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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nea Honorary Consul In Houston

  
If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832-280-5815
Jun Gai          281-498-4310

Mr. Lee’s Commen-
tary and Dairy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Jun Gai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Houston ( Souther News Group) - Chairman Wea H. Lee 
of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as been appointed as the Republic of Guin-
ea Honorary Consul In Houston. 

Guinea Ambassador Kerfalla Yansan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sent a formal letter to Mr.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 congratulate him on becoming the Honor-
ary Consul of the Republic of Guinea in Houston, Texas.

In the letter Ambassador Yansane wrote, “As requested 
by President Alpha Conde, at the occasion of his historic 

Inside C2

visi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o you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approved your accrediting as the 
Honorary Consul of the Republic of Guinea in Houston, Texas, 
with all privileges attached to the function.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to you my warm congratulations and 
also to commend you for your keen interest in establishing fruitful 
cooperation with the Republic of Guinea.”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Hon. Consul Le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Chairman of the Interna-
tional District in southwest Houston. He has long been a strong 
promoter and advocate of trad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exas and 
Africa. With the leadership of ITC’s President Hon. Consul Gen-

eral of Ethiopia Gezahgen Kebede, ITC sponsored a very 
successful Texas African Summit with Rice University.

Hon. Consul Lee told reporters that he will organize a 
business and education group to visit Guinea after the 
pandemic is over. He believes we can help Guinea to 
develop in the areas of 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in other national projects. 

The Consulate of the Republic of Guinea will be open 
soon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Some 3,500 U.S. companies sue over Trump-imposed Chinese tariffs
WASHINGTON (Reuters) - About 
3,500 U.S. companies, including 
Tesla Inc, Ford Motor Co, Target 
Corp, Walgreen Co and Home Depot 
have su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st two weeks over the impo-
sition of tariffs on more than $300 
billion in Chinese-made goods.
The suits, filed in the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amed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
thizer and the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gency and challenge 
what they call the unlawful escala-
tion of the U.S. trade war with China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a third and 
fourth round of tariffs.

The legal challenges from a wide va-
riety of companies argu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ailed to impose 
tariffs within a required 12-month 
period and did not comply with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he companies challenge the admin-
istration’s “unbounded and unlimited 
trade war impacting billions of dol-
lars in goods imported from the 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impor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a 
suit filed by auto parts manufacturer 
Dana Corp.
The suits challenge tariffs in two 
separate groups known as List 3 and 
List 4A.” List 3 includes 25% tariffs 

on about $200 billion in imports, 
while List 4A included 7.5% tariffs 
on $120 billion in goods.

One suit argues the administration 
cannot expand tariffs to other Chi-
nese imports “for reasons untethered 
to the unfa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t originally 
investigated.”

Companies filing suit include heavy 
truck manufacturer Volvo Group 
North America, U.S. auto parts 
retailer Pep Boys, clothing com-
pany Ralph Lauren, Sysco Corp, 
guitar manufacturer Gibson Brands, 
Lenovo’s U.S. unit, Dole Packaged 

Foods, a unit of Itochu Corp and golf 
equipment manufacturer Callaway 
Golf Co.
Home Depot’s suit noted it faces 
tariffs on bamboo flooring, cordless 
drills and many other Chinese-made 
products. Walgreen, a unit of the 
Walgreen Boots Alliance, said it is 
paying higher tariffs on products like 
“seasonal novelties; party, first aid, 
and office supplies; and household 
essentials.”

Lighthizer’s office did not immedi-
ately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
ment.

On Sept. 15, the World Trade Or-

ganization found the United States 
breached global trading rules by 
imposing multibillion-dollar tariffs in 
Trump’s trade war with Chin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ys tar-
iffs on Chinese goods were justified 
because China was stealing intel-
lectual property and forcing U.S. 
companies to transfer technology for 
access to China’s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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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 22, 2020 -- Just over 6 months afte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clared 
COVID-19 a pandemic,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ched a grim milestone: the 
novel coronavirus death toll has climbed 
to a staggering 200,000. The grim num-
bers have hit the families and front line 
personnel very hard.
“It’s sobering. It’s a large number, and 
clearly it tells us that everything we’re 
doing right now to contain it needs to 
continue,” says Erica Shenoy, MD, as-
sociate chief of the Infection Control 
Unit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Especially heading into the fall, where 
we don’t know if there will be a second 
surge, or if this will be compounded by 
other respiratory illnesses.”
Doctors and scientists say the number 
sends a clear message: Although people 
are itching to return to pre-pandemic 
life, Americans should continue to wear 
masks, practice hand-washing hygiene, 
and keep physicaldistance from others.
While the high death toll is a bleak 
glimpse into how severe the illness is, 
there are two silver linings: The numbers 
seem to be tren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researchers have had time to discov-
er more about a virus that at first baffled 

even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tists.
According to Shenoy, the best way to 
gauge whether mortality is dropping is 
the CDC’s report of “excess deaths” -- 
the bulk of deaths above historically nor-
mal levels. About 246,600 more people 
died than usual from March 15 to Aug. 
22. That number continues to decline, 
Shenoy says, which is promising.

 “That might be a sign that it’s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she says.
New cases and deaths are slowing. For 
example, New York saw a sharp rise be-
fore reaching more than 170,000 total 
cases in April. But new cases are down 

from 10,000 per day to under 600 per 
day. The dip could be related to sever-
al things. More young people are con-
tacting the virus now, and they are less 
vulnerable to severe illness than older 
adults. Doctors and caregivers are also 
learning more about how to treat and 
manage the illness, leading to better out-
comes.
The buildup of knowledge over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has shed light on which 
patients are most vulnerable. An Au-
gust study in Lancet Oncology found 
that blood cancer patients are especially 
high-risk, with 57% higher odds of se-
vere symptoms than people who have 
other types of cancer.
The things that most determine risk have 
consistently been age and underlying 
conditions. A study out this month in 
the journal Infection Control & Hospi-
tal Epidemiology examined COVID-19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with 
non-critical illness. It found that the big-
gest drivers for deadly outcomes were 
age and diabetes.

“A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severe disease. There is in-
crea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highest 
in patients over the age of 85,” Shenoy 
says. “There is also a subset of underly-
ing medical conditions that lead to worse 
outcomes, including COPD, obesity, 
heart disease, sickle cell disease, and di-
abetes.”
Despite the growing body of informa-
tion on COVID-19, attempting to pre-
dict what the flu season will be like is 
often considered “a fool’s errand,” She-
noy says. With schools opening this fall 
and states easing up on regulations, the 
numbers of COVID-19 cases, and other 
respiratory viruses, the numbers could 

begin to tren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de-
pending the practices of U.S. residents in 
the coming months.
`As of August, COVID-19 was on track 
to be the third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mas Frieden, MD, 
former director of the CDC, said the nov-
el coronavirus only lagged behind heart 
disease and cancer. The virus is now on 
par with death rates from Alzheimer’s 
and dementia, Shenoy says.
The biggest question mark -- and per-
haps the main factor in how the rest of 
the year plays out -- is how severe this flu 
season will be, she says. There could ei-
ther be a perfect storm of deadly respira-
tory illness that leads to another spike in 
cases, or a mild flu season and a decrease 
in COVID-19 deaths.

Shenoy says it’s important to get the flu 
vaccine as soon as it’s available. Aside 
from that, she says, wearing masks, thor-
ough hand-washing, and social distanc-
ing remain crucial to decreasing infec-
tion. She also encourages people to stay 
home if they don’t feel well.
“Some things we can’t control, but some 
things are within our control,” she says. 
“We need to continue to do what we can 
to curb this.” (Courtesy https://www.
webmd.com/)
Related

NIH Expands Clinical Tri-
als on Convalescent Plasma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s ex-
panding enrollment in two clinical trials 
to see if convalescent plasma helps the 
recovery of people hospitalized with the 
coronavirus.
“The evidence on convalescent plas-
ma as a treatment for severe cases of 
COVID-19 is promising but incomplete. 
We need to carry out rigorous random-

ized control clinical trials to determine 
how this therapy can improve out-
comes,” NIH Director Francis S. Collins, 
MD, said in a news release. “While the 
world waits for an effective vaccine, it is 
vital that we simultaneously expand the 
options for available treatments for those 
currently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effects 
of this disease.”

The decision comes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an NIH expert panel said there’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use of con-
valescent plasma to treat COVID-19 pa-
tients. The panel said doctors should not 
consider it a standard of care until more 
research is completed.
In the latest news release, the NIH said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con-
valescent plasma may help people se-
verely ill with the virus, but “prospec-
tive, well-controlled randomized trials” 
are needed to determine if it really works.
Convalescent plasma is taken from peo-
ple who’ve recovered from COVID-19. 
It contains antibodies and other compo-
nents that may help people recover from 
the coronavirus.The FDA earlier granted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the use 
of convalescent plasma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Operation Warp Speed, the federal 
program to expedite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including development of a 
vaccine, is providing $48 million for the 
plasma testing.
Both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
als were launched in April, one by NYU 
Langone Health in New York and the 
other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Nashville. (Courtesy (Courtesy 
https://www.web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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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Trump will nominate a woman
as a successor to the late Justice
Ginsburg who died last Friday of
pancreatic cancer at age 87. With only
six weeks remaining before the election,
Republicans are pushing to move quickly
on a successor while Democrats want to
keep the seat open until after the
election. Replacing the liberal icon with
a conservative jurist could further
entrench the high court’s rightward
shift.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President
Trump was asked if he would commit to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whether he
won or lost in November. He replied,
"Well, we will have to see what happens.
I have been complaining very strongly
about the ballots. The ballots are out of
control, but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say they are committed to a peaceful
election process and transfer of power if
the Democrats win.”

Today our nation faces a lot of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national election
coming soon, we as the model for free
democratic nations can't even agree on
what our leader said about the transfer

of power. When
Republicans
rush to nominate
a new justice for
the Supreme
Court,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will
be out of
balance for the
important issues
that face our
country like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nd the
abortion issue

and we will be faced with very different
results from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

We urge the Congress, especially the

Senate,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and
to watch out for the majority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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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s harvest their potatoes as Mount Sinabung spews volcanic ash,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inactivity, in Karo, North Sumatra province, Indonesia, 
August 10, 2020. Antara Foto/Sastrawan Ginting/via REUTERS

The Japanese bulk carrier ship MV Wakashio that ran aground on a reef is seen at Riviere 
des Creoles, Mauritius, in this handout image obtained August 10, 2020. The tanker struck 
a coral reef on Mauritius’ southeast coast on July 25 and began leaking 1,000 tonnes of oil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island’s most pristine beaches, raising fears of a major ecological 
crisis. French Army command/Handout via REUTERS

A Belarusian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gestures next to injured protester Yevgeny Zaichkin 
during clashes after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ls closed in Minsk, Belarus, August 9, 2020. Zaich-
kin, who was reported to have died during bloody clashes with police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
tion, told Reuters he had survived a brutal police beating and that he expected to be de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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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man pulls a baby on a pallet as they prepare to move to a new temporary camp for migrants and refu-
gees, on the island of Lesbos, Greece, September 21, 2020. Thousands of asylum-seekers have moved into a 
new temporary facility

While FaceTiming her siblings, Angelica Mendez says goodbye to her mother, Catalina Salazar, 
86, who was struggling to fight COVID-19 and died later in the day at Unit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in Houston, Texas, September 8, 2020.

