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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Americans ‘standing by’ 
for possible election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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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Some Americans worried about possible 
violence after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re forming 
community watch groups, others are working on conflict 
de-escalation and still others are purchasing guns, accord-
ing to two dozen voters, online groups and data surveyed 
by Reuters.
Some of the millions of mail-in election ballots are shown 
at the Orange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before being sent 
to the U.S. Postal Service for delivery to voters in Santa 
Ana, California, October 5, 2020. REUTERS/ Mike 
Blake
A common fear is that the Nov. 3 contest between Presi-
dent Donald Trump and Democratic challenger Joe Biden 
remains undecided, leading to protests that could escalate 
into civil unrest, or even sectarian conflict.

An illustration of those concerns came in Michigan on 
Thursday, with the announcement that 13 people had been 
arrested in alleged plots to kidnap the state’s governor and 
attack the state capitol building.

For Americans like financial adviser David Powell, the 
greatest worry is that they could be forced to take sides to 
protect civil rights, private property and even lives.

“I’m not part of any group, don’t want to be part of a 
group, I’m your regular guy who is watching the news and 
is getting really concerned,” said Powell, 64, of Raleigh, 
North Carolina. He said he worries about “antifa thugs,” a 
term U.S. conservatives use to describe left-wing anti-fas-
cist activists. He said he is prepared to “stand guard” in his 
community, if necessary.

Inside C2

Some people are planning foreign vacations around Election 
Day or heading to rural retreats. Others have bought guns for 
defense. Firearm sales hit a monthly record of 3.9 million in 
June, according to FBI data. Ammunition for AR-15-style rifles 
is on back order in states like Washington and Colorado
“I bought an AK-47,” said a Denver-based lawyer who iden-
tified himself as Ewing, and asked that his full name not be 
used. “The ammo is inexpensive and I can still get it.”

Some communities and groups are trying to deescalate 
tensions, often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many people have 
firearms and are prepared to use them.

In Portland, Oregon, left-wing activist Dre Miller has reached 
out to leaders of the right-wing Proud Boys to set up an open 
line of communication to resolve conflicts.

“We need to be able to call a cease fire when things get out of 
hand,” said Miller, 37, an organizer with black rights group 
J.U.I.C.E. “As a black man I cannot stand back right now. 
I’m standing up and standing by,” echoing words Trump used 
about the Proud Boys.

The primary “terrorist threat”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
ing to an Oct. 6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report, are 
lone offenders and small domestic extremist cells who may act 
out grievances.
An October poll by political scientists including Lee Drutman 
of the New America think tank published in Politico found 
around a third of Americans justified violence to advance polit-
ical goals, double the number in December 2019.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is the election happens, there’s 

no major violence, but the risk of serious or even low-level 
violence is probably higher than it’s been in a very long time,” 
said Drutman.

FACEBOOK VIGILANTES
Would-be vigilantes have organized using Facebook groups 
and other online platforms, where members share videos of 
violence and property damage by political opponents alongside 
misinformation.

Facebook Inc FB.O expanded its rules to ban militia groups 
that celebrate violence in August and pulled down 6,500 pages 
and groups over the next month, but less explicitly 
militarized communitie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remain online.
“That’s what is galvanizing and driving militia groups 
and other armed individuals to think that they have a role to 
play in this moment of sweeping social change,” said Joan 
Donovan, a misinformation expert at Harvard.

In Colorado Springs, business owner Michelle Morin has taken 
self-defense classes and is organizing with fellow conservative 
neighbors to protect each others’ homes and send a message to 
left-wing “thugs” that they are not welcome in her community.

“There’s more to self-defense and more to pushing back than 
guns,” said Morin, 51, a registered Republican and firearm 
owner.

Stephanie Porta is educating people in Orlando, Florida that 
an election result is unlikely on Nov. 3 and not to panic. She is 
teaching poll workers and voter protection workers to defuse 
confrontations should they occur.

Some of the millions of 
mail-in election ballots 
are shown at the Or-
ange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before being 
sent to the U.S. Postal 
Service for delivery to 
voters in Santa Ana, 
California, October 5, 
2020. REUTERS/Mike 
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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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ROIT, Mich. — While some health 
experts warn of a possible second wave 
i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 new 
study is pointing to signs that COVID-
19’s severity may be fading. Researchers 
a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say viral loads 
from patients are continuing to decrease 
as the pandemic progresses. This is also 
showing a connection to a lowering 
death rate.
Dr. Said El Zein and his team analyzed 
viral loads of SARS-CoV-2, the virus 
causing COVID-19, coming from pa-
tient nasal swabs over two months. From 
April 4 to June 5, a downward trend in 
the amount of virus detected in patients 
at Detroit Medical Center was discov-
ered.
To estimate the viral loads coming from 
nasopharyngeal swabs, study authors use 
a cycle threshold (Ct) value that comes 
from the tests on these samples. A high-
er Ct means a sample has less SARS-
CoV-2 in it. Their scale rates a high viral 
load as a Ct of 25 and under, intermedi-
ate loads as a Ct between 26-36, and low 
viral loads as a Ct over 37.
Lower viral loads lead to better out-

comes for COVID patients
During the week of April 4, just under 
half (49%) of COVID-19 patients had an 
intermediate viral load (VL). Low and 
high VL counts both came in at 25.5 per-
cent of the patient samples.

By the fifth week of the study howev-
er, 70 percent of positive COVID-19 
swabs fall into the low VL category. El 
Zein adds that this drop in viral produc-
tion coincides with a decrease in patient 
deaths. Researchers say 45 percent of 
patients in the high VL group died from 
the virus. This number falls to 32 percent 
for COVID-19 patients with intermedi-
ate loads and 14 percent for the low VL 
group.
“During the April-June 2020 perio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initial 
SARS-CoV-2 load steadily declined 
among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a 
corresponding decrease in the percent 
of deaths over time,” the Wayne State 
team says in a media release. “Though 
confounding variable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this suggest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initial viral load and mortality.”
Face masks, social distancing still the 
keys
Dr. El Zein admits the team doesn’t 
know the exact reason why viral loads 
are dropping over time, but suggests 
the pandemic’s severity is fading since 
a global crisis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on March 11. Part of this, he adds, may 
be due to the public’s actions to curb the 
spread.

“Rapi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distanc-
ing measures, lockdown and widespread 
use of facemasks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a decrease in the exposure to the vi-
rus.”
The findings were presented at the Eu-
ropean Society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Conference on 
Coronavirus Disease. (Courtesy study-
finds.org)
Related

Men 62%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COVID, greater inflam-

mation may be why
REGENSBURG, Germany — It’s been 
discussed in vague terms for months that 
men appear to be more susceptible in 
general to the coronavirus than women. 
Now, a new study is providing more ex-
act figures and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discrepancy between genders.
The research, conducted at Univer-
sity Hospital Regensburg, concludes 
that men have a 62% higher risk of a 
COVID-19 associated death in compar-

ison to women. Researchers say it may 
be due to higher levels of inflammation 
among male coronavirus patients.

To come to these findings, the authors 
analyzed 3,129 adults who were treat-
ed for COVID-19 between March and 
July of this year. For each patient, they 
had access to data pertaining to both so-
cio-demographics and co-morbidities.
Analysis of male COVID patients ver-
sus female
The progression of each patient’s condi-
tion was classified over time according 
to four phases: uncomplicated (asymp-
tomatic/mild symptoms); complicated 
(need for oxygen assistance); critical 
(need for critical care); and recovery. 
Across each phase, patients’ vital signs, 
symptoms, inflammatory markers, and 
treatment methods were recorded.
Among the entire patient group, the 
male-female ratio was 1.48. Moreover, 
there were more men receiving coronavi-
rus treatments than women across all age 
groups. That being said, this abundance 
of male patients over female patients 
is most obvious among the 65-75 year 
old age group. More men also showed 
signs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18% 
vs 10%), and admitted to being smokers 
(14.5% vs 10.5%).

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men have more 
admissions to ICU care (thus placed in 
the “critical” phase) than women (30.6% 

vs 17.2%). In all, male patients spent 
more time in the hospital than females 
(15.4 vs 13.3 days).
When it comes to patients who died, men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a COVID-re-
lated death than women (17.1% vs 
10.3%).
Men show higher levels of inflamma-
tion ‘during all phases of COVID-19’
All in all,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oth-
er factors, researchers calculate that men 
have a 62% higher overall chance of 
passing away from COVID-19-associat-
ed causes. Researchers say that male pa-
tients shows significantly higher mark-
ers of inflammation (IL-6, CRP, PCT, 
ferritin) during all four aforementioned 
phases.
“Men are more likely to progress to crit-
ical phases of COVID-19. Men have 
higher death rates as well as more fre-
quent ICU admissions and longer hos-
pital stays, that are all associated with 
higher inflammatory parameters during 
all phases of COVID-19. In our cohort, 
this effect was not explained by dif-
ferences in comorbidities, age or BMI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re-
searchers conclude in a media release.

“We need further studies on what ex-
actly makes men more vulnerable to 
COVID-19”, study leader Dr. Frank 
Hanses adds. “We do not yet know which 
biological or possibly social factors lead 
to these marked differences.”
This research is being presented at the 
ESCMID Conference on Coronavirus 
Disease. (Courtesy studyfin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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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 Coronavirus Weakening? 
Patients’ Viral Loads In Decline,

As Well As Death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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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teen people were charged yesterday
for trying to kidnap Michigan Governor
Gretchen Whitmer. The alleged scheme
included a plan to overthrow state
government.
Th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violating the U.S.
Constitution.

Michigan Attorney General Dana Nessel
announced that six people were charged
federally with conspiracy to kidnap and
seven other people associated with the
militia group face other charges.

Governor Whitmer said in a news
conference that she knew her job would

be hard, but she said to be honest, she
never could have imagined anything like
this. She especially blamed President
Trump, who has repeatedly declined to
condemn far-right groups, for the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laint, the group
discussed their members crashing into
the Michigan Capitol building in Lansing
and taking hostages and murdering
“tyrants,” including Governor Whitmer.

Recently the FBI became aware of the
group’s plans through a social media
group of individuals that were discussing
the violent overthrow of a certain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operation and the dangerous
suspects involved, the FBI needed to
mobilize their resources to execute
either search warrants or arrest warrants
at a dozen separate sites.

