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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land residents told ‘BE READY’ 
to flee as West wildfires 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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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ALLA, Ore./MEDFORD, Ore. (Reuters) - Around 
half a million people in Oregon were ordered to evacuate 
on Friday and residents of its largest city, Portland, were 
told to be ready to go as extreme wind-driven wildfires 
scorched U.S. West Coast states, causing at least 24 deaths.

A haze from wildfire smoke lingers over the gutted Med-
ford Estates neighborhoo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lmeda 
fire in Medford, Oregon, U.S., September 10, 2020. Pic-
ture taken with a drone. REUTERS/Adrees Latif
About one hundred wildfires have burned an area nearly as 
large as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across the U.S. West, with 
Oregon bearing the brunt of the destruction.

Molalla, a community about 25 miles (40 km) south of 
downtown Portland, was an ash-covered ghost town after 
its more than 9,000 residents were told to evacuate, only 
30 refusing to leave, the city’s fire department said.

The logging town was on the front line of a vast evacua-
tion area stretching north to within three miles (4.8 km) of 
downtown Portland.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faced red “GO!” 
warnings to leave homes immediately, while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were under yellow “BE SET” warnings, to 
leave at a moment’s notice, or green “BE READY” alerts.

Towns southeast of Portland were at the mercy of wind 

Inside C2

A haze from wildfire 
smoke lingers over the 
gutted Medford Estates 
neighborhoo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lmeda 
fire in Medford, Oregon, 
U.S., September 10, 2020. 
Picture taken with a drone. 
REUTERS/Adrees Latif

direction and strength after two of the state’s largest wildfires 
merged into one in the Cascade mountains.

As winds dropped and moisture levels rose on Friday, firefight-
ers launched drones into an apocalyptic yellowish smog to see 
how close the flames were.

“We don’t know where the fire is,” said Molalla Fire Depart-
ment Lieutenant Mike Penunuri, staring into smoke in the town 
center which reduced visibility to one block.

In southern Oregon, a dystopian scene of burned residential 
subdivisions and trailer parks stretched for miles along High-
way 99 south of Medford through Phoenix and Talent, one of 
the worst hit areas, according to a Reuters photographer at the 
scene.

Blazes jumped from wildfires burning through scrub and forest 
to suburban firestorms as flames leaped from house to house.

Oregon Department of Forestry fire chief Doug Grafe said he 
would need twice the 3,000 personnel he currently had to get a 
grip on around three dozen major blazes.

RELATED COVERAGE

Police debunk social media misinformation linking Oregon 
wildfires to activists
In neighboring Washington state to the north, online video 
from the Tacoma area showed fires starting in a residential area 

and setting homes ablaze, locals 
running from house to house to warn neighbors.

“Everybody out, everybody out!” a man screamed as firefight-
ers tried to douse flames.

The death toll from the siege of West Coast fires that began in 
August jumped to 24 after seven people were found dead late 
Thursday in torched mountain communities around 85 miles 
(137 km) north of 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fire authority 
Cal Fire reported.

Over 68,000 people were under evacuation orders in 
California where the largest fire in state history has 
burned over 740,000 acres (299,470 hectares) in the 
Mendocino National Forest around 120 miles (190 
km) northwest of Sacramento.

“We had four hours to pack up our pets and a few medications 
and things like that,” said retiree John Maylone from an evacu-
ation center in Fresno, California, after he was forced to leave 
three of his 30 cats as he fled the massive Creek Fire.
Police opened a criminal arso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egon 
fire which destroyed much of Phoenix and Talent.

But at least four Oregon police departments warned of “fake” 
online messages appearing to be from law enforcement that 
blamed left-wing anti-fascists and right-wing Proud Boy activ-
ists for starting the fires.

Blazes in central Oregon also destroyed multiple communities 
in the Cascade mountains and torched areas of coastal rain-
forest normally spared from wildfires. In eastern Washington 



CC22星期六 2020年9月11日 Saturday, SEPTEMBER 11, 2020
ENGLISH

BUSINESS
Microsoft on Thursday report-
ed that it is seeing “increasing” 
cyberattacks originating in Rus-
sia, China and Iran targeting its customers, in-
cluding attacks against political groups and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s of President Trump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om Burt, corporate vice president of custom-
er security and trust at Microsoft, detailed in 
a blog post the efforts by three major foreign 
hacking groups to target the campaigns, along 
with other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
uals.
“The activity we are announcing today makes 
clear that foreign activity groups have stepped 
up their efforts targeting the 2020 election as 
had been anticipated, and is consistent with 
what the U.S. government and others have re-
ported,” Burt wrote. 
These efforts included Russian hacking group 
“Strontium” targeting more than 200 organiza-
tions,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parties over the 
past year, including U.S.-based consultants for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think 
tanks such as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Strontium, also known as “Fancy Bear,” is the 
same group that hacked into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networks in 2016.
Microsoft took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 group in 
2017, with a federal court ordering the group 
to stop targeting Microsoft customers and using 
Microsoft logos in malicious email phishing 
campaigns. 

 “Strontium has evolved its tactics since the 
2016 election to include new reconnaissance 
tools and new techniques to obfuscate their 
operations,” Burt wrote. “In 2016, the group 
primarily relied on spear phishing to capture 
people’s credentials. In recent months, it has 
engaged in brute force attacks and password 
spray, two tactics that have likely allowed them 
to automate aspects of their operations.” 
A second hacking effort announced by Micro-
soft on Thursday involved Chinese-based hack-

ing group “Zirconium.” 
Microsoft reported evi-
dence of “thousands” of 
attempted attacks by the 
group between May and 
September, with nearly 
150 successful compro-
mises.
Among the individuals 
targeted unsuccessful-
ly by Zirconium were 
Biden campaign staff-
ers. The group went 
after non-campaign 
emails.
Zirconium also target-
ed an unnamed former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along with indi-
viduals i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mmunity, 
including those at 15 universities and groups 
such as the Atlantic Council and the Stimson 
Center. 
“Zirconium, operating from China, has at-
tempted to gain intelligence on organiz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upcoming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Burt wrote.
Additionally, Microsoft has observed con-
tinued attempts by Iranian cyber threat group 
“Phosphorus” to target the personal accounts of 
Trump campaign staffers. Phosphorus stepped 
up efforts between May and June to access per-
sonal or work email accounts of the staffers. 

Microsoft previously put out an alert last year 
warning of attempts by Phosphorus to target 
an unnamed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which 
Reuters later reported was the Trump cam-
paign. Microsoft took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 
group prior to this, filing a court case enabling 
the company to take control of 99 websites used 
by Phosphorus to conduct hacking operations. 
Burt not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attempted 
cyberattacks by all three groups were unsuc-
cessful, and that all those whose accounts were 
targeted or compromised had been notified. 

The assessment by Microsoft was published a 
month after a senior official at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put out a state-
ment warning that Russia, China and Iran were 
actively taking steps to interfere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 Russian actors fa-
voring Trump, and Chinese and Iranian groups 
favoring Biden. 
A spokesperson for the Biden campaign did not 
respond to The Hill’s request for comment on 
Microsoft’s findings.
Thea McDonald, deputy national press secre-
tary for the Trump campaign, told The Hill that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foreign groups were 
targeting the organization. 
“As President Trump’s re-election campaign, 
we are a large target,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see malicious activity directed at the campaign 
or our staff,” McDonald said. “We work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Microsoft and others, to mit-
igate these threats. We take cybersecurity very 
seriously and do not publicly comment on our 
efforts.”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s Cy-
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 put out a report on Thursday recom-

mending steps groups 
can take to counter 
foreign cyberattacks 
targeting email sys-
tems,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organizations 
with ties to elections to 
take additional securi-
ty measures.  
“Malicious cyber ac-
tors have been known 
to use sophisticated 
phishing operations to 
target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mpaigns, think 
tanks, civic organiza-
tions,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CISA wrote. “Email systems are 
the preferred vector for initiating malicious 
cyber operations.”
Acting DHS Secretary Chad Wolf said in a 
statement Thursday that Microsoft’s assess-
ment “reaffirms” previous DHS communica-
tions on election security threats. 
“Protecting our elections is a team effort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
tor joining together to thwart foreign malign 
actors,” Wolf said. “Today’s announcement 
from Microsoft reaffirms my statements in the 
recent State of the Homeland Address: China, 
Iran, and Russia are trying to undermine our 
democracy and influence our elections.”
“I applaud Microsoft’s efforts to defend de-
mocracy against these attacks and for their 
transparency on this critical issue,” he added. 
Several key members of Congress reacted 
strongly to the news of the attempted cyber-
attacks, including Sen. Mark Warner (D-Va.), 
the top Democrat on the 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a panel that conducted a bipar-
tisan years-long investigation into Russian 
interference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
tion. 
“We’ve said it all along: Russia will be back,” 
Warner tweeted Thursday. “We need to be pre-
pared.”
Sen. Ben Sasse (R-Neb.), a member of the 
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Microsoft’s warning is con-
sistent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long-standing assessments: China and Russia 
want to sow distrust ahead of the 2020 elec-

tion.”

