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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andemic worsens, Wisconsin
governor orders strict mask mandate

(Reuters) - Wisconsin’s governor
issued an emergency health order on
Friday requiring face masks indoors
except at home, a move aimed at
slowing a surge in coronavirus infections that is pushing hospitals to the
limits of their capacity.
The face-covering mandate marked
the latest in a flurry of new restrictions by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nationwide to tamp down COVID-19
cases soaring with the
onset of winter.
Public health experts say greater social mixing and indoor gatherings as
the weather turns colder ahead of the
holiday season is fueling the escalating contagion, threatening to inundate
already strained healthcare systems.
“Wisconsin hospitals are overwhelmed and facing staffing shortages,” Wisconsin Governor Tony Evers,
a Democrat, said in a press release.
His state is one of several in the Upper Midwest registering some of the
highest rates of positive results from
COVID-19 tests.
The order, which remains in effect for
60 days, requires everyone to wear

masks indoors whenever non-household
members are present. Children younger
than 5 years of age are exempt, as are individuals who have breathing difficulties.
The governor announced the declaration
of an emergency hours after one of the
nation’s leading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Dr. Deborah Birx, a member of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appealed
to Americans to avoid unnecessary travel
and limit social gatherings during next
week’s Thanksgiving holiday.

FEAR AND HOPE
The number of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has jumped nearly 50% in the
past two weeks, with more than 80,000
people being treated for the disease in
hospitals as of late Thursday, the most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andemic.

U.S. CDC reports 251,715 deaths from
coronavirus
In response, officials in more than 20
states have imposed restrictions to curtail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s hospitalizations
climbed to record highs in 29 states in
Birx said more than half the UnitNovember, straining already exhausted
ed States has been designated as a
COVID-19 “red zone,” where the virus is medical staff.
rampant, and urged Americans to include
In a positive sign, Pfizer Inc PFE.N said
only immediate family in Thanksgiving
it would apply to U.S. health regulacelebrations next Thursday.
tors for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of its COVID-19 vaccine, the first such
“This is faster, it is broader and what
application and a major step toward
worries me - it could be longer,” Birx
providing protection against the virus.
told CNN. “I think it’s on all of us right
[L4N2I62KF]
now to make sure it’s not longer.”
The single-day death toll on Thursday
surpassed 2,000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late June,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of
public health data. The seven-day rolling
average of daily new COVID-19 cases
reached more than 165,000 on Thursday.

Pfizer and its German partner BioNTech SE 22UAy.DEBNTX.O this week
reported final trial results that showed the
vaccine was 95%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COVID-19 with no major safety
concerns.

California’s governor on Thursday
announced some of the most stringent
restrictions on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with a curfew on
social gatherings and other non-essential
activities that will start on Saturday night
and end on the morning of Dec. 21.

appeared again at testing sites.
In Chicago’s metro area, Emily Randall
had no luck finding an opening to get
tested after she woke up with a throbbing
headache on Thursday.

“It’s very frustrating because I’m trying
to be a responsible citizen,” said the
Similar restrictions took effect in Ohio 43-year-old research analyst. “My head
this week, while Minnesota ordered a
feels a lot better but I am still worried
shutdown of restaurants, bars, fitness
because I have read stories of people
centers and entertainment venues from who got better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Friday until Dec. 18 at the earliest.Emily got worse.”
Kandel, a recruiter and mother of three Although COVID-19 restrictions have
young children in Columbus, Ohio, said received more bipartisan support from
she thought non-essential indoor activ- state leaders in recent weeks, South
ities should be generally halted around Dakota Governor Kristi Noem, a Repubthe clock while schools were allowed to lican and close ally of President Donald
remain open.
Trump, refused to limit gatherings on
Thanksgiving.
“I’m not optimistic that people will adhere to the numerous warnings,” Kandel, “In South Dakota, we won’t stop or
44, said. “I hope they will, but I’m not
discourage you from thanking God and
overly optimistic.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spending time together this Thanksgivthink they are an exception, it’s not going ing,” Noem said in a statement on Friday.
to happen to them.”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updatIn Illinois, where the number of
ed its widely cited COVID-19 forecast
COVID-19 tests coming back positive
model on Thursday, projecting U.S.
was at an alarmingly high 20% and new coronavirus deaths climbing to 471,000
restrictions, including a ban on indoor
by March.
dining, took effect on Friday, long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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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huts Down TV
News Station
The Taiwan government’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rejected
the application of a local CTiTV station’
s license. The station will be forced to
shut down next month.
The Chairman of NCC Chen Yaw-Shay
Group said, “The CTi news was found
to have repeatedly violated regulations,
leading all seven members to decide not
to renew the license.”
Chen also said that the station failed to

control the outside interference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s department.
In response, the station called this,
“The darkest day for the freedom of
press and speech sinc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over 30 years ago.”
In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Taiwan
government has been controlled by the
pro-independent part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 party president Tsai Ing-Wen
wanted to build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When Taiwan was under military
control in the martial law period, the
government was controlled the press.
Today Taiwan became a democratic
country,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ban
freedom of speech.
In America today, President Trump had
so many complaints and disagreement

that I don’t think he has been too close
to a TV news station.
We want to urge the Taiwan government
to reconsider their wrong decision. Even
though you don’t like the station, doesn
’t mean you have the right to close
them down.

Մ↛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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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Mask!

The $16 TRILLION Bug —
Pandemic May Cost U.S.
Economy Total Annual Output

lost output during the next decade.
“The economic loss is more than twice the
total monetary outlay for all the wars the US
has fought since September 11, 2001, including those in Afghanistan, Iraq, and Syria,”
the study reads. “The total cost is estimated
at more than $16 trillion, or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ann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the US,” it concludes, adding that the estimated loss for a family of four would reach
nearly $200,000.
The paper comes as US lawmakers debate
another stimulus package, set to mitigate
damage from the virus. The research stressed
that any such economic relief should allocate
at least five percent of the funds for increased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as an investment
of approximately $6 million leads to averted
costs of an estimated $176 million.

George Washington is seen with printed medical mask on the dollar banknote.
(Photo/ © Reuters /File Photo)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U.S. economy may lose a whopping $16
trillion due to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both in output and people’s lives, new research has found. While
most studies assess the costs of the deadly virus by its impact on the nation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earlier this week offered a different approach.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y Lawrence Summer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economist David Cutler – also took
into account losses associated with those who
have died due to the virus, in addition to the
purely economic costs. With the number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in the US nearing eight
million and deaths surpassing 215,000, the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he outbreak may result
in an estimated 625,000 cumulative deaths in
the country through next year. Given the theoretical “conservative value of $7 million per
life,” premature deaths linked to the coronavirus could wipe out nearly $4.4 trillion, according to their calculations.
The virus is believed to have long-term effects
on health, especially for survivors with severe
or critical disease. As those complications lead

to increased risk of premature death, they
also have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entire economy, with losses amounting
to another $2.6 trillion for cases forecast
through the next year, the authors noted.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could have economic benefits
that are at least 30 times greater than the
estimated costs of the investment in these
approaches,” the study said. It added that
financial support for health measures should
not be dismantled even when the concerns
about the pandemic begin to recede.
Related

U.S. Employers Cut Record 2 MILLION JOBS As Coronavirus Batters Economy
Even those who did not contact the deadly
virus could also be affected by it, the paper adds. Suffering caused by the possible
death of loved one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may lead to deteriorating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This
also takes its toll on the economy, which
could lose approximately $1.6 trillion due
to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rest of the losses – nearly
half of the total – are associated with a drop
in income due to the coronavirus-triggered
recession. The authors cited a previous estimate from 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which projects a total of $7.6 trillion in

The Hollywood sig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File Photo/ US © Reuters / P.T.
Fallon)
Job cuts announced by US employers have
hit nearly 2 million so far this year, with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ccounting for 40
percent of total layoffs, according to global outplacement firm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In its report published on Thurs-

day, the company said that last month’s layoffs in the US were down 56 percent from
July, but still 116 percent higher than at the
same period one year ago. August job cuts of
nearly 116,000 lifted the total number of this
year’s layoffs to 1,963,458. The number has
already broken the previous record for the
whole of 2001, when US-based employers
announced a total of 1,956,876 cuts.
Most of the jobs – nearly 800,000 – vanished
from the entertainment sector so far this
year, followed by firms operating in retail
and services. In August,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companies, including bars, restaurants, hotels, and amusement parks, posted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with 17,271 job
cuts.
Air and transport companies downsized their
staff even more last month.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26,545 job cuts were announced in
the struggling sector – 59 percent lower than
in the previous month, but 647 percent higher than in August 2019.
“The leading sector for job cuts last month
was transportation, as airlines begin to make
staffing decisions in the wake of decreased
travel and uncertain federal intervention,”
said Andrew Challeng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initially had temporary job cuts or furloughs are
now making them permanen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still battering
the US labor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Labor Department data, seasonally adjusted initial claims for jobless benefits for the
week ending August 29 stood at 881,000.
While it is around 130,000 down from the
previous week’s totals, it is only the second time the number of new jobless claims
dropped below 1 million since the pandemic
hit in March.

U.S. Economy Suffers Sharpest
Drop Ever As GDP Crashes Nearly
32% During Coronavirus Peak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File Photo© Reuters / B. McDermid)
In the worst plunge ever recorded, the US
economy contracted by 31.7 per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at the height of the Covid-19
crisis, according to revised data released by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on Thursday.
The latest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reading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estimate issued last month, when the agency said that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hrank at an
annual rate of 32.9 percent in the April-June
period.
Despite the upward revision, based on better
than previously estimated private inventory
investment and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CE), the GDP drop is still the
sharpest on record. The previous worst quarterly drop since tracking began in 1947 was
observed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1958,
when GDP fell 10 percent on an annualized
basis.

In the worst plunge ever recorded, the
U.S. economy contracted by 31.7 per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e plunge came as most business activities
were paralyzed for weeks,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s lost their jobs amid strict stayat-home orders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deadly virus. Despite having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the US
gradually lifted lockdowns, possibly paving the way for partial recovery in the next
quarter.
However,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a second
wave of Covid-19 may come this fall, further
disrupting the economy.
“The full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cannot be quantified in the GDP
estimate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20 because the impacts are generally embedded
in source data and cannot be separately
identified,”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 said. (Courtesy www.rt.com/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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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alys stewardess hugs American citizen Anthony Sadler next to Alek
Skarlatos as two of the three American “heroes” of the Thalys train leave after
testifying during the trial of a suspected Islamist gunman who opened fire on
a Thalys high-speed train between Amsterdam and Paris, at Paris courthouse,
France. REUTERS/Gonzalo Fuentes

A nurse’s shoes are seen in the COVID-19 intensive care unit at Providence Saint Joseph Medical Center in Burbank, California. REUTERS/Lucy Nicholson

Hungary’s Ioulia Chtchetinina and Mark Magyar in action at the ISU Grand Prix of Figure Skating in Moscow, Russia. REUTERS/Evgenia Novozhenina

Medical personnel prepare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 the Maggiore di Lodi hospital as a second wave of the coronavirus hits the country, in Lodi, Italy, November 13, 2020. REUTERS/
Flavio Lo Scalzo

Medical staff members work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where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are treated at the Melun-Senart hospital, near Paris, France. REUTERS/Benoit Tessier

A protester throws a teargas can back at the police during the opposition 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 party’s protest against alleged racism outside Brackenfell High School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REUTERS/Mike Hutchings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takes off his protective face mask to speak as he leads a briefing by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in the Brady press briefing room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REUTERS/Leah Millis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takes off his protective face mask to speak as he
leads a briefing by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in the Brady press briefing room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REUTERS/Leah Mi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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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Figures Indicate How Far The Labor Recovery Has To Go

actively looking for a job.

Nearly Half The U.S. Population
Is Currently Without A Job

Key Points
The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ople as a percentage of the U.S. adult population -- plunged to 52.8% in May, meaning 47.2% of
Americans are jobless.
As the coronavirus-induced shutdown tore through the labor market, the share
of population employed dropped sharply from a recent high of 61.2% in January,
farther away from a post-war record of 64.7% in 2000.
“To get the employment-to-population ratio back to where it was at its peak in
2000 we need to create 30 million jobs,” said Torsten Slok, Deutsche Bank’s chief
economist.
Investors will look to this week’s June jobs report
for an update on the pace of the labor market recover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Nearly half of the population is still out
of a job showing just how far the U.S.
labor market has to heal in the wake of
the coronavirus.
The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ople as a
percentage of the U.S. adult population
-- plunged to 52.8% in May, meaning 47.2% of Americans are jobless,
according to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s the coronavirus-induced shutdowns

tore through the labor market, the share
of population employed dropped sharply
from a recent high of 61.2% in January,
farther away from a post-war record of
64.7% in 2000.
This ratio is a broader look at the employment picture. It takes into account
adults not in the labor force and captures those who were discouraged about
the prospects of finding a job, whereas
the unemployment rate looks at people

“To get the employment-to-population
ratio back to where it was at its peak
in 2000 we need to create 30 million
jobs,” Torsten Slok, Deutsche Bank’s
chief economist, said in an email. Slok
included the chart in a report to clients.
Investors will look to this week’s June
jobs report for an update on the pace of
the labor market recovery. Economists
polled by Dow Jones are expecting nonfarm payroll to increase by 3.15 million
in June, after a shocking surge of 2.5
million in May, the biggest jobs increase
ever in a single month.
Meanwhile, the jobless rate is expected
to decline to 12.4% this month from
13.3% in May, according to Dow Jones.
The unemployment rate doesn’t capture
those who stopped looking for a job.
The labor force is about 60% of the U.S.
adult population. After the unexpected
snapback in May, there have been signs
of a slowdown in the labor-market
improvement as fears of a coronavirus
resurgence deepened in recent weeks.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filing for
unemployment claims came in higher
than expected for the past two weeks
straight.
“Right now the economy’s recovery
is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s without jobs
and [who] simply haven’t got it,” Chris
Rupkey, MUFG Union Bank’s chief
financial economist, said in a note. “The
massive job losses mean the economy
isn’t out of the woods yet.”

