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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s Kashkari opposed to rate hikes 
at least through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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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8 (Reuters) - Minneapolis Federal 
Reserve President Neel Kashkari said on 
Friday he wants to keep the U.S. central bank’s 
benchmark short-term interest rate near zero at 
least through the end of 2023 to allow the labor 
market to return to its pre-pandemic strength.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want to work, 
and I am not ready to write them off – and I 
want to give them the chance to work,” Kash-
kari told Reuters in his first public comments 
since the end of the Fed’s policy meeting earli-
er this week. “As long as inflation expectations 
remain anchored ... let’s be patient and let’s 
really achieve maximum employment.”
Kashkari’s remarks show he’s in a decided mi-
nority in an increasingly hawkish Fed, which 
on Wednesday wrapped up a two-day meeting 
with an unexpected result: with inflation on the 
rise, most Fed policymakers now see a case for 
starting interest rate hikes sooner. read more

Just three months earlier the clear majority of 
policymakers favored no change to the current 
level of borrowing costs; on Wednesday, the 
central bank’s quarterly summary of econom-
ic projections (SEP) showed 11 of 18 Fed 
policymakers penciling in at least two quar-
ter-percentage-point rate increases by the end 
of 2023.

“I still have no hikes in the SEP forecast 
horizon because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time for us really to really achieve maximum 
employment, and I do believe that these higher 
inflation readings are going to be transitory,” 
Kashkari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In the interview, Kashkari said he believes 
higher prices are being driven by a reopening 
economy and will subside as supply constraints 
recede.

With employment still short of its pre-pandem-
ic level by at least 7 million jobs, he said, “the 
labor market is still in a deep hole,” adding that 
he believes full employment means a return to 
at least pre-pandemic labor market strength, if 
not beyond.

‘VERY ORDERLY WAY

Kashkari, however, showed little discomfort 
with the Fed’s decision this week to open a 
discussion on when and how to reduce its $120 

billion in monthly purchases of 
Treasuries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 the first step in 
moving away from the extraordi-
nary support for the economy that 
Kashkari feels is still needed.

“I think that (Fed Chair Jerome 
Powell) is leading us on a path 
in a very orderly way to have the 
discussion and look at the data 
and to make these adjustments 
prudently,” he said.

Once the Fed does determine it’s 
time to taper its asset-buying pro-
gram, Kashkari said, he expects 
to follow the same blueprint as 
in 2014, when the Fed trimmed 
its purchases of MBS and Trea-
suries at a steady, predictable 
pace; reducing MBS purchases 
more quickly, as some have pro-
posed, would have only a modest 
cooling effect on the hot housing 
market, he said.

But, at least for Kashkari, it will 
probably take beyond September 
to have enough data to make a 
judgment on whether there’s been 
sufficient labor market progress 
to merit any change.
By the fall, he said, schools 
will be open again, the risk of 
COVID-19 infection will hope-
fully have receded, and speci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bene-
fits will have run out. While that 
should set the stage for more 
Americans to return to the work-
force, it could take longer to see 
a difference in wages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both critical 
gauges for the strength of the labor 
market.
His assess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he said, will color his evaluation of 
inflation data.

Should there be less improvement 
in the labor supply than he ex-
pects, Kashkari said, he may need 
to reevaluate his assessment of full 
employment and, therefore, of how 
close the labor market is to reaching 
that goal, and whether the rise in 
inflation will stop short of becoming 
persistent.

“The bar for me is very high to reach 
such a conclusion,” he said.

At least some of Kashkari’s col-
leagues may already be there, 
though, if the “dot plot” of Fed 
rate-hike expectations, published as 
part of the SEP, are any guide. They 
show at least seven policymakers 
expect a liftoff in rates next year, a 
number that includes St. Louis Fed 
President James Bullard.
“It was meant to be a tool providing 
dovish forward guidance,” Kashkari 
said of the “dot plot.”

“It ended up being a tool that pro-
vided hawkish forward guidance ... 
I continue to think we ought to just 
kill the ‘dot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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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n Iranian woman is seen through a plastic sheet as she waits to vote at a polling station 
dur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ehran, Iran June 18, 2021. Majid Asgaripour/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An aerial view shows houseboats anchored in low water levels at Lake Oroville, which is the 
second-largest reservoir in California and according to daily reports of the state’s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s near 35% capacity, near Oroville, California, June 16, 2021. REUTERS/
Aude GuerrucciIsraeli security force members detain a Palestinian protester during clashes near Damascus 

Gate just outside Jerusalem’s Old City June 17, 2021. REUTERS/Ammar Awad

Cadets of a military 
academy hold flowers 
during a graduation 
ceremony in the reb-
el-controlled city of 
Donetsk, Ukraine June 
17, 2021. REUTERS/
Alexander Ermochen-
ko

A cicada sits on the neck 
of President Joe Biden as 
he and first lady Jill Biden 
depart for England from 
Joint Base Andrews in 
Maryland, June 9, 2021. 
REUTERS/Kevin La-
marque

A demonstrator carries a rainbow 
flag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an 
attack on a local office of the 
pro-Kurdish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HDP) and the killing of a 
woman working in the office, in 
Istanbul, Turkey June 17, 2021. 
REUTERS/Dilara Senkaya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vited by Consul General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lexander Zakharov, I
attended the Russian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Almost two hundred guests
came to celebrate and
express their congratulations
for the national day event.

Ambassador Zakharov
wanted all the guest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e wants the
summit in Geneva to come to
a positive conclusion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ir peoples.

Two Russian astronauts also
came to the party talked
about their wonderful
experience with their

American colleagues.

No doubt, Russia’s military
and space technology is still
very strong and trying to lead
the world in many ways.

In Geneva, two heads of state
at the summit couldn’t arrive
at a very good conclusion as
expected, and it was agreed
upon to send the ambassador

back to the capital.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represented the Republic of
Guinea by attending the
Russian National Day party. I
met many diplomats and
consuls at the event. We all
toasted vodka and caviar. It is
very strong and tastes good.

We are facing so many
challenges these days. We all
hope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ome into agreement
because the world needs
peace and prosperity.

0606//1818//20212021

Celebrating RussianCelebrating Russian
National DayNationa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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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AP) — When the coronavi-
rus flared in China this week, the country 
canceled flights, suspended reopenings 
and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as “extremely 
grave.” With cases still rising in some U.S. 
states, local officials have balked at requir-
ing people to wear mask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more reported cases and 
deaths than anywhere else, local authorities 
are wrestling with balancing demands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personal freedom 
with warnings from health officials that 
being lax will have deadly consequences.
China responded Wednesday to a new 
outbreak in Beijing by scrapping more than 
60% of its flights to the capital, canceling 
classes and strengthening requirements for 
social distancing. It was a sharp retreat for 
the nation that only in March had declared 
victory over COVID-19.
“This has truly rung an alarm bell for us,” 
Party Secretary Cai Qi told a meeting 
of Beijing’s Communist Party Standing 
Committee.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infections have 
flared, governments responded by again 
tightening restrictions. But as U.S. states 

decide how and when to reopen parts of the 
economy amid surges in cases in places like 
Arizona and Florida, requiring even the use 
of masks has become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bate, with some local officials defying 
pleas from doctors.

A TSA worker, right, checks a passenger 
before entering a security screening at 
Orlando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dnes-
day, June 17, 2020, in Orlando, Fla. Flor-
ida Gov. Ron DeSantis stated Tuesday 
that 52% of airport employee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but Phil Brown,       
CEO of Orlando International Airport, 
said in a statement Wednesday that last 
week’s rate of positive cases from the 500 
workers tested last week was only 0.4%. 
(AP Photo)
“Wearing masks decreases the shed of this 

virus,” said Dr. Bill Saliski, a lung specialst 
at Jackson Hospital in Montgomery, 
Alabama. “If this continues the way we’re 
going, we’re going to be overrun.”
Montgomery County has added more than 
700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past week,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y in Alabama, 
with a total of 2,922 infections. Saliski 
appealed to the Montgomery City Council 
on Tuesday night to mandate face coverings 
at public gatherings of 25 or more, but the 
measure failed, with members concerned 
about trampling on individuals’ rights.
“I think to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or 
require somebody to wear something is an 
overreach,” said council member Brantley 
Lyons.
Council member Audrey Graham upbraided 
members for what she said was a failure to 
act.
“I think we fail to realize how serious this 
really is,” Graham said. “We are not taking 
a stand. We’re doing nothing. Nothing 
here.”
South Carolina Gov. Henry McMaster has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mandating masks 
as infringing on civil liberties, stressing that 
people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actions.

An Apple store is open for the first day 
since the start of the shutdown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ednesday, 
June 17, 2020, in Greenwich, Conn.                                           
The state began Phase 2 of reopening 
Wednesday. (AP Photo)
There are some limits to what we can do 
and what we can enforce,” he said, adding: 
“At this point, the answer is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It’s not mandates by the 
government.”
The state has added 595 new virus cases, 
bringing the total to nearly 20,000 since the 
outbreak began. In all, 607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virus in South Carolina.
A heated debate about masks has erupted 

in Arizona, where cases have been growing 
daily. Hundred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signed a letter urging Gov. Doug Ducey 
to require them, and the state’s largest news-
paper, the Arizona Republic, on Wednes-
day said he should take action. Ducey has 
encouraged people to use masks but, lik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not worn one 
himself during any of his news conferences 
and has rebuffed calls to issue an order re-
quiring them. He has also resisted imposing 
new restrictions on businesses, attributing 
Arizona’s surge in cases to increased 
testing. Arizona has been doing more tests, 
which can yield more cases, but health ex-
perts say a better way to see if more people 
getting sick is to look at the percentage of 
positive tests. When that percentage rises, it 
means the outbreak is worsening -- not just 
that more people are getting tested. Arizona 
currently leads the nation with the highest 
seven-day average positive test rate: 17.7%, 
or about double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well above the 10% threshold that health 
officials find worrisome. It also has the most 
new cases per capita in the nation in the past 
14 days. The state’s leading hospital system 
says it is almost running out of beds, and 
more than 1,100 people visited emergency 
rooms Tuesday with positive or suspected 
cases. Several restaurants and other busi-
nesses also have had to close because staff 
tested positive in the last week, including 
one sports bar chain in a hard-hit Phoenix 
neighborhood where staff was not required 
to wear masks.
In parts of Florida, people under 35 are 
testing positive at a higher rate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contributing to a surge 
in cases, officials said Wednesday. In St. 
Petersburg, three popular bars closed after 
employees tested positive.
 