Lyra Conley hugs therapy llama Caesar McCool at the site of ongoing protests 
against police violence and racial inequality, in Portland, Oregon, August 6, 2020. 
Caesar, the six-year-old “No Drama Llama,” has become a fixture in the city, ex-
tending his wooly neck to nuzzle both Black Lives Matter activists and law enforce-
ment officers in body armor lining up to take selfies with him. REUTERS/Nathan 
Howard

People react after a decision in the criminal case against police officers involved in the death 
of Breonna Taylor in Louisville, Kentucky, September 23, 2020. Protests erupted after the state 
attorney general announced 

People gather in front of the Supreme Cour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 in Washington, 
September 18, 2020. Ginsburg died on September 18 of complications from pancreatic cancer at age 87. Gins-
burg’s death gives Trump and his...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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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week, the White House made the 
decision to ban Chinese-owned apps Tik 
Tok and WeChat from U.S. app stores. As 
of yesterday, the apps are no longer avail-
able for download. The apps were being 
removed due to security concerns related 
to user data and propaganda. According to 
Zak Doffman at Forbes, in recent weeks 
reports have emerged suggesting that 
TikTok is “Chinese spyware,” alleging 
that the app steals data from users’ devices 
and sends it to China.
While those claims haven’t been proven to 
be true, TikTok does occasionally release 
software with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that 
need to be fixed.
President Trump told reporters Saturday 
said a new deal currently being brokered 
would result in a new company called 
TikTok Global that will likely be based in 
Texas.
The proposed deal is between U.S.-based 
tech company Oracle and Walmart for the 
U.S. operations of TikTok.
“If they get it done, that’s great,” Trump 
told reporters. “If they don’t, that’s OK, 
too.”
“We are pleased that the proposal by 

TikTok, Oracle, and Walmart will resolve 
the security concerns of the U.S. Ad-
ministration and settle questions around 
TikTok’s future in the U.S.,” TikTok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news of the new Tik Tok headquarters 
moving down south comes after Gover-
nor Greg Abbott tweeted Saturday that 
he pitched Trump on moving the TikTok 
headquarters to the Lone Star state.
In the tweet he says, “Today I talked to @
realDonaldTrump about the @tiktok_us 
deal,” Abbott tweeted. “I let him know 
that if he approves the deal Texas would 
be the perfect place for the HQ. We’ll 
see.”
==============================

Greg Abbott
@GregAbbott_TX
Today I talked to @re-
alDonaldTrump about 
the @tiktok_us deal. 
I let him know that if 

he approves the deal Texas would be the 
perfect place for the HQ. We’ll see. 
#TikTok
1:13 PM · Sep 19, 2020
==============================

Related 

ByteDance Announces IPO 
For TikTok Global                                             
TikTok Global, the firm that is to control 
US operations of the video app TikTok, will 
launch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China’s 
ByteDance has announced. It said the move 
is intended to increase transparency.
TikTok Global, a new company to be 
launched to allow the popular Chinese video 
sharing app to continue operations in the 
US, plans to launch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TikTok parent company ByteDance 
announced in a statement shared Monday.  
ByteDance did not say how much money the 
new company plans to raise.  
“TikTok Global will also launch a listing plan 
to further enhance its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ransparency,” ByteDance said.

According to Trump, the Texas location 
would potentially hire 25,000 employe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Saturday 
announced he had approved a deal between 
TikTok and US companies Oracle and 
Walmart that would resolve data security 
concerns on the part of the US and secure the 
popular app’s future in the country.The US 
president had accused TikTok of collecting 
user data to share with China’s government 
and in August demanded that ByteDance sell 
the app’s US operations to a local company 
within 90 days or risk becoming banned 
there.  
Details contradict Oracle and Walmart 
announcement
TikTok Global will conduct a pre-IPO round 
that will leave ByteDance with an 80% stake 
in the company, the statement said. The state-
ment contradicted an earlier announcement 
from Oracle and Walmart, who on Saturday 
had sai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ompany 
would be American-owned. 
Oracle and Walmart have agreed to buy 
stakes in TikTok Global of 12.5% and 7.5%, 
respectively.  The company’s board of direc-

tors will include ByteDance founder Zhang 
Yiming, as well as its current directors and 
the CEO of Walmart, the statement said. 
The deal “does not involve the transfer of 
any algorithms and technologies” to the US, 
it said, though Oracle will have the author-
ity to conduct security checks on TikTok’s 
source code there. 

The Monday statement was intended to 
clarify “rumors” about the deal, ByteDance 
said.
A “so-called tax payment of $5 billion (€4.2 
billion) to the US Treasury” is a forecast of 
estimated income and other taxes the com-
pany will need to pay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is not related to the deal with Oracle 
and Walmart, the company said.
If TikTok makes a move to Texas with its 
headquarters, Austin could very well come 
out on top, though the Dallas area may be 
a contender. The state’s capital already has 
its advantages with a sizable presence of 
consumer-focused companies that include 
Apple and Facebook. TikTok has opened an 
office there and has hired people.
“I would think Austin and its high growth 
sub-markets to be front runners,” said John 
Boyd, principal, The Boyd Co., which 
provides location consulting.
Yet North Texas wouldn’t be clearly out of 
the running. It’s an area that’s been attract-
ing more interest from tech companies – 
and it boasts a massive tech workforce.
“Dallas cannot be ruled out at this point,” 
Boyd said. “Tech-centric Dallas sub-mar-
kets like Richardson, Plano, Frisco and 
Irving could very well meet the demanding 
requirements of a TikTok head office and 
operations center.”

The speculation game is on after news over 

the weekend about a new deal involving 
TikTok after months of talk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to the app. The service that’s 
used on smartphones has grown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 especially among teens 
– with its quirky tools and slick video tricks. 
It’s among the top services in the iPhone 
App Store and on Google Play.
All sides have agreed that Oracle and 
Walmart would take a combined 20 percent 
stake in TikTok Global, the new U.S.-based 
company planned as part of deal to save 
the app from a ban threatened by Presi-
dent Donald Trump over national-security 
concerns,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Monday. However, the structure 
of the remaining stake was being disputed, 
it reported.
Trump told reporters Saturday the deal 
would result in a new company that will 
likely be based in Texas. The state location 
would likely hire “at least” 25,000 people, 
Trump said.
“Austin would be the obvious choice for 
TikTok to establish its headquarters,” 
said Bryan Chambers, vice president of 
Accelerator and Investment Fund at Capital 
Factory. “The creative culture of Austin’s 
community and density of a large and 
young college population create stronger 
alignment with TikTok.” (Courtesy AFP, 
Reuters and the Dallas Busines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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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 Tok’s New Headquarters -
A Move To The Lone Star State?

Trump approved the new Tik Tok deal and the new headquarters could                           
possibly be in Texas. (Photo/Barker/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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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总