“In Beijing, Chairman Xi wants Biden to win; 
in Moscow, Vladimir Putin wants Trump to 
win; both of these miserable SOBs have the 
same goal of turning Americans against each 
other,” Sass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make it clear that China and Russia will face 
severe consequences for hacks and disinforma-
tion campaigns.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s-
sian oligarchs don’t get to vote in America’s 
elections.”
Burt wrote that Microsoft made its findings 
public because the company believes “it’s im-
portant the world knows about threats to demo-
cratic processes.”
He also urged Congress to appropriate more 
federal funds to help campaigns and election 
officials defend against malicious cyber actors. 
Congress has appropriated over $800 million 
for election security since 2018 in addition to 
the $400 million included in the CARES Act 
stimulus bill in March to help address chal-
lenges to elections po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Election officials and experts have argued a fur-
ther $3.6 billion is needed to adequately meet 
the needs of state and local election officials.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have butted heads 
over the funds, with Democrats including $3.6 
billion for elections in the House-passed HE-
ROES Act stimulus bill, while Republicans 
have not included any funds for elections in 
recent proposed stimulus bills, citing concerns 
around federalizing elections. 
“As election security experts have noted, addi-
tional funding is still needed, especially as re-
sources are stretched to accommodate the shift 
in COVID-19-related voting,” Burt wrote. “We 
encourage Congress to move forward with ad-
ditional funding to the states and provide them 
with what they need to protect the vote and ulti-
mately our democracy.” (Courtesy theh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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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Warns Russia, China And Iran Targeting U.S. Election

Stay Home!          Wear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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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On September 11, 2001, there were four
coordinated terrorists attacks carried out
by the terrorist group Al-Qaeda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win towers attack resulted in 2,
977 fatalities, over 25,000 injuries and
substantial long-time heath
consequences and $10 billion in
infrastructure and property damage.

9/11 is the single deadliest terrorist
attack in human history

The hijackers were Islamic terrorists
from Saudi Arabia and several other
Arab nations reportedly financed by
Osama Bin Laden. As millions watched

in terror, the World Trade Center was
attacked, another plane circled over
downtown Washington D.C. before
crashing into the Pentagon military
headquarter where 125 military
personnel and civilians were killed. A
fourth plane headed from Newark Airport
to California was hijacked and crashed
into a farm area near Shanksville,
Pennsylvania. All 44 people aboard were
killed. The plane’s target may have
been the White House, the U.S. Capitol
or Camp David in Maryland.

Today the world is still in chaos from
Asia to the Middle East. We have a lot of
conflicts plu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hch has
given so many
people
suffering and
pain. And we
still don’t
have any
immediately
solution.

We still urge all
nations to sit
down and face
this international issue and not use force.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coming.
Whoever wins will lead America and also
will lead the world.

In this difficult time we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not to go to war, which now
means nuclear war. We all need to
remember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t is a

mirror and we should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Today the first memorials to the victims
of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in 2001
were posted online as hundreds of
webmasters posted their own thoughts
and links to the Red Cross and other
rescue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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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e rises from Beirut’s port area, Lebanon. REUTERS/Alaa Kanaan

A man uses a water hose to put out the remains of a fire that broke out at Beirut’s port yes-
terday, in Lebanon. REUTERS/Aziz Taher  

Air Force One is seen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aks during a campaign event at MBS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Freeland, Michigan. REUTERS/Jonathan Er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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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mask walks in between parked passenger buses after authorities announced a 
complete lockdown for two days this week in the West Bengal state, amidst due to the the spread of corona-
virus, in Kolkata, India. REUTERS/Rupak De..

A climate activist shows her hand as she sits inside a police van after being detained during an 
Extinction Rebellion protest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Simon Dawson

A Southwest Airlines plane flies amid an orange color haze from nearby wildfires as 
it prepares to land at Oakland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Oakland, California. REU-
TERS/Adrees Latif  

Kansas City Chiefs defensive end Alex Okafor kneels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before the game 
against the Houston Texans at Arrowhead Stadium in Kansas City. Denny Medley-USA TODAY 
Sports

The Tribute In Light shines above the skyline of lower Manhattan on the eve of the 19th anniversary of the Sep-
tember 11, 2001 attacks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New York City, as seen from Jersey City. REUTERS/Mike 
Se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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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 A project involving the 
release of mill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es beginning in 2021 has been 
approved by federal authorities, and Har-
ris County is one area in which the pilot 
program could go forward,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CNN.
Oxitec, the US-owned, British-based 
company that developed the engineered 
species, announced the Environment Pro-
tection Agency (EPA) granted the compa-
ny an experimental use permit (EUP) to 
field test the us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 The company’s 
aim through the test is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from mosquito-borne illnesses.
According to CNN, “th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squito, named OX5034, has 
been altered to produce female offspring 
that die in the larval stage, well before 
hatching and growing large enough to 
bite and spread disease.” According to a 
media statement by the EPA, field tests 
will first be conducted in Monroe County, 
Fla. following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approval.

“The EUP is designed to test the effec-
tiveness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 as a way to reduce 
mosquito populations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with appropriate safeguards 
as a first step to potentially wider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ment reads. 
Th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squitoes 
are approved to be released into Harris 
County beginning in 2021. To go forward 
with this pilot program, state and local ap-
proval would be needed, but that’s not yet 
been granted, according to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s Sam Bissett.
 “Local health officials confirm that there 
is no agreement in place or plans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 project at this time,” 
Bissett said. “Our focus is on our efforts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lanned release in Florida is not without 
controversy,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a 
coalition of environmental advocacy groups 
speaking out. 
Rela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es are set to be released in Florida 
and possibly Harris County.
Recently,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pproved two locations 
to release 750-million genetically-modified 
mosquitoes if also given state and local 
support. According to Meredith Fensom, a 
spokesperson from Oxitec, local support has 
been approved in Florida but not yet Harris 
County.

Mosquito larvae
 “Believe it or not, we have been releasing 
our mosquitoes for 10 years,” said Fensom.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proj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been working in other coun-
tries with great results.” According to Oxitec, 
their company engineers genetically modified 
male mosquitoes with sabotaging DNA. 
When these GMO mosquitoes mate with 
females, the genes pass-on and kill female 
offspring before they reach adulthood.
Stopping Zika: The GMO mosquito that 
kills his own offspring
Approved by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in May, the pilot project is designed 
to test if a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 is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spraying insecticides 
to control the Aedes aegypti. It’s a species of 
mosquito that carries several deadly diseases, 
such as Zika, dengue, chikungunya and 
yellow fever.
The mosquito, named OX5034, has been 
altered to produce female offspring that die 
in the larval stage, well before hatching and 
growing large enough to bite and spread 
disease. Only the female mosquito bites for 
blood, which she needs to mature her eggs. 
Males feed only on nectar, and are thus not a 
carrier for disease.

 The mosquito 
also won 
federal 
approval to be 
released into 
Harris Coun-
ty, Texas, 
beginning in 
2021, according to Oxitec, the US-owned, 
British-based company that developed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granted 
Oxitec’s request after years of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the genetically altered mos-
quito on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This is an exciting development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 ground-breaking work of 
hundreds of passionate people over more 
than a decade in multiple countries, all of 
whom want to protect communities from 
dengue, Zika, yellow fever, and other 
vector-borne diseases,” Oxitec CEO Grey 
Frandsen said in a statement at the time. 
However, state and local approval for the 
Texas release has not been granted, said 
Sam Bissett, a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with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Local health officials confirm that there is 
no agreement in place or plans to move for-
ward with the project at this time,” Bissett 
told CNN. “Our focus is on our efforts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fairly short order, you have a population 
crash, because there are no females to mate 
with,” said Fensom.

A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
The company targets non-native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 known for carrying 
potentially deadly viruses such as Chikun-
gunya, Yellow Fever, and the Zika Virus.
“When we’ve worked in other countries like 
Brazil, sometimes in just 6 months, we’ve 
been able to reduce the disease-carrying 
mosquito population by about 95 percent,” 
said Fensom. While some people are excit-

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thers remain hesitant.
“With all the urgent crises facing our nation 
and the State of Florida — the COVID-19 pan-
demic, racial injustice, climate change — the 
administration has used tax dollars and govern-
ment resources for a Jurassic Park experiment. 
Now the Monroe County Mosquito Control 
District has given the final permission needed.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We don’t 
know, because EPA unlawfully refused to seri-
ously analyze environmental risks, now without 
further review of the risks, the experiment can 
proceed,” said Jaydee Hanson, Policy Directo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Center for Food Safety.
“We’re not spraying chemicals,” said Fen-
som. “There are no harmful chemicals in the 
environment. Beneficial insects like bees and 
butterflies are unharmed.”

