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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ers’ broad attack sets cyber experts 
worldwide scrambling to defend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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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Suspected Russian hackers who broke into 
U.S. government agencies also spied on less high-profile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groups in Britain, a U.S. internet 
provider and a county government in Arizona, according 
to web records and a security source.

More details were revealed on Friday of the cyber espi-
onage campaign that has computer network security teams 
worldwide scrambling to limit the damage as the outgoing 
administration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ffered 
little information.

In Britain, a small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were compro-
mised and not in the public sector, a security source said.

Shares in cyber security companies FireEye Inc, Palo Alto 
Networks and Crowdstrike Holdings rose on Friday as 
investors bet that the spate of disclosures from Microsoft 
Corp and others would boost demand for security technol-
ogy.

Reuters identified Cox Communications Inc and Pima 
County, Arizona government as victims of the intrusion 
by running a publicly available coding script here from 
researchers at Moscow-based private cybersecurity firm 
Kaspersky. The hack hijacked ubiquitous network man-
agement software made by SolarWinds Corp. Kaspersky 
decrypted online web records left behind by the attackers.

The breaches of U.S. government agencies, first revealed 

Inside C2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have said the 
hackers were believed to 
be working for the Rus-
sian government. Kremlin 
spokesman Dmitry Peskov 
dismissed the allegations.

by Reuters on Sunday, hit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
ty,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tate Department and Department 
of Energy. In some cases the breaches involved monitoring 
emails but it was unclear what hackers did while infiltrating 
networks, cybersecurity experts said.

Trump has not said anything publicly about the intrusion. He 
was being briefed “as needed,” White House spokesman Brian 
Morgenstern told reporter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Robert 
O’Brien was leading interagency meetings daily, if not more 
often, he said.

“They’re working very hard on mitigation and making sure 
that our country is secure. We will not get into too many details 
because we’re just not going to tell our adversaries what we do 
to combat these things,” Morgenstern said.

No determinations have been made on how to respond or who 
was responsible, a senior U.S. official said.

SolarWinds, which disclosed its unwitting role at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hack on Monday, has said that up to 18,000 users of 
its Orion software downloaded a compromised update contain-
ing malicious code planted by the attackers. The attack was be-
lieved to be the work of an “outside nation state,” SolarWinds 
said in a regulatory disclosure.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have said the hackers were 
believed to be working for the Russian government. Kremlin 
spokesman Dmitry Peskov dismissed the allegations.

On Friday, U.S. Representative Stephen Lynch, head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Reform 
panel’s natio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sai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very disappoint-
ing.”

“This hack was so big in scope that even our cybersecurity ex-
perts don’t have a real sense yet in terms of the breadth of the 
intrusion itself,” adding that it would take some time to fully 
vet all the agencies and targets.

The breach appeared to provid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with an immediate headache when he takes 
office on Jan. 20. His transition team’s executive 
director Yohannes Abraham told reporters on Friday 
there would be “substantial costs” and the incoming admin-
istration “will reserve the right to respond at a time and in a 
manner of our choosing, often in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Microsoft, one of the thousands of companies to receive the 
malicious update, said it had notified more than 40 customers 
whose networks were further infiltrated by the hackers.

Around 30 of those customers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Microsoft said, with the remaining victims found in Canada, 
Mexico, Belgium, Spain, Britain, Israel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Most worked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
nies, some think tank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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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zer and Moderna bolster global vaccine hopes

It’s been a busy week on the vaccine front, with both the 

Pfizer/BioNTech and the Moderna doses posting prom-

ising results, heating up the race for first-place status.

Both companies are using a new technology that em-

ploys what’s called mRNA to prompt an immune re-

sponse — a technique with Canadian roots, via stem cell 

biologist Derrick Rossi and a glowing mouse — and in 

recent weeks have emerged as front-runners in the vac-

cine race.

In the first major update of the week, Massachu-

setts-based Moderna released an early look at the results 

from its final phase of human testing, which suggested 

its candidate could be as much as 94.5 per cent effective.

Moderna also gained a slight edge over Pfizer when it 

comes to the “cold chain” problem. The new technol-

ogy both are using was expected to need storage 

conditions as cold as -80 C, but Moderna says it 

has figured out how to keep the doses stable for a 

month in normal fridge temperatures.

Not to be outdone, Pfizer announced two days later 

that its final phase of testing was now complete, 

and that the dose was 95 per cent effective with 

no serious safety effects. This wraps up a trial of 

43,000 volunteers conducted at 151 sites in six 

countries.

The companies’ results also represent good news 

for seniors, with data suggesting doses are very ef-

fective in older adults. While cold storage remains 

an issue for Pfizer, the company did say it has de-

veloped special temperature controlled shipping 

container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paid $1.95 billion 

for 100 million initial doses of the Pfizer vaccine. 

Pfizer says it could have up to 50 million doses 

availabl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f approved.

Next up? Pfizer submitted the results to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or emergency use approval 

last Friday, and it has said a peer-reviewed study is 

in the works.

AstraZeneca publishes a study on Phase 2 results

The spotlight was focused squarely on Pfizer and 

Moderna this week, but AstraZeneca also published a 

study on its Phase 2 results, which was notable for the 

promise it held for seniors, and the fact that it was a 

study at all.

AstraZeneca is the Swedish-British company that has 

been working on a vaccine with the University of Ox-

ford. They’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furthest along 

of the vaccine candidates that are not using mRNA — 

the promising but new technology being pioneered by 

Pfizer and Moderna.

Many companies are putting out results before they’ve 

been scrutinized by other scientists — a practise oc-

casionally derided as “science by press release.” But 

AstraZeneca’s Phase 2 results appeared in the journal 

The Lancet, available for anyone to read.

HHS secretary Alex Azar offered up a timeline on 

Tuesday regarding who would be the first to receive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if they can start rolling 

out the jabs next month as planned.

The results themselves are more good news for se-

niors. Older adults have borne the brunt of the pan-

demic, and yet vaccines aren’t always as effective for 

them, prompting worries in some circles that these 

first COVID-19 doses might not work for those who 

need it most.

But the AstraZeneca study suggested not only that its 

vaccine could spark an immune response in all age 

groups, but it appeared to be “better tolerated” in older 

adults.

The third and final phase of human testing for that 

vaccine is ongoing. (Courtesy www.thestar.com/news)

Most States Aren’t Ready For Distribution                                         

Of The Leading COVID-19 Vaccine

Officials Are Trying to Hit “a Moving Target”

Health officials stressed that the plans are still evolv-

ing as they receive changing information. Even though 

Pfizer’s vaccine has long been seen as the likely 

front-runner, details from the trial, including the vac-

cine’s efficacy in specific populations like the elderly, 

have yet to be published. Shipping and storage logis-

tics are also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be fine-tuned with 

each passing week.

“It’s a moving target,” Dr. Philip Huang, director of 

the Dallas County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part-

ment, said. “There’s new info every day.”

The changing details make it harder to plan, and some 

officials acknowledged they haven’t gotten very far.

“There are too many variables still to be worked out at 

the federal level,” a spokeswoman for the Georgia De-

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aid by way of declining an 

interview request for this article. “Much of what hap-

pens going forward will depend on the vaccine itself, 

when we receive it and what the protocols will be for 

prioritizing distribution among various populations.”

The problem with waiting for details on the vaccine to 

be revealed is that mass immunization is a multilay-

ered process, involving public communication cam-

paigns, ordering of equipment, hiring of staff, training 

of vaccine providers and the added complexity, in this 

pandemic, of making sure all vaccine sites are safe and 

won’t contribute to the spread. Operation Warp Speed 

has said its goal is to begin shipping the day that a 

vaccine is given the green light by the FDA, so states 

need to be ready at any moment.

 For the initial months after the Food and Drug Admin-

istration signs off on a vaccine, the CDC advised state 

and local health authorities to prioritize health care 

workers, then move on to other essential workers and 

at-risk populations such as nursing home residents. 

Access would expand to the general public as manu-

facturing ramps up to make more doses available.

Who will get the vaccine first and when will it be 

rolled out?

HHS secretary Alex Azar offered up a timeline on 

Tuesday regarding who would be the first to receive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if they can start rolling out 

the jabs next month as planned. 

The elderly in nursing homes and assisted living facil-

ities will likely be the first to the vaccinated.  Adults 

with underlying medical conditions that put them at 

risk of severe COVID-19 illness and people over 65 

years of age could also fall into this initial category, 

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 Operation Warp Speed’s 

strategy plan.  Inoculations of healthcare workers and 

first responders will follow, with a goal to complete 

those shots by the end of January. Azar said he expects 

to have enough vaccinations for ‘all Americans’ by the 

end of March to early April. 

A final priority list is still being determined by the 

CDC’s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

tices that will based, in part, on vaccine efficacy data 

from the various trials, including Pfizer and Moderna.  

But there are a lot of details left to determine with-

in those broad categories. Some health care workers 

have more exposure than others; North Dakota wants 

hospitals to document how they decided whom to vac-

cinate first. Maryland is prioritizing people in jails and 

prisons (where sharing close quarters has led to severe 

outbreaks), but states like Idaho and Mississippi have 

scheduled them for later. (Courtesy www.propublica.

org  and www.dailymai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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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me!          Wear Mask!

Where Do We Fit In The Big Picture?

On The Vaccine Front Lines –
Fall-Winter 2020

KEY POINTS
The search for more COVID-19 vaccines to finally                                                                                    
bring the pandemic under control is moving fast.

Teams around the world are at work on dozens of potential                                                 
vaccines in the hopes that one — and possibly more — will crack the code                                          

in the coming months: passing clinical testing and gaining regulatory approval.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already rolling up their sleeves for clinical vac-
cine testing, while debates about the reality issues are underway, in-
cluding: Who should get a vaccine first? How will it be distributed?                                                    

How do we make sure parts of the world aren’t lef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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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
tration advisory panel recommended to
approve the second coronavirus vaccine
from Moderna.

This new vaccine comes as the first vac-
cine from Pfizer has started its distribu-
tion process.

But as the vaccinations begin, recorded
cases of new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re rising to new levels as hospi-
tals are running out of space and energy

to provide sufficient care.

Health experts say Americans have an
important choice to make. The upcoming
holidays and festive gatherings could
help drive another surge of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and inevitable deaths.

We are so happy that Congressman Al
Gree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ouston
Food Bank, the Texas Division of Emer-
gency Management and the Internation-
al Trade Center will present a Free

Drive-Thru COVID Test-
ing and Food Distribution
event on Saturday, De-
cember 19th at 1111
Bellaire Blvd. in the Inter-
national District.

We really appreciate
Congressman Green’ s
caring so much care
about our community.
We also have many com-
munity leaders who will
join us to help with the
event.