统乔治 · 华盛顿雕像的轰然倒塌，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

命）运动越来越朝着匪夷所思的方向发

展了。

而在这之前，以上这些行为还只是

网上流行的调侃段子，转眼间就变为现

实。

也难怪懂王赶紧颁布了严惩破坏雕

像者的法令，这是要数典忘祖啊。

照这样下去，总统山上的雕像是不

是很快也会被砸了？

白宫（white house）太白，是不是

也得拆了？

事实上，白宫前面已经建了一个什

么“黑宫自治区”……

奇葩的事情简直不要太多。比如说

有黑人抗议者让白人女子当街下跪表示

支持的。

国父被辱，白左跪舔，黑人拯救世

界？别陷入“政治正确”式的疯狂

看了原视频，大意就是我是BLM

的一分子，你能为你是白人而下跪道歉

吗？白人女子当即下跪并表示道歉。

你政治正确，你就占领道德制高点

，继而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侵害别人

的权利而不自知。

还有人当街跪下去亲吻黑人的靴子

的。

白左们因为政治正确，就可以卑躬

屈膝去跪舔黑人，而且在道德层面上，

他们认为这代表了公平正义。

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政治正确！二战101空降师有黑人

政治正确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的

方方面面。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最熟悉

的好莱坞了。

前几天，华纳旗下的HBO Max宣

布，下架电影《乱世佳人》，原因是涉

嫌歧视黑人。要知道，这部在好莱坞影

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影片，曾获得

过1940年奥斯卡8项大奖。

而就在前不久，华纳也曾为经典动

画《小飞象》的重映作出如下注解：

你将要观看的动画是他们那个时代

的产品，里面可能描绘了一些在美国社

会中常见的伦理和种族的偏见。这些表

现无论在那时还是今天都是错误的。这

些动画以他们最原始的样子呈现给大家

，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等同于说这些

偏见从未存在过。

国父被辱，白左跪舔，黑人拯救世

界？别陷入“政治正确”式的疯狂

转眼间，华纳也顶不住“黑命贵”们的

压力了，只得下架调整。不过幸好是暂

时下架，HBO Max的发言人称，等它

重新上线时，人们会看到一个添加了注

释的版本。

好莱坞的政治正确被诟病已经由来

已久。比如2018年的一部以二战为背景

的丧尸片《霸主》，讲述诺曼底登陆期

间，著名的美军101空降师一部跳伞后

，执行一个叫做“霸王行动”的任务，

结果就遇上了纳粹僵尸，被很多影迷戏

称为“《使命召唤》的僵尸模式”。

该片最大的槽点就是，身为美军精

锐101空降师一员的男主角竟然是一名

黑人。最后还打败霸主僵尸，破坏了纳

粹的邪恶阴谋，拯救了世界。

熟悉二战史的应该都知道，根据吉

姆· 克劳法(Jim Crow laws)，二战中美

军仍然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

要想参军，往往只能被分配到后勤部门

，如厨师、军需官或掘墓者，他们是没

有资格去一线作战的。

电影珍珠港里击落日军战机的黑人

厨师，是有历史根据的。他在防空兵阵

亡的危机关头才有操作武器的机会，平

时他也只能当个炊事兵，不能到甲板上

来。

不过因为兵源紧张，二战时有色人

种已经成为美军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欧

洲战场，由大部分是黑人组成的“红球

特快”运输队，为保障盟军的进攻速度

立下汗马功劳；完全由黑人飞行员组建

而成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第332战斗机大

队，战功卓然，其指挥官小本杰明· 戴

维斯后来成为美国空军的第一个黑人将

军。

为此2012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堪称抗

德神剧的《红色机尾》，讲述这支黑人

组成的战斗机大队是如何在白人的歧视

下，勇敢出色完成战斗任务的。在电影

的结尾黑人飞行员甚至驾驶P-51战斗机

击败了德国Me262喷气式战斗机。

而真正二战历史中，在正面空中对

决被击落的Me262喷气机寥寥可数，根

本就没有黑人驾驶战机击落的记录。

二战中除了红色机尾飞行大队，此

外还有全部由黑人组成的761坦克营和

第452防空炮兵营。但类似于这样的部

队少之又少，能直接在一线作战的也是

凤毛麟角。而且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严

格分开，吃住都不能在一起，黑人单独

编队，没有黑人白人混搭的军队。

二战后美军的种族隔离制度逐渐被

打破。1948年，杜鲁门在权衡过后，签

署了9981号总统行政令，禁止军队内一

切有关种族、肤色、宗教信仰以及原国

籍等方面的歧视，要求废除军队里的种

族隔离，迈出了消除美军种族歧视实质

性的第一步。

但也仅仅是迈出了一步，美军内部

的种族隔离并没有实质性的消除。黑人

与白人仍然是分开在不同的部队。直到

朝鲜战争中一个黑人连队整建制向志愿

军投降。

这支集体投降的队伍是美军第25

步兵师24步兵团C连，该连队除了几名

白人军官，90％的士兵是黑人。

因为种族歧视问题，美军总是让黑

人部队去干苦活累活，黑人部队对此非

常不满，士气消极。曾经在一次战斗中

，24团不战而溃甚至将枪炮辎重遗弃在

阵地上，所以24团有个外号叫“逃窜

”。

1950年 11月第二次战役打响。志

愿军39军向云山以南九洞地区的美军

第25师进攻，将美25师第24团分割成

三段，经过一夜激战，美军伤亡过半。

在夜间攻击中，志愿军与24团C连

遭遇，随即展开猛攻，C连仓皇逃入九

龙江边的一个凹形树林中。为了突围，

C连组织了两次反扑，企图夺回由志愿

军占领的小高地，但都被打了回去。

天亮后志愿军发现这是一支黑人部

队，指导员决定用喊话来瓦解敌人，走

投无路的C连，在黑人连长斯坦莱的带

领下全连举手投降。最终志愿军仅以伤

亡各一人的代价，俘敌115人，毙伤敌

人33人。

当该连整建制投降的消息传到美国

军方耳朵里时，他们震惊不已。

三个月后，美军第25师师长基恩

少将建议解散24步兵团，因为“这表

明他们是不可信任的，不能执行步兵团

预期的任务”。后经美国国防部长批准

，美军宣布了一项改编计划，解散了黑

人步兵24团。

从此，美军才开始真正实行黑人和

白人混编体制。

所以，《霸主》中让一个黑人成为

101空降师的一员，是严重违背史实，

完全不尊重历史的。

试想一个孩子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

候，如果他不知道101空降师的历史，

就会想当然的认为101空降师当时是有

黑人士兵的，而且还是拯救世界的男主

角。如果他碰巧知道101空降师的历史

，就是产生疑惑——我之前读到的历史

是错误的吗？

这就是典型的为了政治正确，而政

治正确。

政治正确到底正确吗？

先来看看政治正确的定义。维基给

出的定义是，多指在言辞、行为、政策

中避免对社会中的某些群体造成冒犯的

意识。百度的释义是指态度公正，避免

使用一些冒犯及歧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的用词，或施行歧视弱势群体的政治措

施。

大同小异，但能看出政治正确的初

衷是好的。就像释义中描述的那样，它

是对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的一种尊重和

照顾，具体表现在平时的言行举止中。

在美国，政治正确是由新左派

（New Left）和女权主义 20 世纪 70 年

代开始使用的。但作为一种流传的道德规

范，政治正确并没有统一的、官方的定义

，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

所以这就很难控制了。没有标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就很容易造成

自嗨。

《霸主》就是典型的自嗨。与此相

类似的，还有2019年迪士尼要翻拍真人

版《小美人鱼》，确定由黑人演员哈

雷· 贝利饰演美人鱼爱丽儿（原型是一

个白人小女孩）。

但好莱坞政治正确的初衷也不是坏

的。包括近几届，不少关注少数族裔或

者由少数族裔主演的影片获得大奖，让

以平权为主题的电影成为当今美国语境

下的主旋律电影，也成为奥斯卡的常客

，比如2014年最佳影片《为奴十二年》

、2017年最佳影片《月光男孩》和2019

年最佳影片《绿皮书》。

虽然《为奴十二年》和《月光男孩

》的获奖被看作是“政治正确”而非电

影艺术的胜利，奥斯卡的权威性也因此

遭到群嘲。《绿皮书》也因为敷衍地强

调“种族和解”而被认为不尊重事实。

但这也是好莱坞为平权做出了的一

系列变革。

不过在很多观众眼中，这种平权改编

是好莱坞在“迫不得已”下迎合少数族群

的产物，因此也更加排斥此类作品。

在多方的质疑声下，影视平权似乎

变成了好莱坞上层集团和白左观众们的

自嗨，真正需要被平权对待的少数族群

却不置可否，“政治正确”也从一个表

达公正平等的美好愿望的词汇，变成了

随处可见的贬义词。

政治正确的滥用

也就是说，在日常使用中，“政治

正确”被滥用了。有人认为政治正确对

弱势群体的保护过度且无理，而不是

“在事实上的正确”。这一语词已在美

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文化战争”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有人认为，主张政治正确者“站在

一个特定的政治立场上，拥有道德的光

环”。一些人可能是机会主义者，做出

政治正确的行为是为“赢得个人的道德

优越感”使然。

也有人认为，政治正确的“基本原

则”是“把迫害者和被害者的道德位置

颠倒过来”，形成一种逆向歧视。这种

话有些偏激，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当下BLM运动中的一些奇葩

现象。除了文章开头写的那两件事，还

有很多。

近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些

学生认为受BLM运动的影响，学校应

该考虑推迟黑人学生的期末考试时间。

Gordon Klein 教授表示拒绝，理由是

“我们唯一的课程成绩来自于期末考试

，（推迟部分人的期末考试）你能告诉

我如何实现‘无害’的结果？”意思很

明显，教授认为这样对其他学生来说不

公平。

结果Klein的回应就引起了白左学

生们的愤怒，他们发起了请愿书，要求

学校开除Klein，竟然在很短的时间里

收集到了2万多个签名。

一个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教授，被

学生们集体“批斗”，个中意味是不是

很熟悉？目前Klein已经“被休假”，

等候处理结果。

Gordon Klein教授并非目前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唯一一名面临迫害的教授

，该校的Ajax Peris教授目前也面临批

判和被解雇的威胁。他的罪名是在教授

“种族主义历史”这门课时全文朗读了

马丁· 路德· 金著名的《伯明翰狱中书简

》。

这份重要的反种族主义文献中

使用了“黑鬼”一词，而 Peris 作为

白人，居然没有避讳，原文照读，

“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不适”。虽

然 Peris 课后反复道歉，但从学校到

系里，人人都认为此人罪大恶极，

是个十恶不赦的种族主义分子，必

须打倒。

你品一下，这是不是“站在一个特

定的政治立场上，拥有道德的光环”，

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

而且，人们诟病政治正确的原因之

一，就是它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言论

自由。大学教授因为说了学生不爱听的

话就被抵制，久而久之谁还愿意表达自

己的真实思想？

有的人甚至仗着政治正确到了肆无

忌惮的地步了。YouTube上有一个很火

的视频，一个黑人大姐想趁着BLM运

动，去街角一家小便利店抢点东西。结

果发现开店的穆斯林们，拿着AK-47在

守店。

大姐吓得回到车里就开启谩骂模式

，言语中都是对穆斯林的歧视，甚至连

进货的中国人也不放过。而且一口一个

“mother f**ker”，这大姐绝对是塞缪

尔· 杰克逊的忠实影迷。

人家守护自己的财产不对，你黑大

姐抢人家就是天经地义。越发觉得

BLM运动，正在走向自黑，不知道是

否会出现一个反弹，激发美国社会的普

遍反感。

有人可能会问，政治正确再怎么滥

用也是人家美国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

系？

政治正确还真不只是美国人的事。

例如遍布于中国网络上的极端“女

拳”主义，打着女权的名号，动辄对所

有男性喊打喊杀，恨不得所有男性死光

了，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平权有理，这是政治正确，但过了

，就变味了。

别陷入政治正确式别陷入政治正确式

疯狂疯狂

国父被辱，白左跪舔，黑人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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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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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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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周文超

歐洲球壇財政因為疫情受到嚴重打擊，有報道指未來兩年，
歐洲球會整體收入預料將會減少大約40億歐元。作為西甲

兩大龍頭的皇馬與巴塞亦不能倖免，需要在球壇寒冬下“節衣縮
食”，天價收購在短期內相信已再難復見。

預算減三成 巴塞放老臣省薪水
上季收入銳減3億歐元的巴塞表示，今季球會預算比上季會

減少30%，而且還是建基於來年球壇回復正常的基礎上，一旦
疫情在明年仍然持續，球會財政將受到進一步打擊。近幾年巴塞
每季均有重磅收購，上賽季更豪花超過2億歐元羅致基沙文及法
蘭基迪莊。不過，球隊今季暫時只有比真歷一名新兵加盟，而這
名中場球員更只是艾法美路轉會祖雲達斯的籌碼，不費分文。

巴塞上季球員平均年薪超過1,000萬歐元，冠絕歐洲列強。
西甲賽會表明，巴塞必須降低薪金支出才可與新球員簽約，球隊
已因而送走蘇亞雷斯、拿傑迪錫、尼爾遜施美度和維達爾等正選
星將，不過換血步伐還是無可避免會受銀根所限而拖慢。

改善歐聯戰績 皇馬需年輕化
皇馬方面情況則比巴塞稍好，上季收入減少約1.7億歐元仍

錄得微量盈餘。不過，球隊仍千方百計進行“瘦身”，寧願負擔
一半薪金亦要將加里夫巴利外借至熱刺，希望藉此騰出薪酬空間
物色新援。賓施馬、卻奧斯、莫迪歷和沙治奧拉莫斯等主力高峰
期已過既成事實，縱使主帥施丹在提拔新人上不遺餘力，但上屆
歐聯已證明球隊還是需要加強人腳才有力與列強一拚，可惜目前
有關皇馬增援的轉會消息仍只聞樓梯響。

五大聯賽之中競爭性愈來愈激烈的英超最財雄勢大，德甲及法
甲則分別有拜仁慕尼黑及巴黎聖日耳門一夫當關，皇馬、巴塞今季
卻予人不進則退之感，一旦在歐聯賽場未能取得佳績，勢將影響到
整個西甲的吸引力，令球隊財政重回正軌更加困難。

為求心頭好羅致球星，皇家馬德里與巴塞隆拿向來

不惜工本，不過受疫情拖累，兩大西甲豪門的收入卻告

大縮減，今夏暫時未有天價收購之餘更要出售旗下球星

“減磅”，星味大減下勢將影響西甲賽事的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皇家馬德里預計正選陣容