Librarian Emily Giguere delivers books 
to a reader waiting in his car outside                                            

the Haverhill Library, Wednesday, 
June 17, 2020, in Haverhill, Mass.                                                     
Libraries are closed for interior use due 
to coronavirus concerns. (AP Photo)
“This is happening statewide. Ideally, we 
would have leadership from the top and 
this would be a statewide decision,” St. 
Petersburg Mayor Rick Kriseman said, 
adding that Gov. Ron DeSantis has encour-
aged people to use masks but not mandated 
them. Pinellas County Commissioner Ken 
Welch said the county’s cases initially were 
in assisted living residences and nursing 
homes but now have shifted to younger 
people. He said 25% of the cases are in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Welch and Kriseman, both Democrats, 
blamed Republicans DeSantis and Trump. 
DeSantis said he has no intention of closing 
Florida’s economy again despite the new 
cases, saying many of those getting sick are 
young and thus unlikely to suffer serious 
illness or death. DeSantis said much of the 
two-week spike in confirmed infections 
that pushed the daily total past 2,700 on 
Tuesday can be traced to farm workers or 
businesses where a few positive cases led 
to widespread testing that uncovered high 
percentages of asymptomatic or barely 
symptomatic cases. Since the virus emerged 
in China late last year and spread world-
wide,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8.1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and at least 443,000 deaths, 
accordi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Experts say the true toll is much higher. The 
U.S. has the most infections and deaths in 
the world, with a toll that neared 117,000 on 
Wednesday.
European nations, which embarked on a 
wide-scale reopening this week, watched 
with trepidation as the Americas struggled 
with the pandemic and new outbreaks were 
reported in Asia. After lockdown restrictions 
were relaxed in Iran, Health Minister Saeed 
Namaki said he realized the extent of the 
challenge when he took a domestic flight.
“Many people have become careless, frus-
trated with wearing masks,” he said. “They 
did not observe (social) distancing in the 
flight’s seating and the airliner’s ventilation 
system was not working.” (Courtesy https://
ap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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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Coronavirus Outbreaks Spur
Debate Over Personal Freedoms

Liz Cahn, center, and her daughter Cara eat lunch at Meli-Melo Creperie, Juice 
Bar & Cafe, Wednesday, June 17, 2020 in Greenwich, Conn. The state began 
Phase 2 Wednesday, which includes allowing indoor seating at restaurant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P Photo)

BUSINESSBUSINESS

(HealthDay News) -- As many as 45% 
of people infected with COVID-19 have 
no symptoms, and they may play a ma-
jor role i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 new 
study says.
The findings show the need for large-
scale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to 
combat the pandemic, according to the 
Scripps Research investigators.
“The silent spread of the virus makes 
it all the more challenging to control,” 
said study author Dr. Eric Topol, found-
er and director of the 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 in La Jolla, Calif., 
and professor of molecular medicine at 
Scripps Research.
“Our review really highlights the impor-
tance of testing. It’s clear that with such 
a high asymptomatic rate, we need to 
cast a very wide net, otherwise the virus 
will continue to evade us,” he added in a 
Scripps news release.
The researchers analyzed data from stud-
ies on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people 
worldwide and in various groups, includ-
ing nursing home residents, cruise ship 
passengers and prison inmates.

 “What virtually all of them had in com-

mon was that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of 
infected individuals had no symptoms,” 
said study co-author Daniel Oran, a be-
havioral scientist at Scripps.
“Among more than 3,000 prison inmates 
in four states who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the figure was astronomi-
cal: 96% asymptomatic,” Oran said in 
the release.
Another finding was that asymptomatic 
people may be able to transmit the new 
coronavirus for a long time, perhaps lon-
ger than 14 days.
The researchers also said that even if 
they don’t have symptoms, infected 
people may still be at risk for harm. For 
example, CT scans showed that 54% of 
infected but asymptomatic people on a 
cruise ship had minor lung abnormal-
ities, which suggests that coronavirus 
infection could affect lung function in a 
way that’s not immediately apparent.
With so many asymptomatic cases 
around, the researchers stressed the im-
portance of not spreading infection.

 “Our estimate of 40-45% asymptomatic 
means that, if you’re unlucky enough to 
get infected, the probability is almost a 

flip of a coin on whether you’re going 
to have symptoms. So to protect others, 
we think that wearing a mask makes a 
lot of sense,” Oran concluded. (Courtesy 
webmd.com. The study was published 
recently in the journal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Related
Researchers Find Possible 
COVID-19 Treatment in Po-
tent Antibody Cocktail
BALTIMORE — As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race to find a vaccine fo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 team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be one step closer to 
a treatment. Researchers from the Uni-
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Medicine 
(UMSOM) identified a pair of powerful 
antibodies that may create a new cocktail 
to use against COVID-19.
The antibody mix is set to be used to 
treat COVID-19 patients in a clinical tri-
al, which began in early June.
To find out which antibodies are most ef-
fectiv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the bio-
technology company Regeneron tested 
thousands of human antibodies donated 
by recovering COVID-19 patients. They 
also created new antibodies from mice 
that wer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to pro-
duce human antibodies after being in-
fected with coronavirus.
 

Sticking to SARS-CoV-2
Researchers are looking for antibodies 
which most effectively bind to the pro-
tein of SARS-CoV-2, the virus which 
causes COVID-19. Dr. Matthew Frie-
man of UMSOM says four antibodies 
were eventually chosen as the most po-
tent to use against the virus.
The stud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Sci-
ence, says two of those antibodies were 
then found to work well in a powerful 
mixture — creating the potential break-

through cocktail.
“The ability of the research team to rap-
idly derive antibodies using these two 
methods enabled us screen their select-
ed antibodies against live virus to deter-
mine which had the strongest anti-viral 
effects,” explains Dr. Frieman in a uni-
versity statement.

Testing antibody treatment on 
COVID-19 patients
The study notes that Dr. Frieman has 
been studying various coronaviruses for 
the last 16 years. He’s been focused on 
SARS-CoV-2 since February from inside 
a “secure laboratory.”
Frieman and Regeneron’s research on 
antibody therapy is latest in a long his-
tory of using blood to create virus treat-
ments. The study explains that antibody 
therapies were first attempt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cientists used serums 
made from the blood of infected animals 
to treat diphtheria, a serious bacterial in-
fection.
The new research may hopefully find 
the right mixture to tackle a virus which 
has infected around eight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n important goal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valuate the most potent antibodies 
that bind to different molecules in the 
spike protein so they could be mixed to-
gether as a treatment,” study co-author 
Stuart Weston said.

The antibody cocktail will be tested on 
COVID-19 patients who are both hospi-
talized or sick at home. Researchers say 
it will also be tested on healthy individu-
als who are at high risk for getting infect-
ed, like healthcare workers. (Courtesy 
https://www.studyfin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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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f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May Be Asymptomatic

Stay Safe!           Wash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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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在大家的印象中，中国人都有些迷

信，而美国人似乎是很科学严谨的。但

事实上，美国人一迷信起来可就真的没

中国人什么事儿了。美国也有不少迷信

的风俗，这一点从美国的影视剧中就能

看到不少。

一、关于厄运

1、13号星期五

北美流传最广泛的迷信之一。13号

星期五(又称黑色星期五)指适逢当月13

号的星期五，这天会非常不吉利，可能

诸事不顺并遭遇各种横祸。迷信起源的

说法包括夏娃咬下善恶果的那一天是星

期五、耶稣死在星期五，而法王菲利浦

四世逮捕屠杀上百名圣殿骑士团成员的

日子也是星期五。

2、厄运数字13

在中国文化中，数字4因为谐音的

关系被视为不吉利。而在西方文化中，

大家避而不谈的是数字13。这个迷信的

起源众说纷纭，但流行的说法是耶稣最

后的晚餐座席上共有13个人一起进餐，

坐在第13位的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就像

中国很多医院和旅馆没有4楼，美国也

有很多大楼与旅馆没有13楼(直接标示

14楼)。另外大家会避免住在门牌地址

13号的地方。

3、不能在室内撑伞

在室内撑伞会带来厄运 ——bad

luck will "rain" on you。这个迷信在国

内很多地方也有呢。

关于起源，有人说是因为伞在旧时

作为遮阳用，在室内撑伞对太阳神是一

种污辱；也有一说是伞象征一种保护行

为，在室内撑伞等于侮辱了家园守护神

，代表你看不起他的保护能力，因此恼

羞成怒彻底对你置之不理，也不帮你抵

挡厄运。

4、 一根火柴不能连续点三根烟

这个说法据说源自一战时，燃一根

火柴来点烟，连续点到第三根烟的前后

时间，刚好足够给敌军狙击手瞄准计算

并展开攻击，使得第三个士兵刚好成为

枪下亡魂。虽然这种说法不科学，但时

至今日，美国人为别人点烟时，到第三

位时就会另外点一根火柴，以示尊重与

礼貌。

5、打破镜子会带来衰运

似乎全世界各地都有打破镜子会招

来厄运的说法，但是厄运笼罩的年限都

不一样，最长的应该数欧美的七年之说

。镜子除了能够反射影像，还反射了人

的灵魂，打破镜子会让人的灵魂受伤，

也因此命会变轻，厄运随之降临。在国

内打碎了镜子，我们通常会说一句“碎

碎平安”来祈求好运。

6、钓鱼不能带香蕉

关于船和钓鱼的禁忌非常多，钓鱼

时带香蕉上船，对水手渔民来说是个千

万不可的大禁忌。相传带香蕉登船一是

补不到鱼、二是有可能导致渔船翻覆。

迷信来自于十八世纪时美国与加勒比海

间进行的香蕉贸易，香蕉因为容易烂，

使得货船必须快马加鞭将货送到目的地

，过快的船速让渔夫很难把鱼拉上船，

而且船也相对容易失事。

二、关于好运

1、许愿骨

许愿骨就是禽鸟人字形的胸骨。通

常大家吃烤鸡的时候会挑出这块许愿骨

，两个人各执一端并许下愿望后进行拉

扯，扯到比较大块的那个人的愿望就会

成真。这个和中国东北会留下猪的腿关

节很像，这个习俗最初也是为了祈求好

运，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就变成单纯的

用来玩了。

2、幸运数字7

7在很多宗教文化当中都是幸运圆

满的数字，比如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

种颜色、一共有七个音符、世界上有七

片海洋和七块陆地……一般认为这个迷

信源自于圣经创世纪，造物主用六天造

物，第七天休息，所以一星期有七天，

七便代表了完整与和谐。另外他们也相

信3是幸运数字，同样来自于基督教三

位一体的说法。

3、打喷嚏时说 "Bless you!"

当有人打喷嚏的时候，通常大家都

会马上回应 "Bless You!" 以示礼貌，希

望对方不要生病。

这个说法可追溯到西元一世纪时，

人们相信打喷嚏的时候灵魂会跑掉，此

时躯体就很容易被恶灵入侵，必须依赖

旁人赶紧帮你说一句 "God bless you"

或 "Bless you" 来抵御恶灵。

4、幸运便士

如果捡到一分钱硬币的话就能好运

一整天，但有些人说只有头像朝上的一

分钱硬币才真的代表有好运。这项迷信

还搭配了一段打油诗：See a penny,

pick it up. All day long you'll have

good luck.这种可以理解为“一天中的意

外之喜”？既对失主来说不算大损失，

对捡到的人又是一种小幸运。

5、婚礼车后面的瓶瓶罐罐

大家在很多欧美的爱情电影里，应

该都有看过新婚夫妇坐上婚礼礼车离开

，车子后面拖着一串瓶瓶罐罐的画面。

这个风俗原型本是以前婚礼宾客们会朝

礼车丢鞋子以祈求带来好运，后来演变

成在车尾上挂易拉罐或瓶子之类的小杂

物拖着开走，瓶瓶罐罐会发出叮叮咚咚

的声音营造出欢快的气氛来祝福新人。

以上就是美国人关于好运和厄运的

一些迷信风俗了。有些是不是觉得很眼

熟呢？这些迷信风俗虽然不能当真，但

是代表了人们对好运的祈盼，大家当作

玩笑姑且看看就是了。

美国迷信风俗大盘点
没想到老美也这么神神叨叨

3月12日至 14 日，美国得克萨斯

州斯威特沃特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围

捕响尾蛇庆典。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响

尾蛇围捕活动上，数万条蛇在人们的

欢呼声中被斩首、剥皮，场面十分血

腥。一些民众将该活动视为当地的文

化遗产，但动物保护者却呼吁禁止这

样残忍的杀戮。其实在美国历史上，

响尾蛇是一种特殊且复杂的文化符号

。在独立战争之前，这种善于反击的

动物代表着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反抗

。不过在现实中，这种危险的动物又

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大量被虐

杀。响尾蛇在文化上和现实中的“冰

火两重天”遭遇令人唏嘘。

“响尾蛇小姐”选美吸引眼球

今年春天，美国得州的响尾蛇没

能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在美国新冠

肺炎疫情依旧严重的情况下，得州3月

10日放松了疫情防控措施，允许商业

活动完全开放。这让今年的响尾蛇围

捕活动得以继续进行。

斯威特沃特市的围捕响尾蛇庆典

是得州的年度盛事，今年是该市连续

第63次举办该活动。尽管受到疫情影

响，今年的活动依旧吸引了上万人参

加。要知道斯威特沃特市的人口也才1

万出头，可见这一活动的火爆。

事实上，并非只有斯威特沃特举

办围捕响尾蛇的活动。美国中西部、

南部的多个州都有这样的风俗。响尾

蛇是美国最常见的毒蛇，欧洲移民初

到北美垦荒时，经常有人和牲畜被咬

伤或咬死，因此从18世纪开始，美国

一些地区开始举办围捕响尾蛇的活动

。人们发明了各种“引蛇出洞”的方

法，包括向蛇洞里灌汽油。

从一定程度上说，捕杀响尾蛇活动

是北美殖民史、拓荒史的缩影。不过，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活动从起初的防

御目的，逐渐演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

娱乐庆典。在各地中，斯威特沃特市的

围捕响尾蛇庆典最为知名。

庆典活动内容“丰富”，有响尾

蛇捕猎赛、烹饪赛、大胃王比赛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响尾蛇小姐”