This is such an important
event for our community.
Every year we sponsor
events to celebrate the
holidays, but this year is
very different. So many
people need to get help
and we all need to give a
helping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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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thiopian girl stands at the window of a temporary shelter, at the Village 
8 refugees transit camp, which houses Ethiopian refugees fleeing the fighting 
in the Tigray region, near the Sudan-Ethiopia border, Sudan. REUTERS/Baz 
Ratner  

A health care worker collects a swab sample from a man during a rapid antigen test for army 
members and volunteers before the start of a mass test of Vienna’s population in Austria.   
REUTERS/Leonhard Foeger  

Pallbearers, wearing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carry the coffin of a patient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inside a church in Athens, Greece. REUTERS/Giorgos Moutaf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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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a 22-months old boy, reaches for a plate with a tortilla with salt and a cooked tomato, at his 
home, in La Palmilla, Guatemala. REUTERS/Josue Decavele

Israeli sailors, including some standing on the Saar-6 corvette, a warship dubbed “Shield” (seen 
in background), take part in a welcoming ceremony by the Israeli navy to mark the arrival of the 
warship,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off the coast of Haifa, northern Israel. REUTERS/Ronen Zvulu

A person gives a swab sample during a mass coronavirus testing to allow students 
home for Christmas, at the Sports Hall of Keele University, in Keele, Staffordshire, 
Britain. REUTERS/Carl Recine

Attendees listen as attorney L. Lin Wood speaks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on election results 
in Alpharetta, Georgia.  REUTERS/Elijah Nouvelage  

The Christmas tree is lit at Rockefeller Center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REUTERS/Eduardo Munoz    



好書閱讀

浪漫小说是“女性鸦片”吗？
从《流星花园》、《恶作剧之吻》、《一

起来看流星雨》、再到近几年的《亲爱的，热

爱的》、《下一站幸福》，偶像剧总是因为过

于模式化和人物的脸谱化被诟病为“玛丽苏甜

剧”。尽管如此，不断重复的“甜甜的恋爱”

的偶像剧总能获得稳定的收视率。尽管观众承

认偶像剧炮制的恋爱故事并不现实，但这不妨

碍他们投射自己的情感，代入主人公的同时产

生愉悦感和认同感。

与现实生活中被观众痛斥的“渣男”不同

，男主人公总是把女主人公视为唯一牵挂的对

象，让她得到情感的濡养和尊重。从这个角度

来说，偶像言情剧也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一种情

感补偿，满足了观众对忠贞爱情的渴望。

今日的言情偶像剧也能在浪漫小说提供的

理想爱情模式中寻到踪迹。在1960年代至1980

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主妇是浪漫小说的忠

实粉丝，无论家务有多繁忙，她们都会抽出时

间阅读，把它作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主妇阅读浪漫小说的社会背景、心理需求以及

产生的影响也能为女性对浪漫爱情的想象提供

一种解读背景。

这些热衷于浪漫小说的主妇到底是怎样一

个群体？浪漫小说炮制的爱情故事是否会在满

足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浪漫想象的同时加重了

性别刻板印象，维护父权统治？如果说，主妇

是出于不满才阅读，那么浪漫小说又是如何利

用爱情故事消解这种反抗的呢？

美国小说家凯瑟琳· 伍德威斯是上世纪70

年代开创浪漫小说的先驱人物。

和现在的言情偶像剧一样，浪漫小说作为

一种补偿性文学为主妇提供了一场理想爱情的

浪漫之旅。主妇们在小说描绘的异域风光中，

体验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方式。在男主人公对女

主人公关怀备至、忠贞不渝的爱情中得到情感

的濡养，弥补在现实生活中，男性伴侣身上无

法实现的渴望。主妇能够在这样的阅读中释放

、缓解自己的不满，并尝试寻找解决之道。她

们试图相信在理想的爱情模式中，女性的才智

和独立会得到欣赏，她面临的被强奸和凌辱的

威胁可以被白马王子拯救，而自己的情欲也可

以在伴侣身上得到释放，她们能够在作为妻子

和母亲的同时保留自身的主体性，而非迷失在

日常生活制造的牢笼中，一味地向他人提供情

感支持，但是自己的情感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

和关注。

然而当浪漫小说的叙事策略试图以“理想

的爱情”为核心解决主妇的困难，却避而不谈

让女性备受限制的社会文化结构时，原本具有

反抗效果的爱情故事就会逐步消解这种反抗，

浪漫小说就只能作为暂时逃避现实的情感补偿

和缓冲地带，大多数主妇放下书本后仍旧回到

日常生活，再次被失落感击重。

杜克大学文学与历史系荣誉教授珍妮斯· A·

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

俗文学》中对热爱浪漫小说的主妇进行调查，

试图探究浪漫小说吸引主妇的原因以及对她们

产生的影响。在和史密斯顿热爱浪漫小说的主

妇进行长期交谈后发现，主妇正是出于对父权

统治引发的情感后果的不满才进行阅读。那些

备受主妇喜爱的理想的浪漫小说也强调了女性

不愿意被男性掌控的意愿，以及对女性的才智

和独立的赞赏。主妇阅读浪漫小说的渴望也从

侧面反映了女性对女性对平等、尊重的亲密关

系的渴望和维护自身主体性的追求。

长期以来，主妇阅读“浪漫小说”的爱好

总会遭到贬低和反对。在主流文化中，它被视为

轻浮、暧昧、露骨、色情的爱好，自诩品味高雅

的男性（包括图书出版商）总是嘲讽阅读浪漫小

说的主妇，将浪漫小说视作“女性鸦片”。在家

庭中，她们有时也需要偷偷摸摸地阅读，因为这

种行为总会引发丈夫和孩子的不满，虽然丈夫的

不满与妻子所看的书籍类型并无多少关连，他们

更加抗拒的是妻子的沉浸式阅读会减少在自己身

上投入的精力。主妇也会因为自己的爱好产生愧

疚和自责的情绪，反思自己是否在小说上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即使没有证据表明她们会因

此疏于照顾家人，或是效仿书中的女性在昂贵的

衣饰上耗费大量的财力。

尽管阅读过程总会遭遇阻碍，主妇也不愿

意放弃阅读浪漫小说的爱好。她们试图为自己

的阅读权利辩护，声称这种兴趣爱好和男性喜

爱的电视节目无异，都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不过主妇并没有单纯地将浪漫小说视为纯粹

消磨时间的方式，她们不仅有意识地将它安排

进日常生活中，还试图将自己的阅读行为与美

国中产阶级相信知识与成功和地位紧密相连的

价值观相联系，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合理化

自己的阅读需求。

拉德威在采访中发现，除了小说描绘的浪

漫爱情，史密斯顿的主妇对小说中描绘的历史

和地理知识也相当感兴趣，十分注重浪漫小说

的教化功能，认为自己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了解

当地的风俗习惯、城市风貌，开拓视野和见识

。当主妇将自己在小说中学到的诸如烹饪手法

、当地的风俗习惯、交通方式以及地理风貌

（越晦涩越生僻越好）告诉自己的丈夫时，他

们就不再生硬反对妻子的阅读爱好，甚至转身

将这些知识转述给他人。主妇在讲述自己从小

说里学到的知识时也获得了“暂时的权威”，

可以证明自己并非是文化刻板印象的实列——

“头脑简单的家庭主妇除了喂养孩子、熨烫些

衬衫和看一下午的肥皂剧外一无所能。”

但主妇绝非只因为浪漫小说呈现出的百科

全书的特征醉心不已。史密斯顿的女性普遍认

为阅读浪漫小说是逃离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径。

拉德威指出浪漫小说“不仅能让人从日常问题

及责任所制造的紧张中脱身而出，而且还创造

出一个女性可完全独自享有并专注于其个人需

求、渴望和愉悦的时间或空间。这同时也是一

种通往或逃到异域，或者说不同时空的方式。

”主妇可以通过阅读浪漫小说创造“私人空间

”，让自己短暂地从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抽离出

来，向他人宣告这一段时间完全属于自己。从

这个角度来说，主妇的阅读行为本身就可以算

作是一种“独立宣言”。

拉德威发现主妇渴望通过小说逃离日常生

活，暂时摆脱“贤妻良母”的身份与主妇缺乏

情感支持相关。属于从属地位的女性总被要求

向他人提供“情感支持”，却鲜有人意识到她

们自己的情感需求，以及这些需求被不断忽视

和难以满足时的孤独和痛苦。

美国情感社会学学者阿莉· 拉塞尔· 霍克希

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也作证了这一观点。霍

克希尔德指出女性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

“情感劳动”，她们被要求具有更强的“适应

性”和“合作性”，以便更好地照管孩子和丈

夫的饮食起居以及心理层面的需求，源源不断

地提供爱的服务。这时阅读浪漫小说就成了她

们疲惫时的一个缓冲地带。拉德威认为，史密

斯顿钟情浪漫小说的女性与桃乐茜· 霍布森研究

的靠收音机和肥皂剧排遣孤寂感的主妇同具有

相似之处，“用她们的书籍在自己与家人之间

竖起了一道屏障。从而宣部她们暂时闭关，不

准那些想要向她们索求情感支持和物质照料的

人踏入半步。”

美国小说家凯瑟琳· 伍德威斯是上世纪70年代开创浪漫小说的先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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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95% efficacy rates for the Mod-
erna and Pfizer/BioNTech vaccines are 
great news for the U.S. and Europe, Mon-
day’s announcement from Oxford and As-
traZeneca may be far more significan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y it matters: Oxford and AstraZene-
ca plan to distribute their vaccine at cost 
(around $3-4 per dose), and have already 
committed to providing over 1 billion dos-
es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price tags 
are higher for the Pfizer ($20) and Moder-
na ($32-37) vaccines.
Details: The Oxford/AstraZeneca vaccine 
had an average efficacy of 70% in clinical 
trials, though that rose to 90% under one 
dosing regimen (patients received a half 
dose, and then a full dose one month later).
• While that fell short of numbers reported 
by Moderna and Pfizer, it’s well above the 
50% efficacy threshold set by the FDA.
The Oxford/AstraZeneca vaccine can 
also be stored at standard refrigeration 
levels for six months.
• Moderna’s vaccine can be kept under 
standard refrigeration for 30 days but oth-
erwise must be stored at -20°C
• Pfizer’s must be stored at -70°C, a re-
quirement that few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quipped to handle.

By the numbers: AstraZeneca has al-
ready promised 940 million doses to de-
veloping countries and another 300 mil-
lion to the COVAX initiative, according 
to Duke University’s tracker.
• Moderna is also a participant in the 
COVAX initiative, through which 
wealthier countries will subsidize ac-
cess for poorer ones.
• But Moderna’s chief medical officer 
told Axios last week that when it came 
to COVAX, the company hadn’t “quite 
aligned with them on how many doses 
and when those doses would be avail-
able.”
• Pfizer is not a participant in COVAX.

Data: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Map: Naema Ahmed/Axios
Breaking it down: Pfizer has sold 
a minimum of 614 million doses to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just a com-
bined 14 million in bilateral deals with 

lower-income countries (Ecuador, Leb-
anon and Peru), according to Duke’s 
tracker.
• If rich countries exercise their options 
to buy more of the Pfizer vaccine, they 
could swallow up nearly all of the 1.3 
billion doses the company aims to pro-
duce in 2021.
• Moderna has also been selling almost 
exclusively to rich countries.
• In addition to the 1.24 billion for de-
veloping countries, AstraZeneca has sold 
1.17 billion doses to rich countries (the 
U.S., EU, U.K., Japan, Australia and 
Canada).
The flipside: AstraZeneca will manu-
facture its vaccine in multiple countries, 
including India and Brazil, and aims to 
produce a total of 100 million to 200 mil-
lion doses per month by the spring.
• Both India (500 million doses) and 
Brazil (100 million) have secured their 
access to the vaccine, as have countries 
including Indonesia (1oo million), Ban-
gladesh (30 million), Egypt (30 million) 
and Argentina (22 million), according to 
the Duke tracker.

