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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NGELES, July 1 (Reuters) - Bill Cos-
by’s surprise release from prison stirred concern 
among women’s advocates that it will erode 
recent gains in Hollywood and beyond to hold 
men accountable for harassment and abuse.

The 83-year-old comedian and actor was freed 
on Wednesday after Pennsylvania’s highest court 
overturned a 2018 verdict that found him guilty 
of sexual assault. Activists, who had celebrated 
his conviction as a watershed moment, strongly 
condemned the new decision.

“When the system disregards dozens of accusers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 because of a technical 
loophole, not because of the proof that led to 
sentencing - it creates the perception that it’s 
‘not worth it’ for victims to come forward,” said 
a statement from Women in Film, a nonprofit 
group that advocates for equal opportunity in 
entertainment.

The group called on “everyone in a position 
of power in the screen industries to put an end 
to the culture of silence and acceptance that 
allowed Cosby to prey on so many women.”

Time’s Up, an organization founded in 2018 
after allegations of sexual assault and rape by 
producer Harvey Weinstein, said Cosby’s survi-
vors “came forward with great courage against a 
powerful man at great personal risk.”

The Time’s Up Legal Defense Fund has assisted 
more than 5,000 people with sexual harass-
ment or discrimination claim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from restaurant workers to hotel staff and 

security guards, said Tina Tchen, CEO and 
president of the Time’s Up Foundation. 
Two-thirds of them were women working in 
low-wage jobs.

“We hope this (Cosby ruling) does not deter 

other survivors from speaking out because 
we need to build better accountability mea-
sures and ways to hold perpetrators account-
able,” Tchen said. “But it’s hard when you 
see results like this happen.”
Cosby had been found guilty of drugging 
and molesting Andrea Constand, an employ-
ee at his alma mater Temple University, in 
his home in 2004.

More than 50 women had accused Cosby of multiple sexual assaults 
over nearly five decades, but Constand’s allegations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were not too old to allow for criminal charges.

The Pennsylvania Supreme Court found that Cosby should not have 
faced charges after striking a non-prosecution deal with a district 
attorney more than 15 years ago. He was released after serving more 
than two years of a three- to 10-year sentence.

After his release, Cosby posted a statement on Twitter, saying “I have 
never changed my stance nor my story. I have always maintained my 
innocence.”Constand and her attorneys said the conviction’s reversal 
was “not only disappointing but of concern that it may discourage 
those who seek justice for sexual assault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
tem from reporting or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assail-
ant.”

Cosby’s conviction came just months after reports about Weinstein 
surfaced. Those accounts helped fuel the #MeToo movement of 
women speaking about sexual harassment and assault and the ouster 
of powerful men in politics, media and other industries.

Personalized solutions from a local financial team you can rely on.
As you navigate today’s market challenges, our dedicated financial 
team can help guide your business every step of the way. Let’s talk.
See more

Weinstein is serving a 23-year prison term following his 2020 con-
viction in Manhattan of sexual assault and third-degree rape. He is 
awaiting extradition to Los Angeles to face additional charges.
Anita Hill, the attorney who accused Supreme Court Justice Clarence 
Thomas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1991, said the Cosby ruling showed 
how “failures in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make accountability for 
sexual assault impossible.”
“Systems that ensure accountability for powerful abusers, protect 
workers and prevent agreements that shield abusers are urgently 
needed in entertainment and other industries,” said Hill, who chairs 
the Hollywood Commission, a group founded in 2017 to tackle abuse 
and power disparities in the industry.

Bill Cosby release sparks worries 
it will set back #MeToo progress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nother new variant called
Delta is claimed to be much
more contagious than other
variants, but Delta is not the
first variant that has beat its
predecessors and
competitors in certain areas.
The Alpha variant that first
became dominant was
discovered in Britain and the
Gamma variant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Brazil.

Delta is now the most

common contagious variant in
India and Britain,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90% of all new
cases and now accounts for
over 20 percent of all new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waves of infection are
now sweeping through
several countries in Asia.
After the devastating outbreak
in India, Malaysia now is in
the spotlight of the pandemic.

Taiwan, Thailand and
Vietnam have been seeing
more new cases than usual
recently as well.

We urge all the nations to
help each other. After all, we
all live in the same global
village.

This pandemic is telling us
the story that no place can be
immune from this terrible
virus.

We need to work under the
WHO’s leadership to
support those poor countries
to get more vaccine to protect
their people.

0707//0101//20212021

New Variant IsNew Variant Is
Attacking The GlobeAttacking The 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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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articipants wave national and party flags as balloons are released at the end 
of the event marking the 10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peaks as he meets rescue teams and first responders on the building 
collapse in Surfside in Miami, Florida. REUTERS/Kevin Lamarque

Youth activists, many of whom began their trek in Paradise, California, gather and listen to 
17-year-old activist and organizer, Ema Govea (center) before continuing their march across 
the Golden Gate Bridge to the home of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Speaker Nancy Pelosi and 
Senator Dianne Feinstein to highlight their deman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Civilian Climate 

Britain’s Prince William, The 
Duke of Cambridge, and Prince 
Harry, Duke of Sussex, look at 
a statue they commissioned of 
their mother Diana, Princess of 
Wales, in the Sunken Garden 
at Kensington Palace, London. 
Dominic Lipinski/Pool

A giant American flag, 
billed as the largest free 
flying flag in the world 
by the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flies on Flag Day from 
the western towers of the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between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in Fort Lee, 
New Jersey, June 14, 2021. 
REUTERS/Mike Segar

Bill Cosby looks on outside 
his house after Pennsylvania’s 
highest court overturned his 
sexual assault conviction and 
ordered him released from prison 
immediately, in Elkins Park, 
Pennsylvania. REUTERS/Mark 
Makela

BUSINESS

A United Nations gauge of world food costs 
climbed for a 12th straight month in May, 
its longest stretch in a decade. The relentless 
advance risks accelerating broader inflation, 
complicating central banks efforts to pro-
vide more stimulus.
Drought in South America has withered 
crops from corn and soybeans to coffee and 
sugar. Record purchases by China are wors-
ening the supply crunch in grains and boost-
ing costs for global livestock producers. 
Cooking oils have soared too on demand for 
biofuel. The surge in food costs has revived 
memories of 2008 and 2011, when spikes 
led to riots in more than 30 nations.
“We have very little room for any produc-
tion shock. We have very little room for 
any unexpected surge in demand in any 
country,” Abdolreza Abbassian, senior 
economist at the UN’s Food and Agricul-
ture Organization, said by phone. “Any of 
those things could push prices up further 
than they are now, and then we could start 
getting worried.”