选美比赛，也叫“耍蛇小姐”选美大

赛，当地16岁至19岁的女孩都可以参

加。与其他选美不同，这一赛事除了

比相貌和装扮外，更注重比拼“勇气

”。选手需要用刀斩下蛇头，并将蛇

剥皮，以此证明她们的英勇。这个选

美的经典画面就是一名妙龄少女手持

长叉挑起被斩杀的响尾蛇。

争议颇多

围捕响尾蛇庆典现场可谓恐怖与

血腥并存。据统计，每年举行活动时

，斯威特沃特市会捕捉两吨多的蛇。

评审们会测量它们的重量和长度，之

后将毒液取出。这些蛇大部分都会被

斩首。经过处理的蛇肉会被制作成各

种食物分发给现场观众，剩下的蛇皮

会被出售，或是制成装饰品。

活动现场到处可见蛇血。在墙壁

上，满是带血的手印。这都是参与者

将响尾蛇剥皮后，在墙上留下的“胜

利”标志。当一条又一条的响尾蛇被

斩首时，围观的群众，包括儿童，会

不断发出尖叫和笑声。也是因为这个

原因，这项活动饱受争议。批评人士

认为，这种残忍的屠宰现场对未成年

人没有什么教育意义。不过主办方认

为，通过这类活动能够让青少年识别

毒蛇，并克服人们对蛇的恐惧。此外

，这一庆典早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

来源，每年能创造大约830万美元的收

益。

很多人以得州等地区响尾蛇“泛

滥成灾”为由，每年举行围捕这种动

物的活动。不过官方数据显示，美国

每年因被蛇咬伤而死亡的人数不足5人

，其中还包括那些拒绝就医以及被自

己养的毒蛇咬伤的人。此外，使用汽

油捕捉响尾蛇不但让响尾蛇数量下降

，而且也污染了周边的土地和地下水

，还有350多种野生动植物受到影响。

一些地区已经着手改变。佐治亚州克

拉克斯顿市从 2012年起停止举办围捕

响尾蛇活动，取而代之的是“响尾蛇

和野生动物庆典”，让民众了解响尾

蛇的安全常识和习性。

复杂的文化符号

响尾蛇是北美殖民地时代文化的

代表。1751年，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

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

建议：殖民地可以在英国各地分发响

尾蛇，以此“报答”英国将罪犯运送

到北美大陆。1754 年，富兰克林在

《宾夕法尼亚公报》发表了一幅名为

“加入或死亡”的政治漫画，在画中

将北美各殖民地描绘成碎成几段的蛇

，以此象征各个殖民地的分裂状态。

他还同时发表了文章，呼吁各殖民地

联合起来对抗外敌。之后美国军事将

领克里斯托弗· 加兹登设计了著名的

“加兹登旗”：旗帜以黄色为底，上

面盘曲着一条响尾蛇，旁边配有文字

“别踩我”。这面旗帜被认为是美国

最早的国旗之一。《旗帜：美国传记

》的作者、历史学家马克· 勒普森认为

，这条警告敌人不要挑衅的蛇，象征

了北美殖民地英国统治的反对，以及

对独立革命的支持。

不过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这个

响尾蛇图案逐渐有了新的含义。在20

世纪 70年代时，它成为自由意志主义

者支持小政府和个人权利的象征。

2001 年“9· 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

加上后来茶党的兴起，这幅图案被用

来表达敢于反抗和蔑视外界的“精神

”。截至2018年，阿拉巴马等10个州

允许司机使用这幅图案做车牌。不过

后来，这个图案又成为种族歧视、极

右翼和拥枪主义的代表。

响尾蛇，美国文化的复杂符号

“2021年响尾蛇小姐”艾弗丽· 施夫纳在活动现场和观众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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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韓合作恐怖電影《薩滿》入圍

今天公布的2021韓國富川國際影展競

賽片，該片也預計將於暑假登台上映

！《薩滿》由《鬼影》、《淒厲人妻

》泰國鬼才導演班莊比辛達拿剛執導

，《哭聲》羅泓軫導演擔任監製、企

劃、及共同編劇，以泰國的薩滿教為

題材，一同攜手打造出耐人尋味的恐

怖驚悚作。預告充滿泰國薩滿教的神

秘色彩，最後畫面則是在住家中，透

過攝影機攝錄到樓梯左下角，不可思

議的恐怖畫面，由於太過寫實，韓國

Youtuber特別將此標記起來，提醒大

家看了別失魂。

《薩滿》故事敘述位於泰國東北

部依善地區的一個小村落，那裡的人

們深信著房子、森林、群山、樹木，

甚至是稻田皆有靈魂。「尼姆」繼承

家族信仰，供奉先祖成為巫覡，某天

他卻發現姪女「敏」似乎不太對勁，

狀態也一天比一天惡化，變得愈來愈

古怪。

以薩滿巫覡為主題取材的攝影團

隊，三個月來一直跟隨在「尼姆」身

旁進行拍攝，為了捕捉到巫覡被神附

身的瞬間，攝影機也開始收錄到發生

在「敏」和「尼姆」以及他們家族中

，一連串不可思議的現象

《薩滿》由《鬼病院：靈異直播

》韓國發行公司SHOWBOX和泰國製

片公司GDH 599共同製作。GDH 599

是十年來泰國最成功的電影製片公司

，以驚悚片《模犯生》(2017年)奠定地

位，該片全球票房高達13億台幣。這

次韓國、泰國跨海合作《薩滿》，將

一同開拓亞洲恐怖電影的全新境界！

有「韓國驚悚恐怖大師」之稱的

導演羅泓軫，以《追擊者》、《黃海

追緝》、《哭聲》等作令觀眾印象深

刻，這次他擔任《薩滿》的監製，從

初期就參與本作的企畫、劇本撰寫、

製作，和所屬的電影製作公司North-

ern Cross一同跨國打造，而這也是羅

泓軫導演繼《哭聲》後，睽違五年所

參與的最新作品，令人十分期待他展

現更令人畏懼的「薩滿世界觀」。另

外，執導《薩滿》的「泰國恐怖大師

」班莊比辛達拿剛，於2004年以出道

恐怖作《鬼影》享譽國際、造成轟動

，而有了「鬼才導演」的稱號！2008

年以愛情喜劇《你好，陌生人》令觀

眾驚豔；2013年所執導的恐怖愛情片

《淒厲人妻》締造了泰國首部破千萬

觀影人次的作品紀錄，榮登泰國影史

票房冠軍，再度打響「恐怖大師」的

名號！

《薩滿》聚焦位於泰國東北部依善

地區中的一個小村落，住在這裡的人們

深信著房子、森林、群山、樹木，甚至

是稻田皆有靈魂。「尼姆」繼承家族信

仰，供奉先祖成為巫覡，某天他卻發現

姪女「敏」似乎不太對勁，狀態也一天

比一天惡化，變得愈來愈古怪。以薩滿

巫覡為主題取材的攝影團隊，一直跟隨

在「尼姆」身旁進行拍攝，為了捕捉到

巫覡被神附身的瞬間，攝影機也開始收

錄到發生在「敏」和「尼姆」以及他們

家族中，一連串不可思議的現象……世

襲的薩滿巫覡家族，與血有關的三個月

的紀錄……

今夏必看恐怖片《薩滿》

泰韓聯手搞鬼！
《哭聲》羅泓軫聯手《鬼影》泰國鬼才

導演，重口味預告片膽小鬼慎入……

Netflix 近日推出「Geeked Week」活動饗

宴影迷，率先公布Netflix原創影集《雨傘學院

》第三季最新消息、招牌影集《怪奇物語》第

四季隱藏卡司、奇幻影集《太陽召喚》續訂第

二季，以及即將登場的 DC 漫畫改編影集

《The Sandman》、查導(Zack Snyder)執導動畫

影集《Twilight of the Gods》等多達42個最新

節目資訊，其中引起最大討論度的，莫過於

《怪奇物語》第四季新卡司，原來就是影集

《勇敢的安妮》女主角艾美貝斯麥克諾帝

(Amybeth McNulty)，消息一出，令粉絲們都超

驚喜。

Netflix最具知名度的招牌影集《怪奇物語

》，由創作者達菲兄弟 (the Duffer Brothers)帶

領觀眾搶看最新第四季的拍攝片廠，並宣布曾

主演Netflix影集《勇敢的安妮》的年輕女星艾

美貝斯麥克諾帝 (Amybeth McNulty)，將加入

這部熱門影集的主演陣容。

Netflix也發布熱門影集《獵魔士》第二季

獨家預告，更宣布與CD Projekt Red聯手推出

線上粉絲活動「WitcherCon」，預計於7月揭

曉更多關於「巫師」手機遊戲、漫畫、周邊，

與Netflix動畫影集《獵魔士：狼之惡夢》的最

新消息，Netflix重磅消息接連

登場，勢必嗨翻全球粉絲

這次也公布了奇幻影集

《雨傘學院》即將推出的第三

季各集篇名，讓全球劇迷紛紛

預測起最新的劇情走向

改編自DC漫畫的最新影

集《The Sandman》也率先釋

出幕後花絮，由作者尼爾蓋

曼 (Neil Gaiman) 帶領粉絲一

窺故事的奇幻世界。

由《活屍大軍》名導查克

史奈德執導的最新動畫影集

《Twilight of the Gods》，以

全新的動畫方式詮釋出滂薄震

撼的北歐神話，更找來好萊塢一線巨星來為影

集擔當配音。

以全球超高人氣電玩《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 世界為背景的動畫影集

《奧術》最新劇照，同時也公布兩部與遊戲大

廠Ubisoft 合作的動畫：由《捍衛任務》(John

Wick) 編劇德瑞克柯斯達 (Derek Kolstad) 操刀

製作、故事取材自湯姆克蘭西 (Tom Clancy)

射擊遊戲的《Splinter Cell》，與改編自第一人

稱射擊電玩遊戲《極地戰嚎》的最新動畫

《Far Cry》。Netflix也於活動中一舉公布三部

集結日本動畫圈黃金陣容的原創作品：安達寬

高擔任原作及劇本、天野喜孝擔任角色設定的

恐怖動畫《exception》；由太田垣康男擔任原

作的科幻動畫《Make My Day》，以及延伸自

Netflix電影《光靈》(Bright) 的全新動漫續作

《光靈：武士之魂》(Bright: Samurai Soul)。

Netflix《怪奇物語4》卡司再升級
《獵魔士2》《雨傘學院3》《太陽召喚2》42個夯劇新資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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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尚餘不足一星期，由香港主辦的