While the EPA has given Oxitec to release mil-
lions of their mosquitoes in Florida and Harris 
County, local support is still needed before they 
fly around Houston. A spokesperson from Har-
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provided the written 
response below.
“At this time there are no agreements or 
approval in place for Harris County to work 
with Oxitec in 2021,” said Samuel Bissett from 
HCPH. “While we have had discussions with 
Oxitec previously about a potential partner-
ship with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those 
discussions were paused last year between both 
sides. The EPA’s release from earlier this year 
regarding approval of this initiative detailed 
that they’ll be able to operate in Monroe Coun-
ty and Harris County if approved by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That is not the case for Harris 
County at this time. If things change, we’ll let 
our residents and partners know immediately, 
but Oxitec’s primary focus is launching the 
Monroe County program and our focus is on 
our efforts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Courtesy click2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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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squitoes Are Approved To 
Be Released Into Harris County Beginning In 2021

EPA Approves The Release Of
GMO Mosquitoes In Harris County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es approved for release by EPA in Harris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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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志在前面陆陆续续将美国各

族裔移民的前世今生，进行了盘根问底

。如德裔、爱尔兰裔、犹太裔、墨西哥

裔等。今天就再来聊聊美国的意大利后

裔吧。

很多人是通过影视作品里的“黑手

党”这一充满传奇又臭名昭著的意大利

黑帮组织，来初识美国意大利人的。如

经典电影《教父》和美剧《黑道家族》

里关于意大利裔的黑帮传奇故事。

而含有意大利黑帮情节的作品里，

几乎都会出现一个大家眼熟的地名“西

西里”。没错，这里就是另一部经典电

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西西里岛

。不同的是，黑帮电影里的“西西里”

本是热血少年心生敬畏的神秘之地。

而莫妮卡贝鲁奇演绎的《西西里的

美丽传说》，却令无数懵懂少男被荷尔

蒙之魅，美好得不知所措。

历史上从事“黑帮产业”，确实是

美籍意大利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标签”

之一，特别是在“禁酒令”执行的那个

年代。然而洪流已逝，美国早已成熟为

文明的法治社会。

除了“黑手党”之外，美国意大利

裔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欧洲之意大利，有些像亚洲之中华。

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是所在大洲的

文化摇篮，古罗马帝国为欧洲人开启了

早期文明，中华帝国影响了整个东亚及

东南亚千百年。

不同之处是，世界近代文明的转折

“文艺复兴”也源于意大利，而“文艺

复兴”时的中华帝国却遗憾的驶入了文

化发展的下坡道。

意大利人哥伦布甚至开辟了对现代

世界格局决定性影响的“大航海时代”

。所以美国这个“新大陆”上建起的国

家，从历史源头上也无法忽视意大利人

的关键作用，虽然那时候的意大利半岛

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虽然意大利探险家们是开辟大航海

的关键人物，但美洲“新大陆”终究是

属于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海洋帝国

的地盘。而意大利只是地中海里的一个

“半内陆国”，哪有什么征服大洋的本

领。所以意大利人晚至19世纪后期才大

规模移民美国，是合乎情理的。

在19世纪中叶前后，相比美国意大

利人更愿意移民到南美。19世纪移民到

巴西和阿根廷的意大利人，在数量上高

于前往北美的。这时来美国的意大利人

多是受意大利独立战争影响的难民，大

部分来自意大利北部地区。从1820年第

一艘满载意大利人的轮船驶入纽约港直

到1870年，意大利移民在总数上也只有

2.5万人左右。

1870年之后，前往美国的移民潮开

启，1880年至1914年之间，有400多万

意大利人移民到美国。而这时的移民大

部分来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多数

是贫苦的农民。

这些南部农民几代人在意大利半岛

上受尽了压迫和剥削，先是被奥地利帝

国的统治者压迫，又经历了长达20多年

的独立战争，好不容易熬过战乱又遇上

了新政府的高额赋税。

而此时刚结束的美国内战有超过50

万人伤亡，造成高速发展工业化的美国

劳动力急缺，使得在移民政策上大开国

门。这对于南部意大利人可谓雪中送炭

，虽然他们有很强的故乡情结。

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国力持续提

升，前往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开始高于到

南美地区的。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意大利人大规模移民美国的时代突然

终结了。此后，只在1922年墨索里尼法

西斯上台时，出现了一波数量上能称之

为移民潮的移民现象。

从1820年到2004 年，美国总共接

收了大约550万意大利的第一代移民。

1880年至1914年之间，大规模移民

美国的意大利人，有50%左右从事工人

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事海员、

裁缝、泥瓦匠、鞋匠和理发师这样的技

术性工作。当时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做律

师、医生和教师这种高文化工作的人极

少，这源于他们不太重视教育。

相比学校的书本理论知识，早期的

美国意大利裔更相信社会实践经验。在

子女的职业选择上，意大利裔家庭更倾

向触手可及的技术工作，而非那些长线

教育投入，才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工作。

相信这和他们祖上在意大利南部世

代务农有很大关系。

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虽然也是

天主教徒，但他们在宗教仪式和形式上

并非一味追求正统，他们注重的是对圣

母玛利亚的尊崇，并且喜欢热闹的节日

礼仪。

在美国，除了圣诞节、复活节等重

大节日，意大利裔相对较少参加教堂祈

祷礼仪。意大利裔给天主教教会的人均

捐款也很少，只相当于其它欧洲裔天主

教徒的十分之一，甚至还不到。简单来

说，南部的意大利人认为宗教是高度个

人化的事情。

但这并非表示意大利人喜欢单打独

斗，因为相比宗教组织，他们更坚信家

族组织，意大利裔的黑帮更是如此，关

于这一点看过《教父》和《纽约黑帮纪

实》的朋友应该深有感触。

谈美籍意大利人在美国奋斗的移民

史，离不开他们的家族史，意大利人对

于家族及亲情的信仰，也和华人很像。

所以他们最初在美国的定居方式，

也是来自一个村或一个大家族的人，几

乎都会扎堆形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社区。

美国的意大利后裔里为什么容易干

黑帮产业？

其实并非意大利人就天生热爱从事

黑帮，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黑手

党”发源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而

意大利移民中绝大多数来自那不勒斯及

其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所以美国的

“黑手党”组织这一社会现象，是西西

里岛的黑帮家族将这一“文化”带到了

美国。

在现今意大利的版图统一之前，这

里曾是其境内最大的国家，叫“两西西

里王国”。据调查来自这一地区的意大

利移民，占到了美国意大利裔的84%左

右，剩下的则来自意大利北部地区。

美国现在哪几个地区意大利人最多

？占比和排名是怎样的？

第一名，罗德岛州占18.9％；

第二名，康涅狄格州占18.7％；

第三名，新泽西州占16.8％；

第四名，马萨诸塞州占13.9％；

第五名，纽约占13.5％；

第六名，宾夕法尼亚州占12.2％；

第七名，新罕布什尔州占10.7％ 。

看这些州名，可能对于国人来说不

够直观。其实从区域上来说，这些州都

集中在美国东北部。更直观的来说，这

些地区就是纽约市及纽约周边。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来

自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的农民们，为

何到了美国就弃农从工？因为踏入并世

代定居的都是美国东北部的港口城市，

没有多少农田可以种。

而过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些意大利

人为何还集中在美国东北的这些港口城

市？亲情的联系和家族信仰，决定了意

大利人更愿意聚在一起生活繁衍。是不

是又和华人很像呢？

事实证明，意大利人在纽约唐人街

长期与华人混居，且相安无事。这是否

因为意大利人的价值观念、文化特点和

华人较为接近呢？

你不知道的美国意大利后裔

芝加哥之王阿尔· 卡彭也是意大利裔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实行民主的成

本是高昂的。

按照今天西方的标准，只有全体公

民一人一票才能叫做民主。

任何对选举权进行限制，或者实行

间接选举的国家都不能被称为民主。

一人一票理论上确实保障了公民的

平等参政权，但他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先不说阿拉伯之春、东欧剧变这些

民主转型国家。

就算是实行宪政民主多年的西方，

最近也出了不少民主乱象。

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冠中的

集体反智以及欧洲尾大不掉的福利政

策。

无不彰显出一人一票的一个巨大弊

端，就是愚民政治，甚至是暴民政治。

我们发现将重大的选择交给普通人

手中并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

其实，在60年代前，西方的思想

家一直是反对一人一票的，而反对的

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不具备认

知政治的能力，他们参与选举只会选

出糟糕的候选人，导致政治的低效。

一、60年代前西方思想家大都反

对一人一票，各国都对选举权进行限

制

与很多人认知的相反，西方大部分

思想家其实都反对一人一票的普选，

他们都主张对选举权进行限制。

最早的雅典，女性、奴隶、外邦人

没有选举权，只有雅典成年男性公民

有选举权，但即使如此，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也鲜明反对雅典的民主，认

为雅典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到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极为推崇