門將：高圖爾斯

後衛：卡華積、華拉尼、沙治奧拉莫斯、費蘭特文迪

中場：卻奧斯、卡斯米路、費達歷高華維迪

前鋒：雲尼斯奧斯、賓施馬、夏薩特

巴塞隆拿預計正選陣容

門將：達史特根

後衛：沙治羅拔圖、朗格勒、碧基、佐迪艾巴

中場：法蘭基迪莊、布斯基斯、菲臘比古天奴

前鋒：美斯、基沙文、安素法迪

西
甲
雙
雄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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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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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正謙）曾令歐洲球壇聞風喪
膽的“MSN”組合如今只剩
美斯斯人獨憔悴，其老拍檔33
歲的蘇亞雷斯已談妥轉投另一
支西甲球隊馬德里體育會，
“蘇神”與隊友及職員道別後
離開訓練基地時更不禁流下男
兒淚。

朗奴高文自今夏上任巴塞
主帥後大張旗鼓進行改革換
血，更明言蘇亞雷斯不在球隊
計劃之內。早前有指蘇亞雷斯
有機會轉投祖雲達斯，不過其
後卻鬧出意大利入籍試涉嫌作
弊的風波而告吹。巴塞主席巴

度美一度表明不會讓他免費轉
投競爭對手馬體會，但最終為
節省球員薪酬亦只能屈服。

蘇亞雷斯加盟巴塞六年間
一直是球隊前線主力，上陣283
場射入198球兼交出109個助
攻，在巴塞歷史射手榜排第
三，更曾助球隊四奪西甲冠軍
及一次歐聯冠軍，他與美斯及
尼馬組成的“MSN”組合至今
仍令人津津樂道。蘇亞雷斯日
前返回訓練基地收拾個人物
品，並與隊友及職員道別，駕
車離開時他一度將面孔埋在手
臂之中疑似流下男兒淚。巴塞
24日為蘇神舉行了歡送儀式，
美斯和巴度美都有到場送別。
蘇亞雷斯感謝當年世界盃咬人
事件被罰停賽，巴塞沒有棄簽
他，“在加盟六年後，我可懷
着驕傲和滿足離開。”他坦言
對球會希望他離隊“感意
外”，但理解是球會希望改
變。至於倒戈巴塞會有何感
覺，他卻未想像得到。

難捨六年情 蘇亞雷斯淚別巴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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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基迪莊是新任教頭朗
奴高文執教荷蘭國家隊時的
愛將，料將成為巴塞戰術的
新核心。 美聯社

■■上賽季曾經養傷數個月上賽季曾經養傷數個月，，整整
體表現失色體表現失色，，皇馬飛翼夏薩特皇馬飛翼夏薩特
必須展現出應有實力必須展現出應有實力。。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中)和卻奧斯
(右)兩位老將，仍會
在來季分別為巴塞、
皇馬肩負重任，皇馬
小將雲尼斯奧斯(左)
則 要 盡 快 接 棒 。

美聯社

■■蘇亞雷斯離開効力了六個蘇亞雷斯離開効力了六個
球季的魯營球場球季的魯營球場。。 法新社法新社

於明年舉辦的2020東京奧運會，龍舟賽將作
為表演項目首次亮相，這將使這項有着古老歷史的
中國民間體育賽事登上世界舞台，煥發新的光彩。

日前，符合奧運標準的競技龍舟在北京順義國
家奧林匹克水上公園首度亮相，進行了速度、船
體、安全等多項測試，獲得預期目標。此次測試也
標誌着龍舟賽向“入奧”首秀邁出扎實一步。

根據規則，奧運會表演項目是奧運會正式項目的
預備隊。一個項目進入奧運會前，首先該項目的國際
單項體育組織要獲得國際奧委會的承認。之後，在下
屆奧運會主辦國確定後，由該項目的國際單項體育組
織和下屆奧運會的主辦國提出申請，國際奧委會經過
審核和委員投票，先批准該項目作為奧運會的表演項

目，目的是為了考察新項目對大型世界運動會的適應
度和觀眾的關注度。

待奧運會結束，國際奧委會將對所有項目再作
一次審核，表演項目有機會晉升為正式項目，但也
有可能繼續設為表演項目、作進一步考察，也有可
能被取消。

從時間看，一個新項目列入奧運會正式比賽項
目，須在7年前提出申請，經國際奧委會批准，進入
奧運表演項目後，再在4年後的下屆奧運會列入正式
比賽項目。 ■中通社

■■陳至鋒希望陳至鋒希望
代表香港出戰代表香港出戰
奧運會奧運會。。

賽艇會提供賽艇會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年僅22歲的
本港賽艇好手陳至鋒於Concept 2室內賽艇（滑
軌）輕量級男子19至29歲42,195米比賽中，以
2小時 32分 32.5秒的成績打破加拿大賽艇手
Sam Garber保持的2小時36分46.9秒的世界紀
錄。

陳至鋒於7月及8月在同一組別的30分鐘及
4分鐘項目上，已先後兩度打破世界紀錄。事隔
一個多月，他再於9月17日挑戰42,195米（全馬
拉松）距離，他表示：“自己一直希望挑戰賽艇
機馬拉松，然而之前處於良好狀態時，因為需要
預備比賽而無暇參與挑戰。現在受疫情影響，沒
有比賽，所以決定將計劃付諸實行。而全馬是一
個非常長距離的項目，除了講求耐力，亦需要耐

性，所以這次比以往更具挑戰性。”
雖然陳至鋒並無參與馬拉松的比賽經驗，但

他於網上參考馬拉松跑手比賽，並將教練們於其
他訓練上給予的意見運用在賽艇機馬拉松上，最
終挑戰成功，並於9月22日獲Concept 2認可，
第三度刷新室內賽艇世界紀錄。

即使香港體育學院近日因應疫情稍有緩和而
局部解封，但陳至鋒為了挑戰賽艇機馬拉松，除
了與家人共餐外，其他時間盡量留在體院，同時
於放假期間加操，進行賽艇機及單車機訓練。而
下周一，香港賽艇隊將會恢復正常操練，陳至鋒
表示：“現時會專注加強自己生理及心理質素，
目標是希望爭取成績，成為香港奧運代表，備戰
來年的奧運資格賽。”

陳至鋒三破室內賽艇世界紀錄

龍舟賽成為東奧表演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鑑於2019冠
狀病毒疫情持續及引致的對公共安全及健康考
量，香港網球總會（網總）24日宣布取消2020
年的“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此項國際女子網
球協會的國際級別賽事將於2021年回歸。

網總24日在聲明中稱：“賽事的球員、觀
眾、嘉賓、合作夥伴、工作人員、義工以及普羅
大眾的健康及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慮。這項艱難
的決定是經過多番與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及持份者探討後，再與我們多年來的
冠名贊助商——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及香港政府商
議後共同作出的無奈選擇。”

作為香港年度旗艦網球盛事，網總感謝球
迷、贊助商及合作夥伴的諒解包容和長期支持，
並承諾將致力再次在安全情況下為本地球迷帶來
最佳的國際職業女子網球賽事。

有關2021年度賽事的詳情，請密切留意官
方網站www.hktennisopen.hk的最新消息。

20202020年香港網球年香港網球
公開賽取消公開賽取消

■■香港網球公開賽香港網球公開賽20182018年盛況年盛況。。

■■奧運冠軍孟關良奧運冠軍孟關良（（一排左一排左））、、楊文軍楊文軍（（一排右一排右））
與隊友一起對競技龍舟進行下水測試與隊友一起對競技龍舟進行下水測試。。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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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源：這輩子就是在和觀眾們玩“貓鼠”遊戲

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些年王千源的

演藝生涯像是壹條平穩的紅線，在這個

不停被拿來作比較、被排序、被聚焦的

行業裏，常常都被評價為“演啥像啥”

。尤其在口碑票房雙收的電影《八佰》

上映後，他以“羊拐”壹角被標榜為演

員界的“黯然銷魂掌”，面對這樣“高

聳”的評價讓王千源誠惶誠恐，他把這

些都歸功於是觀眾的擡愛。

盡管來自觀眾和業內的贊揚已經給

了他足夠驕傲的資本，即使在銀幕前鏡

頭下是“會演之人”，但妳可能想不到

，王千源在整個創作的路途上是害怕的

，是捉摸不定的。

這好似和他的硬漢形象相去甚遠，

他說這話時，也無疑引來“糙老爺們也

會害怕”的再三確認，但聽他闡述每壹

次表演的背後，都有著想象不到的艱難

構思。王千源把每壹次創作都比喻為堆

積木，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必須每

壹塊都拼對了才能讓角色立起來，有壹

塊出差錯，它都是不成立的。

“就像妳們在‘羊拐’身上可能看不

到其他類似角色的影子，那是因為在獨有

的角色面前，他的感覺、氣息、眼神、風

格都需要反復琢磨，沒有公式，是需要付

出很多‘不確定性’的苦功的。”

當下
年輕演員不容易，他們需要成長

空間
“妳們等我，我再多攢壹個角色”。

電話那邊的王千源語氣中帶著些

許的孩子氣，感嘆著下壹個角色會更

精彩。

和《八佰》裏的羊拐壹樣，凡事王

千源都喜歡沖在最前面，只要說是去演

戲，他任何時候都可以精力充沛地站在

妳面前。他說，再攢壹個角色，是還想

嘗試下壹個新類型，就像最近收官的，

他與鹿晗主演的網劇《在劫難逃》，劇

中他重操“刑警”舊業，竭力避開時間

線上難逃的劫數，讓所有該活的人都能

好好活著。“接這個劇本源於我實在太

喜歡了，它有時光倒流的概念，又有些

燒腦，我等了很多年才有這樣的題材，

這不是美國人拍的，也不是大電影。但

能讓妳不斷去尋求答案，再加上還能和

年輕人壹起搭戲，我很喜歡。”

同樣作為主演的鹿晗，也是該劇的

壹大看點，《在劫難逃》播出期間，熱

搜中都在關註“鹿晗能不能接起王千源

的戲”，“最後這不也接起來了嗎？”

王千源反問：“如果接不上，早就罵成

壹片了，他的進步與表現大家是有目共

睹的。鹿晗是壹個特別真實的孩子，也

很敬業，他對表演確實也有過困惑，但

也極其努力地想把戲演好。”

王千源說，和鹿晗因為工作成了好

朋友，拍攝期間壹有空就對詞，壹遍不

行來兩遍、三遍。片場，就是他倆相互

幫助、相互給予、共同進步的地方，他

總和鹿晗說“演戲我教妳，唱歌妳教

我”，“因為我唱歌幾乎每次都跑調

，但鹿晗會安慰我說，這個唱法是我

的壹種風格。有時我遇到的壹些和我搭

檔的演員，演得還不如鹿晗，妳們為什

麼不說？人可以從好到不好，也能從不

好變好，為什麼不給他空間和土壤去成

長，就判定好和不好，年輕演員是很不

容易的。”

被問到會不會因為鹿晗而想起自己

初出茅廬的那個年代，他

笑說“不會”：“我會

‘嫉妒’他，不是真正

定義上的‘嫉妒’，是

他們現在的資源確實比

我們那會兒多太多了，

擁有的機會也是無可比

擬的，我年輕的時候想

演男主角根本沒機會，

壹等就是十多年。”