亞洲足協盃J組賽事便會舉行，東方龍獅及理文兩支主隊的參賽陣容亦已

曝光。香港足總昨日公布，各場分組賽可以開放球場不超過容量75%的座

位，兩支主隊在球迷吶喊助威下可望踢高一線；同時票價亦“賣大包”，球迷

只需要付出港幣50元正，便可入場欣賞香港在新冠疫情下首次主辦的國際

足球賽事。

亞洲足協盃J組賽事將於本月23、26及29日
舉行，6場分組賽分別安排在香港大球場

及將軍澳運動場上演。中國台北的台南市FC已
於周三到港，蒙古220體育會亦會於日內抵埗，
兩隊將要先接受3日隔離，才能到球場練習。

東方龍獅及理文兩支主隊今季被編在同
組，一般預期兩隊也會是出線大熱。根據賽
程編排，兩隊將在23日首戰便碰頭，戰果直
接影響到小組唯一的出線席位。兩支香港代
表為免軍情洩漏，每次談及外援取捨都三緘
其口。惟隨着賽期臨近，出賽陣容已漸漸浮
出水面。

大球場將開放廂房及高層座位
季尾改以盧比度頂替李志堅任主教練的東

方龍獅，在宣布辛祖、迪高及盧卡斯離隊後，
近日再在官方網站公開發售亞協盃
版新戰衣。不過於球衣號碼及名字
一項，只得19個選擇，洋將只得4
個，分別為艾華頓、林恩許、基頓
及費蘭度。利馬、杜度、翟廷峰等
常規主力的名字已不復見，相信各
人都已落選亞協盃名單，甚至已經
離隊。

至於理文方面，近日從球員社
交平台得悉，沙普夫已與隊友告
別，洛迪古斯也自稱放假並飛離香
港，加上梁嘉恒仍然養傷，亞協盃
外援選擇其實已呼之欲出。球會昨
日黃昏也正式公布大軍名單，荷西
安祖、亞哥斯達、基華尼頓及金承龍

會代表球隊首度出戰亞洲賽；已入籍的列斯奧
及中村祐人則可以本地球員身份披甲。

此外，兩支主隊與足總及相關部門溝通及
協調後，賽事只要符合公共衞生安全情況，便
可放寬讓球迷入場觀戰，但亦要按照政府規
定，佔用座位數目不可超過75%。按政府現時
風險評估，職球員需確切執行醫學指引及相關
防疫措施，因此為更有效保持適當的社交距
離，上述於香港大球場舉行的比賽將開放廂房
層及高層予球迷。此外，所有門票均設劃位，
球迷均需按門票所列印之編號入座。

入場觀眾需遵守相應的衞生防疫措施，安
排大致與港超聯賽事相若，包括球迷必須於入
場前填寫並繳交健康申報表及接受體溫檢查、
於球場範圍內正確佩戴口罩、於場內不可進
食，但可飲用杯裝及紙包裝飲品。

女排世聯賽 中國須全勝方能晉四強 奧
斯
卡
亞
洲
三
鐵
一
哥
身
份
戰
東
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女
排聯賽18日起進入第五周、也是最後一周的
爭奪。主力球員回歸、取得三連勝的中國女
排，將先後對俄羅斯、波蘭及美國隊，不
過，由於首三周比賽以替補球員為主、戰績
不佳，中國隊要想躋身4強，必須在餘下的
比賽取得全勝，難度不小。

今次世聯賽，中國女排為求練兵，頭三
周比賽以替補球員為主，但戰績不佳，9場
比賽4勝5負，排名第10。其後朱婷、袁心
玥、顏妮、丁霞、龔翔宇和
李盈瑩6大主力回歸，並於第
四周加入戰團，連續擊敗荷
蘭、多米尼加和意大利，12
場比賽7勝5負總排名升至第
8。今起展開的第五周比賽，
中國女排將面臨更嚴峻考
驗，俄羅斯、波蘭和美國的
網上能力都很強，俄羅斯進
攻強點突出，美國的快速拉
開和出色發攔有目共睹，中
國隊要想後來居上、打進4
強，除首先立足自身拿下最
後三場比賽的勝利外，還再

看其他對手會否失分提供一些“幫助”。
總之，中國隊連戰奧運對手俄羅斯和美

國，非常有鍛煉的意義，朱婷、李盈瑩和張
常寧面對對手更強的網上能力，在進攻方面
還能不能打出高效表現，袁心玥和顏妮攜手
的副攻線，能否在攔網端支起一道屏障，進
攻相對薄弱的龔翔宇能否在與強隊的對抗中
有所提升，自由人王夢潔的一傳會不會繼續
成為對手拚發球的主要攻擊點，諸多懸念都
有待比賽去一個個揭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第40張東京
奧運入場券到手！上周墨西哥世界盃結束後，奧運排
名亦隨即結算。國際三項鐵人聯盟確認，香港代表奧
斯卡（Oscar Coggins）將以亞洲“一哥”的身份，出
戰下月的東京奧運。

東京奧運三鐵項目的男女子組別各有55名選手
參賽，每個國家及地區在每個性別最多可派遣3位世
界排名前30位的運動員出戰。由於主辦國日本的北條
巧最高世界排名為38位，東道主最多只能派2位運動
員，亞洲排名第4、剛好在3位東瀛男將之後的奧斯
卡，便可以亞洲“一哥”身份獲得奧運資格。

奧斯卡曾參加51項賽事，其中6項奪冠，有10
項成功站上頒獎台。年僅22歲的他，2019年表現出
色，在5項國際三項鐵人聯盟賽事躋身三甲，6月於
韓國舉行的亞洲錦標賽，更歷史性為香港贏得男子精
英組冠軍。

今屆東京奧運是香港代表團繼2004年及2008年
後，第3次有運動員在三鐵賽事亮相，之前兩人分別
為李致和（2004及2008年）及麥素寧（2008年）。

國足抵上海 邊隔離邊總結調整

亞協盃J組賽事

日期 對賽球隊 開賽時間 場地
6月23日 台南市FC 對 220體育會 16:00 將軍澳運動場
6月23日 東方龍獅 對 理文 20:00 香港大球場
6月26日 220體育會 對 東方龍獅 16:00 香港大球場
6月26日 理文 對 台南市FC 20:00 將軍澳運動場
6月29日 220體育會 對 理文 20:00 將軍澳運動場
6月29日 東方龍獅 對 台南市FC 20:00 香港大球場
註：票價一律港幣$50，6月21日起於香港大球場、將軍澳運動場及足總發售。

女排世聯賽第五周中國隊賽程
（以下均為北京時間）

6月18日 22時 中國 VS 俄羅斯
6月19日 22時 中國 VS 波蘭
6月20日 18時 中國 VS 美國

東方亞協盃
初步名單

守門員
1 葉鴻輝
40 鍾凱文
99 曾文輝

後衛
5 基頓
8 李嘉耀
15 馮慶㒯
29 奧利華
30 黃梓浩
32 亞歷斯祖

中場
16 梁振邦
17 梁冠聰
18 鄭子森
22 林恩許
23 黃威
47 呂卓芹
55 馬希偉
66 李卓軒
80 鍾偉強

前鋒
7 費蘭度
11 艾華頓
77 王力威

理文亞協盃
名單

●●奧斯卡奧斯卡（（左左））44月出戰於日本廿日市舉行的亞洲月出戰於日本廿日市舉行的亞洲
三項鐵人錦標賽三項鐵人錦標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球員李盈瑩在對中國球員李盈瑩在對
意大利一役慶祝得分意大利一役慶祝得分。。

FIVBFIVB圖片圖片

●●中國女排若要躋身世聯賽中國女排若要躋身世聯賽44強強，，
餘下餘下33仗必須全勝仗必須全勝。。 FIVBFIVB圖片圖片

理文公布大軍名單 東方僅4洋將選擇

505050港元睇港元睇港元睇
亞協盃亞協盃亞協盃

球
迷
球
迷
球
迷

●●梁振邦梁振邦（（左起左起）、）、黃梓浩黃梓浩、、林恩許及艾華林恩許及艾華
頓為東方新戰衣客串模特兒頓為東方新戰衣客串模特兒。。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 理文首席射手理文首席射手
基華尼頓基華尼頓（（右右））
被列入亞協名單被列入亞協名單
並不意外並不意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南市台南市FCFC已抵港接已抵港接
受隔離受隔離，，球會在球會在IGIG上載上載
外援馬可短片報平安外援馬可短片報平安。。

守門員
1 高俊
28 陳嘉豪
88 袁皓俊

後衛
2 列斯奧
3 徐宏傑
5 余煒廉
14 荷西安祖
18 黃炎堃
21 曾錦濤
22 曾家進
29 余沛康

中場
6 黃皓雋
7 李康廉
10 亞哥斯達
16 顏樂楓
17 張憙延
23 鄧匡延
26 黃俊皓
33 談樂軒
44 中村祐人

前鋒
11 鄭兆均
91 基華尼頓
99 金承龍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6月18日（星期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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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守島人》曝光“風雨同行”版特輯
“你守島，我守你”感動觀眾

即將於6月18日上映的現實主義題

材影片《守島人》，近日發布“風雨同

行”版特輯。特輯從幾位主演的視角切

入，還原了拍攝過程中的難忘經歷，從

側面印證了守島歲月的艱難與挑戰，突

顯出王繼才夫婦生死相依的動人情愫。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

際創拍電影《守島人》，影片選取“人

民楷模”王繼才與妻子王仕花，在守島

生涯中的經典片段和閃光瞬間，傳達了

“守島就是守國，守國就在守家”的愛

國主義精神。在日前舉辦的超前點映活

動中，影片收獲諸多贊譽，觀眾們給出

了大量好評，並直言影片展現出的“守

島精神”，對當下時代的普通人有重要

的指導意義。電影即將於6月18日全國

公映，全國預售目前已全面開啟。

險惡環境——主創直言“普通人難
以承受”

《守島人》全片拍攝歷時6個月，

從酷暑拍至寒冬，且全程在一座海島上

取景，時常遭遇臺風、暴雨、巨浪。劉

燁在親身體驗海島生活後，忍不住感慨

“很難想象，他們能在這樣的小島上，

生活了整整32年。衣食住行，都是很大

的問題。”老戲骨侯勇也驚嘆“島上惡

劣的環境，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為了真實還原守島生活，劇組經常

頂著惡劣的天氣進行拍攝，過程極度危

險。宮哲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也坦言“起

初會感到害怕”，但想到王繼才夫婦在

32年裏，都在這種環境下度過，便覺得

心裏充滿了力量。青年演員張一山也透

露，這部戲有年齡跨度與時代跨度，再

加上極端的外部條件，在詮釋角色時難

度不小。

風雨同行——觀眾感嘆“生死守候
的情感觸動人心”