What to watch: While countries like 
Canada, the U.S. and the U.K. have 
hedged their bets by buying enough dos-
es of multiple vaccine candidates to cov-
er their populations several times over, 
less wealthy countries are cutting deals 

wherever they can.
• At least 11 countries plan to obtain Rus-
sia’s vaccine candidate, Sputnik V. The 
government says the vaccine is 92% ef-
fective and has given it partial approval, 
but has made only limited data available.
• China has also promised several coun-
tries access to its vaccine candidates, 
several of which are in late-stage trials. 
Related

Key Information About The
Effective COVID-19 Vaccines

The race for a COVID-19 vaccine is 
ramping up, with three major candidates 
now reporting efficacy rates of more than 
90%.
Why it matters: Health experts say the 
world can’t fully return to normal until 
a coronavirus vaccine is widely distrib-
uted. But each potential vaccine has its 
own nuances, and it’s likely that multi-
ple vaccines will be needed in order to 
supply enough doses for universal vac-
cination.
• Some global vaccines have been ap-
proved for limited distribution, including 
vaccines in China and Russia that did not 
wait for Phase 3 results before authoriza-
tion.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warn skip-
ping steps could pose serious risks.
• No vaccines have been approved for 
full use.

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The major vaccine candidates

Pfizer-BioNTech:
• Efficacy: 95%
• Vaccine type: mRNA
• Doses required: 2
• Storage: Five days in a refrigerator or 
-70C for long-term storage
• Manufacturing: Up to 50 million dos-
es in 2020 and 1.3 billion in 2021, per 
Pfizer

• Cost: $20 per dose
• State of play: Pfizer has applied for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 
from the FDA.

Moderna:
• Efficacy: 94.5%
• Vaccine type: mRNA
• Doses required: 2
• Storage: 30 days in the refrigerator or 
six months at -20℃
• Manufacturing: 20 million in 2020 
and up to 1 billion in 2021, per Moderna
• Cost: $32-37
• State of play: Moderna said it plans to 
apply for an EUA in the next few weeks

Oxford-AstraZeneca:
• Efficacy: 62% to 90%, depending on 
dosage (average 70.4%)
• Vaccine type: Combination of com-
mon cold virus and coronavirus genetic 
material
• Doses required: 1.5
• Storage: Six months in the refrigerator
• Manufacturing: Total annual capacity 
of 3 billion doses, per AstraZeneca
• Cost: $3-4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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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ing, in New Delhi. Photo: Jewel Samad/AFP via Getty Images

Oxford And AstraZeneca’s Vaccine
Won’t Only Go To Rich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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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以来，从华盛顿开始，到特朗普为

止，一共有45任总统，其中没能连任的，我没仔

细算过，但粗略一排摸，至少有十几个。

但“不能连任”，其实有好几种原因。

第一种，客观原因不能连任的，比如在任上

死亡。

这里面包括自然死亡和被刺杀。

比如美国的第九任总统威廉· 哈里森，在宣誓

就任总统后一个月，就因为感染了肺炎而去世了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任上的总统，也

是任期最短的总统。

还有第29任总统沃伦· 哈定，虽然他的死因曾

有争议。

至于在第一任上就被刺杀的总统，有名的比

如第35任总统约翰· 肯尼迪，相对没那么著名的有

第20任总统詹姆斯· 加菲尔德（上任4个月就被刺

杀了）。

第二种，主观不愿意连任的。

比如创造“柯立芝繁荣”的美国第30任总统

约翰· 柯立芝。他是在之前提到的第29任总统沃

伦· 哈定病逝于任上后接替的，然后赢得了选举又

做了一任。按理他还可以再参加一任竞选（因意

外接任总统的副总统要做满两年才算做过一任）

，但他觉得那样的话就会在白宫呆太长时间了，

就放弃了。

第三种，就是主观想连任的，也参加了竞选

，但最终失败了。

如果把那些没能连任的总统都写下来，那就

是洋洋洒洒一大篇了，所以这篇文章就围绕第三

种来吧。

而且第三种相对比较有意思。

不好意思，如果要把符合第三种情况的美国

总统都写一遍，篇幅其实也不小的。

所以就再切一刀：以赫伯特· 克拉克· 胡佛

（Herbert Clark Hoover）为界，聊聊他之后的谋求

连任失败的美国总统。

胡佛是美国第 31任总统，任期是 1929 年到

1933年。

为什么要以他为界呢？因为我想从一战后的

美国说起。尽管美国在19世纪末GDP就超过了英

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我个人觉得是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才彻底成为了无可争议的

世界第一强国。而相对于以往，世界第一强国的

总统选举更能引发全世界的关注。

在胡佛之前，真正经历一战的美国总统是第

28任总统威尔逊，但他连任成功了；第29任总统

哈定，死在了第一任任上；第30任总统柯立芝，

之前说过他放弃了连任，所以就轮到了第31任总

统胡佛。

他是一战后美国第一个谋求连任失败的总统

。

胡佛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14年到

1915年期间在伦敦担任美国救济委员会主席，帮

助12万名贫困的美侨返回祖国，战后又担任了美

国粮食总署署长职位，这几段履历给他加分很多

。随后，他在柯立芝政府里担任商务部长，声望

更加高涨。

胡佛是在1929年3月4日宣誓就任第31任美国

总统的，当时他才55岁，可谓年富力强，而且又

经验丰富。

《华尔街日报》在庆祝胡佛就职时发表评论

：

“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商业打成一片

。毫无疑问，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

他将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

胡佛确实是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入主白宫的，

当时美国正处于空前的“柯立芝繁荣”中，胡佛

自己也自信地认为美国的经济制度已被证明是

“完美无缺”的，并表示“美国比以往任何国家

的历史上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困。”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所谓的“柯立芝繁荣

”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酝酿的击鼓传花游戏

，不幸的是当花传到胡佛手里的时候，鼓声停了

。

更要命的是，胡佛在1930年为了兑现竞选时

的承诺——提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帮助美国农

民，签署了著名的《斯姆特· 霍利法案》，扣响了

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扳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陷入

空前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使得胡佛的形象一落千丈，他的口

碑差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在美国，由于很多人只

能住木板和破铁皮搭建的小屋，这种小屋就被人

戏称为“胡佛屋

”；很多人只能

靠抓野兔和松鼠

充饥，这些动物

被称为“胡佛猪

”，至于穷人聚

居的地方，被称

为 “ 胡 佛 村

”——胡佛上任

前曾豪言要带给

美国人美好的生

活，但他的诺言

全落空了。

当然，资本

主义世界的周期

性经济危机不能全怪到胡佛一个人身上，但他在

一些应对措施上确实难辞其咎。这也导致了他在

谋求连任时，遇到了极大困难。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1932年和

胡佛竞选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实在太强大了——

放到整个美国历史上排名也能进前五的总统：富

兰克林· 罗斯福。

那年的总统竞选，罗斯福和胡佛获得的选举

人票分别是472票和59票——罗斯福几乎是以碾压

式的优势获胜的。（不过四年后罗斯福谋求连任

时获得的选举人票更惊人：523张，他的对手兰登

只获得了可怜的8张）

众望所归，胡佛下台。

现在轮到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 福特了。

福特是密歇根大学的橄榄球队的主力中锋并

率队一年保持不败，他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

位，他参加了二战中多场对日本的战役……这一

切的光鲜履历让他在后面的从政之路上顺风顺水

，一路高升。

福特的命运，是和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 尼

克松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1972年，尼克松以访问中国“破冰”等一系

列政绩震惊世人，声望达到巅峰。在这一年他谋

求连任的竞选中，一共获得了521张选举人票，而

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的麦戈文，只获得了区区

17张选举人票。

但令人费解的是，即便拥有如此压倒性的优

势，尼克松居然还派人去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

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侦查“敌方”动态，结果他

的手下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

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参见

《为什么丑闻都会叫“XX门”？》）

1973年11月27日，当时已被全国口诛笔伐焦

头烂额的尼克松，任命福特为副总统。

临危受命的福特也帮不了尼克松什么——后

者在1974年8月8日终于抵挡不住，成为了美国历

史上第一位主动辞职的总统。

尼克松一辞职，福特就变成了总统。

留给福特表现的时间只有两年。

这时候，美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

生产持续下降，失业人数激增，通货膨胀严重，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福特为此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削减政府费用

、平衡预算和维持高利率、紧缩货币和信贷等措

施，但收效不大，经济继续下行，到了1975年初

的时候，全国失业率已经超过了9%。

经济上一筹莫展，福特在政治上也下了一招

错棋——但这可能也是他当初能当上副总统的代

价：

1974年9月8日，就在尼克松辞职一个月后，

福特行使总统权利，宣布对尼克松进行特赦：无

条件和完全赦免尼克松在他总统期间犯的任何罪

行。

这一举动引起全国大哗，公众们认为自己有

理由相信：福特和尼克松其实就是一丘之貉，根

本不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和政府带来任何新的改变

。

1976年的总统竞选很快到来。

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福特成功被提

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在随后的选举中，

他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 卡特。

这场失败，让福特创造了两个纪录：

他成为了1932年胡佛之后第一个竞选连任失

败的总统。

他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经过选举就

担任总统的人。

当然，那是因为他谋求连任的竞选失败了。

好了，现在来说福特的继任者——第39任总

统吉米· 卡特。

卡特是在竞选中击败福特后就任总统的，但

他似乎也无法摆脱福特的厄运——只做了一任美

国总统。

应该说，卡特的四年任期内，美国在外交方

面是颇有建树的。

在卡特的牵头下，美国与巴拿马签订了《巴

拿马运河条约》，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关于和平

解决中东问题的原则性协议《戴维营协议》，进

而在第二年又签订了《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

美国和苏联也签订了双边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美正式建交，就是在

卡特的任期内完成的。

1978年，卡特在没有征询国会或要求国会同

意的情况下，就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转而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

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结束了两国长达

30年的不正常外交关系。

但是，卡特在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上，还是

一筹莫展。在卡特的任期内，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逐年上升，1976年为6%，1980年已升至12%以上