We are very sad that the country has to
worry about these criminal activities that
could have damaged the coming
election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Hatred is not the solution for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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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moves bumper to bumper along I-10 west as residents evacuate before 
the arrival of Hurricane Delta in Westlake, Louisiana. REUTERS/Adrees Latif

Spain’s Rafael Nadal celebrates after winning his semi final match against Argentina’s Diego 
Schwartzman at the French Open.  REUTERS/Christian Hartmann    

which was...MORE

A man delivers flowers, after American poet Louise Gluck won the 2020 Nobel Prize for Litera-
ture, at her home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REUTERS/Katherine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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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ar Regev, an eight-year-old Israeli girl, touches her pet python while swimming in her backyard pool in 
Ge’a, southern Israel. REUTERS/Amir Cohen

An Azerbaijani woman is seen in a secondary school gym, where she has been settled after fleeing 
Terter during the military conflict over the breakaway region of Nagorno-Karabakh, in the town of 
Barda, Azerbaijan. REUTERS/Umit Bektas

Demonstrators set a police station on fire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proposed labor reforms near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Jakarta, Indonesia. REU-
TERS/Willy Kurniawan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e Biden speaks to reporters as he departs Wilmington, 
Delaware. REUTERS/Kevin Lamarque  

A mixed-use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 is engulfed by a fire in Ulsan, South Korea.    Yonhap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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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inching closer to having a coro-
navirus vaccine ready and if reports are 
true, the first doses could arrive by early 
2021. India’s Prime Minister Modi’s 
recent statement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lso attested to the fact that 
vaccine development is going on at full 
swing. With at least 9 vaccines in criti-
cal stages and two being registered for 
use, here are all the updates regarding a 
COVID vaccine development:
After a lot of delays and specu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developed COVID 
vaccine, which is being marketed by 
British-Swedish firm, AstraZeneca 
worldwide has finally begun phase III 
testing in India. To be sold as ‘Covish-
ield’, the prime vaccine candidate has 
been administered to three volunteers 
at KEM hospital, Mumbai and the next 
batch would be given the vaccine jab 
starting this week (September 28). At 
least 17 sites have been shortlisted for 
conducting the trials in India. Over 
1600 participants were part of the phase 
II trials in the past month.
As per guidelines, one out of four par-
ticipants will be given a placebo drug, 

since it would be a randomized trial. 
Neccessary observations and checks 
would be made after a gap of four days, 
seven days and so forth.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st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the trials, the jab has 
been studied to deliver a strong immune 
response and spiked antibody levels in 
the body 14 days post inoculation.
Moderna Therapeutics’ vaccine, which 
will mark the company’s foray into the 
world of commercial vaccine sale and 
use is also seeing good advancements. 
The company was second only to 
Oxford to kick off phase III trials and 

has so far, enrolled 25,000 of the planned 
30,0000 volunteers and experimental in-
oculation is underway. According to com-
pany reports, the earliest study from the 
wide-scale trials is expected by last week 
of October or early Novemeber, making 
way for a review in the last months of the 
year.
While Moderna has been excessively fac-
ing the pressure to release a vaccine early, 
the company has announced no such plans. 
However, reports so far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mRNA technology, made use of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and could potentially work for 
the younger and older age groups as well.
The company is also in talks with several 
countries to roll out their vaccines in the 
coming months but no mention of India 
has been made of yet.

Amid news of rolling out a vaccine for the 
masses, China, which was the epicentre 
of the disease outbreak has reportedly 
inoculated at least a lakh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doses of experimental 
vaccines being developed by Chinese 
scientists. While five vaccines are being 
worked on, two are in phase II/III trials are 
were also granted military approval in the 
month of June.
While China’s move follows Russia’s 
plans of mass inoculation, the uncom-
placent safety studies of the vaccines 
are making global leaders worry. While 
questions are being raised over the lack of 
efficacy and safety issues, China has re-
portedly said that the plans for emergency 
authorisation were given the go-ahea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No other 
details, from the name to the workability 
of the vaccine has been released.
Interestingly, news of a link-u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downplaying the COVID-19 risk 
has been doing the rounds of late, after 
a whistleblower, Chinese virologist Dr 
Li-Meng Yan spoke in an interview about 
the same, reportedly suggesting that the 
virus has been engineered in a lab by 
Chinese scientists.

Amid controversies and news of ex-
pedited trials abroad, the latest report 
surrounding Sputnik V suggests that the 
vaccine is able to live upto its promised 
aim, and delivers tolerable immunity after 
the first shot. Alexander Gintsburg, the 
head of Moscow’s state-run Gamaleya 
research institute, heading the trials said 
that enough samples have been observed 
to conclude the safe workings of the 
vaccine. He also added that an additional 
dose would only be required to ‘extend’ 
the immunity period. Howeverit is un-
clear as to how long would the first bout 
of immunity last:
“For some, the protective level of 
antibodies is produced after the first 
vaccination and they need the second one 
to extend that protection. They will likely 
be protected two weeks after the first vac-
cination,” Gintsburg also stated that the 
chances of reinfection, post-vaccination 
are likely to be “low” or “weak”.
“If there is [an infecti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shots], it will occur in a 
weaker form.”
Russia is in the middle of country-wide 
inoculation. First batches of the vaccine 
have been made ready to be administered 
to essential workers first. Talks have also 
been made with India, with pharma giant, 

Dr Reddy’s all set to bring the vaccine to 
India, produce ample doses for the public 
after it goes through phase III trials, 
clearances and required nods from the 
DGCI. As per reports, the administration 
could start as early as January next year.

Bharat Biotech, ICMR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Virology, Pune (NIV) backed 
Covaxin is making steady progress and 
winning praise from proud Indians. Ac-
cording to chief investigators monitoring 
the phase II trials of the vaccine, the 
candidate is able to deliver strong immu-
nogenicity response and delivers low, or 
no side-effects. If all goes well, phase III 
of the vaccine would be started soon pan 
India, beginning in Lucknow.
The vaccine candidate, one of the first 
ones to head to crucial trial stage in India 
is also see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From businessmen, 
students, PhD scholars, experts from the 
medical community, doctors have been 
flooded with volunteer queries, 80% of 
them being men. (Courtesy https://time-
sofindia.indi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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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Coronavirus Vaccine 
Development Heading
For The Final Str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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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恩怨一直是美国

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距离林肯废奴已

经过了140多年，但那段白人压迫黑奴

的血泪史依然在分裂着这个国家，宛若

梦魇一般挥之不去。

其实，自美国建国以来，并不是所

有的美国白人都支持奴隶制，美国一直

存在着两个美国的情况，美国北方与美

国南方之间一直存在很大分歧。相比之

下，北方更为依赖工商业，南方则以农

业，尤其棉纺织业为主。这种经济结构

的差异使得双方逐渐采纳了不同的经济

制度，产生了不同的伦理道德。

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的南方与北

方已经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北方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开放而自由，主张

自由雇工制度，城市中商业发达，人流

攒动。南方则实行奴隶制，大量运用黑

奴进行劳作，农业是社会中的支柱产业

，城市中几乎没有像样的工商业。与农

业相对，南方的观念十分保守，是种族

歧视的重灾区。貌似统一的美国，就这

样因为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出现了截然

相反的两个部分，到了19世纪中期，这

种差异和分歧已经再难掩盖，并最终引

燃了美国南北战争。

一、轧棉机的出现让棉花种植业飞速发

展，南方的经济结构转变

在美国建国时，美国南方北方的分

歧还不明显，但是随着领土的开拓和技

术的进步，形势发生了逆转。

19世纪初期，美国人因为独立建国

的喜悦，将巨大的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

投入到了生产中，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伊莱惠特尼，1798年，惠特尼发明了生

产枪支零件进而组装的生产方法，工匠

只需大规模生产零件，而无需一支枪一

支枪的制作，从而大幅提高了工业生产

能力，而在此之前的1793年，他还发明

了一个颠覆性的机器，那就是轧棉机。

轧棉机的出现使棉籽和棉絮的剥离效率

提高至原来的25倍，让美国的棉花生产

力大幅提高，惠特尼的这项发明不仅提

高了棉花生产效率，还深刻改变了美国

南方的经济结构。

在轧棉机发明前，棉花的生产效率很

低，利润不高，因此之前大多数的南方种

植园，都主要种植烟草、甘蔗、大米和染

料作物。棉花在那时的南方是昂贵的奢侈

品，尤其是高质量的长绒棉，只能在佐治

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所辖的海岛上生长，

整个南方的内陆地区都无法种植长绒棉，

而内陆可以种植的内陆棉，由于棉絮紧紧

包裹着棉籽，使得收集十分困难，因此并

无多少农场种植。但是轧棉机发明后，情

况发生了逆转，轧棉机可以轻易剥离棉籽

和棉絮，这直接导致南方各农场可以大量

种植内陆棉。

1793年轧棉机发明后，南方各州的

棉花总量还仅为500万磅，而仅仅10年

后，就达到了6300万磅，产生增长了10

多倍。1790—1800年，南方种植业奴隶

的人均棉花产量每年提升34%，1800—

1806年则每年提升11%。而从1806年到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棉花生产率仍然以

