking re-election on Nov. 3, once
explicitly sough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help to win a

Bolton’s lawyers also called an
injunction an illegal prior restraint,
citing the Supreme Court’s 1971 rejection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s bid to stop publication of
the Pentagon Papers, which detailed U.S.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Vietnam.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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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And
Votes
With arrangement assistance by
Congressman Al Green,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State Senator
Royce West. He represents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is challenging for
the current U.S. Senator seat. As an
African-American, Mr. West has been a
Texas Senator for the last twenty-six
years.
In the meeting, Senator West expressed
his worry and deep concern about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nation and how we can be united
together to fight for our future.

Chairman of the Southwest District
Kenneth Li and Attorney Dawn Lin were
among the meeting participant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a lot of
politicians have come to visit our
community, especially at election time.
They want to get financial support and
votes. This is normal, but after they get
elected, not too many of them come
back to us and listen to our problems.
We as an Asian minority group, we really
appreciate what the civil rights leader Dr.

Martin Luther King did it for us. He was
the one who fought for civil liberty and
equal rights for all. For so many reasons,
we have not reached that goal in our
society. So today we are witnessing
racial unrest and social injustice all over
the nation.
Today the U.S. Supreme Court ruling
declared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 decision to end the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program, known as

DACA, was “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and therefore violated federal law. We
hope all these young men and women
will now stay in America and become
outstanding citizens.
The November election is coming up.
We urge everyone to use your vote
wisely because this is our future and our
nation’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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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Safe!											Wear Mask!

U.S. Supreme Court Rules White House
Acted Illegally When It Ended DACA

(Photo A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In a Thursday decision,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violated federal law when it ended the Obama-era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program (DACA)
— upholding protections from deportation for roughly 649,000 unauthorized
immigrants in the U.S. The court, in a
5-4 vote, rejected Trump’s effort to end
legal protections for 650,000 young immigrants, a rebuke to the president in the
midst of his reelection campaign.
Why it matters: It’s an unexpected
victory for immigration activists. In the
opinion,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who
sided with the liberal justices, wrote that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s
(DHS) decision to rescind DACA in the
fall of 2017 was “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Between the lin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legal authority to end
DACA, but the court found that the way
it rescinded the program in 2017 violated
federal law.
• “The dispute before the Court is not
whether DHS may rescind DACA. All
parties agree that it may. The dispute is
instead primarily about the procedure
the agency followed in doing so,” Justice
Roberts wrote in the opinion.

• Justice Roberts also wrote that DHS
did not properly consider “what if anything to do about the hardship to DACA
recipients” if the program were to be terminated.

ican Economy. These industries have
become crucial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ow we got here: Then-Attorney General Jeff Sessions rescinded DACA in
the fall of 2017, which kicked off a long
process of lawsuits and federal court
decisions leading to the Supreme Court
taking up the case in November of 2019.

`What they’re saying: Trump tweeted
on Thursday, “These horrible & politically charged decisions coming out of
the Supreme Court are shotgun blasts
into the face of people that are proud to
call themselves Republicans or Conservatives. We need more Justices or we
will lose our 2nd Amendment & everything else. Vote Trump 2020!”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Photo: Jahi Chikwendiu/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By the numbers: DACA recipients were
brought to the U.S. illegally as children
— under 16 years of age — and many
have grown up in the country.
• Most are in their 20s and early 30s.
Nearly half of DACA recipients are 26
years or older, according to data by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 45% of active DACA recipients were
living in California and Texas as of the
end of 2019.
• Top industries for immigrants who are
eligible for the DACA program (but not
necessarily actively enrolled) include
food services, grocery stores and hospitals, according to analysis by New Amer-

The outcome of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on DACA seems certain to elevate
the issue in Trump’s campaign, given the
anti-immigrant rhetoric of his first presidential run in 2016 and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his administration has imposed
since then. The justices rejected administration arguments that the 8-year-old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Program is illegal and that courts have
no role to play in reviewing the decision
to end DACA.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wrote for
the cour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ursue the end of the program properly.
“We do not decide whether DACA or its
rescission are sound policies,” Roberts
wrote. “We address only whether the
agency complied with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 that it provide a reasoned
explanation for its action. Here the agency failed to consider the conspicuous issues of whether to retain forbearance and

what if anything to do about the hardship
to DACA recipients.”
Reaction to the news was immediate
on social media, including from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hose administration authored the program.
-----------------------------------------------Barack Obama
@BarackObama
Eight years ago this week,
we protected young people who were
raised as part of our American family
from deportation. Today, I’m happy for
them, their families, and all of us. We
may look different and come from everywhere, but what makes us American
are our shared ideals…
186K 10:23 AM - Jun 18, 2020
Twitter Ads info and privacy 37.5K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In his dissent in the SCOTUS DACA
case Justice Thomas says The decision is
“An effort to avoid a politically controversial but legally correct decision.” Justice Clarence Thomas also filed an opinion, concurring and dissenting in part,
joined by Justices Samuel Alito and Neil
Gorsuch. Justice Brett Kavanaugh filed
an opinion concurring and dissenting in
part. Roberts was joined in the opinion
by Justices Ruth Bader Ginsburg, Stephen Breyer and Elena Kagan. Justice
Sonia Sotomayor joined the majority in
all but one part, and filed an opinion as
well.
The DACA program grew out of an impasse over a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bill between Congress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 2012. President Barack
Obama decided to formally protect people from deportation while also allowing them to work legally in the U.S. But
Trump made tough talk on immigration
a central part of his campaign and less
than eight months after taking office, he
announced in September 2017 that he
would end DACA. Immigrants, civil
rights groups, universities and Democratic-led states quickly sued, and courts
put the administration’s plan on hold.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as continued to process two-year

DACA renewals so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ACA recipients have protections stretching beyond the election
and even into 2022.

Justice Clarence Thomas also filed an
opinion, concurring and dissenting in
part, joined by Justices Samuel Alito
and Neil Gorsuch. Justice Brett Kavanaugh filed an opinion concurring and
dissenting in part. The high court heard
arguments last fall. The program grew
out of an impasse over a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bill between Congress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 2012. President Barack Obama decided to formally
protect people from deportation while
also allowing them to work legally in
the U.S. The Supreme Court fight over
DACA played out in a kind of legal slow
motion. The administration first wanted
the justices to hear and decide the case
by June 2018. The justices said no. The
Justice Department returned to the court
later in 2018, but the justices did nothing for more than seven months before
agreeing a year ago to hear arguments.
Those took place in November and more
than seven months elapsed before the
court’s decision.
Thursday’s ruling was the second time
in two years that Roberts and the liberal
justices faulted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
way it went about a policy change. Last
year, the court forc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back off a citizenship question on the
2020 census. (Courtesy ajc.com and Associate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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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line up outside Kentucky Career Center prior to its opening to find assistance with their unemployment claims in Frankfort, Kentucky. REUTERS/
Bryan Woolston

A rainbow appears behind the Lincoln Memorial as Lisa Fitzpatrick prepares to begin her day, coincidentally
Juneteenth — the day celebrating Lincoln’s emancip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slaves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with a sunrise walk in...MORE

A boy interacts with his horse before competing in a local show jumping that resumed after
Palestinians eased the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in Gaza City. REUTERS/Suhaib Salem

Army officers salute to pay tribute to Sunil Kumar, an Indian soldier who was killed in a border
clash with Chinese troops in Ladakh region, before his cremation in Maner, in the eastern state
of Bihar, India. REUTERS/Stringer

A child walks by newly painted George Floyd graffiti at the Cal Anderson Park Reflecting
Pool as protesters against racial inequality occupy space at the CHOP area near the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s East Precinct in Seattle, Washington...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gestures as he meets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at
Downing Street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Hannah McKay/Pool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amp outside the BOK Center, the venue for his upcoming
rally, in Tulsa, Oklahoma. REUTERS/Lawrence Bryant

An Indian Army convoy moves along a highway leading to Ladakh, at Gagangeer in
Kashmir’s Ganderbal district. REUTERS/Danish Is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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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ntact Tracing – Can It Work In America?

KEY POINTS
High caseloads, low testing, and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government authority
could pose serious challenges for successful efforts to track and contain coronavirus cas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Dozens of states across the US are
pinning their hopes on contact tracing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and enable regions to reopen
without sparking major resurgences
of the outbreak. Alaska, California,
Massachusetts, New York, and others
are collectively hiring and train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o interview
infected patients, identify people they
may have exposed, and convince everyone at risk to stay away from others
for several weeks. Contact tracing is
a proven tool in containing outbreaks
of highly infectious diseases. But this
particular virus could pos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racing programs in the
US, based on new studies and emerging
evidence from initial efforts. Stubbornly high new infection levels in some
areas, the continued shortage of tests,
and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privacy
could all hamst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programs.

rus is its potential to spread exponentially: absent containment measures, every
infected person on average will infect
two or three others, according to most
estimates (although some studies find
it could be higher). The goal of contact
tracing, as well as social distancing,
is to push down the number of people
each infected person infects, creating an
“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 or Re,
of 1 or less. At that point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is flat or falling. But contact
tracers have to reach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cases and contacts to really move
those numbers. A team in any given
region would have to detect at least half
of new symptomatic cases, and reach at
least half the people they we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and encourage them to stay
away from other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ransmission rate by 10% or more,
according to a new model.