，失业率高达7.5%。

而影响卡特连任的最关键一刀，还是来自外

交。

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一群学生冲入美国在

德黑兰的驻伊朗大使馆，扣留了66名美国外交人

员，随后得到了伊朗政府的认可——这就是著名

的“伊朗人质危机”。（参看《逃离德黑兰》）

在处理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卡特一直主张避

免与伊朗政府直接冲突，而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寻

求人质的释放。结果这场事件从1979年11月4日

一直拖到1981年1月20日，长达444天。期间卡特

虽然批准过一次特种部队的解救人质的行动，但

一败涂地。

这场人质事件引发了美国民众对卡特的强烈

不满，也成了他在1980年谋求连任的选举中败给

共和党候选人、三流演员出身的罗纳德· 里根的重

要导火索。

令人唏嘘的是，1981年1月20日，也就是伊朗

送还所有被扣押人质的那天，恰恰就是里根宣誓

就任总统的日子。这背后固然也有已经陷入“两

伊战争”的伊朗希望送“礼包”给里根的意思

（有不少人认为当时里根的竞选团队与伊朗政府

背地里有勾兑），但卡特自己在任内没有解决这

场危机，也确实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卸任后的卡特，依旧积极投身国际和平事业

。尤其他和中国方面还是保持良好的互动。

1981年，卡特夫妇访问中国。虽然他当时的

身份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但依旧获得了极高规

格的接待：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钓鱼台国宾

馆设宴款待，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也亲自接

见了他们。

2020年8月5日，卡特通过中美民间外交视频

对话会致贺信，表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政策使两

国和世界享有空前的和平与繁荣，尽管存在分歧

，两国仍能在诸多领域展开合作。

尽管只做了一任总统，但在2002年，卡特还

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对了，卡特如今已经96岁了，依旧健在。他

也是目前在世的最年长的美国总统。

最后来说说老布什——美国第41任总统。

老布什全名叫乔治· 赫伯特· 沃克· 布什，因为

他的儿子乔治· 沃克· 布什后来也当了美国总统，

所以为了区别起见，我们叫他老布什。

老布什在任期间，可以说真的是拿到了一副

好牌——至少是在外交上。

在老布什的任内，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发

生了解体，一度与美国对峙的共产主义阵营遭受

了巨大挫折，以至于日裔美国人福山发出了著名

的“历史的终结”论断：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

，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在另一方面，在1991年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

的“海湾战争”中，布什授权的“沙漠风暴”行

动取得了近乎完美的成功，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

，美国展示了用高科技武装到牙齿的军事打击力

量，美国的声望和威慑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老布什却依

旧没能连任。

现在回过头来看1992年的那场总统选举，确

实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首先，老布什遭遇的是当时光芒四射的阿肯

色州年轻州长比尔· 克林顿，克林顿挑选的竞选搭

档是实力强劲的田纳西州参议院阿尔· 戈尔。

其次，在这场刺刀见红的惨烈搏杀之中，又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独立参选人罗斯· 佩罗

（Ross Perot）。这位身家超过40亿美元的大富豪

自筹超过6000万美元成立“改革党”参加竞选，

从而把1992年的这场选举变成了美国历史上罕见

的奇特选举。

最终，罗斯· 佩罗居然得到了全国19%的选票

，这是自有独立候选人参选以来的最佳成绩。克

林顿得到了43%的选票，而老布什得到了37.5%的

选票——必须承认，罗斯· 佩罗相当程度上分掉了

很多原本略倾向于老布什的中立选票。

但如果再往深挖掘一层的话，老布什还是输

在了了内政，确切说是经济上。

199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200亿美

元，是1980年时的3倍，全国各地经济复苏乏力，

民众普遍对未来感到悲观。老布什解决财政赤字

的措施是削减政府开支，但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压力下，他最终还是使用了“加税”这个办法

——然而这却违背了他竞选时的诺言，引发民众

强烈不满。

老布什确实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但他却无

法改变美国总统胜选的实质：

他可以嘲讽说：“连我家的狗都比民主党的

那两个人懂外交”，但克林顿阵营立刻就能反唇

相讥，留下那句著名的话：

“笨蛋，问题是经济！”

因为经济，老布什只做了一任总统。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老布什和中国的关系也

是不错的。

早在1974年，老布什就携夫人芭芭拉来到北

京，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第二任主任，任职了13

个月。在就任美国总统一个月之后，老布什就借

出席日本天皇裕仁葬礼的机会正式访问了中国

——打破了美国总统上任后必先访问西欧的惯例

。

2009年9月27日，美国休斯敦地区华侨华人把

“2009年杰出中国之友奖”授予老布什夫妇，表

彰他们30多年来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出的杰

出贡献。

2018年11月30日，老布什去世，享年94岁。

在此之前，他是健在的美国总统中最长寿的一位

（他比卡特大半岁）。

美国为老布什举行了国葬，白宫下半旗致哀

。

老布什之后的28年里，就没有再出现连任失

败的美国总统了。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出现重大失误，美国总

统基本都能连任，即便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虽

然在任期间美国民众对他褒贬不一，但在连任竞

选上还是涉险过关。

直到这一次，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特朗普

了。

在美国历史上，
多少总统连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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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英超]]埃弗頓埃弗頓11--00切爾西切爾西

20202020//2121賽季英超第賽季英超第1212輪輪，，切爾西客場切爾西客場00比比11不敵埃弗頓不敵埃弗頓，，西古德西古德
森射入點球森射入點球，，埃弗頓埃弗頓22次門框救險次門框救險。。切爾西切爾西1717場不敗被終結場不敗被終結。。

白老虎贏迪拜競賽總冠軍白老虎贏迪拜競賽總冠軍

DPDP世界巡回錦標賽決賽輪世界巡回錦標賽決賽輪，，馬修馬修--菲茨帕特裏克奪冠菲茨帕特裏克奪冠，，李李--維斯特維斯特
伍德獲得第二伍德獲得第二，，摘得迪拜競賽總冠軍摘得迪拜競賽總冠軍。。

德國柏林德國柏林Treptower ArenaTreptower Arena音樂廳內音樂廳內，，工作人員正在組裝新冠疫苗工作人員正在組裝新冠疫苗
接種中心的相關設施接種中心的相關設施。。德國疾控部門公布的單日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德國疾控部門公布的單日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人數再創新高人數再創新高，，達達2367923679。。德疾控部門負責人警告稱德疾控部門負責人警告稱，，疫情可能會迅速疫情可能會迅速
惡化惡化，，確診數恐將出現指數級增長確診數恐將出現指數級增長。。

德國征用音樂廳改建為新冠疫苗接種中心德國征用音樂廳改建為新冠疫苗接種中心

罕見罕見！！寺廟藏於懸崖峭壁寺廟藏於懸崖峭壁
壹根柱子撐起建築群壹根柱子撐起建築群

甘露寺甘露寺，，位於福建省泰寧縣大金湖西岸位於福建省泰寧縣大金湖西岸，，始建於公元始建於公元11461146年年（（宋宋
紹興十六年紹興十六年），），屬於巖寺屬於巖寺。。巖穴高巖穴高8080多米多米，，深和上部寬約有深和上部寬約有3030多米多米，，
但下部寬只有但下部寬只有1010多米多米，，呈倒三角形呈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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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公布了大英博物館公布了20202020年的便攜式古物計劃發現成果年的便攜式古物計劃發現成果。。今年民眾今年民眾
在自家院子的發現物有所增加在自家院子的發現物有所增加，，而真實發現的古董數量也有增加而真實發現的古董數量也有增加，，尤其尤其
是在是在33月月2222日至日至55月月1313日及從日及從1111月月55日開始的這兩段時間日開始的這兩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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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紀錄片正在呈現
全面真實立體的國家形象

近日，紀錄片《中國》正在芒果TV

、湖南衛視熱播。與以往大多數紀錄片

不同，《中國》不局限於某壹段歷史、

某壹個主題或者某個事件的講述，而是

以“人”的視角回到壹個個歷史現場，

挖掘從春秋時期開始，對今日中國最具

影響力的人和故事，並通過電影化的拍

攝手法，再現中國歷史群星的個人選擇

及閃耀瞬間。

從自然地理到人文歷史，從政治經

濟到社會文化……近年來，展現國家形

象的紀錄片在創作視域上不斷擴大、創

作手法不斷豐富，中國的國家形象也愈

加清晰完善。如今，無論是在國內觀眾

的認知中，還是在國際社會的舞臺上，

“中國”二字承載著厚重的內涵，也正

在拓展外延，被越來越多的人熟知和喜

愛。然而，如何拍好壹部講述中國的紀

錄片，如何向世界呈現全面、立體、真

實的國家形象，是創作者壹直在探討的

課題。

全景式呈現，探尋文化自信的獨特
打開方式

近年來，以《航拍中國》為代表的

自然地理類紀錄片，用全景式的俯瞰、

航拍視角破題，兼顧全方位的點位覆蓋

和多樣化的地貌類型，帶領觀眾感知既

熟悉又新鮮的中國大地。以《舌尖上的

中國》為代表的美食類紀錄片，圍繞中

國人對美食和生活的美好追求，用具體

人物故事串聯起中國各地的美食生態和

飲食文化。以《超級工程》為代表的科

學工程類紀錄片，聚焦國內重點尖端科

技工程，將那些建築過程中鮮為人知、

驚心動魄的場景納入紀實鏡頭。以《不

忘初心 繼續前進》為代表的政論型紀錄

片，全景展現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戰略，生動講述激蕩人心

、打動世界的中國故事。

面對“呈現中國形象”這壹時代命

題，很多紀錄片創作者的做法是選擇壹

個視角或領域，輔之以匹配契合的手法

予以呈現。除了以上類型，歷史文化類

紀錄片更是重要組成部分。

近期正在芒果TV及湖南衛視播出的

紀錄片《中國》則在眾多以時間為軸、

以朝代更替為篇章的歷史紀錄片中更加

深入思考，將“人”這壹元素凸顯出

來，以孔子、孟子、嬴政、劉徹等在歷

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為講述對象，

以個體的經歷和思想為切入點，刻畫出

時代群像，串聯起歷史脈絡。中國傳媒

大學副教授趙如涵表示：“紀錄片《中

國》梳理了從春秋時期到盛唐期間，對

中國歷史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以及

相關故事，探尋‘中國何以成為今日之

中國’。此類歷史題材紀錄片，不僅要

以影像的方式呈現歷史脈絡，更要讓觀

眾從歷史的維度中審視現實，進而堅定

文化自信。”

國家形象已經逐漸成為世界各國人

民對其他國家認知和態度的重要了解途

徑。而紀錄片作為壹種“非虛構”的媒

介形式，具有對壹個國家的各方面進行

較為完整地呈現與記錄的功能。從《舌

尖上的中國》到《航拍中國》《星空瞰

華夏》再到正在熱播的《中國》，這些

紀錄片從不同角度全景式詮釋了中國的

國家形象，用壹幅幅生動多彩的畫卷，

讓世界更了解中國，也讓當代的中國人

，在影像中探尋中國精神、中國力量、

中國自信的源泉和密碼。

話語體系切換，革新中國形象的傳
統敘事表達

紀錄片對國家形象的建構，切忌生

硬的灌輸和說教。紀實影像搭配專家訪

談，是很多紀錄片的常用表現手法，即

使融合了“以小見大”“多視角人稱”