States including Texas and Florida have

paused plans for further reopening amid
a record spike in coronavirus cases. The
number of new daily Covid-19 cases
across the nation jumped 42% over the
past week to an average of about 38,200
on Sunday, according to data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June
jobs report comes out Thursday at 8:30
a.m. ET. (Courtesy cnbc.com)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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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ngs is a fraction of the more than 6.5
million recorded in early April. As businesses have reopened, some employees
have been called back.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collecting stat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or the week ending June 13
was 19.5 million, seasonally adjusted, a
decrease of 767,000 from the previous
week and down from nearly 25 million
in early May.

With Unemployment Offices Busy,
Recovery Seems a ‘Long Haul’

As coronavirus hot spots flare across the
U.S., adding to economic worries, new
jobless claims surpassed one million for
the 14th week.
Nearly 1.5 million workers filed new
claims for stat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last week, the Labor Department
reported Thursday, the 14th week in
a row that the figure has topped one
million.

Chris Bryan was furloughed as a
health club manager in Portland,
Ore., in March but has yet to receive
unemployment benefits. Now he is
considering moving somewhere more
affordable with his partner and their
1-year-old daughter. (Photo/The New
York Times)
An additional 728,000 filed for benefits from 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a federally funded emergency program aimed at covering the
self-employed,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and other workers who don’t qualify for
traditional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o be sure, the weekly pace of new state

Despite the drop in continuing claims,
“19.5 million is still a very high number
to have on unemployment benefits,”
said Torsten Slok, chief economist at
Deutsche Bank Securities. In February,
before the pandemic arrived in full
force, that total stood at two million.
“It’s difficult to argue that this is a real
improvement,” he said. “We still have
a long, long road ahead of us.” What’s
more, the 19.5 million figure doesn’t include over 11 million individuals receiving feder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as of June 6. That means
roughly 30 million Americans were
receiving some sort of unemployment
benefit. (Courtesy New York Times)

親子教育

钟美美&刘天池
年少成名，未必是件坏事
2020 年 10 月的某个下午，阳光甚好
，一辆行驶在北京街头的商务车里，13
岁的男孩“钟美美”紧紧握住小姨的手
，“我好紧张”，声音中夹杂着哭腔。
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的小姨，探出
身子，努力搓着这双有些冰凉又有些稚
嫩的小手，似乎想通过摩擦生热的外力
，来缓解他的情绪。
此次行程的目的地是刘天池表演工
作坊，“钟美美”即将拜访这位近年来
在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演员的品
格》中担任表演指导的老师。
刚刚还在兴奋地向旁人分享着这几
日所见所闻的男孩，听到记者提议，见
面后可以在这个“看着有些严厉”的老
师面前“露一手”后，突然紧张了起来
。
和每一个同龄的孩子一样，今年上
半年因为疫情暴发，“钟美美”在家中
复课，利用闲暇时间录制了模仿视频，
并上传到短视频平台，没想到一夜走红
。
近几个月来，他频繁出入北京参加
各类活动，这座城市成了家乡鹤岗外，
“钟美美”最熟悉的地方。
“想过未来有一天拿最佳男演员奖
吗？”
“想！”没有丝毫的迟疑。
男孩说，前几天参加活动，见到了
演员陈坤。从对方口中，“钟美美”得
知自己最喜欢的女演员周迅，不仅经常
把他的模仿视频分享给朋友，还表达了
对“钟美美”的喜爱。
从那天起，他内心的“小确幸”就
再也无法被压抑。
2020 年 5 月，13 岁的“钟美美”因
自编自导的模仿短视频，一夜之间走红
，并引发社会关注，成为年度最具人气
的“网络红人”之一。
影视演员、导演、表演指导，中央
戏剧学院表演系表演老师。曾担任电影
《金陵十三钗》《捉妖记 2》、综艺节
目《演员的诞生》（《我就是演员》）
《演员的品格》表演指导。
模仿是本能，表演需要思考
刘天池：当初为什么选择把老师当

模仿对象？
钟美美：就是放假，待在家里突发
奇想。
刘天池：从模仿的角度来讲，一般
能把人从骨子里模仿得特别像的，都是
源于对这个人的喜欢，而不是讨厌。人
体本身就像一个记录仪，只会记录自己
感兴趣的东西。
钟美美：是的，如果我讨厌，还模
仿他干吗。
刘天池：你从几岁开始尝试模仿的
？
钟美美：大概三四岁吧，那时候看
到什么，就想模仿一下。
刘天池：除了模仿形态之外，你对
模仿声音感兴趣吗？
钟美美：也还可以。但我还没有特
别专注过对声音的模仿。
刘天池：学习表演，通常需要关注
几个点：一个是你的外部模仿能力，我
们叫做身体语言。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
声音语言的模仿能力，例如，演员说的
台词，通常叫做艺术语言。最终你学表
演的时候，这两种“语言”都会变成一
种技术。所以，你真的下定决心想学习
表演吗？
钟美美：很想。
刘天池：但你要知道表演不单纯只
限于模仿，从现在起你要学着去关注身
边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变化。
钟美美：关注人物的心理变化，能
让表演产生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刘天池：如果你从现在能善于观察
人的心理变化，慢慢地它会变成一种心
理的技术。这样你演各种各样的人，站
在各种各样的维度，身处各种各样的事
件当中，才会去思考他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加持到表演之中，哪怕是在模仿，
态度之外，你的心理活动会更加丰富。
钟美美：其实来之前，我一直有个
疑问，模仿到底算不算是表演？
刘天池：模仿是人类的本能，是表
演的开端，模仿行为其实是通过观察和
效仿其他个体的行为而改进自身技能和
学会新技能的一种学习类型。但是真正
的表演一定是有机的、具有思考的、具

有创造性的。
刘天池：我之前看你的表演，发现
其实你身上有很多可能性。你平时会去
想为什么自己的表演能引起这么多人的
关注吗？
钟美美：偶尔也会。可能是我视频
中模仿的对象，大多是生活里最常见到
的人或事，会有一些共鸣。
刘天池：有关系，因为这戳到了我
们的一些痛处：比如值得商榷的教师素
质、教育方式方法，它折射出了师生矛
盾，以及家长对老师的一些意见，这些
话题点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所以大家
会有共鸣。
钟美美因在短视频平台分享自己的
模仿视频而走红，老师是他模仿的人群
中出现最多的职业。
钟美美：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像我这
样年龄很小就被人关注的学生，对个人
而言，这是好事吗？
刘天池：若是放以前，我会觉得不
好，但是后来发现你是真的很喜欢表演
。成为“网红”，被大家关注到，可能
会让一个孩子更加自信，有了更多展示
的平台，也能让你离表演的职业道路更
近一步，这样看来，也许是一件好事。
钟美美：但如今“网红”这么多，
需不需要通过学习表演，再去提升自己
的演技？
刘天池：“红”需要机遇但不一定
需要演技，但想一直“红”下去的生命
力是要靠演技、思想内涵去支撑的。你
对演员这个职业是怎么定义的？
钟美美：在我心里，所谓的演员应
该是演技好，每演一个角色能把他的特
点了解透彻。
刘天池：我不想听你说在教科书上
看到的，或那些已经成名的人讲的话。
最直接的，表演能给你带来什么感受？
钟美美：有点点爽。
刘天池：这是最对的。
演员不局限于单纯的自嗨中
刘天池：从专业表演的角度，模仿
仅仅是一个入口，并非终点。终点需要
你建立起细致的真实画面，同时可以让
你从内心产生最真实的想要动起来的欲

望。
钟美美：那我该如何将我现在的模
仿能力，升华为真正的表演能力？
刘天池：你模仿老师时，眼前会出
现同学的样子吗？
钟美美：我更专注于整体情境的氛
围营造。哪怕我前面是一盏灯，我也会
把那盏灯，全部换成同学。
刘天池：也就是说，你可以看见他
们的脸？
钟美美：其实我不知道这些脸是谁
，也看不出他们真正长什么样，但我感
受得到这些脸的存在。因为我都是自己
编台词，一般会想象谁在和我对话，假
如我作为老师在教育学生，我会想他究
竟做了什么，才会说他。很多都是临场
发挥。
刘天池：你会想模仿的老师是什么
性格吗？
钟美美：其实这些老师没有准确的
对象，我只是把他们做了个集合。
刘天池：有很多语气与态度都是你
在生活当中看到过的？
钟美美：不完全是，也包含自己的
一些想法。
刘天池：在我看来你有模仿能力，
但缺乏生活阅历，导致你无法模仿得那
么真切。可贵的是，你有很好的理解能
力及主见。你要慢慢学会理解生活，还
要去理解人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态度与
不同的行为，哪怕一个简单的行为，也
有他最初的动机。不能理解这些，你永
远都是自己演自己。
钟美美：我理解的是，表演要源于
生活、高于生活。
刘天池：对，演员不应局限在单纯
的自嗨中，更重要的是能去演一个可以
触动他人，让观众心生欢喜或者悲伤的
角色。
语文、体育课，学好很重要
钟美美：似乎表演的门槛比我想象
和实践中的要高出很多。
刘天池：表演作为一门学科，一定
是有门槛的，它包括心理技术和外部技
术，比如身高、体重等外貌条件，以及
精神文化素养、性格气质、领悟能力等

。必须要掌握这些规定动作才能成为演
员。“门槛”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和先
天后天的概念还是有区别的。
钟美美：区别在哪？
刘天池：有句老话说叫“老天爷
赏饭吃”，演员更是如此。但作为一
名教育者，我觉得后天培养，持续地
终身教育，能够弥补先天的不足，并
且在一个职业化道路上，能起到比先
天条件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想学表演
的话，从现在起建议你先学好语文，
多看小说。
钟美美：小说里的片段也经常会把
我带进去。
刘天池：一方面是这种带入感，另
一方面，小说里会把人物的心理变化描
写得很细腻，但剧本、台词里不会，这
需要演员对文字敏感。
钟美美：学会观察生活，感受生活
带来的变化？
刘天池：没有你说的那么高深，
就是踏踏实实地生活。你这么小的年
龄，突然被所有人认识了，要学会把
这些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信
息），统统吸收到自己的体内，未来
这些都可能会变成你自己创作某个人
物时的营养。而你有发现身边事的能
力。
钟美美：感觉和我想象的“表演”
完全不同。
刘天池：我希望你把自己当成一个
摄影机，但不要当成复印机，复印机是
平面的，是对他人的复制。而摄影机，
是记录你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比如落叶
、树叶生长、天气变化，多去想为什么
，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
钟美美：那当演员对身高有要求吗
？
刘天池：当演员要求不要求身高
我不知道，但考艺术类院校有身高要
求 ， 中 戏 要 求 男 生 在 1.76 米 以 上 ， 体
育课一定好好上。演员首先要有一个
强大的精神与抗压能力，还要具备一
个有能量的好身体，才能驾驭各种各
样不同的角色。多打篮球，多吃牛肉
，多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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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是“冷漠”，还是“热情”？
冷漠与热情是一对反义词，多半是
用来描述人与人在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
态度。一个人是冷漠还是热情，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他的性格，所以才会有生性
冷漠或生来热情之分。
谈到冷漠，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对
他人不热情甚至不友好的人及其行为。
其实，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冷漠是指
人在处世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绝的
态度。
冷漠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
想要什么，他清楚自己做事的目的，他
的行为是绝对受理智掌控的，他不会轻
易受外界的影响，也不会为他人的观感
情绪所左右，更不会出于爱“面子”而
去违心地做自己本来不愿意做的亊。所
以说，冷漠的人一般都是理性的人。美
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这种冷漠的
人。
说到美国人冷漠，对于一个初来乍
到美国的外国人来说，未必会接受，因
为美国人的热情是出了名的，走在路上
连陌生人都会和你打招呼，搞得你心里
暖洋洋的，还有什么比这更显得热情呢
？然而，当你真正走近他们，情况便不
是这样了。
和美国人交往的机会除了在公司里
，更多的是来自孩子的校内外活动。给
孩子举办生日派对是司空见惯的活动，
每位母亲都会十分上心，为了自己孩子
的快乐嘛，即使低下头去求别人也是值
得的。
记得就有这样一位美国母亲，平时
总是昂着头，一副高高在上的尊贵模样
，家长们对她的印象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等到她要给儿子办生日派对了，电话
一直打到班里每个同学家，催促大家去
参加，出于面子不好意思回绝，很多人
还是去了。场也捧完了，派对也结束了
，这位美国母亲就又恢复了原样，照样
昂着头，爱理人的样子，好像全然不领
情似的。
当然，你大可不必指责她，美国人