每年3.3%的增长率不断提高。

棉花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结果就是美

国南方对棉花种植业的依赖越来越大，

到1820年，美国共出口25万捆棉花，价

值2200万美元。1840年，增至150万捆

，价值6400万美元。1860年，也就是在

内战爆发之前，出口总量达到了350万

捆，价值1.92亿美元。1801年，美国的

棉花产量只占全球棉花产量的9%，而到

1862年，美国的棉花产量已经占全球的

3/4。棉花已经成为美国南方的支柱产业

。

这一经济结构转变的直接后果就是

美国南方开始大量购买黑奴。

二、棉花种植业的繁盛刺激美国南方大

量购买黑奴

棉花种植业兴盛的直接后果就是美

国南方开始大量购买黑奴，奴隶制在南

方越来越普遍。在美国刚建立时，奴隶

制在南方并不十分普遍，当时美国南方

的一些州，比如南卡罗来纳州，奴隶的

人口占比为18.4%，依然远少于白人。

而且当时的美国南方已经兴起了废奴主

义，即使是杰斐逊这种在农场长大的人

，也认为奴隶制是不人道的，违反了美

国宪法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皆享有生存

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这一宗旨

。180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进口

奴隶法案》，作为南方代表的杰斐逊也

签署了法案，足以证明废奴主义已经在

美国得到了一定的认同，随着英国逐渐

废除奴隶贸易，美国的废奴主义也一度

喧嚣尘上。但是轧棉机的出现改变了这

一切。

在美国的北方，废奴主义继续发展

，人们普遍开始否定奴隶制，但是在南

方，由于棉花的利润越来越高，人们出

于经济利益越来越趋向于维护奴隶制。

棉花种植业的属性决定了他需要大量廉

价的劳动力来采摘棉花，而没有比黑奴

更廉价的劳动力了，在棉花种植领域，

自由雇工远远不如奴隶合算。南方愈加

拥抱奴隶制，并不是由于他们的价值观

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经济利益使得他

们必须维护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在利益

驱动下，原本奴隶数量已经缩减的南方

反而开始大量购买黑奴。

棉花的暴利使得大大增加了美国南

方对于黑人的需求，这使得黑人的价格

不断上涨，咋1800年，一名男性黑奴为

520美元，而到南北战争前竟已达到1800

美元。图1显示了从1800到1860年黑奴

价格的变化，足以看出因为供不应求，

黑奴价格的增速快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市场总体的供不应求，南方奴

隶主开始运用各种办法获得黑奴，甚至

将北方原本自由的黑人绑架为奴，美国

电影《为奴十二年》就是讲述一个美国

北方自由黑人被绑架为奴的故事，他在

南方过了12年猪狗不如的生活。南方对

棉花种植业越依赖，需要的奴隶就越多

，借助棉花和奴隶，南方的庄园主顿时

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

1860年，美国境内7500名个人资产

超过330万美元的富人中，居然有4500

人生活在南方各州，而在同年，美国境

内奴隶人口的总价值居然高达30多亿美

元，比美国的铁路和制造业的资产还要

多。虽然在南方，大多数奴隶主一般只

有10多名黑奴，但较为富有的339个大

家族每家都拥有超过250名黑奴，密西

西比河最大的农场主邓肯更是拥有1036

名奴隶。图2显示了美国南方各州奴隶

资产占总资产的占比，足见黑奴对于美

国庄园主，有多么的重要。

三、经济利益使得南方奴隶主不可

能抛弃奴隶制，南北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自从轧棉机发明后，棉花的利润大

幅上升，棉花日渐成为美国南方的支柱

产业，而棉花种植业对于廉价劳动力的

需求又使得美国南方的庄园主大量购买

黑奴，黑奴已经成为种植园主获利的主

要工具。另一方面，黑奴本身也是种植

园主资产的一部分，黑奴在南方起到的

作用，和北方资本家手里的机器、豪宅

并无二致，都是资产的体现方式。

北方意图废除奴隶制的行为，不仅

仅是夺取了美国南方人的劳动工具，黑奴

本身就是美国南方人的资产，一旦解放黑

奴，直接意味着美国南方人的资产大量缩

水，一旦失去了奴隶，很多美国南方人将

一无所有，瞬间沦为赤贫，这从南北战争

结束后南方的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出，南北

战争结束后南方南方各州的总产出仅相当

于1860年水平的2/3，南方的农场价值下

跌了42%，已耕种土地面积减少了13%，

“劳动力储备”减少了42%。而由于很多

南方人都用黑奴作为抵押品来贷款，因此

解放黑奴后，很多南方人立即陷入了资不

抵债的破产境地。

正是因为这种经济上不可调和的矛

盾，南方各州才宁肯背弃宪法的原则和

誓言，也要和北方殊死搏斗，对他们来

说，废奴远不仅仅是人道主义、观念问

题那么简单，而是牵扯到实实在在的经

济利益，一旦他们失败，他们将一无所

有，这是战争中美国南方人作战英勇、

多次死战不退的根本原因。俗话说人为

财死鸟为食亡，美国南方人在南北战争

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南

方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如此拼命，以

至于原本经济、人口、工业都十分落后

的南方居然一度压制了强大的北方。

虽然美国南北战争最后以北方

的胜利而告终，但是黑人问题并没

有彻底解决，美国南方对于黑人的

歧视依然广泛存在，南方的种族隔

离制度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废除，

美国南方白人对于黑人的恶感，直

到今天，依然存在。而美国南方这

段压迫黑奴的血泪史，也成了今日

美国黑白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源，那

段血腥的历史，宛若梦魇一样，即

使在废奴 140 年后的今天，依然撕扯

着这个年轻的国家。

两个美国的对峙

棉花的高利润让
美国南方大量使用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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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0年全國乒乓球錦標賽8日繼續在
山東威海進行，在7日晚結束的混合雙打決
賽，王楚欽/王曼昱面對國乒頂尖組合許
昕/孫穎莎，全程壓制對手下以4：1取勝奪
冠。
奧運模擬賽不敵對手，如今全錦賽成

功“復仇”，王楚欽坦言壓力很大：“上
次奧運會模擬賽決賽輸球責任在我，所以
這次決賽壓力非常大，一直是曼昱在場上
調動我、鼓勵我，給了我強烈的求勝
欲。”
王曼昱賽後表示，決賽中兩個人的氣

勢很堅定，很放得開。“這場比賽也是對
我在疫情期間訓練成果的一次檢驗，我在
技術上有了一些提高，而技術的提高給了
我更多信心。”

本屆全錦賽是今年乒乓球項目規模最
大的全國性賽事，也是為中國隊備戰釜山
世錦賽和東京奧運會的一次大練兵。

另外，8日展開的男單16強賽，國乒
四虎馬龍、樊振東、許昕和林高遠均順利
晉級。而女單16強，陳夢、孫穎莎及王曼
昱也紛紛淘汰對手躋身半準決賽。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2020港超聯賽爭
冠機會只有22%的傑志，賽前決定向球迷打主意，要
求球迷錄製15秒短片，為球員集氣（左圖）。

傑志在社交平台以“集合傑志力量”為主題，表
明球隊需要各位傑志球迷集氣。

由於傑志這一仗必須取勝才有機會取得冠軍，會
方希望收集各位傑志球迷的打氣短片，在賽前混合製
作一條短片為球員打氣。

球迷可以自拍一段15秒內的短片，表達對球隊
的支持，在明日（10日）中午12時前把短片經FB或
IG傳給會方。“集合傑志力量”，迎接球隊本季最
後一場比賽！ ■2005年，晨曦漁人得利，意外稱王甲級聯賽。 資料圖片

■■20052005年年，，愉園愉園（（綠衫綠衫））以以33：：33與傑志踢和與傑志踢和，，痛失奪標良機痛失奪標良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至2020球季“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周日殺青，

目前東方龍獅、傑志及富力R&F仍有奪冠機會，爭標形勢為港

超年代最緊湊一次。對上一次出現類似情況，便要數到2004至

2005球季的港甲。2005年5月18日，只要打敗傑志即可封王的

愉園，最後只能與對方踢成3：3平手；同時間作賽的晨曦以

1：0打敗福建後，得以漁人得利，戲劇性後上稱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基於公平原則，香港足總近年都會安排最後
一輪聯賽同時異地進行。2013至2014球

季的港甲“大審判日”，共有5支球隊捲入降班
漩渦，足總破天荒讓4場賽事同時進行。隨着比
賽進程，降班隊伍多次出現變化，最終和富大
埔在補時階段被橫濱FC（香港）逼和1：1，宣
告護級失敗。

至於爭冠形勢出現戲劇性賽果的“大審判
日”，則要追溯到2005年。當年愉園在最後一
輪只要打敗第3位的傑志即可以封王，不過先被
基夫射入12碼而失守，完半場前潘耀焯扳平；
下半場基夫完成帽子戲法，愉園66分落後到1：
3，其後憑羅倫士及李偉文入球，於76分鐘追平
3：3。至於同時間於小西灣運動場作賽的晨
曦，則戰至83分鐘才由亞古沙接應朱兆基傳中
頂破福建大門，1：0的賽果也將對手踢落乙

組。由於愉園未能勝出，最後這記入球亦決定
了該季冠軍，並促使晨曦後來當上“四冠
王”。

東方龍獅稱霸呼聲最高
現時東方助教羅志焜及傑志助教梁志榮，當

年正是晨曦冠軍成員；現任傑志教練朱志光及後
衛唐建文當年則效力福建，4人相隔多年再以不同
身份參與“大審判日”，相信另有一番感受。

按照現時形勢分析，東方龍獅對富力
R&F，以及愉園對傑志，將會共出現9個戰果組
合，其中5個組合會令東方龍獅奪冠，因此呼聲
也最高；傑志及富力R&F則分別只得2個組合
可以封王，機會相對上較渺茫。不過正如幾位
教練去仗賽後所言，足球世界什麼事情都可以
發生，說不定周日會再重演戲劇性一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前香港網壇
“一姐”張玲，這個月走入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CUSCS），修讀康樂及休閒事務管理
高級文憑課程，冀能以專業知識回饋香港。
張玲15歲由湖南到港，成為職業網球手，

職業生涯共贏得14個單打和7個雙打冠軍，更三
度代表香港出戰亞運會和全運會，女單最高世界
排名第184，女雙最高世界排名219位。連場征
戰為她帶來右手手肘的傷患，接受手術後仍難以
應付密集比賽。
“疫情令賽事停頓，我能靜下來考慮自己的

發展路向。反覆思量下，我忍痛決定退役。然
而，我一路走來，得到香港網球總會、體育學院
教練們和工作人員的幫助，為了回饋香港本地體
壇，我希望重返校園去學習專業知識，輔以自己

實戰的運動員經驗啟發年輕一代。”張玲話語間
流露對球場的不捨，亦展現對人生新一頁的冀
盼。
對於為何報讀學院康樂及休閒事務管理高級

文憑課程，張玲表示是始於一次香港體育學院安
排的精英運動員學習計劃簡介會：“當日，我與
學院講師詳談，發現課程的授課方式很適合我，
也對學院的師資充滿信心。
另外，在搜集不同院校的康體管理課程時，