戲路
懂我的人不會固化

我演的角色
王千源說，他二十

多歲的時候想演男主角

，也想演得獎的電影，

但到了如今這個年齡，

不再像過去那樣壹味地

尋求“最好”，而是考

慮拍壹些自己既喜歡又

能有所突破的作品。

因為喜歡而接戲的

滿足感，在他身上顯露

無遺。

從二十多年前拍影

視作品開始，王千源見

證和參與了整個華語影

視圈的盛夏和寒冬，演

繹了各式各樣的角色。

有人說《八佰》裏的

“羊拐”演得真好，每

壹個鏡頭都可以當教案

，但殊不知，在王千源

參演的上百部作品裏，

不管角色大小，很多都

能讓人過目難忘——

《鋼的琴》裏日子過得

人仰馬翻的工人陳桂林

；《“大”人物》裏他

是不懼黑惡的底層刑警

；《解救吾先生》中渾身散發著窮途末

路之感的悍匪華子，還有《繡春刀》裏

正直坦蕩卻又唯唯諾諾的盧劍星，這些

角色都和他本人截然不同，但又始終摻

雜著他的影子。

人紅了是在作品中，但王千源比誰

都清楚下壹部戲可能還要面臨被重新定

義和認識的可能。

他笑侃自己這輩子就是在和觀眾們

玩“貓抓老鼠”的遊戲：“原先他們覺

得我演得不錯的時候，說妳只能演陳桂

林，演不了硬漢；等我演完壞人，別人

又說我演不了好人，妳演什麼都壞；再

到後來他們不知道我還會點兒功夫，在

《“大”人物》裏打得還不錯，又覺得

妳能演硬漢了；到現在，他們也沒想到

《八佰》裏的硬漢是個逃兵，又覺得這

個角色不壹樣。我也不知道大家究竟是

怎麼定義的，但每次都想在大家的固有

思維上去做出點改變，用‘變壹下’去

換他們的認可。角色和角色很多是不能

拉在壹起比較的，懂我的人、真正看我

表演的人會以多個維度來觀察我。”

定義
“明星”這個頭銜更多是虛名
每次面對轉型成功的贊譽，王千源都

會眉頭壹皺，感嘆壹句“我多難啊”。

他坦誠地道出自己的擔心：“妳們

都說《八佰》裏演得好，但妳們不知道

遇到這個角色前我演了多少個角色，且

每壹次都要去爭取突破，而且我還要繼

續走下去，隨著年齡增長，路越走越窄

，以後創造角色的機會也變得越來越少

，容易把自己的路給封死，我怎麼辦？

還是只能繼續演下去啊。”

與王千源的采訪大多聚焦在表演上

，似乎他就是個在表演領域裏按部就班

的上班族，他也從不把自己當明星，

“演員就像壹只瓶子，經過鍛造後被人

熟悉，也因為作品被人看到，但最終能

留下來的只是瓶子裏裝的東西，妳的努

力和妳的誌向，這些摻不得半點假。”

早些時候，圍繞著他最出圈的話題僅僅

是因為他的名字裏包含了王俊凱、易烊

千璽、王源三個人的名字，而被大家稱

為TFBOYS的結合體。

作為公眾人物，他把自己與被追捧

、被討論、成為焦點的界限劃得太清楚

了，每次問到在圈中如何保持特立獨行

時，他總是憨笑壹聲，“這不是我該關

註的重點，我需要想的就是表演。很多

人把明星想得太簡單了，戲演好了，粉

絲多了，再參加點商業節目，曝光噌噌

上漲，但沒了作品，本身的質量經不起

考驗，很容易會被遺忘。”說這話時，

王千源顯得尤其認真：“我這麼多年只

知道壹個道理，明星的頭銜都是別人給

予的，更多是壹種虛的稱呼。演戲的時

候如果妳把自己當明星，那妳永遠也演

不好戲，妳只能演明星。”

揭秘《八佰》羊拐的內心世界
1 羊拐，冷酷的外表柔軟的內心
“‘羊拐’這個人既傲慢又帶點溫

情，最開始他想要的東西很簡單，就是

給娘弄點錢，也不懂什麼是舍生取義，

但他冷酷的外表下，內心還是很柔軟的

。在整個戰鬥過程中羊拐逐漸被喚醒，

才會走上大義之路。”王千源說他非常

理解羊拐的內心，而最難演的也正是這

種情緒的把握：“《八佰》是群戲，要

用比平時多很多倍的努力去處理細節，

大家的臺詞都很少，更多是看表情和狀

態，每場戲都要靠情感去展現，哪怕壹

個低頭、擡頭，壹個對視，如果不能恰

到好處帶動觀眾的情緒，就是失敗。”

2 主打海報是“羊拐”，太幸運了
《八佰》的主打海報是“羊拐”扛

著大旗的背影，這讓王千源覺得自己很

幸運，“正因為它是背影，如果是正面

就代表了壹個人物，但背面則代表了壹

種力量、壹個群體，這樣的呈現很有力

量。每次我在大街上看到這張劇照就覺

得很催淚，也覺得非常幸運。”

3 “老處男”，對活下去的渴望
“羊拐”是《八佰》中的老處男，

電影的最後，他詢問“瓜慫”（姜武飾）

摸胸部的感受，也成為片中戳中淚點的

橋段。“他把這想象為壹種未來，壹種

美好的向往。如果有來生，想真正去嘗

嘗生活的滋味，可能也只有知道自己明

天就不在了的人，才會有這個想象。不

用太具象化去探討可能與否，那是發自

內心的、對活下去的渴望。”

4 他們的結局就是，“人沒了”
片尾，對“羊拐”“山東兵”（李

晨飾）組成的殿後敢死隊沒有展示明確

的結局。王千源說，羊拐確實犧牲了，

他們的結局就是“人沒了”。“其實很

多人對這個也有疑問，我們壹開始就拍

到如今成片的這裏，前方部隊去沖橋已

經很寫實了，這樣剛好和前方部隊形成

呼應。”

5 《八佰》之後
《八佰》上映後，王千源聽說很多

觀眾自發前往上海四行倉庫打卡參觀，

並在臺碑上給“羊拐”和“瓜慫”獻上

鮮花和煙，他特別感動：“鄭愷前段時

間還打電話給我，說等我到了上海就去

找他，我們也要去四行倉庫打卡。”不

過，因為檔期原因王千源錯過了同為管

虎執導的新片《金剛川》。但他說，和

管虎、梁靜有聊過之後合作的可能。

新鮮對話
記者：這些年有沒有遇到過妳想演

好，但因為各種原因卻讓妳很遺憾的角

色？

王千源：肯定有，但過多的是老天

爺眷顧我，可能是我運氣好，自認演的

角色10個裏起碼能成功6個，狀態好的

時候甚至能成功8個。我壹直認為演員

賣的是感情，最後顯露的是修養和個性

。觀眾不是傻子，妳不好好演就沒有人

看妳的表演。去看紀錄片不就得了，那

個更真實。

記者：很多描寫妳的文章都會回顧

當年那段長時間的蟄伏期，稱這為大器

晚成，妳認為是嗎？

王千源：我心裏不這麼認為，就算

到死的最後壹天或倒數第二天，如果妳

做成了想做的事，也算是達成目標了，

在我心裏對成功的追求永遠不會晚，只

能說可能以前付出了很多沒什麼收獲，

這幾年突然收獲了不少。有些東西是

越沈澱越好，就像我認為該珍惜自己

那種“老成的青春”壹樣（笑），如

果妳不斷積累修煉成為壹壇好酒，存

量多了，壹旦有機會被大家品嘗到就很

容易彰顯。

記者：妳是個很喜歡折騰的人，對

很多角色的創作也豁得出去，不覺得累

嗎？

王千源：完成好每壹個角色就是我

們的工作，當它離妳很遠的時候慢慢去

接近它、熟悉它，和它成為朋友，可能

這麼說有點虛，但我們壹直在這麼做，

如果妳不明白這個基本的道理就很難做

到角色與人合壹。如果我演的角色壹個

眼神、壹個動作都能打動觀眾，這個人

物就成功了，但這確實很難，可又是壹

件好事，妳可以認為這是壹種“樂觀的

消極”。

記者：“樂觀的消極”？

王千源：對，更多是勉勵自己的壹

種心態，我壹直認為很多前輩創造的經

典和藝術是永遠無法超越的，大多數是

在模仿，妳能說誰的表演超越了卓別林

嗎？我覺得不能，就像我的偶像李雪健

老師，我不知道怎麼去超越，可能到死

都超越不了，只能堅持自己的本心，膜

拜著他們，多活壹天，多努力壹天。

記者：會不會關註自己的新聞？因

他人的言論而受影響？

王千源：我看得少，比如熱搜什麼

的我都研究不明白，別人會給我看壹些

。其實我不會受影響或去在意這些（言

論），妳只要想明白什麼是對的，什麼

是好的，堅持初心就行。比如有些文章

說管虎在現場脾氣很爆，我卻從來沒有

見到過，就跟有些人說我演戲耍大牌壹

樣，不都是子虛烏有嗎。在片場，管虎

更多的是安撫演員的情緒。所以，不用

在意外界因為不了解而發表的言論，要

註重生活實質的東西。很多言論和我演

好作品沒有關系，存不存在只是別人的

想法，不能說因為外界的評論影響我演

戲的質量，那不是我生活的重點。

記者：那妳平時生活中會去了解或

學習壹些新潮事物嗎？

王千源：會啊，就像我現在正在學

習怎麼用淘寶買東西，說來妳可能不信

，我是真沒用過淘寶。我也不是因為它

新潮而學，是想和女兒在壹起沒什麼代

溝（笑），我會為女兒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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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防控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舉行的金
雞百花電影節在鄭州舉辦，今屆不邀請國

外嘉賓來華，不舉辦紅毯儀式、開幕式等大型
聚集活動。頒獎活動不組織現場觀眾，線下活
動減少大規模聚集。而電影頻道聯合正觀新聞
客戶端、頂端新聞客戶端、大象新聞客戶端等
多家媒體平台，推出“直擊百花獎”融媒體5G
全景直播，包括星空放映啟動儀式、百花獎主
題微電影發布、提名者表彰儀式、閉幕式頒獎
典禮、藍羽會大咖、邊走邊聊、“豫”見鄭
州、鄭州十二“食”辰、“到人民中去”、電
影高峰論壇……各大板塊紛呈，帶來金雞百花
獎最新資訊。

周潤發惠英紅爭最佳男女主角
中國文聯、中國影協和鄭州市政府新聞發布

會上宣布，第35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將評選最佳影
片、優秀影片、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
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
新人共計9個獎項。

據介紹，共有189部影片入圍第35屆大眾
電影百花獎候選影片，經過初選產生10部

候選影片，經全國廣大電影觀眾投票，產生第
35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各項提名。其中，《我不
是藥神》、《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
球》、《我和我的祖國》、《少年的你》獲最佳
影片提名。

另外，陳國輝、郭帆、曾國祥等將角逐最
佳導演；肖央、張譯、張涵予、周潤發和黃曉
明將爭奪最佳男主角；張靜初、周冬雨、章子
怡、惠英紅和譚卓將競爭最佳女主角；吳越、
楊紫、袁泉等入圍最佳女配角；易烊千璽和文
牧野等獲得最佳新人提名。