The prolonged gains across the staple 
commodities are trickling through to 
store shelves, with countries from Kenya 
to Mexico reporting higher costs for food 
items. The pain could b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some of the poorest im-
port-dependent nations, which have lim-
ited purchasing power and social safety 
nets, at a time when they are grappling 
with the ongoing pandemic 

Breakdown of last month’s food costs: The FAO’s food 
price index rose 2.1% from February. Vegetable oil prices 
jumped 8% to the highest since June 2011. Meat and dairy 
costs rose, boosted by Asian demand. Grains and sugar 
prices fell. Grains prices recently climbed to multiyear 
highs as China imports massive amounts to feed its hog 
herds that are recovering from a deadly virus.
“We are not in the situation we were back in 2008-10 
when inventories were really low and a lot of things were 
going on,” Abbassian said. “However, we are in sort of 
a borderline. It’s a borderline that needs to be monitored 
very closely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because weather 
is either going to really make it or create really big prob-
lems.” 
The UN index has reached its highest since September 
2011, climbing almost 5% last month. All five compo-
nents of the index rose during the month, with gains led 
by vegetable oils, grains and sugar. The Bloomberg Agri-
culture Spot Index, measuring prices from grains to sugar 
and coffee, is up 70% in the past year. 

There were other elements that exacerbat-
ed skyrocketing food costs a decade ago. 
For example, oil prices neared $150 a bar-
rel -- double current levels -- and there was 
a wave of trade restrictions by major grain 
shippers. Meanwhile, the cost of rice, one 
of the world’s food staples,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ubdued this time round amidst 
the surge in other agricultural prices.
Gains in the past year have been fueled by 
China’s “unpredictably huge” purchases 
of foreign grain, and world reserves may 
hold relatively flat in the coming season, 
Abbassian said. Summer weather across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will be crucial in determining if 
U.S. and European harvests can make up for crop short-
falls elsewhere. 
Across the Board

All food categories tracked by FAO 
climbed in the past 12 months

Price Gains in the past year
Meat                                 10%
Dairy                                            28%

Cereals                                         37%
Overall food index                       40%
Sugar                                            57%
Vegetable oil                               124%

(Source: UN’s FAO )
(Courtesy https://www.bloomberg.com/)  

 Related                                                                                                                                       

Food Fears Are Rising
Global food prices aren’t leaving any wiggle room for the realities of 
today’s bad harvests or demand spikes.
The state of play: A UN index of food prices “has reached its highest 
since September 2011, climbing almost 5% last month,” reports 
Bloomberg. Another tracker of “prices from grains to sugar and coffee 
is up 70% in the past year.”
Why it matters: The real threat comes in countries where large por-
tions of the population live close to the edge of hunger, Axios’ Bryan 
Walsh wrote.
•Even in the U.S., rising prices hit the poorest Americans, who spend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ir income on food.

A sales assistant arranges fruit in a supermarket in the Philip-
pines. (Photo/Veejay Villafranc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The pain could b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some of the poorest 
import-dependent nations,” Bloomberg reports.
The big picture: COVID-related labor disruptions probably aren’t 
helping, but climate change-related shifts in precipitation and tem-
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lead to more volatile food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Axios’ Andrew Freedman tells me.
•That volatility can destabilize fragile countries. This already played 
out, studies show, with the Syrian Civil War, which began during a 
severe drought.
•A study found that rising temperatures in countries of origin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people seeking asylum in the EU, Axios Science editor 
Alison Snyder noted. (Courtesy axios.com)
(Article Continues On Page 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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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ught Parches Crops
Global Food Costs

Surge To Decade High 

Global food prices have extended their rally to the highest in almost a decade, 
heightening concerns over bulging grocery bills at a time when economies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overcome the Covid-19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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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财阀也叫作“政商”。在

日本近代史中，财阀有着极其强大的势

力，虽然在二战后，日本的财阀被迫解

散，但财阀这种企业类型，作为日本企

业代表的地位至今未变。在日本明治维

新初期，这些财阀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财阀的时

代》。

政商的诞生：政府孕育的商机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作

用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当今已经排

除了政府对企业经营管理肆意干涉的可

能，但在明治初期，并没有所谓支撑资

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营自由”。在当

时政企关系的框架下，政府在经济活动

中所起到的作用远远高于现在。当时，

这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也被称为

“政商”。

“政商”这一概念与“财阀”相同

，最早多为媒体使用。一般来讲，政商

是指那些同政治相接近并获取利益的商

人。这是最容易理解，也是一个超越时

空范畴的概念。本文所讨论的中心议题

是作为财阀起源的政商型企业家，他们

在明治初期政府所主导的殖产兴业、富

国强兵等国策中，为推进日本经济社会

整体的近代化及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建设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这一特殊的时代

背景下，一批被称为政商的企业家走上

了历史舞台。

“政商”一词给人带来的印象往往

是负面的，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本不应

该使用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表述。但是

，并没有一个更中立的概念能够代替它

，我们也只能使用之。但这里要声明的

是，笔者并非带着价值判断来使用它。

即使这些政商与政治相接近并谋取了暴

利，那么问题出在谋取利益的商人身上

还是出在给商人谋利空间的政府身上，

这本身也是复杂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

题还得从时代的构造和特质来看，这是

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没有工业的明治初期是如何产生财阀的

？

明治初期基本没有工业，民间经济

活动的规模也不大。其经济的基本构造

是，从农民那里收取年贡、地租，以这

些资金作为原始资本用于政府推进的工

业化建设，资金也顺势流入民间的经济

活动。这是最大规模的资金流。

当时日本人口的七八成居住在农村

，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农作物生产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七成左右，如果加上以