罗马的混合政体，认为罗马既有民主

政体也有贵族政体的优势，平民选举

出保民官代表自己的利益，贵族则组

成元老院，从而实现精英和平民的均

衡。

到了 18、19世纪，西欧的英国、

法国普遍开始实行代议制民主，代议

制民主避免了雅典公民直接参政的弊

端，通过让公民选主的方式来保障精

英政治，保障政治的专业性。但即便

选民不直接参与决策，而只是选择精

英代表，西方思想家们依然认为应对

选举权进行限制，因为无知的人只会

选出糟糕的候选人。

比如洛克认为只有纳税人才配拥有

选举权，无代表不纳税反过来就是无

纳税不代表，只有纳税才能在议会中

拥有代表。19世纪的英美，都曾贯彻

这一原则，英国甚至对选民的财产进

行了规定，要求只有年收入超过一定

金额的人才能参加选举，因此1831年

的英国，选民仅占4.4%，直到1931年

，男女公民才大致都拥有选举权。

密尔认为应对不同阶级人选票的价

值进行区分，比如富人和受过高等教

育的1票顶4票，中产阶级1票顶2票，

穷人则是1票，通过分配选票权重来保

障选举质量。密尔的思想在英国曾得

到实践，国曾允许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投两次票以加强权重。

这还只是英美，在法国由于法国大

革命的教训，法国戴高乐的第五共和

国在初期甚至实行间接选举，即选民

选出地区议会代表和中央议会代表，

然后再由这些代表选出总统，按照今

天西方的标准，这种非直选都很难算

作民主。

西方以前对于选举权进行限制，很

大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不具备

认知政治的能力，因此只能让一部分

人进行选举。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2016年的英国脱欧，一半多的人不知

道欧盟是什么，2016，红脖子选出了川

普，而今年我们发现红脖子是一群相

信地球是平的，5g是比尔盖茨阴谋，

川普比科学家聪明的重度反智主义者

。而在法国和希腊，选民更是完全不

顾国家财政的困境，只知选出允诺高

福利的人，完全没有理性思考能力。

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一人一票的弊

端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那时大家都听

主流媒体的，而互联网诞生后所有人都

可以发声都可以抱团，这消解了主流媒

体和官方的权威，加重了小圈子和信息

茧房，导致巨大的反智主义。

我们要想避免这种愚民政治，必须

要想出一个兼顾平等和选举质量的办

法，那就是选民也要考试。

二、选民也需要考试，兼顾平等和

选举质量

首先，对于一人一票，肯定不能退

回到18、19世纪，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虽然民主和平等有种种问题，但是他

的潮流不可阻挡，在平等深入人心的

今天，如果实行选举，却要求只有富

人才能投票或者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

才能投票显然是不可行的。而且只让

富人投票等于让穷人丧失了发言权，

穷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再比如受教育这一点也存在很大问

题，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亚，普遍

是年轻人平均受教育年限高，如果按

照教育限制，则年轻人会成为投票主

力，但是年轻人显然不够成熟，就算

是我国网络，也大量存在没有任何社

会经历的大学生拿着毛选嘲笑上山下

乡知青脱离群众的情况。（因此我主

张选民年龄下限应该是23岁，学生进

入社会才有能力判断）

那么如何解决那，答案就是选民也

需要考试。

投票资格需要通过考试获取是 19

世纪美国曾经运用的方案，不过那不

是为了提高选举质量而是为了排斥黑

人。但如果妥善实施还是不错的方案

。

既然不能通过歧视限制选民，就用

考试来限制，考试是最平等但又兼顾

选举质量的方案。因为通过考试是通

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无论你是穷人富人，什么族裔，什

么性别，多大年龄，只要你通过考试

就能投票，考试内容就是政治的基本

常识和当年候选人的主流政见，你只

有在了解这些基本常识后才能做出判

断。由此可以把一些不靠谱的反智主

义者和不学无术的人赶出去，如果想

参加选举，必须先进行自学。

如果一个人连自学政治常识通过考

试的意愿和毅力都没有，那他显然没

有重视这次选举，这种随意作出选择

的人不应该参与决定国家未来数年命

运的大选。

对选民进行考试，可以筛选出真正

重视选举的人，同时提高选民的质量

，降低反智主义者的比例，而且在合

法性上无可挑剔，如果实行，也许会

缓解普选之下愚民政治的问题。

西方实行宪政、共和已经超过300

年，事实证明宪政、共和是非常成功

的，他确实可以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

，保障公民权益，而一人一票的民主

最多不过实行70年，互联网时代后的

民主更是不到10年，一人一票的民主

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训。

对选民进行考试，绝对是一个可行

的方案，选民应该如教师证一样，成

为一种需要通过努力获得的资格。

选民也应该参加考试：谈谈投票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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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疫情持續 為免不必要風險

香港羽隊棄戰湯優盃香港羽隊棄戰湯優盃
由於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受控，香

港羽毛球代表隊為免球員冒不必要風險，影響

明年參賽東京奧運的機會，決定放棄下月赴丹

麥參加湯優盃。港隊主教練何一鳴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時透露，評估過各地風險後，

按目前計劃，港隊今年內只會參加兩項亞洲比

賽，歐洲等高危地方則可免則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根據最新修訂賽程，2020年度湯姆斯盃世界羽
毛球男子團體錦標賽及優霸盃世界羽毛球女

子團體錦標賽（簡稱湯優盃）決賽周已定於10月3
日在丹麥舉行，各隊截止報名日期為本月18日。由
於丹麥豁免入境隔離，中國台北、泰國及澳洲因為
健康問題已拒絕參賽，大馬羽協也對當地酒店及球
場的防疫措施表示憂慮。中國國家隊雖已擬定了參
賽大軍腹稿名單，但仍未正式覆實賽事。至於原屬
後補的港隊，則已決定放棄參賽資格。

港隊主教練何一鳴坦言，不想港將在奧運之
前面對不必要的風險，故此忍痛棄戰：“放棄比

賽是可惜，但也要以球員健康為大前提，要坐飛
機長途跋涉到歐洲，萬一有主力不幸染疫，影響
到奧運比賽，絕對得不償失。”

備戰困難 教練面臨挑戰
世界羽聯日前公布了今年最新賽程，除湯優

盃外，歐洲及亞洲亦各有兩項公開賽。何一鳴指
港隊只會參加兩項亞洲賽事（時間、地點待
定）：“每個地方都要先衡量風險，現在到外地
都先要隔離14日，在這種情況下跟其他隊伍交流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這也是很多球隊都要面對的

問題，不只是我們。”
他又承認，今次疫情不但對球手備戰造成困

難，自己作為教練也是一大挑戰：“運動員長時間
在沒有明確目標的情況下進行大運動量訓練，難以
投入練習是正常現象。所以，教練也要改變既有思
維，開放心態與運動員溝通，彼此才能達到共識，
向同一目標進發。”
何一鳴表示，會在訓練中加入趣味元素，“例

如大家一起游水、打籃球，利用另一種運動去協助
大家保持運動量。說到底教練就是為他們分擔，其
實問題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湯優盃下月將於丹麥舉行，但針
對仍在持續的新冠疫情，馬來西
亞羽協向世界羽聯表達了憂慮。
大馬羽協秘書吳志強在接受

《ASTRO》訪問時表示：“我們
希望酒店內的標準操作程序可以進
一步收緊，我們得知會有外人進入
（酒店），所以希望只限參加湯優
盃的球員入住；而觀眾也只會佔體
育館容量的30％。”
另外，大馬頭號男雙謝定峰

也提出相同的疑慮，並對東道主
豁免隔離程序的決定感到不滿：
“我們也提出了幾個問題，可能
我們在那裏的住宿需要禁止外人
進入，這可讓我們感到更安全，
請從我們的角度為我們想想。”
另外，繼中國台北、泰國及

澳洲隊棄戰之後，網傳兩支亞洲
頂尖強隊印尼及韓國也極可能退
出這兩年一度的世界最高級別的
團體賽。

印尼男隊是本屆湯盃首號種子，曾奪
13屆冠軍，女隊則是3屆優盃冠軍；韓國男
隊雖然不曾捧起湯盃，但女隊曾在2010年
優盃封后，若印韓兩隊退賽屬實，那麼定於
10月3日至11日在丹麥奧胡斯舉行的湯優
盃決賽周將會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

■徐一璠（左）與梅利查互相激勵。
資料圖片

■小威在先輸一盤的情況下反勝晉女單4強。
美聯社

當地時間9日進行的美國網球公開賽，
美國球員莎蓮娜威廉絲（小威）、白俄羅斯
人艾薩蘭卡戰勝各自對手後會師女單準決
賽，中國選手徐一璠和美國球員梅利查搭檔
挺進女雙決賽。

小威在當日進行的8強賽中對陣保加利
亞人皮朗高娃，結果她在先丟一盤的情況
下，以4：6、6：3、6：2獲得勝利。這已經
是小威連續多場比賽打滿三盤，小威表示不
管開頭怎樣，以勝利結束最重要。

小威準決賽將對陣白俄羅斯選手艾薩蘭
卡，後者用了一個多小時就以6：1、6：0輕
鬆戰勝比利時選手梅頓絲。
男單8強賽中，一場俄羅斯“內戰”以

去年的美網亞軍梅德韋傑夫三盤戰勝同胞魯
布廖夫而告終。另一場比賽中，奧地利球星
添姆同樣也是三盤擊敗澳洲人德米尼亞烏
爾。梅德韋傑夫和添姆將在準決賽展開較
量。
女雙賽場上，中國金花徐一璠和美國球

員梅利查以6：4、3：6、7：6（7）擊敗美國
組合穆罕默德/湯森，挺進決賽。

賽後梅利查表示對手和自己同為美國隊

友，雙方互相了解，而且經常在一起比賽，
她賽前就認為這場球很可能要打到決勝盤的
“搶七”，結果還真戰鬥到最後一刻。
徐一璠表示，自己和梅利查合作非常愉

快，相互激勵，無論比賽和訓練都拚盡全
力。
本次美網決賽，她們將對陣德國人西格蒙

德和俄羅斯人茲沃娜列娃。 ■新華社

中國體育價值榜系列榜單“2019-2020年中國運
動員傳播影響力榜”10日在北京發布。朱婷、武磊、
易建聯榮登榜單前三名，這也是中國運動員傳播影響
力榜自發布以來首次由女性運動員奪得榜首。
中國體育價值榜由中國體育報業總社發起並主