Driving down infection rates
The chief challenge with this coronavi-

Amassing armies
The success of contact tracing will

depend on how big the teams are, how
many new cases develop, and how
readily people respond in any given
community. Reaching 90% of contacts,
for instance, will be especially difficult
in states and regions still grappling
with lots of new infections. Take
Massachusetts, which put to work a
1,000-person contact tracing task for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th. But new
confirmed cases in the state are still
generally exceeding 1,000 daily, and
nearly reached 1,700 on Thursday, so
every tracer on the team will need to
track down and convince some multiple
of that number to stay away from others
every day. NPR reported that 44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now plan
to bolster their contact tracing teams,
collectively increasing them from about
11,000 today to more than 66,000 in the
weeks ahead. But that’s likely not going
to be enough.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unty & City Health Officials
estimates that US tracing efforts will
require 30 professionals for every
100,000 people (or more than 98,000
people nationwide). Only seven states
have plans that would reach that target,
including California, New York, and
Illinois, NPR found. Only one, North
Dakota, meets it currently.

A bipartisan group of prominent health
experts and public officials called on
Congress to set up a 180,000-person
contact tracing workforce that would
cos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ome $12
billion.
Move fast and test things
The potential for people to spread the
disease before displaying symptoms
also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tests much more widely available. Given the shortages of supplies,
protective equipment, trained personnel,

and processing capacity, many regions
are still offering tests only for people
who have symptoms or are frontline
health workers.
Last month, researchers at the Harvard
Global Health Institute estimated that
the US would need to conduct at least
half a million tests per day to capture asymptomatic cases and safely reopen the
economy. Now they think that figure is
closer to 900,000. Meanwhile, the daily
average over the last week has been
about a third of that level, according to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The American psyche
Successful contact tracing efforts also
require people to accept calls and
heed advice from complete strangers.
Unfortunately, years of robocalls and
telemarketing have conditioned many
Americans to ignore calls from numbers
they don’t recognize. Jana De Brauwere,
a program manager with the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who is working
with the city’s contact tracing task force,
says that at least half the people she
calls simply don’t answer. Others hang
up once she starts asking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like addresses and dates
of birth. UCSF’s Rutherford has said
there’s an added challenge for regions
with large populations of immigrants or
undocumented residents, where people
may be fearful of interacting or sharing
information with public officials. San
Francisco’s contact tracers are finding
that about 40% of potentially exposed
contacts are Spanish-only speakers,
many of them in crowded living situations. Even if contacts do take the call
and stay on the line, there’s the separat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y’ll follow the
advice to get tested or voluntarily place
themselves in quara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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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eople can’t afford that, and some
will fear losing their jobs. So if we expect people to comply, we may have to
provide additional incentives, including
money to pay their bills, he says.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to suspect these requests won’t go over well among certain
people and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nation,
particularly as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dangerousness of the disease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becomes increasingly politicized.
Americans have already defied the orders of health officials in several prominent incidents, including assaults on
store workers who asked people to wear
masks, armed demonstrators protesting
stay-at-home restrictions, and businesses that have reopened before their local
government gave the go-ahead. Public
health orders work only when there’s a
public that will abide by them. (Courtesy technologyreview.com)

副刊

别让这三个行为，暴露了你的情商
有一句话是：情商高不一定会让
你成功，但情商低一定会让你失败。
其实，我 20 岁开始接触很多行业
的实习，到 24 岁进入体制，在到 30 岁
出来，也算是半个创业者，看到过太
多优秀的人被情商绊脚，也看到过很
多人可能专业技术平平，但因为情商
而添砖加瓦，甚至平步青云。
情商是一个优秀职场人最重要的
能力之一，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如何
让自己情商在线。
不要去随便破坏规则，哪怕你具
有不可替代
说一件事，前段时间，我朋友 Judy 把他们单位一个搞技术的还算资深
的 骨 干 员 工 给 开 除 了 。 Judy 说 ， 那 感
觉就是自己断了条手。
为什么开除？
上班迟到，经常中途出去溜达，
纪律性非常不强。
是不是看上去没那么无关紧要，
有人会质疑，把工作做完就完事了，
怎么还整起考核来了。
从管理学上说，一个企业如果超
过 20 人，那么必须建立一套足够完整
的管理体系。因为你要共同向前，所
以你要齐心协力。
最重要的是，不能双标。
单位 HR 无数次提醒他，但他就是
一副老子天下第一，非我不可的样子
。 其 实 ， Judy 也 是 很 为 难 。 她 从 小 到
大的毛病就是太重情，于是说不出口
。
但慢慢地，Judy 发现，她的 HR 越
来越难管理其他人，甚至有人明里暗
里说，公司为什么待人双标，大家都
是员工，薪水上有差异可以是岗位的
差异，但管理上这样做，就显得有点
过分了。
甚至这期间，已经开始有员工有
了辞职的念头。Judy 几乎是连夜和 HR
说，第二天必须要开掉这个员工。
这个员工彻底蒙圈了，他大概也
没想到，老板真的下狠心不要他了。
Judy 告 诉 他 ： 你 确 实 很 优 秀 ， 实
话说，你走了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很大
的损失，但你不走，可能损失会更大
。我开除你的最大原因是，你挑战了
单位的规则，这会让别人也来挑战，
当所有人都来挑战，那么就是我关门
的时候了。
回过头来看这个被开除的员工，

他最大的
错是：过
于自信，
随意挑战
规则。
有一种
员工往往
极具才华
，恃才傲
物，但你
要知道，
从你进入
单位的那
一刻起，
至少你认
同了单位
的规则和
价值观。
你要去
放飞自我
的地方可
以去，但
你落在了
需要中规
中矩做事
的地方，
别试图拿
情怀来破
原则。
只有两
条路，要
么遵守，
要么滚。
拒绝要学会分类，是闯职场的最大技
巧
曾经有个读者说，我记得你说职
场要学会拒绝，我那天确实很忙，所
以拒绝了直接领导的任务，结果直接
领导给他穿了小鞋，让我走人了。
我想说，拒绝也是有方法的，也
是分人的。
所谓方法，是要学会诚恳地把你
自己的理由说出来，或者你不愿意的
地方告诉对方。
“我现在手头还有哪些哪些工作
，可能没办法帮你。”
“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我也有
什么什么事情要做”
这两句话，跟“我没时间”，最
后的结果是一样的。但过程和方式的
不同，却让你收到的是，截然不同的
对待。

前者会让人觉得你很礼貌，也很
有原则，哪怕心里有异样，也服气你
的拒绝。至于后者会让别人觉得你简
单而粗暴。
至于分人，如果是在公司，你直
接上司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是不能随
便拒绝的，除非你断定你手上的工作
，比他布置给你的还要重要；以及大
Boss 的 也 是 不 能 拒 绝 的 ， 这 个 大 多 数
都 是 不 会 拒 绝 吧 ， 大 boss 给 你 的 活 你
还是欣然接受吧，就算跟你直接上司
的 工 作 有 冲 突 ， 也 可 以 先 做 大 boss 的
，毕竟大 boss 是那个有决定权的人。
保持微笑，也保持愤怒，不做职场老
好人
职场中最好的状态是，保持微笑
，也保持愤怒。前者是你的友好，后
者是你的原则。
有人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常常微

笑，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好说话。
我想说，好说话不是什么缺点，
最怕的是没有存在感。
好说话的人，如果再有原则一点
，在职场是很讨喜的。
好说话，会让你在职场枝叶散开
，行走自如；有原则，会帮你去掉周
围那些因为你好说话而想利用你弱点
的人。
这会保证你在职场有足够的空间
和时间做好自己的事情。
职场老好人是每个年轻人一定要
防止自己掉进去的“坑”。
不要说谎。要学会实事求是说话
，实事求是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因
为说谎，而用很多个谎言圆谎；
不要在同事犯错，老板询问的时
候，故意隐瞒。老板不会无缘无故怀
疑一个人，而那个同事以后可能成为

不了你的同事，而老板还是你的老板
。
不要没事就做业务以外的事情，
除非是直接上司或老板给你的。因为
你知道，当杂事占用了太多的时间，
是不会给你加分的。你未来的升职晋
升，两个人握着主要的命脉，一个是
老板，一个是直接上司。
最后，顺便说一句，大多数老板
并不会给老好人太多的空间。
职场的情商，说到底，是为了让
自己过得更加舒服和从容。
最聪明的人，一定时刻知道，一
是不给单位添堵，二是不给自己添堵
。不添堵的你，职场总是能为你开路
的，今日明天都是如此。
愿我们都能勇敢而自如地活在职
场，活得不必太惊喜，只要精彩就足
够。