农村纺织品为代表的手工生产则可达到

八成，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以农村为中

心的社会。农作物生产的相当一部分以

地租的形式被政府征收，无论是物品还

是金钱的流通，这种经过政府掌控的体

系较以往时代都大大增强。

现在，企业是生产物品的主力，以

此为中心产生大量的现金流。企业收入

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工人，这

部分工资被工人消费后，最终又形成了

企业的销售额。这种基于市场原则的流

通机制，其效用要远远大于政府通过税

收来调节市场的机制。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

府对经济运行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因

此政府周边有大量的物品和资金流动，

在商人看来商机就在政府周边打转。政

府居于经济活动的中心，很有野心的商

人也将手伸到政府内部以寻求赚钱的机

会。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了不

正当金钱关系，这些另当别论。我们这

里所要阐述的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制造

商机的经济体系。

其中的典型就是“官公预金”案例

。通过这一方式，商人获得了经营金融

业的商机。放高利贷是将自己的钱借贷

出去，而吸纳他人的存款再将资金借贷

出去并从中赚取差价，是银行等近代金

融机构的基本特征。接收“官公预金”

的商人从功能上来看十分接近近代金融

机构，只是存入方是政府而已。

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迅速发展。

当时有能力存款的人少之又少，大

多数人苦于高额的年贡，并无余钱用于

存款，江户的市井小民有句谚语叫作

“不留隔夜钱”，银行对他们来说并没

有什么作用。

“官公预金”是政府把征收的税金

（地租）等在一定期限内交给商人保管

的形式，政府不收取商人利息。由于每

年都有一定量的资金流入，所以资金的

来源有保障。一些商户即使仅仅承接一

个或两个县的出纳业务，如果能够接受

一定额度的资金，也能够获得相当程度

的收益。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种形式的

商机就“埋伏”在政府的周围。除了确

定的“开港场”贸易之外，商人只要能

够抓住政府周边的商机，成功的可能性

就非常高，这是当时时代的特色，所以

也被称为“政商的时代”。这一时期，

以“年贡经济”为特征的封建性经

济社会构造尚未解体。

在明治初期，谁有机会成为财阀？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商机落

到了谁的手里？具有商业头脑并且资

金储备较多的商人占得先机。这些商

人要么在江户时代就开始经商，要么

是在幕末维新的动乱期发迹。

但是，更有实力和可能性的集

团——外国资本家来到了横滨和神

户。这些外国人比日本人更懂得如

何有效地运筹商机。为了追求商业

机会而登陆的，都是具有商业头脑

且具有成功可能性的外国人。不过

，日本政府却采取了将这些外国投

资家彻底排除的政策。

这一点跟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的经

济政策有很大不同。东南亚国家在

1960年代以后开始了优先扶植民族资

本的政策，但在此之前则以经济开发

为目的大量吸引国外投资和援助。结

果产生了一大批与政商共生共存的外

国资本家，导致这些国家财政收支不

平衡等一系列问题。

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将这些潜在的外

国资本家予以排除，吸收政府乳汁的经济

主体仅仅限定在日本国内。因为政府的限

制政策，才培育了一批被称为“政商”并

后来发展成为财阀的日本企业家。

这种彻底排除外国人的政策在高岛

煤矿的案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幕末

维新初期，高岛煤矿的经营管理权一度

有转让给外国人经营的哥拉巴商会之虞

。日本政府新制定了矿山相关法令（即

“矿山心得书”），宣布国内矿山国有

，且明确了外国人不得拥有开采权的方

针，以此来阻止外国资本的入侵。最早

的铁路新桥—横滨线的铺设权也经由政

府的交涉从美国人手中收回，以此为出

发点，日本的铁道网建设得以展开。

如此一来，政府周围的商机在排除

了外国人之后，事实上仅仅提供给日本

商人，明治政府在此基础上主导并推进

了政商型经济的发展。

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够向商人提供融

资，主要得益于前述“年贡经济”的经

济结构。农民无法主导税金的征收和使

用，他们所支付的税金被作为培育政商

的资金来使用。这是我所理解的政商得

以形成的原因，接下来我将以翔实的案

例来讨论政府对政商的保护。

近代日本的财阀是如何诞生的？

《财阀的时代》，[日]武田晴人著，王

广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

月版。

COMMUNITY

Countries Feel Food Price 
Squeeze - A Closer Look

The world is racing to vaccinate its way 
ou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ut an-
other challenge has already emerged for 
some more vulnerable governments and 
economies. Global food prices are at the 
highest in more than six years, driven 
by a jump in the cost of everything from 
soybeans to palm oil because of the large 
demand from China, vulnerable supply 
chains and adverse weather. Some banks 
warn the world is heading into a commod-
ities “supercycle.” Inflation is putting an-
other squeeze on consumers hurting from 
pandemic-induced recession and—in 
some places—falling currencies.

Russia: History Lesson
Memories of soaring prices and emp-
ty shelv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are still vivid for many 
Russians. With his popularity barely back 
from nadirs and protests demanding the 

release of jailed opposition leader Alex-
ei Navaln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s wary of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food 
costs. 
“Russia may see some real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round food prices,” said 
Hendrix.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end to be somewhat more permissive 
of these types of “kitchen table issue” 
protests than they are of more general 
campaigns against corruption and au-
thoritarian rule. 

In recent weeks, the world’s No. 1 
wheat exporter imposed tariffs and 
quotas designed to curb sales abroad 
and drive domestic prices lower. Rus-
sia’s largest retailers were also ordered 
to freeze some food prices, with pota-
toes and carrots up by more than a third 

from last year. 
Though, as the Arab Spring demonstrat-
ed, the former can become the latter—
sometimes very quickly.” Russia and 
Argentina have restricted crop shipments 
to suppress prices at home.  
Nigeria: Perfect Storm 
Food prices in Africa’s biggest economy 
make up for more than half the country’s 
inflation index and rose at the fastest 
pace in more than 12 years in January. 

An average Nigerian household spends 
more than 50% of its budget on food. 
The costs are adding to a perfect storm of 
food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have haunt-
ed Nigeria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needed to im-
port goods dried up after a plunge in oil 
prices. Supply bottlenecks and attacks 
on farmers have also weighed on supply 
of agricultural goods. There were also 
shortages of staples such as rice after the 
authorities restricted imports and closed 
land borders for 16 months. They re-
opened in December, but that has done 
little to ease inflation. 