今次由101名幸運觀眾組成的第35屆大眾
電影百花獎終評評選委員會將在頒獎典禮對10
部候選影片當場進行投票表決，評選出今屆大
眾電影百花獎各獎項獲獎者。本次電影節還將
舉辦中國電影論壇等學術活動。作為電影節的
高潮，頒獎典禮將於26日晚在鄭州舉行，屆時
第 35屆大眾電影百花獎的 9個獎項將揭曉
“花”落誰家。

迎難而上拓中國電影新局面
中國影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張宏表

示，獲得百花獎提名的影片和主創人員，能夠

從眾多影片和創作者中脫穎而出、獲得提名實
屬不易，本屆百花獎組委會在25日對本屆百花
獎提名影片和主創人員進行集中表彰。張宏透
露，今年的頒獎典禮將以簡潔大方的舞美設
計、莊重熱烈的典禮氛圍，體現出百花獎對觀
眾和銀幕的尊重，並向優秀電影人致敬。

“面對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中國電影人
要堅定文化自信，凝聚共識，振奮精神，創作
出更多傳遞正能量的優秀電影作品，努力開拓
中國電影的新局面。”張宏稱，疫情之下的
2020年是對中國電影產業的一次考驗，但中國
電影人必將迎難而上，不負期待、登高望遠。

香港電影專題展重溫張鑫炎三片
此外，2020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第35屆

大眾電影百花獎）專題電影展在河南鄭州前日開
幕，一連四天展映15部中外優秀影片。本次電
影展有合拍電影、黃河文化電影、紀錄電影和香
港電影4個專題，觀眾免費報名參與觀影。25日
為紀錄電影專題《鷺世界》《出山記》《光之
子》；26日為香港電影專題，觀眾可以重溫張
鑫炎執導的三部影片——《少林寺》《黃河大
俠》《雲海玉弓緣》，從而尋找兒時記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2020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第 35屆大眾電

影百花獎）於 24至 26日在河南省鄭州市舉

辦，24日晚第 35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星空放映

啟動儀式拉開金雞百花電影節的帷幕，儀式

主要以電影人表述為主，通過五大板塊來展

現電影人對於 2020年這不平凡一年的思考和

感悟。啟動儀式結束後，現場作為“星空電

影院”主要放映場地，放映影片《焦裕

祿》。而青春勵志電影《一點就到家》作為

開幕影片在電影節“星空放映啟動儀式”當

晚進行首映。疫情關係，從嚴掌握電影界嘉

賓人員及規模，頒獎活動不組織現場觀眾，

線下活動減少大規模聚集，影節推融媒體 5G

全景直播為期4天，包括展前的專題電影展活

動，全程、全面、全景、全明星全網直播，

每天 8小時！26日為香港電影專題，重溫張

鑫炎執導的三部影片──《少林寺》、《黃河大

俠》、《雲海玉弓緣》，從而尋找美好記憶。

全程全景全網全程全景全網55GG直播直播
44天活動天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近年
打扮愈見潮味的李司棋於26日踏入70歲
生日，保養得宜的她與真實年齡有所距
離。24日司棋姐便在社交平台分享朋友為
她慶生的片和相，更獲同是70年代無綫
花旦之一的汪明荃送上祝賀，兩位阿姐惺

惺相惜。
迎來70歲的司棋姐收到朋友送贈的

名牌手袋，其中一個有25數字的包包，
應當是象徵司棋姐保持住25歲的青春心
境，還有盒面印上司棋姐和女兒及數頭
愛犬Q版畫像的禮物，足見朋友為她花
心思。司棋姐的朋友準備了一個花花的
色彩蛋糕，片中見壽星如像大細路拿着
插在蛋糕上的70字牌搖晃，表現興奮，
吹蠟燭時因失敗而擺出淘氣表情，最後
她大力一吹終吹熄時便開心得哈哈大
笑，又不捨得切破漂亮的生日蛋糕。司
棋姐留言：“70歲了，happy birthday
to me！感恩自已尚算健康，感恩有好朋
友替自己慶祝，祝大家都生活愉快，身
體健康！”

不少圈中人紛紛留言祝司棋姐生日
快樂，汪阿姐也有送上祝賀：“司棋：生
日快樂！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司棋姐
即多謝對方：“Thank you Liza！”其他
藝人陳自瑤、黎芷珊、龔嘉欣、徐榮等均
予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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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薛家燕今年首次推出自家品牌
流心奶黃月餅， 在疫情下銷情不
俗。日前家燕姐（圓圖）應邀到荃灣

某商場出席慶中秋活動，家燕姐更換了新髮型：
“這個新髮型是不是好特別呢？其實想換下形象，頭先我
出來時，好多fans都不是好認得，因為不見了粒癦，我覺

得這個新髮型年輕點、有新鮮感。”家燕姐表示已有大半
年沒逛商場，來到見到好多朋友支持感到好開心，中秋
節是一個佳節，希望她的月餅，令大家食得開開心心。

家燕姐的大女珊珊因工作加上疫情，在美國逗留了
差不多大半年，她希望大女可以趕回港過佳節：“珊珊
在美國差不多大半年，佢現在book緊機票，但返來要隔
離14日，希望趕及一齊過中秋節啦！”

薛家燕盼大女返港度中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張達明及顧定軒接
受許文軒主持TVB節目《StarTalk》訪問，大談拍攝電
影《麥路人》感受，達明原來跟片中合作對手萬梓良
（萬子）很有淵源，當年成功入行也是跟對方有關。

達明首次跟萬子合演，他說：“實在太吸引，他點
演我就點去，跟返他個節奏同Energy，不可以輸給他，
另外我入行不多不少都同他有關，我面試第二Round，
是選了他曾經演過的《EQUUS》一段戲做給King Sir

（鍾景輝）看，之後我就入了演藝。”
達明憑《麥路人》首度獲得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他

說：“因為我病過，得獎證明我可以做到嘢！”對於將
來接戲方面，達明說：“我不是普通人，因為病過，所
以接戲前要看下自己演不演到，跑上跑下給人追真是不
行，但我現在胖點，靚仔返少少，我有講笑同導演黃慶
勳講可以拍點‘攬錫（親吻）’戲。”

顧定軒表示跟眾多前輩合作難忘。

張達明大談跟萬梓良淵源

《焦裕祿》拉開金雞百花電影節帷幕

▲惠英紅主演《我和我的祖國》，角逐最佳女主角殊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雷 河
南報道）2020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
節暨第35屆大眾電影百花獎青年志
願者出征儀式 24日在河南鄭州舉
行，中國新生代男演員、今屆電影節
形象大使劉昊然帶領現場青年志願者
進行鏗鏘有力的宣誓。

活動在第35屆大眾電影百花獎
宣傳片《在鄭州遇見百花》中拉開序
幕。隨後全體起立，奏唱國歌。在熱
烈的氛圍下，劉昊然帶領全體青年志
願者進行鏗鏘有力的宣誓，並表示作
為新時代的青年志願者，要努力提高
服務水平，提升綜合素質，在各個工
作崗位揮灑激情汗水，讓偉大的志願
者精神在電影節志願服務中放射更加
奪目的時代光芒。

出席活動的中國影協分黨組副
書記、秘書長閆少非多次點讚志願
者。他希望青年志願者隊伍能成為電
影節圓滿舉辦的一支重要力量，讓
“志願紅”紅遍電影節大會的每一個
角落，以實際行動書寫新時代的雷鋒
故事，為新中國成立71周年獻禮。

鄭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黃卿
對青年志願者提出希望，並宣布
2020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暨第35
屆大眾電影百花獎青年志願者出征儀
式正式開始，號召廣大青年志願者一
起為大會的成功舉辦貢獻自己的力
量，為鄭州創建國家文明城市和建設
國家中心城市奉獻青春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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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昊然劉昊然
與青年志與青年志
願 者 合願 者 合
影影。。

■■劉昊然帶領現場青年志願者宣誓劉昊然帶領現場青年志願者宣誓。。

■影迷可以重溫張鑫炎執導的《少林寺》。

■■劉昊然主演的劉昊然主演的《《一點就到一點就到
家家》》2424日晚在電影節放映日晚在電影節放映。。

■李司棋即將踏入70歲，保養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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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第三周是减盐周，“915”也被冠