美國風俗
星期六

2020年6月20日

Saturday, June 20, 2020

C5

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多浪费资源？
美国确实是非常浪费的国家，这和
他们能源价格的过度低廉有关。 以加
州为例，加州的居民用电平均电费是
15.34¢/kWh，折成人民币差不多才一元
上下一度电，夜间谷峰电价就更低，家
里不管白天黑夜照明和一些家电常年不
关确实是当地人生活的常态。如此大的
能源浪费也催生了巨大的节能市场，像
Nest 这样小小的家庭能源管理公司就被
谷歌以 32 亿美元收购。 不关灯只是能
源浪费的一隅，我们可以通过美国人的
日常生活，透视出背后因为低廉的能源
价格形成的整套高能耗生产体系。
在旧金山硅谷一带，随处可见大片
绿化：
但细心的同学应该发现了，旧金山
是地中海气候，年平均降雨量才 4.49 英
寸，而耐热耐旱的棕榈树也是加州的一
大标志性景观，怎么会随处可见这么多
热带的宽叶植物？
答案当然不是这些植物自己长出来
的，而是大量的喷淋系统每天不断地对这
些植物进行喷淋的结果。从这张在棕榈大
道对斯坦福的俯拍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斯
坦福校园的棕榈大道周边到斯坦福的校园
内部都是拥有非常好的绿化，但斯坦福背
后的山上却像沙漠一样，零零星星长一点
矮小的灌木。其实后面，才是旧金山无人
打理的自然景观的常态：
加州是极度缺水的一个州，甚至有
一首歌的歌名就叫“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加州需要从周边
的州（比如内华达州）购买大量水，通
过水渠运输过来。 但加州的气候非常
适合植物生长，加州有充裕的阳光，稳
定的气候，只是缺水。得益于加州的气
候，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艺术廊和
植 物 园 （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就拥
有极其大量的奇花异草，其中山茶花就
有超过 1200 种，而里面也有各种不同风
格的人造园林，当然都是依赖人工灌溉
。其中一个沙漠植物园林就在室外放着
也打理得很好，可见洛杉矶自身的气候
其实是很适合沙漠植物生长的。
从其他州引来的水这些水除了日常
居民用水、绿化灌溉以外，还有一大用
途 —— 农 业 。 加 州 的 中 央 山 谷 （Central Valley）是世界一大粮食产地之一
，加州有充裕的阳光，稳定的气候，非
常适合粮食生产，但是就是没有水。于
是加州在 1945 年建成了一个超级水坝
——沙斯塔坝（Shasta dam ），沙斯塔
坝的蓄水顺着萨拉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连接 20 多个水坝、水库和数条
水渠，硬生生地将水输送到了这片 4200
平方英里的中央山谷，形成了一个人造
的大粮仓。
美国的农业生产是十分工业化的，
从中央山谷的农业可以一睹，大量的农
业机械应用在农业生产里。大量片的土
地和高效的工业化作业让这片土地每年
产出大量粮食。而番茄就是其中一个典
型的作物。但这样的生产模式是极其耗
费能源的，需要完全通过人工来引水灌
溉、施工业肥、利用飞机进行农药喷洒
等。但由于工业化的规模化生产和低廉
的能源价格，但如此大费周章生产出来
的农作物其实值不了几个钱，在商场里
面里面也可以看到农产品的价格其实非
常低，且分量很大。也常常会发现牛奶
的价格常常低于同体积的饮用水价格。
边上的内华达州的 Reno 市就会每年举
办番茄大战（La Tomatina），这些番茄
都来自中央山谷农场，而我之前的一篇
回答里面则推荐了一部纪录片叫《透视
美国》American Revealed，这部纪录片
就以中央山谷为其中一个例子，讲述了
美国的农业。
工业化的规模化生产和低廉的能源
价格让美国的商品经济极其发达。如此
丰富的粮食产量也让严重粮食浪费成为
了美国的常态。大家对美国最大的线下
零售商沃尔玛的购物模式——仓储式商
场购物模式应该不陌生。美国的超市几

乎都是清一色是仓储式商场，
一 个 沃 尔 玛 Neighborhood Markets 里面就有超过 29 万种品类
的商品，而最小规模的
Wal-Mart Discount Stores 也 有
超过 12 万种品类的商品在里面
（ 数 据 来 源 ： Our Retail Divisions）。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
曾经在他的书《我们的选择》
（ Our choice-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 里 面 抱 怨 过
这件事，他认为美国超市的商
品品类已经到多了一种荒唐的
地步。
这些商场中大量商品都是
保质期不超过三天的食物，这
些食物往往极其便宜，沃尔玛
是拿极少甚至是不拿利润的。
因为便宜的食物是客户的刚需
，这些食物会引来大量客流，
沃尔玛则通过客户对其他品类
商品的购买实现盈利。而这些
食物在过期之后会被严格处理
掉。在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甚
至有更严格的规定规定：食物
在完成加工后温度下降到一定度数，或
者超过了一定时间，不管顾客有没有吃
完，都要换新的。不难想象上个世纪叶
利钦访问美国，没有被美国的高楼大厦
和自由女神像所震撼，却因为参观了一
个小小的超市而抱头痛哭。
工业化生产和低廉的能源价格让美
国的食品价格定价非常畸形。这也是美
国大量浪费食物和肥胖的原因。在美国
可以看到最便宜的食品几乎都是高油、
高糖、高脂的食物，比如 Pizza、炸鸡、
汉堡、甜点等但我们知道生产出同样重
量的肉类从能量角度上来说是需要消耗
6 到 10 倍的植物，生产一磅（0.9 斤）的
牛肉则需要 1669 升的水和 20 磅的谷物
。极度依赖肉类的饮食结构其实是一种
非常浪费的消费方式，美国畸形的定价
模式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浪费。在美国
甚至可以通过身材大致区分出一个人所
在的阶级。不少身材极度肥胖的人多半
是穷人，因为垃圾食品是最便宜的。而
有机蔬菜贵，富人也会更常去健身房锻
炼，所以身材好的一般经济状况都不会
太差。
另一个导致美国人均能耗高的原因
来自于美国的居住环境。美国地广人稀
，很对地方没有汽车相当于是半个残疾
。上个世纪美国利用高速公路打通各大
城市之后成功实现了又一次经济腾飞，
而美国的人均通勤距离也比其他国家长
很多。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非常低的
车辆价格和汽油价格让汽车成了美国家
庭的标配。一个美国家庭常常会拥有 2
台或以上的车，因为美国人出门常常不
和别人一起和乘坐一台汽车。 洛杉矶
拥有非常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和很宽的
马路，但洛杉矶的高速公路却常年拥堵
，因为人均汽车保有量实在太高，而且
大部分人是一人开一辆。导致上路的机
动车辆非常惊人，当然也带来了很高的
个人能耗。Uber 模式在美国也有很高的
环保意义。
美国的机动车油耗和马力也往往很
大，除了美国人喜欢开卡车（Truck）
这种非常耗油的车辆以外。评论中@谢
苇 对美国人为什么喜欢开大车总结得
很到位:
美国人喜欢开大排量的车因为本身
爱开大车（装载力强，方便大宗购物）
，爱开重车（更安全），爱开高车（视
野好）…说白了就是，因为一辆车的排
量大，除了油耗是缺点其他基本都是优
点。而美帝油便宜，绝大部分人买车都
不怎么考虑大排量的负面效果——中国
的油要是价格降一半，买大排量的也会
多很多。
因为地广人稀，所以大车在购物上
会很有优势。另外美国人也喜欢出游，
大车方便拖挂其他物件，比如房车、小
船、野餐工具等。因此大车有很高的普