我認為學院的課程涵蓋範圍較廣泛，當中共修讀
21個科目，正是我想學的，最終決定選擇這課
程。”
展望兩年的大專生活，張玲立志延續運動員

的鬥心，打好學業基礎，爭取一份亮麗的成績
表，並以升讀大學學位課程為目標。

周日殺青 東方傑志富力爭冠

港超將迎大審判港超將迎大審判

張玲重返校園 冀文武雙全回饋體壇

王楚欽 王曼昱 全錦賽混雙奪冠

■■馬龍順利打入男單馬龍順利打入男單88
強強。。 新華社新華社

■■張玲職業生涯共贏得張玲職業生涯共贏得1414個單打和個單打和77
個雙打冠軍個雙打冠軍。。

■■現任傑志主帥朱志光現任傑志主帥朱志光，，20042004年任福建年任福建
主教練主教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傑志要求球迷集氣拚最後一戰

粵
隊
奪
盛
裝
舞
步
冠
軍
盃
大
滿
貫

2020第九屆中國馬術節在剛剛過去的周日結
束最後一個比賽日，作為2021年全運會盛裝舞步
資格賽的中國馬術盛裝舞步冠軍盃賽結束全部兩
輪比賽的爭奪。A組前三名全部由廣東隊包攬，B
組冠軍、季軍及配對賽冠軍皆被廣東隊收入囊
中。至此，廣東隊在盛裝舞步這一項目中實現
“大滿貫”。

A組決賽採用第一中級科目，比賽重點參考
馬匹動作的服從性、協調性、準確性和人馬的配
合度進行評分。比賽中，前一日排名第一的廣東
隊騎手黃焯欽與馬匹“卡魯斯”延續優勢，以
72.000分的成績高居榜首，順利奪取A組冠軍。

同樣來自廣東隊的黃麗興與馬匹“玉面飛
龍”、譚志勤與馬匹“斯喀拉”以不俗表現分獲
亞軍、季軍。

B組決賽採用國際馬聯挑戰賽高級科目。經
過角逐，廣東隊邱淑蓮搭配馬匹“愛將”以
66.756 的得分拔得頭籌，林梓濠搭配馬匹
“EARLDOM”斬獲季軍。亞軍由上海市馬術運
動管理中心騎手吳悅及其馬匹獲得。 ■新華社

■■邱淑蓮與馬匹邱淑蓮與馬匹““愛愛
將將””在個人賽在個人賽BB組決組決
賽獲得冠軍賽獲得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2020年10月9日（星期五）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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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58歲成名
嫁給熒屏諸葛亮52年恩愛如初

大家叫她最端莊甄嬛
提起“甄嬛”這壹角色，或許很多觀眾

腦海中第壹個浮現的就是孫儷的面容，

她將甄嬛初入宮時的機敏懵懂，以及歷

經千帆後的縝密籌謀都演繹得淋漓盡致

。不過，影視劇作品中的“甄嬛”並不

只有孫儷壹人，嚴敏、鄔君梅、袁姍姍

……

很多女演員都曾經挑戰過這壹角色，

而其中，趙敏芬在瓊瑤劇《還珠格格》

中所飾演的“老佛爺”，可稱得上是最

端莊的壹版“甄嬛”，同時也是壹代人

童年的回憶。

1998年，《還珠格格》在內地首播，

這部劇壹經播出便迅速火遍全國，創造

了“收視神話”，不僅在當時被稱為

“挽救電視臺收視率之作”，而且在往

後許多年裏反復重播，持續受到觀眾的

喜愛。趙薇、林心如、範冰冰、蘇有朋

、周傑、陳誌朋、張鐵林……劇中很多

演員都借由這部作品壹炮而紅，甚至壹

路躋身於娛樂圈壹線明星的行列。

但還有壹些演員甘當綠葉，雖然沒有

爆火，但是同樣貢獻出了精湛的演技，

趙敏芬就是其中壹位。她所飾演的“老

佛爺”壹角，既執拗、強硬又慈祥、明

理，雖然時隔多年依舊令人念念不忘，

並成為“經典太後角色”盤點中的常客

。

趙敏芬1941年出生於江蘇蘇州，在拍

攝《還珠格格》時已經五十多歲。不過

她雖然與其他演員相比已是高齡，但是

在表演上對自己沒有絲毫放松，不僅挑

戰了“花盆底”的鞋，從舉步維艱到行

動自如，而且面對壹些“著火”的戲份

，她也十分敬業，甚至在寒冷的冬天還

要拍攝“潑水滅火”的劇情。

她壹面是連皇帝都很尊敬的“老佛爺

”，壹面又是晴格格（王艷 飾演）眼

中最和藹可親的長輩，同時也是整個皇

宮的大家長，她將角色的每壹個側面，

包括對趙薇、林心如等主角團的情感轉

變——從因不滿產生的嚴厲到和解後的

溫情——都演繹得十分自然感人。

無論是從整體氣場，還是人物細節上

，她都處理得十分精彩，最終所塑造出

來的角色既威嚴又慈祥，讓人印象深刻

。

趙敏芬雖然壹直到《還珠格格》之後

才真正成名，但其實她是壹位名副其實

的“老戲骨”。

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的她，是

海政電視藝術中心國家壹級演員，曾先

後在電影《大決戰》和《重慶談判》中

出演宋慶齡，在“老佛爺”這壹角色深

入人心之後，又在由張國立、張鐵林、

王剛主演的《鐵齒銅牙紀曉嵐》中，再

次飾演了皇太後。

趙敏芬跟很多老壹輩的表演藝術家壹

樣，不僅在事業上穩紮穩打，在愛情上

也是低調且幸福的。她在26歲時與演

員李法曾相知、相愛，並在同年步入婚

姻殿堂，至今五十余年，依舊恩愛如初

。

同為國家壹級演員的李法曾曾經出演

過85年版《諸葛亮》中的“諸葛亮”