Turkey: Angry Leader
Turkey: Angry Leader As the world’s 
biggest per-capita consumer of bread 
and its top flour exporter, Turkey is par-
ticularly exposed to a rally in commodity 
markets. Food prices rose 18% in Janu-
ary from a year earlier, with sharp jumps 
in staples from grains to vegetables. 
Turkey has grappled with a double-digit 

food inflation for years, but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President Recep Tayy-
ip Erdogan are increasing as food costs 
hit his core support base along with the 
plunge in the value of the lira.

Erdogan order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crease in food prices. He said oil, 
pulses, vegetables and fruits were the 
“primary concern.” The Trade Ministry 
may impose fines on businesses that sell 
food products at high prices, the presi-
dent warned in January. The trouble is 
that government threats and financial 
penalties in 2019 barely moved the nee-
dle.
India: Balancing Act                                                                                                                                  
Home to the most arable land after the 
U.S., India is the world’s biggest export-
er of rice and the second-largest produc-
er of wheat. At the same time millions 
of people cannot access affordable food 
and the country has some of highest 
rates of child malnutrition.

While costs for staples rose more slowly 
in recent weeks, food remains at the cen-
ter of political tensions that have been 
dominating India. Protests by farmers 
escalated over a move by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government to liber-
alize the market for crops. Growers are 
concerned the new law will push down 
prices. 
Modi is pushing with reforms that many 

believe are designed ultimately to cut In-
dia’s food subsidy bill,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said in January 
it was becoming “unmanageably” large. 
Cuts to food and fuel subsidies have 
often translated into unrest and projec-
tions aren’t looking good in the next two 
years, according to Verisk Maplecroft.
Brazil: Populist Pressure
Populist Pressure Latin America’s big-
gest economy stands out among emerg-
ing markets for having the fastest in-
crease in food prices in the past year 
relative to overall inflation because 
of a sustained decline in the currency, 
according to Oxford Economics Ltd. 
Meanwhile,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s 
popularity is falling to near record lows 
and he’s trying to find new ways to mol-
lify the electorate.
 On Feb. 19, he abruptly removed the 
head of the state-controlled oil company 
after a row over fuel prices. He also has 
been pushing for a new round of corona-
virus aid to the poor after cash handouts 
ended in December.

The trouble is that the money served to 
push up food prices, according to Maria 
Andreia Lameiras, a researcher at the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Ipea. Rice 
jumped 76% last year, while milk and 
beef soared by more than 20%. “The 
government dispensed money to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highest expenditures 
on food,” Lameiras said.  
The cost of securing vital nutrition threat-
ens to widen inequality in a country with 
the biggest income gap in the region, a 
situation that’s only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pandemic. Even if the aid returns, the 
monthly payment would be lower and 
reach fewer people, limiting its scope 
to mitigate extreme poverty.  (Courtesy 
bloombe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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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food prices have extended their rally to the highest in almost a decade, 
heightening concerns over bulging grocery bills at a time when economies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overcome the Covid-19 crisis.

Global Food Costs Surge To Decade High 
 (Article Continues From 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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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学习德国，向东学习日

本……这是许多中国农业经营者

的想法。尽管，还有很多人对以

色列农业、荷兰农业等国家的膜

拜，但是相比之下，日本的农情

和中国更加接近，并且日本的

“变态”农业也让世界震惊和叫

绝，因此，日本农业实际上更加

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中国和日本农业差了50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日