辦，由新體育網承辦並執行。受疫情影響，本次發布
的“2019-2020中國運動員傳播影響力榜”數據統計
周期為2019年1月1日到2020年8月12日。樣本選自
各項目國家隊運動員，統計周期內宣布退役運動員和
歸化運動員因數據不完整，未納入統計範圍。
女排運動員朱婷、男足運動員武磊、男籃運動員

易建聯榮登榜單前三。韓聰、隋文靜成為本次榜單的
“黑馬”，首次闖入榜單前十。此外進入榜單前十的
運動員還有乒乓球運動員馬龍、女排運動員張常寧、
乒乓球運動員劉詩雯、田徑運動員蘇炳添、乒乓球運
動員樊振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標準流浪
證實，35歲的前港隊中場指揮官林嘉緯將回
巢，並打算讓他兼任青年軍教練，相信是鋪
路讓他在流浪結束球員生涯。
林嘉緯為爭取較多上陣機會，年初從東

方龍獅轉投富力R&F，及後遇上疫情球季停
擺，他也因為無法達到上陣一定場次的要
求，不獲富力延長合約。

及後林嘉緯的名字一度與改由郭嘉諾執
教的香港飛馬拉上關係，直至他為流浪出戰
東南海盃小型球賽，其去向終告明朗。
流浪會方證實，02年於球會出道，後來

獲外借到花花的林嘉緯已落實重返母會。由
於他已考獲亞洲足協B級教練文憑，會方並將
會讓他執教青年梯隊，希望利用他的豐富經
驗幫助一眾小師弟。由於林嘉緯球齡已高，

如無意外也會在流浪踢到掛靴。
此外，會方在歐陽耀冲、彭林林及杜馬

思等離隊後，已斟妥姚浩明及周家樂等失意
軍人。
另外入籍前港腳基藍馬也會留隊，再加

上回巢的林嘉緯，戰鬥力有增無減。流浪已
放棄參加今季賽事，將集中火力準備11月的
新球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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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緯回巢流浪 兼任青年軍教練

■■鄧俊文鄧俊文（（左左））//謝影謝影
雪的奧運入場券盡在雪的奧運入場券盡在
掌握中掌握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優霸盃優霸盃 ■■湯姆斯盃湯姆斯盃

■■港羽隊主帥何一鳴表示港羽隊主帥何一鳴表示，，疫情疫情
為教練帶來挑戰為教練帶來挑戰。。 何一鳴供圖何一鳴供圖

■■朱婷朱婷（（中中））力壓武磊及易建聯力壓武磊及易建聯，，成為最具影響成為最具影響
力的中國運動員力的中國運動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馬球手謝定峰大馬球手謝定峰（（右右））對賽會防疫對賽會防疫
措施表示擔憂措施表示擔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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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信條》上映五天票房就超2.4億

元——不過與上映兩天便破億的強勁

勢態相比，後勁有點下滑。究其原因，

可能與電影裏不常見的物理詞匯有關。

“熵、鉗形行動、祖父悖論”……普

通人看著的確有點暈。而另外壹部分原

因，可能來自於相對薄弱的情感、人物

的塑造。

盡管如此，導演諾蘭的開創性仍然

不可忽視，他通過電影把時間具象化;他

讓特工電影的技術手段變得更加高精尖;