等，在講述時也容易讓觀眾感到審美疲

勞。前些年，紀錄片《河西走廊》的出

現，讓人眼前壹亮，它改變了以往單純

講述歷史的傳統思維方式，沒有采訪，

沒有紀實段落，完全用解說與音畫牽引

，采用劇情紀錄片“虛實結合”的敘事

結構來再現歷史、勾連當下，演繹河西

走廊乃至絲綢之路的文化與歷史，成為

壹部電影式講故事的紀錄片。

由《河西走廊》原班人馬擔綱總制

片人的紀錄片《中國》采用了情景再現

、去劇情片化的方式，讓演員飾演歷史

人物、還原歷史故事，讓上下五千年的

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熠熠生輝。例如，

紀錄片伊始，早年間孔子拜訪老子時，

高談闊論、意氣風發，那是年輕氣盛的

雄心勃勃；後來孔子在杏壇開始講學，

在傳授知識中他獲得了充實與滿足；晚

年的孔子走遍列國卻四處碰壁，影片將

演員臉上的滄桑、失望甚至懷疑的瞬間

精準捕捉，將孔子及其弟子們顛沛流離

的境遇細致刻畫，觀眾從這些富有情感

的表現中更能夠理解孔子的壹生所求以

及儒家思想的緣起和內涵。

在中央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

師趙睿看來：“場景再現能夠給予個體

情緒 充分的表達空間，壹方面更易推動

情節發展，另壹方面通過片中人物的命

運感讓歷史人格化，讓觀眾隨歷史人物

經歷心緒起伏。紀錄片將歷史課本中、

史料記載中的文字變成了鏡頭下的豐富

色彩，歷史也隨之有了更加立體化的呈

現，影片的演繹也不再囿於歷史影像黑

白枯燥。”

值得壹提的是，紀錄片《中國》

沒有單純延續常規的影像表現，而是

打破紀錄片與影視劇的視聽語言壁壘

，融匯戲劇舞臺的假定性和象征性手

法，建立起鮮明的、自成壹系的美學

風格。《中國》制片人李東珅表示：

“《中國》用假定性來表現真實感，

用不合理來表達合理性。”紀錄片

《中國》以歷史壹以貫之，打破了觀

眾對於歷史紀錄片沈悶枯燥的刻板印

象。全電影化的聲音制作模式與畫面

構成散文詩般的場景，在展現獨具壹

格的東方美學的同時，不斷革新中國

形象的敘事表達。

文化走出去，紀錄片正在發揮國家
相冊的重要作用

在國際傳播中，紀錄片承載著國家

相冊的功能。這些年來，中國紀錄片通

過國際合作、平臺建設等多種手段，讓

中國故事走出國門，擁抱世界，在建構

跨文化語境下立體多元的中國形象過程

中，讓世界更了解中國。

壹部紀錄片能否順利進入國際市場

傳播，關鍵在於能否讓國外觀眾產生共

鳴。紀錄片的創作者和傳播者不能只

“求異”而忽略“求同”，還應註重研

究國外受眾的心理、口味和欣賞需求，

增強與國外受眾的共通性和心靈溝通。

紀錄片《做客中國——遇見美好生活》

以“精準扶貧”作為切入點，融入外國

主持人共情參與的形式，嘗試用國際視

角解讀、聚焦我國精準扶貧工作，用國

際眼光來呈現中國精準扶貧的發展成就

。用第三人稱講述的方式，通過體驗互

動等環節，建構了他者視角下的國家形

象。正在熱播的《中國》以中國思想和

制度為主線展開講述，藝術性和戲劇結

構降低文化折扣，讓中華文化走出國門

，將更多唯美留在外國觀眾的心中。

為了讓紀錄片能真正實現走出去，

讓更多外國觀眾能在講述中國人文和歷

史的紀錄片中找到共鳴，《中國》以更

開闊的國際視野觀照創作，例如日本著

名音樂家梅林茂參與了整個音樂的創作

等，與國際知名創作團隊合作，在保證

視聽效果的同時，也大大降低了跨文化

交流的障礙，試圖進壹步突破文化交流

的壁壘。

近年來，壹部部優秀的國產故事

紀錄片應運而生，借助紀錄片這壹國

際通行的傳播語態，積極向世界講述

著生動有趣的中國故事，展示著中國

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在中山大學傳

播與設計學院博士後劉黎明看來，

“壹部好的紀錄片可以喚醒觀眾的國

家意識和民族自豪感，更在某種意義

上是對國家形象的壹次影像建構”。

當下，中國紀錄片發展正迎來大好機

遇，壹大批優秀紀錄片走出國門，以

精良的制作水平、國際化的創意表達

、專業化的傳播手段吸引越來越多的

國際受眾，讓世界讀懂壹個更加真實

、立體、全面的中國。

《隱秘而偉大》導演王偉:李易峰演技獲贊意料之中
繼《白夜追兇》之後，導演王偉作品《隱秘而

偉大》播出後再次引起廣泛關註。融合了職場、家

庭、情感、諜戰等多重元素的《隱秘而偉大》，將

鏡頭對準日常生活、人間百態，劇中極具煙火氣的

敘事鋪陳，講述的原生家庭、職場生態等話題，都

讓觀眾從中獲得了極大的情感共鳴。

這部以小人物成長史為切入點的作品，著重展

現的不是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而是重在講述人物

內心的成長變化，以及在黑暗的時代裏人們的抉擇

與追尋。在導演王偉看來，《隱秘而偉大》是以刻

畫人物為主，關註的是普通人內心的希望和掙紮，

“我們要做的是把人物寫活，然後人物自然會帶著

故事走。”

以人物帶動情節 導演與演員相互成就
《隱秘而偉大》以平民視角講述了壹個信奉初

心與理想的小警察顧耀東的成長故事。身為職場新

人，顧耀東以“楞頭青”的形象出場，表面看似愚

笨，但其實不難發現他的聰明所在：推理分析案件

線索，策劃安排營救計劃，準確細致的展現出角色

背後真正的智慧與勇敢。

劇中，李易峰把“顧耀東”的善良、笨拙演繹

的精準到位，也因此收獲了不少好評。對此，王偉

導演坦言這是意料之中的，“我們是最早看到他表

演的人，整個主創團隊當時都有這種感受，相信在

這點上我們和觀眾（感受）是相通的，他的表現的

確給了大家很多驚喜。”

從《白夜追兇》中的潘粵明到《隱秘而偉大》

中的李易峰，都在王偉導演的作品中有著令人贊

嘆的表現，正如他所說，導演與演員之間有些東

西是相互給予的，“當妳在這個演員身上看到了

很多妳沒想到的面，探索了妳對角色的未知空間

，他就能反哺到導演，並且這也會刺激導演產生更

多的想法。”

演員的出色演繹，源於劇本中角色的成功塑造

。無論是善良勇敢的顧耀東、機智成熟的夏繼成，

還是懦弱自私的趙誌勇，都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展

現了那個動蕩時代下人物的不同命運。

“先把人物寫活，然後讓人帶著故事走。”在

導演王偉的創作理念中，當人物成功地塑造出來後

，就會變得有生命力，“後面的命運就已經不是我

們給的了，是這個人物自己就有的，他會帶著編劇

的筆寫下去。”

有創新才有激情 不會被市場左右創作
“人，要忠於自己年輕時的夢想”——這是劇

中引用的壹句話，也是這部劇的主旨理念。當被問

到自己的夢想時，王偉導演直言就是想“做個對社

會有用的人”。反映到創作中，就是拍出來的作品

要有意義，具體到《隱秘而偉大》，王偉認為“家

庭對人的影響還是很重要的，我們這個故事可能把

它放大化了，但確實是很重要，就像之前我看到的

壹句話：‘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壹生，不幸的人用

壹生治愈童年’。其實這就是趙誌勇和顧耀東的區

別。”

“所以說如果趙誌勇出生在壹個幸福的家庭，

內心可以壹直保持光明，他壹定也是個光明的人。

”在王偉心中，喜歡的是顧耀東，同情的是趙誌勇

，“在這個劇裏我唯壹哭過的就是趙誌勇，他本來

是個善良的人，至少在我們設定的時候，他是跟顧

耀東是壹樣的，他內心裏壹直想要出人頭地，但可

惜最後選擇了壹個錯誤的道路。”

在觀劇方式變化越來越快的今天，創作者面對

不同的觀眾需求，也在不斷調整創作方式，以期獲

得更好的收視效果。無論是“倍速”還是“碎片”

看劇，對行業的影響顯而易見，但王偉坦言也許會

有“很多制片人、出品公司會選擇這樣的東西，但

是對我個人來說不會有影響，因為我只做我自己喜

歡的東西。”

盡管看劇方式的改變，是創作者無法左右的現

實，但是王偉並不認為這是創作者的損失，“每個

人看完壹部作品，對他的影響有多少、給他帶來快

樂有多少，是觀眾自己得到的東西，妳也沒法強加

給他。”

以《白夜追兇》成名的王偉，對類似的懸疑題

材作品並沒有繼續拍下去的興趣，“我覺得年輕的

時候就應該多嘗試不同的風格、不同的題材。我現

在每拍壹部戲都有壹些創作的激情和學習的態度在

裏頭，從每壹個行業每壹個年代裏都能學到新的知

識，這樣才能感覺到妳還是在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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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像德普這個級別的明星，能糊得這麽

快，他的巔峰時期從2003年的《加勒比海盜：

黑珍珠號的詛咒》，壹直持續到2016年離婚之

時，這13年他壹共賺了6.5億美元。而今年2月

21日公映的德普新片《水俁病》，他片酬僅僅3

百萬美元，與他在《加勒比海盜》系列中，平均

每部4千萬美元的片酬+分紅相比，不可同日而

語。

就連這個3百萬美元的數字，《水俁病》的

投資人都給得很勉強。因為此前德普在拍攝2018

年《謊言之城》時，有劇組工作人員起訴德普，

稱醉酒/醉毒的德普打了他兩次，投資人因此把

德普《水俁病》的片酬從6百萬砍到了3百萬。

在德普vs《太陽報》案的132頁判決書中

，隨便翻壹翻就會看到很多令人尷尬的細節，

包括德普給艾梅柏的前經紀人發的短信，“希

爾德是在世界範圍內自取其辱，她會罪有應得

的，我需要妳關於舊金山的短信……她吸了

（埃隆· 馬斯克的）彎曲jj，他給了她壹堆差勁

的律師……”

“我對於（艾梅柏）這個拜金、low b、黏

糊糊、用多了的魚攤，心中壹絲壹毫慈悲、恐懼

、感情、愛都沒有……我特別高興她想要打官司

，她會狠狠撞墻的！等不及把這個暢飲jingye的

人趕出我的生活了……我戴著手套都不會碰她的

。”

在給保羅· 貝坦尼的短信中，德普寫到，

“咱們把艾梅柏燒了吧！”保羅開玩笑回復說，

“我想了想，我們不應該燒掉艾梅柏……有她陪

著還挺有意思的，她長得還很好看，而且我也不

確定她是不是女巫（指的是中世紀女巫會被燒掉

）。我們可以采用英式方法，淹死她。”德普補

充說，“那先淹死她，再燒了她，我可以燒完之

後艹她燒過的屍體，確保她已經死了。”