是这样想的，邀请你孩子去参加派对，
是你自愿去的，她也并没有威逼你。求
你帮忙或捧场，选择权在你手里，你可
以帮，也可以不帮。
但如果你选择帮忙，就说明你是愿
意的。所以，你就不能有图报的心理，
更不要推理说，将来你若求他帮忙，他
也会痛快地答应。美国人认为这是两码
事。
这就是美国人的冷漠式思维，它很
有逻辑，也不无道理，但就是令很多中
国人想不通。老王写了这么多赞扬美国
人的文章，各位可能认为老王有“崇美
症”或者“精美”倾向，其实并不是这
样，较之欧洲人，美国人差远了。欧洲
是贵族出身，有文化、有历史底蕴，懂
得包容，美国人就是过去英国和欧洲的
难民，有些还是犯人，袓上也是苦大仇
深，现在发财了，难免有暴发户心态，
所以，对美国人的情商，中国人也不必
太介意。
当然，美国人这种性格也有纯真、
直爽、可爱的一面，按中国人的话说叫
做“不装逼”。
比如，孩子孩子课外参加的许多球
队，多半都是需要家长志愿参加的一种
活动，家长要充当教练、裁判、陪练、
募捐等等，这个时候家长的必须要参与
。这时你就会看见美国人的另一面。
他们绝不会做他们不想做的，或者
干不了的事，如果他们对那件事不感兴
趣，就会觉得最好别人替他们做，尽管
教练(也是家长)一再强调这个活动是 Volunteer Base(志愿人员基地)，他们也会不
管不顾，绝对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碍
于面子，不管怎样也去做点什么，帮帮
忙也好。
很多事情让我感到一些美国人的冷
漠是渗透到骨髓里面去了。事实上，美
国人的这种冷漠不仅表现在他们人与人
之间的社交中，也表现在他们的家庭关
系中，夫妻、父母儿女之间，甚至在夫
妻离婚过程中，几乎无处不在。

这些都是由他们那种冷漠的思维方
式决定的。说老实话，美国人与欧洲人
相比，老王更喜欢欧洲人。
较之冷漠，热情一直是为人称道的
一种品行。我们谈论一个人有多好时，
经常会说他多么热情友善。热情自然也
是有所不同的，有发自肺腑的，也有无
可奈何的。后者多半就是出于面子，因
为爱面子，或者说有时是迫于面子，人
们不得不去做好多事。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我们中国人
的“面子”文化。不知道有多少人抨击
过这种文化，把它说得一文不值。然而
在面对美国人的冷漠思维和冷漠行为的
时候，倒使人怀念起中国人的“面子”
观念。
其实，凡事总有正反两个方面，甚

至有多个方面，“面子”文化有它的弊
端，但也有好的一面。至少，讲究面子
不会使人过于难堪，会使人产生羞辱感
。一个人如果全然不顾及面子，那么他
从思维到行动都会无所顾及，他既不会
考虑别人的感受，更不会考虑别人的利
害得失，只要自己舒服畅快就行。
有人说美国人的冷漠思维和行为是
来源于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崇尚与追求，
不过，老王认为这是美国人缺乏贵族气
息和绅士风度的表现。
中国人一向有爱面子的文化，爱面
子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思维习惯的一部分
，有些事情尽管认为并不是自己分内的
事，可做可不做，但碍于面子还是要去
做，在请客吃饭时为了面子也过于铺张
浪费。

中国人虽然给人留下热情的印象，
所谓“有朋自千里来不亦乐乎？”，更
不至于两句话谈崩了，饭也不吃，甩人
就走人。但中国人的热情中往往夹带着
许多盲从和不真实的成分，和美国人的
冷漠中伴随着坚定的理念，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当然，不可否认美国人也有热
情和纯真的一面，比如在见义勇为、维
护社会正义、做慈善和文体活动方面就
显得热情奔放。
不管是美国人的冷漠，还是中国人
的热情，在它们背后其实也是各自的历
史、文化和性格的巨大差异。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反差，使得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许多交往中，难免出
现各种冲突，这也是中美两国必须面对
的现实。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公开骂总统，却不能随便骂邻居？

随着美国成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
国家，现任总统特朗普也在国内受到强
烈的批评。这也引起人们对美国言论自
由的关注和讨论。通常认为，言论自由
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普通
公民不仅可以公开批评乃至强烈抨击领
导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焚烧国旗以
表达意见都不会被视为违法。
不过，人类的几乎所有自由都是有
限度的，一个人挥动拳头的自由止于别
人的鼻尖。言论自由也是如此。尽管
《美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
利，但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言论都受
保护，美国政治文化中对言论自由的保
护，有非常严格的边界限制。
所有言论都受保护吗？
人类的几乎所有自由都是有限度的
，一个人挥动拳头的自由止于别人的鼻
尖。言论自由也是如此。尽管《美国宪

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在
现实中，并非所有的言论都受保护。在
美国，区别一个人的言论是否受法律保
护的主要原则是，他的言论是否会危害
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合法权利。
第一种不受保护的言论叫不实言论
，通常称作“诽谤”。美国最高法院认
为，对事实的错误陈述没有宪法价值，
损害他人或组织名誉或利益的诽谤性和
欺诈性言论不受宪法保护。
不过，美国法庭对私人提出的诽谤
诉讼和对政府官员、公众人物提出的诽
谤诉讼是有区分的。在审查诽谤案件时
，政府作为受害者通常受到的保护最少
，因为政府拥有巨大的资源和影响力，
可以通过其他手段保护自已的名誉和利
益；知名人物受到的保护之少位居其次
；而普通个人受到的保护力度最强，因
为普通个人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只能依

靠法律作为保护他们名誉和利益的最
后防线。
在 1964 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
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对公众人物诽
谤的“实质恶意”（actual malice）标
准。联邦最高法院在对此案的裁决中
说，《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对
政府官员的行为发表的所有言论，甚
至是错误的言论，除非发表这些言论
的人明知是错误的，或不顾事实真相
。据此，媒体仅仅依据可疑的消息来
源对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所作的不实
报道不构成诽谤。只有当媒体明知是
不实消息或存在严重疏忽的情况下
（比如已经获得了真相的录音带却没
有去听等），依然发布对政府官员和
公众人物的不实报道才构成诽谤。这
个要求大大高于对普通个人诽谤的标
准，对普通个人的诽谤只需证明不实
言论造成损害即可。
第二种不受保护的言论叫煽动言论
，鼓吹暴力和破坏和平秩序、产生了
“清楚与现实的危险”的言论不受保护
。比如，在拥挤的剧场假装呼“着火了
”，类似这样可能危及社会秩序的言论
被认为不属于言论自由，不受宪法保护
。
但是，什么样的危险算是危险呢？
危险的可能性到什么地步算是“清楚”
？离危险相距多远就算是“现实”？这
些看来很模糊的问题是一步步在现实的
法律判例中界定的。
20 世纪初，美国最高法院曾将美国
共产党领袖定为有阴谋颠覆政府罪。但
后来他们发现，这些共产党领导人所说
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推翻政府”，
更像是在宣传一种信仰，“直接组织暴

动”和“宣传暴动”毕竟是两码事，也
就是说这种宣传可能引起的“危险”，
并不是非常“清楚”和“现实”的。
所以，1969 年之后，“在剧院里谎
称失火而引起恐慌”的原创者、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对“清楚和
现实危险”原则作出更为严格的修正：
（1）将“清楚和现实危险”原则
向前推进一步，认为在只有这些言论迫
在眉睫地威胁到国家安全时，才可以干
涉；
（2）将“清楚和现实危险”原则
从一条肯定政府干预言论自由的限制性
规则转化为禁止政府干预言论自由的否
定性原则。从如果（if）言论带来“清
楚和现实危险”，国会便有权预防，转
化为唯有（only）在威胁“迫在眉睫”
时，国会才能采取拯救国家的措施。
第三种不受保护的言论是威胁言论，
即对他人和群体的具有实质性暴力威胁的
言论不受宪法保护。不过，认定威胁并不
是简单地从内容判断，而是依据意图和可
能性判断是否具有实质威胁性。
最高法院 1969 年裁决过这样一个案
例：一名少年宣称“如果他们给我一把
枪，我第一个要瞄准的人就是林登 ·
约翰逊（时任美国总统）。”最高法院
裁决该言论虽然具有冒犯性，但结合上
下文及其假设语气，其含义是表明对总
统的一种政治态度，因此不具有实质威
胁性。
但如果一种表达超越了“表态”，
表现出了潜在的危险性，就会被认为是
实质性的威胁。比如，诅咒他人出门被
车撞死不是威胁，但对他人说我会用车
撞死你”则构成实质性威胁。另外，在
飞机上冒称劫机，或者模仿暴力案件情

节在公众场合开玩笑，虽然未必有主观
的暴力意图，但因为可能引发实质的混
乱和危险，也会被认为是实质性威胁。
第四种不受保护的言论是淫秽言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73 年确立“当代
社区标准”认为，普通人以生活环境为
标准，认为言论在整体上带有色情挑逗
性，违法且露骨地描述性行为并使人反
感，而且该言论不具不文艺和科学价值
的，即构成受管制的淫秽言论。也就是
说，如果一个普通人运用当代社会的标
准，发现某一作品的主题从整体上迎合
了人们淫秽的趣味，那么这一作品就可
以被视为淫秽。
作为淫秽言论的特例，儿童色情在美
国属于高压线。最高法院1982年裁定：包
含儿童性行为的材料不属于言论自由，不
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美国法律对
儿童色情的管制相当严厉，即使仅仅下载
、观看或拥有儿童色情资料都可能是重罪
。佛罗里达曾有一名26岁男子被发现拥有
数百张儿童色情图片，被判处仅次于死刑
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除以上种类外，言论自由的例外还
包括挑衅性的脏话、侵犯隐私的言论、
侵犯知识产权的言论等其他种类。另外
，对特定领域特定身份的人，比如公务
员、军人、教师、律师等还有特别的职
业言论限制。
除了以上所列的不受法律保护的言
论之外，美国社会还有发表公开言论的
一些潜规则，即不可以公开负面评论有
色人群、持不同政见者、女性和多元性
取向者，否则很容易会引发民众和媒体
的口诛笔伐。
由此可见，美国的言论自由并不像
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自由”。

體育

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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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龍獅無懼寒冬 繼續逆市加碼

李志堅：衝出香港 揚威亞洲

富力、元朗及大埔相繼退賽，今季港超只餘 8 支球隊角逐，“足壇寒冬”之說再

次不脛而走，經濟及疫情等不明朗因素夾擊下，香港本地勁旅東方龍獅拒絕悲觀，逆
市加大投入，繼續增兵，誓要在亞洲賽踢出成績為港爭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首季執教東方龍獅就令球隊成為盃賽“雙冠
王”的主帥李志堅坦言，今季目標必定放

得更高更遠，即使甫開季即迎來嚴重的傷兵
潮，劍指聯賽冠軍以及在亞洲賽爭取好成績的
目標仍然未改：“今年的最大目標肯定是聯賽及亞洲
賽，期待在香港以外也能做出成績，雖然目前傷兵問題很
嚴重，費蘭度預計明年 1 月才可復出，幾名主力亦有傷在
身，的確令我們失去預算，不過能夠在亞洲賽得到代表香
港的機會，一定會盡全力為港爭光，能力愈大責任愈大，
這些壓力會迫使我們繼續進步。”

球會上下必須
“一條心”

■東方主帥李志堅
東方主帥李志堅。
。

資料圖片

自 08 年帶領深水埗升上甲組，不知不覺李志堅已在
本地頂級聯賽征戰 12 個年頭，沒有一步登天的幸運，卻
在多年累積下贏盡本地足壇所有殊榮，他表示這 12 年是
學習的過程，也是堅持的成果。他說：“在深水埗升上甲
組後以全華班出戰開始，遇到過很多困難挫折，對自己會
產生懷疑，球員也會動搖，如何在切合實際情況仍堅持原
則，是這段期間的最大得着。”
而李志堅所指的堅持，就是球會上下必須“一條
心”，這亦是他執教理念中最重要的一環：“要球員們在
短時間內團結一致不難，但要整個球會由老闆到所有職球
員長期上下一心卻很難，我相信只要全體方向一樣，就算
一時半刻未能成功，總有一天成功會來臨，只要方向清

上海雙雄齊勝 亞冠開門紅

亞冠盃小組賽，當地時間18日起
展開首輪較量。上海“雙雄”──上
海申花與上海上港分別以2：1挫澳洲
珀斯光輝與澳洲FC悉尼取得開門紅。
其中上海申花更是時隔11年再次在亞
冠取得勝利。
申花上一次在亞冠取勝還要追溯
到 2009 年，當時申花在亞冠小組賽
中 2：1 戰勝水原三星，隨後的 16 場
亞冠比賽中再無勝績，戰績是 9 平 7
負。
開場之後，申花很快進入狀態，
第 7 分鐘便取得進球，于漢超搶斷之
後分給前場左側的朱建榮，後者倒三
角回傳，彭欣力跟進推射遠角破門，
申花1：0領先，彭欣力打入個人亞冠
首球。
落後一球的珀斯光輝積極進攻，
隊長卡斯特羅表現活躍，兩隊基本形
成均勢，在中場展開拉鋸戰。第 38
分鐘，申花打出反擊，于漢超拿球後
踩單車晃過對方球員，面對門將小角
度 破 門 ， 申 花 2： 0 領 先 結 束 上 半
場。
珀斯光輝在第81分鐘扳回一球，
英厄姆得球打門被李帥撲出，門前右
側的阿斯普羅波塔米蒂斯跟進補射入
網。全場比賽結束，申花2：1戰勝珀
斯光輝，取得小組賽開門紅。
■新華社