他挑戰著人們的慣性思維，讓認知壹遍

又壹遍地被顛覆著。

電影確實難懂。但如果跳開摳細節邏

輯的模式去看《信條》，或許不妨礙觀看

體驗，也會更輕松些，畢竟它是壹部融合

了多種類型的非典型性特工片，下面就來

看看《信條》的多種打開模式。

特工片模式 隱藏了“007”的梗
熟悉諾蘭的人都會知道，作為壹個

英國人，從小是看“007”長大的。諾蘭

多次在采訪中說過，自己是“007”的忠

實粉絲，拍攝《信條》是希望觀眾能感

受到他兒時看特工電影的那種興奮感。

《信條》的靈感來自於“007”，諾蘭做

了壹些顛覆性的改編，比如加入科幻元

素，主角形象的設定等等。在拍攝期間，

諾蘭有意沒有去看“007”電影，整個團

隊也沒有看，有意避免受到創作影響。

但在《信條》中，仍然可以看到不

少“007”的元素。首先主題設定便是非

常特工化的，拯救世界拯救全人類，主

角格鬥技能壹流，懷有悲憫心之外，也

有職業精神所需具備的無情。大反派有

著壹手遮天的能力，女主角漂亮優雅，

大動作場面的設計也沒有缺席。這些在

《信條》裏已經成為經典的場面，開場

營救行動便十分緊張刺激，崇尚於實拍

的諾蘭甚至還炸了壹架真飛機，後期的

追車大戰以及全面總攻等都非常精彩。

有趣的是，諾蘭還埋了壹些隱射

“007”的梗，比如主角接到任務需要接

近大反派的妻子時，鑒於不太帥氣的外

型，顯得頗為為難。邁克爾· 凱恩飾演的

英國情報部門高級長官似乎看出了他的

心思，輕描淡寫補了壹句“我也沒指望

妳”，同時開啟了其他錦囊。

風光片模式 看盡七個國家景色
為了拍攝《信條》，整個團隊輾轉

三大洲七個國家，這些地域的風景觀眾

們可在IMAX的寬畫幅下盡收眼底。眾

所周知，諾蘭喜歡用IMAX攝影機來拍

攝，《信條》是他第五次使用這種機器

了。

開場基輔大劇院的解救人質行動，

是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體育場館內拍

的，這座場館本來是為1980年莫斯科奧

運會而建造，富麗堂皇的場館由於長久

失修，劇組還大費周章進行了修繕工作，

舞臺重建了、座椅和地毯進行了處理、

照明設備重新添置了，這才有了電影中

的盛大華麗感。

反派俄羅斯人安德烈· 薩塔爾和妻子

曾經在越南有過壹段美好時間，他們居

住在超級豪華的遊艇上，附近海岸的風

光旖旎迷人。這壹場景在意大利的南部

小城阿瑪爾菲拍攝完成，這座城市歷史

悠久，海岸線綿延幾十公裏。

挑戰視覺和認知的飛車大戰，車流

既有逆向又有正向，甚至車輛還能從翻

倒到恢復原樣，叫人眼花繚亂，拍攝地

點便是塔林的高速公路。據說當時劇組

申請封閉了8公裏的路段。

科幻片模式 感受它，別試圖理解它

這壹模式無疑是最燒腦的，功課要

提前做好。比如了解“熵”的含義。諾

蘭表示，在之前的作品中，時間還是比

較抽象或者停留於意識形態，而這壹次

，他將時間具象化，以可視化的物理障

礙出現，例如壹個物體的挪動，便是時

間的流動。

“鉗形行動”，也要利用時空逆轉

實現，比如最後的軍事總攻，電影中分

開藍紅兩隊，壹支正向壹支逆向，正向

先行動，得到經驗和情報後，告知逆向

藍隊，藍隊再通過時間逆轉把寶貴經驗

交給還未開始行動的正向紅隊。這裏說

起來有些繞口，在諾蘭所設定時間逆轉

的法則中，自然規律是要遵循的，時間

可以多次逆轉，但結果不會改變。所以

在逆轉的過程中，妳可能會遇見自己，

甚至還和過去的自己打架，或者未來的

自己和現在的自己某個時間點交叉，形

成閉環。

實際上，“逆時間”的很多細節是

經不起仔細推敲的，觀影時盡量不要去

細摳邏輯，比方說在逆時間裏，要戴上

氧氣面罩，因為氧氣會逆向散發，那麼

諸如流鼻涕、吃東西是否也要逆向?觀看

時，這樣的問題不能想太多。

不得不說的槽點
情感線薄弱，人物工具化
情感不夠充沛、人物的工具化或許

會讓諾蘭此次丟失壹部分觀眾。反派和

主角這些人物形象都趨於扁平臉譜化，

似乎都是為了推動劇情而設置。

這也讓不少觀眾認為，羅伯特· 帕丁

森飾演的尼爾才是隱藏的男主，他與主

角之間埋藏頗深的情感也為觀眾津津樂

道。

反觀此前諾蘭的作品，《星際穿越

》裏，相見而不能相遇的父女情，令人

感同身受又心疼不已;再更近期的作品

《敦刻爾克》，包括年輕的士兵，飛行

員、軍官、漁夫，每個人物都鮮活而有

個性。

剪輯混亂，節奏感不強
相信很多觀眾和記者有相同的感受

，《信條》觀看下來斷斷續續，沒有壹

氣呵成的感覺。舉壹個例子，俄羅斯大

亨被他的妻子推到海裏，主角趕緊跳水

救下大亨。接下來畫面便跳到遊艇房間

裏，大亨妻子質問主角為何要救他，非

常突兀。

另外，電影在音效上和內容的配合

度不高，配樂吵鬧而又綿密，實際上削

弱了觀影體驗。

《旗袍美探》表演浮誇尬出屏幕
馬伊琍、高偉光主演的民國時尚探

案劇《旗袍美探》開播壹周，很讓觀眾

失望。海報拍得太美，高偉光帥得玩世

不恭，馬伊琍嫵媚得很有韻味，結果卻

是劇情敷衍，表演浮誇，讓人看出壹身

雞皮疙瘩，有壹種錢都花在了服化道上

的既視感，仿佛催觀眾換臺……

《旗袍美探》翻拍自澳大利亞劇集

《費雪小姐探案集》，在中國屬於小眾

偵探劇，但口碑很好，第三季網評分達

到最高8.7分，評論區裏壹片叫好。故事

發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澳大利亞，女

主角費雪小姐集合了阿加莎· 克裏斯蒂筆

下馬普爾小姐愛管閑事的八卦精神和大

偵探波羅的敏銳觀察力，還像007壹樣四

處留情，探案之余熱衷談情說愛。

費雪小姐貌美多金、機智幽默，憑

個人魅力足以抓住觀眾，翻拍於此的

《旗袍美探》也是如此。大概是為了拗

原版的人設，馬伊琍飾演的上海名媛蘇

雯麗每次出場，都顧盼生姿，眼神滿場

飛，色彩繽紛的精美服飾絕不重復；說

句普通的過場臺詞，也渾身上下地扭，

搖頭晃腦地看得人心累；到案發現場取

證慢悠悠地走貓步，好像到了走秀現場

。但是馬伊琍畢竟已經是44歲的成熟女

人了，硬要放下壹身韻味，模仿20歲妙

齡少女花蝴蝶壹般的做派，顯得極盡浮

誇，讓觀眾看得無比煩躁。

其實，馬伊琍並非不能演嬌媚女人

，《我的前半生》裏羅子君剛出場時撒

嬌賣嗲很有趣，她和賀涵每次互懟，都

是看點。但問題在於，這次的對手變了。

兩個演員對戲，壹人風格跳脫，另壹人

就得格外穩得住。馬伊琍眉飛色舞時，

靳東用眼神和表情配合她，還不搶戲，

這是功夫。可《旗袍美探》裏，高偉光

的冷峻沈穩是偶像劇式的，既跟不上，

也穩不住馬伊琍的節奏。高偉光越呆若

木雞，馬伊琍越要無限誇大每個動作和

表情，高偉光應對不來，只好拿出千人

壹面的偶像臉和壹些同樣誇張的小表情

。常常是壹場戲下來，明明兩人在同壹

畫面裏，卻處處對不上，好像隔空對話

，各說各的臺詞。可想而知，在那些互

相試探，曖昧的劇情裏，這對組合更是

看得人頭皮發麻，隔著屏幕都尷尬。

《旗袍美探》兩三集壹個案件，案

情設計得也比較敷衍，很容易讓觀眾猜

到結局。整部劇最大的亮點就是馬伊琍

不重樣的服飾，美是很美，但誰又有耐

心看壹部海報劇呢？

馬伊琍首當其沖被批評演技浮誇。說

來，並不是所有的演員戲齡夠長,就夠資格

稱“老戲骨”的，至少馬伊琍的演技還沒

有修煉到和任何演員搭檔都能收放自如。

很明顯的規律是，如果沒有成名的演技派

演員做搭檔，馬伊琍最好的選擇是演自己

。馬伊琍年輕時壹對彎彎的小笑眼配上敦

厚的圓臉，很長壹段時間裏，壹直被導演

們視為飾演溫婉女性的絕佳人選。她在

《還珠格格3》裏飾演紫薇，造型溫柔可

人，但演得很別扭，明明很有觀眾緣的角

色卻沒攢下人氣。讓觀眾記住她的是《奮

鬥》裏的夏琳，壹個很馬伊琍的角色，獨

立、驕傲、個性強、有主見。

《我的前半生》對馬伊琍而言大概

是第壹次走出舒適圈，發自內心、由衷

認同地飾演了沒主見、沒能力的全職主

婦羅子君。接受采訪時她說：“如果十

年前，我是絕不會演羅子君的，太沒用

了，太沒意思了，這樣的女人誰要看？”但

有過羅子君類似的遭遇後，她真正懂得

，每個人都有不堪的壹面，這才是真正

的生活。憑《我的前半生》，馬伊琍拿

下白玉蘭獎最佳女主角獎杯，論演技、

論人氣，同時提名的袁泉無疑更勝壹籌

，但最終頒獎給馬伊琍，大概是評委們

更看重演員對自身局限性的突破。

同理，現在的《旗袍美探》也是馬

伊琍的短板，她壹定心知肚明，自己從

來不是妖嬈嫵媚型的美女。但不管與高

偉光是否搭戲，這次蘇雯麗嗲嗲小作精

的味道，馬伊琍是演出來了，氣質上，

也由內而外變得柔軟了很多。馬伊琍在

白玉蘭獎頒獎典禮上有段獲獎感言直擊

女人心，她說：“人的前半生，沒有對

錯，只有成長。人的後半生，唯有學習

不可放棄,創造輝煌和價值，方得圓滿。

願妳千帆閱盡，歸來仍是翩翩少女。女

人可以不成功，但必須要成長！”她的

確做到了，40+依舊有膽量向自己挑戰，

保有壹顆少女心。

《信條》太燒腦？？
或許可以嘗試它的其他打開方式他打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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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活到老，學到老，人生裏老師就如我們的引路明燈，灌溉着
我們成長，藉着9月10日教師節，齊齊向他們致敬，Cally

衷心謂：“向各位心繫教育，作育英才的教師們致敬！用生命影
響生命，希望老師們都能在言傳身教中傳遞更多真知灼見，助人
成長，成才。”好學不倦的她放上在2016年參加第26期國情研修
班與張維為教授的合影，並非常感恩能夠有這寶貴的學習機會，
得到良師的教導。
李冰冰對不辭勞苦的老師走到偏遠村落，以助貧困學生圓大學

夢，致上萬分敬重，她謂：“用愛與責任搭建起孩子們‘感知世
界’的橋樑，致敬＃鄉村裏的教書人＃他們值得更多尊崇！”

郎朗感激恩師無私傳授
郎朗就表示：“從2008年開始，每周我都會抽時間給孩子們講

解鋼琴技巧，在教孩子們時也會時常憶起我的老師，曾悉心、無私
地傳授我技藝，解答我疑惑。每個人都曾經歷，或正經歷，或將經歷
老師帶給我們的啟蒙時光，正是這段時光，讓我們不斷接近理想，走
向希望。在這個節日，讓我們一起感懷師恩，向每一位辛勤付出的教
師致敬！”
黃曉明放上一張老師扮相造型，祝願所有老師，教師節快樂。陳

妍希就視媽媽為人生中最好的老師，適逢是陳媽媽生日，她放上兩母
女合照，留言：“祝我人生中最好的老師生日快樂。”趙文卓表示：
“育人為樂，桃李滿天下，祝所有老師們節日快樂。”

劉璇鬼馬地把老公王弢居家網上教學的扮相公諸同好，但見王
弢上身穿上西裝結領呔“踢拖”露出腳趾步出房門，劉璇以“上半
身精致(緻)，下半身馬虎”來形容，並搞笑留言要送老公新拖鞋賀教
師節快樂：“看到王教授上網課衝出拖鞋的腳趾都在用力，我決定
送他一雙新拖鞋！絕對好看！＃教師節＃快樂！”

汪小菲難忘老師的疼愛
莫少聰道：“今天是教師節，感謝我們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位老

師，是他們對我們傳授知識，更教會我們為人處事的道理與可貴的
品質，讓我們成為今天的自己。”

被粉絲冠以“李老師”稱呼的李榮浩則指：“每年的今天雖然
我不是教師，但我也希望我的學生們都飛黃騰達！”
大S（徐熙媛）老公汪小菲分外懷念求學時期被老師疼愛：

“今天教師節，我這個人記性特奇怪，有的事10日發生的，怎麼
想也想不起來。有些時間和節點永遠忘不了。我的恩師，小學一二
年級羅老師是班主任，特別慈祥，給了我好多在父母身上找不到的
疼愛，所以我成績特好。 三四年級我媽出國，學習成績直線下
降，班主任是史老師，長什麼樣我都記得，天天損我，但我不怪
她。五六年級丁老師盯我特緊，她女兒丁洁，我們還滑過冰。像
一家人，所以有幸上了八十中，遇見了帶我三年，也是我最愛的老
師，那時她才23歲，1993年，我人生最美的那段學校時光。愛我每
一段的班主任，每個老師。是老師，祝你永遠美麗，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1010日是中國教日是中國教