本农业已实现现代化，农户收入

水平超过城市家庭，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与城市相差无几。

但，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

越大。

“日本农民收入惊人”！从

日本杂志《PRESIDENT》在 2013

年公布的“日本各职业年均收入

”排名中可以看到的是，日本农

民年均收入竟高达到756万日元

（约合49万人民币），甚至还超

过了公务员等诸多职业。

从收入这一点来看，物质生

活完全可以匹敌城市，说日本农

民是“生活在农村的市民”并不

过分。然而，这并不仅仅体现在

收入上。然而，根据国家发改委

网站公布的消息来看，2016年上

半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6050元。这收入与日本农民49

万相比，相差80多倍，想想真是

寒心。另外一个就是土地！土地

是农业的根基！土地不好，一切

都免谈！

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日

本已有一些农户开始探讨有机农

业的运行模式。从这一时期开始

。日本各地苹果生产开始逐步走

上有机生态农业时期。这也是敬

畏土地、敬畏自然的写照。

日本果园土壤管理先后经历

了传统农业时期、化学农业时期

和有机生态农业时期三个阶段。

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有一些

日本农户开始探讨有机农业的运

行模式。

日本有机生态农业时期最显

著特征是，首先，以追求超高品

质为目标，合理负载，限制高产

，减少土壤产出。其次，大力发

展堆肥，广开肥源，一些果农发

展起了畜牧业，保证果园有足量

的有机肥。

然而，我国苹果园土壤管理

似乎正处在化学农业向有机农业

过度的时期，许多果园，盲目追

求高产，大量使用单一化肥，果

园土壤已经非常贫瘠，有机质含

量不足1%。这样的果园，管理水

平再高，也难产出好果子。

因此有人称，中国要花50年

或许会赶上日本。但愿吧。

中国90%以上农业还是小农户

目前，小规模的兼业农户占

大多数，2.6亿小农户仍将是我国

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6年

底，我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

农户有近2.6亿户，占农户总数的

97%左右，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的规模总体还不大，仍然

以小农为主。

中国小农户在经营方法、规

模上都存在弱小和被动地位。

中国的小农的情况，直接导

致2个结果：1）土地没有办法集

中；2）竞争力很难发挥。虽然，

国家已加颁发扶持小农户政策，

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而日本不一样。

日本农户的生产规模都较大

，一般农户全家只有2~3个劳动

力，拥有土地50~70亩，个别农户

达到200多亩，一个农户就是一个

小型农业企业。

尤其是，日本农协的作用。

日本农业因为农协周到的服

务而得以迅速发展，日本农协也

因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迅速壮大

。

日本农协已发展成为集经济

职能和社会职能于一体的民间团

体，不仅负责组织农业生产，购

买生产、生活资料，出售农产品

等经济活动，而且还负责将政府

的各种补助金分发给农户或有关

团体，同时代表农民向政府行政

部门反映意见，以保护农民的利

益。

商业思维 ：品质与产业化

中国农业经营者的产品商业

化或者产业化上存在很多盲区，

或许“等靠”思维的惯性，而缺

乏主动性或者突破性。

日本农民对农业商业思维有3

个方面：1）产品品质；2）生态

闭环；3）产业溢价；下面来分析

下：

1、产品品质：精益化 死磕

单品

日本农民从事生产的一个重

要目标是追求质量。以稻米为例

，一般每亩产量只有300~400千克

，但所产大米无论在外观，还是

在口感上都属上乘。所以日本农

产品不但销路畅，而且价格优。

同时，日本农业生产的专业

分工十分明确。一个地区有一个

地区的产业特色，一个农户有一

个农户的主导产品，优势互补，

相互依存，共同构建起了日本农

业经济的整体框架。

一般来说，日本的农民都是

专业户，种草莓的都种草莓，种

番茄的都种番茄，种鲜花的都种

鲜花。一般农户全年只生产1~2

个品种，最多不超过3个品种，

而且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为商品

，农产品的商品率极高。

死磕单品的态度赢得消费者

或市场的青睐。

2、生态闭环：寻找溢价空间

日本人很会做生意，同时他

们对一件事的考虑也是很完善的

。这也许是他们从小就灌输的一

个思维方式吧，在农业问题上给

他们很早就采用了“闭环式”的

发展模式。

任何一个模式的商业或者什

么服务，只要能实现闭环式的发

展就能拉大利益空间。他们将生

产、加工、销售、服务等形成一

个农业特有的闭环式产业链接，

从而增加利益和发展的原动力。

3、产业溢价

“六次产业”最早是由日本

学者今村奈良臣在上世纪90年代

提出的。当时的日本面临着农业

后继乏人、农村衰落的问题。

为了激发农业发展活力，开

始推动农业生产向二、三产业延

伸，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服

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借此增

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发展活力

。

比如：马路村，村长和农协

会长一起带领全村“伐木工”转

型向“6次产业创业者”。种有机

柚子，再组织村民把柚子进行深

加工，制造柚子果酱，柚子饮料

，柚子汤料等。

同时修温泉民宿、农林产物

直卖所，吸引东京、大阪等大城

市消费者来马路村游玩。截止

2016年底，全球有一万多人成为

马路村特别居民。一年接待300多

个团体来体验与游学，卖出1000

多万件商品，年销售高达2亿元

。

变态的日本农业成为世界学

习的样板

一直说日本很变态，除了他

们文化、还有农业创意，也非常

变态。但他们呢这种变态农业赢

得了世界的尊重与学习。

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导致了

农地弃耕、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把农业生产

和艺术加工融为一体，利用田园

风光满足人们游乐的需要，以此

作为产业升级、价值增值、居民

增收的有效途径。

其实，日本农业有2大特色

：1）创意农业；2）农产品包装

“变态”的日本农业：超前

思维，敬畏自然，死磕单品

先看日本的创意农业，稻田

画是日本农业的核心创意。

田舍馆村是日本稻田画的鼻

祖。受到麦田怪圈的启发，为了

振兴当地经济，开发观光资源，

1993年该村村民开始制作稻田画

。每年题材都不同，题材涉及日

本内外，非常广泛，既有日本著

名的古代武将雄姿，也有蒙娜丽

莎、拿破仑，甚至还有哆啦A梦

这样的动漫形象。

这种稻田艺术根据不同设计

的种植方法，可分为两种观赏法

：一种是俯视观赏。观赏的游客

乘坐吊车或是直升飞机，不过这

种方法对于恐高症的游客有点尴

尬；第二种方法叫“远近法”。

所谓“远近法”，是为了便于游

客们在地面的观赏台上，也能清

晰地看到稻田里的巨幅画卷，而

设计出的一种由近至远的稻田画

种植方法。

如今，每年去田舍馆村的参

观旅游人数已超过20多万人。这

真是种田种出的“旅游业”。甚

至，还有一些大企业找上门，希

望能利用农民们的稻田画来为他

们做“宣传广告”。

其次就是农产品包装。

日本农业之所以“享誉全球

”，除了质量之外，就是包装。

日本的农产品包装可谓惊艳。

日本农副产品品质优良。无

论是大路货，还是新优品种，都

是色泽亮丽，规格统一，令人赏

心悦目。

在市场上，所有待销的农产

品都是经过精心整理包装的，没

有散装，更没有带泥、带枯叶出

售的。农产品的包装箱上都印有

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姓名。

同时，白菜有卖整箱的、一

颗的，也有切成半颗或四分之一

颗的，全都用塑料纸密封包装。

切开的白菜如当天卖不掉，晚上

就扔掉。辣椒有10个、也有5个

一盒的，全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

货架上。萝卜、甜瓜、草莓、樱

桃、番茄的漂亮外观和鲜美口味

，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除了内部排列包装之外，还

有就是外形包装设计，已经到了

惊艳的变态环节了。

因为，日本是世界上最讲究

包装的国家之一，他们将日本文

化中的禅意精髓提炼出来，再传

达出深融入一些自然、朴素、可

爱的元素，最终呈现出来的设计

简单却别有滋味，邃的极致品味

。

日本的创意农业和农产品包

装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学习的样板

或案例。面对这些，我们也要思

考3点：

1）中国农业的创意点在哪里

；2）中国农业需要什么动力；3

）农产品包装如何创新。

最后，我们到底要学习日本

农业什么？对农业的态度，对消

费者的责任；对自身的追去。当

然，还有制度和思维上。

追赶日本农业，我们还要用5

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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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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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兰娟来说，无论做教授还

是做院士，从披上白大褂的那一刻

起，挽救病人生命就已成为她一生

的职责。

最近，钟南山赴武汉考察疫情

的照片刷了屏。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

身旁有一位女专家的身影，她就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李兰娟。

作为目前国内感染病学科唯一

的女院士，李兰娟的从医之路走得

很不平凡：她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

天职，无论非典还是禽流感，始终

坚守在抢救危重病人的一线；她潜

心国际前沿课题，从人工肝到微生

态平衡、再到 H7N9 等重大传染病

疫情研究，开拓了一片又一片的未

知领域；她热心公益，无偿推广自

己的科研成果，自掏腰包设立人才

基金……

提出武汉“封城”