此次《守島人》曝光的“守島夫

婦”特輯，雖然只選取拍攝過程的幾個

片段，也足以讓觀眾見識到，海島艱巨

的生存環境，以及王繼才夫婦之間的深

厚情愫。在現實生活中，開山島自然環

境惡劣，人人談之色變，避之不及；王

仕花卻辭去工作、毫不猶豫地選擇上島

，朝夕陪伴著丈夫。“風雨同行，余生

不再離分。”這句話，便是對二人情感

最好的詮釋。

在近日舉辦的超前點映活動中，不

少觀眾也被夫妻二人的相守所感染，全

程擦淚觀影。有影迷在票務平臺上留言

“你守島，我守你。這句臺詞瞬間讓我

淚崩”“浪漫不是鮮花戒指，這種生死

相隨的守候更觸動人心”，有影評人評

價“夫妻二人充滿了相濡以沫的默契，

點滴細節中感人肺腑”。此外，影片真

實還原了32年守島生活，傳遞出“守島

人精神”，也令觀眾感嘆“平凡中的偉

大”“作品的思想性非常高尚”。種種

贊譽都印證了，電影《守島人》是一部

值得欣賞的感人佳作。

電影《守島人》由八一電影製片

廠、江蘇幸福藍海影業有限責任公司

以及河北廣電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福

建電影製片廠、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

任公司聯合出品，八一電影製片廠一級

導演陳力執導兼任總編劇，張和平任藝

術總監，高滿堂任劇本策劃，丁涵、趙

哲恩編劇，梁明任攝影指導，霍廷霄任

美術指導，居文沛作曲，劉燁、宮哲主

演，侯勇、孫維民、宋春麗、張一山、

陳創、陶慧敏、馬少驊、遲蓬、徐砡等

聯袂出演。

《我經過風暴》殺青
海報曝光這一次佟麗婭

“不再美了”
由路陽、王紅衛監製，秦海燕

編劇導演，佟麗婭、吳昱翰領銜主

演的電影《我經過風暴》今日官宣

並發殺青海報。海報中佟麗婭造型

張力十足，臉部頸部傷痕矚目。該

片聚焦家庭暴力，取材自上百件真

實案例，是知名女性編劇秦海燕首

次導演的一部現實意義深刻的電影

作品。佟麗婭自曝“這部電影對我

個人來說是一次很特殊的表演體驗

”，引眾期待。該片現已殺青，將

於2021年全國上映。

取材自100+真實案例立足當下社
會現狀刺痛現實

在中國，平均7.4秒就有一個婦女

正在遭受家庭暴力。（全國婦聯統計

數據）近年來，精神虐待、PUA、高

知階層……成為家暴的關鍵詞，越來

越多相關社會討論和新聞熱點引發廣

泛關註，一部反家暴題材電影順應而

生。

如電影SLOGAN“如有雷同不是

巧合”所說，電影中大量的細節取材

自上百件真實案例及10萬字案件詳情

田野調查，主創團隊與專業律師團隊

充分溝通，深入了解家暴離婚案相關

細節詳情，真誠籌備。電影由知名女

性編劇秦海燕導演，其此前多部編劇

作品曾入圍金馬、上海、柏林電影節

，加之路陽王紅衛監製強強聯手，為

電影的內容品質保駕護航。

這一次佟麗婭不再美了顛覆以往
演繹風暴中的女人

憑借《北京愛情故事》、《唐

人街探案 2》、《超時空同居》等

多部影視作品進入觀眾視野的佟麗

婭，自出道以來就是娛樂圈中當之

無愧的女神，而這一次，佟麗婭

“不再美了”，紮心演繹一個滿身

傷疤的女人。

此次佟麗婭飾演掙紮在婚姻旋渦

中長期飽受家庭暴力摧殘的徐敏，為

了角色下足功夫，自曝“為了讓自己

更像徐敏，曾有意識地熬夜不睡覺，

在片場抽空跑步跳繩來消耗體力，顯

得狀態差”，並稱“感謝這部電影，

讓佟麗婭不再美了”。

講述一段難以啟齒的故事揭示一
個殘酷無比的現實

電影《我經過風暴》講述了一個

愛情、暴力、PUA、親情交織，進而

引發的一段殘酷故事。由佟麗婭飾演

的徐敏是一個獨立的新時代女性，看

似強勢的外殼之下包裹的卻是一顆不

忍重負脆弱的心。長期被丈夫施暴的

徐敏在一次次容忍後終於奮起反抗，

與新手律師李小萌走上艱難的離婚取

證道路。現實世界多的是如同徐敏一

般在婚姻中嗆水嗆到流淚還堅持往前

遊的普通女人，然正如片名所說，經

歷了風暴，最終將會閃爍光芒。

本次曝光的海報中佟麗婭發型淩

亂，眉眼緊鎖，臉部和頸部的傷痕引

人註目，整張海報給人以強烈的視覺

沖擊和十足的氛圍感。本次官方僅釋

出一張佟麗婭的臉部特寫海報，並沒

有其它相關信息露出，陳均的戲中形

象？男主吳昱翰將如何詮釋？故事結

局走向如何？……眾多未公布信息讓

人不由得更加期待。

電影《我經過風暴》由天津貓眼

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光線影

業有限公司、寧波高新區飛鳥非魚影

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將於2021

年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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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 備出廣東歌
羅鈞滿瞄準大灣區

北上北上 99 個月發掘機遇大開眼界個月發掘機遇大開眼界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藝人李國麟早就洞悉
內地高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近年積極拓展
內地市場，疫情下，他也不時往來香港內地
工作。這兩個月，李國麟再度北上拍戲，亦
出席發布會、代言活動，以及登台，李國麟
表示：“我4月30號上來，隔離出來之後馬
不停蹄，到了桂林、石家莊、貴陽、信陽、
南城、湖南、福州、福清，很充實！”他指
休息幾天又去杭州、河北、澳門、海口、滄
州等地，也有其他工作還在談，要視乎檔
期。

李國麟遊走大中華各地，寓工作於娛
樂，趁空餘時間旅遊參觀景點，在河北省他
特別去了國家一級博物館“西柏坡紀念館”
參觀，這是中共中央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
駐西柏坡期間歷史的博物館，了解到西柏坡
紀念館基本陳列包括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
西柏坡陳列展覽館、廉政教育館、西柏坡國
家安全教育館、西柏坡豐碑林等五處。西柏
坡中共中央舊址，完好保存了毛澤東、劉少

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五大書記舊居
和七屆二中全會、九月會議，以及軍委作戰
室等13處舊址，並配有文物、文獻、圖片、
資料等大量展品，承載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西柏坡戰鬥、生活
的豐厚歷史記憶，傳遞了重要的歷史信息與
教育意義。首次到紅色景點參觀，李國麟覺得
十分有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第24屆上海國際
電影節短視頻單元入選推薦作品17日揭曉。本次入選推薦作
品包括：導師團特別推薦作品——《夏至之後》；最佳導演
短視頻作品——《盡情舞蹈：熵》；最佳紀錄短視頻作
品——《倉庫裡的結婚照》；最佳動畫短視頻作品——《酒
兒》；最具探索精神短視頻作品——《匿名用戶》；最佳製
作短視頻作品——《模式》；咪咕特別關注作品——《打球
吧！少年》；最佳VR效果作品——《基日俄羅斯的木藝奇
觀》；最佳VR作品——《我生命中的60秒》。

包括中國國家一級導演丁晟在內的導師在談及對作品推
薦的選擇標準時均提及了創作熱情和主旨表達。丁晟指出，
作為創作者一定要忠於自己的熱情和創作點，而非一味地依
附時代，或呈現出花哨的表象。不過他也多次提及，如今不
少短視頻在故事的表述上還需下一番功夫，如何在有限的片
長內通過合理的手法和編劇，把想要展現的故事講得精彩，
需要創作者用心思考。

而談及未來短視頻與電影的發展，丁晟認為，兩者將並
存，各有各的精彩。但無論哪一種類型，都需要創作者保持
創作熱度，“手要熱，別光動腦子，越大膽越純粹越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現年37歲的羅鈞滿（Moon）於

2016年離開香港無綫電視（TVB）後，中間經歷過一段“空白期”

讓自己去沉澱思考，認清楚事情的可為與不為，之後在修例風波及

疫情的雙重打擊下，香港各行各業都處於停滯狀態，Moon在機緣

下於去年 4、5月時簽約藝能旗下，盼在演藝路上重整旗鼓，奮鬥

拚搏，再戰幕前，前一段日子他北上發掘機遇，一留便逗留近9個

月，讓他對內地文化的認識日甚一日，親身體會國家的地大物博，

繁榮昌盛，亦寄語香港與內地共融，共創美好國家！

遊走中華大地 李國麟超充實 丁晟勉視頻創作者
將想法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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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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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鈞滿有份拍攝網劇羅鈞滿有份拍攝網劇《《黑金風暴黑金風暴》。》。

● 上 月
底，羅鈞
滿已在港
接種第一針
科興疫苗。

●羅鈞滿隨譚詠麟等人登上吉林長
白山天池。

●●羅鈞滿參加央視節目羅鈞滿參加央視節目
《《星光大道星光大道》。》。

▶▶首次到紅色景點參觀首次到紅色景點參觀，，李國李國
麟覺得十分有意義麟覺得十分有意義。。

▲李國麟到訪西柏坡。

●● 今 天 的今 天 的
羅 鈞 滿 踏羅 鈞 滿 踏
實不少實不少。。

●●羅鈞滿羅鈞滿
在演藝路在演藝路
上重整旗上重整旗
鼓鼓，，北上發北上發
掘商機掘商機。。

轉瞬間，Moon離開無綫已有5年，度過人生高低起
跌，眼前的他踏實不少，回想昔日發生的負面事情，

在沉澱日子裏，他反覆思量哪些事情可以精益求精，哪一
些三思而行，的確令他更成長。儘管不少藝人離巢無綫後
便會公開力數舊東家不是，然而，Moon對無綫沒有一絲怨
念，亦對公司栽培存感恩之心：“沒有無綫訓練班，沒有
安排拍劇，也不會有人認識我，從來不覺得TVB待我不
好，應該說是對我好好，給予工作機會，可能我走時沒有
大吵大鬧，所以不是很多人知我已離開吧！”

在內地摸索自媒體運營技巧
回復自由身的Moon毅然到內地拍了幾部網劇，發覺

事與願違，遂轉移到不同地方走埠商演，亦隨昔日無綫一
群幕後同事搞製作公司，在香港爆發修例風波之際，可幸
上遊輪商演，收入上不是問題，惟甚少作品曝光而陷入
“空白期”，直至去年中加盟藝能，希望可重新投入演藝
業奮鬥，奈何一場新冠疫情，顛覆了人們生活所有，令工

作停擺，Moon不想守株待兔，碰上同門
趙浚承要到內地工作，Moon便跟着

北上發掘商機，就這樣去年9
月到深圳隔離，前所未有在
內地逗留了8個半月，其間
遊走了深圳、廣州，北京等
多個地方，不斷加深對祖國
的認知，他認為最棒是隨校
長譚詠麟登上吉林長白山天
池，江山如畫令他大飽眼
福！

Moon說：“最初
計劃留半個月，主要
是和內地製作團隊進
一步摸索自媒體運營

技巧，但完成
隔 離

後，很快有機會舉行線上音樂會，當時正藉在隔離的校長
也有連線支持，後來待久了便很適應那邊生活模式，更不
想返香港，時值香港疫情在爆發，內地已控制好疫情，
他們只要進入場所掃碼，遵守正常規矩出入，相對比較自
由。”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不乏人才資源，港人在內地發展
面對激烈競爭，Moon謂：“現時網絡平台發達，好容易可
以將作品放上平台，無疑機會多了，競爭也大了，汰弱留
強是必然的事，無可否認香港藝人北上發展不及以前容
易，內地人才濟濟，尤以20至25歲年輕一代藝人層面特別
多，市場上比較缺介乎30至40歲這個年紀有經驗的藝人，
對我來說可能在發展上有另一局面，有存在的空間。”

加深對祖國認知冀闖出一片天
香港藝人北上發展靡然成風，大灣區更是機遇處處，

Moon了解後仔細分析：“今個農曆年，內地因疫情防控開
啟了就地過年，非必要不出境，我就隨朋友由深圳到湖南
衡陽玩，原本6個小時的自駕車程，回程時足足用上18小
時，通宵駕車才回到深圳，大家都在春節假期完結前開車
回來，堵得水洩不通，擁擠情境令我大開眼界，以前小時
候只到過深圳羅湖，今次給我很深體會一個深圳市已經好
大，可見國家地域遼闊，要在內地發展，由深圳延展到整
個廣東省，放眼大灣區都已經有很多發展路向，始終廣東
話佔上優勢。目前位於廣州的珠江影業集團也是全國第
四、五大的影業國營機構，亦正大力推動廣東省文化，所
以先踏足南方市場再轉移北方市場也不遲，我在內地碰見
都是熟口熟面來自香港的幕後人，他們都想找一些香港盟
友合作，大家都抱着實幹精神，互相幫忙團聚力量共闖出
一片天。”