林恩許能在亞洲賽註冊為亞援，球隊多線作戰的負
擔會有所減輕。

■林恩許

■馮慶燁

完整產業鏈比青訓更重要
多間球會退賽加上疫情未明，香港球市寒冬之說又
再興起，李志堅認為保持正面態度最重要：“比起很多行
業，疫情對足球的影響其實不算最大，我覺得也不用太過
悲觀，作為球壇中人，保持正面態度很重要，東方在疫情
期間沒有減薪或裁員，甚至加大投入及增兵，我們希望這
些舉動可以為香港球市帶來正面訊息。”
每逢球市面對困境，提倡青訓的聲音總是不絕於
耳，李志堅表示比起單單着重青訓，發展整個足球產業更
重要：“青訓當然重要，不過當當打球員也面對無班落的
困境，年輕球員怎會看到將來，父母看
到球員前景黯淡，又怎會放心讓
子女投入青訓，職業足
球當以工作為先，打
造出完整的產業
鏈，讓青少年以
至退役球員都有
光明的願景，
香港足球才能
真正壯大，這
亦是東方龍獅的
終極目標。”

▶ 去年
去年，
， 李志堅以大埔主帥身份當
選“最佳教練
最佳教練”。
”。
資料圖片

馮慶燁林恩許加盟 東方解兵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為挑戰香港本
地各大錦標及亞洲賽，東方龍獅19日宣布再添兩名
新兵，上季効力富力的馮慶燁及林恩許已落實加盟
並於操練中亮相，對傷兵滿營的東方而言可謂及時
雨。
林恩許及馮慶燁在上季停擺期間加盟富力，其後
卻不符上陣資格未能在復賽中出場，令兩名球員大半
年來未有在正式賽事中上陣。現年28歲的林恩許對
重返賽場感到高興：“富力退賽後我只能以跑步保持
狀態，現在可以回到球場感覺非常好，我已很久沒有
正式比賽，尋回比賽狀態是現在最迫切的目標。”
林恩許與東方助教盧比度以及養傷中的費蘭度
均來自傑志，這名中場球員認為合作上問題不大，
相信自己很快能融入球隊。東方主帥李志堅認為林
恩許及馮慶燁的加盟令球隊調動更為靈活，尤其是

晰，剩下來就只是找對方法的問題。”

能興拓展體育業務
助力亞洲球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在
能興集團的持續投入下，東方龍獅近年
成為香港足、籃壇的中流砥柱，一直致
力發展體育業務的能興集團今年更入主
以青訓見稱的法乙球會索察，希望藉着
歐洲的資源為亞洲球員帶來更大的發展
空間。
能興集團自 2016 年入主東方體育會
後東方龍獅足球隊及籃球隊一直壯大，
上季足球隊成為盃賽“雙冠王”，而籃

球隊則曾奪得 ABL 冠軍。除香港外，能
興集團的體育業務亦遍布珠三角地區，
CBA 球隊時代中國廣州龍獅及澳門首支
職業籃球隊澳門黑熊亦屬能興旗下。
今年能興集團更進軍歐洲入主法乙
球會索察，法國名宿杜林之子馬古斯杜
林正是索察的青訓產品之一，最近亦入
選法國國家隊並正選上陣，集團希望藉
着歐洲球會的青訓資源，拓展亞洲球員
的可能性及上升空間。

國際乒聯總決賽 中國7將齊晉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中國．
鄭州 2020 國際乒聯總決賽 19 日在河南鄭州奧體中
心體育館開幕，以東道主身份出賽的國乒眾將全部
輕鬆取得首勝。香港“一姐”杜凱琹 19 日無戰事，
今迎戰日本名將伊藤美誠。
19 日在首日比賽披甲的國乒戰將包括男單的樊
振東、馬龍、許昕及女單的陳夢、孫穎莎、王曼
昱、王藝迪，除陳夢一人以 4：2 獲勝外，其餘 6 人
全部以4：0橫掃對手晉級8強。
至於其他各場比賽則接連爆冷。女單16強賽，
經過 6 局酣戰，德國猛將索爾佳以 4：2 逆轉戰勝新
加坡老將馮天薇晉級。而在男子 16 強賽中，日本名
將張本智和在 2：0 領先的情況下，慘遭逆轉，最終
以3：4負於韓國選手張禹珍，無緣8強。

北京冬奧會共有 19 個比賽日
北京冬奧組委日前發布北京冬奧會第七版競賽
日程。共設 7 個大項、15 個分項、109 個小項，共
有19個比賽日。最早的比賽是開幕式前2天進行的
冰壺混合雙人循環賽；開幕式前 1 天將舉行冰壺混
合雙人循環賽、冰球女子預賽和自由式滑雪男子/
女子雪上技巧資格賽。2022 年 2 月 4 日開幕式當天
將舉行花樣滑冰團體賽的男單短節目、女單短節目

本次總決賽是疫情發生以來，在內地舉辦的第
一個有觀眾入場觀賽的國際體育賽事。對此，世界
乒乓球職業大聯盟理事會主席、中國乒乓球協會主
席劉國梁說，“聽到現場觀眾的歡呼、看到大家在
揮手致意的時候，一種久違的熟悉感回來了。”
劉國梁說，過去這一階段推進的每一項賽事和
取得的每一個成果，都意味着世界競技體育離重返
自由又近了一步，“在威海，我們的球員回歸了賽
場。這一次，我們的球迷也回來了。”
而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理事、國際乒乓球聯
合會首席執行官史蒂夫．丹頓在開幕致辭時還
“秀”起了中文：“乒乓球是最早重啟國際比賽的
體育運動，我們都能看到所有的人已經付出了很多
努力，讓我們感覺非常激動。”

和冰舞律舞，冰壺混合雙人循環賽和冰球女子預
賽；2022年2月20日閉幕式當天將舉行冰球男子決
賽、冰壺女子決賽、四人雪車決賽、越野滑雪女子
30公里集體出發決賽以及花樣滑冰的表演滑。
■中新社

草根達人爭做乒乓業餘球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2020
年全國乒乓球“業餘球王”總決賽日前在河南鄭

■樊振東以4：0輕取韓國選手鄭榮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長話
短說

州奧體中心綜合訓練館開賽，
來自內地 26 支地方乒乓球協會
代表隊的 400 餘名“草根達人”競逐各項目組別的
全國“業餘球王”。當日，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
劉國梁宣布比賽開賽。本次總決賽設有男、女單
打和男、女團體四個項目，根據參賽選手的年
齡，分為男、女 15-30 歲組、31-50 歲組、51-60 歲
組、61-70 歲組和 71 歲以上組等組別，全部比賽將
於11月21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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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合唱團》
可惜了依然努力的劉德華
《熱血合唱團》是劉德華今年首部
在內地上映的電影，他不僅擔綱主演，
還是該片監制。不過，這部電影的票房
和口碑都不算亮眼：11 月 13 日上映，4
天取得 2483.6 萬元票房。單日票房不僅
落後於上映了三周的大片《金剛川》，
還壹度被動畫片《汪汪隊立大功之超能
救援》和 11 月 9 日已上映的《地獄男爵
：血皇後崛起》反超；豆瓣評分更是只
有 4.8 分 ， 其 中 四 星 以 上 的 評 分 僅 有
15.6%。
首演音樂老師，華仔依舊很努力
《熱血合唱團》仿佛壹部“港版
《放牛班的春天》”：“海歸”指揮家
嚴梓朗（劉德華飾）回到香港，帶領壹
群問題學生組建合唱團，師生雙方最終
都通過音樂治愈了自己。
壹向以“勞模”著稱的劉德華，這
次同樣很努力。這是劉德華首次演繹音
樂老師和指揮家，他在戲外下了不少苦
功：“作為壹個沒有智慧經驗的人，我
需要時間去學習。”除了專門向香港兒
童合唱團的指揮家學習指揮技巧之外，
還跟專業的指揮家研究出更適合在鏡頭
前呈現的指揮方法。片中多次出現劉德
華指揮的特寫，節奏、姿勢、動作與音
樂的匹配度等細節都有板有眼。
值得點贊的還有劉德華“30 年如壹
日”的優秀身材管理。電影裏，劉德華
始終以全黑打扮登場，時而壹件黑襯衫
，時而黑色 polo 衫配同色系毛衣、還有
黑西裝黑夾克黑大衣等多種外套……劉
德華身材精幹，不見壹絲贅肉，足以讓
不少同齡男性汗顏。
至於演技，嚴梓朗這個角色仍然在

劉德華的舒適圈內，不能說很棒，但起
碼剛好。在劉德華眼裏，嚴梓朗是現代
成年人的縮影：“他很執著，對身邊很
多事情都不太滿意，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不想面對失敗。”早期，他以“魔鬼
教師”形象登場，實際上懷著壹個不可
告人的秘密；中期，他被“問題學生”
們打動，開始走出自我封閉，臉上逐漸
有了笑容；後期，他極力對抗外界壓力
，阻止合唱團解散，同時終於學會正視
以往的過錯，與自我達成和解。作為故
事的中心人物，劉德華的表現可圈可點
，撐起了這部電影。

香港本土電影票房榜，平實動人的風格
博得了諸多好評，在豆瓣取得 7.9 分。
但此次兩人再次聯手打造的《熱血
合唱團》卻未能復制前作的成功。《可
愛的妳》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故事本身
自帶力量。《熱血合唱團》則是壹個虛
構的故事，導演和編劇試圖通過“問題
學生組成合唱團逆襲”這壹經典的故事
藍本來探討青春成長中校園、家庭以及
社會的種種問題，卻因為內容的套路和
蒼白而失去應有的力量。
不難看出主創們的情懷：羅文的
《獅子山下》和林子祥的《誰能明白我
》兩首經典的粵語勵誌歌曲在片中反復
出現，強化著“無懼困難、永不放棄”
情懷顯而易見，成品卻頗為粗糙
《熱血合唱團》由關信輝執導、張 的香港精神；以盧校長（盧冠廷飾）為
佩瓊編劇，兩人曾合作過教育題材影片 首的善良成年人，始終向孩子們傳達出
《可愛的妳》，該片登頂了 2015 年中國 “我們沒有放棄妳”的信號，終於讓

理解扶貧大義、了解肩上重任；勝利在望未全功，
也終究要靠所有人在緊要關頭繼續辛勤奮鬥、創造
實幹。只要功夫深，石頭也會開出花！
十個單元，濃縮全國脫貧攻堅中的典型人物和
感人事跡
壹個長年不在村裏待著，壹個與鄉親們打成壹
片，兩位駐村第壹書記，哪個才是扶貧中的好幹部
？昨晚播出的開篇單元《青山不負人》中，事情並
不如表面看起來那樣簡單。
吳非飛和秦楠曾是戰友，如今是同縣不同村的第壹
書記。吳非飛為給安家坪村建立長期的產業，今天跑廠
子，明天蹲科研所，大半年了，與村民打不了幾個照面
，在考核中被集體打了差評。相比之下，秦楠在康吉溝
村處處做老好人，與村民親如壹家，可他的真實想法是
，平平穩穩等待任職期滿。堅持各自處事原則的他們，
都在具體工作中卡了殼。較真的吳非飛看好村裏大力發
展富硒茶的產業，無奈村民既不信他，也對富硒茶的營
養價值缺乏科學認知，寧願習慣性賤賣給茶販子，也不
肯跟著吳非飛幹產業。而在康吉溝村，懶漢牛二花光了
撥給他修房子的扶貧款，賴上了村委會，秦楠束手無策
。扶貧工作隊隊長周誌永的到來，讓事情出現轉機：整
個平順縣都在富硒土地帶上，何不兩村共同開發富硒產

劉德華當監制，更像回饋電影圈
那麼問題來了：除了壹貫的“老好
人”性格使然之外，劉德華為什麼會主
演並監制《熱血合唱團》這部電影？

業連片區，最終達成1+1大於2
的效果？
兩集壹個單元，主角初
登場時涉及的扶貧難點至少
有扶貧幹部樹威難、產業扶
貧延續難、愚昧意識根除難
、面對懶惰扶誌難、考核檢
查過關難等。隨著劇情推進
，村民們又壹次在暗訪考核
中給吳非飛打了低分，但這
壹回，差評的出發點是大夥兒為了讓這位取得實績
的好幹部早點“脫身”離開大山——這也是壹難，
“脫貧不易脫身難”。
總編劇張強說，脫貧之路困難重重，且因區域
不同、貧困程度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等，會呈現錯
綜交織的局面。因此，《石頭開花》的十個單元，
並不孤立地圍繞“壹難”展開，而是從區域特點、
貧困程度、難題類型等多維度切入，濃縮全國脫貧
攻堅中的典型人和事。
之後的單元裏，《古村情》的第壹書記靳浩宇頂著
壓力，在剪不斷理還亂的宗族人情中重新走訪識別，用
行動抒寫精準識別的意義，確保將扶貧資源和政策送到
真正的貧困戶手中。《七月的火把》著眼彜寨，通過改
變村民的迷信觀念，仙人梁村終於舉辦火把節，走上文
旅致富路。《信任》在扶貧幹部與村民隔閡消弭的過程
中，展現了壹個“垃圾村”舊貌換新顏，變身為田園村
、“淘寶村”的過程。而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扶
貧先扶智與誌等主題也將在此後的單元展開。