武汉疫情爆发后，李兰娟在疫

情一线不停奔波。这也是继 2003 年

非典、 2013 年 H7N9 后，她再战防

疫最前线。

1 月 18 日，李兰娟同钟南山等

人受国务院、国家卫健委委托前往

武汉。在武汉，李兰娟作为国家级

专家，提出了对疫情的预判，尤其

是武汉要采取“不进不出”措施、

冠状病毒感染要作为乙类传染病甲

类管理等重要建议。

1 月 20 日上午，李克强总理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李兰娟和钟

南山参加了会议。会上，李兰娟就

加强疫情防控与救治等提出具体建

议。

1 月 22 日，她向国家建议武汉

必须严格地“封城”。次日，国家

就采取了这一措施。

1 月 24 日，也就是除夕当天，

李兰娟飞往北京，参加科技部紧急

召开的关于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情况相关的科学研究部署会议，

当晚就乘坐飞机赶回了浙江。

有时因为工作忙碌，她的午餐

只能简单吃几口饺子来解决。

率先提出武汉“封城”！这位

中国感染病学科唯一女院士，不惧

疫情，73 岁再战一线

除了不停地做“空中飞人”，

不出差的时候，李兰娟的时间也被

工作填满了。

在浙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 炎 确 诊 病 人

被 安 排 在 了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院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之 江 院 区 。 李

兰 娟 和 同 事 们

每 天 都 要 冒 著

被 感 染 的 风 险

查 房 、 监 测 感

染 患 者 、 开 讨

论 会 议 。 因 穿

戴 防 护 服 不 太

方 便 ， 他 们 在

长 达 几 个 小 时

的 工 作 时 间 内

不 敢 喝 水 、 上

厕 所 ， 工 作 相

当辛苦。

好不容易挤出

点 休 息 时 间 ，

李 兰 娟 还 要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

解 除 公 众 对 疫

情的疑惑。

这样忙碌的日

程 ， 对 一 位 73

岁 的 老 人 来 说

， 其 实 有 些 难

以 消 化 ， 可 李

兰 娟 却 说 自 己

习 惯 了 ， 并 向

国 家 提 出 自 己

可 以 带 队 去 支

援 武 汉 ， “ 国

家 的 大 事 ， 自

己 义 不 容 辞 。

”

自 学 成 才 的

“赤脚医生”

虽然李兰娟身

为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 但 她 的

求 学 之 路 并 不

平坦。

1947 年 ， 李 兰

娟 出 身 在 浙 江

绍兴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因患

眼疾无法劳作，家中全靠母亲卖山

货维持。虽然家境贫寒，但她非常

争气，中考时以全市名列前茅的成

绩考入了省重点高中——杭州第一

中学（现在的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

高中毕业后，乡里安排李兰娟

到一所中学做代课老师。她常看到

周围有很多老人腰背痛，于是想去

省中医院学习针灸，好给乡亲们治

病。

通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李兰

娟就已将经络书背得滚瓜烂熟，回

乡后免费为乡亲们扎针。渐渐地，

“李老师”成了“李医生”，她的

针灸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后来，村里组建农村合作医疗

，乡亲们都希望会针灸疗法的她去

做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

当时，李兰娟的内心还是很矛

盾的，“代课老师每个月的工资是

24 元，相当于每天能有 8 毛钱，而

‘赤脚医生’每天只有 5 个工分，

相当于 1 毛钱。收入相差甚远，家

里日子又捉襟见肘了”。

但出于对医学的热爱，她最终

还是选择了当“赤脚医生”。可这

份工作并不好做。只要哪家有人生

病，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深更半夜

，她都要上门诊治。有一次，村里

有产妇分娩，她甚至硬著头皮当起

了临时“产科医生”。

十年磨一剑

1970 年，首届工农兵大学生招

生开始了。因为在村民中口碑良好

，李兰娟被大队推荐到浙江医科大

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学习。

第二次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

李兰娟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做

个好医生。为此，她也付出了比同

龄人更多的努力。

大学期间，她的学习成绩始终

名列前茅，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工作

。在这里，她终日和重症病人打交

道。

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重型肝炎

病死率高达 80%，很多年轻人突然

患上重型肝炎，导致肝功能衰竭，

常常熬不到一个月就死亡。“病人

家属跪在我的面前，哭喊著：‘李

医生，救救我的儿子！’而我作为

医生竟然束手无策，这让我很痛苦

。”

在目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相继

离世后，李兰娟下定决心，一定要

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很偶然的事

件让她找到了突破口。

当时，医院收治了一位患有重

症肝衰竭、昏迷不醒的病人，在经

过血液过滤透析等一系列治疗后，

病人竟奇迹般地苏醒并渐渐康复。

“血液净化技术会不会对治疗

重型肝炎有帮助呢？”受到启发的

李兰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肝炎治

疗的难题之中。为了完整地构建人

工肝支持系统，她在 1986 年以“人

工肝治疗肝炎”的课题申请了青年

科研基金。

当年，人工肝作为一项新技术

，国内外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

，不少人对“人工肝治疗肝炎”这

一新方法的前途表示怀疑。研究期

间，科研设备换了一茬又一茬，共

同做科研的同事们离开了一批又一

批，唯有李兰娟一直坚守在研究室

。

终于在 1996 年，李兰娟及其团

队创立出一套独特有效的人工肝支

持系统。这套系统经过全国专家鉴

定，被一致认为处于国内领先、国

际先进水平，解决了我国肝炎治疗

高病死率的难题。

然而，对这样一个独创的人工

肝技术，李兰娟不但没有申请专利

，还毫无保留地向同行传授，并在

全国 30 多个省 300 余家医院推广应

用。自 2001 年起，她还每年举办一

次人工肝推广班，将自己的科研成

果、治疗方法无偿教授给更多医生

。

如今，已有来自英、美、德、

日等国家的 600 多名专家、教授前

来浙江参观或进修，以李兰娟名字

命名的“李氏人工肝系统”也成为

全球医治人数最多、治疗技术最为

成熟的人工肝系统。

2005 年，李兰娟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传染病学科的院士。当同事们

纷纷向她表示祝贺时，她却显得非

常平静淡然：“当选为院士是一份

责任和使命，我的角色永远是医生

。”