壹角，並因此劇獲得了第六屆全國優秀

電視劇“飛天獎”的優秀男主角獎，與

此同時，他還曾獲首屆全國十佳電視演

員第壹名，也是中央實驗話劇院演員兼

副院長。他們夫妻二人曾在《重慶談判

》、《漢王劉邦》等作品中都有合作。

從二十多歲結婚至今，他們二人的婚

姻壹直甜蜜、幸福。每壹年的結婚紀念

日，李法曾都會送給妻子壹個禮物，他

在銀婚紀念日時送出的大鉆戒更是令妻

子十分感動。或許多年的夫妻感情不能

用禮物來衡量，但是這種持續多年的儀

式感，著實令人十分羨慕，他們也堪稱

演藝圈中的“神仙眷侶”了。

趙敏芬不僅與丈夫感情深厚，而且還

有壹個十分優秀的兒子——李東。李東

繼承了父母的事業，在國家話劇院工作

，從事影視制片、策劃方向，代表作有

話劇《趙氏孤兒》、《生死場》、《四

世同堂》等，也曾拿到過中國藝術金獎

等知名獎項。

如今，已經79歲高齡的趙敏芬依舊

優雅平和。之前，她曾經在《王牌對王

牌》節目中再次以“老佛爺”的形象登

場。

穿上熟悉的服裝，與晴兒、令妃、皇

帝同臺還原當年場景，這讓屏幕內外的

觀眾都有如時光回轉壹般的奇妙感受。

趙敏芬沒有刻意掩蓋歲月帶來的痕跡

，但是卻展現出了在時間中沈澱下來的

氣質。或許是平和、美好的生活讓人得

到滋養，或許是溫暖的歲月給這位老人

更添了壹份慈祥與智慧，看著如今的

“老佛爺”，很多觀眾都感受到了壹種

不急不躁、在時光中慢行的優雅。

林雨申：自帶霸道總裁氣質？
我挺謙和挺平易近人

在都市劇《我，喜歡妳》中，

演員林雨申飾演了壹個毒舌又傲嬌

的公司總裁，對人物的精準演繹讓

他在“霸道總裁”這壹類型角色中

占據了強有力的人氣高位。而對於

觀眾認為他自帶霸總氣質的評價，

林雨申在接受記者的專訪時回應稱

自己不這麼覺得，也許外表制造了

錯覺，但其實自己是壹個平易近人且

謙和的人。

面對劇中角色與經典國漫《熊出

沒》中“光頭強”的撞臉，林雨申笑

言“還缺個帽子”，“耳光炒飯”以

及“女巫湯”則是他對於該劇印象最

深的美食。出道近二十年，“越來越

規範化”是他對行業變化的最大感受

，自己對演員職業的認識也因為人生

的理解和經歷壹直在變化。

路晉很接地氣
離“光頭強”還差個帽子
記者：《我，喜歡妳》中路晉這

個人物身上最有亮點的部分在哪裏？

林雨申：他最大的亮點是他的

人設原本是很高職位的壹個總裁，

但卻相對比較落地，比較接地氣。

記者：以前也演過很多富家公

子的角色，這次演同樣很有錢的霸

道總裁有哪些特別的感受？

林雨申：這個有錢不壹樣，壹

種是白手起家，壹種是富二代，

或者說是家族的世襲等等，每壹

個角色都有他的人設前景，路晉

其實相對算是白手起家，在這個

戲裏的人設是他的母親打下了天

下，但實際上他是壹路輔佐母親

創業到今天。

記者：面對很多網友從開播前的

不看好到播出後紛紛上頭大喊“好甜

好有CP感”“林雨申好帥”的大型

真香現場，有什麼想回應的？

林雨申：我覺得這個戲它是壹

個愛情戲，然後也挺下飯的比較輕

松，現在的人壓力很大，應該適當

放松壹下。如果能讓觀眾喜歡，或

者能夠讓觀眾感覺到放松快樂或者

開懷壹笑就達到目的了。

記者：“霸道總裁”這樣的人物

設定很容易給觀眾壹種“裝”和“油

膩”的感覺，如何把握演繹這種類型

角色的度去展現他的人格魅力？

林雨申：我不會把握，油不油膩我

也不懂，就留給觀眾去評價吧。（記者

：觀眾覺得妳自帶霸道總裁的氣質。）

我挺謙和挺平易近人的，有的時候我在

臉紅，然後妳們會覺得我很高冷，但其

實我已經想找個地縫鉆進去了。

記者：網友說路晉很像動畫片

《熊出沒》裏面的“光頭強”，妳

有看到對比圖嗎？

林雨申：看了，那個算是挺經

典的壹個國漫，這麼說我挺蹭人家

熱度的，挺可愛的。（記者：妳自

己覺得像嗎？）缺個帽子（笑）。

記者：妳怎麼看待大家諸如此

類對角色或者對演員的調侃？

林雨申：我覺得每種題材的戲

都有它的功能性和欣賞的點不壹樣

，有些強情節戲，有些犯罪戲，有

些暴力戲，有些職場戲，有些愛情

戲，有些輕松幽默愛情戲，它的對

標和它的功能不壹樣。比如像這樣

的戲，我覺得它的功能就是讓觀眾

開心，觀眾願意怎麼調侃，我無法

控制， 我覺得開心就好。

廚藝從零進步到壹
對演員職業的認識壹直在變化
記者：對劇中哪壹道美食印象

最深刻？

林雨申：印象最深的是耳光炒

飯，以前沒聽過這個，我也不知道

是什麼意思，但我隱約感覺是比較

打臉的，這個飯本身就比較打臉，

這個名字也很打臉，放在那樣壹個

獨特的劇情裏面比較打臉，然後剩

下的那個叫女巫湯，女巫湯我覺得

很酷，這個我之前也沒有聽說過。

記者：最喜歡哪道美食？

林雨申：耳光炒飯確實是吃了

，女巫湯好像沒喝成，在劇情裏好

像就沒喝成，我的記憶裏好像也沒

喝到這個女巫湯，然後據說女巫湯

配料不壹樣，每個人的做法不壹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壹個什

麼味道的標準，我挺想嘗嘗。

記者：生活中廚藝如何？更會

做飯還是更會吃？

林雨申：我在疫情期間的時候

，確實從原本廚藝為零，經歷了疫

情以後應該是漲了壹兩分，因為都

要在家配合，那個時候不出門，有

的時候會想做兩道菜，其實做菜很

難，對我來講。（記者：那妳是壹

個會吃的人嗎？）特別不太會吃，

有的時候覺得能量吃夠了就好了，

有的時候突然間會餓了，到飯

點的時候，沒有找到壹個想吃的飯

館或者是想吃的菜，但是妳攝取了

能量，那個餓的勁兒過了就OK。

記者：到如今入行成為演員差

不多20年，妳感受到行業最大的變

化是什麼？

林雨申：越來越規範化，而且

我們在慢慢地走到國際，向國際壹

些壹流的影視國家在看齊，我覺得

這就是最大的變化，最起碼我們是

在往高處走。

記者：妳自己對演員這個職業

的認識有變化嗎？

林雨申：壹直在變化。從妳剛

認識接觸，到慢慢覺得自己會了，

然後又覺得自己不會了，再加上人

生經歷等等，就會壹直在變，因為

演員演的是“人”，所以對人生的

理解和經歷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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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李思穎）洪
永城（Tony）8日出席看樓網上平台宣傳活
動，獲大會安排坐名貴跑車到場，氣派十
足。即場示範用VR程式看樓的Tony，發現
屋內竟有他的模擬婚照和一家三口照片，他
開玩笑地表示單位一定是凶宅，十分搞笑。

自與女友梁諾妍同居後，Tony大嘆家中
不夠地方住，除了養狗外，主要是女友有太
多雜物，令他簡單地去拿件T恤都舉步維
艱，他說：“她每次回家都會拿四五袋，她
說全是贊助商禮物，試過家中有五十多件禮
物未處理。”

問到Tony是否想買大屋結婚，他說：
“都有這個目標，見到朋友有大屋，自己都
想擁有，希望將來可以買到三房兩層的獨立
屋。”Tony稱閒時有帶女友一起去看樓，雖
然買不起，但也有動力給自己，像吸引力法則
一樣，現在沒有，但將來會有。

至於是否先置業才結婚，Tony稱未必一
定要買到樓才結婚，也未考慮是否跟女友聯名
買樓，他說：“本身在觀塘有物業，她經常問
我幾時加她的名，我只好‘唔……’，暫時不
答住，因為答加或不加都行不通。”笑指他拍
拖後被女友控制，Tony否認道：“又不是
的，女友要遷就和寵愛的，我們都會一起儲錢
買樓，但各自財政獨立。”

而梁諾妍跟沈卓盈、鄺芷凡8日為香港
開電視節目《五星級絲打II》拍攝，向來熱
愛運動的梁諾妍，在節目中會介紹不少戶外

好去處，笑言會帶兩位主持吸收陽光氣息，
問到洪永城有否推介好玩地方，她笑說：
“他叫我玩得開心一點，（他是否五星級男
友？）我是五星級女友，希望他也能達到五
星級，哈哈。”

沈卓盈感恩有工開
沈卓盈很開心在疫情下節目仍能開拍第

二輯，不過在這段時間未能出外拍攝旅遊
部分，所以會四處搜羅高質素的五星級酒
店，讓大家staycation滿足心靈上的慾望。她
表示：“好感恩疫情下依然有工開，這段時
間多是留在屋企，入廚機會大增，廚藝上亦
有進步，好享受要為下一個菜單張羅的過
程。”問到造人大計？她表示：“都是計劃
的一部分，會順其自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麥長青（麥包）之前在結
婚21周年時，這位“愛妻號”帶着酒意醉唱《你的名字我
的姓氏》送給太太，日前麥太生日，麥包就邀請了陳豪與
陳茵媺夫婦一起參與太太的生日飯局，而且剛巧4人沒超出
限聚令。飯局上，壽星女當然有切生日蛋糕，陳茵媺更在
社交平台上載合照並祝麥太生日快樂，更表示對方親如姐
姐一般，也覺得麥包很幸運，有一個很愛他的太太。

出爐港姐愛追夢訂5年期限

謝嘉怡惡補中文惡補中文
傳頌香港之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在疫情下當選本年度香港小姐冠軍謝嘉怡、亞軍

陳楨怡和季軍郭柏妍，其中以“過江龍”由蘇格蘭回港參選的謝嘉

怡最受觀眾喜愛，她們三人同樣訂下5年目標，期

望可以打響名堂在圈中立足。

謝嘉怡（Lisa）決賽夜剖白
因父親認定她未學行已

決定選香港小姐，贏得一片笑
聲和掌聲，她也憑藉混血兒的標致輪廓
贏得“最上鏡小姐”。雖然過往有不少例子因
廣東話不佳致影響發展，但Lisa決定給5年時間留港追夢，
首要任務是學好廣東話和惡補香港文化，說：“現在聽和
講廣東話只有五六成，會用兩年時間去學好廣東話和中
文，之後再看適不適合在圈中發展。”Lisa表示有跟老師學
中文和多看電視，遇到不明白的詞語暫時要人翻譯給她，
但她不怕困難會努力克服，會用拼音去牢記生字，最重要
是跟自己說一定會學到，相信能克服語言障礙。

作為香港小姐冠軍要肩負宣傳香港的責任，Lisa也自
知對香港認識不足，決定留港後也會努力學習本地文化，
她說：“香港小姐是一個role model，我會努力展示給其
他國家知道，香港是一個多美好的地方。”在眾多前港姐
冠軍中，Lisa最欣賞十優港姐麥明詩，說：“她讀書很
好，又保持到自我，會努力從她身上學習。”現年25歲的
Lisa仍是單身，她對挑選另一半沒特別要求，也不是憑外
貌去選擇，說：“我不需要找靚仔，最重要是比我高和有
幽默感，溝通到就可以。”

陳楨怡想拍動作戲
亞軍陳楨怡高興當選後出街已有人認得她，社交平

台的追隨者也暴增。問到參選港姐有何得着時，她說：
“最重要是改善了自己怕醜的性格，夠膽去表達自己的意
思，笑容也多一些。”陳楨怡稱當選後會努力做好港姐的榜
樣，讓世界看到香港女性的特質，有活力、有美貌和有
才華。也是從外國回港參選的陳楨怡，表示已由英國
回港3個月，覺得自己未有負擔前可以放心去做自
己想做的事，在大學有參與戲劇演出的她，期
望可以加入劇組拍劇，立下5年目標，她
說：“我好想拍動作戲，例如《飛虎》
或《城寨英雄》這種題材，我自己都
有玩過打拳，相信可應付到動作
場面。”陳楨怡記得在電視城
集訓期間，曾巧遇黃宗澤
和吳卓羲在拍新劇，幻
想有一天能跟他們

同劇演出，當時為免打擾對方就沒有介紹
自己。本身已有穩定男友的陳楨怡，未有
擔心過入行後會影響到感情，大方分享她
曾與男友相隔兩地談戀愛，互相都對大家
有信心，現在只擔心入行後沒有足夠時間
陪男友。

郭柏妍渴望拍拖
季軍郭柏妍覺得參選後令自己不再容易

害羞，因她內向的性格平時甚少發言，閒時
也多“宅”在家，所以戀愛經驗至今仍是
零。入行後，郭柏妍希望有機會拍劇去突
破自己，可以展示自己另外的一面。在歷
屆港姐中，郭柏妍十分欣賞陳凱琳和馮盈

盈，覺得陳凱琳形象正面又親切，做了媽媽後生
活更見精彩。而馮盈盈則是她的學習榜樣，經常
語出驚人但又不會得罪別人的個性最令她欣賞，
希望之後有機會能一起做《#後生仔傾吓偈》節
目。郭柏妍也訂下5年目標，覺得自己仍年輕可
以嘗試是否適合在圈中發展，希望到時能立足圈
中演出有名有姓、有對白的角色就滿足。笑問
沒有拍拖經驗的她會否是缺點之一。