及率，当然作为居民把大车用来装载物
品的时候是少数，平时能用大车来通勤
也和他们油价低有关，加上一般喜欢一
人开一辆，这也是美国人均能耗很高的
原因之一。
另外一些小细节：在加州会发现即
使拥有充裕的阳光，还是没有人会晾晒
自己的衣物，而是家家户户都使用烘干
机。一方面是由于习惯原因，另一方面
是因为晾晒衣物是犯法的。在美国的许
多地方，有一种没有正式立法的禁令，
叫做“晒衣绳禁令”（听说加州已经在
干预这条禁令）。由于晾晒衣物会影响
美观，导致房地产商没办法把房子卖个
好价钱，不少社区禁止居民晾晒衣物，
这个事情也引起了环保人士的抗议。
美国人的浪费主要来源于便宜的能
源和成熟的工业化生产（当然也包括很
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产品），工业化
产品的价格都很便宜（包括汽车、电子
产品），导致浪费现象严重。但由于人
力成本很高，所以只要涉及到人工的都
会有很高的价格。Uber 大力发展无人驾
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机支出占成本
中的比重太大。而家里水管坏了，替换
的零部件是很便宜的，但水管工过来帮
你诊断什么问题，即使最后水管工修不
好，也要收取一笔远高于零部件的人力
费用。这也是工业自动化程度变高的一
个结果：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定制产品
价格昂贵。
但即使不少美国人过着能耗很高的
生活，也不能直接给全美国人贴上这个
标签。美国大部分人是住在房屋
（House）里面，拥有很丰富的屋顶太
阳能资源。曾经和一个康奈尔的教授在
伊萨卡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住的社区家
家户户都在屋顶铺设的太阳能板，光伏
用于发电，光热用于供暖。整个社区可
以能源自给自足，发电高峰时还能卖电
回电网。由于那个教授是研究环境的，
所以厕所还装了粪便回收系统用于制作
农业肥料。旁边的房子甚至还装有室内
外热交换系统，保持房屋冬暖夏凉，降
低能耗。而小小的社区边上就是大面积
光伏板，而车库中也偶尔能见到 Model
S 的身影。
整个社区也一起外包了附近的农场
给一个公司运营，公司每天会打理好农
场然后将当天的时令蔬菜采摘好放到一
个小房子里，社区的人每个人当天去领
回自己当天的那一份，领多少全凭信用
。各个户主会和公司签订合约，以年或
季度以固定价格售卖蔬菜。这样的生产
方式极大减去了生产的运输和能耗成本
，这样的生活方式能耗毫无疑问是非常
低的。但这样的方式也决定了社区的人
们的蔬菜供应很依赖气候和时令，自家
菜谱也要根据时令制定。但大家都觉得
没什么，反而觉得这样自然健康。而和

教授一起住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素食比例
很大，我特意询问了是大部分人的饮食
习惯都这样吗？他们说不是的，只有这
个社区注重环保的人才会有这么高的素
食比例。
总体来说，美国还是一个浪费的国
家。但要澄清的是浪费是一个度的问题
，这里指的浪费是指过度生产，生产出
来的产品已经具有很低甚至不具有边际
收益了（比如加州番茄多到只能烂掉或
者拿来玩）。为了“节约”而降低生活
品质是不实际也不是我所提倡的。
但美国也是一个极度分化的国家，
美国的科技水平足够在不降低生活质量
的前提下，有能力构建起极为高效、环
保、甚至具有经济盈利能力的生产系统
（比如之前提到的社区），但由于没有
迫切需要，这种系统只存在于部分有社
会责任感或者生活富足人士的家园中。
大部分人不关心，也没必要去考虑是否
浪费，而整个社会定价系统也是不鼓励
，甚至是打压节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同时看到资源的大量挥霍，和全
球最前沿的环保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
的创新。
洛杉矶去年大旱，然后 LADWP(差
不多等于洛杉矶的水利电力局？)说要
限制用水量，我本来做好偶尔停水的准
备，还计划去超市买点纯净水备用，结
果最后给出的措施是建议一周只浇草坪
3 天……
好像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哈佛大学
的图书馆凌晨四点灯火通明，说美国学
生有多么刻苦。
去了才知道为毛“哈佛凌晨四点灯
火通明”。
嗯，不止哈佛。
偏远景区人迹罕至的公厕也是凌晨
四点灯火通明。。。大白天的也亮着。
。。
他们不关灯。
今天去别的老师的教室上课，她要
早走，嘱咐我最后关门。 我说好，关
门关灯关电扇。 她说千万别，把所有
灯、电扇都开着。
大白天的，我看着这诺大教室的 N
盏灯和电扇，忍了。默默说好。
在一线的感触就是，深深的无力感
。
你说商业区公共路灯 24 小时通明防
盗也就算了，说美国人怕热开着空调裹
棉被也认了，说刺激消费带动内需也忍
了。 但这是水啊！！这是一个美国小
学的日常啊！
再多说一句，就是美国的邮政系统
之发达！在中国邮政基本都变为寄包裹
的公司的时候，我去美国邮局经常都看
到好多人寄信（虽然我也喜欢手写的质
感）！然而，其实我觉得邮局更多人是
在忙着为腐朽的资本主义进行着老旧的

商业宣传。
我家邮箱每天收到的广告邮件，简
直是比我的 email 的垃圾邮件还多。有
附近餐馆的广告，有你在某网站购物之
后给你定期寄来的促销手册，有房地产
广告，慈善广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其中不得不点名拿出来说的是叫你
开信用卡的信。美国的信用卡公司会不
知道在哪儿搞到你的地址，你的信用记
录，你的各种信息，觉得你符合资格就
会给你寄叫你开卡的信（一般都会有可
观的开卡奖励）。在茫茫多银行的开卡
信中，摩根大通 Chase 简直是舍得下血
本。每次都是精装的信封，厚厚的一叠
高分辨率打印的各种信用卡说明。关键
是！！每两天寄一封啊！！一模一样的
啊！！我真的扔了一年数不清的 Chase
的信，看着这么精致的信封和纸，瞄都
不瞄一眼就扔了，扔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最后终于去开了 Chase 的卡。我从未
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银行！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不要脸，事竟成。
偶尔还会有更高端的宣传书，真的
是书！
翻翻这些书，其实挺有设计感的，
字体、行距、留白、照片都处理得很精
美。然而，这 TM 户外用品我要用我自
己会去商店买啊，美国就你们几家品牌
，想买别的都买不到，有必要印这么厚
一本挨家挨户地发吗？
再来说说亚马逊。每次收到的包裹
都是箱中箱中箱中箱中箱中箱....拳头大
的东西却拿个超大的箱子装着寄来。每
每看到家里堆积成山的箱子，我都想着
这要是在国内，靠卖纸皮我都发了。就
更别提塑料袋随便扯，超级多的一次性
用品，商铺写字楼永远不灭灯。
以前在国内时，觉得说环保都是西
方发达国家提倡的，是挺时髦先进的事
情。来了美国以后，麻痹原来这些环保
口号都是说给我们这些第三方发展国家
听的，自己来挥霍无度。
当年哥本哈根谈得剑拔弩张，但是
就我个人感觉，实际美帝人民只要在人
均能耗上能降低到中国平均水平，当年
那个会议就可以就地散会了。（非常不
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后来琢
磨了一下，原来是美国人把他们个人的
碳排放对比其他国家一个企业的碳排放
）
真是实在的资本主义国家。
任孟山教授在文中写道：“刚到美
国时，看见路灯在大白天全亮着，当时
想可能是今天忘了。后来发现，根本不
是忘了，而是天天如此。公寓楼、办公
楼里，一年四季中央空调大开，夏天冻
得人发抖，冬天热得满头大汗。超市的
塑料袋随便用，汽车没有小排量的……
让我不得不惊叹：美国真是个大国，浪
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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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練

體育設施重開 惟團體預訂需時
香港特區政府日前宣布各個戶外及室內體育設施將會全面重
開，香港體育界苦候多時終於有望重啟場地，不過有香港教練表
示場地的團體預訂一般要提早兩個月，意味着教練工作最快要到 8
月底才可以恢復正常。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 疫情前
疫情前，
，陳思駿主持青少年
足球培訓班。
足球培訓班
。
資料圖片
6
港府宣布戶外足球場及籃球場將於
月 20 日重開，而收費草地足球場

及籃球場則會於 6 月 22 日解封，不過青
訓教練陳思駿表示，場地解封並不代表
訓練工作可以立即恢復正常。他指出：
“以球會名義只可以預訂兩個月後的場
地，就算重開後我們立即預訂，最快也
只可以拿到 8 月底的場地，意味着將會
錯過暑期班這個黃金檔期。”

康文署稱未收正式指示
如果想要重開後兩個月內的場地，
陳思駿表示按慣例可以嘗試俗稱的“執
雞”，即是親身到訂場處看看近兩個月
有沒有未被預訂的空檔，不過他表示曾
致電香港康文署詢問有關詳情，卻未能
得到確切回覆：“我打過去康文署問，
對方說未收到正式指示，由於 6 月 20 日
是星期六辦公室放假，我們只能在下星

期 一 早 上 6、 7 點 去 排 隊 看 看 能 不 能
‘執雞’拿到暑假期間的場地。”

需與
“炒場黨”
競爭
縱使暑假場地有空檔提供預訂，並
不代表一眾教練有場可練，嘗試“執
雞”的同時仍要面對“炒場黨”的競
爭。近年戶外石地場的炒價比正價高出
兩、三倍，而平日晚上的草地球場價錢
更高達800港元以上，非一般教練所
能負擔，陳思駿表示，現在只能
在每個月的20日一大早去訂場
處排隊與其他人“比早”
搶場，短期內要進行教
練工作仍要面對很多
困難，相信要到
8 至 9 月才有
望恢復正
常。