Moon在內地期間首度參與中央電視台大型綜藝節目
《星光大道》，開了個“頭彩”，近期有機會跟香港一班
演員林峯、黃浩然合作拍攝網劇《黑金風暴》，也是離開
無綫後首個接演的“正式”角色，他完成了深圳
戲份，最近已回港拍攝餘下場口，並抽

空接種科興疫苗，預計7月再回內地籌備廣
東新歌，對事業滿腔熱忱。

反對判斷事情對錯以立場行先
香港一場修例風波出現嚴重政見對立，Moon的

朋友圈都有持不同立場的人，他先不理各自的
“站位”在哪一方，但做人最基本要學懂尊
重，他謂：“有些認識已久的朋友就因為彼此
立場不同，可以為些微不足道問題講出難入
耳說話，尊重變得廉價，為什麼單憑政見
一面來判斷事情的是與非，那麼本
身的是非觀豈不蕩然無存？昔
日港人在內地的光環已掉下
來，打了折扣，自己覺得
大家同是中國人不該分
你或我，應視作一家
人，一條心，做好自己
國家的事，共同對
外，而不是內
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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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领先的教育资源、强大的经济实力

、广阔的事业拓展空间……全球移民者

对美国的青睐长盛不衰。那么换个角度

看，美国对待移民的态度又如何呢？最

近，来自华盛顿智库Cato Institute的研究

显示了美国人对移民的看法，大多数美

国人对移民有非常积极的看法。

美国人对移民的支持率正在上升

即便在政府政策层面，往往由于新

旧总统更迭，对待移民的态度有所起伏

。但一直以来，美国普通民众对移民的

欢迎和支持的比例，是直线上升的。

来自华盛顿智库Cato Institute的最新

研究显示：

在1975年，只有7%的美国人希望增

加移民，37%的人希望保持目前的水平

，而多数人（42%）希望减少移民的数

量。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只有5%的

人口是外国出生的。

今天的美国，在外国出生的人口中

，有14%是外国出生的，而增加移民的

人数（29%）和减少（33%）的美国人数

量差不多，38%希望保持不变。

美国人如何看待移民？他们是否认

可拜登的全面移民改革方案？

民主党对移民的态度影响了美国人

对移民的看法。将近一半（4%）的民主

党人支持越来越多的美国移民，而21％

的独立人士和11％的共和党人支持。

相比之下，盖洛普在2001年发现只

有17％的民主党人，16％的独立人和7％

的共和党人希望增加移民。

绝大多数（91%）的美国人欢迎移

民到美国。只有极少数人（只有9%）认

为“无移民”对国家有利。相反，有

68%的人倾向于“低水平”的移民，而

23%的人则希望“高水平”的移民。

多数人认为移民制度应同等优先考

虑高技能工人和美国亲戚。很少（14%

）的美国人认为应优先考虑家庭成员而

不是高技能的工人。

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58%）的

美国人说，拥有高水平技能的移民和已

经有家人居住在美国的人都应享有同等

的优先权。大约四分之一（28%）的人

认为应优先考虑那些技术水平高的人。

同样，只有1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

移民制度应该比“高技能移民”更喜欢

“文化相似”的移民。相反，大多数

（55%）认为应该对两者都给予同等的

优惠，而三分之一（33%）则认为应该

对高技能的工人给予同等的优惠。

共和党人更倾向于高技能的移民，

而不是美国居民的家庭成员或“文化相

似”的移民。

40%的共和党人将优先考虑高技能

工人，而不是拥有美国家庭成员的工人

（9%）。同样，有 39％的共和党人比

“文化相似”的移民（12%）更喜欢高

技能的工人。

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在这两种情况

下都表示，应同时给予高技能工人和美

国家庭成员（51%）或高技能工人和

“文化相似”的移民（48%）相同的优

惠。

民主党人不认可移民制度应优先考

虑高技能的工人。有19%的人会优先考

虑高技能的移民，而不是有美国家庭成

员的移民（17%）。

大多数人会给予两组相同的偏好

（64%）。相对于“文化相似”的移民

（11%），更多的民主党人优先考虑高

技能的工人（30%），但大多数人（59%

）希望两者都享有同等的优先权。

如今，在美国，上至总统拜登，下

至高达91%的普通人，都对移民抱持欢

迎友好的态度。并且，现实情况也在提

示移民对美国的重要意义！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今年出现了大

幅短缺的情况。根据职位空缺和劳动力

流动调查（JOLTS）报告，美国在今年2

月份出现了740万个岗位空缺，比新冠

大流行之前的2020年2月份的空缺更多

。

绝大多数研究调查都显示，合法移民对

美国经济有利，特别当美国人口成长趋

缓之际，直接引入移民，是更加简单、

直接、有效的重要手段。

深受疫情影响的美国，急需移民改

善现状、恢复经济。巨大的移民缺口之

下，美国对新移民，特别是高素质移民

的需求度、依赖度和接纳度也将达到历

史至高点。

美国人如何看待移民政策？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66%）说，企

业应该被允许雇用他们认为最适合该职

位的人，不论其国籍如何。三分之一

（33%）的人则认为应该要求企业“优

先考虑美国出生的工人”。

民主党人坚决同意（77%），无论

其国籍如何，都应允许雇用他们认为最

有资格的人。多数独立人士（60%）和

共和党人（56%）也同意，但幅度比民

主党人小。

接近三分之二（62%）的美国人说

，当企业找不到足够的工人来填补农业

，农业和建筑等所需的工作时，应允许

他们从其他地方雇佣尽可能多的移民工

人，38%反对。

绝大多数民主党人（78%）表示，

应允许企业雇用所需数量的移民工人。

独立人士和共和党人的看法不一。独立

人士赞成这种招聘的比例为52％至47％

。共和党反对率在47%至52%之间。

63%的美国人支持创建一种新型的

专门针对企业家的移民签证，37%反对

。

支持者中，有70%的民主党人，61%

的共和党人和51%的独立人士对此表示

支持。

目前平均每个移民要等待大约5年

才能被允许移居美国。大多数人认为获

得绿卡的时间太长，52%表示应该用不

到5年的时间。大约四分之一（28%）的

人希望保持5年的现状，五分之一（20%

）的人认为应该持续5年以上。

总体来看，美国人对移民的支持正

在上升：91％的美国人欢迎移民到美国

，9％的人希望关闭边境。

更多美国人欢迎职业移民，呼吁简化移

民程序

那么，美国人对当前的移民政策持

有哪种看法？研究机构从移民对美国就

业的影响、获得绿卡的时间以及美国移

民政策对移民的影响几个方面给出了回

答。

对于移民对就业的影响，三分之二

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应“允许雇用他们

认为最适合该职位的任何人，而不论其

国籍是什么。” 美国人的这一认知，对

职业移民以及H-1B/L-1等非移民工作签

证申请有重要意义。

整体而言，有61%的受访者表示希

望每年的移民人数少于一百万。大多数

美国人认为紧缩的移民政策反而会导致

非法移民，41%的人说非法移民是由于

合法的移民系统限制太严而引起的，此

外有19%的人说非法移民没有资格申请

。

在合法移民方面，大多数美国人认

为应该简化程序，80％的受访者表示移

民需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而外国人拿

到美国绿卡的时间远超过五年。在拜登

的全面移民改革法案中，有一项是规定

职业移民最长排期为10年，否则豁免移

民签证。这是根据等待时间来签发签证

，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增加签证数量。

整体而言，美国人对移民的态度是

积极的，这与拜登政府以及民主党对移

民的态度不谋而合。根据调查研究报告

，有47％的民主党人希望增加移民，而

只有11％的共和党人希望这样做。

在拜登上任总统之初，庞大的移民

改革提案中，已经充分显示了其广纳移

民、增发绿卡的决心。

为在美的约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

身份合法化途径；

STEM专业博士毕业生直接发绿卡；

为促进家庭团聚，增加亲属移民绿

卡数量；

特别是基于就业的职业类移民更是

名额大增，包括直接把年度配额涨到17

万张，取消7％的国别限制，配偶和21

岁以下子女不占用绿卡额度等等……

更加重要的是，拜登针对职业移民

的改革主张，充分体现了美国留住高精尖

人才、提升全球人才竞争力的决心，也将

为中国申请人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

随着美国进入拜登时代，能为美国

创造就业、拉动投资、促进社会发展的

人才，都会受到更大的欢迎和支持！有

“才”的 EB-1A 杰出人才移民，和有

“财”的EB-5投资移民，都将会迎来更

多利好！

美国人如何看待移民？
他们是否认可拜登的全面移民改革方案？

拜登政府正在给予移民检察官更

多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追究甚至撤

销哪些案件。

据国会山报报道，一份给美国移

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检察官的备忘录

显示，允许该机构的检察官撤销针对

绿卡持有者以及年长、怀孕或有严重

健康状况或从小就移民美国的人的案

件。

备忘录还建议该机构的律师权衡

其他“令人信服的人道主义因素”，

例如被告是看护人还是犯罪受害者。

此举是川普执政时期政策的一个

明显转变，当时该机构被鼓励积极追

查驱逐案件。

备忘录还鼓励检察官“尽早”使

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

此举是因为移民法庭积压的案件

已增至 130 万件——这一数字在川

普政府执政期间增加了一倍，那些前

途未卜的人往往需要等待数年才能解

决他们的案件。

自由裁量权是任何法律体系不可

或缺的特征。在适当情况下，行使起

诉裁量权可以保护有限的政府资源，

在个别案件中取得公正、公平的结果

，并推进部门的使命，以明智的方式

执行美国的移民法来提高公众信心。

进入拜登时代，美国移民大环境

全面回暖！拜登向国会提交《2021年

美国公民法案》，全力恢复美国欢迎

移民的价值取向，全面改革美国移民

体系。该法案利好 EB 类职业移民的

改革包括：直接增加年度配额、重新

利用每财年未用完的签证、消除国别

限额、配偶子女不计入年度配额、以

及清除签证积压等内容。

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EB-1A 不需要申请劳工证，不需

要长久工作的承诺。根据您所从事的

专业领域内取得的成就来评估您是否

具备申请资格。在所有的移民途径中

，EB-1A是无语言、无需办理劳工证

、无需雇主担保、不需要投资的优质

途径。

美国NIW移民

美国国家利益豁免移民(NIW)是

美国移民法职业移民第二优先(EB-2)

的一个特例。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利益

的考虑，对那些为美国国家利益做出

重要贡献的外籍人士，豁免他们的长

期工作承诺要求及漫长繁琐的劳工证

申请，使他们可以直接向移民局提出

移民申请获得绿卡。

利好不断！拜登再放宽移民政策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 六月六日
啟程前往危地馬拉和墨西哥訪問，
但乘坐的專機在起飛三十分鐘後，
在空中卻發生機械故障，被迫返航
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哈里斯隨後搭
乘另一架飛機繼續出訪，美方稱在
該意外事件中，無工作人員傷亡。
雖然這只是一段小插曲，但這個
“出師不利”的飛機故障事件，似
乎預示了哈里斯此行的結局是不符
其望。