以“就要5克”的减盐含义。

百味咸为先。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认为

“菜淡了不香”，还有一些人认为“不吃

盐没有力气”。那么，盐吃多少合适呢？

吃多了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

首先要肯定的是，适量的食盐摄入是

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

食盐的重要组成是氯化钠（NaCl），

钠离子主要调节人体内水分与渗透压，增

强神经肌肉兴奋性，维持酸碱平衡和血压

正常功能。但是，摄入过多的盐则会引起

许多健康问题，如可以使血压升高，增加

冠心病、中风以及肾脏疾病的发生风险，

还可以导致肥胖、糖尿病、胃癌、骨质疏

松、肾结石、哮喘等多种疾病。

据估计，如果全球盐消费量减少到推

荐水平，每年可以避免250万人死亡。对

于儿童，高盐饮食会导致儿童发生心血管

疾病、上呼吸道感染、锌缺乏症的风险增

加，而且年龄越小，伤害越大。

天然食物中也含钠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成年人每天食盐摄

入量低于5克，有助于降低血压和患心血

管疾病、脑卒中和冠心病的风险。幼儿和

儿童的推荐量则更低，2～3岁、4～6岁、

7～10岁，每天分别低于2克、3克、4克

。并且，推荐的摄入量不仅是烹调加盐，

还包括调味料、辅料中的盐。

天然食物其实本身就含有钠，每100

克食物中，西瓜含钠2.3毫克，牛肉含钠

48.6毫克。部分海产品也含有大量的盐，

如咸鱼、虾皮。面食中也会含钠，发面常

用的小苏打，其实是碳酸氢钠。有研究表

明，在日常摄入食物的基础上，每天摄入

3克食盐基本就可以达到人体对钠的需要

。

在我们日常的膳食中，烹调食物时放

入的食盐加上调味料中含有的盐，大多数

人每天的平均摄入量已远远超过推荐值。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

年）》指出，我国成人每天烹调盐摄入量

为10.5克，比推荐的5克摄入量高出一倍

。

少吃盐有妙招

在家里吃饭时，应注意从购买、记录

、烹饪三个方面来减盐。

购买 尽量购买新鲜的食材，减少加

工腌制食品的购买。还可以多吃富含钾的

食物，如海带、紫菜、木耳、山药、马铃

薯等，以抵消过量钠的危害。

记录 估计每日食盐摄入量。比如

家里买了500克食盐，可以记下开始使

用的日期，当这些食盐吃完后，再记下

日期，就可以通过这500克盐吃了多少

天和家中就餐人数，粗略估算出每人每

天的食盐摄入量。比如一个三口之家，

大多数时间在家吃饭，500克盐吃了一

个月，那么粗略估算每人每天的食盐摄

入量大约是5克。

烹饪 减盐未必会减味，烹饪时可以

多利用食物本身的鲜香味（如香菇、海米

、紫菜等），少用酱油、味精、鸡精、豆

瓣酱等含盐量高的调味品，也可以尝试用

辣椒、大蒜、醋和胡椒等为食物提味。炒

菜时临出锅再放盐，这样盐附着在食材的

表面，口感咸味儿足，而吸附进食材内部

的盐并不多，减盐、不减味。加盐时使用

限盐勺，我们常用盐勺的规格是一勺2克

，注意是一平勺，不能冒尖儿，用盐勺可

以帮助控制用盐量。必要时对儿童吃的食

物进行单独烹调，不加盐和味精、酱油等

调味料，可以让儿童品味天然食材的味道

，帮助他们养成清淡饮食的习惯。

警惕“藏起来”的盐

一些方便食品和零食，比如方便面

、切片面包、五香瓜子、话梅、冰淇淋

等，虽然尝起来感觉不到咸味，但都含

有较多的不可见盐，在购买时建议仔细

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配料表

中如果有食盐，那肯定是添加了盐，食

品的含盐量肯定高。营养成分表最后一

行的钠（Na）就是表示含盐量的高低，

数值越高表示该食品的含盐量越高，建

议不买或少买。

餐馆菜品通常比家庭自制的菜品口味

更重。因此应减少外出就餐和吃外卖的次

数，尽量选择在家就餐。必须在外就餐时

，可以主动提出低盐、少油的要求；在点

外卖的时候，也可以备注少盐、少油。尽

量少选择那些提前预加工好的菜肴或主食

，因为提前预加工时，可能味道已经调制

好，无法根据需求做出调整。菜品应荤素

搭配，点菜时保证有足量的绿色蔬菜，通

常青菜的烹制用盐量会少一些。可以选一

些酱料单独盛放的菜品，吃的时候自己蘸

料，自行决定口味。

减盐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慢慢

减量，味觉对咸味的需求也会逐渐降低。

坚持下去，一定能达到少吃盐、多健康的

目标。

减盐，到底难不难？

在营养门诊经常会有高脂血症患者

咨询如何饮食，其中一位体检发现胆固

醇高的患者就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血

脂化验中我只是胆固醇高，植物油不含

胆固醇，我为什么不能多吃？听起来似

乎很有道理，在营养过剩成为问题，大

家都希望少摄入胆固醇以保证身体健康

的时候，发现植物油不含胆固醇，味蕾

绽放了，其实不然。

首先来了解一下胆固醇与食用油的

关系。饮食中的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

物油，主要成分都是脂肪。胆固醇是一

种类脂，仅存在于动物体内，植物中不

仅不含胆固醇，反而含有植物固醇，后

者不仅对人类不造成伤害，还对胆固醇

的吸收起阻碍作用。植物油虽然不含胆

固醇，但并不意味着对血脂没有影响，

植物油也是油脂，含有大量脂肪，而过

多的脂肪摄入会导致肥胖，不仅加重心

脑血管负担，还具有提高胆固醇吸收的

作用。因此，即便是不含胆固醇的植物

油也不应过多摄入，按照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2016）推荐量：每天烹调油油摄

入为25-30克。

胆固醇虽然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但过量的摄入会造成动脉硬化，增加

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具有心

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如高血压、

高血脂、超重、肥胖、糖尿病等，都应

控制脂肪摄入量，限制高脂肪、高胆固

醇的食物，尽量避免食用高胆固醇食品

。一般来讲，肌肉（包括瘦猪肉、瘦牛

肉、瘦羊肉）所含胆固醇属于中下水平

，但肥肉比瘦肉高，内脏则更高。有人

误认为肉类都富含胆固醇，既冤枉了瘦

肉也冤枉了自己，要知道瘦肉富含优质

蛋白质，如果连瘦肉也戒掉了，我们的

健康是无法保证的。蛋黄无疑含有较高

的胆固醇，但蛋白的胆固醇含量几乎为

零。动物脑中含有相当高的胆固醇，民

间有“吃脑补脑”的说法，但现代人体

内的胆固醇不是缺乏，而是过量，为了

进补而食用脑食品，那就害大于益了。

骨髓是脑组织的延续，也含有相当高的

胆固醇，许多人喜欢在啃着肉骨头的同

时，还不忘将骨髓腔内鲜美的内容物吸

吮出来，却不知这些东西所含胆固醇比

肥肉都要高约10倍。

植物油都不含胆固醇
为什么也不能多吃

看似仪式感的标准始终在变，万

变不离其宗的是对感情的经营。

“你是否嫁给他，不管富有或是

贫穷、不管健康或是疾病、终身爱他

陪伴他直至死亡将你们分开……”相

信很多人对这段婚姻誓言都不陌生，

并在电视剧里的女主角深情款款说出

那句“我愿意”时，被打动得热泪盈

眶。

最近，冲上热搜的一则新闻，似

乎预示着未来我国新人在领取结婚证

时，也有望迎来仪式感满满的现场。

“我国将强化结婚颁证仪式感”，这

一热门话题在微博阅读竟达 5.7 亿，

足见小伙伴们对婚姻大事的关注度之

高。

细看详情，是民政部、全国妇联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

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提

出，探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

程并实现颁证常态化，通过引导婚姻

当事人宣读结婚誓言、领取结婚证，

在庄重神圣的仪式中宣告婚姻缔结，

让当事人感悟铭记婚姻家庭蕴含的责

任担当。

有媒体将其解读为，过去结婚登

记程序太简单，填表、盖章即可迅速

领证，缺少仪式感，这回等来了“官

宣”的加强版领证程序。有人认为，

生活就是要有仪式感才有滋有味。大

喜的事，比起光排队领个证，能多点

留在脑海里的念想，这是好事一桩。

不过，也有部分网友对“结婚颁

证仪式感”不太领情。有人认为，设

置结婚冷静期，再做一套测试默契度

的考题，看看双方对婚姻家庭育儿家

务分担的三观是否一致，再来一套婚

姻法、反家暴法、婚姻道德测试，比

增强颁证仪式感更靠谱。也有人干脆

说，领结婚证不过是走个过场，不如

好好研究婚姻保障机制，让大家结个

更安全的婚，别三天两头让离婚、家

暴闹上热搜。

还有网友更务实，担心如果真遇

上类似“214”“520”“七夕”等结

婚的“良辰吉日”，新人扎堆结婚，

再整一仪式感，排队领证的时间就更

长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指导意见还

在探索阶段，不少细节还有待民政部

门具体协调，执行过程中当然会考虑

新人的实际需求，不会一厢情愿给领

证仪式“加码”，好心办坏事，反而

给喜事添堵。

其实，回溯我国婚姻历程的变迁

，会发现很有趣的变化——“60年代

结婚，讲究36条腿，床、桌子、五斗

橱、椅子等凑够家具就能结婚”“70

年代结婚，讲究三转一响，手表、自

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不能少”“80

年代讲究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

“现在讲究房子、车子、票子……”

可见，对婚姻仪式感的期待是由来已

久的。

只不过，无论是抓把喜糖就能结

婚，还是非得手捧钻戒、鲜花满屋才

能赢得美人归，看似仪式感的标准始

终在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却是对感情

的经营。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

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

？”“需要吗？”

还记得电影《大话西游》里，至

尊宝和菩提老祖这段经典对话吧。看

似无厘头的搞笑，却无意中道出了爱

情的真谛——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

纵使你有千万个理由爱另外一个人。

同样的灵魂之问，如果将关键词从

“爱情”换成“婚姻”，结婚需要理

由吗？这道题或许没法仅凭直觉给出

答案。

现代人婚姻中最缺的恐怕不仅是

仪式感，而是经营婚姻的意识。正如

日剧《昼颜》中的台词，“结婚换来

了稳定，但是失去了激情。婚后三年

，老公就把老婆当成冰箱了。不管什

么时候，打开门就有食物，坏了会很

不方便，但是也不会保养。”

将枕边人睡成了上铺的兄弟，将

生活过成了日复一日的流水账，才是

婚姻埋葬爱情的真相。

以前有句话说，一切不以结婚为

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21世纪都

进入第二个10年了，随着社会结构的

变迁和两性关系的改变，人们不再将

结婚视作恋爱的“寿终正寝”，更看

重个体追求情感寄托的过程。

同样的道理，结婚也不意味着将

感情送进了冰箱。也许，很多人婚姻

的列车，之所以没能一路走到底，就

是因为只顾着疾驰向前，少了点欣赏

沿途风景的仪式感。

婚姻有没有仪式感
就看你有没有对感情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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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勞動影像嘉年華將於10月8日至22日

在光點華山、南港喜樂時代影城放映，今年有

大齡多樣人生、中高年級人生課題等4大主題

，共計40場放映次，民眾可於9月25日起免費

網路索票。

北市勞動局「2020勞動影像嘉年華－臺北

勞工影展」開跑記者會，邀請獲選全國及北市

雙料模範勞工的演員鄭人碩擔任形象大使，並

向有資深糕餅師傅董泰宏學作月餅，呼應今年

大齡多樣人生，以及青銀共融的主題。

勞動局副局長陳惠琪表示，今年首度將

「勞工影展」及「勞動金像獎獲獎影片」結合

，有來自英、法、日、德、義、瑞典、巴西及

台灣共23部國內外影片，如《小偷家族》、

《最酷的旅伴》，還有獲得知名導演肯洛區

（Ken Loach）的《抱歉我們錯過你了》擔綱

開幕片，橫掃法國3億台幣票房的溫馨喜劇電

影《退休大贏家》為閉幕片，更有12部獲得勞

動金像獎的優秀勞動作品。

策展人姚經玉則說，有別於過去的議題性

紀錄片取向，特別挑選許多貼近大眾生活並具

娛樂性的劇情片，更能貼近「大齡多樣人生」

、「中高年級人生課題」、「現代勞動群像」

及「勞動金像獎」等4大主題。

勞動局表示，影展將於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1 日開放民眾免費線上索票，影展片單

與索票資訊，可至活動官網(http://laboraward.