師節師節，，多位藝人紛紛向老師們致敬多位藝人紛紛向老師們致敬，，感恩生命中遇感恩生命中遇

到他們傳授知識到他們傳授知識，，無私教授無私教授！！鄺美雲鄺美雲（（CallyCally））歌歌

頌作育英才的老師頌作育英才的老師，，用生命影響生命用生命影響生命，，助大家成助大家成

才才；；李冰冰就讚揚鄉村裏的教書人李冰冰就讚揚鄉村裏的教書人，，照亮山裏孩子照亮山裏孩子

的前程的前程；；國際知名鋼琴家郎朗在教學的同時國際知名鋼琴家郎朗在教學的同時，，令他令他

緬懷老師的悉心教導緬懷老師的悉心教導，，必須把必須把““尊師重教尊師重教””的優良的優良

傳統弘揚下去傳統弘揚下去；；前體操奧運冠軍劉璇則以趣味性一前體操奧運冠軍劉璇則以趣味性一

面祝老師們節日快樂面祝老師們節日快樂，，她要送穿拖鞋上網課的老公她要送穿拖鞋上網課的老公

王弢一對新拖鞋王弢一對新拖鞋，，乘機乘機““放閃放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王菲9日晚線上開啟個人K歌首秀，不
僅連唱4首歌曲，更與馬雲隔空連咪對唱，
互飆高音演繹經典歌曲《如果雲知道》。相
較於舞台上的表演，王菲此次不唱自己的
歌，而是與朋友選擇了K房“必點”。

繼“相信未來”線上義演，王菲與常石
磊共同演繹了《人間》後，王菲再次線上營
業，在優酷、淘寶直播獻上個人K歌首秀，
這也是她年內唯二的公開演出亮相。直播
中，王菲保持以往空靈風格，雖未多言語，
但歌聲已讓所有粉絲陶醉。她翻唱了
《Landing Guy》、《下雨天》、《私人公
園》三首不同風格的歌曲。
馬雲此次還作為神秘嘉賓空降直播現

場，與王菲隔空連咪對唱。王菲指，之所以
選擇《如果雲知道》，是因為歌曲與馬雲
“雲”相連，馬雲想與王菲合作唱“接地
氣”歌曲。王菲透露，“馬校長希望唱他沒
有唱過的歌，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首和他有
聯繫的《如果雲知道》，這個‘雲’就是他
（馬雲）的‘雲’，我們歌詞也稍微改了一
下，希望大家聽得開心。”而王菲唱廣東歌
《下雨天》時，現長居內地的她發音仍然標
準，顯示其廣東話未有生疏。

鄺
美
雲
歌
頌
良
師

鄺
美
雲
歌
頌
良
師
：：

用
生
命
影
響
生
命

用
生
命
影
響
生
命

學
生
的
引
路
明
燈
李
冰
冰
黃
曉
明
致
敬
老
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由香港現場演出
及制作行業協會（後稱“演制協會”）及大灣區共
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後稱“青年公益基金）共同
主辦的全新網上直播音樂節目“＃STAYTUNED
+”，於10日舉行發布會，並由香港現場演出及制
作行業協會聯席主席何麗全及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
公益基金常務副主席霍啟剛主持啟動儀式，而一眾

有份演出的歌手，包括劉浩
龍、敖嘉年、歌莉雅、陳明
憙、蔣嘉瑩、謝高晉及組合天
堂鳥等亦有出席，並在會上以
自創舞步和接龍方式，將
“愛”預先傳遞給屆時收
看節目直播的觀眾，亦希
望他們也可以將這份
“愛”轉發給身邊所有
人。
“ ＃ STAYTUNED

+”一共16場，由即晚起逢
期四晚上10時至11時，於演
制協會及青年公益基金的官
方facebook專頁和YouTube
頻道同步直播 ，每集“＃
STAYTUNED +”將由年輕
歌手、藝人及音樂素人擔任主
角，鼓勵他們為夢想拚搏，亦

希望透過他們的音樂和故事，讓年輕人關注如何能以
正能量感染其他人。而打頭陣演出的有敖嘉年與歌莉
雅。何麗全在會後表示，對於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
益基金全力支持這個網上直播音樂節目深表感謝，一
系列節目創造了超過一百個工作機會給業內工作人
員，在疫情下給予業界很大的鼓勵。

霍啟剛在發布會上表示：“在疫情持續下，各
行各業深受影響，包括從事演藝行業的藝人及製作人
員等，因此構思舉辦網上直播音樂會，希望藉此為一
眾演藝界的青年從業員提供工作機會，展示才華，鼓
勵他們在疫情下仍要堅持夢想。與此同時，希望透過
網上直播，以音樂和分享經歷，在疫情下為青年人提
供娛樂之餘，亦為他們發放正能量，打一打氣！”

劉浩龍抗拒玩交友App
霍啟剛受訪時笑說：“好久沒見過那麼多

人，好興奮。”他又叫大家不要叫他霍先生，叫他
英文名阿Ken。談到今次舉行網上直播音樂節目，
他表示因為知道演藝界很多台前幕後，受疫情影響
手停口停，尤其是很多幕後未能受惠政府的7,500
港元資助，所以希望今次活動提供平台讓更多年輕
歌手及幕後人員參與演出。問到會否在直播秀中開
金口唱歌？他笑言自己在家甚少跟子女唱歌，反而
大女主動向媽咪要求學唱歌：“女兒都是唱《Baby
Shark》。”育有3名子女的他，談到子女在疫下要
用Zoom上堂，有時3個若撞時間便要一人一個角落

上堂，太太郭晶晶最辛苦，要下載及列印功課，都
希望盡快回復正常返學，始終學校的群體生活與網
上學習不同，小朋友都想盡快見到其他同學。笑問
到有否趁疫情努力造人？他笑說：“沒想過，太太
已經好忙。”
有份演出的劉浩龍，表示上星期唱了一次網

上直播秀，之前在上海隔離期間也有開live。他透
露相隔了年半後將再度重投歌唱事業，稍後會推出
新歌， 感到相當開心。問到他可有趁疫情減少工
作去拍拖？他即反問：“有沒有好介紹？（玩交友
App？）不好吧！”

“演制協會”辦直播秀鼓勵年輕人
霍啟剛盼子女盡快回校上課

■■已為人父的汪小菲原來對當年老已為人父的汪小菲原來對當年老
師的態度仍歷歷在目師的態度仍歷歷在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妍希視媽媽為人生
陳妍希視媽媽為人生

中最好的老師中最好的老師。。

■■李冰冰特別讚揚鄉村裏的教書人李冰冰特別讚揚鄉村裏的教書人。。

■王菲與馬雲隔空對唱。 網絡截圖

■何麗全及霍啟剛主持啟動儀式，一眾有份演出的
歌手，包括劉浩龍、敖嘉年、歌莉雅、陳明憙等亦
有出席。

■■霍啟剛讓現場霍啟剛讓現場
傳媒叫他英文名傳媒叫他英文名
阿阿KenKen。。

■■鄺美雲得到張維為教授的教導
鄺美雲得到張維為教授的教導。。

■■黃曉明上黃曉明上

載老師扮相載老師扮相

造型照造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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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美中時間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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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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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0-01: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1: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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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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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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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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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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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0-05: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中國緣 (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生活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6:30-07:00

07:00-07:30 07:00-07:30

07:30-08:00 07: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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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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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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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生活 (重播) 09: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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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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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30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11:30-12:00 中國緣 (重播) 11: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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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3:00 12:30-13:00

13:00-13: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13:00-13:30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00-14:30

14:30-15:00 中國緣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緣 14:30-15:00

15:00-15:30 15:00-15:30

15:30-16:00 15:30-16:00

16:00-16: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記住鄉愁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中國緣 (重播) 17: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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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18:30 18: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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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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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20: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生活 19:30-20:00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00-20:30

20:30-21:00 20:30-21:00

21:00-21:30 21:00-21:30

21:30-22: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21:30-22:00

22:00-22: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0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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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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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0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遠方的家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美南大咖談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海峽兩岸
中華醫藥

今日關注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8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轉轉發現愛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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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as: 8/8/202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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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屆亞洲電影大獎9日公布入圍名單，由