郭柏妍說：“我都想拍拖，想試試
與男朋友鬧交的滋味，其實我沒有什
麼要求，圈內或圈外人都可，最
重要是大家合得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本年度“第39屆香港電影
金像獎頒獎典禮”因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取消了過往的實
體頒獎禮，於5月初改由金像獎主席爾冬陞在網上公布賽
果，獎座再補發予得獎者，相隔5個月，各得獎者相繼成
功領取到獎座。其中曾國祥執導的《少年的你》成為本年
度大贏家，囊括了最佳電影、導演、女主角、新演員、編
劇、原創電影歌曲、服裝造型設計及攝影8項大獎，所有
獎座亦已集齊在曾國祥手中。而導演曾國祥8日於其社交
平台展示以“V”字形排列的10座金像獎獎座，他留言呼
籲：“終於收到實物了！請各位物主認領！”他更特別標
註了最佳女主角周冬雨、最佳新演員易烊千璽等人，主要
是幾位得獎者都不在香港，國祥希望他們看到之後再安排
如何來領取。至於8個獎項出現了10個獎座，是因為當中
最佳編劇獎項多於一位得獎者，才頒了共10個獎座。

麥長青太太生日
陳豪夫婦飯聚祝壽

《少年的你》金像獎獎座到手
曾國祥呼喚周冬雨易烊千璽認領

■■謝嘉怡謝嘉怡((中中))、、陳楨怡陳楨怡((右右))和郭柏妍和郭柏妍((左左))分別榮膺本年分別榮膺本年
度香港小姐冠度香港小姐冠、、亞亞、、季軍季軍。。

■■左起左起：：梁諾妍梁諾妍、、沈卓盈和鄺芷凡沈卓盈和鄺芷凡88
日拍攝節目日拍攝節目。。

■■洪永城未考慮是否洪永城未考慮是否
跟女友聯名買樓跟女友聯名買樓。。

■三位港
姐同樣訂
下 5 年目
標，期望
可以在圈
中立足。

■■ 謝嘉怡首要任務是學好廣東話和惡補香謝嘉怡首要任務是學好廣東話和惡補香
港文化港文化。。

女友常提在其物業加名 洪永城支吾以對：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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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未

来几周内签署一项关于移民的行政令

，为非法入境美国的儿童提供获取公

民身份的途径。

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西班牙语

电视网络Telemundo的采访时说，该

措施的一个方面将涉及“童年抵美者

暂缓遣返计划”(DACA，又称“梦想

生”计划)。

特朗普称，“我们将给他们获得

公民身份的途径。”他打算在几周内

“以法令形式”签署相关法律。

白宫证实了这一说法。白宫声明

称，特朗普准备就此问题与国会合作

，协商“梦想生”计划的立法解决方

案，但强调说，特朗普未计划特赦非

法入境者。

据报道，“梦想生”计划旨在保

护某些年轻移民不被驱逐出境，并允

许他们获得工作许可。特朗普于2017

年9月下令废除“梦想生”计划，大

约70万移民受到影响，其中超过51万

人来自墨西哥。

2020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

特朗普政府废除“梦想生”计划的举

措，这被视为白宫在强硬移民政策上

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不过，该裁决

并未阻止特朗普重启废除该计划的相

关程序。

7月初，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曾到

访白宫，与特朗普会晤。报道称，移

民问题被排除在访问议程之外。

特朗普将签移民行政令
涉及梦想生计划

据《欧洲时报》西班牙版报道，根

据西班牙外交部数据，截至2020年5月

31日，西班牙政府批准113份签证，比

2019年同期的一半还少。2019年的前五

个月，西班牙共批准285份“黄金签证

”。2019年一整年的数字共批准681份

，达到近年最高峰值。疫情会否影响

“黄金签证”？疫情会影响西班牙房产

吗？《欧洲时报》专访西班牙中国律师

事务所主任季奕鸿律师，他结合多年实

际操作经验，谈了他的看法。

2019年在西班牙投资而获得黄金签

证的外国人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但

2020年政府颁发的“黄金签证”数量骤

然下降。

其中，中国的投资者减少得最快。

2019年1月至5月31日，有180份黄金签

证是中国人的，2020年仅为65份。尽管

如此，中国仍然是西班牙获得黄金签证

最多的国家。

季律师说，投资移民的业务从2月

底就停滞了，现在也没恢复。原因是交

通不畅。目前中国跟西班牙的航班非常

少。想要投资移民的人现在过不来。要

做“黄金签证”，首先要本人的银行开

户，然后看房子，最后再拿绿卡。现在

人都过不来，所以根本没法做投资移民

。季律师认为，要等疫情在全球缓解以

后，航班宽裕了，有关投资移民的业务

才会重新启动。或者疫苗生产出来以后

，大家不再担心自己因为旅行被感染，

再做投资移民。

其次，投资移民对各国房地产价格

影响不大。中国人是在西班牙投资移民

最多的，但在西班牙一年内成交的几十

万套房子里，中国人买的也只占几百套

，显然对西班牙房价的影响是微乎其微

的。

季律师认为这次的疫情过后，经济

会很快恢复。从这次疫情中会发现，现

在政府做决策反应是很快的，两天就会

出一个政策。因此，政府的快速反应和

决策也是会对西班牙早日走出疫情影响

非常积极的因素。

律师解读疫情后
西班牙“黄金签证”

会受影响吗？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加拿

大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门迪奇诺

(Marco Mendicino)撰文称，移民是加拿大

21世纪成功的关键。

据 《 加 拿 大 移 民 通 讯 》 (CIC

News)报道，门迪奇诺在最近撰写一

篇有关移民对加国经济重要性的文章

中称，“我们继续实施的渐进式移民

政策，为加拿大在 21 世纪的成功奠

定了基础”。

他在文章中写道，虽然新移民在加

拿大重新起步可能非常艰难，但加拿大

为新移民提供了许多成功的机会，而移

民也在这个过程中，从经济上和社会效

益上回报加拿大。这是一个积极、有益

的循环。

门迪奇诺的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从意大利来到加拿大，如今，他是

加拿大无数成功移民的一个典范，更承

担着吸引移民、外国工人和国际学生的

使命，负责制定有助于延续这个积极循

环的政策。

门迪奇诺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了新的

移民目标计划(Immigration Levels Plan)，

该计划将支持更高目标的吸引新移民数

量。尽管该计划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但

门迪奇诺一直坚称，移民仍将是加拿大

的一个优先考虑事项。

门迪奇诺在最近撰写的文章中也再

次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我们的重

点必须始终是将顶级人才吸引到加拿大

。”

移民部预计，一旦疫情结束，会有

更多全球人才涌入加拿大。

加拿大移民部长
移民是加拿大成功关键

当地时间4月15日 18点，希

腊卫生部宣布：当日新增22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希腊全国

累计确诊2192例，死亡102人，重

症72人。

希腊政府发言人佩萨斯15日

表示，将在4月 27日前宣布有关

如何取消限制措施的消息。4月27

日也是目前实施的限制措施的到

期时日。

佩萨斯在15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政府官员已经在制定

路线图，将逐步、有控制地放开

限制措施。他说：“与实施这些

措施相比，取消他们的过程将更

加复杂。因为部分人将比其他人

更晚迎来解封的好消息。”

希腊政府一直在说服民众待

在家中，减少不必要外出，降低

感染风险。佩萨斯指出，“过去

几周里，希腊人牺牲了自由、工

作、团聚换来了现在的初期成效

，只有坚持到底，才能把希腊尽

快从疫情中解脱出来，恢复如初

。”

希腊政府发言人齐奥德拉斯

在疫情发布会上也重申，疫情的

关键期在4月，而4月关键取决于

复活节，疫情期间的限制措施都

是必要和重要的。

希腊卫生部部长基基利亚斯

15日接受外媒采访时，被问及关

于取消限制措施的问题时说：

“根据疫情的具体发展情况，我

们将在4月底前决定下个月我们该

采取何种措施。最重要的标准是

保护包括老年人。当然，我们会

根据反馈和民众的反应来进行重

新评估。”他同时提醒民众继续

注意保持社交距离。

基基利亚斯还提到了对人口

进行检测的模式，并强调：“我

们正在寻找一种检测模式，对特

定人群进行检测。检测过后我们

能参考结果解除一些限制措施，

同时，政府也能够对其他措施进

行控制或重新评估。”

希腊将发行7年期国债，“黄金签

证”申请也将更便捷

14日，希腊财政部副部长斯

卡拉基亚斯在参加希腊房产行业

举行的电话会议上称，未来几天

内，政府将宣布外国投资者可以

通过代理人申请黄金签证的计划

。这也是未来几周内政府即将推

出的几项重要措施之一，目的也

是为5月初开始重启经济做好铺垫

。

卡拉基亚斯表示：“政府正

在计划开展一切必要的活动、服

务及业务，以吸引更多海外买家

到希腊投资。与此同时，我们也

将努力消除房地产市场目前存在

的官僚作风，加快步伐，用比疫

情暴发前还要快的速度尽可能多

的吸引外国投资者。”他还表示

，政府期望寻求特别的协议，以

便更为快捷的审核海外人士投资

希腊房地产市场的申请。”

据外媒报道，希腊政府近日

将发行新一轮7年期债券，旨在疫

情期间增加市场流动性以及增加

更多现金流入。随着政府支持经

济的措施的逐步实施，公共支出

猛增，财政收入出现巨大缺口。

信贷部门人士表示，4月份执行的

一系列支持措施所需资金额将达

到约70亿欧元，延迟宵禁至5月

和6月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所以

国家将需要120亿至170亿欧元的

现金流。此外，欧洲南部的大多

数国家已陆续发行了债券，这也

给雅典施加了开发市场的压力。

有市场专家分析，此次发行

规模将接近早前政府债券的发行

规模，约25亿欧元，利率可能在

1.7%-1.8%左右。

希腊国际航班仍将继续暂停

根据希腊卫生部和内政部作

出的一项部长级联合决定，希腊

将延长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空中和

海运交通的限制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

5月15日下午3:00前，往返于

土耳其、英国、荷兰、西班牙、

意大利和德国的航班仍被禁止。

继续对非欧盟国家的第三国

人员的“非必要旅行”继续采取

限制。仅允许欧盟国家、申根国

家公民及其配偶、子女入境。

其他一些特殊人员也可入境

，主要包括：将投身希腊疫情防

控工作的医护人员和专家；欧盟

和申根国家长期居留证件持有者

；执行政府公务的人员；外交使

团、国际和地区组织、人道主义

组织成员，执行任务的军人；转

机乘客。其他需要入境的乘客可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向所在国家或

地区的希腊使领馆申请禁令豁免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申根协定

，欧盟公民不受禁令的影响。

经济或将大幅衰退

14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布了一份经济报告，报

告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宏

观经济造成的冲击，预计 2020

年希腊经济将倒退10%。这是欧

元区内的最高数字，得出这一数

字的主要原因是旅游业是希腊经

济的两大支柱之一，但疫情对旅

游业的打击最严重。

这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

(Gita Gopinath) 撰写的报告指出

，希腊经济在遭遇衰退冲击之

后，将于 2021 年增长 5.1%。戈

皮纳特表示，该结论是基于疫

情在 2020 年年底减弱或消失的

设想而来，不过，就目前的形

势观察，疫情的发展仍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

该报告还分析了希腊2020年

失业率和赤字情况，预估2020年

希腊失业率将升至22.3%，2021年

失业率将徘徊在19%左右；2020年

经常性项目赤字将达到希腊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6.5%，而到2021

年将降至3.4%。

另据报道，政府将在未来几

天内宣布有关航运、能源和私人

诊所方面的援助计划，这些计划

主要以财政资助形式开展。深受

疫情打击的航运业将率先获得财

政支持，其中爱琴海的所有渡轮

航线将从4月 21日起转为至少一

个月的补贴服务项目，以保证有

效连通希腊岛屿与大陆以及沿海

航运公司的可持续运营。希腊的

能源公司将获得政府的贷款担保

。而4月份希腊私人诊所的营业额

下降了60%，他们也将获得政府提

供的财政扶持。

希腊“黄金签证”
申请将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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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佩真是在去年初投入新片