bola.taipei/)查詢，或撥打 1999（外縣市可撥

02-2720-8889）分機 3357 轉勞動局勞教文化

科。

台北勞工影展場次大公開
9月25日起免費網路索票

新片「無聲」描述看似平凡的校園中，學

生間卻流傳著一個「不能說的遊戲」；電影由

本屆台北電影節獲頒「非常新人」的劉子銓與

陳姸霏飾演學生，金馬獎最佳男配角劉冠廷飾

演老師，日前釋出預告引發一連串討論，其中

劉冠廷台詞「放心，這裡沒有壞人」；搭配劉

子銓激動地表示「老師叫他們把影片刪掉」，

截然不同的狀況讓觀眾感受到懸疑、緊張又詭

譎的氛圍，令人不禁想一探發生在校園內的故

事。片中兩位主角劉冠廷與劉子銓，繼話題劇

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後二度合作，巧

合的是，此次他們再度飾演師生，劉冠廷說：

「銓銓是一個很棒的新演員，第二次合作，他

依然這麼年輕，卻展現了更純熟的演技，絕對

會讓大家驚豔。」

而初次執導電影就備受矚目，導演柯貞年

期待觀眾能透過「無聲」找到愛與關懷，她說

：「電影透過發生在校園內的故事展開，經過

長久的田調，將多起事件拼湊在一起的故事，

我希望觀眾看到的不只是發生的過程，而是能

讀到我想傳遞的訊息『在凝視他人痛苦的過程

中，我盼望的是更多對話』。」對於導演的理

念，劉冠廷也表示贊同，他說：「期待大家透

過電影，能夠對這個社會有更多關注與同理，

這也是當初我接到劇本後，覺得一定要演出的

原因。」

為讓民眾有機會搶先欣賞這部「後座力最

強國片」，即日起，只要找到街頭上的「無聲

」電影海報並與之合照，將嘴巴用任意方式劃

掉或遮住，上傳至《無聲》官方臉書，就有機

會參加影人出席的台北首映會。「無聲」將於

10月15日上映。

「無聲」 再度扮演師生
劉冠廷、劉子銓2度合作

預定11月上映的溫馨感人電影「孤味」，

由資深剪接大師廖慶松與徐若瑄合力監製，新

銳導演許承傑執導，「全民阿嬤」陳淑芳與謝

盈萱、徐若瑄、孫可芳、丁寧等堅強卡司陣容

相當吸睛，扮演小妹的孫可芳也坦

言：「知道兩位女神要飾演我姊姊

時我還蠻緊張的，但見面後完全沒

距離感，真的超像我親姊姊！」

片中一場3姊妹深夜談心的

戲，孫可芳聯手謝盈萱捉弄徐若

瑄吃糖，彼此宛如親姊妹般玩得

忘我，竟險將道具糖吃光光！對

於和孫可芳的首度合作，徐若瑄

大讚：「從讀本時候我就感覺到

她的專業，整個拍戲的過程真的

非常享受，常常拍完喊卡之後會

有一種莫名感動，感到這樣的演

員組合很珍貴。」孫可芳扮演

「全民阿嬤」陳淑芳的女兒，發現陳淑芳完全

沒有前輩架子，在片場經常互開玩笑，甚至還

能幫身為陳淑芳資深鐵粉的阿公打視訊電話，

讓他們聊天，為阿公圓追星夢。

孫可芳拍 「孤味」
聯手謝盈萱捉弄徐若瑄吃糖

電影「消失的情人節」被喻為陳玉

勳導演歷來最溫柔的作品，男女主角劉

冠廷、李霈瑜(大霈)都是首次挑樑擔綱

電影主角，今年參與了七部電影、堪稱

國片公務員的劉冠廷，從「陽光普照」

的冷酷小混混演成「消失的情人節」中

的癡情暖男，被網友大讚「演什麼像什

麼」；大霈更是首次出戰大銀幕，在勳

導愛之深、責之切的「教育」下被逼出

演技，不少觀眾看完之後都對大霈的表

現讚譽有加，兩人在映後QA場次還被

勳導隨機cue導時間暫停，靈機反應搞

笑又圈粉。

「消失的情人節」講述從沒戀愛過

的超級普妹楊曉淇(大霈 飾)，滿心期待

著這輩子第一個情人節之時，情人節卻

憑空消失了的故事。在找回記憶的過程

中，楊曉淇也意外發掘被自己遺忘的一

段過去，找回了默默守護自己的真命天

子。電影大玩時間暫停梗、女快男慢的

設定幽默風趣、純愛結局也相當感人，

口碑出奇可惜首周末票房平平，不少網

友表示「不要看預告，直接進戲院會大

驚喜」、「笑中帶淚」、「有笑有推」

、「我看得很開心」，有PTT網友就自

己列出了「必看「消失的情人節」的五

大理由」，表示「愛看初戀電影的人、

喜愛魔幻寫實的驚喜的人、曾經對陳玉

勳失望的人、尋找台灣演員新勢力的人

、想要追另一半的人」都應該進戲院看

，甚至有網友於底下留言：「看完之後

告白成功了」，還吸引版主回覆「好感

動，敲碗細節」！「消失的情人節」現

正熱映中。

「消失的情人節」 初戀太甜
網友看完告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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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

盛大的婚礼。

第二天，蒋介石就带着宋美龄，在二百名卫兵

的护送下，连夜乘专列来到了浙江的莫干山度蜜月。

在莫干山上，数百栋各式各样的别墅如同星星

一样分布在山中，蒋介石和宋美龄当时蜜月居住的

地方，在武陵村。

武陵村坐落于莫干山屋脊的山顶上，基本上处

于最高地势，与其他景点都相距较远，环境优雅静

谧，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莫干山美景。

彼时，蒋宋二人已经是看尽了世间繁华，却将人

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美好回忆，放在了莫干山上。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莫干山作为蜜月地呢？这里

到底有什么迷人的地方？

其实，不止蒋宋夫妇喜欢，莫干山的风景闻名

遐迩，很多知名大人物都十分青睐。

即使是一百年后的现在，莫干山依然是独一无

二的度假胜地！

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如果你想远离城市的

喧嚣，找个地方安逸地过上两天世外桃源般的日子

，莫干山，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

四大避暑胜地之一

莫干山坐落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西部，这里

与很多景点不同的是，它的历史相当悠久，开发史

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山上翠竹满坡，素有“清凉世界”之称，从清

代开始就已经成为我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了。

莫干山上，绿化覆盖率高，植被覆盖率高达

92%，并且山上泉水多，还有大量的竹林，这让莫

干山夏季气温比其他地方要低上许多，七八月份的

时候，平均温度仅24.1度，早晚更为凉爽。

这样清凉的环境，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人在

夏天前来避暑，近代以来，洋人在莫干山上跑马圈

地，建了很多各具特色的别墅，达官名流也纷纷在

这里建宅邸。

除了蒋介石，毛主席也曾在莫干山小住过，现

在莫干山依然保留了当时毛主席下塌的别墅，，这

栋两层的别墅楼，还原了当年毛主席卧室和会客厅

的的布置，其他的房间也展示了毛主席的诗词作品

。

周恩来与蒋介石还曾在莫干山的白云饭店进行

和谈。

这些名人故居，让莫干山充满了各种传说，也

让其成为当之无愧的江南第一山。

莫干山以多竹著名，竹林不但茂密，而且特别

粗大，高度可达10米。

竹林里最多的品种是毛竹，但是毛竹之外，还

有相当多的名贵品种，这些品种加起来多达几十种

，说莫干山是个百竹陈列馆，都不为过。

除了竹，山上还有品种繁多的各类树木，是绝

佳的原始自然风光。

春天的时候，山中竹林幽兰飘香，清新的空气

沁人肺腑，天空中云雾变幻，山林间可以看到竹笋

破土，山花争艳，是一副相当完美的 “山居图”

，令人流连忘返陶醉不已。

到了秋天，莫干山就迎来了最佳的疗养时节。

银杏树将莫干山覆盖成金黄色，而枫叶，又将

莫干山覆盖成红色，登高眺望，可以看到整个山间

色彩斑斓，深绿、浅黄、棕黄、赤红，好似一幅色

彩斑斓的水彩画。

冬季，莫干山的气候也相当不错，没有北方的

干燥，也不像南方多雨潮湿，气温适宜，舒爽宜人

，体质孱弱的人，到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身体会得

到极好的疗养。

叹为观止的别墅群

莫干山那浩瀚无限、绿波万里的竹海的确令人

叹为观止，然而，更令人惊叹的，还是在竹海中隐

藏着的一幢幢精致别墅。

二百多幢别墅形象丰富，具有英、美、法、日

、俄等十多个国家的建筑特色，竟无一雷同，这使

莫干山素有 “世界建筑博物馆”之美称。

莫干山别墅群据统计有250多座，鸦片战争后

，各国商人和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但江南的夏天

酷热难耐，莫干山这样天然的避暑胜地，众人自然

不会错过。

于是，洋人们纷纷在山上建起了别墅。

民国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要员，以及当

时的土豪富绅名流人士，也纷纷来这里建别墅，莫

干山别墅区因此而形成。

这里有北欧田园式乡村别墅，也有古罗马的柱

式建筑别墅，还有哥特式的尖顶拱门，山路回转，

还能看到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

解放后，这些别墅除了极少部分，被当地山民

居住外，其他大部分已经被改造成为疗养院，还有

不少成了对外开放的度假村。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心挑选一栋别墅来度

假，感受当年达官显贵的隐居世界，这也成为现在

莫干山最强大的引力之一。

有生之年一定要睡一次莫干山

现如今，莫干山的度假系统已经相当成熟，除

了上面刚刚说到的度假村，莫干山上还兴建起多种

多样的民宿客栈。

这里有无边泳池别墅。

有隐世的别墅庄园。

还有网红泡泡屋，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星星。

躺在山林间，透过干净明亮的大玻璃窗，听着

鸟语花香，感受清新空气。

或者，慵懒地睡一觉，起来游一圈泳，在泳池

里一边欣赏竹林，一边喝杯红酒。

累了，就去泡一泡温泉。

没有哪里能比这更惬意的了。

“有生之年一定要睡一次莫干山”，已经被列

入众多旅行爱好者的必去清单。

那么，第一次去莫干山怎么玩呢？

除了住宿赏景，这里比想象的更有趣。

著名的景点，要属闻名遐迩的剑池，和荡气回

肠四叠飞瀑。

当然，还有很多隐藏的景点。

莫干山大大小小的水库数不胜数，其中以大斗

坞水库为有名，被称之“小九寨沟”，这里免费参

观，游客稀少，景色绝美。

在莫干山脚下，还有新市古镇非常值得一逛。

这里是有着1700年历史的古镇，绝对不是人造景

观，而且特别难得的是，新市古镇没有被过度开发

，民风也比较淳朴。

除了风景，这里的美食也非常出名，新市茶糕

、新市羊肉、梅花糕......各种特色美食让你吃到爽

！

看到这里，是不是心动了？

玩一趟莫干山，不需要长途跋涉备足超长假期

，只需要周末约上三两好友，或者节假日带上爱人

孩子，就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完美的假日。

这个连宋美龄都选择度蜜月的地方，有生之年

一定要睡一次！

杭州莫干山
为什么蒋介石和宋美龄选择这里度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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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
攝影攝影··報導報導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福遍郡華裔共和黨黨員福遍郡華裔共和黨黨員
及候選人及候選人，，在僑灣社會長浦浩德的發動下在僑灣社會長浦浩德的發動下，，於上周六於上周六
（（99月月1919日日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糖城百佳超市在糖城百佳超市
前停車場前停車場，，分發競選看板分發競選看板（（yard signs ),yard signs ), 為共和黨候選為共和黨候選
人助選人助選。。其中有共和黨州議員候選人其中有共和黨州議員候選人 Jacey Jetton ,Jacey Jetton , 及及
張晶晶等多人到分發現場取走看板以示支持張晶晶等多人到分發現場取走看板以示支持。。

「「僑灣社僑灣社」」 長浦浩德攝於攤位前長浦浩德攝於攤位前。。圖為圖為 「「僑灣社僑灣社」」 會長浦浩德會長浦浩德（（左左 ））發起此一活動發起此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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