趙哲恩等為分單元編劇，李少紅、劉家成、滕華弢、高
群書、余淳、林柯、張多福、惠楷棟、徐宗政、劉洋等
十位導演分別掌鏡；演員包括林永健、韓童生、杜誌國
、鞏漢林、郭濤、富大龍、韓雪、李光潔、馬天宇等。
優秀的班底有著共識，壹部時代報告劇壹定要
貼近現實，呈現出時代風貌、時代精神。因此，劇
集的拍攝地選取了距離扶貧壹線更近的地方，甚至
有些就在扶貧“現場”。主創們希望，《石頭開花
》不僅是扶貧故事的見證者、講述者，更能參與其
中成為踐行者。
以教育扶貧為例，劇組向劇中的十個拍攝原型
地和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鄉村學校捐贈了 100
套國家廣電總局“空中課堂”學習系統。借助這套
系統，鄉村、偏遠地區的學生可以遠程接收中國教
育電視臺的相關節目，與身在北京的孩子聽“同壹
節課”。據透露，“空中課堂”的直播衛星覆蓋區
域正是師資力量相對匱乏的地方，國家廣播電視總
局和教育部正聯合規劃，爭取把“空中課堂”教育
扶貧項目納入“十四五”規劃。
上周末的開播儀式上，出品方還在《青山不負人
》的拍攝地陜西安康開設了“安康大集”，把剪紙、
嗩吶、皮影等當地的人情風物推介給全國觀眾。配合
劇集的播出，江蘇衛視還將連續十天播出特別節目。
屆時，劇集的主創和扶貧幹部代表將做客直播間，為
觀眾講述拍攝心得和扶貧軼事，展示扶貧地區的風土
人情，讓扶貧項目中的特色物產走入更多人的視野。
此外，“荔枝直播”等新媒體平臺，也將發起多場公
益助農直播帶貨活動，以電商助力脫貧攻堅。
從文化到教育再到電商，出品方在戲裏戲外都希
戲裏在扶貧“現場”取景，戲外為奔小康的事 望能為全民奔小康的事業助力。當貧困之態、扶貧之
業助力
難在劇中交織，當脫貧之誌、扶貧之力在劇外延續，
《石頭開花》集結了國內現實主義創作中的強 觀眾也更能掂出這話的分量——“世界上沒有哪壹個
大陣容，由張強任總編劇，於小千、何晴、王偉軍、謝煒、 國家能在這麼短時間內幫助那麼多人脫貧”。

《石頭開花》人不負青山
青山定當不負人
“人不負青山，青山定當不負人。”綠水青山
既是自然財富，又是經濟財富。在扶貧幹部和鄉親
們的共同努力下，壹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在
陜西安康越走越寬，村民因茶致富、因茶興業，脫
貧奔小康。這是昨晚開播的時代報告劇《石頭開花》
中壹幕，源於脫貧攻堅壹線的真實實踐。
統計數據顯示，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貧困人
口從 2012 年年底的 9899 萬人銳減到 2019 年年底的
551 萬人，貧困發生率由 10.2%降至 0.6%，連續七年
每年減貧 1000 萬人以上……
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是怎樣取得的？《石頭開
花》以脫貧攻堅的征程中鮮活的典型人物和感人事
跡作答。該劇共 10 個單元，每個單元兩集，通過藝
術性與紀實性的融合，把精準扶貧政策在中國大地
上落地生根並取得實效的艱難歷程告訴觀眾，把壹
路走來的主要難題和盤托出。該劇由國家廣播電視
總局策劃指導，江蘇廣電牽頭承制，幸福藍海等機
構共同攝制完成，在江蘇、浙江、東方、北京、湖
南、廣東衛視以及騰訊、愛奇藝和優酷播出。
值得壹提的是，新劇在策劃階段曾擬名“脫貧
十難”。從最初的“脫貧十難”到開播時的“石頭
開花”，劇名變遷寄托著主創的溫情期待：脫貧攻
堅奔小康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終究要讓所有人

“問題學生”們重回正軌，重新找回幸
福。
只是，片中每壹個問題的出現與解
決都顯得過分粗糙。最初，學生們只是
為了不留級而被迫參加合唱團，毫無
“團魂”，且沒有合唱基礎。孩子們是
怎麼團結在壹起、並在短時間內掌握合
唱技巧？電影基本沒有呈現。此外，每
個“問題學生”分別遭遇到家暴、缺愛
、父母不和等家庭問題，只消嚴梓朗的
幾句話，問題便迎刃而解。電影就像壹
部加長版公益廣告，看不出故事的起承
轉合，只有生硬的開頭和結尾。

劉德華從上世紀 90 年代初期開始
成立公司投資電影，雖然壹度遭遇經
濟危機，但他的確擁有不錯的選片眼
光，作為制片人和監制的履歷頗為亮
眼：他在 1997 年投資並監制的《香港
制造》憑借 50 萬港元成本贏盡口碑；
2000 年 監 制 並 主 演 的 《 阿 虎 》 為 他 帶
來第六屆香港電影金紫荊獎最佳男主
角 ； 他 在 2005 年 啟 動 扶 持 新 導 演 的
“亞洲新星導計劃”則發掘了寧浩導
演的《瘋狂的石頭》。
香港電影圈的幫扶傳統，或許也是
劉德華監制《熱血合唱團》的原因。只
拍商業片的王晶也會投資《天水圍的夜
與霧》，與“文藝”毫不沾邊的成龍也
投資和監制了梅艷芳的《胭脂扣》，他
們或監制或投資那些在不為市場看好的
題材，某種程度上也是對電影界的回饋
。
《熱血合唱團》更像是香港電影圈
壹次以老帶新的實習機會：壹邊是盧冠
廷、雷頌德、吳岱融、鄭丹瑞、謝君豪
、關禮傑、尹揚明、李麗珍、孫佳君等
熟面孔，他們分別扮演老師、家長、校
長、主席等“成人世界”的角色；壹邊
則是謝博文、伍韻詩、林凱鈴等新生代
演員，出演熱血合唱團的成員，其中不
少都是初涉影壇的新人，有些人甚至要
壹邊上學壹邊拍戲，對他們而言，《熱
血合唱團》的確是壹次難得的體驗。正
如壹位網友的評論點出了劉德華在香港
影壇的價值：“劉德華在華語電影低潮
的時候致力於培養新導演、好導演，現
在香港電影低迷，他又回來反哺香港電
影，培養新人，香港電影真應該給他頒
個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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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星輝
賀台慶在疫
境下場面依
然盛大。

黃智雯趙希洛低胸性感鬥搶鏡

￭黃智雯表示為拍
劇努力收身。
劇努力收身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阿祖）
《萬千星輝賀台慶》20 日晚在無綫電視
城舉行，踏入 53 周年台慶，一眾大台小
生盛裝赴會，花旦更加穿得性感爭妍鬥
麗，其中黃智雯、陳偉琪、趙希洛、陳
詩欣都低胸性感鬥搶鏡，張曦雯則改騷
殺食長腿。張秀文、陳煒及蔡思貝亦精
心打扮，而龔嘉欣與黎耀祥一起亮相。
黃智雯身穿黑色吊帶低胸裙大騷事業
線，難得這般性感，智雯表示因為今年第
一次這麼多同事集合一齊，所以特別扮靚
一點，即使性感自己都可以接受。問有否
先給男友過目？她笑說：“沒有呀，一向
也沒要先給他看，當作為驚喜吧，其實我
也做足安全措施不會走光。”智雯透露目
前正為新劇開工及宣傳《使徒行者3》，
所以也要保持身型在最佳狀態。談到她今
年有三齣劇參加台慶頒獎禮，智雯指三齣
劇中她同樣飾演警察，但每個角色的感覺
也很不相同，自己較喜歡《使徒行者3》
當中的角色較有挑戰性，但也希望每齣劇
也有獎拿，那便人人開心，不過她私心當
然想《使3》劇得獎。

TVB 疫境
疫境賀
賀53周年台
周年台慶
慶
逾 200 藝人傾力表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無綫台慶盛事《萬千星輝賀台慶》19 日晚
￭楊千嬅唱出多
首經典歌曲。
首經典歌曲
。

在將軍澳電視城舉行，逾 200 位藝人傾巢而出慶祝公司 53 周年，上下一心呈獻
勁歌熱舞、驚險環節等，眾星各展才藝為 TVB 賀壽，並爭奪豐富獎金獎品，當
晚送出總值 53 萬（港元，下同）千足黃金和獎金，近期惹官司的藝人楊明抽
中 10 萬元，大家都說幫他沖喜；港姐陳曉華奪得“台慶大禮”，捧走千足黃
金及存款戶口總值港幣 38 萬。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去年因受社會環境影響，無綫不僅把節目改
名，更史無前例臨時把直播改為錄影，今年
雖遇上新冠疫情反覆，但無阻恢復節目直播在廠內
進行，節目開始時先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許
濤，集團行政總裁李寶安主持亮燈儀式，當晚司儀
陣容有汪明荃（阿姐)、鄭裕玲（DO 姐）、陳貝
兒、林溥來、麥美恩、陸浩明、何依婷、丁子朗，
並邀得楊千嬅擔任表演嘉賓壓軸演出。

陳曉華奪 38 萬大獎

￭陳曉華奪得“台慶大禮”。

節目先出動一班小鮮肉和小花靚女包括周嘉洛、
吳偉豪 、黃庭鋒、余德丞、鄭衍峰、伍富橋、陳曉華、
劉溫馨、伍樂怡、王菲、古佩玲，以及陳詩欣等華麗
共舞揭開序幕，伴隨着全體藝人大堆頭出場。阿姐與
DO姐兩位“鎮台之寶”先鼓勵廣大觀眾，阿姐讚揚
香港人好叻，面對疫境，能疫境自強，DO姐指無綫
如香港人一樣堅守崗位，疫境同行，希望將娛樂帶給
所有觀眾。繼而開始“台慶送大禮”炒熱氣氛，“阿
叻”陳百祥神秘出現以隊長身份代表其中一組藝人玩
抽獎遊戲，結果敗於阿姐和DO姐兩隊。
重頭劇《白色強人 II》和《拳王》演員玩
“台慶萬歲”遊戲是預先錄播，過去在台慶贏過
車、樓和利是的郭晉安，好運延續，為《白 II》
劇抽到 35,000 元獎金。《金宵大廈 II》劇演員獲
53,000 元獎金，其他中獎藝人有羅浩銘抽到 5 萬
元，楊明獲得10萬元。

劉溫馨跳舞甩鞋
￭周柏豪和胡鴻鈞玩住引體上升兼唱歌。

其他演出項目有朱晨麗大跳 K-POP，接連有
負面新聞遭無綫雪藏近大半年的陳偉琪終獲解凍，
聯同陳楨怡彈豎琴表演，蔡嘉欣和應屆落選港姐廖
慧儀表演空中絲帶舞，做出倒豎葱等難度動作，體
態優美；梁敏巧同時彈雙鋼琴，蘇韻姿表演歌劇，
簡淑兒、黃碧蓮、伍樂怡、鞏姿希，以及謝恩靈中
樂表演。至於黃嘉雯、鄧卓殷、王菲、古佩玲、郭
柏妍、陳熙蕊、謝芷倫及陳苑澄合跳中國舞，最搞
笑是有人演出後不小心甩鞋，原來是劉溫馨！而
在港姐競選當晚獻唱《上海灘》的冠軍謝嘉怡再
開金口，獻唱關正傑《萬水千山縱橫》，半鹹淡
廣東話激昂演繹，另有一番風味，歡樂滿FUN。

楊千嬅壓軸獻唱
￭萬千星輝賀台慶2020玩擲骰仔遊戲。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演員滕麗名與呂慧
儀等合跳“拍掌舞”，默契十足，一眾“星夢”