哈里斯此次為期兩天的拉丁美
洲之行，旨在與美國南部鄰國危地
馬拉和墨西哥合作，共同解決美國
南部邊境危機，並期望從根源上，
解決拉丁美洲移民問題。

美國總統拜登年初上台後，從
拉丁美洲國家北上想要入境美國的
移民人數，大幅增加，哈里斯在訪
問危地馬拉時強調守護美國邊境的

立場，並承諾會着重改善拉丁美洲
各國的國內問題。哈里斯說：“我
想要強調，我們工作的目標，是幫
助危地馬拉人民，在家鄉找到希望
。同時，我希望對這個地區的人清
楚地說，正考慮走那危險的路徑到
美墨邊境的人，不要來，不要來。
美國會持續執法並確保我們邊境的
安全。你們有合法的方法，是移民
可以進行的。應該跟著這些合法途
徑而行”

美墨邊境議題一直是美國政治
最敏感的議題之一。在經歷對邊界
採取強硬立場的特朗普政府後，新
上任的拜登被認為對移民相對友善
，並可能鬆綁部分對移民的管制。
這也導致今年以來，大批拉丁美洲
國家民眾抱着可以入境美國的希望
大舉北上。

為了解決問題，拜登指派同為

移民後代的副總統哈里斯，負責處
理邊境移民問題。哈里斯也多次宣
示，要針對移民問題產生的根源，
也就是從拉丁美洲國內的貧窮、糧
食安全、貪腐等問題下手。

因此，哈里斯先前已經提出了
三點一億美元的短期援助經費，長
期更要投資四十億美元，幫助拉丁
美洲國家發展。但不少媒體指出，
美國多年來已向拉丁美洲投入大量
資金援助，但移民數量依然持續增
加。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分析，美
國政府過去已經透過美國國際開發
署等機構，提供資金援助，但撒錢
似乎無濟於事。多數援助資金缺乏
監管，有可能落入承包商及貪腐官
員的口袋裡，無法真正花在刀口上
，直接幫助到需要的民眾。儘管美
國承諾會與私營部門及非政府組織
合作，但這需要更多的結構性改革

，而且曠日持久。
哈里斯這次外訪讓拉丁美洲民

眾失望和不滿，特別是她叫“潛在
”的非法移民“不要來，不要來。
”該發言顯然未考慮到拉丁美洲數
以百萬計的人口陷入極端貧窮的現
況。受到颶風、饑荒、自然災害、
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的打擊後，該
地區的經濟衰退可能還會持續多年
，更不用說該地區猖獗的幫派暴力
。此外，哈里斯的聲明似乎忽略了
一個事實：請求庇護是一項合法權
利。哈里斯在她作為副總統候選人
時，曾批判特朗普政府破壞了這一
權利。可是一旦當上副總統，這位
移民的女兒也說出這樣特別刺耳的
話來，今美國後院兩國人民，大失
所望。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哈里斯難解邊境危機哈里斯難解邊境危機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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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詭扯》繼台北電影節5項入圍後，今入圍2021韓國富川國際影展競賽片（Bu-

cheon Choice），也就是等同入圍角逐影展最大獎項。演員陳柏霖、劉冠廷第一時間接獲

好消息時也不禁歡呼大叫，陳柏霖開心笑說：「很久沒有作品在影展或韓國上映，很期待

也希望韓國觀眾會喜歡。」

韓國富川國際影展（BIFAN）是亞洲最重要，也是規模最大的類型影展之一，預計9

月上映的電影《詭扯》打敗其他30多個國家的作品，並以「具有獨特視野與風格，展現創

新實驗精神與藝術能量」而入選。

劇情描述黑警鋒哥（陳柏霖飾）要在48小時內找回被兄弟小強黑吃黑的鑽石贓物，他

循著手機訊號來到某村莊，卻怎麼也找不到他，在詭異氣氛下，與徐伯（陳以文飾）為首

的村民展開一連串的心戰與鬥智，當局面陷入混亂時，竟還有女鬼來搗亂，情節詭譎之餘

又有許多突如其來的笑點貫穿全片。

該片於去年拍攝，今年4月份完成後製，並甫於北影競賽項目獲5項入圍，包括：最

佳導演許富翔、最佳女配角百白、最佳男配角劉冠廷、最佳剪輯李棟全、最佳聲音設計湯

湘竹、劉小草、曾雅寧等，如今又入選富川電影節競賽片，對幕前幕後工作人員來說是極

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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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知名作家九把刀第三度執導的新片《月老》，由柯震東、宋芸樺

、王淨主演，從2019年開拍至今精心打磨近3年時間，終於傳來令人振

奮的消息，《月老》將於7月8日參加韓國富川國際奇幻影展的開幕片，

這也是首部台灣電影獲選為富川奇幻國際影展開幕片的殊榮。由於最近

台灣受到疫情嚴重影響，在高壓的狀況下，《月老》後製作業終於如期

完成，獲選富川國際奇幻影展也等於替製作團隊打了一劑強心針！

第25屆的富川國際奇幻影展今年總計有來自世界47國260部電影參

展，而《月老》將於7月8日在富川市政廳影院舉辦開幕映演。富川影展

策展人提到：「九把刀導演的前作《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曾經獲

得富川影展觀眾票選獎，因此他一直是受到觀眾歡迎的導演。這次我們

有幸邀請《月老》作為富川國際奇幻影展的開幕片，因為我們相信這部

電影可以喚醒許多觀眾的珍貴記憶，同時電影也展現出愛的價值無論是

否在世都可永存。在這個艱困的時刻，我們希望觀眾能夠找尋到真正的

自我價值，更希望這部電影可以感動和撫慰所有的觀眾！」

柯震東說：「謝謝富川影展！很開心《月老》入選開幕片，希望疫

情趕快過去，大家可以健康平安地一起看《月老》」。宋芸樺覺得很榮

幸《月老》能被選上富川影展開幕片：「我自己也還沒看過電影，所以

非常期待可以和觀眾一起在戲院感受這個特別的故事。希望大家都健康

平安，期待戲院見！」王淨則說：「非常興奮也很期待，因為疫情的關

係，擔心台灣可能沒辦法在預計的時間內準時上片。結果聽到這個消息

覺得安慰了很多，能夠先讓韓國的觀眾們看到《月老》，真的很感激～

也希望他們會喜歡。」

4K動畫影集《勇者動畫系列》

將於7月4日在公視首播，該劇改編

自台灣漫畫家黃色書刊的知名作品

《勇者系列》，耗資4,320萬元製作

6集，每集30分鐘，為文化部前瞻

計畫預算最高的動畫影集。

漫畫家黃色書刊因喜歡日本

RPG（角色扮演遊戲）中的勇者題

材，2016年起在其粉專推出《勇者

系列》，以每天一篇4格漫畫的形

式連載，原只想畫短篇，但因反應

不錯，加入更多角色，形成龐大的

世界觀。漫畫中勇者、魔族、村民

等人物設定顛覆刻板印象，並反諷

社會、暗喻人性，在網路累積大量

讀者，至今超過950話，更被改編

為《勇者動畫系列》。

《勇者動畫系列》緣起於2018

年文化部與公視合作，由公視對外

招標，希望將市場上具潛力的台灣

漫畫、小說或遊戲IP改編為動畫，

台灣動畫團隊「大貓工作室」以改

編《勇者系列》的提案脫穎而出。

該動畫獲文化部前瞻計畫補助4,420

萬元，其中100萬用於幕後紀實拍

攝，6集平均每集預算720萬元。

黃色書刊以暗喻性的諷刺漫畫

聞名，名言是「黃色在你眼中是什

麼樣的顏色，那它就是什麼樣的顏

色。」

「有故事性的遊戲不多，小說

改編難度高，因此決定用漫畫提案

。」大貓工作室創辦人、《勇者動

畫系列》製作人王尉修透露，《勇

者系列》當初雖僅連載2年，但已

累積故事厚度，加上團隊成員都對

作品有印象，才以該作進行改編。

《勇者動畫系列》編導楊子霆

曾以《我們的月亮》入圍台北電影

獎「最佳動畫片」，3年前他構思

動畫劇本時，漫畫連載進度約為目

前的1/3。他將原著前260話的劇情

解構重組為6集動畫，編劇期約半

年。

人氣台漫改編影集
《勇者動畫系列》

斥資4,320萬高規格製作

電影「男人與他的海」今年四月上映開出

全台票房500萬佳績，其中引起廣大迴響的

「海洋之子」計畫，共有1萬3000多名學子親

臨戲院感受大海之美，一名孩子映後時生動分

享：「自己就像被麻醉針射到般愛上了大海！

」讓導演黃嘉俊自信地說：「海洋教育正在發

生！」16日晚間「男人與他的海」校園公播推

廣計畫「海洋之子 2.0」，正式於集資平台

「挖貝」上線，希望將公播DVD送進全台國

中小、影響百萬名學子。

「男人與他的海」創下當時台灣群眾募資

記錄，成功募集近1200萬元，並啟動海洋之子

計畫，共超過百所學校參與，走過全台17個縣

市，導演黃嘉俊與兩位被攝者廖鴻基、金磊也

現身戲院，參與近百場映後與學生面對面交流

、聆聽他們的感想。有位同學

被片中的海上相遇一幕而感動

：「這樣的情感非常希望能傳

達給母親。」也有同學驚訝地

說：「大翅鯨躍出水面時，我

嘴巴張大到說不出話來，因為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可愛的

大翅鯨。」東華大學附小的許

老師表示：「大銀幕前，那一

望無際、深不可測的蔚藍海洋

與3萬公斤的大翅鯨，撼動了

他們。」

得到師生們熱情的回饋，導

演黃嘉俊說：「謝謝這些認真

的老師，給了這麼多純真的孩

子一個更具想像和可能性的未

來。」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表

示：「這部電影確實是海洋教育中，一道感性

又賞心悅目的橋樑。」水下鯨豚攝影師金磊也

期待：「本片能夠對許多還在尋找方向，以及

猶豫裹足不前的同學們，有著些微的影響。」

昨日正式開跑的「男人與他的海」校園

公播推廣計畫，將透過集資把公播DVD送

進全台 3622 所國中小，同時曝光全新主視

覺及集資品，除了針對本片精神設計的漁

夫帽和毛巾外，更特別與新北市和平國小

、台北市士林國中、高雄市中正高中合作

，共收錄六名學生的繪畫作品製作成明信

片，希望能把孩子們的感動及對大海的喜

愛，傳遞給大家。此外，本次集資金額的

2%也將捐至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投入更

多的海洋教育與推廣。

海洋教育校園免費看
「男人與他的海」 推海洋之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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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文庙称为孔庙，是专门用