德普也想幹涉艾梅柏的職業生涯，兩人相識

於2011年《朗姆酒日記》的片場，2015年結婚

。德普給自己姐姐寫到，“我想要把她從那部華

納電影中換下來”，德普的姐姐是制片人，此前

和華納有過合作。在本次英國庭審中，德普承認

這部“華納電影”指的就是艾梅柏主演的《海王

》。

德普的粉絲基數夠大，也許會繼續維護偶像

，不太考慮原則問題，而主要關註他所飾演的角

色。而好萊塢的決策者面對德普的毒品問題，可

能沒那麽容易原諒他了——可卡因、酒精、阿普

唑侖（抗焦慮藥物）、聰明藥、奧施康定、迷幻

蘑菇和搖頭丸等等，他什麽都磕。

有證人表示，在澳大利亞拍攝《加勒比海盜

5：死無對證》期間，德普壹次性就會吞下8片

搖頭丸，並針對艾梅柏展開了恐怖活動，最終德

普的手指尖被削掉，他得飛回洛杉磯做手術。

《加勒比海盜5》被迫停工2周，每天要花掉迪

士尼35萬美元。德普稱他受傷是因為艾梅柏沖

他扔了壹瓶酒，傷到了手指頭。

本次《太陽報》案件帶來的最嚴重打擊，是

法官表示他相信艾梅柏提出的虐待指控，“我也

相信希爾德女士提出的，這件事情對於她身為演

員的職業生涯產生了負面影響”，並且拒絕德普

上訴。但12月9日，德普直接向英國上訴法院提

出了進壹步申請，想要推翻這壹次的庭審結果。

在好萊塢當下的#MeToo時代，德普變成了公關

人員的噩夢，沒有片方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再邀請

他了。

德普和艾梅柏2016年剛開始離婚後，還是

有片方願意與他合作的——《東方快車謀殺案》

的20世紀福斯，與《神奇動物》系列的華納。

特別是華納，2018年的聖地亞哥漫展上，他們讓

德普登上了《神奇動物：格林德沃之罪》的漫展

舞臺，震驚了的並不只是當天參加了那場活動的

粉絲們，隔壁廳宣傳《海王》的艾梅柏也懵逼了

。

在當時凱文· 辻原的帶領下，華納與德普簽

了《神奇動物3》的合同，其中不含道德條款。

最終的結果就是，德普的英國官司結果出來後，

華納想要開除他，就需要先支付了1600萬美元

的完整片酬，盡管德普才剛剛拍攝了壹個場景。

早在英國這場官司之前，迪士尼就已經抽身

而去了。德普曾經最大的支持者布魯克海默，在

面對德普《加勒比海盜5》手指受傷事件時也堅

稱是德普“被車門夾了”，希望至少在瑪歌特·

羅比主演的、以女性為主角的系列下壹部中，讓

德普來客串壹下，然而還是被迪士尼拒絕了。

有內部消息稱，德普和布魯克海默的關系也

日趨緊張，他本來要出演布魯克海默制片的《哈

裏· 胡迪尼》美劇，這將是他自《愛麗絲夢遊仙

境2：鏡中奇遇記》《超驗駭客》《獨行俠》這

三部片子都沒能讓片方賺到錢之後，職業生涯的

壹次回光返照。不過英國案子壹出來，這個劇他

也懸了。

在很多人看來，德普的這些負面消息本來是

可以避免被曝光的，但是他不斷在打官司。接下

來，德普還要跟艾梅柏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繼續

打關於誹謗罪的官司，這個官司不論結果，本身

對於德普的形象會是又壹次打擊，因為會曝光更

多關於他私生活的細節，還需要有義務將前曖昧

對象/前女友等人牽涉進來，包括安吉麗娜· 朱莉

、凱拉· 奈特莉與瑪麗昂· 歌迪亞。

許多德普的前任們都已經在他的官司中做了

證人，或者即將要做證人：

凱拉、艾倫· 巴金、朱莉、Lori Anne Allison

、馬良、凡妮莎

這場大戲對於德普來說，會比英國的案子更

糟糕，因為這壹回，舉證的責任落在了他頭上，

開庭時間大概是明年年初。上文提到的《謊言之

城》官司，明年年初也會開庭。

“我很難想象，為什麽會有人想要這麽幹

（指打官司），特別是3周的庭審過後，證人叫

了好多，證據出示無數，英國法官最終得出結論

，德普在12個不同的場合襲擊過艾梅柏”，壹

位艾梅柏團隊的前成員認為。

早在艾梅柏之前，德普打官司就已經是家常

便飯了。他曾經給自己的第壹任妻子Lori Anne

Allison付了125萬美元的封口費，因為據說他當

年留下了壹條很長的信息，裏面不斷用到了

“ni**ar”（尼哥）這個詞。

前女友凡妮莎· 帕拉迪絲和前未婚妻薇諾娜·

瑞德，都是英國案件中他堅定的支持者（德普與

凡妮莎也打過數百萬美元和解費用的官司）；而

前女友艾倫· 巴金稱德普沖她扔過紅酒瓶子。德

普還被兩位保鏢告過，他們稱曾在公關場合，需

要把毒品殘留物從德普臉上抹掉，後來德普跟他

們達成了庭外和解。

德普打官司要花很多錢，然而他工作起來更

花錢。據《好萊塢報道者》得到的消息稱，在拍

攝2015年《黑色彌撒》時，德普雇傭了壹位私

人聲音技術員，專門負責他的耳機需求，“這樣

他就不用背臺詞了”。

在影片拍攝的前期、中期與後期的6個月中

，德普需要他本人和孩子們24/7的保鏢團隊，2

位私人助理，以及1位年薪20萬美元的“獨家助

理”，這些人都要坐頭等艙，最終這方面費用達

到了3百萬美元。在拍攝預算僅僅為1300萬美元

的《水俁病》時，德普要求他自己和私人聲音技

術員都要坐私人飛機。

將《血戰鋼鋸嶺》引進了德國的發行方高管

表示，“就跟梅爾· 吉布森那會兒類似，普通觀

眾對於明星的個人私事也許沒那麽感興趣，有些

人依然會認為，德普還是超級明星。他回歸獨立

電影也許是好事兒，從創造角度來講，獨立電影

的世界中，可以做的事情要比大片方的世界中多

。”

德普就是拍小片出身的，在《加勒比海盜》

系列之前，是《剪刀手愛德華》《艾德· 伍德》

和《查理和巧克力工廠》讓他站穩了腳步。但如

今，《水俁病》這種片子的片酬，可能還不夠德

普14個房子的電費，而好萊塢大片方的門已經

對他關閉了。

“德普是差勁公關的經典案例，”壹位危機

公關專員說，“我把他當成案例，告訴我的客戶

有哪些事情不要做。他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

腳，他是在用石頭砸臉”。

《好萊塢報道者》最後總結說，真正吞噬

世界上這位曾經最吸金明星的，並不是他的暴

力行為、怪異做法和毒品本身，而是他對於復

仇，不可遏制的渴望。（因復仇想要打官司，

壹打官司很多東西就曝光+實錘了）。

從百億美元票房巨星到被開除
"吞噬他的不是毒品與暴力 而是復仇的渴望"

《好萊塢報道者》近日對深陷醜聞泥淖的約

翰尼·德普，進行了長篇報道與分析，其中部分內

容摘選編譯如下。

2018年，英國《太陽報》稱德普是“打老婆

的人”（wife-beater），德普以“誹謗罪”起訴

了這家報紙。今年11月2日，英國法庭認定德普

敗訴，法官表示他相信德普多次襲擊了前妻艾梅

柏·希爾德，她經常需要為自己的生命安全擔憂。

德普隨後因此被華納從《神奇動物3》的劇組開除

，他也不會再參與傑瑞·布魯克海默制片的新劇

《哈裏·胡迪尼》（著名魔術幻術大師）。

短短4年間，德普從作品累積票房超過百億

美元的壹線明星，淪落為了好萊塢的落水狗。自

2016年，德普和艾梅柏的離婚事件開始，由於不

斷在打官司，關於他的私密短信、郵件、嗑藥、

暴力等等狀況，就都開始在公眾面前鋪開。

約翰尼·德普:

今年7月，《太阳报》案法庭外的艾梅柏

许多德普的前任

们都已经在他的

官司中做了证人

，或者即将要做

证人

凯
拉
、
艾
伦
·
巴

金
、
朱
莉
、L

o
ri

A
n
n
e

A
l lis o

n

、

马
良
、
凡
妮
莎



CC99
星期六       2020年12月19日       Saturday, December 19, 2020

移民資訊

秋意袭来，不出门浪都辜负了秋的浪漫。

去哪里呢？国内一出门就是人从众叕，东南

亚去太多次都快腻了，浪漫文艺的欧洲却贵到离

谱。

其实不然，在欧洲有一个浪漫不输瑞得意、

物价却和国内持平甚至更低的国家——波兰！

9月起，一个喜大普奔的消息在旅行爱好者中

炸开了锅：波兰成为第一个在线接受电子签的申

根国啦！！！

意味着以后要去波兰，大家不用再饱受签证

中心的预约速度和附加费用的折磨了。目前电子

签证办理起来非常方便：

1、登陆签证官网注册账户

2、下载签证申请表和材料准备

3、预约申请

4、前往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申请

波兰签证申请网址：http://www.vfsglobal.cn/po-

land/china/index.html

PS：一次只能预约一个人，无法进行团队预

约。

话说波兰实在是太低调了，著名的物理学家

居里夫人、音乐教父肖邦、现代天文学创始人哥

白尼、以及10月2号刚刚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女作

家奥尔嘉.朵卡萩，都诞生在波兰这个浪漫情怀极

重的国度，但它依然谦逊！

这个“假欧洲”不输捷克布拉格，风景美成

一帧帧动漫原画：走近城区的任何角落，入眼色

彩令人心旷神怡；

拥有16处被列入联合国世界和自然文化遗产

名录，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人文环境为人称道，

每一步踩在脚下的石板路都是电影质感的厚重与

韵味；

去年，波兰还上榜了Lonely Planet 2018十大

最物有所值旅行地，这个超惊艳目的地一直不受

国人追捧，但如果你想要一个超高性价比的欧洲

之旅，波兰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物价超低

上榜欧洲生活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

||吃在波兰-大口吃肉不担心物价

全球物价排行榜单里，波兰以“生活成本最

低的欧洲国家”上榜，尤其首都华沙，竟然排在

榜单的第六位！

身处欧洲，一杯啤酒却只需1欧元，一个汉堡

只需3美元，一根大烤肠4-8元人民币，和国内基

本持平。

肉类、甜品、咖啡、茶包、薯片、巧克力、

各种果汁统统便宜到让你幸福感UP UP UP ！

||住在波兰-400+住9.2分五星酒店

波兰酒店性价比超高，这家位于华沙的酒店

，距离哥白尼科学中心步行仅13分钟，booking评

分高达9.2分，仅售400+！

华沙的这家希尔顿逸林，评分高达9.0 ，酒店

内带超大草坪

，竟然也只要

300+，这在花

钱如流水的欧

洲，简直是梦

寐以求的物价

！

||在波兰 -

景点门票也不

贵

波兰的景

区门票，多数

5-10 兹罗提就

能搞定（约人

民 币 10-20 元

）。甚至有人

说就算把一个

城市的景点玩

个遍，门票加

起来也没有一

张九寨沟的门

票贵。

当然波兰不收费的湖泊沼泽、山脉绿林也美

到爆，如果你爱逛人文景观，也喜欢自然美景，

那你没有理由错过波兰！

||出行-交通费用比想象中便宜

在波兰出行，无论是叫出租车还是公交车都

很方便，出租车7.5兹罗提，约13块人民币的起步

价，完全不会肉疼。不过要确定是否是有牌照的

正规出租车，要小心索价极高的私家车。

公交车票分为单程、一小时票、一日票、二

日票、三日票和七日票，其中单程票为2.5兹罗提

，约合¥4.3。

美女超多

丽质天成迷人眼

||波兰美女-百看不厌

作为一个美女辈出的国家，这里产出了无数

的世界名模，美女几乎是波兰的形象照片。

很多人用浴火重生来形容波兰，华沙就是这

样一个典型的城市，在二战中沦为一片废墟，战

争结束后人们重建了家园，才有了如今这座涅槃

重生的城市。也许它在波兰的城市里算不上有特

色，但却是波兰的一个缩影。

被誉为“绿色首都”的华沙，是全世界绿化

最好的城市：全市共有绿化面积1.26万公顷，约占

城市总面积的27%，大大小小的公园多达65处。

但华沙并不是一片绿海中的孤岛，摩天大楼

、车水马龙 、美人美景均囊括麾下。

||华沙老城--《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一座拥有700年历史的老城，华沙曾是欧