■ 九龍摩士公園游泳池
九龍摩士公園游泳池20
20日會重新開放
日會重新開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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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康樂設施周六重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
莉）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文署）17 日晚宣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更多的
康樂設施及場地將陸續重新開
放。
其中，免費康樂設施包括戶
外足球場、板球場、籃球場、排
球場、手球場、投球場、滾軸曲
棍球場、門球場以及收費康樂設
施包括草地足球場、棒球場、
欖球場、板球場、曲棍球
場、籃球場、排球場、
投球場、鯉魚門體育
館的散手訓練場與

北河街體育館的搏擊中心，將於6
月20日起重新開放。同日起，港
島區小西灣游泳池及九龍摩士公
園游泳池亦會重新開放。
市民可於 6 月 20 日開始，使
用康體通在網上、已重開場地及
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的康體通
預訂櫃枱及自助服務站預訂上述
重開的陸上收費康樂設施。
另外，康文署還將於 6 月 22
日起恢復草地滾球場、高爾夫球
發球練習場、運動攀登牆及水上
活動中心租艇服務的正常開放安
排，以及放寬舞蹈室/活動室的
限制設施使用人數。

■ 維園籃球場也將於 20 日重新向
公眾開放。
公眾開放
。
資料圖片
■ 香港維園足球場亦將於周六起重開
香港維園足球場亦將於周六起重開。
。

亞少賽抽籤 中日印沙特同組

職網全面重啟
中國賽 10 月舉行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黎永淦）
職業網壇將
於 8 月全面重
啟！在美網
宣布 8 月底如期舉行後，ATP 及 WTA 也
相繼落實了巡迴賽重啟時間。ATP 將於 8
月 14 日舉行華盛頓公開賽，WTA 則定於
8 月 3 日舉行意大利巴勒莫女子網球公開
賽。而中國網球公開賽會在 10 月 12 日揭
幕。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全球職業網壇自
3月起就一直停擺。8月前包括溫網在內的
所有職業賽事，都被取消或推遲。在美網
作出如期舉辦的決定後，ATP 和 WTA 也
相繼公布了臨時賽程安排。ATP 巡迴賽將
在 8 月 14 日於華盛頓正式開戰，緊接着將
是 ATP1000 辛辛那提大師賽，比賽將移
師到法拉盛公園舉辦。美網則在 8 月 31 日
至9月13日舉行。
美網結束後，世界網壇將會進入歐洲
紅土賽季，馬德里和羅馬兩站 ATP1000
大師賽將在 9 月舉行，法網的舉辦日期已
定於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1 日。值得注意的
是，這已經是法網第三次改期，這次的賽
事日程比往常更要多出一周時間。法網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第 19 屆亞少盃決賽
周 18 日完成分組抽籤，中國國少隊被抽入 D 組，同組球
隊有上屆盟主日本，以及沙特阿拉伯和印尼。
今屆亞少盃決賽周共有 16 支球隊參加，參賽球員必
須為 2004 年或以後出生。亞少盃前 4 名將直接晉身 2021
年在秘魯舉辦的U17世界盃。根據上一屆比賽成績，16支
參賽隊分為四個檔次。由於國少上一屆亞少盃在外圍賽就
已出局，所以只被列為第四檔球隊。東道主巴林、衛冕的
日本、塔吉克及韓國則同為第一檔次種子隊。
受疫情影響，亞洲足協沒有邀請任何球隊代表出席抽

結後，ATP 將在 7 月中旬公布可能進行的
亞洲賽季、歐洲室內賽季和年末的倫敦總
決賽的賽程安排。
WTA 的重啟時間會更早，WTA 巡迴
賽將會在 8 月 3 日於巴勒莫站開啟，這也
將是職業網壇正式重啟後的第一站賽事。
亞洲賽事方面，中國網球公開賽會在10月
12 日進行，隨後會是武漢及鄭州站的比
賽。11 月深圳年終總決賽和珠海精英賽將
先後舉行。廣州網球公開賽預計會是本賽
季 WTA 的最後一站賽事，將於 11 月 23 日
進行。

■ 帆船隊成員打撈海中的垃圾
帆船隊成員打撈海中的垃圾。
。

皮膚
疾病

吳沛桓
醫生助理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籤儀式，也婉拒了媒體採訪。亞洲足協只在抽籤結束後公
布具體分組。A 組包括巴林、朝鮮、伊朗、卡塔爾；B 組
塔吉克斯坦、阿曼、也門、阿聯酋；C 組韓國、澳洲、印
度、烏茲別克；D組日本、印尼、沙特及中國。
國少在前18屆亞少盃共14次亮相，於1992及2004兩
屆封王，1988、1990年和2002年則獲得3次季軍，惟上兩屆
都未能突破外圍賽。今屆國少在印尼舉辦的外圍賽G組取得
了3勝1和戰績，以小組首名出線，相隔6年再次獲得決賽周
資格。今屆決賽周原定於9月16日至10月3日在巴林進行，
但由於疫情影響，已推遲到11月25日至12月12日。

港帆船隊加入
“清潔海洋運動”

■ 日本名將大坂直美去年在中網女單奪
冠。
資料圖片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資料圖片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為對抗海洋塑膠污染問題，香港遊
艇會日前宣布其征戰“青年美洲盃帆船賽”的隊伍“RHKYC Team
Agiplast”與“清潔海洋運動”正式成為合作夥伴。
“清潔海洋運動”於 2017 年 2 月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啟動，目標
讓政府、普羅大眾以及私人企業一起為打擊海洋塑膠污染問題而出一分
力。過去五年，這個運動旨在針對即棄塑膠的生產及使用，以解決海洋垃
圾的根本問題。香港遊艇會一向正視海洋塑膠污染情況，更在 2016 年率
先牽頭禁止在會內使用即棄膠樽、膠袋及膠飲管。不論是培養明日帆船運
動之星抑或是達至可持續發展社會，香港遊艇會均不遺餘力，放眼未來。
作為“清潔海洋”的夥伴，香港遊艇會及“RHKYC Team Agiplast”亦承諾展開及舉行一系列活動，以宣傳“清潔海洋”及其價值、
教育大眾有關塑膠污染的問題所在，並會引用不同例子啟發大家思考，
正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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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夢想的哥哥”齊聚《天天向上》
張偉是“vocal 導師”，而王壹博則成為
“舞蹈導師”。
錄完首期之後，見識過各類不同綜
藝形態的天天兄弟不約而同地對執行制
片人趙雅婷表示“內心的沖擊很大”。
大張偉說:“他們就像是用看起來不靠譜
的樣子去認真地完成壹件事情。”汪涵
則坐在參與錄制的哥哥們的“金字塔”
座位中間，和他們聊演藝圈的人生百態
，關心他們每壹個人的練習成果。高天
鶴等人在錄制過程中也深受觸動:這個系
列的節目就好像是壹面鏡子，雖然是這
些哥哥們在參與錄制，但其實我們也在
他們身上看到了演藝圈大部分男藝人的
職業生涯，我們可能比大部分人都要幸
運，所以更要珍惜當下自己所擁有的壹
切。

《天天向上》近日正式開啟季度
特別企劃“追逐夢想的哥哥”。首期
節目於 6 月 14 日晚播出。據了解，該
系列共策劃播出 4 期，筷子兄弟(肖央
、王太利)、曾毅、陳誌朋、孫耀威、
胡兵、聶遠、羅中旭、印小天、黃格
選、張倫碩、敖犬、周藝軒、陳翔、
張遠、高瀚宇、魏巡、袁成傑，共 18

位哥哥在此集結，為完成曾經的舞臺 三季度開啟的全新特別企劃。制片人沈
欣為該系列命名，並用“追逐夢想的哥
夢想再出發。
哥，最是 閃 亮 ” 為 其 定 調 ， 旨 在 幫 助
首期錄制天天兄弟深受觸動
演藝圈 18 位超過 30 歲且有舞臺夢想的
自 2016 年以來，《天天向上》推出 男藝人實現曾經沒有完成的舞臺夢想
了如“夏日美食季”“中華美食地理” 。節目中，天天兄弟扮演不同角色，
“嗨唱季”等壹系列特別企劃。本次 汪涵為“主理人”，高天鶴為“主理
“追逐夢想的哥哥”是節目組於今年第 人助理”，錢楓是“心理導師”，大