￭ 廖慧儀表演
空中絲帶舞。
空中絲帶舞
。
歌手大玩難度唱歌助興，譚嘉儀，谷婭二人追着
在丁子朗踩着三輪單車後面咪高峰唱歌，HANA
菊梓喬、JW 王灝兒、連詩雅就要跟住旋轉咪高
歌；周柏豪，胡鴻鈞邊做引體上升邊唱歌，顯示
力的表現。汪明荃，鄭裕玲兩位“阿姐”級都玩
埋一份，同農夫、林盛斌（Bob）、余德
丞等在環節“阿姐大阿姐”製造不少
￭陳煒這身
歡樂氣氛，《華麗舞台》環節由胡
打扮富有中
楓、薛家燕、謝雪心、Joe Junior、
國色彩。
魯振順、楊玉梅、張美妮等表演；劉
丹、羅樂林、黎彼得、陳榮峻再合體
獻唱《大四喜》，全場跟住畀拍子。羅浩
銘日前綵排一個凌空飛踢動作時，不慎跌傷，當
晚他負傷上陣，與鄭俊弘、阮政峰、伍富橋等人
揮拳踢腿、連環劈板挑戰難度，郭子豪一拳劈碎
50 塊板，再與羅浩銘以雙膊抬起坐着 4 位女藝人
的巨柱來個大迴環，相當吸睛，贏得不少掌聲。
陳敏之、陸浩明和疫境廚神黎諾懿、黃智
賢、陳煒、王敏奕就一顯廚藝，特別嘉賓楊千
嬅唱出多首經典歌曲《少女的祈禱》、《飛女
正傳》、《假如讓我說下去 》為無綫祝壽。

￭黃嘉雯
黃嘉雯、
、'鄧卓殷
鄧卓殷、
、郭柏妍
郭柏妍、
、謝芷倫
等合跳中國舞。
等合跳中國舞
。

￭趙希洛穿上金色流
蘇貼身長裙極性感。
蘇貼身長裙極性感
。

陳偉琪否認開公關公司

陳偉琪一貫性感，身穿白色裙中門大
開毫不吝嗇，之前有傳她醉駕被雪藏後，
退出幕前開公關公司，她解釋自己工作一
直等公司安排，也未知新工作，20日晚有
份亮相台慶是否獲解凍？她說：“如果《愛
回家》劇情有需要，我也好掛住劇組想回
去演出。”至於開公關公司之說，她表示並沒有。
趙希洛穿全身透視以黑色打底展現性感一
面，她表示試身時內衣褲是肉色，之後與造型師
研究覺得黑色出來更加漂亮，而自己平日穿公主
裙比較女性化，今次想走型格的形象，當作是一
個新嘗試。
陳詩欣白色 DEEP V 低胸裙，露出左右“半
球”，十分搶鏡，她表示之前陪余香凝挑婚紗時
看中的，並央求時裝店借給她來出台慶，所以早
3 日才可以試身，自己亦有做足打底，只是不太
習慣要挺直腰不寒背，問男友有否過目？她笑言
男友沒看過，但一向信任她穿衣的眼光，不過也
有提醒她最緊要安全第一。

￭蔡思貝粉紅色
長裙騷美腿。
長裙騷美腿
。

￭張曦雯借
來貼身羽毛
裙 亮 相 TVB
台慶。

￭張秀文
吊帶低胸
長裙極奪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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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移民大国
日本移民的“收入”与“支出”

据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数据显示，曾经移民难度最大的发达国
家——日本，已经成为新晋的全球第四
大“移民国家”。
目前，日本国内已有超过 300 万外
国人居住，且这一数量还将不断扩大。
与很多传统的移民大国不同，无论
是严苛的移民政策还是对待外国人的态
度，日本几乎从来没有友好地表达过欢
迎，单一民族的构成让很多人们在移民
日本态度的问题上十分谨慎。
然后，随着人口的变化，日本已经
悄悄地放开了对移民的限制，意图吸引
更多的优秀人才来日定居。
1、日本对移民的 180 度态度转变
2018 年，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主
持下，《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
正案通过了放宽外籍劳工劳动签证、新
设在留资格等多种措施来降低移民门槛
，从而达到缓解劳动力短缺的目的。
新的移民政策预计未来五年至少吸
收 34.5 万外籍劳工，这些外籍人员的薪
水不输日本同行。
与很多以房产作为签证条件的国家
不同，在日本，房产与签证是分离的。

即使在降低了门槛的新政策中，移
民人员想要在日本获得经营管理签证，
也需要他的公司每年收入至少应在 500
万日元以上。
与“种族大熔炉”的美国和其他移
民国家不同，日本的民族组成较为单一
，且在历史上一直都对移民持消极态度
，至今仍未设立移民局和移民法，更视
“移民”这个词为禁忌，一向把在日本
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称为“外来者
”。
然而，在欧美的移民紧缩之时，日
本敞开了大门，放宽了移民政策。这背
后最直接的原因是，缺人。
这一举动和先前的高姿态均表明，
日本对移民的态度取决于对移民劳动力
的需求，而这一需求在历史上也并不是
第一次。
早在 80 年代末，日本修正《入国管
理法》，以“寻根”为名接纳了数十万
日系外国人来日本“探亲”。其真正目
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来弥补经济
危机所带来的劳动力缺口。
新政策降低门槛的背后是日本不断
加剧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截至 2018 年

10 月 1 日，日本 65 岁以上老年人总
数达到 3558 万，占总人口的 28.1%，
这一比例预期在 2050 年将达到 42.5%。
这也导致了超过 30 万的老年人在完
全退休后还在继续工作。
日本的人手短缺，已经到了拖累企
业生产经营的程度。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调查显示，
2018 年 1 至 10 月与人手短缺相关的倒闭
达到 324 起，较上年同期增加 20.4%，超
过情况最差的 2015 年。
为避免重蹈覆辙，新政策在松口的
同时完善了对移民劳工的法律保障，提
供就业及生活方面的支持，保证其在住
宿和社会设施使用方面不得受到歧视和
亏待。
这一系列行动包括为这外籍劳工创
建一项新的工作签证——“特定技能”
在留资格；
新设由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升级而来
的“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设立新的法律法规，要求同等技能
水平的外国人薪金不可低于同水平的日
本人。
这些都体现了日本开始真正重视移

民了。
到 2030 年，美国、德国、韩国、法
国、新加坡等国家均将面临老龄化难题
，不少亚洲国家都面临着抢人的问题，
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会成为支撑他们经
济发展的主力。
《日本时报》称，如果日本仍然无
法改善外来务工者的待遇，那么很多人
势必会倒向务工流程更简明、政府监管
更严格的韩国或者生活更舒适便利的新
加坡。
总之，在对待移民这件事情上，日
本态度有所好转，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
2、不为人知的向外移民
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国内劳动力缺
乏、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日本
国内的富人也倾向于向外移民。
截至新政策发布之前，在海外的日
本人总计为 135 万人，其中拥有外国永
住资格（绿卡）的人为 46.8 万余人。
这一比例和中国移民情况不相上下
，而在选择永居外国的日本人中，富人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有专家甚至断言，
日本现在已经与中国相似，成为“富人
输出（出口）大国”了。
令人疑惑的是，在无论是生活水平
，还是医疗卫生等方面日本人都处于世
界前列，那么又为什么要移民呢？
究其原因，是因为近年来日本所得
税和继承税（遗产税）的作用。
2014 年，日本税法规定，在国外拥
有 5000 万日元以上资产的国民必须向国
家税务部门提出《国外资产调书》（国
外资产报告书）。
2015 年又规定，国民移民国外时，
如果拥有一亿日元以上的有价证券则需
缴纳“出国税”。
同年，日本政府把继承税上调至最高
可达55%，按这个税率计算，如果某一家
的家产传承到第三代，那么，最初的总资
产有可能将缩水到只剩下20.25%。
这些举措引起了日本富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个人拥有的这些资产已
经缴纳过了包括房产税、所得税等各种
税金，如果再被课以其他税金，则属于
“双重征税”。尤其是继承税上调至

55%，更是堪称双重征税中的“重税”
了。
而更让富裕层们不可忍受的是，
2017 年 6 月 7 日，日本和 G20 成员国、
OECD(国际经济协力开发机构)加盟国的
总计 60 国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
自 2018 年开始，各国之间自动交换本国
国民的银行账户信息，目的就是为了防
止富人的“资产转移”。
这对非常注意个人隐私保护的日本
富人来说，无疑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底线
，于是，不堪忍受重税和不愿曝光个人
隐私的日本富裕层，就纷纷开始寻找海
外净土了。
当然，从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看到
，日本在吸引外来劳动力的同时也在整顿
国内资产转移，严格控制“进口“和”出
口“以最大程度解决人口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处于先进水平的日
本人移民去向也和我们不大一样。
据统计显示，自来崇拜美国的日本
人，他们的首选移民国还是美国。
这是因为首先美国是一个优待富裕
层的国度，其政策十分利于日本人规避
巨额的继承税。美国在税务方面还被日
本人冠以“避税元祖”的称呼。
而历史上，日本人移民南美洲的颇
多，甚至有日裔在秘鲁做了总统。
而巴西是除了日本、美国之外日本
裔人口最多的国家，日裔约占巴西总人
口的 1%。在日本民间，甚至于还有称巴
西为“日本人的第二故乡”的说法。
有人开玩笑道：“如果日本沉了，
我们会选择巴西“。
这与历史上明治维新土地改革之后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政府通过移民减少
国内人口压力有关。
1895 年，日本与巴西缔结了《日巴
通商友好条约》，两国宣布正式建立邦
交。此后日巴两国政府协商，开始筹划
有组织的巴西移民计划。
对比于目前日本吸引移民的做法，我
们可以看到日本这个人多地少，高水平发展
的国家在对待人口和移民上的“精明”。
总的来说，日本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
采取行动以解决人口问题，但总的成效还
要看这“收入”与“支出”的较量。

普通投资者有必要去海外投资吗？
由于我们很难预测在未来一段时间
里，到底哪一个大类的资产会涨得最好
，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要尽量地多元
分散，说白了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资产
配置”的概念。
不过要知道，资产的配置可不只是
在资产品类这个维度做就行了，在地理
这个维度上也要进行。
面对这个话题，脑子里可能会冒出
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真的有必要去海
外投资吗？毕竟我们的生活主要都在国
内，花钱也在国内，为什么要把钱放在
我们不熟悉的地方呢？第二，海外资产
配置，这是不是富人的专利？
很多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都
有一个很严密的逻辑，这个逻辑是这样
的：从长期看，任何资产，不管是股票
，还是房子，都必然和一个国家的经济
发展情况挂钩。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
那资产肯定升值，投资就会赚钱。反过
来，你投资一个发展极为缓慢甚至倒退
的国家，那能赚到钱吗？
著名的投资和研究机构先锋领航基
金之前发表了一篇学术研究。他们测算
了从 1900 年到 2009 年长达一百多年里，

16 个主要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的涨幅和
真实人均 GDP 增速的关系，最终得出
一个结论——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对
于这些国家来说，股市回报和经济增长
的速度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后面先锋领航基金把 19 个发展中国
家的数据也加了进来，研究的区间是
1988 年到 2009 年。结论还是一样的——
长达二十年的真实的人均 GDP 增长，
和这个国家的股市回报相关性居然是零
。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资产能不能
升值，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必然
联系。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很快
，但如果人们为这种快速发展的预期付
出了过高的价格的话，那么回报肯定就
不会太好。
举个例子，大家都觉得某个城市的
发展前景不错，人口一直在增加，各种
明星企业都争着进驻，之后甚至还要开
亚运会、奥运会，但就是房价已经炒上
天了。这个时候你去投资这个城市的房
产的话，回报肯定是很有限的，甚至可
能亏损。

所以对于任何资产来说，不论基本
面是好是坏，你为这个基本面付出的价
格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由于全
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总体经济增长的利益
会落到哪个具体的国家了。
我们都知道耐克这家公司，比如它
在其他国家生产出一双鞋，这双鞋的价
值就会实实在在地计入当地的 GDP。但
是别忘了，虽然价值记在了生产地，但
鞋里面大部分的利润都被耐克，一家美
国公司赚走了。
我们都知道，公司股价最终和公司
的盈利能力是息息相关的，虽然新兴经
济体增长快，但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利润
都被跨国公司拿走了。
所以，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新兴市
场经济发展快，所以投资会赚得更多的
钱，其实是不准确的。
这会导致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
我们国家未来仍然会是世界上经济发展
最强劲的国家之一，但这不意味着中国
的股市、房市，各种投资品市场会持续
上涨。换个角度说，我们当然还是有可
能通过买股票买房子赚钱的，但是未来

赚钱的难度可能会比过去几十年要增大
很多。
我们如果中国美国一起进行投资行
不行？毕竟这两个国家一定是未来的超
级大国，企业利润来自全球各个地区，
而且我们也最为熟悉。
这其实也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都知道，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
后全球股市总体上迎来了一个大牛市，
那么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这三年
，全球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股市表现最好
？去除汇率影响，都按美元计算。
答案是这样的：2015 年第一名是丹
麦，涨幅是 24%；第二名是爱尔兰，涨
幅 是 17% ； 第 三 名 是 比 利 时 ， 涨 幅 是
13%。2016 年前三名是加拿大、新西兰
和挪威，涨幅分别是 25%、19%和 15%。
2017 年，前三名是奥地利、中国香港和
新加坡，涨幅分别是 59%、36%和 35%。
从这可以发现，这三年的排名毫无
规律，而且并不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国家
或地区。但恰恰它们在某个阶段的表现
就是很好。
别说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就是非常
专业的投资者，也没有几个能押中这些