研发出“李氏人工肝系统”后

，李兰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她继续奋战在科研一线，揭示了

重型肝炎患者肠道微生态变化规律

，阐明了肠道微生态变化与重型肝

炎发生、发展的关系，丰富了重型

肝炎发病机制的理论；在抗击“非

典”中，提出了系列防治措施，在

浙江抗击“SARS”取得胜利的过程

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首创“四抗

二平衡”疗法（“四抗”为抗病毒

、抗低氧血症和多脏器功能衰竭、

抗休克、抗继发感染，“二平衡”

为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和微生态平衡

），救治感染 H7N9 重症患者，显

著降低了病死率……

医学狂人

李兰娟辛苦工作的背后，离不

开丈夫郑树森院士的支持。他们二

人更是中国科学界少有的院士伉俪

，令人羡慕。

郑树森院士是我国著名的肝胆

胰外科专家、器官移植及多器官联

合移植的开拓者。他在国际上首次

提出肝癌肝移植受者选择的“杭州

标准”，以及肝移植后乙肝复发的

防治新方案，在国际医学界享有盛

誉。

而在外人眼中，这对院士伉俪

更像是一对医学狂人。生活中，他

们很少讨论家庭琐事，更多的话题

是病人和工作。

此前，郑树森在担任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时，夫妻

两人每天上午８点准时到达医院，

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回家是常事。

虽然同在一家医院，他们却很少碰

面，常常是一个人在台上做手术，

另一个人在实验室讨论问题。

身为医生，他们挽救了一个又

一个迈向死亡的生命；身为老师，

他们关注中国医生的培养和发展。

2012 年，他们发起和设立了“树兰

基金”，以奖励和扶持在医学科研

和临床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的

中国杰出科技人才。

原来，郑树森同李兰娟一样，

都是靠助学金的支持完成了中学和

大学的学业。所以，他们想在晚年

尽自己可能回报社会。

平日里，我们常说医者仁心，

而在李兰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

个词的真正含义。

曾有记者向李兰娟提出三个问

题：

一问：“幸福是什么？”

李兰娟：“对一个医生来说，

幸福就是看著一个个患者恢复健康

。”

二问：“科学家精神是什么？

”

李兰娟：“严谨求实，开拓创

新，勇攀高峰。”

三问：“院士的核心价值观是

什么？”

李兰娟：“不断攻克科学难题

，救死扶伤造福人民。”

也许对李兰娟来说，无论做教

授还是做院士，从披上白大褂的那

一刻起，挽救病人生命就已成为她

一生的职责。把病人治好，才是她

从医生涯里最坚定的信念。

李兰娟 中国感染病学科唯一女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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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電 影

《1921》7月1日內地上映，6月

28日晚已在北京舉行了首映禮。監

製兼導演黃建新、聯合導演鄭大聖、製

片人任寧攜演員韓東君、劉昊然、王仁

君、張頌文、劉家禕、張超，以及演員

俞灝明、范世錡、生港帥、史彭元等到

場與觀眾進行交流與分享。大家都認為

《1921》是建黨百年之際中國電影人通

力為黨的生日準備的

一份精美禮物，以更

國際化的視角、更年輕

態的表達方式，呈現了

一份足夠獨特也足夠動

人的主旋律電影新篇

章。而 6月 30日首公布

電影預售總票房（含點

映）破億人民幣。

徐小明創作《中國紅心》賀建黨百年
《1921》首公布預售總票房破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台灣歌手周杰倫（周董）因受新冠疫
情影響，其香港站演唱會可謂波折重
重，由2020年開始多度改期，原本
延至今年8月在中環海濱戶外演出場
地舉行，可惜因台灣疫情嚴峻，主辦
方寶輝娛樂及杰威爾音樂擔心再有變
數，經再三溝通商議後，6月30日宣
布決定再一次延期到明年3月！

周杰倫香港站演唱會原定8月20
日至22日及8月27日至29日假中環
海濱戶外演出場地舉行，主辦單位與
各部門一直保持溝通協調，甚至再印
新門票。而周董及演出團隊亦一同積
極籌備，也做足為飛來香港隔離準
備，無奈眼見台灣疫情持續，並宣布

三級警戒
維持至7月 12日；
大會主辦實在無法在不能預期變化的
環境下堅持舉行演唱會，忍痛再一次
宣布延期至明年3月。

大會主辦寶輝娛樂及杰威爾音樂
對4度延期深表無奈及歉意，希望歌
迷朋友能再等等。寶輝娛樂老闆Si-
mon表示，這是一個相當沉重的決
定，因為前期準備工作，但最近入境
政策多變，所以跟杰威爾音樂再三商
量後，最終決定還是以大家健康為
重，延期到明年3月。杰威爾音樂對
這次決定也感到無奈：“萬分感謝香
港的歌迷朋友！我們沒有放棄，懇請
大家再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為配合香港特區政府向
合資格市民發放5,000元（港元，下同）電子消費券，
TVB與虛擬銀行及電子支付平台合作推出遊戲，讓觀眾
有機會抽獎獲得100%現金積分，將5,000元變成10,000
元。

TVB多個節目均派出代表支持活動，包括馮盈
盈、游嘉欣、陳庭欣等。馮盈盈透露會用5,000元電
子消費券作自我增值，例如買書和報讀課程，為自己
建立不同的興趣。她說：“最近我學習刺繡，現在正
在手巾上繡水仙花，完成後會送給媽咪，因為她最愛
水仙。”問到為何會選擇學刺繡，盈盈說：“其實讀

書時都有學過，但已忘記得一乾二淨，所以要看片重
新學習。透過刺繡可以訓練自己的專注力，達至心境
平靜，之前自己思緒有點亂，刺繡有做冥想的效果，
之後我可能會再學畫畫或其他手工藝，接觸多些與藝
術有關的事物。”

游嘉欣表示從小就有儲蓄的習慣，笑言已有6位
數姑婆本，電子消費券因為不能拿來做儲蓄，打算用
來買衫添置新裝。暫時未有新劇拍攝的嘉欣，表示夏
天將到也會積極減肥，因為經常被朋友取笑她上鏡時
很肥腫。近期開設網上頻道分享養寵物心得的陳庭
欣，透露會運用電子消費券來購買拍攝器材。