展現 30+男藝人對舞臺的敬畏
對於節目創意，《天天向上》執行
制片人趙雅婷表示:“我想通過這個企劃
打造壹個勇敢又有情的節目。突出成熟
男藝人們那種心有猛虎、細嗅薔薇的動
容感是這個策劃的初衷。通過這些哥哥
們身上的逐夢故事給年輕人以向上奮進
的能量 。 ” 她 說 ， 整 個 系 列 錄 制 下 來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珍惜”這個詞
的意義。“曾經到達過高處的人，也有
重新出發的勇氣，相信節目播出後，年
輕的觀眾也壹定能感受到這股奮發的能
量”。
據透露，在做這個企劃時，很多在
演藝界很有地位的藝人都表現出了濃厚
的興趣。但是在找人時，導演組拒絕了
那些只是把這次節目當做壹個通告來跑
或者不願意配合訓練的藝人。如此高的

要求，只因不想將這次特別企劃變成壹
檔只追求綜藝效果的節目。趙雅婷表示:
“此次我們不只是想做那種大家笑壹笑
就過去了的綜藝效果，而是想用心、走
心地全方位展現男藝人對舞臺的敬畏。
夢想的實現可能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
席!”
節目組透露，選拔哥哥時有三個評
判標準:第壹個是當下的實力和個人狀態
，是否達到了唱跳舞臺的要求，這是硬
指標;第二個則是對於“重啟”出發的誠
意是否足夠;第三便是對舞臺的敬畏之心
，後面兩點是軟指標。對於選人的範圍
，導演組共劃定了兩個標簽，壹是曾經
紅極壹時或有過經典作品但近年鮮少露
面的男藝人，如具有時代符號的小虎隊
成員陳誌朋、海巖劇男主印小天等;二是
組過團但無人知曉或心中壹直有“團夢
”的，如曾毅和高瀚宇等。在前期選人
的時候，導演組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有的藝人離開舞臺太久體力跟不上，有
的壹開始拉不下面子來接受他人點評，
但他們最終都拿出了最大的誠意來參與
。
3 期節目錄完，趙雅婷印象最深的
是:以前都是被藝人的經紀人催場，而
這壹次是導演催藝人的場，因為這些
哥哥們在錄制公演舞臺的時候對自己
的要求非常高，所有人都希望能夠有
盡可能多的時間來打磨這個珍貴的舞
臺，在舞臺上壹遍遍跳，不願意下來
。據了解，此次企劃中表現優秀的哥
哥 將 有 機 會 在 湖 南 衛 視 818 晚 會 獻 上
表演，《天天向上》也將為他們打造
壹期紀錄特輯，隨行跟拍，全程送他
們登上最終舞臺。

數據演算模擬書法真跡
《燃燒》熱播
奚美娟演反派看點頗多 穿越千年“對話”唐代仕女俑……
正在熱播的刑偵題材電視劇
《燃燒》中，奚美娟飾演的家族企
業掌舵人趙月娥，表面上是哀切淒
婉的受害者，實則是為了利益視人
命如草芥的幕後黑手。作為牽動整
個案件的關鍵人物，奚美娟憑借精
湛的演技，讓趙月娥成為在刑偵劇
中潛伏的壞人，為整部劇增添了諸
多看點。日前接受采訪時奚美娟表
示，角色的復雜性是吸引她接演這
部劇的原因。
和善面龐 心狠手辣
“頭壹次見奚美娟演這種反派
，看上去慈眉善目，卻輕聲細語地
交代殺人越貨的事！”《燃燒》播
出未過半，有關趙月娥的討論就已
經沸沸揚揚。溫婉和善的面龐下藏

匿著蛇蠍心腸，這樣壹個心狠手辣
的角色，竟然是由“國民媽媽”奚
美娟飾演的。
大眾印象中的奚美娟優雅大方
、氣質出眾，有著年齡無法掩蓋的
風華。細數她之前的經典作品，年
初在北京衛視熱播的《安家》中，
“江奶奶”壹角賺足了觀眾的眼淚
，觀眾只看著她的眼睛，就在不經
意間濕了眼眶；《山楂樹之戀》中
的靜秋媽媽，用壹個簡簡單單的糊
信封的動作，就能讓人的心平靜下
來；《保姆媽媽》中隱忍質樸的安
敏之，《老有所依》中為了兒子傾
盡所有的謝亞芝等，都與趙月娥壹
角相去甚遠。觀眾在“憤恨”這個
狠厲奶奶的同時，也忍不住對實力
戲骨表達欽佩之情。
劇中壹幕趙月娥
身著喪服哀切哭訴的
苦情戲令人印象深刻。
她拒絕對亡故丈夫開
棺驗屍，和杜誌國飾
演的法醫高四海上演
正面交鋒，將角色表
面忍氣吞聲、實則寸
步不讓的特質詮釋得
淋漓盡致。

角色復雜 有吸引力
趙月娥身上的復雜性，是吸引
奚美娟參演這部劇的重要原因。
“對演員來說，這樣的人物是很有
吸引力的，因為她身上有很大的戲
劇性。這是壹個‘可演’的角色，
不是說非常單壹、很輕松就能去完
成的，這個角色有塑造的余地。”
對於角色的“黑化”，奚美娟給出
了自己的解讀，“其實演的時候不
是我在演壹個壞人、或者壹個好人
這麼簡單。從這個角色身上妳能看
到人性的糾纏、親情的糾纏，她的
私欲在那種巨大利益面前的膨脹，
甚至有的時候利令智昏舍棄了親情
。這種復雜感和矛盾感是很有意思
的。”
奚美娟認為，不論是趙月娥人
生軌跡的變化，還是親情與人性的
紛擾糾葛，都是依托時代、有跡可
循的。三代警察不屈不撓地想要將
趙月娥繩之以法，凸顯出公安戰線
對真相與信仰的執著。對此，奚美
娟深有感觸地說：“實際上這壹點
可以輻射到各個行業，堅持、堅守
、不忘初心，堅持走自己認定對的
路，壹直走下去。”

“妳有壹條來自國寶的留
言，請註意查收。”首季
《如果國寶會說話》於 2018
年在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首
播，伴隨這句經典開場白，
開啟了很多人對“文物”的
新認識。6 月 13 日晚起，這熟
悉的提示聲又回來了，《如
果國寶會說話》第三季開啟 5
晚聯播，每天 5 集，每集依舊
為 5 分鐘，將帶觀眾欣賞從魏
晉南北朝到唐代的25件國寶。
作為壹檔主要面向年輕
人的科普類節目，《如果國
寶會說話》中選取的多是觀
眾耳熟能詳的文物，卻往往
能在 5 分鐘的“碎片時間”裏
，打開不壹樣的解讀模式。
本季中，洛神賦圖、王羲之
蘭亭序神龍本、竹林七賢與
榮啟期磚畫等五組文物率先
亮相，壹展“魏晉風度”。
其中《蘭亭序》壹集動用了
數據演算模擬書法真跡的寫
作，帶大家身臨其境，直擊
書聖創作全過程。畫面以白
墻竹影為背景，配合朗誦、
古琴配樂，壹下震住了觀眾
，不少彈幕留言“居然看到

淚流滿面”。
《如果國寶會說話》第
三季在呈現方面別出心裁。
唐代仕女俑本身就堪稱“表
情包素材庫”，第 9 集中采取
了高能的對話形式，回望
“胖妹的春天”。西安博物
院藏彩繪捧手仕女俑打頭陣
，“那年的妳，剛過 10 歲，
妳在大唐貴族人家當丫鬟，
但妳悠然的樣子，說明心不
累，因為妳是大唐的壹枚胖
妹子啊” “1000 年後的胖妹
如我，看到那時的妳，真是
羨慕嫉妒愛”，網友直喊
“紮心”。“妳的選擇有
很多……那時自信，那時自
在，那時是以想胖就胖的
自由為美。大唐，之所以
是 我 心 心 念念的大唐，正在
於妳，不用投他人所好地成
為自己”——旁白中這段對
大唐“後浪”的告白，又瞬
間升華了本集立意。
第 10 集 《 立 獅 寶 花 紋
錦 》 更已經被不少觀眾封為
本季“神作”。該集放棄了
旁白，以現代設計師視角切
入畫面，用編程思維呈現唐

代紋錦的裝飾紋樣規則。萬
花筒式的視覺配上動感十足
的音樂，彈幕滿屏嘆“全程
高能”“目瞪口呆”。
接下來，昭陵六駿、阿
斯塔那俑與文書、三彩載樂
駱駝俑、鎏金鐵芯銅龍、鑲
金獸首瑪瑙杯等國寶將在本
季依次亮相。《如果國寶會
說話》壹共有四季，將總共
介紹 100 件國寶。

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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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為 安 仔 跨 過 心 理 關 口 復 工 高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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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i(
左)18
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
日在老公宣布復
出後首度現身，
出後首度現身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
亮相無綫節目。
亮相無綫節目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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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i 願夫妻同承擔：

過程好痛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許志安（安仔）去年四月
背住太太鄭秀文（Sammi）出軌，偷食黃心穎鬧出“安心事
件”，所有工作即時煞停，“壞了”的安仔經過年多時間
“修理”後，日前終於復工，而當日選擇原諒安仔的 Sammi，18 日在老公宣布復出後首度現身，直言“安心事件”
令安仔改變很大，變得更踏實，她認為夫妻就要一齊承
擔，並有感而發說：“我有時覺得摔一次跟頭都不是壞
事，當然過程有好大痛苦同慘烈。”