市场的。
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个行为金融学
的原因，叫做“本土偏好”。比如，美
国股市的市值可以占到全球的一半，但
美国投资者在本国股票上的配比更高，
几乎有 80%。中国的投资者就更不用说
了。因为大家都熟悉本国的投资品种，
投资起来更安心。
所以，我们没法用简单的方法判断
出一个国家的资产是不是会升值，所以
只投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点冒险的，
在地理上进行资产的分散也就变得很有
必要。
如果我们想去投资全球市场，应该
怎么办？现在有很多去海外购置自己看
好的房产的办法。其实投资全球市场的
门槛和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当然，实现海外资产配置的方式还
有很多种，比如，买基金的话，可以找
到很多涵盖世界上主要股票市场，将主
流国家一网打尽的基金。我们只需要稍
微做一些功课都能找到。所以，不要以
为这件事离我们很远，它对于我们每个
普通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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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金馬電影學院《滿七》成果放映
第十二屆金馬電影學院 11/18
在台北信義威秀影城舉辦成果放
映，八位學員在一個月內，歷經
討論、籌劃、拍攝、後製，完成
《滿七》這部精采短片。金馬電
影學院院長侯孝賢、學務長廖慶
松、導師徐漢強與八位學員和李
霈瑜（大霈）、莊益增兩位演員
也出席放映現場，分享這趟金馬
電影學院之旅。同時，金馬影展
與亞洲電影促進聯盟合作的「奈
派克（NETPAC）獎」也於今日
頒發，由來自馬來西亞的《南巫
》贏得殊榮，首映以來好評不斷
的《南巫》，也獲得由 21 位影癡
級觀眾組成的「亞洲電影觀察團
」推薦獎，
本屆電影學院由鏡文學提供
小說，導師挑選後交給學員們進
行改編，《滿七》改編自林新惠
小說集《瑕疵人型》中的〈虛掩
〉，由甫以《消失的情人節》入
圍金馬影后的李霈瑜（大霈）與
能導擅演的莊益增攜手演出父女
。故事描述莊益增飾演的父親，
發現亡妻的房門在滿七法事以後
突然上了鎖，他一方面猜疑亡妻
無法安心離開的原因，也苦惱如
何修補與女兒疏遠的關係。
學務長廖慶松在結業式上，
勉勵台下的學院學員要朝更完美
的境界前進，創造自己未來的影
像世界。導師徐漢強笑稱自己首
次在拍攝現場什麼都不用做，讓
他有種「換位思考」的感覺，發
現許多當導演時沒有看見的細節

，令他更珍惜這次擔任學院導師
的經驗，也祝福學員們能突破自
己關卡，成為更好的人。李霈瑜
、莊益增繼《消失的情人節》後
再度合作，李霈瑜表示很開心可
以擔任金馬電影學院的指定演員
，在拍攝期間與學員們的溝通交
流，讓她受益許多，也希望大家
喜歡自己這次的演出。莊益增則
笑說金馬電影學院的操作模式本

來就很實驗性，自己就像是實驗
品一樣，充滿挑戰但也十分有趣
。
放映結束後，觀眾反應熱烈
，由侯孝賢院長一一頒發結業證
書給學員羅晨文、陳奕凱、李怡
慧、錢檸、歐詩偉、馬慧妍、鍾
艾、劉世文。本屆學院獲得擁有
專業電影製作技術的中影股份有
限公司、聲色盒子有限公司、完

白靈隔離出關大解放
曝靠愛情滋養 「100%做愛」

白靈繼 16 年前以「三更 2 之
餃子」拿下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後
，再度和導演陳果合作「墮胎師
」，角色宛如當年她詮釋的「媚
姨」前傳或後續，讓她再度挺進
金馬女主角。為了參加金馬，她
結束 14 天隔離，期間以淚洗面，
情緒起起伏伏，直呼快瘋了！
白靈鉅細靡遺形容 14 天以來
的瘋狂情緒，一下被關到頭疼，一
下因為天氣乾燥長濕疹、喉嚨痛，
搞得她不時大哭、發愁，幾度氣得
把東西全部仍下床，把東西四散各
地。她想要崇尚自然，裸體在房內
猛拍照，不改大膽性格說：「這就
是我的生活！」笑說裸體開門拿食
物還嚇到送餐人員。這些日子對她

來說很豐富，認為「藝術家是有很
多的磨難」。
白靈看似作風大膽，但她提到
小時候很怕人，內心有隻野生動物
在隱隱發作，形容自己的感知如動
物，所以面對人時會非常害怕，都
閉嘴不說話，安靜到父母被叫到學
校問話，後來她發現，「我有一種
畏懼，但我內心是很豐富的，不找
一件事情做我自己，我會爆炸。」
後來她立志當演員，卻不被父母諒
解，總覺得這不是很高尚的職業。
她帶著勇敢的自己，隻身闖
蕩好萊塢，形容自己既有智慧又
集美貌、性感於一身，不僅可獲
金馬肯定，又登上「花花公子」
雜誌封面，她用自己獨特的「宇

宙說」解釋：「智慧可以展現，
為什麼美和性感不能展現。我不
穿衣服，上帝給了我這個（身體
），我要去享受它展示它，這是
宇宙給我的禮物，所以我要呈現
出去，是一個宇宙用我完成在地
球上的意義。」
對她來說，戀愛是生命中的
滋養，她大方透露沒有固定的男
友，但永遠處在談戀愛的狀態，
「我不是一個人，我有男友在不
同的地方，我都在談戀愛，很多
的情人在發短信給我，我永遠在
愛情的滋養中。」她爆料，有不
少好萊塢大明星都是她的男友，
打算寫一本「好萊塢意想不到的
浪漫史」，屆時會以男方英文字
母或字尾書寫，她想到就直呼：
「一定會很暢銷！」
白靈分享有一位男性和她天天
傳短信，一起擁有做愛的刺激，認
為人都是有緣分，像這位就一見如
故，另一個是最近交往的男性，過
去他們曾經交往過，後來斷了聯繫
，最近又複合，她也陪伴對方度過
黑暗期，直說：「這是宇宙安排的
。」她也分享面對每段感情都極端
熱情，「我都百分之百做愛，全部
給，不會假裝。」
她最後也感謝自己如此勇敢
並忠於自我，「愛自己」是她自
在的本質，這回參加金馬，她只
在乎當前的趣事，她說：「我演
不是為了討好誰，得獎不要看那
麼重，你不需要證明自己，白靈
永遠是最棒最精彩的，你給不給
我那個獎，我還是那個最棒的，
所以我不會受獎項限制。」就連
紅毯，她也沒有要與誰爭美，
「我不想得，但我一定會是第一
美，我已經證明我的特殊，我一
定是最精彩的，不想跟別人比賽
，我已經是最棒的了，因為我是
獨立的個體，宇宙給我白靈是最
棒的，我還怕什麼！」

美聲音有限公司合作，和碩聯合
科技、陽光士林珮柏旅館傾力支
持，提供器材、技術人員以及後
製資源與住宿環境，讓學員們能
毫無後顧之憂盡情創作。
奈 派 克 （NETPAC） 獎 是 由
「 亞 洲 電 影 促 進 聯 盟 」 （Network for Promotion of Asia Cinema） 為 推 廣 亞 洲 電 影 在 超 過 30
個影展中設立獎項。金馬影展自

2007 年起增設此獎，本屆奈派克
獎入選影片包括《南巫》《一時
一時的》《一家之主》、《造口
人》《校園塗鴉派》、《人性爆
走課》、《噤聲海鷗》、《愛上
透明系女孩》、《中峇魯俱樂部
》、《不可猴戲》。今年由策展
人陳俊蓉、導演李家驊與影評人
張硯拓，三位評審選出馬來西亞
導演張吉安所執導的《南巫》為
本屆奈派克獎得主，讚賞本片有
別過往的商業靈異視角，仰望人
、神、巫共生的家園回憶，敘事
從容而成熟，影像風格獨具。同
樣看完這 10 部入圍影片的「亞洲
電影觀察團」，是由 21 位來自各
領域的影癡組成，結果同樣選出
《南巫》作為推薦獎得主，他們
認為導演厚實的鄉野考古底蘊，
為簡單的父親中降頭童年往事，
注入值得細細閱讀的層次，是私
人的家庭故事，亦關於國族歷史
、認同信仰、可見與不可見的思
考。極具地方特色的神秘主義風
格美學，也打造出一個既魔幻又
寫實的幽冥空間。
張吉安導演對這部籌備多年
的《南巫》能在金馬獲得這麼多
人的肯定，感到十分開心，也意
外即便講述馬來西亞小鎮的故事
，竟能獲得台灣觀眾的共鳴，盛
讚影展觀眾看電影比拍電影的他
們更為仔細，提出細膩的問題，
讓電影突破國界，透過電影語言
和影像展開交流，更謝謝評審與
亞洲電影觀察團的厚愛。

《返校》導演新片
《星際大騙局之登月計劃》
揭秘 「發大財」 真相！
《返校》導演徐
漢強的互動式 VR 新
片《星際大騙局之登
月計劃》被入選為
2020 年 威 尼 斯 影 展
VR 競賽電影，如今在
金馬影展登場，全片
以「台灣也要登上月
球」的偉大任務之名
，帶領觀眾揭開台灣
人「發大財」的撇步
秘方！
徐漢強導演雖以
《返校》而被台灣觀
眾所熟知，但其實導
演在此之前是「喜劇
咖」並曾拍過多部有
趣喜劇片，這次重新
拾 起 喜 劇 專長，果然
拍攝出來的《星際大騙
局之登月計劃》洋溢出
了異常奇妙台片喜感，
台灣觀眾終於能擁有最
接地氣的一次台式諷刺
喜劇體驗！
《星際大騙局之登月計劃》
描 述 阿 波 羅 11 號 登 陸 月 球 的
50 週年後，2019 年的台灣人急
需一個受到世界認同的「壯舉」
、揚威國際，顯然愛情摩天輪和
開採石油都不足以證明自己，唯
有「登陸月球」會是正解！
台灣登月企劃所仿效的是傳
言中世界大國登入月球的影片製
作質感，以劇情片偽製成紀錄片
的故事本身便帶有濃濃諷刺手法
。全片更製作成互動式 VR 電影
，帶你體驗到片場文化中「導演
一個指令、演員一個動作」的現
場實作感受！尤其場景中不時出
現可以拿起來觀看的各式物品，
舉凡相框、旗子、書報雜誌、遙
控器、手機、飲料罐、撒錢機，
甚至還有炸雞排都能拿起來！

徐漢強繼《全能元神宮改造
王》後與阿根廷動畫公司合作，
《星際大騙局之登月計劃》是由
公共電視、高雄電影館、綺影映
畫聯合出品，電影中仍有徐漢強
導演創作時的「長頸鹿」簽名印
記，其獨創「金頸獎」獎座樣貌
還可就近靠近、細細審視！
《星際大騙局之登月計劃》
的金馬特別放映場是與文策院
『2020 創 意 內 容 大 會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Fest International Market』 合 作 ， 於 11 月 18
日（三）－ 11 月 22 日（日）
在 信 義 劇 場 Legacy Max （ 新 光
三越 A11 館 6 樓）做限量曝光
，活動為非售票場次，採預約制
，欲知場次時間及預約方式等詳
情 ， 請 見 2020 創 意 內 容 大 會
TCCF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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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兹游奇绝冠平生

儋州三年，为东坡最后谪居之所。在宋人眼中的畏途
上，东坡继续着自己对于人生与政治的思索，完成了《易
传》《论语说》《书传》等重要学术著作。一如既往地，
他仍然感受着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乐趣，留给后人说之不尽
的“笠屐图”。

岭海间的诀别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清晨，苏轼从广西徐闻一个叫递
角场的地方，与弟弟苏辙挥泪诀别，然后登舟渡海，前往儋州。两
个月前，苏轼在惠州贬所刚建好自己的白鹤新居，长子苏迈全家和
幼子苏过的家眷，经过一年多长途跋涉也到了惠州。就在苏轼正准
备和家人一起在这里安度晚年时，朝廷一纸诏令下来，责授他琼州
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军”在宋代是一个以军事为重的行政建制，主要用于沿海、
沿边和前线。北宋末年，海南省的建制为一州三军。一州，即所谓
琼州，北宋熙丰年间，朝廷在琼州设“琼管安抚司”，主管全岛军
政事务，为海南最高行政首府，治所在今天海口的琼山区。三军，
即为西边的昌化军，南边的吉阳军，东边的万安军。由于苏轼被任
命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意味着他首先要到琼州府衙报到，然
后再去今天位于儋州市仁和镇的昌化军治所安置。
这一年四月十九日，62 岁的苏轼在惠州作别家人时，意识到自
己“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为此立下遗嘱，并对长子苏迈吩
咐了后事，便带着 25 岁的幼子苏过出发了。走到梧州时，得知弟
弟苏辙被贬到雷州，兄弟俩便相约在藤州相会，一起赶赴雷州。到
雷州后，苏辙将哥哥一直送到海边，才依依惜别。
本来到黄州之后，苏轼境遇好转。尤其是神宗皇帝在元丰八年
（1085）去世之后，他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得到大量起用
，苏轼得到火箭式提升，几年内就从秘书省校书郎一路升迁到门下
侍郎（副宰相），一度担任年轻的哲宗皇帝的老师。但随着高太后
在元祐八年（1093）去世，已经亲政的哲宗皇帝带着对祖母的强烈
不满，次年改年号“绍圣”，意谓继承神宗朝的政策方针，苏轼等
人被再度贬谪的命运已经注定。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报复行动来得如此猛烈。绍圣元年闰四月三日
，定州知州任上的苏轼，接到第一道谪命：取消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
读学士，撤销定州知州，以左朝奉郎知英州（治所在广东英德）军州
事。就任途中，朝廷四改谪命，一直将他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
，不得签书公事。转眼之间，苏轼又成了没有公务的贬官。
只是，有了黄州时期的历练，此时的苏轼再也没有过去的彷徨
痛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告诉我，他登上大庾岭后，才明白
了《过大庾岭》这首诗。“苏轼被贬惠州，从江西吉安到广东韶关
过梅关，在大庾岭上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浩然天地间，唯我独
也正’，把他面对贬谪的心态说得特别清楚。这两句话是庄子讲的
，‘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
也正，在万物之首’。他那种自信的人格展露无遗。再者，他相信
自己能回得来，所以接着写‘仙人抚我顶，结发授长生’。”
在黄州时期形成的“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思想，让苏轼一到
惠州，又继续为百姓做起了实事。他建言州县官员添建营房、整肃
军政；督促官员救援台风、火灾等灾情；而且还促成了惠州东西二
桥与广州自来水工程的建设。
此番到了海南，一个远离大陆的穷苦孤岛，已经贬无再贬。据
说，苏轼在惠州写了一首《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
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政敌章惇看后觉得
他日子过得太舒服，继续把他贬到海南儋州。
苏轼在海南究竟在哪登陆，到底在澄迈还是当时琼州府的治所