洲第一大城市。但在二战时期遭遇严重破坏，几

乎被夷为平地，整个战争期间华沙有大约80%的人

丧生，约 85%

的建筑几乎被

毁，那些富丽

堂皇的古建筑

荡然无存，到

处都是残垣断

壁。

好在在战

争来临之际，

华沙大学建筑

系的师生们将

老街区的重要

建筑物都做了

测绘记录，为

战后重建华沙

做了巨大贡献

，按照原样重建城市，不仅保持了中世纪古城的

风貌，而且大力兴建市区，甚至超过了站前的风

貌和规模。

虽然华沙的老城是后来修建的，但这并不影

响它的万种风情与美。老城中的众多景点：城堡

广场、美人鱼雕像、居里夫人博物馆，都是消磨

时光好去处，大可以在老城里修然自得慢慢逛。

◆签证：开头已经说过现在是开放电子签的

申根国啦！超简单：

办理波兰个人申根签可以获得有效期不超过6

个月、最长停留时间不超过3个月的签证。

◆语言：波兰语，德语和英语

◆推荐通行方式：火车

波兰境内铁路线路较多，火车票价便宜。在

大城市之间往来的火车为PKP （波兰国家铁路）

，穿梭在波兰小镇之间的火车为SKM （波兰快速

城铁）。常有游客乘坐火车游览整个波兰。

波兰的火车站都是开放式的，在火车站内的

大屏上找到相关列车出发时间、车号，然后去相

应的站台（Peron）候车即可。

波兰火车时刻查询及购票：www.rozklad-pkp.pl

◆治安：波兰治安相当好，这个不用担心，

可放心游玩。

◆货币：兹罗提

波兰不是欧元区，通用货币是兹罗提，但是

波兰的城市都会有换汇处，华沙， 克拉科夫这

样的大城市会有24小时换汇处，可以直接换欧元

。按最近汇率1元兹罗提~1.8元人民币（汇率浮

动）。

首个推行“电子签”的申根国家
物价超低，99%国人未涉足

每个学生都梦想出国去喜欢的国家

读书深造, 欧洲教育的范围和基础设施

非常发达，有数千门课程可以在那里学

习。但是，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对很

多家庭的人来说是负担不起的。

申请欧洲居留权，最直接的好处就

是享受免费欧洲教育，还有通行便利，

社会福利待遇等等。留学要比直接留学

成本低得多，享受本地生免费学费待遇

。

先看一下以下欧洲十国的教育概况

：

德国 毫无疑问，德国是可以免费

接受高等教育的国家之一。几乎所有公

立大学都不收取任何学费。学生们所需

要支付的只是行政费，这与我们国家的

行政费用相比，是非常低的，也是相当

少的。德国普遍使用英语，这里开设的

课程也使用英语，这使国际学生更容易

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

挪威 挪威是另一个你不需要花一

分钱去攻读本科、研究生或博士学位的

国家。这是因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资

助这个国家的教育。然而，挪威大多数

顶尖大学都提供挪威语教育，这就是为

什么你需要学习挪威语并通过能力测试

的原因。大多数大学都有设备完善的计

算机设备，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

瑞典 瑞典的大学提供免费教育。

这适用于来自瑞典和非瑞典国籍的学生

。如果你在任何一所瑞典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你也会因为从事研究工作而获得

报酬。除此之外，瑞典的梅大学还向国

际学生提供奖学金。瑞典一些受欢迎的

国际学生大学包括Karolinska学院、乌

普萨拉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

奥地利 奥地利大学的教育费用非

常低。国际学生在入学期间只需缴纳象

征性费用。奥地利提供许多高级学科的

学位课程。有利的环境和负担得起的生

活费用，使奥地利成为所有国家的学生

来接受高等教育的理想场所。奥地利一

些顶尖的国际学生大学是维也纳大学和

因斯布鲁克大学。

芬兰 芬兰的高等教育是免费的，

特别是研究生和博士教育。芬兰在设计

、建筑、通讯等方面颇受欢迎。芬兰也

有一些大的工学院，提供更实用的基础

教育。

捷克 37 000多名国际学生在捷克

学习。捷克的顶尖大学提供医学、工程

和科学课程。教育主要是在捷克；然而

，许多顶尖大学也提供英语教育。这个

国家是一个完美的融合了丰富的文化遗

产与现代化。

法国 法国在风景美和教育方面都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教育制度也非

常先进。这里的学费对国际学生来说几

乎是免费的，人们可以从这里的大学选

择各种创造性的和主流的课程。

根据全球排名，法国有39所大学向

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世界级的教育。托

福成绩对法国入学有效。

欧洲移民，欧洲这几个国家教育收费如

何

希腊 希腊的生活成本最低。人们

可以在希腊顶尖大学攻读研究生和博士

学位。这里提供的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

语授课的。这个国家有着丰富的历史，

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在这里

出生，对古代教育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

。现代希腊的高等教育也与古代的高等

教育不相上下。

西班牙 在西班牙学习花费较少，

从本科到博士都可以学习各种课程。除

了高质量的教育，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国

家丰富的文化。西班牙一些顶尖的国际

学生大学包括巴塞罗那大学、塞维利亚

大学和阿尔梅里亚大学。

欧洲国家居留权享受该国学生学费

待遇，只能申请本国大学，如果满足当

地条件申请到欧盟永居，那么可以在欧

盟国家自由申请大学，不用局限于一个

国家。

拥有欧盟永居身份你有多种选择

奥地利：欧盟+申根国家，无需资

金来源解释，无资产背景调查。亲民的

房价。

卢森堡：在当地获得高中毕业文凭

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卢森堡或欧盟任

何一所大学继续学习，不需考试.无投资

要求、办理周期短

克罗地亚：申请无学历、语言要求

，无需投资、无需购房；国内提交资料

。

捷克：需在捷克设立公司（可代办

），欧盟申根国家，满足当地条件3年

即可申请欧盟永居。

希腊：欧盟申根国籍家，申请无语

言、购房等要求，无需资金来源证明。

欧洲移民，欧洲这几个国家教育收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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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綸鎂新片抗數十惡煞桂綸鎂新片抗數十惡煞
精湛演技令楊祐寧嘆服精湛演技令楊祐寧嘆服