在奧斯卡拿到多項大獎的南韓導演奉俊昊電影

「寄生上流」入圍10項居冠，緊追在後的是去年

在金馬獎奪得5項大獎的「陽光普照」，和大陸導

演王小帥的「地久天長」分獲7項入圍。而新科金

馬影帝陳以文和影后楊雁雁也都入圍，分別對上

亞洲各國實力派演員，競爭相當激烈。

鍾孟宏執導的「陽光普照」在去年金馬成為

大贏家，在今年的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影片入圍裡

對上南韓強片「寄生上流」、日片「蜜蜂與遠雷

」、「地久天長」、伊朗片「無邪」、印度片

「Thappad」。最佳導演部分，台灣就佔兩席，鍾

孟宏和「日子」 蔡明亮，還有奉俊昊、王小帥、

「氣球」的萬瑪才旦以及日片「想再聽見你」諏

訪敦彥。

影帝入圍則有金馬影帝陳以文、以「地久天

長」拿下柏林影帝的王景春、「南山的部長們」

的李秉憲和「叔‧叔」的太保等。角逐影后分別

是，金馬影后楊雁雁和「少年的你」周冬雨，以

及「地久天長」柏林影后詠梅、「失蹤女孩」日

星筒井真理子、「82年生的金智英」鄭裕美、泰

片「就愛斷捨離」茱蒂蒙瓊查容蘇因。

在男配角和女配角、新人獎項也都有台灣演

員入圍，金馬男配角劉冠廷將對上崔宇植、「叔

‧叔」袁富華等。柯淑勤也以「陽光普照」挺進

女配，與「叔‧叔」歐嘉雯、「寄生上流」李姃

垠、「少年的你」周也等人競爭。

金馬最佳新人「下半場」范少勳則是與「少

年的你」易烊千璽、「日子」亞儂弘尚希等人一

同角逐。台灣票房電影「返校」導演徐漢強則提

名新導演，該片同時入圍最佳視覺效果。

第14屆亞洲電影大獎首次移師到南韓釜山舉

行，今年鑑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取消頒獎典

禮，改由10月14日網上宣布得獎名單。

亞洲電影大獎入圍公布
「陽光普照」 力抗 「寄生上流」

青春史詩愛情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還未正式上

映，兩位男主角陳昊森、曾敬驊這對「驊森CP」因勤跑校

園講座及特映活動，已廣受影迷關注討論，9日官方搶先

曝光音樂篇幕後

花絮，電影中由

盧廣仲演唱的主

題曲「刻在我心

底的名字」感動

逼哭眾人，

曾敬驊（飾

演Birdy）在進組

的第一場戲，就

直說：「歌一放

出 來 ， 眼 淚 就

hold 不住了。」

而陳昊森（飾演

阿漢）也為角色

進錄音室自彈自

唱主題曲，他表

示：「歌詞寫得

很到心裡去，短

短的一首歌，描

述了整個故事。

」

電影劇組到桃園楊梅高中與永平工商舉行校園講座，

陳昊森、曾敬驊、法比歐與邵奕玫一行人立刻成為焦點，

現場還開放學生上台與「驊森CP」對戲，復刻預告與海報

上的經典橋段，笑翻全場，而演員們也對學生們的熱情要

求來者不拒。由氧氣電影主辦的星空趴戶外特映，6場門

票也已全數售罄，更有粉絲還未上映，就已參與台北電影

節放映、特映會、國際酷兒影展等各式特映累積6刷，更

直言等到正式上映時還要再去電影院報復性看個夠，「驊

森CP」儼然已成為粉絲心中年度最佳CP。

今日曝光的音樂篇幕後花絮可一窺，電影中參加管樂

社團的曾敬驊也趁拍戲空檔小露身手，吹薩克斯風演奏主題

曲，柳廣輝導演盛讚曾敬驊根本十項全能，主題曲只是聽過

幾回也沒看過譜，就幾乎可以吹出整首旋律。陳昊森則為戲

學吹奏小喇叭，兩人的學習力讓教他們的音樂老師很佩服。

飾演神父的法比歐指揮樂隊，還特別拜師學習，希望每一個

細節都不放過，讓擔任管樂隊員的陳昊森、曾敬驊，表演吹

奏出整齊劃一的歌曲，導演柳廣輝對音樂細節很嚴格，要求

必須上樂器課，正式開拍前，已上滿整整8堂課，把國歌、

國旗歌、奇異恩典等知名曲目都學了一輪，國中就學過薩克

斯風的曾敬驊，更被陳昊森誇讚：「很會吹奏！」

「驊森CP」兩位男主角的好情誼，更是從第一場戲就

奠定了，曾敬驊表示，剛進劇組第一場就是情緒很重的戲

，「那一天我非常緊張，在陌生的劇組，就要拍這場戲，

對我來講壓力滿大。」而沒有通告的陳昊森則默默在鏡頭

外陪著他培養情緒，讓他更快進入角色。《刻在你心底的

名字》口碑場9月25日到27日搶先上映。9月30日全台戲

院正式上映。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未上映就被6刷2男神校園轟動

過去曾多次改編為即時戰略遊戲、讓許多電玩迷廢寢

忘食的經典科幻小說《沙丘》（Dune），如今再次回歸大

銀幕，這回由張震、提摩西夏勒梅（Timothée Chalamet）

等人，帶領觀眾展開史詩般的探險。

《沙丘》（Dune）取材科幻小說作家法蘭克赫伯特

（Frank Herbert）的作品，一系列6集的小說完整架構了

貴族統治的未來世界，主角保羅亞崔迪如何繼承家族使命

，為了統治宇宙中最危險的行星，與各路人馬交涉甚至大

打出手，好奪取行星最珍貴的天然資產。

這個故事曾在1982年被導演大衛林區（David Lynch

）拍成《沙丘魔堡》，但一般的反應都不佳，認為偏離小

說的情節跟格局，就連導演本人也不想重提往事。之後從

1992年開始連續推出4代的電玩遊戲，反而培養出許多死

忠的粉絲與愛好者，不斷敲碗希望可以看到《沙丘》重啟

。

如今肩負重啟重任的，是導演丹尼維勒納夫（Denis

Villeneuve），巧合的是他的前作《銀翼殺手2049》也是另

外一齣科幻經典的續作，而丹尼維勒納夫也證明自己擅長

在科幻的包裝下，透過劇情深度討論哲學等人文意

涵，的確是駕馭這類高難度影像化題材的高手。

由於小說原著裡頭登場的人物眾多，也代表不

同覬覦行星資源的勢力，粉絲都挺好奇這回導演該

怎麼解決戲份的問題，也期待可以如《魔戒》般發

展成系列電影。但是更多人想在大銀幕上看到氣勢

磅礡的沙蟲追逐畫面，因為無論在小說、原版電影

還是電玩，沙蟲出場的畫面總是劇情高潮。

除了提摩西夏勒梅扮演主角保羅亞崔迪，台灣

男星張震也加入飾演惠靈頓岳醫生，其餘登場的演

員陣容也非常堅強，包括飾演主角媽媽的蕾

貝卡弗格森（Rebecca Ferguson），還幾乎網

羅近年《星際大戰》、漫威與 DC 宇宙的要

角 ， 包 括 奧 斯 卡 伊 薩 克（Oscar Isaac） 、 喬

許 布 洛 林 （Josh Brolin） 、 辛 蒂 亞 （Zendaya

） 、 傑 森 摩 莫 亞 （Jason Momoa） 、 戴 夫 巴

帝 斯 塔 （Dave Batista） 等 ， 打 造 出 眾 星 拱 月 的 氣

勢。片中除了浩大的沙漠實景，也有許多發生在

沙漠的大場面動作戲，都是遠負約旦南端，充滿

神祕氛圍的瓦地倫沙漠實景拍攝，的確可以滿足

電玩迷的期待。

科幻經典《沙丘》重磅回歸
張震提摩西夏勒梅展開史詩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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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美中時間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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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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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0-01: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1: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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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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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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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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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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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0-05: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中國緣 (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生活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6:30-07:00

07:00-07:30 07:00-07:30

07:30-08:00 07: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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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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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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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生活 (重播) 09: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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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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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30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11:30-12:00 中國緣 (重播) 11: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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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3:00 12:30-13:00

13:00-13: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13:00-13:30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00-14:30

14:30-15:00 中國緣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緣 14:30-15:00

15:00-15:30 15:00-15:30

15:30-16:00 15:30-16:00

16:00-16: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記住鄉愁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中國緣 (重播) 17: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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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18:30 18: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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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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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20: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生活 19:30-20:00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00-20:30

20:30-21:00 20:30-21:00

21:00-21:30 21:00-21:30

21:30-22: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21:30-22:00

22:00-22: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0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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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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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0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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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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成功大學校友會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六日下午休士頓成功大學校友會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六日下午22點舉行網絡校友年點舉行網絡校友年
會會，，並舉行會長交接典禮並舉行會長交接典禮。。大會由校友會顧問趙婉兒女士主持大會由校友會顧問趙婉兒女士主持。。趙女士首先趙女士首先
致歡迎詞致歡迎詞，，其次由現任會長顧寶鼎博士介紹現任理事其次由現任會長顧寶鼎博士介紹現任理事，，並答謝過去兩年來對並答謝過去兩年來對
校友會的支持與協助校友會的支持與協助。。顧博士也趁此機會與校友辭行顧博士也趁此機會與校友辭行，，因其將返台工作因其將返台工作，，為為
台灣風力發電貢獻所長台灣風力發電貢獻所長。。接著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致詞接著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致詞，，勉勵勉勵
校友們發揮成大優良傳統校友們發揮成大優良傳統，，未來若有適當時機未來若有適當時機，，回國貢獻所長回國貢獻所長。。再來趙女士再來趙女士
介紹新任會長張世曉博士介紹新任會長張世曉博士，，並進行新舊任會長交接儀式並進行新舊任會長交接儀式，，由羅處長監交由羅處長監交。。結結
束後由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頒發僑務委員會童委員長謝函與賀函束後由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頒發僑務委員會童委員長謝函與賀函。。

新任會長張博士致答謝詞新任會長張博士致答謝詞，，並闡明校友會未來兩年的目標並闡明校友會未來兩年的目標，，鼓勵大家踴鼓勵大家踴
躍參與校友會舉辦的活動躍參與校友會舉辦的活動，，同時也介紹理事團隊同時也介紹理事團隊。。最後大會由穆樂倫校友主最後大會由穆樂倫校友主
講講【【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生活上增強免疫力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生活上增強免疫力】】為題為題，，為校友們提供寶為校友們提供寶
貴的資訊貴的資訊。。大會於大會於44點圓滿結束點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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