琼山？历来都有争议。海南省
苏学研究会会长李公羽告诉我
，他专门就此写过考证文章：
“海南西线历来受风浪影响比
较小，从唐到南宋，从大陆广
西徐闻渡海而来，一直都在澄
迈的港口登陆，南宋以后海口
才有港口。”
东坡当年刚到海南，曾在琼
州府官驿逗留十多天，以“琼
州别驾”的虚衔，他不愿与当
时的琼管安抚司长官张景温见
面，上书声称“知舟御在此，
以病不果上谒”。不过，他并
没有闲着，在今天海口五公祠
内，仍留有一口称为“浮粟泉
”的井，据说正是东坡看到当
地居民饮用不干净的水源，指
地让人发掘而成。之后，东坡
沿着海岛西路线，取道澄迈、
临高，于七月二日，抵达贬所
昌化军治所儋州。
海南的天气忽而大雨忽而烈
日，阴晴无定，或许这也能解
释为何在海口老城仍留存一条
骑楼老街。所谓骑楼，是一种
从南洋流传而来的受到欧洲建
筑风格影响的外廊式建筑，主
要目的便是应对海南强晒多雨
的气候，起到遮雨防晒的作用
。东坡当年在从琼山到儋州的
路上，便遭遇了狂风急雨的天
气，这或许是海岛留给他的第
一印象：“四州环一岛，百洞
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
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
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
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
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
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
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
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
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群
山环抱、海波浩渺，疾风骤雨的旅途中，苏轼考虑的仍是能否北归
的问题。

海岛上的乐趣
到达儋州贬所，苏轼和儿子暂时在几间租借的破旧官舍栖身。
旅途中陌生的兴奋感很快消散，摆在面前的是一个气候难以适应、
物资极度匮乏的陌生处境。
海南湿热多瘴气，历来被中原人士视为畏途。据《新唐书》记
载，韦执谊当宰相时，在相府中看地图，每看到崖州时则闭目不观
，恶其瘴毒，到者必死。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苏轼如此描述当地的穷乏：“此间食无肉
，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
大率皆无耳。”一句话，在儋州的新生活，几乎是要什么没什么。
好在八月间，新任昌化军军使张中就任。途中，张中遇到雷州知
州张逢，后者是东坡门生，从他那里，张中对这位令人景仰的大文豪
有了更多了解。带着张逢写给东坡的书信，一到儋州，张中便去拜访
苏轼，并派人整修官舍，改善苏轼父子的住宿条件。不仅如此，张中
还经常邀请苏轼父子到府衙下棋喝茶，一解寂寞苦闷的生活。
如今的儋州仁和镇，依然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古镇，并不宽敞的
街道两边遍植棕榈，店铺林立。在据说是当年府衙所在地的镇政府
院中，如今还树有苏轼所写的《观棋》那首诗的纪念牌。“长松荫
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不闻
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坐对，谁究此味。空钩意钓，岂在鲂鲤。小
儿近道，剥啄信指。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一幅悠然惬意的景象。
喜欢交游的苏轼，不久便结识当地大户黎子云兄弟。黎氏兄弟虽
务农为业，但家境殷实，常常邀请张中和苏轼一起到家中饮酒游乐。
黎子云有次新建了一座房子，请东坡命名，东坡取意《汉书· 杨雄传》
中“载酒问字”的典故，起名“载酒堂”，并在这里为当地学生讲课
。这里正是如今在仁和镇所能看到的东坡书院的前身，到了元代这里
建起东坡祠，明清时又成为书院。现在的东坡书院俨然成为仁和镇的
著名景点，虽然这里除了一块元代石碑，便无其他更早的遗迹，但园
中古木葱郁，亭台井然，成为东坡迷们的必到之所。
在海南期间，我曾和朋友一起环岛骑行，骑至儋州境内，发现
每过一村，几乎都能看到村口搭建的祝贺当地学生高考得中的对联
彩棚。李公羽告诉我，儋州不少村落文风很盛，许多上了年纪的人
都能根据情境现拟对联，平仄韵律无不妥帖。或许，这正是东坡在
海南千载以来的影响所至。东坡去世以后，曾在儋州追随他学习的
琼州人姜唐佐高中进士，成为海南历史上首位进士。
就在苏东坡逐渐适应当地生活时，新党对他的迫害并没停止。
章惇命令湖南监察御史董必到儋州监察，看当地政府有无破格接待
苏轼。途中，一名叫彭子民的随员流泪劝说董必：“人人都有子孙
。”良心发现的董必，改派小使过海察看，最终还是把苏轼父子逐
出官舍。张中带领当地百姓和苏轼的学生，很快在一片桄榔林中为
苏轼搭建起新居。桄榔庵落成后，兴奋不已的苏轼还作诗《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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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旧居无
一席，逐客犹遭屏。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数朝风雨凉，畦菊
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
如今的桄榔庵，淹没在一块菜地中，除了门口的保护牌及园中一
块明代复建时的石碑外，别无他物，更连一棵桄榔树也没有。当地村
民告诉我，桄榔不如槟榔、椰子经济价值高，故多不种。但距此不到
两百米的东坡井，确系东坡当年带人开凿，居住桄榔庵期间的饮用之
水都从此来。这口古井经过多次修缮，旁边还有一块清道光年间重修
的碑刻，井口不但石沿齐整，而且外围建了水泥围栏，井水深幽清亮
。村民告诉我们，五年之前，在自来水管道铺设前，当地人还在饮用
井水。我们从村民家借来水桶，打水喝了一口，口感清甜。
就是在这里，东坡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贬谪时光。那时的他，
究竟过得如何？从他留下的诗文来看，东坡的儋州岁月依然充满生
活中随处可见的乐趣。
在这一时期的一封书信《献蚝帖》中可以看到，苏轼找到吃生
蚝的乐趣，不但讲述了制作方法，还告诉朋友，“每戒过子慎勿说
，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一派老顽童的样子。
“明日东家知祀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的诗句写出寒食节前夕
，苏轼对邻居杀鸡请酒的期待。“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
红”是一幅醉翁与儿童的嬉戏图。“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
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则描述苏轼醉后迷路
，黎子云家的孩子告诉他：顺着牛屎走就能找到。
如果说竹杖芒鞋，是东坡在黄州时期的经典造型，那么在儋州
，他的经典造型便是“笠屐图”。多种宋人笔记都记载了这一故事
：东坡有次去黎子云家途中遇雨，便从农家借来斗笠和木屐穿上。
妇女儿童见状一路笑随，就连一旁的狗也叫起来，似乎都在讶异眼
前这位大学士滑稽的装束。
历代文人画家钟情于东坡笠屐的故事，创作了大量的东坡笠屐图
。据考证，现存笠屐图共有150多个版本。在这些版本中，李公麟的
《东坡笠屐图》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作品，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明人朱
之蕃临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接受度无疑最广。这幅图卷上，东
坡戴着宽大的海南斗笠，面部丰腴，长须下垂，双手提着衣襟，穿着
木屐在雨中赶路的景象跃然纸上。南宋赵孟坚与明人仇英的《东坡笠
屐图》中，东坡手中还拿有一根竹杖，似乎是竹杖芒鞋与笠屐图的某
种结合。元人赵孟頫的《苏文忠公笠屐图》中，东坡则左手掖着衣襟
，右手背后，神态淡然，似乎并无泥泞中赶路的窘态。

天不丧斯文
比起黄州、惠州，东坡在儋州词作绝少。张鸣的解释是，东坡
到儋州后，与过去诗酒流连的生活方式不同，酒宴聚会少了，需要
用词的场合也少了。确切地说，东坡寓居桄榔庵期间，将大部分精
力用于他念兹在兹的学术著作：《易传》《论语说》《书传》。
这些著作的写作，始于黄州。远离朝堂的喧嚣，苏东坡终于有了
难得的治学时光。《易传》是他父亲老苏晚年未竟的事业，他在临终
前还嘱咐苏轼两兄弟要最后完成。东坡在黄州一面整理父亲的遗稿，
一面选取弟弟读《易》的札记，同时加入自己心得体会，编撰成书。
于黄州期间，他也开始研读《论语》。他曾在《上文潞公书》中，称
“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
所得”，又致信腾达道、王巩、李之仪等友人，称自己专治经书，一
二年间，了却《论语》和《易》，又可作《书传》《书义》。
远谪儋州，东坡有了大量时间，借机修订在黄州期间写成的九
卷《易传》和五卷《论语说》，另外新撰《书传》十三卷、《志林
》五卷。《夜梦》一诗中，他犹能梦到儿时父亲责怪他读书不用功
的情景，醒来依然心有惭愧。
东坡对这三部著作极为看重，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抚视
《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
在张鸣看来，经学著作作为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载体，是当时新型
士大夫最重要的学问，苏轼自然也不例外。
我曾以为，远谪岭海的苏东坡不再关心朝政大事，其实不然。
张鸣发现人们只注意到苏东坡在惠州所写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其实他写于同时期的另外一首《荔枝叹》，更值
得重视。“这是一篇被称为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的作品，在这首诗
中，他从历史上进贡荔枝的事情写起，批评汉朝、唐朝进贡荔枝给
百姓带来的苦难，进而批评当朝进贡茶叶和牡丹。自注中他隐晦地
写道：‘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我要追问：谁许之？其
实将批评矛头指向执政大臣甚至皇帝。”
自黄州以来，东坡一直保持着对陶渊明的喜爱，儋州期间他写
了大量和陶诗。张鸣注意到其中一首诗《和陶咏三良》这样写道：
“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
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其中的政治态度，
与他所坚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一脉相承。
直到晚年，东坡在努力完成学术著作的同时，依然保持着对人生、
政治的思考，并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
元符三年（1100）二月，苏东坡因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得以内
迁广西廉州。这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离开澄迈海边驿站通潮阁，
渡海而去，临走留给海南最后一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
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
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通潮阁的遗迹早已不存，但在澄迈老城，尚有一座建于明代的
广德桥，据说这座桥正是东坡当年离开澄迈官道的必经之桥，不过
当时是木桥而已。我们一路找到这座标识为“里桥”的古桥，桥上
杂树丛生，残留的四孔桥洞满是斑驳，桥下流水形成的瀑布声闻数
里。李公羽告诉我们，这里正是当年通潮驿的所在地，沿着驿站旁
的河道，可以直通入海。据说，在不远处一个老糖厂的水塔，便是
当年通潮驿中通潮阁之所在。
渡海途中，苏东坡遭遇风浪。据他在《志林· 记过合浦》中的
记载，当时苏过已经睡熟，他在急切中，手抚自己的三本著作，叹
而祝曰：“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不久，果然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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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者和德州 Fort Bend 共和黨主席 Linda Howell

亞裔 Jacey Jetton 以 54% 高票
當選德州州議員勝利晚宴

僑灣社志願者 和 Jacey Jetton

德州州議員 Jacey Jetton 感謝志願者

在 11 月如此緊密的選舉
月如此緊密的選舉,, 亞
裔 Jacey Jetton 以 54
54%
% 當選德州
州議員。
州議員
。
11 月 17 日 （ 星期二
星期二）
） 下午
6:00 至 8:00 在 Safari Texas 的勝
利晚宴慶典,, Jacey Jetton 感謝志
利晚宴慶典
願者的幫助和支持.. Jacey Jetton
願者的幫助和支持
說 "毫無疑問，每一個電話，
email,短信
email,
短信，
， 信件和敲門都會對
最終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最終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和德州
Fort Bend 共 和 黨 主 席 Linda
Howell 參與出席約 120 人的勝利
晚宴。
晚宴
。

德州 Fort Bend 共和黨主席 Linda
Howell 和 Jacey Jetton

德州州議員 Jacey Jetton 的感謝勝利晚宴

德州州議員 Jacey Jetton 和 僑灣社
會長浦浩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