即將在12月24日聖誕節壓軸登場，由金馬影后桂綸

鎂與楊祐寧首度化身銀幕情侶檔的愛情喜劇電影《腿》

，透過一段爆笑又荒謬的尋腿之旅，不僅找回他們相愛

的初衷，也找回了最初的自己，電影更風光入選東京影

展、香港亞洲電影節與夏威夷國際影展，並榮獲本屆金

馬獎最佳女主角、男配角、原著劇本與造型設計等四項

大獎提名，今日（12月15日）片商舉行三場大型試片，

近1000人滿座的觀眾大讚；「電影超好笑又好哭！」

「看完電影真的好想好好愛一場！」而電影中桂綸鎂嗆

辣演技也獲觀眾讚賞，其中一場桂綸鎂替丈夫楊祐寧收

拾殘局，還得撐起氣場力抗二、三十個凶神惡煞的兄弟

，讓楊祐寧嘆服：「那天現場所有兄弟都是上半身赤裸

，露出身上的刺青，整個空間的陽剛氣非常重，但小鎂

身在其中卻完全不被影響，輕鬆自在的樣子。」展現影

后精湛的演技實力。

45度傾斜飛車嚇壞全劇組
桂綸鎂淡定演技卻驚呆一旁的張少懷
今年聖誕約會首選愛情喜劇《腿》，是《陽光普照

》製作團隊最新作品，日前《陽光普照》被《綜藝》

(Variety)首席影評Peter Debruge選為2020年十大最佳電

影之首閃耀國際，他更形容《陽光普照》是一部「史詩

般的救贖傳奇」。此次《陽光普照》導演鍾孟宏擔任監

製，他和共同編劇張耀升再度合作，也讓觀眾備感期待

。電影《腿》中桂綸鎂與楊祐寧首次化身銀幕情侶譜出

一段充滿笑點與淚點的愛情故事，桂綸鎂形容她的角色

錢鈺盈就像是生活中會看見的傳統女性，她說：「她始

終記得鄭子漢(楊祐寧角色名)最初的樣子，所以當他們

的感情與婚姻遇上問題，她不會選擇離開，始終有對他

的那一份愛，就像是我們父母輩的婚姻與愛情。」而片

中桂綸鎂為了幫楊祐寧解決債權問題，更出面為丈夫與

二、三十個惡煞談判斡旋，楊祐寧表示：「小鎂必須表

現出心裡面很害怕這群野獸，卻要比他們更兇，就是又

憤怒又害怕的狀態，我在旁邊看著她演戲，真的很厲害

。」此外，桂綸鎂在一場飛車追逐戲的淡定演出也讓張

少懷印象深刻，當時車子必須飆速超過一台卡車後急停

攔車，桂綸鎂笑言：「那場戲簡直是特技！我坐在副駕

駛座，當時車子感覺是直接45度角傾斜，我們全部都嚇

傻了。」而張少懷則說：「我第一次拍戲覺得自己接近

死亡邊緣，所有人都忍不住大叫，只有小鎂一個人很淡

定的坐在副駕駛座，喊卡後她才走過來跟我說：『天啊

，太恐怖了。』我真的很佩服她的淡定。」

《腿》劉冠廷飛車45度傾斜嚇壞全劇組
桂綸鎂淡定演技驚呆張少懷

《腿》是張耀升首部執導的劇情長片，電影由鏡文

學、華文創、甜蜜生活出品，鍾孟宏監製，錢鈺盈的丈

夫鄭子漢在腿部截肢手術後不幸離世，她想拿回丈夫被

截肢的腿，卻被醫院百般刁難、互踢皮球，於是一場驚

天動地的「奪腿計畫」就此展開…而這段充滿黑色幽默

的尋腿旅程中，也穿插著錢鈺盈與鄭子漢從相識、相愛

到相互虧欠的過往。電影《腿》由鍾孟宏導演監製，

《陽光普照》金馬獎編劇入圍張耀升首部執導作品，由

楊祐寧、桂綸鎂主演。檔期定於12月24日聖誕檔上映。

跨年壓軸重量級鬼片《杏林

醫院》，在16日舉辦首次電影記

者會，更是挑戰禁忌選在醫院大

廳進行活動。原本電影公司規畫

到廢棄醫院舉行，但院方一聽到

是電影《杏林醫院》便火速拒絕

，深怕恐怖情節在自家上演，影

響未來改建，因此改到較正式的

場地舉行。導演率領眾演員林柏

宏、朱芷瑩、洪曉蕾、徐立期、

楊童華出席盛宴，在掌聲中揭下

紅布，讓杏林醫院招牌呈現在觀

眾面前，象徵電影正式開幕，擔

綱國片跨年壓箱寶。

實力帥氣擔當的林柏宏成為萬

紅中的焦點，被片中所有女明星包

圍，笑說：比當時拍鬼片還緊張。

現場嬌點則還有首度演出電影的-洪

曉蕾，名模身份的她收到導演拍片

邀約，原本就喜愛挑戰的她，立馬

接下這個角色。但沒想到片中鬼王

戲份吃重，光特殊化妝就超過4小

時，當時拍攝在夏天，讓她汗如雨

下，劇組還準備行動式冷氣讓她降

溫。讓從未拍過電影的她大喊：

「不是嚇人就好嗎，怎麼跟我想像

的不一樣!」在廢棄醫院拍攝，膽大

的她沒有遇到怪事，但片中特殊化

妝造型驚人，她未拍攝時在片場走

動，時常嚇暈工作人員，現場尖叫

不斷。

女主角徐立期，曾以《托比的

最後一個早晨》入圍第 51 屆電視

金鐘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新演員

獎，充滿知性美的外型，有台灣上

戶彩之稱。驚人的巧合是，片中徐

立期的丈夫角色(古彬飾演)就叫做

”宏昇”，也因為心臟問題逝世。

對這恐怖的巧合徐立期說：「電影

兩年前就已經拍攝完成，當時很專

注在詮釋自己的角色，並沒有想那

麼多。但2020真的是個很難過的一

年，希望身邊的每位朋友都要健康

平安。」

電影因為視覺與廣告都太過驚

悚，從開始宣傳以來，就接到無數

的下架投訴。原本預計在信義威秀

戶外天橋進行場景布置，也因此喊

卡。廣告CF即使遮蓋許多的”禁

止”畫面，仍是無法順利播出。電

影公司表示：「很遺憾無法透過廣

告方式加強宣傳電影，就期待觀眾

走入電影院，實際感受親臨實境的

陰森。」

幕後團隊破天荒找來《人面魚:

紅衣小女孩外傳》《馗降:粽邪2》

《女鬼橋》精心打造，希望創造新

世代的華語原創恐怖IP，佐以都市

傳說為基礎大膽改編，更從中提出

對於醫療體制的反思。

《杏林醫院》劇情講述；台南

最負盛名的法師帶隊，帶領想觀落

陰尋親的人們，在踏入醫院後，曾

經發生的過往，逐漸湧上眼前。不

料，醫院陰氣太重，壓的眾人喘不

過氣，被無法投胎的怨魂糾纏，生

死危在旦夕…陰陽交界生死難料，

鬼門已開神佛盡散；鬼影惡煞若隱

若現，挑戰觀眾心臟耐懼指數，走

進全台最猛鬼屋找尋答案。

《杏林醫院》將於2020年12月

31日(四)跨年壓軸上映。

《杏林醫院》洪曉蕾
首登大銀幕當厲鬼

後悔：怎麼跟我想像的美麗登場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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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不止“中国冷极”。

前两天微博上出现了一个热门话题#内蒙古

不冻河上巨型冰盘自转#，而这一罕见奇观就发

生在内蒙古根河市。

初冬已至，北国一片冰天雪地，但根河市

郊的不冻河仍潺潺流动。河流之上出现这种

“冰盘”，是一些浮冰在流经河道转弯处的漩

涡时，受水力影响旋转所致。水流不断流过，

其边缘被切割打磨，冰盘变得又大又圆。

说起根河，“寒冷”一直是这座城市的代

名词，那么根河到底冷在哪里呢？

“中国冷极”是否实至名归？

在北半球，每当人们谈论最冷的地方，总

是习惯性地往最北方想。在中国也不例外，每

当问起“中国最冷的城市是哪里”，大多数人

可能会下意识提起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漠

河。可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冷极”并不在漠

河，而恰恰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根河。

处于内蒙古最北部的根河市和处于黑龙江

最北端的漠河市所处的纬度位置十分接近，都

在北纬50度左右，两地相隔三百余千米，同属

于寒温带。

两地地理位置相差不远，气候类型又如此相似

，为什么根河会成为“最”冷的城市呢？其中

有个重要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海拔。

一般来说，同一温度带内，地势越高，气

温越低。两地虽都处于大兴安岭北部地区，但

漠河地区平均海拔600米；而根河地区的平均海

拔在1000米左右，其中最高点位于阿龙山镇的

奥克里堆山，海拔达1523米，这里也是大兴安

岭北部的最高峰。

当然气温的高低还要综合其他因素，除了

海拔和纬度，还有地形的坡向。

根河和漠河都属于高海拔山地地形，但地

形的坡向差异导致两地气温高低有所不同。根

河在大兴安岭北麓西坡，属迎风坡也是背阳坡

；而漠河位于大兴安岭北麓东坡，属向阳坡也

属于背风坡。

向阳坡相对日照强，获得的热量多，气温

更高。冬季南下的冷空气被大兴安岭阻挡，受

冷空气堆积作用的影响，迎风坡气温更低。

“中国冷极”的称号不仅有理论基础的支

持，更有科学数据的支撑。中国最低极端温度

“-58℃”正是根河林业部门在2009年 12月 31

日凌晨测得。但是，仅有一次测量而得的极端

温度并不足以说明这个地方的寒冷程度。

对比两地的最冷月平均温度和低温持续时

间的数据得知，两地近二十年中最冷月以及最

冷月平均气温相差无几。可是根河市连续-40℃

以下的极寒天数平均可达13天之久，而漠河仅

有11天。

由此看来，根河的“中国冷极”称号当之

无愧。

根河，寒冷也丰富

大兴安岭凭借其辽阔的地域和得天独厚的

气候环境，保存着我国最大、最为完好的原始

森林，成为我国十分宝贵的寒温带生物资源库

。

巍巍青山，茫茫林海，坐落于大兴安岭北

段西坡的根河，植被资源也相当丰富，森林覆

盖率达91.7%，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县级市

。兴安落叶松是根河森林的主人，天然分布很

广，十分耐寒，多年来风吹不动、雷击不倒地

在大兴安岭山脉上生长着。

老舍在《林海》中对大兴安岭描写到：

“青松作衫，白桦为裙，还穿着绣花鞋。”可

能说的就是根河的林区吧。秋天的根河山林被

秋色染尽，叠翠流金，像一轴几千里长的巨幅

油画绵延铺展，十分壮美。在这样的景色中，

人们仿佛在已忘记这片土地被誉为“中国冷极

”，只在这金色的火焰中流连忘返。

根河，城以河名。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吉奇

山西南侧的根河自东北向西南，穿过这座城汇

入额尔古纳河。在根河、额尔古纳河、得尔布

干河、哈乌尔河交汇处，是一片广袤的湿地，

即根河湿地（额尔古纳湿地）。这片湿地是中

国保持原状态最完好、面积较大的湿地，素有

“亚洲第一湿地”的称号。

这片宁静而美丽的湿地，还是全球鸟类东

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每

年在这里迁徙停留、繁殖栖息的鸟类达到2000

万只，也是丹顶鹤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繁殖地之

一。

中国最后一个使鹿部落

根河这片土地不仅拥有特别的植物景观，

还孕育着中国最后一个使鹿部落——鄂温克族

敖鲁古雅。

其实，鄂温克人今天的居住地，并不是他

们历史上的原住地。据历史记载，贝加尔湖东

北部尼布楚河上游温多山林苔原高地和黑龙江

上游的石勒喀河一带的古老山林，是我国鄂温

克人祖先的世居之地。

鄂温克人移居大兴安岭地区后，很快就认

识到驯鹿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便与这里的驯

鹿结下了不解之缘。驯鹿既是他们衣食的主要

来源，又是鄂温克人的重要交通工具。鄂温克

人将驯鹿视为最美好的吉祥物，把它们融合进

本族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构建中，形成了带有鲜

明驯鹿风格的民族特质。

除了驯鹿，鄂温克人，对生活在同一土地

下的一草一木都有着强烈的依赖，比如白桦。

桦树皮制造产品和手工艺品已逐步发展为鄂温

克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大到房屋，小到日常

用品，随处可见桦树皮制品。

对于鄂温克人来说，防寒是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他们很早就从长期生长在这里的动物身

上找到了答案。一百五六十年以前，鄂温克人

就开始穿着兽皮服饰，他们的衣帽靴鞋被褥等

都是兽皮制成，不仅有很好的防寒功效，而且

在缝制技巧或花样方面有许多讲究，因此也有

极高的艺术价值。

鄂温克族是游牧民族，在森林中没有固定

的住所，“撮罗子”是他们的传统民居，是一

种圆锥形建筑物，实际上是用松木杆搭成的圆

形窝棚，可以看作一种简单的帐篷。“撮罗子

”的遮盖物随季节变化有所不同，夏季一般用

桦树皮，冬季则用麂、鹿皮包裹，以适应不同

的气候环境。

如今的根河以“中国冷极”闻名于世，但

极寒的天气无法阻挡这里的生灵散发出生命最

美的光彩。兴安落叶松、白桦与樟子松在这里

描绘出流金溢彩的童话世界，成千上万的候鸟

选择这里作为“远征”的落脚点，中国最后一

个使鹿部落在这里思考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的

融合传承。

这里是根河，这里是中国冷极，但也不只

是“中国冷极”。

中国最冷的地方在哪里？

驯鹿，是鄂温

克人最美好的

吉祥物

鄂温克部落最后

一任女酋长玛利

亚· 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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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會友與世華會友與20202020會長洪良冰會長洪良冰（（右三右三））合影合影。。

會員投完票後領取精美禮物會員投完票後領取精美禮物。。

理事們與會長洪良冰理事們與會長洪良冰（（左四左四））合影合影。。

新新、、舊理事會長舊理事會長、、副會長合影於年會現場副會長合影於年會現場。。

新新、、舊理事會長舊理事會長、、副會長合影於年會現場副會長合影於年會現場。。

「「世華美南分會世華美南分會」」 20212021 新任理新任理、、監事合影監事合影。。

「「世華美南分會世華美南分會」」 歷屆會長歷屆會長、、理事合影於投票現場理事合影於投票現場。。

歷任會長在投票箱前合影歷任會長在投票箱前合影（（左起左起 ））張錦娟張錦娟，，鄭鄭
昭昭、、王秀姿王秀姿、、羅秀娟羅秀娟。。

20202020年理年理、、監事團隊合影監事團隊合影。。部分理部分理、、監事團隊合影監事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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