《戀愛好好說》演出，當時她頂

著彰化海濱寒風，卻一點也不以

為苦。她在片中飾演一位回芳苑

老家奔喪的台北女子茉莉，卻在

整理母親遺物時睹物思人，捲入

母女往日回憶裡。雖然芳苑冬天

海風冰寒刺骨，「吹著海風看著

海」讓余佩真至今記憶猶新。但

她卻表示，風大完全不干擾她的

演出情緒，甚至能助她進入戲中

的喪母情緒，讓她將失去親人的

孤獨感，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現

實中余佩真跟家人情感很好，生

命中的生離死別經驗不多，但這

樣也讓她更能理解該角色在親人

離世的悲傷，深深覺得「這是人

性裡最脆弱的部分」。

至於和吳宏修相擁拍吻戲的

感覺，余佩真表示在對戲時，能

從他眼神看到「純真和善良」，

使兩人當下的交流十分真實。吳

宏修在《戀愛好好說》飾演一名

裝潢工人，因為修繕余佩真母親

遺留下來的餐廳，而和余佩真發

生一段感情。有趣的是，由於吳

宏修個性熱情搞笑，和戲中角色

差距甚大，讓余佩真每次演戲都

得「把他戲外的活潑好客形象，

狠狠地從腦袋甩開」，才有辦法

繼續演下去。幸好吳宏修在拍攝

當下是深情專注的，「交流起來

其實很舒服」。余佩真表示，

「吻戲對我而言，難的不是兩片

嘴唇的接觸，而是怎樣讓觀眾對

角色的心靈感覺一觸即發」她很

開心演出《戀愛好好說》帶給她

探索的機會。

電影《戀愛好好說》改編

自日本傳奇女作家岡本加乃子

的短篇小說，並由台日聯合出

資拍攝，劇情以「說不出口的

愛情」為主軸，以三個篇章、

描寫三對男女在跨年前後發生

的愛情際遇。由本屆金曲獎得

主余佩真和「桃影影帝」吳宏

修主演的最後一段《撩亂》，

描述被狂風鎖在海濱餐廳的一

對陌生男女，意外燃起奇妙愛

情的故事，電影最後愛情像狂

風般、能將牛捲飛上天的震撼

一幕，今天試片時讓不少觀眾

嘖嘖稱奇。有趣的是，該片主題

曲《抱歉 我不抱歉》由A-Lin主

唱，余佩真還特別錄製視頻大推

，演唱起該曲更是別樹一格，觀

眾可欣賞。而這部由新科金曲得

主余佩真、「桃影影帝」吳宏修

聯手談愛的電影《戀愛好好說》

，將於10月23日全台上映。

余佩真
告白引轟動
《戀愛好好說》
深情獻吻很投入

以一句以一句 「「謝謝我的太太謝謝我的太太」」轟動金曲獎頒獎典禮的女星余佩真轟動金曲獎頒獎典禮的女星余佩真，，最近也推出最近也推出

新片新片《《戀愛好好說戀愛好好說》，》，她在這部三段式電影中她在這部三段式電影中，，演出最後壓軸的演出最後壓軸的《《撩亂撩亂》，》，將將

因為處理母親遺物因為處理母親遺物、、而捲入回憶愁緒與初萌愛情之間的都會女子而捲入回憶愁緒與初萌愛情之間的都會女子，，詮釋得令人詮釋得令人

揪心揪心。。演演、、唱唱、、詞曲創作俱佳的余佩真詞曲創作俱佳的余佩真，，不僅曾為不少影視作品配樂不僅曾為不少影視作品配樂、、演唱演唱，，

更曾以更曾以《《通靈少女通靈少女》》前身的短片前身的短片《《神算神算》》主角主角 「「君雅君雅」」勇奪台北電影獎最佳新勇奪台北電影獎最佳新

演員演員。。有趣的是有趣的是，，大膽在金曲獎頒獎典禮告白真愛的她大膽在金曲獎頒獎典禮告白真愛的她，，這次在新片這次在新片《《戀愛好戀愛好

好說好說》》卻與男主角吳宏修有段卻與男主角吳宏修有段 「「撩亂撩亂」」愛情愛情。。該片今天舉行試片該片今天舉行試片，，余佩真表示余佩真表示

，，因為吳宏修本人與片中角色差距極大因為吳宏修本人與片中角色差距極大，，她還特別做好前置作業她還特別做好前置作業，，幸好片中兩幸好片中兩

人相擁的吻戲人相擁的吻戲，，吳宏修演來深情專注吳宏修演來深情專注，， 「「交流起來其實很舒服交流起來其實很舒服」」。。這部改編自這部改編自

日本女作家岡本加乃子小說的電影日本女作家岡本加乃子小說的電影《《戀愛好好說戀愛好好說》，》，將於將於1010月月2323日在台上映日在台上映。。

魏德聖導演醞釀 20 年推出

的史詩級電影計畫《臺灣三部

曲》，日前在高雄南星計畫區

搭建『麻豆社』場景，本周也

在屏東縣大鵬灣啟動古大灣市

鎮場景動工儀式，隨著電影計

畫逐步實施，第一階段的群眾

募資也在今日（7日）中午達標

破億，集資人數共18195人，成

為臺灣史上第2高募資金額及第

2高人次的案例，並達成臺灣電

影史上集資金額最高的紀錄，

魏德聖導演感謝說：「真的感

謝大家相信我和團隊，我們絕

對不會讓你們丟臉。」

《臺灣三部曲》劇組本周

一在屏東縣大鵬灣順利舉行場

景動工儀式，魏德聖導演感謝

屏東縣長潘孟安、交通部觀光

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

長陳煜川、屏東縣前議長林清

都等長官大力支持，潘孟安縣

長也在臉書上分享募資訊息，

帶動民眾在回饋品方案節結束

前，加入集資行列，魏德聖導

演說：「謝謝3位長官在回饋品

方案進入倒數和即將破億前助

攻，幫我們在3天內累積了3千

多人加入募資。」

魏 德 聖 導 演 近 來 與 知 名

YouTuber「Ku's dream 酷的夢」

與「英國叔叔Allan」合作拍攝

臺南旅遊影片，2支影片上線後

，4 天內吸引 87 萬人次觀看，

Ku也阿莎力承諾將把影片利潤

全數捐給《臺灣三部曲》集資

計畫，請網友粉絲分享影片，

並說：「如果比較多人看，那

可以捐給魏德聖導演的錢比較

多一點！」真摯的心意感動不

少觀眾，在影片釋出後，集資

民眾暴增千人，集資金額更是

飆高。

魏德聖導演希望能帶來自

法國的Ku與英國Allan遊覽老家

臺南風光，提議帶他們去紀念

英國牧師的巴克禮公園散步，

並品嚐從小吃到大的美食郭家

蛇肉。由於片中除了會有西拉

雅人、漢人，也會有大量的西

方人，Ku主動詢問魏德聖導演

：「演員挑好了嗎？剛好我們

這裡有中文很流利，臺語也會

講的外國人？」導演承諾一定

會讓他們加入演出，Ku則笑說

：「大家如果想看我們在魏德

聖導演的電影裡出現的話，一

定要多支持電影！」

魏德聖導演感謝Ku和Allan

的力挺，他說：「Ku真的很夠

義氣，他在影片最後還呼籲大

家一定要支持《臺灣三部曲》

募資，真的非常感謝！」他一

直在思考如何給Ku和Allan安排

適合的角色，「我在想什麼角

色對他們來說最有意思，觀眾

也會覺得有趣，目前已經有些

想法了」，透露會給他們荷蘭

文台詞，也笑說：「不過以西

洋人為主的是電影第3部《應許

之地》，大家要看到可能要等

到2026年了。」

《臺灣三部曲》第一階段

集資計畫於今年8月5日開始啟

動，至回饋品方案結束的 10月

10 日為止，團隊感受到臺灣民

眾的鼎力支持，雖然經過首波

的熱情贊助後，數字金額一度

陷入平緩，但隨著魏德聖導演

率團隊開工動土，以及電影團

隊的幕後花絮釋出，和各界媒

體、意見領袖等協助宣傳，募

資金額也再度攀升，今終在 64

天內達成破億成果，魏德聖導

演與劇組團隊相當感謝各界的

力挺與幫忙。

《臺灣三部曲》第一階段

集資雖達成預設的1億元目標，

但距離總拍攝成本近 40億，還

有很長的路。第一階段集資回

饋品方案將至10月 10日截止，

參與集資的民眾能獲得《首部

曲：火焚之軀》概念設計的回

饋品，請民眾把握最後倒數3天

的機會！

10月 10 日之後，第一階段

的集資計畫將持續至明年 8 月

，自由贊助、火焚之軀電影票

和企業贊助方案都會持續進行

，自由贊助方案為臺幣 200 元

起，將會贈送魏德聖導演親筆

簽名感謝卡；火焚之軀贊助方

案則是臺幣 600 元，可獲贈電

影票交換券 1 張以及紀念木管

1 個，有興趣的民眾與企業歡

迎與《臺灣三部曲》集資官網

洽詢。

《臺灣三部曲》群眾集資破億
達成臺灣影史集資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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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里，哪怕季节已进