来祭祀孔子的地方。中国第一座孔庙

出现于公元前478年，即孔子逝世的第

二年，鲁哀公将孔子位于曲阜的三间

旧宅改作庙堂，用来陈列孔子生前所

用“衣冠琴车书”，并定时奉祀。这

便是如今名扬天下的“曲阜孔庙”的

前身。

除了孔庙，文庙还有其他很多历

史称谓，汉代至隋朝或称仲尼庙、孔

子庙等，唐朝或称孔圣庙、文宣王庙

等，宋朝或称宣圣庙、夫子庙等，元

朝或称先圣庙。这些名字多跟孔子在

历史上的称谓和封号有关，其中影响

最大的封号是“大成至圣文宣王”，

因而各地多把孔庙称为文庙。也有一

些约定俗称的文庙名称使用至今，比

如曲阜孔庙、北京国子监孔庙、南京

夫子庙等。

孔庙之于中国人，犹如教堂之于

西方人，清真寺之于穆斯林。孔子不

是神，却被中国人供进庙宇，上至皇

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叩头敬

拜。因为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影

响太大了。

孔子周游列国怀才不遇后，便致

力于教书育人和整理文献。他一生教

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并提出了

许多伟大的教育理念，如“因材施教

”等。他删《诗》《书》，订《礼》

《乐》，修《春秋》，对中国上古文

献进行了全面整理，并开创了深刻影

响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学说。所以，

古人在祭拜天地和祖先之外，又特别

加了一个祭孔。

除了祭祀孔子，文庙的另一大功

能是教育。隋唐时开始科举考试，唐

太宗诏令天下学校皆立孔子庙，从此

，庙学合一的“学庙”在全国大规模

建立，一边用来祭祀孔子，一边用来

传讲儒家思想，性质类似于现在的公

立学校。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文庙都

属于此类。

最有名的北京国子监文庙，既是

国家最高教育机关，也是祭祀孔子的

国庙。北宋范仲淹创建的苏州文庙，

被誉为“东南学宫之首”，使苏州成

为中国历史上培养状元最多的地方。

在广东，很多文庙依旧保留着学宫的

名字，如番禺学宫（现广州农讲所）

、德庆学宫等。

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和科举制度

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在县以上的

行政区域均建设了文庙。据统计，清

末时全国府、州、县设立的文庙数量

达到1560多处。其中有300多处保存至

今、主体建筑尚存，分布在全国各地

。

文庙不仅仅是一座庙，而是一个

建筑群，其中有一些必备的建筑，包

括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

、大成殿、两庑、崇圣祠等。这每一

项建筑的形制和名称都有其特别寓意

，了解之后再去参拜，相信孔老夫子

会更加保佑。

万仞宫墙一般位于建筑群最前面

，起到影壁或照壁的作用。名字取自

《论语· 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

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

富，得其门者或寡矣。”高大厚实的

墙体代表着孔子学问高深，好比宫墙

有万仞之高，人们一眼难以窥探其中

奥妙。若想取得功名，并无捷径，必

须进入学宫踏踏实实学习。

绕过万仞宫墙，会看到第一道门

，叫棂星门，一般是木质或石质牌坊

。“棂星”即灵星，又名天田星，古

代皇帝祭天时要先祭棂星。文庙第一

道大门以棂星门命名，是告诉来者孔

子如同天上星宿下凡，智慧广大，能

力无边，同时祭孔如同祭天，轻慢不

得。

穿过棂星门，会看到一个半月形

的水池，名叫泮池。名字来自春秋时

期鲁国在泮水岸修筑的泮宫，这是当

时各诸侯国中最早的学宫，从此泮宫

成了大学的代名词。泮宫三面围以池

水，呈半圆状，形如半壁，取玉璧之

半之意，代表着学无止境，称为泮池

，后成为文庙、学宫专用。泮池一般

引入活水，寓意知识如同活水一样，

常学常新。在泮池上，一般建有三座

泮桥。明清时新进生员须入学宫参拜

孔子，因此称入学为“入泮”或“游

泮”。学生们也期待着过了桥，将来

能状元及第，金榜题名，因此又名

“状元桥”。

之后会看到文庙的第二道大门

——大成门，又称仪门或戟门，是通

往大成殿的入口。称为仪门，表示凡

进此门者，应该衣冠整洁，仪表端正

，以示对孔子的尊敬。称为戟门，则

是因为宋代以后，门外常立有戟，以

示威严。这些都告诉来者来此参拜要

心正意诚，心存敬畏。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是祭

祀孔子的正殿。大成二字取自《孟子·

万章下》中“孔子之谓圣集大成”一

语。古代称古乐一变为一成，九变为

九成，至九变而乐终称为大成，称孔

子为“圣集大成”，意味着他汇集了

古代先贤思想的精华，又提出了新的

光照万世的思想理念。因此，敬重孔

子，其实是敬重孔子的思想和理念。

文庙建筑群普遍采用中轴对称，

呈三进院落的方式分布：从万仞宫墙

至大成门为第一进院落，大成门至大

成殿为第二进院落，大成殿至崇圣祠

为第三进院落。也有不少采用五进院

落，如云南建水文庙、山西平遥文庙

等。曲阜孔庙规格最高，采用九进院

落。这样的格局也是步步为进，营造

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

这些建筑的形制和名称，每一项

都可以看出构思者的用心良苦，包含

着对孔夫子的敬重，对知识和教育的

敬重，也隐含着对学子的谆谆告诫。

这其实才是去文庙参拜的真正意义，

也是心诚则灵的秘诀。

文庙又称孔庙，最重要的祭祀对

象肯定是孔子。在曲阜孔庙大成殿中

，会看到孔子身着帝王装的塑像，这

可是古代皇帝们特批的，表达着对孔

子的无上尊崇。

在文庙中，不仅供奉着孔子，还

供奉着其他许多人。在孔子两边，有

其他四尊塑像或牌位，分别是述圣子

思、复圣颜回、宗圣曾参以及亚圣孟

子。他们是孔子最喜欢的几名学生和

传承发扬孔子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因

此人们把他们与孔子同列高位，配享

尊荣，称为“四佩”。

在孔子和“四配”东西两侧，还

有十二位，他们是从祀的“十二哲”

：东面为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

、卜商、有若；西面为冉耕、宰予、

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除了宋

代大儒朱熹，其他都是孔子亲自培养

的弟子。这是对孔子教育成果的展示

，也是对其优秀弟子的嘉奖。

大成殿东西两侧有两个厢房，称

为两庑，这里供奉着其他的历代先贤

大儒。人数众多，历代变化也比较大

。清末民初时，曲阜孔庙两庑供奉的

先贤有79人，先儒有77人，其中包括

著名的大儒周敦颐、程颐、程颢以及

诸葛亮、欧阳修、韩愈、王安石等人

。这些人可以说是实践和发扬孔子思

想的典范，供奉他们，意味着只要足

够努力，任何人都有机会与至圣先师

同列庙宇。

在大成殿后面的崇圣祠里，供奉

着孔子的父亲、祖父、曾祖、高祖、

始祖等五代祖先。这是明朝时曲阜孔

庙里才有的，原本只供奉孔子父亲叔

梁纥一位，后来清朝雍正皇帝又往前

推了四代，并令天下文庙皆建此祠，

可谓对孔子推崇至极。

在一些地方文庙中，也有专门供

奉地方先贤的祠堂，文庙此时成了一

座地方名人陈列馆。也激励着莘莘学

子更加发奋努力，有朝一日说不定也

能成为其中一员。

除了考试求福，人们还去文庙干

什么？

清朝结束后，文庙失去了曾经的

光环，很多也在各种天灾人祸走向败

落与消亡。然而，进入21世纪后，很

多文庙们突然又热闹了起来。

大考前的祈福大军是一支不容忽

视的力量。相比于父母们的烧香磕头

，考生们更喜欢文庙里的祈福墙，写

上自己希望考上哪个大学的愿望，甚

至写上希望能和某某一直在一起的心

愿。在孔夫子像前鞠上一躬，他们相

信，心诚则灵。

开笔礼，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成长

过程中的首次大礼，代表着儿童从此

进入学习阶段，一般在儿童入学的第

一天举行。2000年前后，广东省的佛

山祖庙孔圣殿、德庆学宫、新会学宫

、番禺学宫等最早恢复开笔礼仪式，

迅速流行于全国。

各地开笔礼流程基本相同，首先

会介绍开笔礼的渊源，之后儿童们身

着汉服，从游泮桥，体会秀才们“入

泮”“游泮”之雅趣；敲击古钟，以

鸣志向；落笔描红，体会书法之美的

同时，完成开笔仪式；向父母或师长

奉上香茶，学习感恩与礼节；最后在

条幅上写下心愿，立下远大志向。即

便没有开笔礼等仪式活动，很多父母

也会带着孩子去文庙看看，希望圣贤

的智慧与古老的学风能在孩子心中埋

下一粒种子。

除了开笔礼，成人礼也是在文庙

中常见的活动。成人礼，在古代男称

冠礼，女称笄礼，冠礼多于宗庙内举

行，笄礼多于家中举行，而今，文庙

无疑成了举办成人礼的最佳场所。参

礼的学生们身着华服，缓步走过泮桥

，穿过棂星门和大成门，在大成殿前

向孔子像行鞠躬礼。之后家长为参礼

者戴冠配笄，互送礼物，现场嘉宾为

参礼者颁发成人证书，参礼者集体高

声宣读成人誓词，人生从此掀开新的

篇章。

除了诸多仪式和节假日活动，很

多文庙成为日常生活中传播国学知识

、展览地方风俗文物的场馆。文庙大

讲堂、经典诵读等吸引了众多浮躁的

心灵前来寻求栖息，“周周有书声，

月月有讲座”，文庙成了许多城市的

文化客厅。

高考来了，文庙走一趟？
又到了高考季，考生们摩拳擦掌，进行着最后冲刺。家长们往往比孩

子更紧张，为求心安，很多人会去当地的文庙拜一拜，祈求孩子考试顺利

。文庙是个怎样的地方？供奉着何方神圣？竟成了中国广大考生和家长心

中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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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論壇雲端論壇 張志誠教授講座張志誠教授講座（（上上））
文學名著改編電影文學名著改編電影::從從「「齊瓦哥醫生齊瓦哥醫生」」到到「「細細雪雪」」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主講人張志誠博士主講人張志誠博士，，癡迷書畫詩詞音樂電影發燒友癡迷書畫詩詞音樂電影發燒友。。自文自文
法理工商五個領域獲得學位法理工商五個領域獲得學位。。平均每年讀一百本書平均每年讀一百本書、、看一看一

百部電影百部電影、、旅行十萬里旅行十萬里。。

俄國繼托爾斯泰俄國繼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之後最著名的作屠格涅夫之後最著名的作
家家Mikhail Sholokhov ,Mikhail Sholokhov ,19651965年諾貝爾文學獎年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得主。。主要作品主要作品：： 「「靜靜的頓河靜靜的頓河 」」 。。

電影電影 「「齊瓦哥醫生齊瓦哥醫生」」 ，，獲五座奧斯卡金像獎獲五座奧斯卡金像獎。。英國導演大衛連英國導演大衛連，，是影史上最偉大導演之一是影史上最偉大導演之一。。

英國導演大衛連的代表作英國導演大衛連的代表作：： 「「桂河大桂河大
橋橋 」」 。。獲奧斯卡獎最佳影片獎獲奧斯卡獎最佳影片獎。。

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作家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作家：：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他以他以
「「戰爭與和平戰爭與和平」」 、、 「「安娜安娜 卡列尼娜卡列尼娜 」」 、、 「「復活復活 」」

等作品馳名文壇等作品馳名文壇。。

迄今共有五位亞洲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迄今共有五位亞洲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泰戈爾（（19131913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19681968）、）、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19941994）、）、高行健高行健

（（20002000）、）、莫言莫言（（20122012 ）。）。

聯合主辦社團負責人聯合主辦社團負責人：：北德州文友社北德州文友社林良姿林良姿。。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張鳳張鳳。。

哈佛大學同學會會長蕭育舜哈佛大學同學會會長蕭育舜。。 「「紐約華文作家協會紐約華文作家協會」」 會長李秀臻會長李秀臻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本本期期《《三個女人一臺戲三個女人一臺戲》》----女女紅紅！！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電
視15.3的《三個女人一臺戲》已
經開播三年了，一直是美南電視
臺的重頭節目。節目主持人兼製
片人黃梅子同時也是《生活》節
目總製片人，每期邀請兩位在休
斯敦有一定知名度及學識豐富、
有獨特見解的女性，現場氣氛輕
松愉快，三位美女如同閨中密友
般無話不說，個性化表達生活體
驗，不掩飾真實性情，所以談者
津津樂道，聽者樂趣橫生。

本期《三個女人一臺戲》主
題是“女紅”，嘉賓為服裝裁剪
師黃琳琳和編織達人Jenifer。琳
琳的 youtube頻道：linlin design
黃琳琳伊美萱。琳琳美衣社電話
：713-340-4178.

美南電視15.3頻道《三個女
人一臺戲》每周六晚7:30首播，
周日上午9:30、周一晚8點、下
午 1:30 重播。Youtube 頻道：
stv15.3 houst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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