據報道，6月28日電影首映，現場還來了很
多業內的導演和演員，導演王紅衛、唐季

禮、張一白、烏爾善、郭子健及近段時間廣受
好評的主旋律劇集《叛逆者》的導演周游等，
知名主持人倪萍，演員董子健、李治廷，編劇
張冀、秦海燕、趙寧宇、袁媛、任鵬等都來到
了現場。這些影視界同業都對影片不吝稱讚之
詞。香港導演唐季禮表示：“這是一部我看了
感到很激動、很細膩的故事片，但同時它也
含有類型化元素，諜戰那條線讓我感到驚險
刺激，看得很過癮。希望中國更多的青年通
過觀影更加愛國。”

倪萍鞠躬表達對主創之敬意
導演周游也對《1921》給予了很高

的評價，認為這部作品就像一幅宏大
的歷史畫卷，表示這部作品讓其感受
到了革命年代的曙光，“這些仁人
志士本來是應該時刻都面臨着生
死的抉擇，在那麼殘酷的背景
下，這些歷史中的人物卻充滿
了一種希望的光芒。特別是
那個小女孩給我的印象特
別深，她清澈的眼神為
革命理想主義的年代
增加了一份柔軟和
希望”。

北京電
影學院
導演

系副教授、編劇王紅衛在觀影前也很好奇，觀影
後表示果然讓他驚喜，“影片在其他主旋律題材
電影的基礎上，建新導演和大聖導演依然在創
新，這是一部特別磅礡、信息量浩瀚的電影，從
小的方面到大的方面，從橫線到縱線都寫得非常
全面”。

著名主持人倪萍稱《1921》這部電影震撼心
靈，“黃軒和倪妮角色之間的這種知識分子革命
時期的浪漫愛情，我好幾次為他們落淚。電影中
既有宏大的場面，又有細緻的人物刻畫，這是特
別讓我敬佩的一部電影。”倪萍難以抑制內心的
激動，更鞠躬來表示對各位主創的敬意。

歌曲加入童聲合唱
另外，著名導演徐小明為表達對中國共產黨

建黨100周年的美好祝願，特意創作一首《中國
紅心》，以歌頌黨恩，賀建黨百年。徐導在華聲
頻道訪問中表示，這些年以來，他一直見證着祖
國的經濟在不斷騰飛，科技創新逐步走向世界的
前沿，以及祖國對全世界一些有需要的國家施以
援助，付出了巨大貢獻，作為一名香港同胞，他
認為非常值得在重要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建黨
一百周年，同時也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四周年的
盛大的日子，創作一首歌以頌黨恩，也深切表達
他對祖國的孺慕之情，顯示中國人團結就是力
量。

早於40年前徐導演唱《大俠霍元甲》（又
名：《萬里長城永不倒》）等經典歌曲紅遍南
粵，曲風與歌詞所表達的那股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與這次新歌相比有異曲同工之處。在音樂創意方
面，徐導特別加入了童聲大合唱，聽起來有一種
耳目一新的感覺。徐導稱兒童是祖國未來新生代

力量，透過孩子們清澈嘹亮的童聲，將祖輩
們的心聲一代代地傳承下去。再細看

歌詞，寫到“十四億神州
大地，十

四億中國紅心，願與世界攜手共創和平安穩。”
充分表達了中國人團結就是力量，海納百川，憑
着鋼鐵般的意志與剛毅，繼往開來，齊心協力為
祖國的發展作出不懈的努力。

徐導語重心長地說：“在這首歌其中有一部
分加入了童聲合唱，採用了一問一答的表達方
式。回憶兒時，我經常向父母親、爺爺奶奶長輩
們問十萬個為什麼。而長輩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
肯定的，當我長大以後發現這些又成為了我兒
子、女兒的疑問。如今祖國的科技發展日新月
異，以科學回應神話，例如登陸火星、宇航科
技，我認為把這樣的情景構思融入歌曲裏挺好
的。”

自小出生在粵曲世家的徐導，在歌中也加入
了以琵琶演奏的粵式小調元素，他認為香港和廣
東同屬南方，這種帶有鄉情的演繹，是對南粵大
地的傳統特色文化致敬與獻禮。為了讓音樂更具
時代感，展現出年輕人一種朝氣，一種衝勁，加
上電聲部分，可謂匠心獨運。“整個製作過程中
我與廣東、北京的團隊一直保持不斷地溝通，
不斷地改。童聲部分是涵蓋了與我合唱，
還有一個大合唱，群唱部分，這些
是在廣東完成的，當時廣
州的疫情開始出

現反覆，確實為錄製的分工和時間增
加了難度和時間，感謝多方單位的大
力協助，團隊最終順利地在北京完成
整體的音樂合成。”徐導說。

徐導由衷地表示：“非常感謝
大家對我的新歌《中國紅心》欣
賞和點讚，這首歌是表達我對
祖國的孺慕之情，祖國今天
的強大、繁榮、昌盛，值得
我們自豪，我創作這首歌
也是我對祖國的赤子之
心，同時也是對中央
領導們盡心盡力為
國 為 民 的 讚
頌！”

周
杰
倫
受
台
疫
情
嚴
峻
影
響

香
港
演
唱
會
再
延
至
明
年
３
月

游嘉欣自爆擁6位數姑婆本

馮盈盈用消費券自我增值

●馮盈盈表
示刺繡有做冥
想的效果。

●●周杰倫到港獻唱周杰倫到港獻唱
可謂好事多磨可謂好事多磨。。

●●徐小明於歌曲中特別徐小明於歌曲中特別
加入了童聲大合唱加入了童聲大合唱，，給給
人一種新的感覺人一種新的感覺。。

●徐小明表示兒童要將祖輩們的
心聲一代代地傳承下去。

●●內地名主持倪萍參內地名主持倪萍參
與與《《19211921》》首映首映。。

●●《《19211921》》為慶祝為慶祝

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立100100

周年重磅電影作品周年重磅電影作品。。

●●游嘉欣打游嘉欣打
算用消費券算用消費券
來買衫來買衫。。

●●《《19211921》》主創們近日亮相首映禮主創們近日亮相首映禮，，票房旗開得勝票房旗開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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