近年少

甚
亮
相無綫節目
的 Sammi，
18 日先與蔡
卓 妍 （Sa）
到電視城為
鄭 裕 玲 （Do
姐）與農夫主
持的節目《Do
姐有問題》擔任
嘉賓，就連 Do 姐
都在社交平台分享
合照並留言：“今
天有稀客！”
之 後 Sammi 再 到
北角為電影《聖荷西謀
殺案》宣傳，雖然工作忙
碌 ， 但 Sammi 精 神 看 來 不
俗，更大方談到安仔，問到安
仔日前復工受訪問時，提到她有給
予鼓勵時感動得眼濕濕，問到 Sammi
是否給予很大支持？她說：“沒有刻
意，大家都住同一間屋，一步一步啦，他始
終要出來面對群眾、面對這個世界，自己承擔起
自己的事是必然一步，他有問我意見，我同他講，
自己去想，因為是你自己去面對，畢竟件事都一年
多了，ready 的時候就去做，要練好首歌先，這些

汪峰瞞老婆藏私房錢
章子怡“變臉”質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中國影星章
子怡與老公汪峰結婚 5 年，二人婚後一直恩
愛非常，章子怡更為汪峰誕下一對子女，一
家四口過着溫馨幸福的生活。但汪峰日前上
載了一條短片揭露了他對太太隱瞞了一個大
秘密！
在汪峰的短片中所見，他面對鏡頭自
爆：“我會用我的私房錢！”背後正在補妝
塗唇彩準備拍攝的章子怡聽到這個女人很敏
感的話題，即瞪大雙眼查問汪峰：“為什麼

■汪峰自爆：“我
會 用 我 的 私 房 ■正在補妝的章子
錢！” 網絡截圖 怡聞言瞪大雙眼。

我不知道！”她更要求立即停機先把事情弄
清楚，並嬌羞地問：“老公你有私房錢
呀！”汪峰一臉驚嚇，無奈只好走近太太身
邊，並跪於她跟前說：“給你買的、給你買
的！”章子怡即跟他耳語，汪峰示意叫章子
怡可以大聲點，章子怡嚷着笑說：“我怕嚇
着你呀！”最後二人都大笑起來。表面上雖
看似章子怡馭夫有術，但也不過是兩夫婦在
耍花槍放閃！不過汪峰又會否真的偷藏了很
多私房錢錢呢！

■章子怡問汪峰：“你 ■汪峰一臉驚嚇，走近
太太身邊。
有私房錢？”

重要過復不復出，總之支持他。”
她續稱經歷這件事後，安仔怎樣去面對自己及
群眾是不容易的，對他是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口，他
跨過這一步，都很替他高興。問到可有看過安仔的
訪問片段？Sammi 表示有看過，並說：“覺得他表
現都 OK，事前我叫他表現要自然同真心，這一年
有什麼感悟就表達出來，要讓人明白他的心路歷
程，一切要發自內心，評語是好難控制，毋須介
懷，我替他高興同安慰，跨過這步是不容易。感覺
他輕鬆舒服了。”

■Sammi 精神不俗，更大方談到
安仔。

見證安仔變得更踏實
二人過去一年經歷了不少，問到感情是否也跨
進一步？Sammi 說：“不敢說跨沒跨過，總之是要
一齊面對，一對夫妻任何一個出事，都要一齊承擔
同面對，這就是婚姻同關係裡要學習的階段。”問
到 Sammi 是如何做到？Sammi 直言信仰是她的支
持：“因為當時好快又要做演唱會，專注演唱會幫
我好多，做完之後休息再慢慢整理自己，大家不要
擔心我，我不會趁機強迫他。”Sammi 又稱十年前
信仰改變了她的人生觀，這件事令她更成熟，而安
仔亦改變很大，她作為身邊人感覺最強烈，觀眾就
要慢慢去感受他的改變同進步。她又有感而發說：
“有時我覺得摔一次跟頭都不一定是壞事，我以前
由‘臭 four’到現在都改變好多，是一個階段，當
然過程有好大痛苦同慘烈，但當回望過去就會覺得
好好，因為會變得更好，會覺得值得。安仔最大改
變係變得踏實了，同認清生命什麼最重要。”

■安仔面對群眾實屬很不容易。
資料圖片

■Sammi 近年的人生態度相當積
極。
網絡截圖

跟兒子常講追女經
雷有輝難得獲兒讚歌好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太極主
音歌手雷有輝（Patrick）
將會“單飛”開秀，定於 8
月 15、16 日假香港西九文化
區戲曲中心大劇院舉行兩場演
唱會，Patrick 更特地灌錄全新
版《留住我吧》，亦罕有獲兒子
大讚好聽，Patrick 笑言平日父子
間話題是講追女經，難得兒子開
口稱讚，可說是提早給他的最佳
父親節禮物。
Patrick 先與擔任演唱會音樂
總監的鄧建明（Joey Tang）在社
交平台做直播，宣布演唱會細
節，他找來圈中兄弟拍片撐
場，最初有太極幾位隊友做戲
“扮不和”，叫他不要唱太
極歌曲，其他有林子祥、
張衞健、梁漢文、蘇永
康、林德信、鄭中基
等。最後 Patrick 預告
推他出來是炒熱
粉絲團火，12
月會再舉
行太極

35周年演唱會。

相信雙彩虹代表好兆頭
因疫情關係，太極已有幾個月
沒聚頭合作，Patrick 表示：“好想
念大家，疫情期間要停辦演唱會，
不能出來玩同宣傳，大家都‘餓’
了看秀很久，也是時候出來做喜歡
的事，享受人生。”對於限聚令再
度放寬，Patrick 欣喜道：“是個好
消息，近日香港出現雙彩虹，就代
表我 8 月的秀和 12 月太極演唱會的
好兆頭，希望香港大眾都好下
去。”
Patrick 選 在 西 九 戲 曲 中 心 開
秀，也是首個流行曲歌手踏上這個
舞台演出，他覺得今次場地很新
鮮，環境華麗。Joey 就會利用現場
設備的優勢，開場時只要配上簡單
綱琴或結他，已能突顯 Patrick 的一
副好嗓子。
Patrick 為了這次演出獨自重新
錄製 2020 Rainbow 版的《留住我
吧》，一 take 過完成，新版本稍後
派台並會在個唱上獻唱，Joey 大讚
Patrick 的新版本很好聽，憑此歌可

■雷有輝(右)請來鄧建明(左)擔任
演唱會音樂總監。
以再戰樂壇。Patrick 開心說：“阿
仔看完新歌 MV 後，讚首歌好聽，
平時他甚少稱讚我和太極歌曲，對
我來說，這個讚賞已經是很好父親
節禮物。”Patrick 自爆平日跟兒子
話題講追女經。至於 Joey 的兒子正
在澳洲讀書，問到可想兒子帶個女
友回來作為父親節禮物，Joey
苦笑：“不好啦，現在還可
以攬住兒子，有女友便
不會讓我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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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節目介紹

C9

星期六
2020年6月20日
Saturday, June 20, 2020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中國文藝》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中文國際頻道唯一一檔365天日播綜藝欄目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節目介紹：
承擔著文化傳承的特定功能，即以文藝的形式增強受眾對中國的深
度感知、血緣體認和情感凝聚。周一到周六的日常版節目為文藝專
題，用精彩的電視文藝作品為海內外華人觀眾打開一扇精神視窗。
每周日播出的周末版節目是一檔兼具民族化和國際化特征的大型演
播室文藝節目。它明確區別於綜藝頻道的文藝展示，而是通過對當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代中國文化的多角度觀照，體現中國文藝自身的博大精深，和擁抱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世界的開闊文化胸襟。

1. 掃二維碼(QR code)：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播出時間：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 節目截圖

晚上6：30到7：30首播。歡迎準時收看。

《文華時間》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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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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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美中時間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6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6/15/2020 -6/21/2020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5

16

17

18

19

20

21

00:00-00:3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00:30-01:00
01:00-01:30

國家回憶 (重播)

01:30-02:00

3. 下載Apps收看：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03:30-04:00
04:00-04:30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生活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03:00-03:30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洋言洋語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07:00-07:30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07:30-08:00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08:00-08:30

海峽兩岸 (重播)

08:30-09:00
09:00-09:30

今日關注 (重播)

09:30-10:00

今日亞洲 (重播)

10:00-10:3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10:30-11:00
11:00-11:30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轉轉發現愛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14:30-15:00

中華情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15:00-15:30

海峽兩岸 (重播)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16:00-16:30

今日亞洲 (重播)