入立秋，却丝毫没有秋意，室外的空气似热浪般袭

来，出趟门秒变“烤鸭”，好想找个又美又凉快的

地方躲起来。

这不，国内还真有这样的神仙地，当其他地方

开启了热情似火的夏天模式，它却进入繁花似锦的

最美时节。

这里就是有着“人间天堂”和“小瑞士”之称

的伊犁。

雪山、草原、花海、湖泊，关于你对新疆盛夏

光年所有美妙的想象，都浓缩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

多少人不远数千里奔赴而来，只为了一睹“塞

外江南”的风情。但在这个美到窒息的地方，如果

只是走马观花的游览，未免有些可惜。

不妨跟着瞧妹，来一场伊犁慢旅吧。

5天的行程，我们按赛里木湖——霍城薰衣草

基地——特克斯——那拉提草原——巴音布鲁克这

个线路来慢慢玩。

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位于博尔塔拉州博乐市境内北天山山

脉中，距离伊犁首府伊宁市约两小时的车程，是去

伊犁的必去之地，所以把它作为第一站。

沿着天山山脉向西行，当一片宛如蓝宝石的湖

水出现在眼前时，闻名遐迩的赛里木湖到了。

4月25日—10月10日期间来游玩是要收取70

元门票的。不过，当你进入景区后就会发现，这门

票花得值。

因为，此时的赛里木湖，风景如诗如画。

远处，尚未消融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

光芒；近处，湖水清澈湛蓝，湖边绿草如茵，百花

绽放，错落的毡房点缀其中，牛羊在悠闲地吃草散

步，怎么看都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躺在柔软的草坪上，看着眼前的美景，一路的

车马劳顿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消散。

日落时分，湖水被夕阳染成一片金色，雪山的

倒影与蔚蓝的湖面融于一体，美得令人心醉。

晚上，住在牧民的毡房里，品尝着地道的哈萨

克菜，喝着牧民现做的奶茶，不失为旅途中的一大

乐事。

霍城薰衣草基地

从赛里木湖出来，一路前行，经过果子沟大桥

，便来到薰衣草基地。

位于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的薰衣草基地，是

“中国薰衣草之乡”，也是世界最著名的三大薰衣

草产地之一。

基地门票分淡季和旺季价格不等，旺季时35

元/人，淡季时17元/人。

每年6-8月花开时，这里便迎来最美的时节，

成片的紫色“地毯”绵延数里，仿佛大地上延展的

梦境。

这也是瞧妹最期待的紫色浪漫之旅。

行走在蓝天白云之下，放眼望去，满目蓝紫，

簇拥而开的紫色小花儿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不

同的色彩，宛若如梦如幻的童话世界。

徜徉于其中，汹涌的花香扑鼻而来，这是不用

去普罗旺斯就能体会到的紫色浪漫。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基地除了赏花，还有更多

有趣的活动，比如亲手做薰衣草蜡烛、香皂等DIY

创意产品，甚至还能烘焙、烧烤......

想一想在如此浪漫的地方烧烤，是一种什么样

的体验？

当然了，如果不想去薰衣草基地的话，路边有

当地花农种植的花田，每人付5-10元，即可进入花

田拍照参观。

建议穿浅色衣服，会拍出唯美大片的感觉。

在这里，瞧妹要提醒大家的是，若要购买精油

等薰衣草制品，建议回到伊犁市区买，当地价格偏

高不说，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特克斯

看完薰衣草紫海云天的浪漫美景，下一站，我

们去一个神奇的小县城，地处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

。

传说特克斯八卦城最早是由南宋道教全真七子

之一的丘处机设计的，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一座保存

完整、卦爻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八卦城。

这里另一个神奇的地方是，整个县城居然没有

红绿灯。

因为所有的街道路路相通、环环相连，无论你

从哪个方向走，都可以抵达目的地，再加上每条街

道和路口设置了方位和说明，所以没有红绿灯也不

会出现交通拥堵现象。

对于瞧妹这样的路痴来说，不知道会不会迷

路。

在八卦城吃完午饭后，下午便可前往喀拉峻草

原。草原位于特克斯县南喀拉峻山，距离八卦城约

50公里。

比起呼伦贝尔一马平川的大草原，喀拉峻草原

山峦起伏，层次更为丰富，草原与雪山隔着绿色的

悬崖峭壁，更为险峻壮美。

素有“五色花海”和“立体草原”之称的喀拉

峻草原，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山天然优质大草原，此

时正是百花绽放之时。

景区门票 80元/人，购完票后从大门乘坐观

光车到达鲜花台，这里是俯瞰草原全景的最佳位

置。

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从琼库什台村骑马抵达，

大约需要5小时，沿途经过森林、河流、高山、牧

场，慢慢走，慢慢欣赏。

晚上吃烤肉，感受一回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

豪放。晚饭后，围着熊熊篝火，听着欢快的冬不拉

，跳起热情的新疆舞，哈萨克人的洒脱，你也可以

拥有。

那拉提草原

沿218国道一路往东，便到了新源县的那拉提

景区。

景区门票分淡季和旺季，旺季6月-9月95元/人

；淡季4月-5月、10月-11月：75.00元/人，空中草

原区间车40元/人次。

此时的那拉提已进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延绵广阔的草甸上，盛开的野花、自由的牛羊

，与远处的雪山、蓝天、白云融于一体，如同一幅

浑然天成的油画。

没有来过这5个地方，就不算到过伊犁

沿着山间小道一直往山上行走，或者是开车上

去，大约半小时左右就到了著名的空中草原。

身处海拔两千米以上的草原，蓝天白云就在头

顶，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这种站在巅峰的感觉

果然不错啊。

草原的夜晚，是属于星空的。

坐在毡房旁看斗转星移，也是一件极具浪漫的

事。城市里难得一见的清澈星空，在这里可以尽情

欣赏。

巴音布鲁克

位于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

的巴音布鲁克，虽然不在伊犁境内，但距离伊宁市

区只有4小时的车程，所以也是去伊犁必打卡之地

。

巴音布鲁克，意为“泉水丰饶”，是仅次于呼

伦贝尔的中国第二大草原。

因为景区门口没有售票处，需要在巴音布鲁克

镇买票，也可以网上订票，票价是155元，含区间

车。

机动车只能行至巴西里克观景台下方两三公里

的地方，想要上去，需要坐电瓶车或者骑马。

建议选择骑马，一边悠闲地骑马，一边惬意地

赏景拍照，莫不是途中的小确幸。

当你站上观景台时，眼前豁然开朗。

数不清的泉眼分布在绿色的草地上，与融化的

雪水汇流成河，千转百回，在茫茫草原上蜿蜒前行

，宛若一条游龙。

这就是著名的九曲十八湾美景。

据说，在傍晚时分，太阳从地平线落下，万道

霞光射向草原，最美的时候可以倒映出九个太阳。

大批摄影爱好者扛着长枪短炮，蹲守在此，只

为了能拍下“九个太阳”的奇观。

九曲十八湾的下一站，便是著名的天鹅湖。

它是亚洲最大、我国唯一的天鹅自然保护区，

每年6月份左右，大量天鹅来此繁衍栖息。

来这里，你一定不要睡懒觉。因为，惊喜在清

晨。

当太阳升起时，成群的天鹅、野鸭、百灵、云

雀，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水鸟在湖面上争相鸣叫、

嬉水、觅食。

整个湖面如同百鸟大舞台，热闹非凡，喜欢摄

影的朋友可别错过出大片的机会。

有人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

不知新疆之美。

在瞧妹眼里，伊犁不仅景美，更重要的是它舒

适。在这里，你可以卸下一切，做回那个任性的孩

子。

骑马、拍照、奔跑，或者是坐在天边发发呆，

肆意的享受自由奔放的时光。

美丽的大草原上，抬头是蓝天，低头是牛羊。

在辽阔的自然山川面前，不管有多少烦恼，都能抛

诸脑后。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千里迢迢

奔赴这里的原因吧。

而此时的伊犁，已进入色彩斑斓的世界，百花

盛开、绿草盈盈……

那么，赶紧与多彩的伊犁来一场美丽的约会吧

。

温馨提示：

1.随身带好身份证。

2.早晚温差较大，带好厚/薄外衣和防晒装备，

另外进入景区前最好自备一些食物和水。

3.旅途中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建议出行

前准备一些必备药品。

4.伊犁的吃住及门票都不是很贵，除去往返的

交通费用，2000元即可满足整个行程的需要。

没有来过这5个地方，就不算到过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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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資深插花老師張淑貞和她精彩資深插花老師張淑貞和她精彩
的的 「「水月流水月流」」 作品作品。。

當天展出現場擺滿了精緻的花藝作品當天展出現場擺滿了精緻的花藝作品。。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 資深插花老師張淑貞介紹她資深插花老師張淑貞介紹她
「「草月流草月流」」 作品作品。。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羅復文處長在花展開幕式羅復文處長在花展開幕式
上致詞上致詞。。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在花展開幕式上致詞許勝弘院長在花展開幕式上致詞。。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插花班老師陳由美介紹插花的秘訣插花班老師陳由美介紹插花的秘訣。。（（左起左起 ））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插花班示範插花班示範
老師陳由美老師陳由美，，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主委何怡中，， 「「松松
年學院年學院」」 董事長董事長、、僑務委員陳美芬在展覽會上僑務委員陳美芬在展覽會上。。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 資深花藝老師張淑貞資深花藝老師張淑貞（（中中 ））與董與董
事長陳美芬事長陳美芬（（右右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左左 ））在展覽在展覽

現場合影現場合影。。

松年學院師生國慶花藝展由松年學院師生國慶花藝展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羅羅
復文處長復文處長（（中中），），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二右二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主委何怡中（（左二左二），），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右一右一），），許勝弘許勝弘
院長院長（（左一左一））共同主持開幕剪綵儀式共同主持開幕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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