16:30-17:00

中國地名大會
中華醫藥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中國輿論場

洋言洋語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今日環球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國家回憶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休士頓論壇

遠方的家

20:30-21:00

海峽兩岸

21:00-21:30

今日關注

21:30-22:00

今日亞洲

22:00-22:30

中華醫藥

生活
外國人在中國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30-23:00
23:00-23:30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轉轉發現愛

中國文藝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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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 6 位夢幻班底開講！
「福祿壽」 +張震聯袂授課
邁入第三屆的「金馬電影大師課」
今年除了固定於 11 月金馬影展期間舉辦
的課程外，更搶先邀請侯孝賢導演御用
團隊，包括剪接指導廖慶松、攝影指導
李屏賓、聲音指導杜篤之，3 位去年在
金馬獎頒獎典禮上戲稱自己是「福祿壽
」的影壇巨擘；另有藝術指導黃文英、
作曲家林強與活躍國際影壇的張震共 6
位重量級影人先行開課，他們將齊聚一
堂分享與侯孝賢合作多年的方式及挑戰
。
張震出道以來，拍過楊德昌、李安
、王家衛、侯孝賢、吳宇森、徐克和陳
凱歌等大導演的電影，還橫跨華語與日
韓影壇，更受邀擔任坎城評審，也參與
加拿大名導丹尼維勒納夫「沙丘」的演
出。以歌手出道，並主演過侯孝賢電影
的林強，在電影配樂卓然成家，畫龍點
睛的音樂風格備受稱道，也是金馬獎原
創電影音樂的得獎紀錄保持人。
李屏賓、杜篤之是金馬獎史上得過
最多攝影獎及音效獎的大師，他們和身

兼剪接與製片並引領無數新銳的廖慶松
，去年以「福祿壽」之姿擔任金馬獎頒
獎嘉賓風靡全場，豐富歷練加上獨門功
夫更堪稱華語影壇鑽石組合。
這群夢幻團隊，既是侯導電影生涯
的重要夥伴，專業才華也吸引了李安、
蔡明亮、王家衛、是枝裕和、馬丁史柯
西斯等國際名導相邀合作。他們將親自
選題策劃，從攝影、剪輯、音效、配樂
、美術設計、表演等專業領域切入，以
經典作品為案例剖析創作歷程，在精實
的專業課程中傳授獨門心法與寶貴經驗
，為電影從業人員、電影相關科系師生
指引明燈。
「金馬電影大師課」第一梯次系列
課程將於 7 月 13 日至 15 日期間，在臺北
文創大樓文創會所舉行，歡迎電影工作
者、影視產業從業人員、影視科系師生
報名參加，6 月 22 日下午一點起於官網
活動頁面開放報名，更多「金馬電影大
師課」課程消息將在官方網站、臉書粉
絲頁、Instagram 等陸續公佈。

陳天仁 「驚夢 49 天」 演床戲
過敏直喊 「好癢」
將於 6 月 24 日上檔的「驚夢
49 天」是今年夏天首部結合懸疑
推理及靈異民俗的國片，在片中
飾演紅衣女鬼的陳天仁，為了大
銀幕處女作拚盡全力，發誓要用
陰狠的表演，讓入場觀眾抖著走
出電影院。編劇潘志遠更是為了
將「觀落陰」元素結合至刑偵案
件，不惜親自下海體驗，希望能
用到地府一遊的經歷，換劇本內
每一幕的步步驚心。
首次出演電影的陳天仁在

「驚夢 49 天」裡從清純學生到怨
氣衝天的紅衣女鬼，極端的角色
反差，讓她大喊過足戲癮！從確
定角色開始，便時常看鬼片及對
著鏡子勤做表情練習，此外，陳
天仁也表示，學生時期的撞鬼經
驗，讓她更能掌握當鬼的恐怖感
，曾不小心租到前房客燒炭自殺
的房子，膽大的她當時對時常聞
到的燒焦味不以為意，直到有一
次親眼目睹人形黑影從眼前消失
，那份透心涼的顫慄感，即使到

現在也忍不住發抖，她也希望入
場觀眾能透過大銀幕，感受到她
飾演女鬼的恐懼。
不僅要扮鬼，在電影中還遭受
性侵的陳天仁竟意外開心的表示，
強暴戲的合作演員楊志龍不僅經驗
十足，更是大學學長，對方紳士般
的保護讓她完全放膽發揮，唯一的
抱怨是床鋪上的灰塵讓她一直過敏
，現場頻呼「好癢！」即便如此拍
攝性侵場面，臉上的厭世無力感，
仍讓現場工作人員紛紛對她的演技

豎起大拇指。
「這是一個很難言喻的體驗
過程。」為力求逼真到位的劇本，
編劇潘志遠親身體驗「觀落陰」，
本身就對超自然現象一直保持高度
興趣的他也提到，觀落陰很像是一
種集體的催眠，單調的木魚聲配上
咒語吟誦，神志容易陷入恍惚，而
整個過程，與其說是到鬼屋探險體
驗驚悚刺激，反倒更像是在陽間看
著 Discovery 頻道一樣，抱著一份
的期待，跟渴求答案的心情，進入

了一段不同空間的旅程。
編劇也表示，雖然依照宗教
的說法，他個人的靈命不夠，最
終無法成功叩關，但在體驗過程
中，他確實有所感應，更讓他對
於觀落陰這個台灣民俗好奇，想
再深入了解，也因為有了這樣的
體驗，才能產生出「驚夢 49 天」
這部將觀落陰與刑偵案件合而為
一的驚悚懸疑劇本。「驚夢 49 天
」6/24 全台上映，端午連假首選
國片，要你眼見為憑 。

《蚵豐村》──每個人都有 「難
言之隱」
疫情解封第一檔國片，相較
於好萊塢商業爽片，蚵豐村其實
更像於臺灣真實人文與環境的紀
錄片，透過導演精準、細膩及寫
實的觀察，把臺灣土地的殘破
（西南沿海地層下陷）及人民的
焦慮（發大財？），如同生蠔一
般，生猛地攤在觀眾眼前，啟發
我們檢視最深層的焦慮源頭，終
究是對於「原點」的眷戀。
一、同學，你過得好嗎？
《蚵豐村》導演林龍吟今年
只有三十二歲，這是他留學捷克
布拉格返國後的第一部電影，找
來兩位年輕演員林禹緒(飾演盛
吉)、陳莘太(飾演昆男)也是處在
是奔三、奔四，本來該是「三十
而立」的年紀，然而現在時機不
好，盛吉在臺北無功而返後，遇
到童年玩伴，滯留家鄉四處打零
工的昆男，一邊吹牛在臺北「每
個月幾百萬上下」的勝利人生，

包括昆男在內的在地鄉親都被唬
得一愣一愣的，但轉過頭來卻是
接到通知面試的電話已讀不回。
至於有沒有真的發大財？每
位北漂青年心裡頭最清楚了，在
臺北討生活，究竟能不能向片頭
盛吉或片尾昆男所豪洨的「每個
月都幾百萬上下」在賺？事實上
，在沒有內線（賺好幾個波段）
、沒有背景（你好我爸是○○）
、沒有父兄輩拉拔的情況下，面
對高房價、高物價、高壓職場的
現實條件，北漂青年究竟能在臺
北都會區存活多久？
二、每個人都有「難言之隱」
如同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日
記，在強調商業行銷包裝的現代
社會中，「溫拿」的故事總是隨
他高興吹噓（最終成為都市傳說
？）但那些被現實社會擊倒的
「魯蛇」難道只能吃土吃草嗎？
《蚵豐村》不是「王子公主幸福

快樂過日子」的確定結局，而是
未來日子怎麼過都不確定的開放
式結局。總是要有人來拍一部
「非溫拿」的人生故事吧。
中南部青年前仆後繼前往「天
龍國」一圓「臺北夢」的同時，有
多少人真的發大財了？又有多少人
黯然回鄉？三十歲了，很快奔四，
該回家「體驗蚵農生活」或者出走
家鄉到臺北賣「○國電動牙刷」？

每個人都有「難言之隱」的苦衷，
然而表現在外的，只剩下「幹話」
或「垃圾話」了吧。
三、世代有衝突嗎？
臺灣人，尤其臺灣男人（臺男
不意外？）傳統上不懂得表達情感
，在兩個世代的男人之間（父子）
溝通起來更是拐彎抹角，要嘛用幹
譙的，要嘛就是對著樹木畫圈圈地
自言自語，溝通效果實在不好。

然而，以人性來說，傳統觀
念的男人在社會上走闖，拚搏一
生的財富（蚵田），終究是要留
給子女的。在不高的溝通品質背
後，還是充滿著父愛的，血濃於
水，親生父子間的「世代衝突」
或許只是表面上的假議題。
最後，如果賣「○國電動牙
刷」能在臺北買 3 棟房子，可以
幫忙介紹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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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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